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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

王 迁

(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200042)

〔摘 要〕 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表现形式上不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如计算机生成的无独创性数据

库，当然不能作为作品受到保护。但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表现形式与人类创作的作品类似，如机器人绘制

的图画、写出的新闻报道或谱出的乐曲，则需要从其产生过程判断其是否构成作品。迄今为止这些内容都是应用

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不能体现创作者独特的个性，并不能被认定为作品。在不披露相关内容由人工智能生成

时，该内容可能因具备作品的表现形式而实际受到了保护，但该现象是举证规则造成的，并不意味着著作权法因人

工智能而改变。
〔关键词〕 独创性;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Abstract: If the form of content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oes not meet the criteria of work，such as unorigi-
nal database，it is certainly not a work protected by the copyright law． However，in respect of pictures，news reports and
music which are drawn，written or compo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the forms of which are similar to works created
by human beings，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such contents should be analyzed to tell whether the contents are copyrightable
works． So far the contents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the results of application of arithmetic，logical rule and for-
mat which cannot embody the creators＇ unique personalities． These contents might be protected in practice simply because
people are not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y are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ch a problem is produced by the rules of
evidence，which does not indicate that the copyright law changes to protect the content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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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随着计算机程序“阿尔法围棋( AlphaGo) ”
战胜人类顶级围棋高手，以及机器人绘画、写作和谱

曲的出现，有关人工智能与著作权保护的问题受到关

注。“人工智能”与基因工程和纳米科学并称为 21
世纪三大尖端技术之一，虽然“人工智能至今尚无统

一的定 义，要 给 人 工 智 能 下 个 准 确 的 定 义 比 较 困

难”〔1〕1 － 2，但一般认为它描述了计算机模拟人的某些

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 如学习、思考、推理、规划等)

的过程①。〔2〕2既然人工智能在表面上缩小了纯粹机械

活动与人类思维之间的差距，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

容似乎就有了智力创作的痕迹。那么，对这些内容在

著作权法中如何定性? 它们能否作为著作权法意义

上的作品受到保护? 这一问题与著作权法的未来发

展息息相关，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研究范围的确定: 考察相关内容的表现形式

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否应被认定为作品，当然

是应当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并非所有由人工

智能产生的内容都需要被纳入讨论范围，因为在许多

情况下，对相关内容法律属性的判断与由人工智能产

生的事实并无关系，运用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就可以

获得圆满的解决。同时，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也必须有

前后顺序之分，否则将使讨论丧失焦点和重点。
在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定性进行研究之前，应

当排除那些即使源于人类，也被公认为不可能构成作

品的内容。因为人工智能只是生成相同内容的技术

手段，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的著作权研究，应当针对人

工智能带来的特殊问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过

程是否属于创作行为，该内容是否构成作品。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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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为什么人工智能( AI) 如此难以预测?》，http: / / tech．
qq． com /a /20141229 /006887． htm，2017 年 4 月 2 日访问。



特殊问题依赖于一个前提———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

符合除“由人创作”之外的作品构成要件。如果相同

的内容即使源于人类，也不可能构成作品，则对上述

问题就丧失了研究的必要。
在澳大利亚发生的“Telstra 公司诉电话号码出版

公司案”中，原告因被告复制其编制的电话号码簿而

起诉被告侵权。法院认为该电话号码簿不受澳大利

亚《版权法》的保护，理由之一在于“它不是人类创作

的结果，而是由计算机生成的”①。该案也被一些学

者在研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时所引

用②。
这样的讨论是缺乏价值的。如果源自人类的相

同内容都不属于作品，则无论该内容是源自于动物还

是人工智能，都不可能被认定为作品，此时仅需要讨

论作品的范围是否应当扩充，或者是否应当在著作权

法中增设邻接权，以保护此种不构成作品的内容，但

显然与人工智能无关。只有当源自人类的相同内容

属于作品时，才有必要讨论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该内容

能否被认定为作品。
在上文提及的“Telstra 公司诉电话号码出版公司

案”中，即使涉案的电话号码簿确实是利用人工智能

生成的，但由于它仅是将所有电话号码按照用户姓名

的字母顺序排列，即使由某人在不借助任何程序的情

况下以纯手工方式编成，也不可能构成作品( 汇编作

品) ③，因此“人工智能”并非认定号码簿是否构成作

品的因素，以此案讨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

题也缺乏合理性。与之相反的是，目前在网络中流行

的一些美图软件利用“深度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

可以将 照 片 或 图 片 变 为 印 象 派、野 兽 派 等 各 种 风

格④。对于进行风格转换后的图片而言，如果人们并

不知道它是美图软件生成的，而以为是人工绘制的，

也就是该图片源于画家之手，则当然会认定它是美术

作品，即基于原作品形成的演绎作品。因为从表现形

式上看，它以原作品为基础，以新的色彩与线条形成

了有别于原作品的艺术造型，体现了画家富有个性的

独特选择与判断。对于此类内容，在明确了其由人工

智能产生，而非源于画家之后，需要讨论其是否构成

作品。
鉴于此，在研究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否构成作

品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是: 在相同内容源自于人

类创作的情况下，该内容在表现形式上是否构成作

品。所谓“在表现形式上构成”，是指仅从相关内容

的外部表现形式判断它与人类作品是否相同，并不考

虑该内容的形成过程是否符合独创性的要求( 这是

下一步考虑的问题) 。如果相关内容是从无到有产

生的，也就是被主张为完全原创的作品( 而非演绎作

品) ，则应当判断其表现形式是否符合著作权法对各

类作品的定义。但是，对于采用了人工智能的绘画机

器人绘制的肖像画或风景画而言⑤，在形式上就属于

“以线条、色彩或其他方式构成的审美意义的平面造

型艺术”⑥。同样道理，由“新闻写作软件”生成的新

闻报道，〔3〕以及由软件生成的音乐⑦，在形式上具备

著作权法对文字作品及音乐作品要求。此时就应将

其纳入研究范围，进一步分析其是否构成作品。如果

相关内容是基于原有作品产生，即被主张为演绎作

品，则应当判断其表达与原作品是否已存在实质性差

异。例如，智能软件将简谱自动转换成五线谱，是对

同一音乐作品在记录方式上的变更，并没有产生新的

音乐作品⑧。再如，利用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软件对

口头表达的文字记录，以及文字处理软件对输入计算

机的文字进行拼写和语法的校对和更正，无法形成与

口头表达或原始文字存在实质性差异的表达。同样，

绘画机器人利用人工智能对绘画进行精确临摹的成

果，由于未能与原画作产生可被客观辨别的差异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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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stra Corporation Ltd v Phone Directories Company Pty Ltd，
〔2010〕FCA 44，para． 5．

Jani McCutcheon，The Vanishing Author in Computer － Genera-
ted Work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Ｒecent Australian Case Law，36 Melb．
U． L． Ｒev． 915，924 － 927( 2013)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早在 1991 年的 Feist 案中，就已经认定这
样的电话号码簿并不属于美国《版权法》保护的作品，See Feist Publi-
cations v． Ｒural Telephone Service，499 U． S． 340 ( 1991) ． 在我国发生
的“族谱案”中，原告辛苦收集了某一家族族人的姓名并编成了族谱。
法院同样认为，“族谱资料虽然记载了在若干自然村屯上曾经生息繁
衍的祖先及其后代的名字，并对这些名字按辈分大小进行编排，但这
种编排不具有独创性”，因此判决涉案族谱并不构成作品。参见广西
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4 ) 桂民三终字第 3
号。

相关新闻报道参见: 《效果惊艳 你应该试试 Prisma 这款软
件》，http: / /mobile． 163． com /16 /0801 /09 /BTCHAI79001168BQ． html，
2017 年 4 月 2 日访问; 钱好:《一键“变身”毕加索“文艺心”修图软件
为何走红?》，《文汇报》2016 年 8 月 2 日第 10 版; 刘燕秋: 《Prisma 走
红人工智能试水图像处理》，《21 世纪经济报道》2016 年 8 月 17 日第
16 版。

参见刘霞:《艺术或不再是人类专属———下一个毕加索可能
是机器人》，《科技日报》2016 年 4 月 3 日第 2 版;《德国研制出绘画机
器 人 》， http: / / scienceblog． blog． 163． com /blog /static /
1896850072012122112947126 /， http: / / tech． qq． com /a /20141229 /
006887． htm，2017 年 4 月 3 日访问。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4 条第( 八) 项。
参见《你还在听人类的歌? 机器人创作天团都来了》，http: / /

mt． sohu． com /20161130 /n474580792． shtml，2017 年 4 月 3 日访问。
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法院确认用新创造的记谱方法对已有音

乐记谱，不能形成作品，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2009) 一中知民初字第 9159 号。

这里所称的精确临摹，产生的是与被临摹的美术作品几乎无
差异的结果。绘画大师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有些模仿画作的行为虽然
也被称为“临摹”，但产生的结果与原画作存在明显的视觉差异，自然
不在此列。



只属于复制件①。但是，对于上文提及的应用人工智

能的修图软件而言，由于在对照片或图片进行风格转

换后，新图片与其原始状态相比已存在实质性差异，

如果新图片是由人绘制的，则在形式上已属于演绎作

品，此时需要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以回答其是否构成

作品等一系列后续问题。

二、研究路径的确定: 考察相关内容的产生过程

对于由人工智能生成，在表现形式上与人类作品

相同的内容而言，应当根据著作权法的原理判断其是

否确实属于作品。如果相关内容仅在表现形式上与

人类作品相同，但实际上并不能被认定为作品，则自

然无需再考虑如何确定作者身份和著作权的归属。
( 一) 以相关内容的产生过程为切入点

笔者认为，在对上述内容是否确实构成作品进行

判断时，应当在暂不考虑主体的前提下，从相关内容

的产生过程为切入点，分析它们是否符合独创性的要

求。此处之所以强调“暂不考虑主体因素”和以“相

关内容的产生过程”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是为了避

免形成逻辑循环。根据传统的著作权理念，只有人才

能创作作品。任何源于人之外的内容即使在形式上

属于作品，该内容也不能被著作权法承认为作品并提

供保护。对作品的认定原本需要考虑主体因素，但在

讨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定性时，如果一开始就纳入

主体因素，势必会造成逻辑循环，即“因为主体不是

人，所以相关内容不是作品; 因为相关内容不是作品，

所以它没有作者，无需认定作者和著作权归属”。而

“暂不考虑主体因素”，并只考察“相关内容的产生过

程”，就可以在“形式上与人类作品相同的内容”中，

识别出那些不符合独创性要求的内容并将其排除出

著作权保护的范围，这样一来，有可能被认定为作品

的，只能是那些不仅在形式上与人类作品相同，而且

产生过程符合独创性要求的内容。对此类内容，才需

要进一步研究: 是否应当突破作品必须源自于人的传

统著作权理念，将其认定为作品，以及如何认定作者

和确定著作权。按照上述方法，对人工智能所产生内

容著作权问题的讨论既可以避免逻辑循环，也更加聚

焦。
( 二) 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应用算法、规则和

模板的结果

从目前有关人工智能的各种报道和描述来看，至

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只是应用某种算

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与为形成作品所需的智力创

作相去甚远。以上文提及的修图软件为例，它可利用

“深度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将照片或图片处理成

印象派等各种绘画风格。如暂不考虑主体因素及处

理过程，仅从结果来看，多数人都会以为是画家绘制

而成。然而，该项人工智能对照片或图片的处理，与

绘画者根据照片或图片创作同样风格画作的行为存

在本质区别。
在艺术家眼中，就一张照片或图片而言，其影像

或造型与印象派等风格的画作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

一一对应关系。以同一照片或图片为基础，可以绘制

出无数被称为印象派风格的画作。绘画者即使熟知

印象派的画风，也了解将普通照片或图片绘制成印象

派画作应当遵循的一般方法，绘制过程也为绘画者留

下了发挥的空间。绘画者可以凭借自己对印象派的

理解和感悟，在线条的位置、粗细和弯曲度方面作出

选择，在造型、明暗、阴影和色彩等因素上进行判断和

处理，以表达其独特的思想感情。由此产生的绘画具

有个性化的特征: 多名绘画者在具有相同专业水准的

情况下，以同一照片或图片为基础，绘制成的印象派

画作也会存在差异。即使对同一名绘画者而言，在绘

制印象派画作之后，如果事隔几年后要求其再次将同

一照片或图片绘制成印象派画作，除非其记忆力超群

或将第一次绘出的印象派画作摆放在旁边，否则也很

难绘制出与前一次画作几乎完全相同的画作。这正

如文字作品的作者如果因电脑故障无法打开未作备

份的电子文档而被迫重写，也往往会感到重写后的文

字与原文有所不同，原文中的一些精彩表述再难重

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们总是对丢失其手稿等作

品唯一载体的行为深恶痛绝②。
上述现象正是“独创性”的体现———作品源于作

者独立的、富有个性的创作，打上了其聪明才智的独

特烙印，是作者精神与意识的产物。这就使著作权法

意义上的创作有别于人们严格根据算法、规则和模板

实施的行为，如使用密码本对文字进行加密或解密，

在五线谱和简谱之间进行相互转换，使用微软图表软

件( EXCEL) 中的图表模板将数据转换成图表等。显

然，这些行为都利用了智力成果———各种方法和计算

公式，如密码系统的设计和破解，五线谱和简谱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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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拙作:《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2 至 24 页，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曾诉盛林虎著作权纠纷一案
的复函》，1989 民他字第 55 号。但对此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参见郑
成思:《版权法》( 修订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1 页，
173 页; 杨明:《文字作品 v． 美术作品: 对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反思》，
《中外法学》2009 年第 2 期。即使承认由人进行的精确临摹可构成演
绎作品，由具有人工智能的绘画机器人所作的精确临摹是否构成作品
的问题，也能在后文的讨论中得以解决。

典型案例见“高丽娅诉重庆市四公里小学案”，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5 ) 渝一中民初字第 603 号。



谱方法的发明，各种图表模板及与数据之间的转换程

序，都需要投入智力劳动。但是，算法、规则和模板是

否为智力成果，与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过程是否

属于智力创作，产生的结果能否构成作品并无必然联

系。如果将它们应用于原始材料之后，只要方法正

确，无论由何人实施，获得的结果具有唯一性，就排除

了实施者发挥聪明才智的可能性，导致相应的结果无

法具有个性化的特征，从而不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例

如，EXCEL 中将统计数据转换为各类图表的代码化

指令序列可作为计算机程序受到保护，但任何人使用

该程序处理同一套统计数据，所能够获得的各类图表

都是相同的，这些图表显然不能构成作品。
利用“深度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的修图软件对照

片或图片进行风格处理时，本质上仍然是在实施一套

优化后的算法，该算法使软件在分析了上千万张的图

像后，通过图像的颜色、结构和纹理确定不同风格之

间的对 应 关 系，从 而 在 较 短 的 时 间 内 实 现 图 像 处

理。〔4〕。但是，无论这套算法多么复杂、先进和富有

创意，也无论转换的规则是由程序员直接输入还是程

序根据算法自动产生，采用该算法的修图软件一旦编

制完成，使用不同的计算机应用该软件对相同的照片

或图片进行风格转换，只要不是由于软件的缺陷而出

现计算错误，所得到的结果不会有所不同。这就从根

本上抹煞了处理过程的创作空间，排除了处理结果具

有个性化特征的可能性。正如有技术专家所指出的，

这种风格转换只是“让大众有了机器可以作画的错

觉”。〔5〕

即使是形式上比风格转换更接近人类创作的

“机器人作画”，也无法符合独创性的要求。德国机

器人实验室研发的机器人为真人绘制素描的视频新

闻曾引轰动一时，甚至引发了“美术学院教谁去?”的

疑问①。但是，在美术学院的人体绘画课上，如果许

多学生都以同一个人为模特进行绘画，每个人绘出的

人物画会互不相同，各具特色，这反映了美术作品创

作过程中的独特个性。而机器人之所以能绘制素描，

无非是根据研发者预先确立的算法和编制的计算机

程序，先用机器人自带的照相机对人脸进行拍摄，再

提取其中的特征点，再将其矢量化为一些线段，最后

将这些线段传给机器人的控制器，由末端执行器在纸

上绘制肖像。〔6〕。由此可见，机器人素描的过程是高

度程式化的，只要模特是同一人，在相同的照明条件

下，在同一距离和位置上具有相同姿势和神态，被绘

制出的素描肖像就别无二致。在有关机器人绘画的

科技论文中，研究的对象是“人脸肖像轮廓提取算

法”、“人脸肖像轮廓的细节处理算法”和“数据采集

系统和机械控制系统设计”，〔7〕均为定量化分析，说

明“机器人作画”本质上仍然属于执行既定流程和方

法，并通过计算获得确定的结果，与体现个性化的智

力创作存在根本区别。
“自动新闻写作”则是综合运用算法与模板的结

果，其关键在于针对某一类型文章，如财经新闻、体育

新闻等开发出针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的算法，再将其

分类套入内置的各种模板。〔8〕以自动对美国职业篮

球赛( NBA) 进行直播报道的自动写作软件为例，虽

然其生成的直播报道足以“以假乱真”，被球迷评价

为由人工创作的比率高达 90%②，但它是基于开发者

构建的球队“比分差函数”，运用由该函数的数据分

片算法和数据合成算法，对数据进行分类，并填充到

开发者 事 先 预 定 的 上 百 个 模 板 中 所 产 生 的 结 果。
“模板”是根据数据的类别以及历史 NBA 赛事的新

闻报道制作的，类似于有固定格式、栏目和标题的表

单，用于填入数据。如“以球队为报道对象”的模板

包括“* 队开局打出* 比* 的比分，取得了* 分的优

势”、“双方杀得焦灼，你来我往都有得分，比分为*
比*”、“* 奋力打出* 的攻击波将分差缩小到个位

数”等。“以球员个人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模板包括

“在* 球员的带领下，取得* 分的领先优势”、“* 队

在* 的带领下打出* 比* 的攻击波，一举将比分反

超”、“双方打得相当胶着，* 连投带罚接连得分，*
也打得非常有活力”。〔9〕然，当软件根据函数和算法

对原始信息进行筛选和计算后，将所得数据依对应关

系填入模板之中，一篇新闻报道就形成了。它与前文

所述的“机器人作画”一样，本质上仍然属于执行既

定流程和方法的结果。
( 三) 人工智能的“学习”是确定规律的过程

具有“学习”能力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步的标

志。开发“阿尔法围棋”程序的“深度思维”公司首席

执行官曾称该程序“拥有强大的自我学习能力……
它是通过自我对局来优选最佳方法，这跟人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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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 jfy19920503( 原文未署真实姓名，只有此代号) : 《智能
机器人来绘画，八大美院教谁去?》http: / /www． ithome． com /html /next /
185755． htm，2017 年 4 月 10 日访问。

摘录其中一段如下: “首节开场之后双方杀得相当胶着，你
来我往都有得分，快船在克里斯–保罗的带领下取得 10 分的优势，

杰弗瑞·洛文吉的扣篮成功帮助掘金缩小差距，紧接着杰米尔·尼
尔森、威尔森·钱德勒也为球队做了贡献，最后的混战过后，首节，

快船以 22 – 17 领先。次节，快船轰出 34 – 25 的高潮，领先对手 14
分。第二节已经接近结束，上半场结束快船 56 –42 暂时领先。易边
再战，快船凭借一波 26 – 19 攻击波，将比分差距扩大到 21 分。杰
弗瑞·洛文吉的投篮成功帮助掘金缩小差距，随后威尔·巴顿也为
球队赢得了得分，前三节结束，快船 84 – 65 暂时领先”，参见陈玉
敬、吕学强、周建设、李宁:《NBA 赛事新闻的自动写作研究》，《北京大
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7 年第 2 期，第 217 页。



方式一样”。〔10〕然而，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学习”能力

并不意味着应用这种“学习”成果生成内容的过程是

创作，以及生成的内容是作品。它只意味着与程序设

计者预先确定可直接得出结果的固有规则( 如简谱

与五线谱之间的对应关系) 不同，拥有人工智能的程

序可以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自己找出事物之中更

为具体、细致的规律。毫无疑问，这种“学习”能力在

数据处理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但它仍然属于应用特

定算法获取最佳结果的过程，其作用在于从无数可能

性中找到唯一或者极为有限的正确路径。因此一些

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将人工智能的“学习”描述为: 将

神经———中枢———大脑的工作原理设计成一个不断

迭代、不断抽象的过程，以便得到最优数据特征表示

的机器学习算法。〔2〕290 － 291例如，“阿尔法围棋”程序的

人工智能体现在它具有由“策略网络”和“估值网络”
构成的“深度神经网络”。这种“神经网络”实际上是

由简单 处 理 单 元 构 成 的 大 规 模 并 行 分 布 式 处 理

器。〔11〕1其中“策略网络”通过对人类对弈大数据分

析，“搜索出更像人类高手该落子的位置”，“估值网

络”对备选的落子位置进行后续计算，“推演出胜率

最高的走法”，〔7〕这是一种对从外界获取的信息进行

的逐层加工的过程。〔13〕

同样，相关研究表明: 计算机程序之所以能“作

曲”，是应用了统计学中的马尔可夫链( 一种未来状

态的概率只取决于当前状态的数学模型) 选择音调。
根据对大量音乐作品中音调之间的搭配与和谐关系

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规律，比如当前的音调是 C，

则下一个音调为 G 的概率为 70%，为 E 的概率为

15%，为 F 的概率为 10%，为 A 的概率为 5%，不同的

概率由不同的马尔可夫链模型所决定。〔14〕这样，程序

就可以通过三个步骤生成乐曲，首先是建立规则表和

数学模型，然后是随机生成单个音符，最后是根据规

则表和数学模型测试其和谐度，“通过不断重复生产

和测试环节，越来越多有效音符被选择出来并组成了

完整的乐曲”。〔14〕如果将程序这种反复试错，筛选合

格组合的过程称为“自我学习”，则它仍然是依据算

法进行的有规律的运算过程。虽然因其初始因素

( 如第一个单音符的生成) 具有随机性，因此程序设

计者也无法准确预测最后的结果，但在重复该运算过

程并输入相同初始数据的情况下，同一程序得出的结

果是有限的。这正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本质特

征———是计算而非创作。〔11〕398 － 389 一篇文章在描述

“机 器 作 曲”时，其 标 题 恰 如 其 分 地 说 明 了 一 这

点———《算出音乐来》。〔14〕

由此可见，具有“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与以往

机械式处理手段的不同，在于能够根据算法分析数据

并找出最优策略，再采取该策略产生最佳结果，而不

是仅仅应用算法直接获取结果。但是，对最优策略的

确定仍然是基于算法产生的，而且策略本身属于方

法，落入了思想的范畴，不可能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

法的保护。算法和计算机程序设计者也许无法准确

地预测计算机运行程序并分析数据后能得出怎样的

最优策略，但不同的计算机运行同一程序，根据同一

算法分析相同数据，得出的最优策略是相同的或有限

的，而不同的计算机对相同的数据采取该最优策略，

获取的结果也是相同的。换言之，对相同的原始材

料，人工智能运用相同的策略进行处理，其结果具有

高度的可重复性，这正说明对策略的应用不具备个性

化的特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同作者即使遵

循同一创作理念、原则或规律，使用相同原始素材创

作的作品也会在内容上五花八门。这是因为创作理

念、原则或规律仅仅属于创作背景或外部限定，它无

法决定作品的内容。有时，作者打破惯例，不按常规

的创作还会产生更佳的艺术效果。正因为是作者独

特的个性和情感，甚至是稍纵即逝的灵感，而不是创

作理念、原则或规律驾驭着创作活动，如果作品内容

较为复杂，甚至连作者本人在遗失作品的唯一载体之

后，往往也难以重新创作出相同的内容。在提出著名

的“图灵测试”的论文中，阿兰·图灵引述了杰弗里

·杰斐逊( Geoffrey Jefferson) 教授对“机器会思考”的

怀疑:

直至一部机器因思考和情感而不是通过随机排

列符号而写出一首十四行诗或谱写一部协奏曲，我们

才能认同机器等于同大脑①。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目前的“人工

智能”本质上是应用“人”的“智能”，其生成内容的过

程并不涉及创作所需的“智能”，因此并不能成为受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日本政府设立的“知识产权

战略本部”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般认为，人工智能

自动生成的内容不属于著作权的客体”，其原因就在

于“人工智能自动产生的创作物( 类似作品的信息) ，

并非( 日本) 《著作权法》第 2 条第 1 项规定的‘表现

思想或者情感的作品’，也就根本不存在对其享有的

著作权”②。澳大利亚司法部下设的“澳大利亚版权

审议委员会”曾在有关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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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中建议澳大利亚《版权法》增加“计算机生成的

作品( computer － generated work) ”的作品类别①，但遭

到了“澳大利亚版权委员会”的反对，理由之一正是

此类内容无法达到独创性的要求②。“澳大利亚版权

审议委员会”接受了该观点，在其发布的最终报告

中，不再建议将诸如由报告撰写程序( 类似于前文提

及的自动新闻写作程序) 生成的内容作为作品保护，

而是建议创设邻接权的客体以提供保护，其用语也从

“计算机生成的作品”改为“计算机生成的内容( com-
puter － generated material) ”③。

在最早对“计算机生成的作品”进行规定的英国

《版权法》中，“计算机生成的作品”被认定义为“在该

作品没有作者的情况下，由计算机生成的作品”④。
该法第 9 条第 3 款规定:“对( 由计算机生成的) 作品

的创作进行了必要安排的人”被视为“作者”⑤。然

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对此指出: 该规定看来

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计算机可以在没有任何人

类创造性贡献的情况下“创作”文学艺术作品，但是

否真正存在能够不借助任何人类创造性贡献而创作

出“作品”的计算机“智能”，则是存疑的⑥。英国本

国学者对此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很难理解此种成果

如何能够符合既有的独创性标准，特别是该标准要求

作品应当是‘劳动、技巧或判断’的产物，更不用说符

合欧盟有关要求作品是‘作者自己的智力创作成果’
的要求了”⑦。同时，将该条适用于上文提及的机器

人写作、作画和作曲等情形，也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

碍。试问谁对“由计算机生成的作品”的“创作”进行

了必要安排? 是相关计算机程序的编写者还是该机

器人或程序的使用者? 如果是前者，则其获得了对计

算机程序和运行该程序生成结果的双重权利，属于重

复获利，有失公平。如果是后者，则意味着只要选择

了某机器人或运行了某一程序就可获得著作权⑧，显

然是不合理的。
迄今为止，也只有一个涉及计算机游戏的英国案

例适用了上述条款。在该案中，原告起诉被告抄袭了

自己的计算机游戏，并主张计算机运行过程中呈现的

画面属于“计算机生成的作品”，而原告的程序员则

应被视为该作品的作者。对此，英国法院认为:

组成( 电子游戏画面) 的各帧画面都是计算机生

成的作品，为创作作品进行必要安排的工作是由琼斯

( 原告的股东兼程序员，笔者注) 承担的，因为他设计

了游戏各要素的外观，还设计了游戏的规则和逻辑，

由此产生了游戏的每一帧画面，他还编写了计算机程

序。在这种情况下我确信琼斯对作品的创作进行了

必要的安排，应当根据( 英国《版权法》) 第 9 条第 3

款的规定被视为作者⑨。
显然，在该案法官的心目中，虽然程序员编写了

计算机程序，也设计了游戏中人物、道具等各要素的

画面，甚至是单幅的静止画面，但游戏在运行过程中

形成的连续画面，并不是程序员直接创作的作品，而

是“计算机生成的作品”，程序员并不是真正的作

者瑏瑠，只能被“视为”作者。这样的判断实不足取，在

游戏运行时，屏幕上显示的所有连续画面，都是计算

机程序根据玩家的操作调用预先输入的各要素图像，

并加以组合形成的。虽然连续画面的内容会随着不

同玩家的不同选择有些区别，但不可能超越程序员对

游戏进程的预先设立的各种要素的组合，因此当然属

于由程序员等作者们创作的作品，计算机只是在技术

意义上“生成”了它们瑏瑡。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司法实

践也认为计算机游戏画面是人创作的作品，并未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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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BCP /CE /I /2．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a Possible Protocol
to th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First Session，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para．
51．

See Jonathan Griffiths，Lionel Bently，William Ｒ． Cornish，UK，
§ 2〔b〕〔i〕，in Paul Edward Geller ( ed )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
and Practice，Matthew Bender ＆ Company，Inc． ( 2015) ．

这正是某些学者的观点，See Jani McCutcheon，Curing the Au-
thorless Void: Protecting Computer － Generated Works Following IceTV
and Phone Directories，37 Melb． U． L． Ｒev． 46，56( 2013) ．

Nova Productions Ltd v Mazooma Games Ltd，〔2006〕Ｒ． P． C．
14，398 － 399，para． 105．

法院还否认运行游戏的玩家是作者，因为他们既没有投入艺
术性的技巧和劳动，也没有对各帧画面的创作进行必要的安排，同上
注，399，para． 106．

即使是认同英国《版权法》该规定的学者，也认为该判决的观
点存疑，因为“组成( 电子游戏画面) 的各帧画面都是组合自琼斯创作
的单幅图片，是他的心灵和意志决定了由计算机生成的组合画面的形
状”。Jani McCutcheon，Curing the Authorless Void: Protecting Computer
－ Generated Works Following IceTV and Phone Directories，37 Melb． U．
L． Ｒev． 46，66( 2013) ．



认定为“计算机生成的作品”①。如浦东新区法院就

曾认定“游戏画面由游戏引擎按照既定规则调取开

发商预先创作的游戏素材自动生成……( 该) 连续画

面构成类电影作品，其著作权属于游戏开发商”②，

“网络游戏中连续活动画面因操作不同产生的不同

的连续活动画面，其实质是因操作而产生的不同选

择，并未超出游戏设置的画面，不是脱离游戏之外的

创作”③。由此可见，英国《版权法》对所谓“计算机

生成的作品”的定义和权利归属的规定，实不足为我

国所仿效。

三、区分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实然定性与应然定性

综上所述，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而言，即便

在表现形式上与人类创作的作品几无差别，如机器人

生成的人像素描和财经报道等，由于是应用算法、规
则和模板的结果，其生成过程没有给人工智能留下发

挥其“聪明才智”的空间，不具有个性特征，该内容并

不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不能构成作品。
上文在讨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定性时，暂时排

除了主体的因素。并得出了此类内容不构成作品的

结论。现在再考虑主体因素，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

出相同结论。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鼓励作品的创

作④。实现鼓励效果的途径，则是通过赋予作者复制

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一系列权利，使作者

能够在法律上制止他人未经许可以复制、发行、信息

网络传播等方式利用作品，确保他人在利用作品时经

过作者许可并向作者支付报酬，从而使作者从创作中

获得应有的回报，能够体面地生活，保持继续创作的

动力，并为志在创作的年轻一代产生良好的示范效

应。那么，谁能在这套精心设计且十分复杂的法律机

制之中受到鼓励呢? 当然只可能是人。郑成思教授

对此指出: 不论何种人持何种看法，在认定版权制度

的本质是鼓励用头脑从事创作之人这一点上，意见是

一致的。〔15〕31 － 32 无论是动物还是机器，都不可能因著

作权法保护作品而受到鼓励，从而产生创作的动力。
正因为如此，“作品是作为有血有肉的自然人对于思

想观念的表达; ……由非人类‘创作’的东西不属于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16〕29我国《著作权法》
第 2 条将享有著作权的主体限定为“中国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和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无国籍人”，

印证了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美国版权局要求被登

记的作品“必须由人类创作”，并将“在没有任何源于

人类作者的智力投入或参与的情况下，由机器以及随

机或自动运行的纯粹机械过程生成”的成果排除出

可登记范围⑤，美国法院认定“猕猴自拍照”不构成作

品⑥，也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立场。因此，人工智能生

成的内容不构成作品，属于法律对其的应然定性。
然而，对于那些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但在表现形

式上与人类创作的作品类似的内容而言，如果人工智

能的操控者并未披露其真实的生成过程，相反，此人

还在该内容上署名，对外表明自己是创作者，则由于

署名有推定作者身份的法定效力⑦，除非质疑者有相

反证据证明该内容源自人工智能对算法、规则和模板

的运用，则在实然状态下，该内容仍然会被认定为作

品并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人工智能的操控者也将被

认定为作者并享有一系列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
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在否定了所谓“人工智能

创作物”能作为作品受现行日本《著作权法》保护的

可能性之后，又认为“然而，人类的创作物和人工智

能创作物在外观上通常难以区分。基于此，除去明显

是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情形，应当与人类的创作物进行

相同的对待。……人工智能创作的音乐、小说等内容

也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⑧，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有

别于法律规定的实然状态。
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人工智能给著作权保护增

加了一些复杂性，但尚不足以对著作权制度形成真正

的挑战，因为它本质上属于证据规则的范畴，在以往

也并不罕见。著作权法对作品构成的相关规定并不

会因此改变，也无需改变。在前文提及的“猕猴自拍

照案”中，如果摄影师发布照片时声称是自己拍摄，

由于现场并无他人，猕猴当然也不会开口反驳，这张

猕猴露齿微笑的照片当然会被认定为是摄影师的作

品，真相可能永远无人知晓。同样，诗人晚年将其早

年不为人知的诗歌投稿刊出，没有读过早年相同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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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如美国法院认为游戏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连续画面属于“视听
作品”，游戏设计者当然是作者。典型案件如 Stern Electronics，Inc． v．
Kaufman，669 F． 2d 852 ( 2d Cir． 1982) ; Atari，Inc． v． North American
Philips Consumer Electronics Corp． ，672 F． 2d 607 ( 7th Cir． ，1983 ) ;
Midway Mfg． Co． v． Artic Intern． ，Inc． ，704 F． 2d 1009 ( 7th Cir．
1983) ; Atari Games v． Oman，888 F． 2d 878 ( D． C． Cir． 1989) 等。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5 ) 浦民三( 知) 初
字第 529 号。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6) 沪 73 民终 190 号。
《著作权法》第 1 条即开宗明义地规定: “为……鼓励有益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根据宪法制定本
法。”

See US Copyright Office，Compendium of the U． S． Copyright Of-
fice Practices ( 3rd Edition) ，§ 313． 2．

See Naruto v． David john slater，2016 U． S． Dist． LEXIS
11041．

《著作权法》第 11 条第 3 款规定: “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
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知的財産戦略本部: 《知的財産推進計画 2016》，第 8 页 ht-
tp: / /www． kantei． go． jp / jp / singi / titeki2 /kettei /chizaikeikaku20160509．
pdf． 2017 年 3 月 2 日访问。



的人们都会认为诗人创作了新作品。但这并不意味

着著作权法承认动物的“智力成果”是作品，或者抄

写之前的诗歌属于创作。是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在

作品认定方面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对立。
那么，对于在应然状态下不构成作品的由人工智

能生成的内容，能否可视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或使用者

为创作者呢? 有学者主张，可比照著作权法中视法人

为作者和将著作权归属于投资者的规定，“将人工智

能的所有者视为作者”。〔17〕对此需要指出的是，著作

权法的上述规定，是以相关内容已构成作品为前提

的。如果内容产生的过程并不属于创作，相关内容并

不是作品，又谈何通过法律的拟制将未参与创作者视

为作者呢?

结语

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言，“人是宇宙

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8〕329人的创造性思维，人的灵

感与个性，是作品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那些最

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作往往只产生在难得而

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①。迄今为止的人工智能

只能按照人类预先设定的算法、规则和模板进行计算

并生成内容。无论这种过程多么复杂，其结果多么接

近作品，终究只是如来佛手中的孙悟空，无法突破如

来佛的五指手掌。因此，一篇研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著作权保护的文章所称的“机械在作品创作过程中

发挥 的 作 用———尤 其 是 对 独 创 性 部 分 所 作 的 贡

献———日益超过人类，甚至完全取代人类的精神劳

动”，〔19〕恐怕仍然是对未来的幻想，而不是现实。当

然，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面临挑战甚至威胁的，将是

整个人类社会。即使不去想象此类人工智能是否会

演化成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杀人机器，也应考虑

一本世界著名计算机教材对此表达的忧虑:“看来人

工智能领域的大规模成功———创造出人类级别乃至

更高的智能———将会改变大多数人类的生活，我们工

作和娱乐的真正本质将会被改变，我们对于智能、意
识和人类未来命运的观点也会如此。在此层次上，人

工智能系统会对人类的自主性、自由乃至生存造成更

为直接的威胁”。〔20〕878 与之相比，著作权制度受到的

冲击大约可以忽略不计了。

①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十

四篇历史特写( 增订版) 》，三联书店 2015 年版，序言第 1 页。在该书

《亨德尔的复活》一章中，茨威格生动地描述了曾一度丧失创作的灵

感，如同行尸走肉的作曲家亨德尔，在看到了友人撰写的清唱剧《弥赛

亚》歌词后激情勃发，创作《弥赛亚》乐曲的过程。我们难以想象，人

工智能如何取代亨德尔创作出天才之作《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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