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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新闻出版领域著作权问题的
类型化分析 

付丽霞  刘 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430073，武汉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勃兴带来了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随着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

应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与自主创作等新闻稿件创作形式开始出现，出版领域在人工

智能时代焕发了生机，但也面临了诸多著作权挑战，不仅存在人工智能编辑软件本身

的著作权保护难题，还呈现出了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著作权侵害风险以及人工智能自

主创作的著作权认定困境。为此，应从各类著作权挑战的不同形态出发，有针对性地

提出人工智能软件本身著作权保护难题的克服方法、人工智能辅助创作著作权侵害风

险的化解举措，以及人工智能自主创作著作权认定困境的破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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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日常的生产

生活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人类社会进入了

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从农业生产、工业制造，

到金融保险、广告传媒，以及医疗诊断等各行各

业之中都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的身影，出版行业当

然也不例外，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出现及其所生

成的新闻稿件便是明证。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在出版领域中实践应用的不断增多，诸

如怎样实现对于人工智能编辑工具及其生成内容

予以有效著作权法规制的问题与挑战也由此应运

而生，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人

工智能脱离人类控制与干预自主生成新闻稿件等

相关内容的先进功能，激起了学界有关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与保护的热烈讨论，有学者

认为可以通过创设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实现著作

权法对于人工智能创作者的接纳；[1] 有学者坚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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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都是应用算法的结果，不能

体现创作者独特的个性，并不能被认定为作品。[2] 也

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软件设计者

意志创作的产物，仍应以独创性标准进行判定，

并借鉴法人作品的制度安排实现著作权的合理配

置。[3] 然而，必须格外注意的是，当下学者们所

争论的只是人工智能时代出版领域众多著作权问

题中较为突出的一类，人工智能软件本身的著作

权保护问题也同样不容忽视。不仅如此，即使人

工智能参与到了新闻稿件等相关内容的创作过程

中，人工智能参与程度的不同也会引发不同的著

作权问题与挑战。[4] 如若相关内容由人工智能辅助

生成，即会出现诸如人工智能“洗稿”等不当运

用人工智能软件的著作权侵害风险；而如若新闻

稿件等相关内容由人工智能自主创作，则会产生

目前学界所热议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

定困境。有鉴于此，为实现对人工智能时代出版

领域著作权问题的全面阐释，有必要将不同层面

的困境与难题进行必要的类型划分，并在此基础

上厘清不同类型著作权问题的形成缘由与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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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而找到人工智能时代出版领域中相关著作

权难题与困境的应对策略。

2 人工智能时代出版领域的著作权问题

类型

人工智能编辑工具及其实践应用情况的复杂

性，使出版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人工

智能编辑软件本身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对象，因其

对于人类创作活动具有显著的辅助效用，人工智能

脱离人类控制与干预的自主性也给予了其代替人类

独立开展创作活动的能力。[5] 因此，从类型化的角

度看，人工智能时代出版领域所面临的著作权挑战

便可划分为人工智能软件本身的著作权保护、人工

智能辅助创作的著作权侵害、人工智能自主创作的

著作权认定3个层面的问题，下文将分述之。

2.1  人工智能软件本身的著作权保护难题

通常而言，人工智能编辑软件是由涉及算法

设计、数据整合、语音识别、图像处理等功能的

一个或多个智能计算机软件所组成，并能够自主

编辑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素材的集合性软

件应用。由于人工智能软件应用在功能上的综合

性，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由不同领域、不同效果

的诸多智能计算机软件组合而成。因而，对于人

工智能编辑软件的著作权保护也必须以其构成模

式为基础，不能笼统地将人工智能编辑软件作为

一项计算机软件直接对其展开著作权保护，而应

首先对综合性的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进行分解，将

其拆分为一个个的智能计算机软件，然后再对这

些单一智能计算机软件展开著作权保护的探讨。

从算法驱动和数据保障的人工智能基本运行

机制出发，构成最终产品应用的数个智能计算机

软件，以不同的功能维度大致可以被划分为“感

知型”和“认知型”两种类型。其中，前者是辅

助人工智能编辑工具输入文字、图片、音频、

视频等基础素材的智能计算机软件，包含语音软

件、图像软件、视频软件、AR／VR为代表的增

强现实软件等；后者则是支持人工智能编辑工具

处理基础素材，并输出相应编辑成果的智能计算

机软件，涉及自然语言处理软件、知识图谱软

件、用户画像软件等。[6] 但也正是这种复杂的结构

框架，造成了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著作权保护难

题。这是因为在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复合性结构

下，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那些隶属于不同类型乃至

由不同著作权人掌控的智能计算机软件，而这些多

样化的智能计算机软件是否都具备获得著作权保护

的可能，以及由不同著作权人所掌控的这些智能计

算机软件如何在作为最终产品的集合性人工智能编

辑软件中协调运作，都是在对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

著作权保护过程中所无法逃避的问题。

2.2  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著作权侵害风险

人工智能辅助创作，即是指人工智能编辑软

件等应用工具在运转中辅助人类作者进行新闻稿件

撰写等智力创作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作品的创作

主体仍然是人类，人工智能扮演着工具性的角色，

并不会像人工智能自主创作一样引发涉及主体性质

的严重挑战。[7] 但必须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算法

驱动高效运行模式，即使是在新闻稿件等相关作品

创作中被予以辅助性使用，依然会存在严峻的著作

权侵害风险。这是因为与传统的计算机软件相比，

人工智能编辑软件在智能算法的加持下具有超强的

数据抓取与挖掘的能力，因而其对于在先作品的广

泛收集与深度整合则往往会带来超越现行著作权侵

权认定标准的权益侵害问题。[8]

在当前自媒体时代，用户创造内容的发展

趋势下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被频繁应用，辅助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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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新闻稿件、文章等相关内容创作。但随着人工

智能编辑软件的日渐普及，对于不当使用人工智

能编辑软件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

例证便是网络平台上的人工智能“洗稿”行为，

这一行为并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而是一种

“高级”剽窃，而人工智能编辑软件在这一过程

中则沦为辅助剽窃的著作权侵权工具。[9] 除此之

外，对于人工智能编辑软件在实践应用中可能出

现的“算法黑箱”“算法作恶”等运转失灵问题

也必须被给予高度的重视。这是因为一旦人工智

能编辑软件出现运转失灵，即使人工智能编辑软

件仅仅是作为应用工具对于创作行为起辅助作

用，其所得出的结果也大多会远远超越人类的预

测范畴，并带来严重的著作权权益侵害，乃至产

生超越掌控范围的公共风险与社会危机。[10]

2.3  人工智能自主创作的著作权认定困境

人工智能自主创作著作权认定困境的产生

根源即在于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缺失性。在传统

的著作权理论框架下，权利的产生是以人类本体

性的独创性作品创作行为为基础的。人工智能作

为人类创造物，本身即为权利客体，其所生成的

新闻稿件等相关内容，则为客体生成之客体。而

人工智能自主创作所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无

疑是对传统法律理论下著作权主、客体框架的重

大冲击。[11]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自主创作所生成

内容的著作权保护，更会造成对诸如“自然权利

论”“创新激励论”等财产权正当性理论的巨大

挑战。无论是近代推动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制度形

成的“自然权利论”，还是现代促进著作权等知

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创新激励论”，都是以人类

创造者为逻辑起点的。

在此基础上，即使可以通过法律调适克服理

论层面的巨大阻碍，赋予人工智能自主创作内容以

著作权保护，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缺失性也势必会

带来如何确定著作权权利归属的新挑战。[12] 在人

工智能自主生成新闻稿件等相关内容的过程中，编

程者、使用者、数据提供者等相关主体所做出的贡

献都是最终成果顺利生成的必要条件，而且缺一不

可。其中，编程者创设了人工智能进行自主创作的

运算程序；数据提供者为人工智能进行自主创作提

供了必要的关键数据；而使用者是人工智能启动装

置的触发者，直接决定了人工智能自主创作的时间

与空间。但是，这些主体之中却没有任何一方完全

参与到相关作品的创作之中，整个过程都是由人工

智能编辑工具所自主进行的。进言之，无论是编程

者、使用者，还是数据提供者，都具备成为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人的自身依据，但都不是充分的

理由，由此，便产生了在编程者、使用者、数据提

供者等相关主体之间进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

配置的实践困境。[13]

3 人工智能时代出版领域各类著作权挑战

的应对策略

在出版领域中，随着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应

用与普及，以及人工智能辅助创作与自主创作情

形的不断增多，采取合理措施对各类著作权问题

予以有效法律规制的实践诉求日趋强烈。对此，

应从人工智能时代出版领域各类著作权挑战的不

同形态出发，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算法驱动”及

“数据保障”的基本运行模式，针对不同类型的

著作权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3.1  人工智能软件本身著作权保护难题之克服

针对人工智能编辑软件本身的著作权保护难

题，有必要从其“感知型”“认知型”等不同类

型的诸多智能计算机软件所组成的复合性结构框

架出发，展开对于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著作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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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标准的细化与完善，并在此基础上探寻规避人

工智能编辑软件的著作权运营风险，实现相关智

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协调运作的有效举措。

3.1.1 细化人工智能软件的著作权保护标准

基于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复合性结构框架，

对于其著作权保护问题的讨论也应以其中的各种不

同类型的智能计算机软件为基础，具体地进行分析

与考察。从人工智能编辑软件中各种智能计算机软

件的“感知型”和“认知型”分类来看，语音软

件、图像软件、视频软件等“感知型”智能计算机

软件是在当前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因而它们中的大

部分是已经获得著作权保护的，无须再进行具体分

析；而自然语言处理软件、知识图谱软件、用户画

像软件等“认知型”智能计算机软件则大多属于新

兴软件，应对其展开独创性与可复制性的著作权保

护标准判断。[14] 但也不能依据这种“感知型”和

“认知型”的分类一概而论，对于复合性人工智能

编辑软件中相关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还应针

对具体的智能计算机软件进行能否满足独创性与可

复制性要素的具体分析。

在复合性人工智能编辑软件中，无论是“感

知型”的智能计算机软件还是“认知型”的智能计

算机软件，它们都以人工智能算法为基础，并结合

一定的应用场景形成。因而，对于这些智能计算机

软件的独创性与可复制性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取

决于人工智能算法的。只要基础的人工智能算法是

新颖的，以其为基础而生成的相应智能计算机软件

也势必是具备独创性的，是能够获得著作权保护

的。并且，如果基础的人工智能算法是不具有新颖

性的老算法，则以其为基础而生成的智能计算机软

件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则须考量相应的应用场景是

否为全新，以及人工智能算法是否与应用场景发生

有机融合。唯有老算法与新应用场景发生“化学反

应”，产生新的独创性特征，相应的智能计算机软

件才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

3.1.2 规避人工智能软件的著作权运营风险

在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运行中，之所以需要

其中各种智能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协调运作，也是

由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这种包含诸多智能计算机软件

的复合性结构所决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智能计算

机软件的著作权往往由不同的权利人享有，尤其是

目前已经相对成熟的“感知型”智能计算机软件，

其著作权已被其研发者所掌控。因而，复合性人工

智能编辑软件的开发者或设计者，要想保证其人工

智能编辑软件的顺利形成，就必须从在先权利人处

获得相应智能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使用许可。与此

同时，为实现自身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有序运转，

开发者或设计者也必须将自己所创制的相关智能计

算机软件进行著作权登记，以实现对于相关软件的

著作权独占与有效使用。[15]

不仅如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市

场主体之间无疑也会在复合性人工智能编辑软件

中的各种智能计算机软件上发生著作权的市场竞

争。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每一个市场主体都会

想将与复合性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相关的关键性智

能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以形成

在相关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然而，与此相伴而生

的，却往往是大量智能计算机软件不断涌现的

“权利丛林”，这不仅是一种资料的浪费，长此

以往也会造成市场主体相互之间以自有软件为基

础的著作权掣肘。如若复合性人工智能编辑软件

相关的关键性智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由某一市场

主体所享有，则会进一步造成权利片面独占的

“反共有地”悲剧。[16] 为此，应以人工智能编辑

软件这一应用产品为基础，建构起其中智能计算

机软件的著作权交易平台，使相关市场主体能够

通过著作权许可乃至交叉许可的方式，获取及交

换关键性智能计算机软件的使用权，实现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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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编辑软件中相关智能计算机软件在著作

权市场上的协调运作。

3.2  人工智能辅助创作著作权侵害风险之化解

针对人工智能辅助创作过程中的著作权侵害

风险，有必要以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基本运行特

征为基础，设置与人工智能算法超强数据收集与

整合能力相适应的著作权侵权判断标准，并根据

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具体实践，创制相关的著作

权实践指引，避免出现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不当

应用与运转失灵。

3.2.1 设置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著作权侵权标准

人工智能编辑软件所具有的超强运算能力，

不仅使其能够辅助创作者在海量的文献资料之中进

行大范围的文本数据挖掘，并通过充分的数据梳理

与整合形成新闻稿件等相关内容，也使著作权法对

于人类创作所设定的独创性标准能够通过适当算法

运作与数据替换被轻而易举地满足。但是，必须格

外注意的是，这种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先进功

能所开展的辅助创作，实质上是对以众多受著作权

法保护的在先作品为基础的一种再创作，在这一过

程中，对于在先作品的获取与使用无疑存在着明显

的著作权侵权风险。[17] 为此，应以人工智能辅助

创作中海量数据支持下的算法驱动与机器学习的运

作模式为基础，专门设置符合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特

征的著作权侵权标准。

一般来说，在独创性标准之下，对于著作权

侵权的判定是以“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进行

的，即著作权侵权的成立不仅要求讼争作品存在

“实质性相似”，而且被控侵权行为人要有“接

触”在先作品的事实。[18] 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内

容的著作权侵权判定中，也同样应当以“实质性

相似+接触”规则为基础，分别从人工智能辅助创

作内容与在先作品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以

及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是否存在“接触”在先作品

的事实来进行具体衡量。在“实质性相似”标准

的判断中，人工智能超强运算能力下对于海量数

据的快速整合，使其与在先作品存在“实质性相

似”的内容碎片化，并分散于海量的在先作品数

据资源之中，当前立足于人类创作的全部相似与

部分相似指标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判断；而在“接

触”标准的判断中，则需对人工智能抓取的海量

数据进行逐一甄别，难度极大。对此，应针对人

工智能辅助创作的独特情形，积极利用技术手段

展开“实质性相似+接触”相关内容侵权认定，以

一般水平的人工智能软件来追踪人工智能辅助创

作中所“接触”的在先作品，并评定相关内容是

否存在与在先作品的“实质性相似”。[19]

3.2.2 创制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著作权实践指引

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进行文本数据挖掘的先进

功能，使其为新闻稿件等相关内容的创作活动提供

了更为有力的辅助效用，但与之相伴而生的，却是

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被予以不当应用的巨大风险，以

及出现无法预估的“算法作恶”“算法黑箱”等人

工智能编辑软件运行失灵的潜在挑战。因而，为确

保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积极效用的充分发挥，应就人

工智能编辑软件的应用，创制辅助创作的著作权实

践指引，既使人类创作者能够在不侵犯在先作品著

作权的范围内合理应用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辅助其

进行新闻稿件等相关内容的创作活动，同时也使

“算法作恶”“算法黑箱”等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运

行失灵的问题被予以有效规避。

具体说来，对于人工智能编辑软件在辅助创

作过程中被应用于“洗稿”等不当应用行为，首

先应依法明确相关行为的违法性及其法律责任，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著作权行政执法机关查处机

制，以及社会公众举报奖励机制，从而使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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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洗稿”等不当应用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行为

得到有效遏制。[20] 而对于“算法作恶”“算法黑

箱”等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运行失灵的问题也应通

过对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运行过程的充分监控来予

以有效规避。作为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运转核心的

算法，在本质上是中立的，其最终效果的发挥很

大程度上受制于数据的质量。[21] 唯有尽可能确保

充分的数据资料供给，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工

智能算法输出结果的准确性。因此，要在适当的

限度内应用人工智能编辑软件，只有这样，才能

避免出现“算法作恶”“算法黑箱”等人工智能

编辑软件运行失灵的情况，并以“规训的算法”

充分发挥其辅助创作的积极效用。[22]

3.3  人工智能自主创作著作权认定困境之破除

针对人工智能自主创作过程中的著作权认定

困境，有必要从人工智能自主创作内容著作权保护

理论障碍及相应权利配置的实践困境着手，通过创

设人工智能人格实现著作权法对人工智能自主创作

内容的接纳，并立足人工智能运转模式，对人工智

能自主创作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予以进一步明确。

3.3.1 以人工智能的人格创设实现其自主创作内

容的著作权保护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的缺失性，无疑为人

工智能自主创作内容进入著作权保护框架构筑了

高高的争议之墙，严重制约着出版领域对于人工

智能编辑软件生成新闻稿件等相关内容的合理定

位与有效规制。由此，为消除人工智能自主创作

内容的著作权保护理论桎梏，建立起人工智能自

主创作内容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可行路径，国内外

学者纷纷提出创设一种新的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

立法设想，直接将人工智能作为其所生成知识产

品的创造者，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于人工智能自

主创造物的合理产权保护。[23]

进一步从法律人格的本质来说，法律人格并

非真正存在的人格，而是一种法律拟制，但在这

种法律拟制人格的背后实质上蕴藏着潜在的自然

人人格，从某种程度上讲其无疑是自然人人格的

一种延伸。针对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模式创设相应

的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虽为一种立法设想，但其

同社团法人人格的拟制异曲同工，人工智能法人

人格无疑也是其背后智能计算机软件创造者、核

心数据提供者等相关主体的法人人格或者自然人

人格的一种特殊彰显。不仅如此，二者在功能上

也具有高度相似性，即二者都是围绕一定的核心

协议而建立的，社团法人表现为章程，人工智能

则体现为算法。[24]

因此，可以说，通过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赋

予，便可将主体资格缺失所带来的人工智能自主创

作内容著作权保护的理论困境有效化解。但也必须

注意的是，目前这一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设想

尚未达成共识，对此理论界仍有很多必要性与可行

性层面的质疑，担忧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拟制会造

成对人价值的贬抑、物化乃至异化。[25]

3.3.2 以人工智能的运转模式明确其自主创作内

容的著作权归属

在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自主创作新闻稿件等

相关内容的过程中，编程者、使用者、数据提供

者等相关主体并未直接参与其中，但他们却都或

多或少地对最终成果的生成有所贡献。[26] 因而，

如何在相关主体之间抉择，明确人工智能编辑软

件自主创作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便成了一个实践难

题。在利益的驱动下，各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争

夺会像竞技比赛一样，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则或者

规则没有被充分地遵守，竞赛就无法有序地运

行。[27] 基于编程者、使用者、数据提供者等相关

主体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同特殊职务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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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与作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相似性，因此，

在具体的规则构建过程中，有必要借鉴特殊职务

作品的相关制度安排，对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自主

创作新闻稿件等相关内容的著作权在相关主体之

间进行合理配置。[28]

具体而言，为保证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自主创

作新闻稿件等相关内容著作权配置的合理性，在

法定归属机制的设计上应格外注重其在效力上的

权威性、在内容上的导向性，以及在范围上的稳

定性，并从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具体运转模式出

发，综合考量编程者、使用者、数据提供者等相

关主体的法律地位，比照特殊职务作品的著作权

归属机制，将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自主创作新闻稿

件等相关内容的著作权授予编程者、使用者、数

据提供者等相关主体，并在这些主体中选择最为

适当的著作权享有者。[29] 当下，针对人工智能技

术高投资、高风险的现状，学者们大多从投资者

利益出发，支持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自主创作新闻

稿件等相关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于所有者的法定安

排，这是因为在目前人工智能自主创作内容为政

府或大型出版机构、企业所主导的情况下，所有

者承担着编程者、使用者、数据提供者等相关主

体的所有工作，因而由所有者享有相关财产权利

无疑也是最为合理的制度安排。[30]

此外，必须格外注意的是，未来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广泛应用，势

必会使智能软件编程、人工智能编辑软件使用、

关键数据提供等相关工作由不同主体所完成。如

此一来，对于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自主创作新闻稿

件等相关内容著作权归属则须根据各个主体所做

出的贡献，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来具体地进

行判断。与此同时，还应鼓励编程者、使用者、

数据提供者等相关主体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就

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自主创作新闻稿件等相关内容

著作权归属进行约定，并在法律上承认约定模式

在效力上的优先性，从而构建起约定模式优先、

法定规则兜底的人工智能软件自主创作的著作权

归属机制，确保人工智能编辑软件自主创作新闻

稿件等相关内容的合理著作权配置。

4 结语

在出版领域中，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的应用与

普及带来了著作权保护与运营层面的诸多问题与

挑战。通过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人工智能时代

出版领域著作权问题主要包含3种类型，即人工

智能编辑软件本身的著作权保护难题、人工智能

辅助创作的著作权侵害风险，以及人工智能自主

创作的著作权认定困境。其中，人工智能编辑软

件本身的著作权保护难题源自于人工智能编辑软

件的复合性结构框架；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著作

权侵害风险和人工智能自主创作的著作权认定困

境则是由人工智能编辑软件算法驱动与数据保障

的先进运转机制所诱发。因此，应分别对上述3

类著作权挑战展开讨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各

自明确问题的应对策略。对于人工智能软件本身

著作权的保护难题，应细化人工智能软件的著作

权保护标准和规避人工智能软件的著作权运营风

险来予以克服；对人工智能辅助创作著作权侵害

风险，应通过设置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著作权侵

权标准和创制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著作权实践指

引来进行化解；而对于人工智能自主创作著作权

认定困境的破除，则应以人工智能的人格创设实

现其自主创作内容的著作权保护的同时，以人工

智能的运转模式明确其自主创作内容的著作权归

属，进而实现著作权保护及运营机制与人工智能

时代出版领域新业态的协调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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