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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邻接权保护
——从立论质疑出发的证伪

文  /  陈虎

摘要：以狭义著作权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存在机器不具备作者资格与生成内容是否

具有独创性的障碍，有观点随即认为以邻接权加以保护具有可行性。国际公约只为邻接权

保护设置最低标准，是各国在不违背国际公约的情况下保护本国投资者的重要工具，使得

邻接权保护对象从传统的传播者向投资者异化。但是，投资者利益保护作为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邻接权保护的立论基础，不符合邻接权的制度理念，无法实现广义著作权的激励伦理。

由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作品外观相似，易带来邻接权人将生成内容署名为作品的寻租行

为。邻接权范畴在我国立法中呈限缩趋势，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具有构成财产应有的稀

缺性，以反不正当竞争模式代替邻接权设权保护更加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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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当

前社会热议的现象，当人工智能所产生的技术

效果足以对特定法律关系的认可与实现产生一

定影响时，随即引发法学界与实务界的关注。

Artificial 本身便有“模拟”的意蕴，人工智能

本质上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拟，创作原本是

由人类专属的一项思维活动，但生成智能的出

现似乎在挑战人类在这一领域的专属地位。人

工智能得以生成内容是通过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海量数据，进而对预定的算法进行反

复调试，最终根据算法形成输出内容而实现的。

人工智能可以生成外观上与人类作品难以分辨

的信息，因此引发了是否赋予其与人类作品同

等保护的争议。然而，论证构成著作权法意义

上的作品，需解决独创性与权利主体之问题，

这存在一定的障碍。相比而言，邻接权客体并

不要求相关内容具备独创性，在将权利主体赋

予人类控制者的情况下具备一定可行性，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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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受到学界理论的青睐。

本文拟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法律特征入手，

剖析以邻接权制度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立

论基础，结合我国邻接权立法实际与制度理念，

以先立后破的思路，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邻

接权保护模式可行性与替代机制予以分析。

    

一、以邻接权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

立论基础

依据当前诸多国家立法先例，邻接权制度

较之早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将作为投资者利益

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设置为邻接权客体，符合

实然法的要求。

（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符合邻接权客体的

无独创性特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邻接权”（相关权）

定义为：“表演艺术家对其表演的权利、录音制

品制作人对其录音制品的权利和广播电视组织

对其广播电视节目的权利。邻接权用以保护那

些帮助知识创造者传播他们的信息和向公众传

播他们的作品的人。”1 邻接权制度起源于德国、

法国等作者权传统的法域，早期邻接权的出现

正是因为新的传播手段带来了新的社会利益，

如果不加以保护，则会降低传播组织的投资热

情。在作者权立法体系中，著作权仅保护有独

创性的作品，上述表演、录音与广播纯属对作

品的公开传播，三种过程均不属于创作行为。

以表演权为例，“为使公众感觉到作品的美感，

表演者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表演者并不给作品

1. 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book: Policy, Law and Use, 2nd edition, 2004, p.46.
2. [ 西班牙 ] 德利娅 · 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年版，第 291
页。

3. Silke von Lewins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over the Last 50 Years—a Foreign Perspective, 50 J. Copyright Soc'y U.S.A. 581, 
2003, pp.592-593.
4. 王国柱：《邻接权客体判断标准论》，载《法律科学 (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5 期，第 164 页。

5. 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86 条规定：“舞台布景设计不属于本法第一编规定的受版权保护的智力作品，但如设计在其

他剧场中被进一步使用，作者有权获得报酬。”该条明文将作品与邻接权客体“舞台布景设计”区分开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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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2 页。

7. 李小侠：《邻接权和著作权的衔接与协调发展——以独创性为视角》，载《科技与法律》2010 年第 3 期，第 47-50 页。

的内容增添任何东西”2。以狭义著作权保护无独

创性的传播者利益在逻辑上难以自洽。

由于版权法系无需遵循作者权法系的作者

中心主义，其将邻接权客体作为作品不存在理

论上的障碍。例如，美国并没有在《世界知识

产权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 的框架内实

现邻接权的充分国民待遇 ( 见其中第 4 条 )。3 美

国版权立法未设置邻接权，而是降低独创性标

准，将作者权法系所保护的相关内容直接以作

品进行对待。然而，“版权体系国家将录音制品

等作为作品保护的做法带来了录音制品等客体

的‘无独创性’与‘较低标准独创性’之间的

逻辑矛盾”4。反观作者权立法，由于强调上述原

则，表演、录音与广播行为均由传播组织而非

个人实施，且不具有创作特征，必须与传统著

作权分立。可见，邻接权客体首应具备的构成

要件即是不具备构成作品所需的独创性。5

狭义著作权仅保护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且

当前各国解释论下该作品须由人类创作完成，

因此其接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存在障碍。学界

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具备独创性尚未达成

共识，否定理由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低

下，迄今为止这些生成内容仍是应用算法、规

则和模板的结果，不能体现创作者独特的个性，

因而不是作品。6 有学者指出，从独创性的视角

来考察，邻接权是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一

些因不具有独创性而不能构成作品但又与作品

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品进行保护的制度。7 在明

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具备独创性的基础上，

采用邻接权加以保护具有初步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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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公约为缔约国邻接权立法预留了

自由空间

关于邻接权保护，世界各国缔结了 5 个重

要的国际公约，即 1961 年《保护表演者、录音

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下称《罗马

公约》）、1970 年在日内瓦缔结的《保护录音制

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

1974 年缔结的《关于播送由人造卫星传播载有

节目的信号的公约》、1996 年缔结的《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WPPT) 和

2012 年缔结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

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并未要求缔约国承认

和保护在其他缔约国产生的知识产权，从而使

“传统的严格地域性完全被打破”，并创造出所

谓的“世界版权”、“世界专利权”或“世界商

标权”等“世界知识产权”，而只是要求缔约国

对其他缔约国国民提供最低标准的保护。8 知识

产权具有地域性，各国基于各自在公共政策选

择的差异呈现巨大不同。国际公约的制定，并

不会贸然破坏著作权固有的地域性。《罗马公

约》是关于邻接权保护的第一部国际条约，为

世界各国以专门的法律形式保护邻接权提供了

示范模式，迄今依然是保护客体最为广泛的邻

接权国际公约。9 以表演者权为例，《罗马公约》

第 9 条规定：“任何缔约国均可根据国内法律和

规章，将本公约提供的保护扩大到不是表演文

学或艺术作品的艺人。”该条间接承认了那些不

表演文学艺术作品之人（如杂技演员）同样是

“表演者”，10 这就为缔约国将邻接权保护范围扩

8. 王迁：《< 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公约 >( 草案 ) 中知识产权条款研究》，载《中国法学》第 126 页。

9. 吴汉东主编 : 《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8 页。

10. 郑成思：《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13-526 页。

11. 罗凯中、刘强：《邻接权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创作物版权保护模式》，载《齐齐哈尔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

第 5 期，第 106~110 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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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14 页。

张到非表演作品之人提供了依据。

缔约国必须根据邻接权国际公约对表演者、

录音制作者和广播组织者提供保护，但由于公

约只是设置最低保护标准，当缔约国认为有必

要时，增设新的邻接权并非对国际公约的违反。

随着邻接权制度的发展，世界各国立法已不再

将邻接权的涵义局限于传播者权，更多地转向

与作品有一定关联的投资者利益保护当中。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外观上与作品难以分辨，满足

“与作品相关”的要求，作为一种投资者利益，

如果完全漠视，则可能导致技术开发者创新意

愿被冷落。

（三）邻接权制度成为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常

规路径

正是由于国际公约为缔约国的邻接权制度

预留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的邻接权保护成为可能。有学者认为，邻接权

的核心是保护对作品的投资而非利用与传播，

可以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设新的邻接权，这

类邻接权没有人格性内容，保护期限也相应缩

短。11 另有观点则直接提出设立一个“数据处理

者权”，并建议将该邻接权归属于人工智能的合

法使用权人。12 类似的看法无疑将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视为可保护的法益，即人工智能开发者或

利用者基于其资金、劳动投入而形成的具有经

济价值的无形财产。

事实上，邻接权制度构建之初，仅仅赋予

作为作品传播者的表演者、录音制作者和广播

组织者三类主体以邻接权。然而，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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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制度范围扩张使得“邻接权”的概念受

到质疑，TRIPS 所使用的“相关权”13 的措辞便

更具合理性，也暗含着邻接权已不仅仅保护传

播者权的意蕴。有学者指出，传播技术的发展

改变了邻接权作为“作品传播者权”的理论认

识，在“保护投资者”理论之下，邻接权制度

理应接纳因科技发展而产生的新内容。14 在反不

正当竞争法之外，邻接权制度也逐步成为作者

权法系国家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选择。如德

国《著作权法》就基于企业投入为数据库制作

者、电影制片人和剧院以及音乐会组织者提供

邻接权主体地位。15 可见，在邻接权的框架下保

护投资者利益已为许多国家的立法所尝试。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作品有一定关联之处，

且是一种投资者利益。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

发展和“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大量产生，其中

蕴含的经济价值不断凸显且业已发生侵权纠

纷，版权制度不能再消极不作为，而应当积极

应对。16 考虑到人类作品使用的交易成本相对较

高，不对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加以保护则会进一

步加剧人类作者所处的不利地位。17 鉴于作品的

独创性要求较高，邻接权制度显然可以较为容

易地接纳独创性存在争议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将其作为投资者利益加以保护具有外在上的立

论基础。

13.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在第 14 条为“表演者、唱片（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者”提供保护，该条

于第 2 部分第 1 节，而第 1 节使用的措辞为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以“相关权”代替了“邻接权”（neighboring 
rights）的称谓。英国版权权威考平杰教授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一致认为“相关权”一词应优先使用。这是

欧洲联盟委员会用来描述《罗马公约》受益人权利的一个术语。”See Kevin Garnett, Gillian Davies, Gwilym Harbottle, 
Copinger and Skone James on Copyright, Sweet&Maxwell, Thomson Reuters, 2011-2013 (16th ed,), p.1351.
14. 王超政：《科技推动下的邻接权制度体系构建》，载《中国版权 》2013 年第 2 期，第 19-22 页。

15.  [ 德 ]M · 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25 页。

16. 林秀芹、游凯杰：《版权制度应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路径选择——以民法孳息理论为视角》，载《电子知识产权》

2018 年第 6 期，第 12-19 页。

17. 刘强、彭南勇：《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问题研究》，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第 41 页。

18. 某种意义上讲，邻接权制度的灵活性与包容性也是该制度本身尚不成熟所导致的。由于邻接权制度未形成缜密的逻

辑体系，易导致将本不应当属于邻接权保护的对象基于利益需求而包容进来。

19. See Faraci, David, Do property rights presuppose scarcit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5 (3).2003, pp. 531-537.
20. [ 英 ] 大卫 ·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535 页。

21. Butler Shaffer, A Libertarian Critiq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ises Institute, 2013. p.62.

二、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悖于邻接

权制度理念

从国际邻接权保护扩张的实然法角度，具

有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纳入框架的基础。然而，

从邻接权的制度理念角度出发，是否以邻接权

模式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仍需持审慎态度。

（一）邻接权客体应具有稀缺性

以邻接权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观点注

意到了该制度的灵活性，18 但容易忽略邻接权本

质上是一种绝对权，邻接权客体必须应当满足

构成无形财产的条件。“至少从休谟开始，就有

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财产权以稀缺为前提”19。

大卫·休谟认为：“由于我们的所有物比起我

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这才刺激起自私；为了

限制这种自私，人类才被迫把自己和社会分开，

把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财物加以区别。”20 如果物

并非稀缺的，便没有交换乃至市场，财产权的

概念也就不会存在。著作权法之所以不保护思

想，也是因为思想并不稀缺。“经济产品是稀缺

的：一个人对经济产品的使用排斥了其他人对

经济产品的使用。思想并不比空气中的财产权

更有意义，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自给

自足”21。知识产权基于人类的创造性劳动而产

生，在天然的稀缺性上不及有体物，但人类创

造的精力十分有限，知识产品同样具备强制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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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条件。质量上乘的文学艺术作品可遇而不

可求，往往“十年辛苦不寻常”。近年来，水平

较低的作品泛滥，引发诸如“版权 NPE”等恶

意诉讼行为，背离了著作权法的价值目标。从

财产具有稀缺性的角度，可以反向论证财产权

设权门槛较低的弊端。

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开发需要耗费大量的

人力财力，并非唾手可得故而具有稀缺性，当

然可获得专利权、软件著作权保护。22 然而，人

工智能生成有关内容的过程则具有高度自动性，

一旦算法设定完成，动辄能生成普通人一生也

无法完成的信息量。“如果供应是无限的，那价

格就会变得极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平等

的乌托邦，所有的知识产权都被废除了”23。当人

们需要某一产品（不限于欣赏作品）时，机器

人网络就会用开源设计方案做出来，这样一来，

所有的资源都被回收了。此外，法律赋权易导

致享有邻接权的权利主体会最大程度利用人工

智能去生成尽可能多的表达性内容，则极易导

致数据圈地现象的出现，为公共领域带来巨大

的伤害。概言之，邻接权作为一种专有财产权，

以之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正当性有待商榷。

（二）从邻接权保护价值目标角度的考察

在传统环境下，作品的公开传播往往依赖

于表演者在现场将作品再现给受众。随着技术

的发展，作品的公开传播不再依赖于表演者的

亲力亲为，将其录制、广播均可以实现受众扩

大化的目标。传播技术为作品的普及做出了重

要贡献，如果对传播组织的权利不予以认可，

则可能最终影响著作权人利益的实现。之所以

以主体之名称命名特定邻接权，如“表演者

权”，一方面是邻接权客体具有为法律所认可的

22. 参见马忠法、彭亚媛、张弛：《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主要知识产权法律问题》，载《武陵学刊》2019 年第 1 期，第

53-65 页。

23. 迈尔斯 · 泰格马克著：《生命 3.0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汪婕舒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33 页。

24. 王迁：《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71 页。

25. Simon Stokes, Digital Copyright: Law and Practise (3rd edition), Hart Publishing, 2009, p.5.
26. 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第 143 页。

价值，更是由于特定主体利益的保障有利于作

者利益的实现。早期几类邻接权均与作者权利

有着密切联系，这也正是立法者选择在著作权

法中创设邻接权的原因。邻接权人与著作权人

享有的专有权利不仅名称相同，且控制相同行

为。24 著作权人享有作品的表演权，而表演者

权的形成正是基于著作权人将表演权授予给表

演者。同理，录音制品制作者权和广播组织者

权的形成均依赖著作权行为的前提。可见，将

特定传播组织的利益置于著作权法之中，并非

无源之本，而是具有重要的逻辑基础和体系观

念。

《罗马公约》第 1 条即明文规定：“本公约

给予之保护将不触动并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文

学和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著作权法的价值

目标是为了鼓励创作，通过私权保障的形式最

终增加公共领域的文化福利。“如果不赋予利用

作品的专有权利，作者将无法获得创新的刺激；

创新对于经济和社会政治均有助益，故而我们

必须设立版权制度”25。这无疑是整个著作权法立

法的基础，贸然纳入不以实现该价值为导向的

制度极可能导致立法价值基础的落空。

郑成思教授认为广义的邻接权是指：“一

切传播作品的媒介所享有的专有权，或对那些

与作者创作的作品尚有一定区别的产品、制品

或其他既含有‘思想的表达形式’，又不能称为

‘作品’的内容所享有的权利。”有学者也认为：

“智能作品上的权利应该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

益而存在的，它是一种广义上的邻接权。”26 给

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广义上的邻接权保护似乎

具有正当性。但是，所谓“邻接”，指的是邻接

权主体的活动与作品价值实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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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作品，表演、录制与广播便是无源之本。

著作权法体系内的邻接权，应当以辅助著作权

价值实现为价值导向。诸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尽管外观与作品相似，但从邻接权的价值理念

上讲，赋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邻接权对作者权

利的保护并无助益。

（三）国际邻接权协调中的保护主义倾向淡

化了初始制度理念

如前所述，国际公约赋予了各国在立法中

设置新型邻接权的自由，也使得邻接权具有包

容性，但也带来了权利边界不清和各国以邻接

权为手段设置著作权壁垒的后果，从而使得邻

接权制度的体系性与逻辑性出现偏差。如果 A

国将创造性产品的一种形式，如表演、录音或

广播，定义为“文学”或“艺术作品”以外的

事项（笔者注：即作为邻接权），则该国无需履

行《伯尔尼公约》的义务而将该公约的最低标

准和国民待遇要求扩大到来自 B 国的作品。同

时，如果 B 国将上述创造性产品作为“文学”

或“艺术作品”，根据《伯尔尼公约》的最低标

准和国民待遇要求，它将有义务保护源自 A 国

的这类事项。27 法国 1985 年的《家庭录音法》

对于空白录音带和录像规定了一种法定版税，

这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可以说明一国如何用

邻接权的思想来促进其国内经济的发展，而牺

牲外国作者的利益。28《罗马公约》规定了国民

待遇原则，但仅适用于传统的三类邻接权客体。

特定类型的邻接权人可以获得本国给予的诸如

版权补贴等独有保护，而外国人则不享有这种

待遇，这就为各国在不违背公约义务的情况下

27. Paul Goldstein,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Principles, Law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2.
28. [ 美 ] 保罗 · 戈斯汀：《著作权之道：从古登堡到数字点播机》，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9 页。

29. David Vaver, Lionel Bentl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New Millennium: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R. Cornis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84.
30. 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1 页。

31. 多大程度上认可著作人格权是区分作者权法系与版权法系的一大标志，“认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体现在以“人格权

价值观”作为著作权法哲学基础的作者权体系国家，著作人格权是著作权法的核心部分，备受推崇；而在以‘财产权

价值观’为著作权法哲学基础的版权体系国家，著作人格权则长期没有上升成为法律上的权利”。吴雨辉、徐瑄：《著

作人格权的历史与命运》，载《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4 期，第 149 页。

实行保护主义提供了路径——增设邻接权种类。

然而，在转化国际公约的过程中，增设某些新

型邻接权并非十分严谨而合理。29

认为国际公约只是设定最低标准，而各国

便可以任意增设邻接权，并非增设邻接权种类

的正当性基础。“动辄引公约为证，逃避说理，

是知识产权研究的一大流弊”30。国际公约是一定

利益妥协的产物，转化为国内法必须采取审慎

的态度。将不符合著作权立法价值理念的客体

纳入邻接权中，极易导致邻接权保护主义，从

而使得该制度丧失原有的合理性。增设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保护的有关邻接权，还需结合本国

立法体系的基础进行进一步论证。

三、我国邻接权客体限缩趋势下不宜扩

张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我国邻接权制度借鉴了国际公约和作者权

法系立法，也形成了一定的自身特色，具体分

析我国邻接权的制度脉络，才能对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的邻接权保护予以客观的评价，并藉此

找寻合理的保护思路。

（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邻接权保护与录像

制作者权确权模式类似

我国著作权立法理念更接近作者权法系：

一方面，我国权利设置采用了类似于法国的二

元模式，在财产权之外明确规定了著作人身权；31

另一方面，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设计中，作品

的构成需要较高独创性，而不具有独创性的与

作品相关的客体则被归入邻接权范畴。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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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第 36~46 条分别规定了四类邻接权：

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

作者权和广播组织者权。与国际公约规定的传

统的三项邻接权相比，我国增设了出版者的版

式设计权和录像制作者权。版式设计权指的是

对印刷品版面格式的设计，由于版式设计无法

达到独创性要求而作为邻接权进行保护，出版

界的常用版式极其有限，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

只能针对特定一项出版物。32 在一起原告主张手

提袋的版式设计权纠纷中，法院认为可以受到

保护的版式必须以图书或期刊为载体，驳回了

原告的诉求。33 从立法与司法实践看，版式设计

必须依附于作品，此即“邻接”的正当性基础。

出版者版式设计权虽然是新增类型，但并不违

背邻接权保护作品传播者利益进而促进作品价

值实现的目标。

尽管没有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立法机关

不仅给予录音制作者邻接权，而且还给予不构

成电影作品的录像制作者以邻接权。34 录像制作

者权虽然与录音制作者权同属一类，却完全基

于两种立法理念，前者仍是一种传播者权，后

者则是一种投资利益的法益化。从我国《著作

权法实施条例》对“录像制品”的定义可以看

出，我国著作权法所谓的“录像制品”就应当

属于美国版权法所谓的“视听作品”。35 美国是

版权法系国家，作品独创性要求较低，立法中

也没有设置邻接权，美国法将录像、电影都归

入视听作品合乎情理，然而在我国对作品独创

性标准更多参照作者权法系传统背景下，录像

不应作为作品。正是由于录像在技术手段上与

32. 王迁：《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99 页。

33. 参见“皇城老妈酒店诉皇蓉老妈火锅店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终字第 114 号民事

判决书。

34. Peter Ganea,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a, Aspen Publishers, Inc., 2005, § V. 
35. 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0 页。

36. David Vaver, Lionel Bentl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New Millennium: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R. Cornis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83.
37.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第 5 条第 3 款规定：“录像制品，是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录制品。”

电影作品相似，呈现的动态欣赏体验亦相同，

撇开独创性判断，录像具备了作品相似的外在

特征。由于将与作品外在相似理解为“与作品

相关”（related），录像制品才被归入我国邻接权

之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恰恰与录像制作者权

邻接权确权的情形一致，其外观上与作品几乎

无法分辨，因此，从我国现行法中可以找到以

邻接权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基础。

（二）我国邻接权制度正本清源下无法容纳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表面上看，赋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以邻

接权与录像制作者权确权模式相同，具有解释

论上的可行性，然而从立法论的角度则难以成

立，对录像制品进行证伪可以佐证人工智能邻

接权保护的非可行性。录像制作者权是对录音

制作者权的立法类推，在欧盟立法中早有先例。

《欧盟租赁指令》的若干成员国曾引入“录像制

作者”（video producers）的概念，将其授予电

影制片人，权利客体为电影作品的首次录制物

（right of producers of first fixations of film）。 德

国 1965 年《著作权法》将该项邻接权授予电影

制片者，其后被 80 年代欧盟若干成员国所效

仿，如法国 1985 年《著作权法修正案》。36 这种

作为邻接权客体的“录像”仅仅是电影作品的

固定，依然秉持依托于“基础作品”（underlying 

works）的观念而认可特定主体的利益，而我国

“录像制品制作者”37 与电影作品的制作、传播

没有关系，立法动因仅基于录像制品是一种可

保护的投资者利益。国家版权局 2014 年提交的

《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在“相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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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取消了“录像制作者”的邻接权人地位。38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立法者将邻接权制度

正本清源同时加以限缩的思路。

与录像制品情形相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的形成也不依托“基础作品”，而是与某些类型

的作品外观相似的独立行为。在录像制品不符

合我国立法的应然趋势背景下，现行法中给予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以邻接权保护的基础并不稳

固。不具有独创性、外观上类似于作品而又有

保护必要性的法益并不在少数，是否均应由著

作权法义不容辞地予以认可呢？答案显然是否

定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主体对于作品

的制作、传播并无实质贡献，予以（广义）著

作权保护不具有正当性。有学者批驳了设立

“数据处理者权”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设

想，指出：“互联网时代的版权法，其规制的复

制权和传播权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邻接权制度

本身已经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主要邻接权形

式亦出现了萎缩的迹象，是否能够维持邻接权

的规则现状已是问题，这个时候再谈邻接权的

扩张恐怕是逆历史潮流之举了。”39 笔者同意这一

观点，一项成熟的邻接权需要经历长期的利益

博弈以及作者与传播者之间的磨合，在立法上

设立一项新的邻接权恐难以实现。

（三）我国以邻接权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造成权利寻租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外观上与作品极其相

似，如机器翻译的句子，一般受众几乎难以分

辨其究竟是机器还是人类所创作。“邻接权的保

护强度又弱于著作权，通过邻接权保护势必引

发部分人工智能设备所有者将生成内容署上自

38. 《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2014）第 6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相关权，指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或者期刊的版

式设计享有的权利，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录音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制品享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对

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

39. 丛立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与版权归属》，载《中国出版》2019 年第 1 期，第 12 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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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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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姓名后发表，邻接权保护目的落空的同时

还反向激发了道德危机”40。诚然，正是基于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不具有内在独创性，且不符合著

作权保护的主体理论，才以邻接权的较低保护

水平予以接纳。然而，实践中对著作权与邻接

权的强弱保护水平区分，极易导致相关权利人

的寻租行为。作品独创性标准较低，诸如儿童

涂鸦等内容，稍具独创性便可构成作品，逐一

审查生成内容是否带有人类创作的痕迹会带来

司法、执法成本的增加。

从现实角度来讲，以当前人工智能的技术

水平，其生成内容很难达到作为经典文学艺术

作品的高度，难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反

而由于其时效性较强而会被即时应用。诸如人

工智能生成新闻等内容，过了一定期限便会丧

失市场价值。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是邻接权

还是著作权保护模式，区分保护期限的现实意

义较小。美国版权局在其最新版本的《纲要》

(Compendium state) 中指出：“（版权局）不会登

记由随机或自动地运行且没有任何人类作者的

创造性输入或干预的机器或单纯的机器程序生

成的作品。”41 这使得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落入公

共领域。考虑到完全不保护生成内容，会造成

竞争不公与技术激励缺失，尽管存在现实困境，

也不宜贸然将生成内容归入公共领域，在邻接

权之外另谋他路是较为理智的选择。

（四）应于邻接权之外寻求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保护的出路

为了不与自然人作者为中心的著作权制度

冲突，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

还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路径，即创设新类型的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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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权模式或单独创设特别权保护模式。42 澳大

利亚学者马克·戴维森指出：“数据库是否能

够享有版权，通常取决于该数据库是否具有独

创性并具备人类作者。”43 计算机生成数据库也

是一种复杂的投资者利益，当其不满足作品

构成标准时，可在著作权保护之外寻求其他路

径，这一思路可借鉴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保护

上。英国 1997 年《数据库版权和其他权利条

例》修改了 1988 年《版权、平面设计和专利

法》，给予数据库以版权保护，将数据库作为

文字版权作品保护，并创设了新的被称作“数

据库权”的独立权利（sui generis right）。该指

令旨在给予使用了数据库结构和内容的数据库

结构以版权保护和数据库权保护。44 英国法试

图通过将能够在数据库中存在的权利分开，并

将两种类型的保护分别适用于数据库的两部分

来实现这一目标。考虑到英国法将广播、版式

设计、录音制品也作为作品，45不设邻接权，所

谓“数据库权”的独立权利实际上相当于作

者权法系中的邻接权。然而，从立法成本上

讲，特别权保护模式一般需要单行立法，成本

较高，这也是欧盟成员国中作者权法系国家在

执行相关指令时优选创设新型邻接权的主要原

因。我国立法并无在著作权法体系内设置特别

权利的传统，因此借鉴上述“数据库权”立法

的做法缺乏可行性。以邻接权制度保护无独创

性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因此只能从著作权法体系之外为该种投资者利

益寻求救济。

主张邻接权模式的理论依据是该制度可以

42. Jani McCutcheon，Curing the Authorless Void: Protecting Computer— Generated Works Following IceTv and Phone 
Directories, 37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46, 2013, pp.78-79.
43. [ 澳 ] 马克 · 戴维森：《数据库的法律保护》，朱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 页。

44. 欧盟《数据库指令》96/9，第 15 节、第 58 节和第 3 条第 2 款和第 7 条第 1 款。

45. See s.1(1) of the 1988 Act.
46. 范长军：《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9 页。

47. 王国柱：《邻接权客体判断标准论》，载《法律科学 (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5 期，第 171 页。

48. Laura s. Underkuffler, The Idea of Property: Its Meaning and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0.
49. 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83~690 页。

50.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s v. Associate Press, 248 U.S. 215 (1918).

容纳投资者利益，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亦可以

采用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模式。“反不正当竞争

法只是授予相关主体（竞争者、经济团体、消

费团体以及公会）以债法性质的请求权，而专

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以及

著作权法都授予相关主体所有权性质的独占权

利”46。邻接权制度所提供的保护手段更为全面、

保护强度也更高，权利人不仅可以在权利受到

侵害时获得救济，也可以通过授权许可等方式

行使权利。47 这是由财产权本身的特点所导致

的，财产在诸多理论中被称作“所有权”，包含

使用、转让和排除的权能。48

如前所述，由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具备

民事财产应有的稀缺性，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非设权模式加以保护更为合理。具体而言，美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盗取商业价值”理论

可资借鉴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投资者利益保

护中。49 在著名的“国际新闻社案”中，原告搜

集的新闻不具备构成作品的资质，但由于被告

的不当“窃取”（theft）这些新闻，有损原告基

于市场领先时间获得的商业价值，法院因此认

为被告大量使用原告新闻的行为构成窃取商业

价值。50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也可构成反不正当竞

争法保护的客体，如果他人不当挪用有商业价

值的生成内容，法律不加以制止，难免造成市

场替代、丧失商业先机等消极后果。在邻接权

设权保护出现理论基础不稳固的情况下，以反

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行为规制，是一种较为合理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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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在不认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具有独创

性情况下，作为投资者利益的生成内容似可采

用邻接权保护模式。然而，从我国现行法以及

《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来看，邻接权

本身有范畴限缩的趋势。因此，是否新设一项

邻接权需要从整个立法的体系化角度来进行论

证，否则将有损于立法的稳定性。另外，邻接

权保护投资者利益是基于与作品相关的投资，

如果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作品不“相关”或不

“邻接”，则学界主张的邻接权保护模式似乎缺

乏逻辑关联性依据。根据财产权设权与邻接权

设置的相关理论基础，使立法体系化、科学化，

在此基础上，确立邻接权制度的原则与标准这

一先决问题，是否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邻

接权认可的问题则迎刃而解。在澄清上述理论

基础后，准确界定邻接权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

的界限与差异，可以在邻接权乃至著作权体系

之外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保护进行妥善的制度

安排。

Analysis on the Neighboring Right Protection of AI Generated Content
——Falsify by Questioning the Supporting Theory

Abstract: There are obstacles to protect AI generated content with copyright, as AI can’t be treated as author and 

the generated content is not original, some views immediately holds that it is feasible to protect by neighboring righ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ly set the minimum standard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ighboring right, which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countries to protect their native investors without viola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However, investor interest protection,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ighboring right of AI generated conten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institutional concept 

of neighboring right and cannot achieve the incentive ethics of copyright law. Because the AI generated content is similar to the 

appearance of work, the neighboring right holder may sign the generated content as the work which leads to rent-seeking. In 

Chinese legislation, the category of neighboring rights shows the trend of shrinking, and the AI content generated does not have 

the scarcity that constitutes property,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adopt anti-unfair competition model than the neighboring right 

protection model.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ighboring Right; Investor Interest; Video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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