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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
熊   琦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在新闻和视觉艺术领域参与创作活动的现象虽然在如今已成常态，但如何认
定由此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及其权利归属，在法律上却并未形成统一意见。作为非自然人和法人的人
工智能首次成为内容来源后，如果将该内容认定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将冲击传统著作权的客
体认定标准和权利归属原则，引发权利变动和侵权认定规则的全面混乱。作为激励“理性人”创作和
传播的制度工具，著作权法无法脱离从移植自有体物财产权的制度体系和主客体不得互换的基本私法
原理，因而围绕创作者和投资者构建的制度设计不应也无法因人工智能而被颠覆。作为遵循人工智能
软件设计者意志创作的产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结果不但仍可由独创性判定标准来认定，权利归属
也应借鉴早已存在且运作成熟的法人作品制度安排，将人工智能的所有者视为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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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nts that generated by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can be commonly seen in news and art areas 
today. But whether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copyrightable, and who owns the work of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problem.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no doubt is machine which is excluded by 
copyright authorship. If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work that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rules of copyright subject matter and ownership will be changed and disturb the basic rules of private 
law. As an incentive system, copyright law cannot abandon the infringement and transfer doctrine which all are 
based on traditional subject matter and ownership. In this case, the content generated by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work in copyright law. Due to the creativity of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is taught by the 
designers, those work’s copyright should be owned by the designer of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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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机器对于著作权法而言，一直以来仅作为

创作和传播的辅助工具存在，在创作行为上仅限

于代替书写和丰富作品固定于载体的方式，并未

产生任何独立的著作权法律效果；而在传播行为

上则不断扩展了作品的使用方式，促使著作权法

为此增加相应的法定权利类型及其限制方式，

所以机器对著作权法的影响更多发生在传播而

非创作领域。随着传播技术对作品使用方式的

改变，新的商业模式不断基于新的作品经济利

益实现途径而出现，由此需要在法律上加以调

整，以重新平衡权利人与使用者的利益。人工智

能不同于以往影响著作权法的机器之处，在于其

已进入到对作品创作环节的介入。美国人工智能

机器人通过学习已经能够生成极具艺术性和美感

的美术作品，并在画廊和博物馆展出。a美联社

与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开展的人工智能新闻写作平

台Wordsmith，如今已经达到每季度三千余篇的
产量。b特别是在财经和体育等需要大量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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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nnemarie Bridy, The Evolution of Authorship: Work Made by Code, 39 Colum. J.L. & Arts 395 (2016), p. 397.
b AI公司的公关经理James Kotecki表示，Wordsmith平台每周可以写出上百万篇文章，甚至可以达到2000篇/秒。参见付松聚：《从8

月CPI报道看机器新闻与人工新闻差异何在》，载《中国记者》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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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新闻报道领域，人工智能在利用大数据和大

规模分析数据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最先介入

创作行为的领域，我国腾讯等互联网公司也自行

开发了Dreamwriter软件来批量撰写财经类新闻报
道，并已能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生成差异化的风格

和版本，由此引发了人工智能将代替记者的讨

论。c 在音乐和视觉艺术领域，人工智能介入自
然人的创作行为也早已出现，在人的指导下，谷

歌提供的人工智能设备DeepDream所生成的绘画
已拍卖成功；d与此同时，计算机游戏软件在人工

智能的帮助下，也能自行生成全新游戏界面供玩家

使用。e 
人工智能对人类创作行为的替代，对现行

著作权规则提出了新的挑战。自现代著作权法产

生至今，其立法目标始终是通过赋予权利人对作

品的法定专有权来激励作品创作和传播。对作品

及其归属的认定，也围绕作为主体的著作权人展

开。作品作为独创性表达，被认为必须源自人的

思想和感情。f 同理，基于作品的权利也只可能
归属于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构成的著作权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著作权制度中的意义，体

现在对作品创作和传播的组织和投资上，乃产业

化发展和分工所必须，最终落脚的仍然是激励人

的特定行为。g不同于以往机器对创作行为的介

入方式，如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方式和结果，

是能够独立抓取相关素材并以一定创造性的方式

加以重新表达，而不再局限于对信息的抓取和整

合。如此则会出现以下两个相关联的著作权问

题：第一，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否能够基于独

创性标准认定为作品；第二，人工智能软件的设

计者、使用者或著作权人是否可认定为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人。随着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

越来越多，如果不明确界定其内容属性和权利归

属，不但将引发大量著作权法律争议，而且会冲

击既有著作权制度体系，产生海量且另类的“孤

儿作品”。有鉴于此，首先，需要梳理著作权制

度在历史上界定非人类生成内容的方式和原因，

界定人工智能与既有著作权体系的矛盾根源；其

次，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结果加以类型化，以

探寻其内容纳入既有作品判定标准的可行性路

径；最后，通过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独创性来源

的分析，考察既有著作权归属模式应如何规制人

工智能生成的内容。

二、作者与人工智能的法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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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对于

著作权法而言，权利主体与客体不但同样不得转

换，而且所有权利客体的来源须限于权利主体，

所以无论是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判定要件，还是权

利归属安排，其中都具备的要素皆有作为人的权

利主体。在作品判定要件中，著作权法要求作品

必须是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内的独创性表达，

其中所谓“表达”，是指须以文字、言语、符

号、声音、动作、色彩等一定表现形式将无形

的思想表现于外部，使他人通过感官能感觉其存

在。i由此可见，表达的前提乃自然人所独有的

智力或思想。j在权利归属条款中，著作权法也

明确否认自然人以外的对象能够实施创作行为，

所以明确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特定

情况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能“视为”作者，而

c 蒋枝宏：《传媒颠覆者：机器新闻写作》，载《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3期。

d See Margaret A. Boden & Ernest A. Edmonds, What is Generated Art? 20 Digital Creativity 21 (2009), p. 24.

e Julian Togelius et al., Search-Based Procedural Content Generation, in C. DiChio et al. eds., Applications of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2010), p. 

142.

f 美国国家版权局在其工作手册中也特别说明，版权局不会登记由机器独立完成，且缺乏任何人为创造性投入或参与的作品。See 

U.S. Copyright Office, Compendium of U.S.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s (3nd ed. 2014), § 313.2.

g 相比较而言，坚持“作者权”体系的德国著作权法则坚持著作权主体必须是那些给予作品独创性的人，所以该法第7条不承认法

人为著作权人，因为其不可能直接实施创作行为。关于德国著作权法的介绍参见范长军译：《德国著作权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

h 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等著：《德国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6页。

i 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j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将作品界定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

果”。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送审稿则界定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固定的智力表达”，无论是智力成果抑

或智力表达，其中“智力”往往被视为人所独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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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作者的原因，还是因为作品体现出了法人的

意志。k由此可知，权利主体与客体的严格划分

和转换禁止，乃是绝对权支配性带来的必然结

果，私法完全否定主体在任何情况下变成客体从

而被作为可支配对象的可能，但这一限定同时也

排除了客体支配客体或客体归属于客体的可能。

所以如果严格依据现行著作权法来解释，人工智

能本身作为权利客体，其显然无法具备如自然人

一样的意思或意志而转换成为权利主体，其生成

的内容亦不可能同时成为作品。

基于上述法理推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

法律效果将出现如下悖论：首先，即使人工智能

所生成的内容符合独创性标准的要求，也将因为

无法视为表达而不得成为作品；其次，即使人工

智能所生成的内容被认定为作品，其著作权也无

法归属于人工智能本身。因此，大量由人工智

能生成的内容将成为新类型的“孤儿作品”和

“无主作品”，既不利于激励新作品的创作和

新人工智能的开发，也无益于著作权市场的合规

性和稳定性。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技术兴起
初期，美国即出现了对“机器创作”法律属性

的讨论。当时即有数学家利用当时的计算机实

现每小时创作四千首歌曲的记录，然而美国版

权局却拒绝将上述歌曲视为作品加以登记，其

理由在于该局从未登记过由机器创作的作品，但

随后还是将计算机程序生成内容的现象视为版

权局当时面临的重难点问题之一。l在1973年第
一版的《美国版权局工作手册》中，版权局确

定了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来源于人的创

作。m鉴于计算机技术在当时的迅猛发展，版权

k 也有学者认为，“视为”意味着法人是因为某种需要而被看作是作者，但并不改变其本质上不是作者的事实。参见刘春田：《著

作权保护的原则》，载司法部、国家版权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讲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l Se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68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1966), p. 4.
m See U.S. Copyright Offi ce, Compendium of Copyright Offi ce Practice (1973), § 2.8.3.
n Final Report of National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 Works, (Washington D.C. 20558, July 31, 1978), p. 44.
o See U.S. Congress, Offi 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n Age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OTA-CIT-302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 ce, April 1986), pp. 70-72. 
p 相关美术作品已被波士顿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收藏。See Linda Candy & Ernest Edmonds, Explorations in Art and Technology,Springer 

(2012), p. 270.
q 换言之，英国版权法一方面肯定了计算机独立生成的内容具有独创性，但另一方面又将未参与创作但促成计算机生成作品的主体

视为作者，从现有技术出发，促成计算机独立生成作品的主体一般为程序的创作者或使用者。Se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S178; S9 (3). 其中第178条明确规定，计算机生成作品（computer-generated works）为集体作品（collective work），该作品完全由计算机独
立完成，完全没有人类参与创作（⋯in circumstances such that there is no human author of the work）；第9条对权利归属的原文表述为“⋯
the author shall be taken to be the person by whom the arrangements necessary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k are undertaken”.

局在实务操作中否定计算机可视为作品来源的同

时，国会还是新成立了考察新技术如何影响著作

权的“新技术时代作品使用方式考察委员会”

（National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 Works），并于1978年发布了最终调
研报告，重申了版权局对待计算机程序生成内容

的态度，认为现行著作权制度无须对此做出任何

调整，计算机程序仅作为被动性协助创作的工具

存在，而并未直接参与创作行为。n然而，1986
年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在重新研究计算机程序生

成内容的问题时，却并不认同之前将计算机类比

为打字机和照相机等协助创作工具的结论，因为

随着计算机程序与操作者互动性的日趋增强，不

应忽视计算机在某种程度上有被视为合作作者的

可能。o正如该机构所预测，自20世纪90年代至
今，计算机程序的确朝着直接参与创作的方向发

展。特别是在视觉艺术领域，计算机已完全能够

在脱离人工参与的情况下实现独立生成内容。在

事前不告知是由计算机程序生成的情况下，由计

算机程序自行生成的绘画已具备了成熟风格，完

全满足作品的独创性要件。p在程序设计者和使

用者完全没有参与创作的情况下，如何认定上述

对象的可版权性及其权利归属，从现行著作权法

中难以直接获得答案。即使在已经确认计算机

生成内容为作品（computer-generated works）的
英国，一方面在客体上将其认定为“集体作品”

（collective work）的一种，但又认为该作品完全
由计算机生成且不存在任何“人”的参与，另一

方面权利归属上将该作品归属于使计算机获得独

立生成内容之能力的主体，仍然在权利主体问题

上回归到自然人，在客体界定和权利归属的法律

逻辑上难以统一。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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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权利认定的

私法基础

客体认定与权利归属上的悖论说明，如今

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是原本作为著作权客体的计

算机软件，正在迅速从协助创作的工具成为独立

内容来源，基于传统的判定标准和方式，自然人

作为当然的作者和作品来源在其中处于缺席状

态。如果将著作权法中独创性之“创”理解为作

者独有人格的物化过程，r或者必须体现作者的

个性，s那么任何计算机程序或人工智能所生成

的内容是否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首先需

要确定该内容中是否存在人“对社会生活的素材

加以选择、提炼、加工，运用自己的构思、技

巧，塑造出艺术形象或表述科学技术的创造性

劳动”。t同理，只有在认定存在独创性的前提

下，才可能继续考虑作品归属问题，究竟是根据

著作权法的权利配置规则，将作品权利归属于创

作者或投资者，还是突破性地认定人工智能为自

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外的新作者。u

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今天的人

工智能已不同于20世纪中后期的计算机生成内
容。人工智能所具备的“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功能，使其能够在没有预先算法或规
则设定的情况下，通过主动学习来解决问题，v 
人与机器内容生成的关系被进一步疏远。特别是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大数据技术所提供

和整合的海量信息，机器学习的效果得以取得质

的飞跃，人工智能在独立判断和应对上的失误率

已经明显降低。w更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在

内容生成上已逐步脱离人的预先设计，可以根据

自身所获取的数据来实施创作。近年来取得突破

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开始模拟人脑神经网

络的构造，使得程序算法和独立思考的界限进一

步模糊，深度学习是否可视为对人类思维过程的

再现，已引起业界的广泛讨论。

相比之下，传统的计算机生成内容，则需

要基于既定的算法来解决特定领域和范围内的问

题。x根据人参与创作的程度，计算机生成内容

的类型可以分为以下两种：y第一类为程式化内

容生成，即计算机所生成的内容乃基于内部程序

或算法的事前设计。在此种计算机生成内容类型

中，一切生成的内容皆为程序或算法实现设计的

结果。例如近年被广泛讨论的计算机游戏画面的

著作权问题，本质上其实就是软件程序设计者与

使用者之间的著作权归属。无论游戏软件使用者

采取何种方式操作游戏，都是基于软件设计者在

软件中已有的情节安排，所以计算机游戏画面或

任何计算机程序生成的内容，如果具备独创性要

件，著作权显然应归属于软件著作权人所有，

与软件的使用者无涉。z需要注意的是，另有一

类游戏或应用软件采取的是向使用者提供基本

素材，然后使用者利用该素材生成新的独创性作

品。从法定权利归属的角度看，此类计算机生成

内容仍然可以认定原素材的著作权归属于软件著

作权人，用户创造的内容按照著作权法演绎作品

r See 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 Inc., 188 U.S. 239 (1991) .

s 参见北京中易中标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微软公司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高民终字第772号。

t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u 在全球引起广泛讨论的“黑猩猩自拍”著作权归属争议事件之后，美国法院已明确认定动物不可能享有著作权，但对于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世界各国尚无立法或司法文件加以说明。See Naruto v. Slater, No. 15-CV-04324-WHO, 2016 WL 362231 (N.D. Cal. Jan. 28, 2016), p. 3.

v Se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Committee on Technology,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20502 (October 12, 2016), p. 8.

w 最新进展可参见斯坦福大学2016年的人工智能工作坊报告。See Peter Stone,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ife in 2030, One Hundred Year 

Stud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ort of the 2015-2016 Study Panel,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September 2016).

x 也有学者将计算机生成内容同样视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换言之，将传统的计算机程序与人工智能等同视之。See Timothy L. Butler, 

Can a Computer Be an Author: Copyright A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4 Comm. &Ent. L. S. 707 (1982).

y 需要说明的是，在概括人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中的作用类型之前，首先要排除非人工智能的机器辅助作品创作和传播的情形，例如

将已有作品通过技术手段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利用文字处理或图形处理等软件直接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创作等，上述技术手段或软件在本质上

与创作者使用摄像机和照相机进行创作没有区别。

z 国外学者相同观点参见Pamela Samuelson, Allocating Ownership Rights in Computer-Generated Works, 47 U. Pitt. L. Rev. 1185 (1986), pp. 1206-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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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处理。@7第二类为自主性内容生成，即计

算机程序基于使用者提供的素材自行生成新的内

容，且相同素材每次所生成的内容皆不同。例如

一些文字和音乐生成软件，可以根据用户提供的

关键词和随机音符生成出连贯且具有一定风格的

文字或音乐作品。在此种计算机生成内容的类型

中，表面上无论是软件设计者和使用者皆没有直

接对新作品的形成做出贡献，但是所生成内容的

著作权仍然可视为归属于提供素材的使用者，因

为该使用者乃是向计算机提供素材，且对素材进

行了筛选并做出特定安排。

基于上述比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以往计

算机生成内容的本质差别，在于人在内容生成中

的作用不同。计算机生成内容将生成行为划分为

数据输入与成果输出两个阶段，独创性部分体现

在数据输入和算法设计上，著作权可明确归属于

计算机软件设计者或使用者。而人工智能基于机

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已经能够自行判断、收集和

学习新的数据，最终实现脱离既定的算法预设来

解决新问题独立生成新的内容，省去了计算机生

成内容时人在数据和算法规则上的参与，这使得

将人在算法规则上的事前设定或数据输入上的人

为选择作为独创性来源的做法无法继续适用。@8 
因此，既然人工智能因具备了模拟人的感知

和判断能力，能够脱离算法预设来能动性地解决

新问题，那么在法教义学上解决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可版权性及其权利归属上的悖论，仍然需要回

到“人”在人工智能内容生成中的真实作用这个

基本问题。之所以不能脱离人来单独给予机器以

著作权主体地位，也不能将独创性标准调整为人

工智能独立完成的结果，还是因为权利主体与权

利客体不可互换的私法基本原理。将人工智能视

为著作权主体的直接后果，就是肯定机器与人一

样成为权利主体，那么未来在权利变动的意思表

示来源、侵权责任认定的对象等问题上，机器都

将与人享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和资格，如何认定机

器的真实意思，如何考量机器在侵权行为中的主

观过错，都是现行法律体系所无法完成的任务，

也完全是对现行私法原理的颠覆。有鉴于此，人

工智能创造内容的可版权性判断及其权利归属选

择，必须建立在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基础之上，换

言之，必须坚持将独创性来源视为人的行为，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也只能是人在其中所

起的作用。即使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到了能够完全

模拟人类思维的程度，也需要民法在主体制度中

首先做出回应，而轮不到知识产权法进行创新。

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权利归属的

现实安排

从著作权法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基于机器

学习所产生的结果究竟是否具有独创性，需要回

答两个问题：第一，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是否

达到了最低限度的创造性；第二，人工智能所生

成的内容是单纯的机械计算和程序推演还是属于

人工智能设计者的行为。就第一个问题来看，如

今大量事实表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人类创作

的作品相比，在没有明确标明来源的情况下已很

难区别。既然已无法根据表象分别人与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的差别，那么将最低限度创造性所需要

的选择和风格拘泥于完全由人所独有，显然不具

备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当我们已无法区分所欣赏

的作品为人类创作还是机器生成时，就意味着该

内容应被认定为作品，所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客

观上应视为满足独创性要件中对最低创造性的要

求，避免未来在此问题上出现因缺少必要证据而

无法认定的情形。有鉴于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的可版权性的认定，就主要落在第二个问题的考

量上，即上述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是否由人独立完

成。如上所述，在私权主体与客体不得转换的前

提下，人工智能不可能成为权利主体和初始著作

权人，因而在独创性之独的判定上，必须考虑以

人的行为为基础，才能在既有私法理论和体系下

认定作品并确立著作权归属。换言之，根本不存

在归属于人工智能的作品或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

@7 例如在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游戏Minecraft（我的世界）中，用户可以在网络环境下的三维空间中利用不同种类的方块来打造精妙

绝伦的建筑物和艺术品，但为了解决因用户创作产生的著作权纠纷和保证用户能随意演绎游戏平台中的建筑物或艺术品，该游戏的提供者要

求所有用户按照“知识共享”（Create Commons）协议中的“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分享”3.0版（CC BY-NC-SA 3.0）部分放弃主张

因创作产生的著作权。

@8 See James Grimmelmann,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Computer-Authored Work—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39 Colum. J.L. & Arts 403 
(2016),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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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ee J. F. Bonnefon, A. Shariff, and I. Rahwan, The Social Dilemma of Autonomous Vehicles,352 Science (2016), pp.1573-1576.
#0 参见《著作权法》（2010）第11条。
#1 熊琦：《著作权法中投资者视为作者的制度安排》，载《法学》2010年第9期。

的作品，无论来源如何，被认定为作品的对象只

可能归属于人。

沿此思路分析，则需要确立人工智能中的

智能与人工智能设计者或使用者的关联，才能满

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认定。从人工智

能内容生成的步骤来看，所谓“智能”，所指的

是通过机器学习从数据中发掘和整理出有价值的

信息，并以此作为未来内容生成或解决其他问题

的基础，简言之，即是在进行数据挖掘的同时实

现价值判断和推理。从创作行为的角度看，不同

于计算机生成内容，人的参与已不会出现在机器

学习阶段，但从数据本身的取舍来看，取舍需要

具备一定的价值评判标准，才能在之后内容生成

时体现出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该取舍标准无法为

机器所自动具备，而是需要由人类在机器初期的

学习过程中向其提供。因此，人工智能得以在内

容生成和其他领域适用，之前需要经过大量的训

练，以实现数据建模，这一步骤是后来人工智能

在生成内容时形成人类可以理解且具有逻辑性表

达的基础。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学者将这种机器

学期称为从“人机回圈”（Human-in-the-Loop）
到“众机回圈”（Society-in-the-Loop）的过程，
意图期望更多社会公众能够参与到对机器学习的

训练中去，使得人工智能具备更受社会接纳的信

息取舍标准和决策结果。@9可以认为，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的前提，仍然是在之前机器学习过程

中作为训练者的人将数据筛选的价值观传达给

机器。人工智能超越人类之处，也更多来自于其

穷尽一切可能性路径的超强计算能力，而非创造

力，创造力的根本还是人在数据建模过程中通过

训练赋予人工智能的价值取舍。只有如此，无论

是面对复杂问题还是新内容生成，人工智能才能

从结果上看似拥有了类似意识和智能的可能，最

终将将无意识且无条理的数据信息经过选择和编

排形成可供欣赏和理解的各类作品。

基于上述认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著作权

法上可视为是代表设计者或训练者意志的创作行

为。事实上，著作权法在拟制投资者和组织者作

为著作权人时，早已设计了相关制度。在我国著

作权法法人作品条款中，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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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意味着在没有参与创作的

情况下，特定主体仍可成为著作权法中的作者。

从现行著作权立法来看，作为著作权主体的作者

主要包括创作者与投资者两类，前者往往被认为

是狭义上的作者，而后者在法定条件下也被视为

作者。正因为如此，《美国版权法》第106条在
规定著作财产权时，对权利主体的表述是著作权

人（copyright owner）而不是作者（author），以
避免在权利归属上出现歧义。#1对于新出现的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肯定其最低限度创造性的基

础上，完全可以将人工智能的所有者视为作者，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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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则可视为

代表所有者的意志创作。在此情况下，人工智

能的所有者被视为作者，完全没有任何制度上

的障碍。

现行著作权法律及其原理早已承认非自然

人作者为著作权人的学理基础，并非是摒弃人作

为权利主体的私法基础，而是将组织拟制为具有

独立意思的主体，并能够将其独立意思传达给具

体从事创作的主体。以此类推，人工智能的独立

意思既然可视为来自设计者在训练中的“人机回

圈”，则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乃是代表设计者或所

有者意志的行为，因此在面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的法律争议问题上，对该内容是否是作品完全可

以适用独创性判断标准，并在满足的前提下，以

代表所有者意志创作为理由将著作权归属于人工

智能所有者享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