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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制作者规则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
著作权困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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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为非人类创作主体颠覆了现行著作权法的基础。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著

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只有赋予人工智能使用者相关著作权，才能激励使用者使用人工智能
从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在确定著作权法保护必要性之后，可采用客观独创性标准将
生成物纳入著作权保护，从而实现著作权法促进作品创作满足公众需求的立法目的。基于人
工智能作为创作主体不具有也不应具有法律人格，可将非创作主体的人工智能使用者拟制为
作者，之后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相关权利归属的规定，进行具体的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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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涉及文学艺术领域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不断涌现，其在外观上
和功能上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并具有市场价值。2018 年 12 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开审理我国首例人
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纠纷案，但未当庭宣判。可见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难题已不再只是学术
话题，而且是司法实践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该问题主要涉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和权
利归属两方面。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将在明确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以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基础上，
对独创性标准进行相应调整。进而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建议采用拟制作者规则，就权利归属问题
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制度设计。
一、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分析和可版权性问题的解决
现行的著作权法是建立在创作主体为自然人的基础之上，而人工智能技术使计算机成为了具有
一定自主性的创作参与者，人工智能生成物已经超出了著作权法所考虑和规制的范围内。针对人工
智能生成物是否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学界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不管是支持说还是
否定说，都主要把重心放在独创性标准的解读上。〔1〕笔者认为，对于该争议，可从著作权法产生根

* 谢琳，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陈薇，中山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硕士。该文为 2018 年度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引领研究”（项目号 18ZDA307）子课题之二“智能时代信息价值观个体维度的引领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1〕如易继明认为，应当采用客观的独创性标准，人工智能生成物从客观表达上符合最低限度创造性构成作品 ；王迁认为，
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过程作为切入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生成过程并不符合智力创作的过程，不符合独创性标准，不构成著
作权法上的作品。参见易继明 ：
“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载《法律科学》2017 年第 5 期 ；王迁 ：
“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
著作权法中的定性”，载《法律科学》201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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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进行分析。首先应探讨是否有必要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纳入著作权法保护。在明确必要性之后，在
实现著作权法最终目的的框架内采用客观独创性标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问题将迎刃而解。
（一）激励使用者使用的必然要求
著作权法给予著作权人以专有权利必然提高公众利用该作品的成本，但是在符合激励理论
的前提下，这种公众利益的损失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它具有动态的效率，可激励公司投资于创
造性的项目，如果没有手段排除那些有能力的模仿者，他们就不会去追求这些项目。〔2〕但由于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参与者人工智能为非人类，因此有学者提出生成内容的人工智能不会在
法律上或经济上受到激励以产生更多或更少的作品，认为激励理论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而言是
失效的。〔3〕笔者认为，该观点将著作权法的激励对象局限在了创作主体之上。而实际上，著作
权法激励理论的成立是建立在著作权主体之上，著作权主体与创作主体并非一一对应，创作主
体并非著作权法唯一需要激励的对象。如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在特殊情形下，法人
或其他组织虽然不是创作主体，但是其作为投资者是著作权所有人，是著作权法所激励的对象，
主要目的在于激励投资主体，从而促进作品创作。可见，在激励理论下，著作权法的激励对象
是灵活多样的。
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法所需要激励的对象也将发生转变。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主体
人工智能虽然无需激励，但是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的投入，尤其是现阶段人
工智能产业还处于婴儿阶段，如特斯拉公司 CEO 埃隆·马斯克注资 10 亿美元成立一家名为“Open
AI”研究人工智能的非营利性企业，丰田公司也宣布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 10 亿美元。当然，目前
学界都意识到激励人工智能系统开发的必要性，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法保护也将提供一定的激励
机制。但是，促进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还需要通过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以激励使用
者的使用，这往往为学界学者所忽视。在人工智能生成物产生初期，部分使用者会基于好奇而使用；
但是随着技术的稳定，使用者的使用更多是基于其对生成物的需求，并希望其所获生成物不受他
人抄袭。如电影制作者想为电影创作一首主题曲，如果选择采用人工智能创作，他肯定希望创作
结果是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这样才能避免其他电影进行抄袭。只有人工智能生成物受到著作权
法保护，使用者才会使用人工智能以产生其所需作品，人工智能系统才有市场，从而促进人工智
能系统的开发。如果不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以著作权法保护，使用者将基于著作权无保障而不使
用人工智能系统，从而导致市场对文学艺术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需求不足，而无人愿意承担巨大
的投资成本将人工智能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因此，激励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下并
没有失效，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是激励使用者使用人工智能创作作品从而促进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独创性标准的调整
在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物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之后，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其受著作权法保
〔2〕Joseph P. Fishman，Creating around Copyright，128 Harv. L. Rev. 1333，1345 (2015).
〔3〕Perraya & Margonia，From Music Tracks to Google Maps: Who Owns Computer Generated Works?，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26(6)，62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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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可行性。随着人类不再直接参与许多作品的创作，继续坚持将人类的智力创作作为著作权的
先决条件，将威胁到对与人类作品具有同样价值生成物的保护并最终威胁到该生成物的生产。以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过程为切入点，并以人类的智力创作为判断标准的逻辑起点有所欠妥。根
据我国《著作权法》第 1 条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
的发展与繁荣”，“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只是实
现目的的手段。可见，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公共利益，促进作品创作实现文化繁荣以满足公
众的文化需求。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所描述“著作权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公众利益而鼓励原创的文
字、艺术和音乐创作”。美国国会也强调，宪法授权的关键是“作品”而不是“作者”，著作权“主
要不是为了作者的利益，而是为了公众的利益……”〔4〕著作权保护的前提是创作者可以给公众带
来的利益，以及著作权实现这种利益的必要性。在没有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著作权法保护是不合
理的。〔5〕也就是说，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判断标准应当在于“作品”内容本身是否能够满足公众
的需求而不是其创作过程如何。独创性标准作为可版权性的判断依据显然也应当是这样的。在人
工智能时代下，独创性标准应当从作者中心主义转向作品中心主义，采用客观标准即从形式上考
察作品内容本身是否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以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在客观独创性标准基础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问题关键在于其是否能为公众提供
与人类作品相同的利益。〔6〕 该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观上已经达到了和人
类作品难以区分的水平。如人工智能系统 Deep Bach 创作出与巴赫风格高度相近的“作品”，研
究团队对 1600 多人进行了测试，其中包括 400 多位音乐家或音乐系的学生。测试结果表明，超
过 50% 的人认为，Deep Bach 生成的作品就是巴赫本人的作品 ；相比之下，巴赫本人的作品也仅
被 75% 的人正确识别。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公众基于商业需求抑或是个人鉴赏需求，人工智
能生成物同人类作品一样都能予以满足。当然，也有学者从浪漫主义读者角度出发，认为著作权
是包含一种浪漫主义读者的理想，他们之所以被吸引到一部作品中，是因为作者独特的个性与
他们自己的共鸣。〔7〕 由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并不是作者思想或情感的个性化表达，所以无法满足
公众这种与作者情感产生共鸣的需求。但正如李琛所言 ：
“事实上，作者希望通过作品传达什么
样的思想，是他人永远无法知晓的。当我们从文中看到‘某种思想’，认为‘文本表达的思想是
……’时，那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是我们认为的作品的思想，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思想。”〔8〕这一
观点在约翰·塞尔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中文房间（Chinese room）也能得以证明，该实验过
程是将一个对中文一窍不通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关闭在一个有两个通口的密封房间中 ；房间里

〔4〕Robert C. Denicola，Ex Machina: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 Generated Works，69 Rutgers U. L. Rev. 251，270-271 (2016).
〔5〕Robert Yu，The Machine Author: What Level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is Appropriate for Fully Independent Computer Generated
Works，165 U. Pa. L. Rev. 1245，1251 (2017).
〔6〕Arthur R. Miller，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 Programs，Databases，and Computer-Generated Works; Is Anything New
Since CONTU?，106 Harv. L. Rev. 977，1067 (1993).
〔7〕James Grimmelmann，Copyright for Literate Robots，101 Iowa L. Rev. 657，658-659 (2016).
〔8〕李琛 ：
《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3-74 页。

40

Journal of Law Application

法律适用

2019 年第 9 期

法学论坛

有一本用英文写成、从形式上说明中文文字句法和文法组合规则的手册，以及一大堆中文符号。
房间外的人不断地向房间内递用中文写成的问题 ；房间内的人便按照手册的说明，将中文符号组
成对问题的解答，并将答案递出房间。这样一来，尽管房间内的人压根不懂中文，但房间外的人
依然能够获得其想要的答案。〔9〕 同样的，在一幅作品中即使作者并无表达其思想，读者也能从
中获得其所需。实际上，读者对于作品产生的情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其并不仅仅是为了去揣
摩作者的情感，而是通过主观能动性在作品上寻求自己情感的寄托。
因此，只要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观上达到人类作品同样的水平，其便可以实现与人类作品同
样的功能和价值以满足公众的需求。随着科技不断地发展和深化，在人类不断退出直接创作舞台
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客观独创性标准，将符合公众需求的生成物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以激发更多
具有价值的潜在作品的产生。
二、人工智能作为权利主体之证伪
在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之后，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应当由
谁来行使。对于著作权行使主体，最具正当性的便是作品最初来源的创作主体。但是由于人工智
能的非人类性，因此，首先必须予以讨论的是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主体之一，其
是否能够纳入权利主体范围。
（一）法人制度的错误借鉴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作为权利主体的作者既可以是创作作品的公民，也可以
是主持并代表其意志创作、承担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10〕可见，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市场的
扩大，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已经从自然人扩展到一些非人类主体。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非人类主体
被赋予法律人格，从而被拟制为作者并行使著作权的立法模式成为了部分学者主张将人工智能生
成物著作权归于人工智能的制度的依据。正如有学者提出，在考虑赋予计算机独立的法律人格时，
可以借鉴历史上授予法人以法律人格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某些组织需要永
久存在，如宗教秩序和地方政府（以及后来的公司）
，其次是这些组织需要能够持有和处理财产并
对损失负责。〔11〕基于此，该学者认为通过配套制度的构建，包括设立存款账户和保险计划等，解
决了财产问题和责任承担的问题，人工智能就可以如法人一样被赋予独立的法律人格。但是，其
忽视了法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法律人格的根本基础——人类团体意志。
《德国民法典》首先创制了
“法人”这个概念，规定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团体在法律上赋予其权利能力，使其具备民事主体资格。
这样的拟制手法意味着在法律框架之内将团体人格化。〔12〕而这样的团体之所以能够人格化的根本
基础在于其体现了人格，即人类的团体意志。法人制度在表面上看是赋予了一个非人类主体以法

〔9〕参见蔡恒进等 ：
《机器崛起——自我意识和人类智慧的开端》，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4 页。
〔10〕《著作权法》第 11 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
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
〔11〕Colin R. Davies，An Evolutionary Step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27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601，617 (2011).
〔12〕李扬、李晓宇 ：
“康德哲学视点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问题探讨”，载《法学杂志》2018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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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人格，而其本质是对人类团体意志的独立化和法律化，其实质仍然是建立在人类的基础之上。
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言，
“超个人主义思想”导致法律对法人主体的承认。由于共同体观
念的作用，法学才承认团体具有实体性的法律价值。〔13〕反观人工智能，其并不存在一个具有共同
意志的人类团体。人工智能产业涉及的各大人类主体，包括人工智能设计者、人工智能购买者以
及人工智能使用者，他们并没有像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一样存在一个共同意志，
而是独立存在的意志表达主体。因此，借鉴法人制度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的制度基础并不
存在。而除此之外，人工智能也不具有其他的人类人格成为法律将其人格化的基础。
（二）人工智能不具备成为权利主体的条件
著作权法实现立法目的的手段——激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则是通过赋予主体权利实现的。
因此，权利主体的设置意义在于激励主体进行创作和传播作品。只有被赋予权利的主体能够基于
权利的获得而受到激励，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才能予以实现，权利的赋予才具有意义。而当下众
多科技公司开发的涉及文学艺术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中，具有较高智能化的技术则为“自适应机
器学习”（adaptive machine learning）
，即 AML。其设计理念是让计算机系统通过对大量数据进行自
主分析，掌握智能行为方式。〔14〕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大数据背景下逐渐实现了自主学习的能力。
但是尽管如此，其仍然不具备独立自主意识 ；其自主性只体现在对数据的处理方式，但是行为的
自主仍然是依赖人类的指令。因此，著作权的赋予对于人工智能而言是无意义的，其并不会因此
而生成更多或更高质量的作品。并且，即使在未来科技的发展下，人工智能在意识领域上有所突
破，在许多方面接近或超越了人的能力，但是其激励机制也不会且不应该是法律权利。因为人工
智能的研究方向并非也不应是取代人类，与人类共同分配利益空间，甚至是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 ；
而是与人类的能力互补，尤其是通过解放人类来增强人的能力，人工智能应该是为人类实现更多
的目的而存在。
虽然有学者强调，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成为权利主体，只是为了使知识产权合法化，并不
建议让人工智能保留权利并进行交易 ；而只是最初将权利归属于机器，之后将由对作品作出必要
安排且予以确定的人根据合同转让给合同所指向的任何一方。〔15〕但是这种模式似乎有点多此一举
且违背法理。首先，知识产权的合法化并不要求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必须是创作主体。虽然现代
著作权法仍以 18 世纪工业革命前夕的英美法系版权法和大陆法系著作权法的“作品归于作者”为
原则。但是随着 20 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版权产业的分工愈加细化，非创作主体的投资者
在维系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方面的作用愈发突显，通过法律拟制“作者”的范畴早已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扩张，在保护创作者的同时，兼顾投资人的利益，特定情形下甚至由投资人完全取得作品的
著作权，借此强化对投资人利益的保护。〔16〕因此，创作主体为权利所有者并非知识产权合法化的
前提。其次，给予人工智能著作权之后，依然是由人类主体通过合同方式对权利进行行使，在没

〔13〕江平、龙卫球 ：
“法人本质及其基本构造研究——为视为说辩护”，载《中国法学》1998 年第 3 期。
〔14〕［加］赫克托·莱韦斯克 ：
《人工智能的进化》，王佩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版，第 3 页。
〔15〕同注〔11〕。
〔16〕易继明 ：
“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载《法律科学》201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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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人工智能成为权利主体的基础之下，这样的权利配置只是多此一举。最后，给予人工智能
以权利主体的资格违反了主客体不能转换的私法基本原理。在私权体系中，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
不仅相对应，而且彼此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得转换，所以权利主体不能是权利客体，权利客体亦永
远无法成为权利主体，只可能是法定支配权的对象。〔17〕因为，作为权利主体其对于权利客体是具
有目的性和主体性的。如果权利客体成为了权利主体，具有独立的目的性，那么该权利客体所属
的权利主体的目的性将难以实现。若权利主体和转换为权利主体的权利客体的目的性发生冲突时，
也难以解决。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甚至不存在实体形式的法人可以被认为能够拥有财产和权利的法
律主体，而具有物理形式的人工智能却不能被拟制为权利主体的原因所在。
三、人工智能使用者拟制为作者的制度设计
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与市场的扩大，创作者往往不是作品的利用者，为了实现作品的最大效应，
人们逐渐接受了创作者以外的著作权主体。〔18〕基于此，非创作主体的自然人当然也可以成为人工
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主体。那么，如何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将自然人纳入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
主体，且哪些主体应当成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主体是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难题的重中之重。
（一）拟制作者抑或法定转让的抉择
随着投资者在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中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并且其资金的投入和风险的承担的
利益趋向清晰地指向著作权的获取，美国最高法院裁判的 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ghing Co
一案，〔19〕首次确立了雇主被拟制为作者的规则，并随后纳入《版权法》第 26 条。〔20〕直接拟制
作者成为了英美法系将投资者纳入权利主体范畴的模式 ；而大陆法系一开始采用的是雇佣制度下
〔21〕
的法定转让方式，以应对电影等雇佣作品的保护。
我国在制定著作权法时也参考了各国的做法。

一方面，我国在《著作权法》第 9 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了作者以外的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
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些例外规定，是指《著作权法》第 15 条、第 16 条和第 17 条关
于电影作品、职务作品和委托作品权利归属的相关规定。这种权利归属模式则是通过法定转让的
方式，将著作权的部分或全部权利转让给非创作主体的其他主体。但另一方面，我国又在《著作
权法》第 11 条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该权利归属则是通过法律拟制的方式，
将非创作主体的其他主体拟制为作者，从而扩大作者的范畴，实现著作权完整地转让。〔22〕综上
可见，我国著作权的归属既采用了法定转让模式又采用了拟制作者的模式。那么，对于人工智能
生成物的权利归属应当采用何种模式？对此学界众说纷纭。
外国学者中，如布里迪建议通过修订美国版权法案中的雇佣制度，从而将自然人拟制为人

〔17〕参见熊琦 ：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载《知识产权》2017 年第 3 期。
〔18〕孙山 ：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法规制——基于对核心概念分析的证成”，载《浙江学刊》2018 年第 2 期。
〔19〕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ghing Co. ，188 U.S.239 (1903).
〔20〕Section 26 of the 1909 Act.
〔21〕参见孙新强 ：
“论作者权体系的崩溃与重建——以法律现代化为视角”，载《清华法学》2014 年第 2 期。
〔22〕参见曹新明 ：
“我国著作权归属模式的立法完善”，载《法学》201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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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生成物的作者。〔23〕赫里斯托夫也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认为在雇佣制度中对“雇主”和
“雇员”采用相对解释而不是代理法中严格的术语界定，则可以在雇佣制度的拟制作者框架下将
人类拟制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者。〔24〕德尼科拉通过扩大解释“作者”的范畴，认为“在生产
中起到激励作用”或计算机生成物的“发起人”完全符合宪法层面“作者”的概念，〔25〕从而将
自然人直接拟制为作者。但是戴维斯则提出了法定转让的方式，其认为先授予机器人格权并允许
他们拥有知识产权，之后我们再将这些权利转让于根据合同有权享有的一方。〔26〕而根据戴维斯
文章后面的制度设计，在依据合同转让之前，权利被法定转让于“雇主”一方，〔27〕这是一种类
似于我国雇佣作品或委托作品的法定权利配置。我国也有学者主张类推适用我国职务作品的相关
规定，将人工智能生成物定为人工智能的职务作品，由人工智能保留署名权，其他权利法定转让
于使用者。〔28〕
通过以上具体的制度设计，不难看出拟制作者和法定转让的根本区别。拟制作者模式下，只
需根据著作权法激励政策的目的，确定最需要激励的对象，之后通过扩大解释将其拟制为作者，
从而实现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分配。而在法定转让模式下，需要首先肯定人工智能的人格属
性并赋予它们最初的著作权。当然在法定转让模式下，可以保留部分权利，如在职务作品中，创
作主体可以保留署名权。这是拟制作者无法实现的权利分配效果。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较为认可
拟制作者的权利分配方式。首先，正如上文所分析人工智能并没有体现人类团体意志，赋予人工
智能人格属性不具备人格化的基础。其次，赋予人工智能初始著作权甚是多此一举，拟制作者的
模式下权利可以实现一步到位。最后，人工智能并无保留任何权利的需要，将署名权保留于人工
智能毫无意义，该权利的最终行使主体还是人类，保留署名权只会流于形式。并且，随着人类逐
步退出劳动领域，根据劳动贡献理论分配权利已经失效，权利分配更多是基于政策需求。通过拟
制作者规则，可以将这种政策需求合法化，从而使得人类基于作者的身份而享有人工智能生成物
完整的著作权，而不再追究人类是否参与创作。〔29〕而在拟制作者的模式下，应当将哪些主体拟制
为作者关乎著作权法利益分配功能的实现。人工智能产业链中，主要涉及的利益主体有人工智能
设计者、人工智能购买者、人工智能使用者。之所以采用“购买者”而不采用“所有者”或“投
资者”，是因为学界关于“所有者”或“投资者”的指代不统一。有的学者将其视为是初次分配的
所有权人即设计者，而有的学者则视为是再分配的购买者。因此，下文笔者将采用以上统一的概念，
对学界中各种观点进行分析。

〔23〕Annemarie Bridy，Coding Creativity: Copyright and the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Author，2012 Stan. Tech. L. Rev. 5，26-28
(2012).
〔24〕 Kalin Hristov，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opyright Dilemma，57 IDEA 431，446-447 (2017).
〔25〕Robert C. Denicola，Ex Machina: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 Generated Works，69 Rutgers U. L. Rev. 251，227
(2016).
〔26〕同注〔11〕。
〔27〕同注〔11〕。
〔28〕参见朱梦云 ：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制度设计”，载《山东大学学报》2019 年第 1 期。
〔29〕李伟民 ：
“人工智能智力成果在著作权法的正确定性——与王迁教授商榷”，载《东方法学》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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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能设计者拟制为作者之否定
主张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于人工智能设计者的观点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论证。
其一，根据人工智能的智能来源作为判断标准，认为人工智能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以实现数据
建模，这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时形成人类可以理解且具有逻辑性表达的基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的前提是在机器学习过程中作为训练者的人将数据筛选的价值观传达给机器。创造力的根本是训
练者在数据建模过程中通过训练赋予人工智能的价值取舍。因此，人工智能生成行为视为代表设
计者或训练者意志的行为。〔30〕基于此，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于人工智能设计者。〔31〕其
二，根据传统著作权法的实质性贡献规则，认为设计者是人工智能生成物产生过程中的必要安排人，
其投入了创造性的智力劳动设计人工智能程序，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付出了实
质性贡献。〔32〕其三，根据著作权法的激励理论，认为给予人工智能设计者著作权可激励其致力于
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有利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33〕
然而以上三种理由都不具有说服力。首先，从人工智能的智能来源角度，认为人工智能设计
者对人工智能进行训练，从而得出人工智能生成物体现的是设计者意志的观点有所偏颇。在机器
学习阶段，设计者对于人工智能的训练仅仅只是一种知识储备的输入，是知识背景和社会经验的
提供，其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影响是间接的并且是相当微弱的。随着“自适应机器学习”系统
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不断提高，其生成物结果往往会超出设计者的预期范围。因此，
并不能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代表的是设计者的意志。其次，虽然人工智能设计者在人工智能生产
中付出实质性贡献，但是设计者的实质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的生产中，而不是人工智能生
成物。这是人工智能生成物区别于计算机衍生品的关键所在。虽然设计者的程序设计对于人工智
能的运作至关重要，但是就如前文所言，其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影响是间接的。因此，不应基于
此就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于人工智能设计者。最后，从著作权法的激励理论角度，通过
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法保护和专利保护，人工智能设计者则可以获得回报并得到激励，从而致力
于人工智能创作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再给予其生成物著作权将导致双重权利保护。并且给予人工
智能设计者著作权并不能很好地和著作权法的激励理论保持一致。著作权法激励理论的终极目标
是激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但是，人工智能设计者只是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技术基础，其往往不
是生成作品的需求方，给予设计者著作权并不能激励人工智能的使用从而为公众创造更多新作品。
相反，给予设计者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可能会阻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因为人工智能购买
者在购买了人工智能设备之后，还要为获取其之后产生作品的著作权再次付费，这无疑将加大人
工智能的使用成本，从而打击购买者的积极性，不利于促进创作物的生成和利用。而从权利行使

〔30〕同注〔17〕。
〔31〕虽然熊琦原文表述是“将人工智能所有者视为作者”，但是根据其前文分析，实际上其指向的是设计者 ；并且其所指的
所有者只是训练人工智能的所有者，也就是该主体既是所有者也是设计者的情况，因为其下文进一步说明“从机器学习的训练角
度看，所有者即为向人工智能注入其意志的主体”。
〔32〕参见梁志文 ：
“论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载《法律科学》2017 年第 5 期。
〔33〕同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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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这样的权利分配也不具有可行性，将导致著作权流于纸面。因为在没有对购买者施加合同
报告义务的情况下，人工智能设计者往往是不知道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存在，从而无法实现对著作
权的行使。〔34〕综上，人工智能设计者不应成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拟制作者。
（三）人工智能购买者和人工智能使用者的利益分析
在学界中，争议较大的是应当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购买者抑或是人工
智能使用者。提出归属于人工智能购买者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从人工智能领
域的投资角度，认为以所有权为核心的给予所有者（购买者）相应的权利配置，符合创新市场。
赋权给设备所有人（购买者）
，将使其基于稳定权利的预期，积极推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助于
作品的利用和再创作，为人类利用人工智能的创造能力提供新的激励手段，著作权法语境下的人
工智能产业才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如果不能赋权给人工智能购买者，那么理性市场主体的选择
依然是不购买人工智能，无法收回成本的设计者也将选择不研发，产业的发展无从谈起。〔35〕其二，
从权利行使角度，认为人工智能购买者享有著作权也可以消除大量孤儿作品的产生。人工智能强
大的计算运行能力，在人的设计、操作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作品。让购买者享有著作权，人工
智能生成作品的消费者或使用者可更好的识别著作权人的身份和地址，减少消费者查找著作权人
的经济成本，从而消弭孤儿作品悲剧的发生。〔36〕其三，从预防侵权和责任承担而言，认为购买者
作为人工智能用于创作的实际控制者，其可基于合同或许可协议关于软件算法监督的要求，让编
程者将法律规则写入程序中，实现从源头上降低创作物侵权的可能。而购买者作为创作物的实际
支配人相较于其他主体更容易被找到，因而更有利于被侵权人获得救济 ；同时，购买者通常通过
许可合同或其他协议与人工智能设计者约定创作物侵权责任分担，如果发现开发人或其他人对侵
权的发生存在过错，也便于依据其与开发人或其他人之间的约定进行责任分摊。〔37〕
然而，上述这些观点，基本上都忽视了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规模化的发展，人工智能生
成物产业链下主体间的多元化。如孙山在分析中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无非两
种选择 ：赋权给设备设计者或赋权给设备所有人，其忽视了人工智能使用者作为一个独立利益群
体的存在。且上述部分分析只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市场关系，如认为购买者能够基于与设计者的
协议，预防侵权的观点也只是基于个性定制这种特殊的情形。在对人工智能购买者和人工智能使
用者的利益进行分析之前，应当明晰购买者和使用者存在哪些关系类型。人工智能购买者同时也
是使用者的类型并无争议，主要存在分歧的是人工智能购买者和使用者分离的情况，其包括以下
两种 ：一种是人工智能购买者通过有偿或无偿的方式公开给予公众使用 ；一种是人工智能购买者
通过雇佣员工对人工智能进行使用。笔者认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应当将人工智能使用者拟制为
作者。
针对第一种情况，首先，从人工智能的投资角度而言，购买者的投资成本实际上已经通过向

〔34〕Pamela Samuelson，Allocating Ownership Rights in Computer-Generated Works，47 U. Pitt. L. Rev. 1185，1208 (1986).
〔35〕孙山 ：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 11 期。
〔36〕李晓宇 ：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与权利分配刍议”，载《电子知识产权》2018 年第 6 期。
〔37〕许明月 ：
“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邻接权保护——理论证成与制度安排”，载《比较法研究》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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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收取费用从而实现成本的转嫁，使用者才是为人工智能系统买单的真正投资者。如果仍然
将著作权归于购买者，将导致使用者为其使用付费之后还要对其所获得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
权付费，在双重付费的情况下，无疑加大使用者获取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成本。并且可能出现人工
智能购买者不愿意进一步转让生成物著作权的情况，
从而导致使用者无法实现其使用的目的。其次，
从著作权法考虑作品首次固定者的利益而言，人工智能使用者才是首次固定的主体，其根据自己
的意志和需求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生成过程中进行一定的选择、编排等。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将
人工智能使用者拟制为作者，这也有利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进一步加工优化提高其价值。因为人
工智能的使用者更多是文化艺术领域的从业者，相较于人工智能购买者而言，更有利于人工智能
生成物的利用。〔38〕而从侵权责任角度而言，人工智能的生成过程往往会超出人类的意志控制范围
内，从创作源头控制侵权或违法内容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其传播源头是可控的，侵权的预防和控
制可以从创作转向传播。人工智能购买者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控制力相对薄弱，甚至并不知道
生成物的具体内容，人工智能的使用者作为作品的控制者更有利于侵权控制和承担相应的监管责
任。最后，从公平原则和全民原则角度，更应当将人工智能使用者拟制为作者。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来不会自动履行全民原则和公平原则，由于人工智能的先进性和复杂性以及高昂的成本，在自
由市场的引导下导致占有人工智能的机会和能力是不均衡的。〔39〕此时，则需要法律进行调整，让
全体人民平等享受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好处，实现社会公正。基于购买人工智能的成本过高，人
工智能使用者往往无力购买，只能通过向人工智能购买者支付对价获得人工智能使用权从而获取
人工智能生成物，如若再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于购买者，无疑加剧了科技发展所带来
的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
而针对第二种情况，在人工智能使用者被拟制为作者之后，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 16 条关
于职务作品权利归属的规定，
其符合职务作品中“主要是利用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
的情况，由作者——人工智能使用者享有署名权，由人工智能购买者行使著作权的其他权利。这
样的制度安排既充分考虑了人工智能购买者的资本投入，又符合著作权法考虑首次固定作品主体
利益的要求，有利于促进使用者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一步加工优化提高价值。
综上所述，将人工智能使用者拟制为作者的制度设计可为人工智能著作权困境提供一个可行
的解决路径。特斯拉公司 CEO 埃隆·马斯克曾说过“我觉得这个领域可能导致一个危险的结果”
，
不过“我非常喜欢关注人工智能”
，
“或许会有不好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确保结果是好的，而不
是不好的”。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将解放人类的劳动，使人类获得更多机会追
求自身的价值。而法律所要做的是引导并确保该领域向好的发展。那么在文学艺术领域，著作权
法则应当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以著作权保护并将权利归属于人类，从而激励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
不断产出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作品。
（责任编辑 ：吕芳）

〔38〕参见陶乾：
“论著作权法对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保护——作为邻接权的数据处理者权之证立”，载《法学》2018 年第 4 期。
〔39〕参见金东寒 ：
《秩序的重构 ：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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