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机对弈、刷脸支付、辅助诊疗……人工智能

（AI）正在悄无声息地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不

过，你可能想不到，药物也可以借力 AI 技术来设

计研发。通过大数据处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

技术，AI 融入新药研发可望有效缩短研发时间，

降低研发成本。

据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药

学院院长丁胜介绍，创新药的研发从认知疾病发

生原因、确定针对疾病的药物靶点、实验室发现新

的分子或化合物开始，通过体外及动物体内实验

了解其安全性、毒性反应，以及在动物体内的代谢

过程、作用部位和作用效果，再经过首次人体试

验，经历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证实安全有效

及质量可控制之后，才可以获批上市。

“整个研发过程往往需要10到15年时间，投入

10亿到15亿美元，其中包括失败的成本。”丁胜说。

“在从初步筛选的百万个化合物和随后的千

百个逐级候选药物优化中，最后可能只有一个能

被选出来做成药物。”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

院定量生物学中心研究员裴剑锋说，新药研发失

败率非常高，任何一步失败都会导致最终失败。

新药研发有没有捷径？科研人员发现，AI技

术可以为他们“分忧”。

“AI技术可以通过对现有化合物数据库信息

的整合和数据提取、机器学习，提取大量关于化合

物不同属性的关键信息。”丁胜说，这不仅避免了

盲人摸象般的试错路径，还能大幅提高化合物筛

选的成功率，最终降低研发成本和工作量。

“药物研发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越来越高，而

AI技术是有力突破点。”裴剑锋说，有机构预测数

据表明，人工智能的融合可为新药研发节约近一

半时间，每年节约化合物筛选成本和临床试验费

用达数百亿美元。

裴剑锋认为，AI技术尤其是强人工智能的发

展，有望解决药物设计中挑战性的难题。例如，随

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 AI 文献信息提取技术发

展，未来 AI 能自动处理海量非结构化的专利、文

献数据，从中提取关键信息构建知识图谱和认知

图谱，自动发现药物靶点和药物分子。

一批药物研发初创公司和研发机构正在将

AI技术的应用变为现实：北京英飞智药科技有限

公司将 AI技术与资深药物研发专家的经验融合，

开发出了药物设计 AI研发平台“智药大脑”；全球

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打造了高通量、高精度人工智

能 药 物 筛 选 计 算 平 台“ 人 工 智 能 药 物 研 发 平

台”……

裴剑锋认为，在 AI深度参与和高性能计算能

力支撑下，未来，机器学习和物理模型的有机结合

将可能成为新的科研模式，引发医药甚至多个领

域颠覆性的创新浪潮。

节约近一半时间、数百亿美元

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分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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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已然对包括著作

权法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挑战。机器人不

是人，其作品能享有著作权吗？可否界定AI生成

物的独创性？

近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率

先给出了司法方面的答案：AI生成作品属于著作

权法保护范围。由此，人工智能写作领域第一

案：腾讯公司状告“网贷之家”网站未经授权许

可，抄袭腾讯机器人 Dreamwriter撰写的文章，以

腾讯公司胜诉告终。

据了解，涉案作品为 2018 年 8 月 20 日由

Dreamwriter 创作完成的《午评：沪指小幅上涨

0.11％报 2671.93点 通信运营、石油开采等板块

领涨》财经报道。这个软件在大量采集并分析

股市财经类文章的文字结构、不同类型股民读

者需求的基础上，根据主创人员的表达意愿形

成文章结构，并利用收集的股市历史数据和实

时收集的当日上午股市数据，在股市结束后两

分钟内完成写作并在腾讯证券网站上首次发

表。当日，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复制涉案文

章，通过其经营的“网贷之家”网站向公众传

播。腾讯认为这一行为侵犯其享有的著作权，

因而诉至法院。

“这个案子的争议点之一是AI的智能写作是

否具有独创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

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研究员开门见山地指出。

段伟文进一步说道：“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中国法律体系的主要渊源是制定法，但对于一

些全新的法律冲突也需要通过具体判例来推

行。而我国相关法律里目前尚无关于人工智能

写作或智能写作是否具有知识产权的说明，显

然，这个判例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中国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

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著作权人包括，作者以及

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显然，就目前法律法规来看，“作者”指

的是“人”，不包含人工智能。

“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并不排斥非自然人创

作的作品，如大百科全书，著作权属于出版社。

但无论是什么情况，都是由人类进行的创作和

表达。”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互联网法律中心

主任张平表示。

张平表示，现行的著作权法中，只要作品具有

独创性都会受到保护。目前独创性的标准还比较

低，并不要求作品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艺术或科

学价值，而是要看是否是作者独立构思的产物。

由此，基于著作权法中独创性的“低门槛”，

作为智能写作助手的机器人 Dreamwriter对金融

或股票市场的信息数据加以整理，有可能会构成

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法院审理认为，从涉案

文章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生成过程来分析，此文的

特定表现形式及其源于创作者个性化的选择与

安排，并由 Dreamwriter软件在技术上“生成”的

创作过程均满足著作权法对文字作品的保护条

件，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文字作品。

作品有独创性 著作权法都会“罩着”

AIAI写作具有独创性写作具有独创性
但著作权还不掌握在它手中但著作权还不掌握在它手中

本报记者 华 凌

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使得其在文学艺术

领域创作的作品呈爆发式增长，给人们带来众

多惊喜和便利的同时，隐患也日益增多。由此，

健全相关法律刻不容缓。

目前，大多数国家已认识到明确人工智能

独创性的重要性。在国际上，欧盟法律事务委

员会曾提出要赋予人工智能机器人著作权，同

时提出需要界定人工智能的“独立创造”的标

准，明确版权归属。澳大利亚政府部门已在政

策上支持部分人工智能创作物具备独创性。同

时，日本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目前，我国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保

护仍为空白，著作权法正在修订中，已有很多提

案，建议是否未来可将人工智能纳入法律中。

目前在司法审判中没有清晰可遵照的规定，一

般是通过法理来断案子。”段伟文表示。

张平指出，这个案子还相对简单，作品只

是对一些股票行情、体育赛事简单汇编汇总。

以后的问题可能会集中爆发在艺术作品创造

上，会挑战著作权法最基本的部分，即思想与

表达两分法。著作权法中保护的是不同于别

人的表达。人工智能模仿能力特别强，会模仿

别人作品中的思想或风格等，像在油画、音乐

等方面。如国外机器人可以学习中国风的音

乐，创作出新风格的曲子，但一听就是中国风；

再如，模仿国外著名画家的画，拿到市场上卖，

这都是侵权，但这画跟哪位作家的作品又都不

一样。现在之所以没有对簿公堂，主要是 AI

模仿的都是已故知名作家的画。未来机器人

对美术、音乐等作品的风格、思想进行模仿，会

更猛烈地冲击著作权法，那时更需在法律层面

予以回应。

当弱AI变强 健全法律法规刻不容缓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侯雪静

近日，据 BBC 报道，一款使用人工智能开发

的用于治疗强迫症的药物将进行人体实验。英国

初创公司 Exscientia声称，该药物从概念设计到制

作出临床测试用的胶囊不到一年时间。人体试验

将于三月份开始。

Exscientia 的首席执行官 Andrew Hopkins 表

示，该公司是第一个生产出人工智能药物并将

在临床试验中进行测试的公司，人工智能最终

产生的化合物被称为 DSP-1181。拥有该药专

利权的日本制药公司住友大研制药将监督该

药的临床开发。第一阶段的人体试验，将测试

药物的安全性和人体对药物的反应，该试验也

将在日本进行。

尽管这种新药的研发看起来值得期待，但在

业内仍然存在一些争议。有研究人员表示，尽管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新的分子，但人工智

能发现的分子最终有可能与我们已经研究过的分

子相似。此外，人工智能仅仅找到了一种潜在的

化合物，但并不能帮助科学家们真正理解其试图

治疗的疾病的生化特性。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辅助药物研发还面临不

少问题：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设计的药物与人类

单独开发的药物有何不同？谁应该制定在新药物

研究中使用人工智能的规则？

AI研发药物即将进行人体试验

就本案而言，有人会问，作品是机器创造的，著

作权怎么就是腾讯的呢；还有人说，本案涉及的作品，

不是自然人创作的东西，而生成作品的AI是机器人，

本身不受法律的保护，不存在著作权归属问题。

据了解，Dreamwriter 是腾讯公司自主开发

的一套基于数据和算法的智能写作辅助系统。

自 2015 年开发完成以来，这个智能写作助手每

年可完成约 30万篇作品。

段伟文指出，“现在争论的焦点在于，转载

腾讯公司机器人的作品是否属于侵权。”由此，

法律上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属性与权利归属应

予以明确。

“人工智能所创作的作品其本质是人类利

用计算机系统或者计算机系统本身自动生成的

内容，或许称为‘计算机生成内容’更为贴切。

虽然人工智能对某些类别作品的创作过程和效

率会产生影响，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改变人

类在创作行为中的主导作用。”段伟文说。

进而言之，人工智能总体来说只是人类创造

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这与我们借助电脑写作虽

有区别，但性质大同小异。“著作权当然不应归于

机器所有，毕竟机器不是人。目前，它还只是一

种工具，并未达到带有强烈的思想和意志的强

（或超）人工智能，还是按照算法在生成作品，所

以其创作物应属于这个工具的法人。”张平指出，

毫无疑问，本案著作权应归腾讯所有，即便是具

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写出的作品，因为人工智能

属于腾讯公司，是这个公司投资、研发的机器人。

现在，有些AI机器人会编曲、作诗、写小说、绘

画等，其中一些作品丝毫不逊于人类，或更甚一筹。

“这就需要在作品中给机器署名，或是表明采用的

是什么工具。而在这个案子里，腾讯已在作品末

尾注明‘本文由腾讯机器人Dreamwriter自动撰写

’，并没说是哪个操作人员所为。正如一部影视作

品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

权，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

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涉案文章署名为腾

讯研发的机器人，而其创作物含有公司的意志，且

机器人为腾讯公司投资研发，著作权仍属于法人腾

讯。”张平说。

AI虽生成作品 但著作权归开发者

新华社讯 （记者张毅荣）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近日宣布成立新的

人工智能研究所，目标是在这一领域开展先进的科研和人才培养。

新研究所名为“柏林学习基础与数据研究所”，在柏林工业大学

原有的“柏林大数据中心”和“柏林机器学习中心”基础上合并而成。

德国联邦政府将在人工智能战略框架内对该研究所追加预算，预计

到 2022年时，研究所将获得 3200万欧元财政支持。柏林市政府也将

为研究所新增人工智能岗位。

据介绍，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包括，开展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交叉

领域的尖端科研，从技术、工具和系统方面强化人工智能在科学、经

济和社会中的作用，培养全球急需的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研究所还

将与柏林其他伙伴机构扩大合作。

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安雅·卡利切克表示，研究所将汇集人工智

能领域的关键能力，研究重点之一是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度和可解

释性。德国需要先进的科研，因此联邦政府将扩大预算，全力支持扩

建人工智能能力中心。

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克里斯蒂安·汤姆森说，在公立大学开展人工

智能研发是重要和正确的。如今，科技进步与监管、责任等社会讨论

的交织正不断加深。

据了解，德国在 2018 年正式推出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提出要

建设一批人工智能能力中心。除了柏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

德国政府还在其他高校资助了 5所人工智能能力中心。

德国高校

新建人工智能研究所

新华社讯 （记者张毅荣）日前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一场媒体科技

专业展会上，一些当地展商带来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科技在媒体

领域的应用，展示了科技如何为这一行业创造更多可能。

展会名为“汉堡开放”。德国媒体公司“深蓝”推出的 Medi-

aloopster 系统借助人工智能，能对视频中出现的人像进行人脸识

别。用户只需输入预先设置的人名，即可精准定位数据库中所有包

含相关人脸的视频片段。

这家企业的产品经理戴维·贝克尔对记者说：“只需要对视频中

的人物命名标记 3到 4次，系统便会进入机器学习模式。相关视频越

多，搜索的精度也会越高。这将大大提高视频编辑的工作效率。”

德国传媒集团贝塔斯曼旗下的系统服务商 Arvato展示了其 Ar-

vato 系统。媒体管理人员能够使用这一系统，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结

合云上的大数据，优化对媒体生产和销售流程的全链条管理。

德国媒体转播商“媒体广播”在展会上展示了一款5G媒体车。这

家企业销售部负责人克劳斯·鲍姆豪尔告诉记者，企业不久前购买了柏

林附近一处园区内工业用5G频段，将探索5G技术在媒体行业的应用。

鲍姆豪尔说：“5G时代，高速传输可让媒体受众更深入参与内容互

动。比如把5G媒体车投入球赛转播，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在每个球员身

上佩戴微型摄像机，观众就能通过5G手机，自主选择以前所未有的视

角观看比赛。我们期待，5G能在未来创造更多媒体应用场景。”

据了解，“汉堡开放”展会每年举行，主要展示媒体技术领域的科

技创新，并为专业人士提供交流平台。

优化流程

AI为媒体工作提速

日前，在山东举行的研究生能源装备创新设计大赛总决赛上，参观者
在了解“管内智能检修机器人”工作原理。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近日，第六届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现场，一名观众体验可以自动识
别菜品并通过人脸识别结账的食堂新系统。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图说智能

延伸阅读

近日，在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一名小旅客在和
智能机器人对话。

新华社发
（彭子洋摄）

近日，人工智能写作领域

第一案——腾讯公司状告“网

贷之家”宣判：AI生成作品属

于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判决

书显示：“涉案文章由原告主创

团队人员运用 Dreamwriter

软件生成，其外在表现符合文

字作品的形式要求，其表现的

内容体现出对当日上午相关

股市信息、数据的选择、分析、

判断，文章结构合理、表达逻辑

清晰，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情报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