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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写作的身份确权与责任归属研究

林爱珺，余家辉

摘 要: 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有著作权及作者身份归属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引发公众关注，也挑战着现行著作权法

与民法的法律逻辑。从作者身份的视角分析人类作者、机器记者与创造力的关系，可辨清著作权法的作者身份为机器

生产新闻带来的意义。智能机器虽具备著作权法要求的一定程度的创造力，但仍然缺乏“心智”和人格，一旦侵权或犯

错不能被法律追究和惩罚，赋予其作者身份不足以承担法律责任，也不能被著作权法激励而产出报道。在现行法律框

架下机器生产新闻的作者身份应归于人类及其所在机构，但法律设计上可以考虑创设“类版权制度”来规范人工智能

创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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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正步入人工智能时代，文化领域衍生出“人工智能创作物”。新闻传播行业也不例外，只需

运用计算机算法抓取和处理信息数据，并且经过加工整理便可自动生成新闻信息，即“机器生产新闻”，它

被描述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由机器智能生产的新闻”［1］。这预示着新闻记者采编由人工方式转向智能

自动化生产模式。这种智能机器是人类预设好的“算法程序”，也称“机器记者”，例如腾讯推出的“Dream
Writer”、新华社的“快笔小新”、Giiso 资讯机器人、搜狐“智能报盘”、《今日头条》的“机器人记者小明”等。
2016 年 2 月搜狐推出一个智能股市播报系统“智能报盘”，由机器人自动跟踪、捕捉股票市场动态，产出信

息流同步推送到搜狐新闻客户端“财经频道”［2］。这个播报相比人工采编提前了 5 至 10 分钟。而技术先

进的机器记者甚至可以对多篇新闻报道进行“新闻洗稿”，形成新的“创作物”。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机器记者若成为作品的创作主体，能否赋予其作者身份?

一、首例“人工智能创作物”引发的著作权争议

案件源于 2018 年 9 月 9 日，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使用法律统计数据分析软件生成了一篇名为《影视

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的文章，并且在律师事务所的公众号上发表。次日，百度百家号“点金圣

手”未经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许可，就在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的平台上发布涉案文章，同时删

掉了开头结尾和律师事务所的署名。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就此对百度网讯公司提出诉讼，认为其侵犯了

自身文章的相关权益。2019 年 4 月 25 日，法院判决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在百度百家号平台首

页上连续 48 小时刊登道歉声明，同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 000 元及合理费用 560 元。
法院查实，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确实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了被

诉侵权文章，其损害虽然很难通过实际数额来确定，但将涉案文章分发给公众获得和阅读，并造成了相关

经济损失，是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其次，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提交的电子数据证明了百家号平台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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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诉文章内容，并供公众在选定的时间、选定的地点获得，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再次，北京

菲林律师事务所在涉案文章中署名并注明原创，而百家号平台上提供的侵权文章中，删除原署名，并注上

“点金圣手”取而代之，足以让公众误认为后者才是作者，侵犯了署名权，两种行为均具有侵犯他人权益的

违法性质。最后，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也有信息审核的义务。但其作

为经营范围较广的业界知名公司，涉案文章篇幅长且专业性较强，且两篇文章发布间隔时间较短，故而应视

作过失侵权。然而法院认为，涉案文章中使用者仅仅输入了关键词，设计者只是对软件做了基础的开发，无法

体现出使用者和设计者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表达。此分析报告实际上是利用“威科先行库”输入关键词，结

合算法、规则和模板形成的，某种意义上可认定由威科先行库“创作”。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人工智能

创作物尚未在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下，只有自然人或者法人创作的作品适用著作权法保护。
本案争议焦点是统计分析软件生成的数据报告能否获得著作权保护。法院的判决没有突破现有著作

权法，其判决思路仍遵循“创作是人类专属的或特有的”法律逻辑。但本案开启了“人工智能创作物”在我

国版权法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一笔，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的探讨。法院将涉案文章划

分成软件生成的图形部分、数据报告以及由前言构成的文字部分，法院认为由原告创作的包括前言部分的

文字作品享有版权保护; 而图形不是基于创作产生的，不满足独创性要求; 软件生成的数据报告虽具有文

字作品的形式要求，但它不是自然人创作的，从而否定了“人工智能创作物”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可能性。
本案以数据报告为体裁的文字表达“体现出针对相关数据的选择、判断、分析”，但法院否定了“人工智能

创作物”的可版权性，其判决思路与版权法律制度的法理值得探讨。倘若软件产出的内容体裁是新闻评论

或新闻报告，具备了版权作品的形式要求，具有一定独创性时，那么仍简单地认为非人类独创必然不被著

作权认可吗? 如果机器生产新闻作品是具有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机器人记者可否拥有著作人身权?

二、著作人身权的立法宗旨

著作人身权是作者在作品中体现的精神权利或人格利益①。它的诞生基于人格利益在财产权上的展

现，以及它为公众带来作者身份的“识别功能”。
( 一) 一种财产权的人格表达

18 世纪，威廉·布莱克斯通说过:“世间只有一样东西最能激发大家的梦想，博得人们的喜爱，那就是

财产权; 或者是一个人能够对外部的物主张实施的唯一的、绝对的控制权，或将宇宙里任何人排除在外的

权利”［3］。因此，凝结了人类智慧的作品、知识和有价值的信息因稀缺性而被人追逐，自然而然使得人们追

求权利归属的界定，并要求获得法律保障的财产权益。
给予知识产品以人格化表达可实现人的自由意志。这一理论发源于黑格尔的人格理论。围绕着财产

权与人格权的关系，在黑格尔看来，人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在于拥有财产权，而当让渡财产权的时候便产生

了契约，人若没有能力占有财产，那就失去了人格的权利［4］。黑格尔认为，人的自由意志借助外物即财产

得以实现个体自由，进而成就人格权利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将人的自由意志化于外部世界实现财产的

“物”，实际上将人格外化和实践了。贾斯汀·休斯在其《知识产权哲学》为人格理论作出辩护，尽管他指

出人格的表达会受到载体的限制，但人格意志施于所表达智力产品，可以使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联系，从

而让知识财产体现人格［5］。斯皮内洛强调“财产是人格表达，是自我实现的方式”［6］。他认为财产权对合

理个人表达的理论尤其适合应用于知识财产，当个人产出的智慧成果拥有财产权益时，这些外化个人意志

的作品便延伸了个人的人格表达。简言之，人格理论不仅给予知识产品财产权正当性的论证，也是对个人

表达赋予人格外化的财产特征。财产是人意志和人格的延伸与表达，也能将人格理论推进到“作者身份”
所带来的财产权益与精神权益两个层面上。“对人格的社会和法律承认，是与产品的个人化生产和匿名生

产之间在成本与收益上的变化相关的。”［7］兰德斯指出，这是由于市场规模发生变化，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信

息成本提高了，也存在承认人格的成本，逐渐让作者身份由于市场需要而获得人格承认，意味着作者身份

的人格将为权利人带来社会尊重与财产利益。就此而言，当一项新闻作品生产出来，它作者身份的人格表

达便嵌入了财产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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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识别作者身份

人格的财产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让作者身份产生了“识别功能”。作者身份( authorship) 是标记在作品

上的写作人或创作者，无论是文学作品抑或新闻报道，作者署名或标记记者都是塑造作者身份的有力要

素。塑造作者身份具有多样意涵，不仅可作为区别不同作者的标识，作者还通过公开作品传递思想、观念

和想象力，令读者汲取其思想养分与批判其观点，获取社会名誉与财富，并且凭此由作者承担侵害人格权

等法律责任。
历史上，塑造作者身份体现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变迁，尊重与给予作者身份是历经岁月与抗争才得以用

版权法令的形式流传下来。印刷术诞生之前，文学作品通过吟游诗人口述或手抄本得以传播，作者因贵族

赞助制度得以维持生计。麦克卢汉认为抄写文本不可能具有印刷文化所建立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因而古

代对作者身份并不关心。印刷机普及后，一方面技术和商业目的加速了作品的传播和流转，另一方面由于

出版商掌控着出版印刷特权，作者对其作品的流转无权过问，加剧双方利益的冲突。印刷书籍逐渐成为一

门商业时，作者获取经济支持的方式由赞助转向销售获得收入。此时“通过作者的名字来识别商品就变得

很重要……消费者对某作者的一本书的阅读体验就会引导他就是否购买该作者的其他书作出决定……为

作者署名，就像标注产品制造商一样，创造了一种用于吸引消费者的品牌身份”［8］。因此，塑造与识别作者

身份不仅为创作者带来收益，也为作者身份获得法律承认奠定了现实基础。直到 1790 年英国颁布了《安

娜法令》，将出版特权分配给作者，作者身份才得以被法律承认，于是该法律保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安

娜法令》作为现代版权法的雏形，对作者身份及财产性权益的保障得以继承下来，形成今天各国的版权法

和国际条约。相较于强调财产权利的英美法系，更注重作者精神权利的大陆法系赋予作者人身权，让作者

享有发表、署名等精神权益。作者身份基于创作行为和完成的智力成果从而产生了作者的人身权和财产

权，版权也就被誉为“作者权”。塑造作者身份，让作品本身给予读者丰富思想和享受多样的表达形式，也

让作者获得了社会所馈赠的金钱、声誉、名望、社会地位。简述之，法律赋予作者身份不光是识别作用，更

重要的是它保障作者应有的权利。
新闻报道领域内，赋予记者作者身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19 世纪末法国媒体对报道署名主要用作

一种“纪律形式”，用于控制记者和惩罚已确定的偏见者，主要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9］。要求作者身份表

明了深刻的社会文化对其看法及其在新闻传播中的潜在和实际作用。传递新闻信息时标明来源或者署名

的现实要求反映了人类新闻内容的原始性和不稳定性，这是因为没有署名的故事让读者觉得可疑，新闻报

道的署名改变了新闻业内的权力关系，将新闻机构从新闻背后的位置转移到了新闻背后收集和撰写它的

人身上［10］。实际上，记者署名是新闻报道行业的道德责任要求，让读者知晓哪位记者应当对其报道的新

闻故事负起责任。换言之，给予记者作者身份实质上是确定谁承担法律责任的一种方式。同时，作者的署

名与标注新闻来源，也是现代社会法治发展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必然路径。公众接纳新闻报道承担的社会

功能，也赋予记者为该报道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的资格。因此，一项新闻报道塑造作者身份既满足区分作

者来源于不同新闻机构的识别作用，也是要求作者承担义务的一部分。
版权法律制度的作者身份与新闻报道的作者身份都具有识别功能的共性，而在新闻报道可版权性范

畴内，记者的作者身份可享有版权权利和承担版权义务。法律层面上讨论“作者”，既非巴尔特关于“作者

之死”交由读者阐述权力的文学理论，又非福柯对作者身份的挽留。法律并不注重作者身份个体带来的文

学、美学价值，而是以法之名来保障作者身份所拥有的权益，著作人身权体现作者在创作过程的思想、意志

的人格延伸和精神权益，也保障作者所享有著作权的财产权利，从而激励更多人投入创作产出作品，这才

是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

三、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否成为“人”的“作品”

机器生产新闻的出现为社会带来一个问题: 机器记者能否突破现行版权法的作者身份，从而拥有著作

人身权? 那就必须先分析机器记者有无为“表达”本身做出一定的贡献。
现行版权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认为创造力是人类所特有的。布莱克法律词典上“作者( author) ”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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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法创造富有表现力的作品的人，或雇用他人创作表现性作品的人或企业［11］。我国《著作权法》第 11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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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作者是创作作品的人，是享有著作权

的主体。这类法律主体显然包含自然人与法律拟制的人格。即使划分生物意义与法律意义的“人”，只要

符合著作权的主体资格，就可称之为“作者”。依照版权法律制度构建的逻辑，法律条文实质暗含了“创作

作品的主体是人类作者”的意思。现行著作权法或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作者都指向人类作者或者继受的组

织，而法人和组织恰恰是由人类所组成的实体。虽然法律上并无直接标注“人类”，但从版权持续的时间

“作者生前和死后五十年”的规定可以看出创作者是人类。因此，近现代著作权法的诞生和发展从来就没

有预想将作者身份摆放在人类实体之外。换言之，传统著作权法上表现创造力本质的来源是自然人。创

造力被视为人类特有的心理品质，它是自然人通过学习习得知识并加以创造新思想、新事物的本领。人类

是创造性作品的源泉。人类依赖着创造力创作不同表达形成原创作品，向读者传递思想和观念。由人类

思想所迸发的智慧火花创作出繁荣社会文化和科学发展的作品。因此，人类作者赖仗于创造力创作不同

于他人的表达，才构成版权意义上的“作者”。
机器生产新闻的实质是“讲述新闻故事的自动化”。它运行的原理是通过购买或者创建数据库或利

用大数据平台，设计不同的算法程序让机器学习数据库内数据和信息，生成相应写作手法或者依赖于预设

的写作模板进行写作。而深度学习是一种机器学习的算法，它是基于对数据进行表征学习的方法。实质

上自动新闻算法旨在模仿人类写作过程，而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写作范式［12］。于是，机器记者通过对既

有数据的分析和深度学习，算法程序可以将以前不同的素材依照顺序排列放置于不同的场景或者故事情

节中，不同组合排列从而形成新的故事，因而“人工智能创作物”往往具备最低程度的创造性。机器算法

可以将人类未曾考虑的情节形成千万种故事安排，于是有了无穷无尽的故事讲述。机器人依赖算法和数

据的排列自动生产的新闻故事满足“原创性( originality) ”需求，既包括一定程度的创造力( creativity) ，还具

备原创性中独立创作的能力。它产出的新闻只要表达形式上符合著作权法律制度上“作品”的逻辑要素，

就满足“新闻作品”的形式要求，则可被认定为该新闻报道具有版权保护。
现阶段机器生产新闻有两个层次，一是依赖大数据产出纯粹新闻事实消息，如体育、天气灾害等单纯

事实消息; 二是产出“个性化写作”的新闻作品。智能机器学习文本创作的模板，逐步从单纯性数据编写

到具有版权意涵的“个性化写作”，实现由数据和信息到知识、作品的跨越。因此，机器进行个性化写作可

以具备一定程度的创造力与可版权性的要素，符合新闻作品的形式要求。换言之，机器记者已经突破了现

行法创造力来源于人类的界线，若赋予其著作人身权，它无疑挑战着民法与版权法内在的法律逻辑。

四、机器人能否成为版权意义上的“作者”

机器生成新闻信息能否成为版权意义的作品与机器记者能否享有著作人身权，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

题，毕竟人工智能创作物成为作品并不必然将机器记者视为作者。
赋予机器记者的法律主体资格与权利，将颠覆民法与知识产权法的法哲学基础，无疑对整个法律体系都

产生巨大影响。试图让智能机器成为作者的观点并不多见，持反对意见占多数。一方面机器人创作会挑战

“人类是创造作品的源泉”的基本假设［13］，另一方面，现今人工智能具备逻辑思维，但仍难以企及人类想象力、
创造力、情感表达的精密程度。新闻报道仍远远未达到人类记者对语言表达精准的掌控力，机器对人类语言

背后的隐喻和幽默难以有效展示。机器记者在存贮数据之外难以表达出人类情感与天马行空的构想。因

而，有人说最优秀的记者利用讲述新闻故事方式帮助读者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这依赖于智力、研究、情感

甚至技能，但技术让人类远离新闻和讲故事的中心，就会牺牲想象力［14］。
因此，现阶段“弱人工智能”下的机器记者缺乏人身权，难以与作者身份“共荣辱”。
一是机器人的“心智”未能达到相应法律主体资格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机器人即便有创作的事实

行为，仍不具备法律行为核心的“意思表示”。它被设置为生产新闻内容，但算法规则由人所控制，仅满足

外部行为而缺乏内心意志的表示，这个行为不属于“意思表示真实”。机器人对自己创作行为或挖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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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将发生何种效果缺乏预见的能力，因而不具备意识能力。处于“弱人工智能”机器人难以获得这种民

事行为能力的资格。目前机器生产新闻避免不了发出错误的新闻报道。《洛杉矶时报》的新闻机器人

Quakebot 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报道称一场 6．8 级的地震袭击了圣芭芭拉。Quakebot 从美国地质调查局网

站搜集信息作出预测，但后来澄清此报道为 1925 年发生的地震［15］。当机器作者犯糊涂时，目前的技术难

以让它为自己犯错承担责任。假若将机器视为作者，当机器非法挪用他人版权作品，或在不符合合理使用

条款的情形下且未获授权许可擅自使用他人作品被起诉，又或者产出的新闻报道具有诽谤他人的成分等

诸多涉嫌违法的情形，智能机器较难成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况且，从主观要件看，智能机器没有基本主观

情绪，即没有疏忽或者过失的情感，也不能满足现行法的违法构成要件。
二是机器记者并不会从冰冷的版权法条感受到“激励”成分，它的激励仅是由于程序的设置而非法律

赋予。版权法之所以赋予作者著作人身权，不仅引导社会公众而且鼓励更多人投入创作，促进知识产品最

大化，也给予作者获得社会尊重、行业支持等精神权益。著作权法上的人身权，是基于法律人格处于趋向

于完满的状态下理性人类所具备的法律权利，若个人不享有法律和事实层面人格权则丧失做人的根本权

利和人基本价值［16］。著作人身权也称之为“确认作者身份权”或“表明作者身份权”，它的署名权体现着

作者人格尊严，表达着作者从创作行为开始形成的智慧成果的关联性，体现着作者将其思想、意志、对事物

的认知等进行自我表达，从而使公众对其作品和作者产生社会评价，这样彰示性权利能带给作者应有的社

会尊重，让作者体验到作为创作者的尊严感［17］。而机器人的创作基于算法规则的设置与数据的多寡，机

器既不会有“被鼓励”的感觉，同样不会因为完成新闻作品而感受到精神愉悦，更不可能因为个性化写作

效果不好而感受到羞愧。机器人利用算法变着花样进行“新闻洗稿”，却丝毫不会规限于记者职业道德的

伦理要求，谴责的情感取向不会令智能机器陷入迷思。缺乏人格同样令机器人难以受到惩罚，它不会有被

束缚自由的监禁，也不会产生被法律惩罚的恐惧。因而，既不能禁锢它自由，又不可能使其受到财产的损

失，机器人因侵权接受法律惩处在某种程度上毫无意义。当机器不能为自己行为承担如消除影响、赔偿损

失的责任，则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合法的权利人。即便人工智能能发展为具有人类的思维思考，也不能在现

实空间承担一个自然人或者法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因此，最终责任的承担是归于实体的。简言之，机器或者算法本身不被视为作者，而新闻报道产出的

作者更应归于现实个体而不是机器。这个现实个体包括了个人或者机构的实体。英国《著作权、外观设计

和专利法》认为计算机生成物可以是版权保护的作品，其作者是为作品创作作出创作之必要安排承担责任

的人，但是计算机生成物的作品保护期限只有 50 年，而不享有著作人身权②。
诚然，机器人主体资格的研究可能是未来立法的趋势之一。假若给予机器记者法律地位，则需要跳脱

出现有人类的思维所构建法律框架之外进行思考才是可行的办法。而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赋予作者

身份或者主体资格是不理智。机器仍难以掌控或者捕抓到社会心态的微妙变化和记者立场的转变，社会

现象复杂性和人情感思维的变化难以让机器在深度报道上作出较为准确的描述，因而需要记者和编辑进

行对立场描写和价值选择的“把关”。因而笔者认为当前将机器生产新闻输出的作者界定为新闻机构较

为恰当。然而，虽然现阶段将机器记者的主体资格落入新闻机构实体，但这并不完全解决机器记者带来的

法律冲突。“人工智能创作物”带来法律问题不仅仅是主体资格与人身权益，还涉及搜集数据和提取数据

时发生的版权许可等法律问题: 机器需要确认被复制、提取的作品或其他内容必须是它可以合法访问、获
得的，避免非法进行收集、披露、侵入监视造成用户损害，亦需应对它带来的伦理问题③。

五、类版权制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讨论

机器记者及其生成的新闻报道带来法律冲突已成为现实，并且会出现复杂的形势，导致现行法律产生

难以抵御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管将来法律是否赋予机器人法律主体资格、权利和设定限制，研究者都需

要跳脱现行法律思维去思考未来的技术伦理。弱人工智能时代，留给法律可选择的方案并不多。
第一种方案，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实行“版权共同分配”，将人工智能创作物视为共同作品，各方进行

版权内部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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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工智能创作物具备版权形式要求时，法律承认其享有版权保护，但作者身份归属于法人单位。笔

者建议，在主体资格层面上可考虑在围绕机器记者的主体范围内，思考如何分配主体以及制定责任配比。
从创造算法程序作为开端至新闻自动生成结束的各个阶段，涉及的各主体包括创建算法的程序员及软件

公司、人类记者、新闻机构、数据录入者，还有机器记者。在现有讨论中，有学者指出，编辑或出版商将成为

算法输出文章的责任人，但是不代表算法的开发者必然完全没有责任，若算法规则存在错误，导致数据挖

掘存在不准确或偏见，导致输出的新闻报道有错误，那么也应当承担部分法律责任［18］。但也有学者担心

数据录入者可被归类为作者，那么机器人新闻所需的人力输入可能会控制版权［19］。
另外，对于人类与机器成为人工智能创作物共同作者的疑问，能否接纳为法律设计的一个备选项，有

学者则强调版权法在各方进行“版权共同分配”时，应该给予人类作者法律等级优先地位，将非人类的创

作地位置于非优先位置，才能避免打开了代表创意产业未来的人工智能的潘多拉盒子［20］。因此，上述对

机器作者身份归属的多种讨论都预示着不能简单将人类实体与法律实体当成“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主体，

而是应当对多类主体资格展开探讨。
虽然现阶段适宜将机器记者生成的新闻报道的作者身份纳入新闻机构中，但长远看并不能解决它带

来的一系列法律问题，这需要法律为人类社会和机器划出界限。因而在进一步研究中，需要对围绕在新闻

生产与流程过程中各个主体进行具体的责任分配，以此作为应对未来法律问题的基础。未来或许要构建

一个新的法律框架，以主体的法律边界为基础，法律需要认定机器若发生侵权可能性的行为所指向的对

象、所承担的责任者、判定机器带来的损害及因果联系，规定如何收集机器损害行为的证据等。
第二种方案，跳脱现行版权法，为“人工智能创作物”建立一个独立于版权之外的法律框架，专属于人

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体系，即“类版权制度”。“类出版制度”意味着立法上可考虑为人工智能创作物创设

一个类似于现行版权法保护作品的财产权益，却在作者身份与著作人身权方面有着不同的认定标准以及

其他方面的法律设计。
首起“人工智能创作物”案件中，法院判决思路是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属性脱离于版权法律范

畴，进一步地，法律可以赋予其另行特殊的保护。实际上，法院判决思路虽然过于保守，但也契合现实。一

方面，法院将其不好把握的争议点先搁置，然后寻求以凝结出品人的劳动价值来保障原告的经营利益，而

不是依据著作权法来保障权利人的著作财产权益。法院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创作物”无法拥有作者身

份，不能将软件生成的文章署名权归属于生产者，要求文章应清楚标识为“智能软件生成”。这就意味着

法律对其进行另行保护，可以避免不破坏现行版权法，从而一定程度上维护出版商的经营利益。然而，每

一个方案都会有局限性，现有法律并无要求使用机器生产新闻的新闻机构自发披露该新闻信息是由计算

机程序生成的，这样导致新闻机构可以自由选择究竟是利用著作权法保护抑或是选择仅适用于人工智能

创作物的另行法律保护，公众和法院也难以判别该新闻信息究竟是人工采编还是机器记者采编的。因此，

这一方案虽然避免破坏版权法律逻辑，但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算法披露的规则、署名标识的要求，甚至在立

法设计上要创造一定条件激励新闻机构愿意选择人工智能创作物这一法律保护的条款。
围绕“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否成为“作品”以及机器记者是否享有著作人身权的讨论，其实质都是利益

分配的问题。新闻机构投入了大量资金与各种类传感器和设备等前期投资和后期运营维护费用，倘若缺

乏有效法律保护其生成的新闻信息，后果只会是新闻机构“暗箱操作”。
总而言之，无论何种方案，目的是让未来人工智能在新闻业内能遵从未来创新的法律规制更好地为人

类社会服务。因而在下一步思考中，应更切合“弱人工智能时代”每阶段的需要，提出可行具体的立法方

案，才能让机器在符合社会伦理和法律规定下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注释:

① 严格意义上讲，著作人身权与人格权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基于创作作品产生的，后者是与生俱来的。文章并未将两者作

出严格的划分，而是根据行文需要进行表达。

② 参见英国 Copyright，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的相关条文: 9( 3) ; 12( 7) ; 79( 2) c; 214( 2) ; 263。

③ 例如，机器记者搜集数据时必须识别其他来源的数据或者信息本身是否存在版权的限制，使用他人用户的内容时如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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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授权，或者机器在版权制度下自行采用合理使用条款从而合法使用。在其他用户使用“版权+加密”或者数据加密

的规则中，机器要避免盗取具有信息产权的数据来源。受限于版权制度或者不允许转载的数据情况下，机器生成新闻则

可能涉嫌侵犯版权或盗用他人数据的合法权益。另外，机器生成的新闻报道是否从道德层面需要或法律层面上强制向

公众披露该报道是由机器算法生成的伦理与法律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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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dentity Confirm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of Robot Writing

LIN Aijun，YU Jiahui
Abstract: A series of legal issues such as wheth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s have copyright and authorship have aroused

public concern，challenging the legal logic of the current copyright law and civi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horship，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human author，machine reporter and creativity can be analyzed，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uthor identity of copyright
law for machine production news can be identified． Although intelligent machines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creativity required by copy-
right law，they still lack the“mind”and personality． In case of infringement or mistakes，they can not be prosecuted and punished
by law，and their authorship is not given legal responsibility，nor is it inspired by copyright law to produce reports．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the authorship of machine-produced new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human beings and their institutions，but the legal
design can consider establishing the“quasi copyright system”to regula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s; machine-produced news; personal rights of an author; machine reporter;
quasi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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