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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青年具有不可思议、源源不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充分利用的
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且不说青年对更美好未来的向往，单是他/她们的
新颖观点、精力、好奇心和“无所不能”的态度，已经在重塑创新和变
革的方法并推动相关的行动。

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日（4月26日）为青年提供机会，使之了解知识产权
如何支持他/她们的目标，帮助他/她们将想法变成现实，创造收入，创
造就业机会，并对周围的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有了知识产权，青年人就
可以获得推进抱负所需的一些关键工具。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网页 ：https://www.
wipo.int/ip-outreach/zh/ipday/index.html。参与到今年的活动中来。何
不在你所在社区组织一次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日活动？

在Twitter（#worldipday）、Facebook（www.facebook.com/worldipday）
和Instagram（@wipo_ompi)上加入我们，分享有关知识产权的想法和
观点，讲述你们这些青年人锐意创新，建设未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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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打开知识产权
担保融资渠道*

卓昇，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东盟估值、建模和经济学负责人，新加坡

全球经济由创新和无形资产推动的趋势愈发明显。根据Brand 
Finance的《2020年全球无形资产融资跟踪》，无形资产在不同
技术领域快速发展，如今全球价值已经超过65万亿美元。

知识产权权利，如专利、商标和版权，以及数据、技术诀窍和品
牌，是无形资产的关键组成部分。由于企业价值以无形资产和
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情况与日俱增，企业利用此类资产筹集资金
的能力对于解放商业价值和推动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新加坡全盘推进知识产权融资

新加坡政府加大力度支持企业积极主动地保护、管理其知识
产权并实现商业化。为此，政府于2013年推出了《知识产权枢
纽总体规划》，确定了新加坡作为全球知识产权活动中心的定
位。2017年，根据新加坡更为宏观的经济战略，对《知识产权
枢纽总体规划》进行了修订和更新。更新内容包括拓宽知识产
权专业知识，加强知识产权商业化和融资，以及提高知识产权
相关市场信息的透明度。

在《知识产权枢纽总体规划》及其修订版的基础上，新加坡政府
在2021年推出了《2030年新加坡知识产权战略》（SIPS 2030）。 

*在产权组织新系列报告的首份报告
中，产权组织最近与新加坡知识产权
局合作，记录了该国在打开知识产权
担保融资渠道方面的发展历程。作
者卓昇先生分享了该国发展多面性
生态系统、帮助企业最大限度地发
挥知识产权资产潜力方面的经验。

新加坡的知识产权旅程

2013年 2017年 2021年

更新《2013年知识产权
枢纽总体规划》

推出第一项《知识产权枢
纽总体规划》

推出《2030年新加坡知识
产权战略》（SIPS 2030）

https://brandirectory.com/download-report/brand-finance-GIFT-2020.pdf
https://brandirectory.com/download-report/brand-finance-GIFT-2020.pdf
file:///C:\about-ip\en\
file:///C:\patents\en\
file:///C:\trademarks\en\
file:///C:\copyright\en\
https://www.ipos.gov.sg/docs/default-source/about-ipos-doc/full-report_update-to-ip-hub-master-plan_final.pdf
https://www.ipos.gov.sg/docs/default-source/about-ipos-doc/full-report_update-to-ip-hub-master-plan_final.pdf
https://www.wipo.int/sme/en/news/2021/news_0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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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战略专注于三大领域。首先，争取加强新加
坡作为全球知识产权活动和交易中心的地位；
其次，以吸引和发展创新企业为目标；第三，努
力发展知识产权方面的良好就业机会和技能。

新加坡的起点很高。该国拥有国际公认的世界
一流知识产权生态系统，提供强健的法律和监
管基础设施，允许企业保护和管理其知识产权
并实现商业化。其中包括符合国际标准的财务
报告和评估框架。新加坡也是36,000多家初创
企业和技术公司的所在地，其创新企业的数量
继续增加。此外，新加坡的知识产权生态系统由
全面的知识产权服务提供商网络组成，包括金
融机构和私人贷款人、估价师、顾问和律师。相
关政府机构和行业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公私伙伴
关系继续巩固知识产权生态系统。

新加坡为拥有大量知识产权的企业提供丰富
的融资选择

在新加坡，拥有大量知识产权的公司主要通
过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和政府拨款寻找资金。
新加坡的商业环境允许创新企业向天使投资人
和风险投资公司争取并获得股权投资。2019年，
风险投资金额超过134亿新元（约合98亿美元），
同比增长36%。

虽然新加坡的知识产权债务融资相对而言仍处
于初级阶段，但在2014年，政府试行《知识产权
融资计划》（IPFS），负担知识产权估值的成本，
并与参与的金融机构分担知识产权担保贷款的
潜在违约风险。试点工作有助于提高对利用知
识产权作为担保品筹集资金的认识。

其他由政府支持的担保或资金，如新加坡企
业发展局推出的企业融资方案-风险债务计划

（EFS-VDP），也在推动创新和无形资产驱动
型企业发展。在这个计划中，每名申请人可获
得800万新元（约合580万美元）的贷款。

新加坡在知识产权融资方面的挑战和克服这些挑战的未来展望

新加坡的知识产权
生态系统

全面的知识产权服
务提供商网络

强大的创新企业
群体

强健的法律和监管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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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融资如同一段旅程

尽管实施了这些措施，在知识产权融资方面仍
然存在一些挑战。知识产权融资如同一段旅程，
新加坡将继续与包括其国际合作伙伴在内的诸
多利益攸关方合作，克服种种挑战。

关键挑战之一在于，金融机构为公司提供资金
时对使用知识产权作为担保品仍有顾虑。许多
金融机构对使用知识产权作为担保品比较陌生，
自身缺乏知识产权估值能力。为了应对这一挑
战，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估价师及鉴定师协会

（IVAS）计划制定一套国际公认的标准化知识
产权估值准则。该准则将帮助利益攸关方更好
地理解知识产权的价值，并提高他们对知识产
权估值方法的信任度。这将相应为创新驱动的
企业带来更多的知识产权融资活动。

金融机构还担心，由于缺乏二级市场，知识产权
往往被视为低流动性资产。而缺乏流动性的知
识产权可能面临价值波动以及困难时是否能脱
手的问题，进一步加深人们的顾虑。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2030年新加坡知识产权战略》将通过
平台和关系网促进交易，增加企业实现知识产权
商业化的机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知识产
权资产的流动性及其对资本提供方的吸引力。

信息不对称也是新加坡知识产权融资面临的
挑战。通常情况下，关键知识产权信息不会在

公司财务报告的过程中披露。这妨碍了对知
识产权价值贡献的正确评估，也妨碍了融资过
程。这种情况的根源是新加坡企业在知识产权
管理实践方面的差距，这些企业对于管理保护
知识产权资产并从中获取价值的意识和能力均
有不足。为此，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和新加坡会计
与企业管制局（ACRA）正在共同主持一个机
构间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与行业工作组密
切合作，共同开发知识产权披露框架，帮助企
业更好地向资本提供方等利益攸关方宣传知
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其宗旨是鼓励开展更多的
知识产权融资活动。

总结

新加坡政府已经启动了一系列计划和举措，支
持加强本国作为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相关活
动全球枢纽地位的愿景。认识到所面临的挑
战，政府提出了强有力的整体方法，以便确保

《2030年新加坡知识产权战略》列出的必要促
进因素得到落实。根据该战略，相关政府机构
将与行业参与者和国际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加
强知识产权的评估、披露和估值工作，帮助企业
释放自身知识产权资产的价值。

阅读更多关于该系列报告和本报告全文《打开
知识产权融资渠道：国家视角——新加坡的历
程》，请访问www.wipo.int/sme/。

《2030年新加坡知识产权战略》对未来的展望

新加坡在知识产权融资方面的挑战和克服这些挑战的未来展望

主要挑战

建立一套标准化的知识产
权估值准则知识产权交易和市场机会增多 知识产权披露框架得到加强

对知识产权作为担保品
的接受度 信息不对称和财务报告 缺少知识产权清算的二

级市场
知识产权管理做法方面

存在差距

https://www.sac.gov.sg/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stitute-valuers-and-appraisers-singapore
https://www.sac.gov.sg/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stitute-valuers-and-appraisers-singapore
https://www.ipos.gov.sg/
https://www.acra.gov.sg/
https://www.acra.gov.sg/
http://www.wipo.int/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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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开始后，人们就对非洲国家缺乏疫苗生产能力
深感关切和担忧。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获得2019冠状病毒病
疫苗方面严重不平等，这已经成为一个极为热门的话题。

非洲的疫苗生产能力有限。只有突尼斯、塞内加尔、埃及、埃塞俄比亚
和南非拥有不同程度的疫苗生产和灌封能力。规模最大、功能最全面
的设施是开普敦的Biovac研究所。

最近，辉瑞公司与该研究所签订了每年1亿剂的意向书。该项交易内容
有批量进口原料药、疫苗灌装以及在非洲等地区的产品配送。

非洲制造能力的短缺与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比如
印度就拥有规模庞大的药品生产能力。

因此德国生物技术企业BioNTech公司最近宣布将先后在卢旺达和塞内
加尔建设疫苗生产设施，此举可谓扭转乾坤。

BioNTech计划中的集装箱化生产单位将在德国制造，随后在卢旺达安
装，疫苗设施的建设期至少可以缩短一年，工期拖延的风险降低。最
初该设施将由BioNTech员工管理运营。但一段时间后会将所有权和专
业技能转给当地自行运营。目前，卢旺达尚无此类专业知识，根据南非
Biovac研究所的经验，发展可能需要十年时间。

卢旺达和塞内加尔将建
设非洲首批2019冠状病
毒病疫苗制造厂：目前已
知情况
戴维·理查德·沃尔温，比勒陀利亚大学技术管理专业教授，南非*

*本文首次发表于2021年
10月27日《对话》（The 
Conversation）

https://theconversation.com/profiles/david-richard-walwyn-17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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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造 疫 苗 需 要 知 识 产 权 以 及 专 业 技
术。BioNTech与两国的交易包括技术转让——
安排在合同二期——以及涵盖知识产权的许可
协议，知识产权仍归该公司所有。

目前尚无关于这两所设施的更多细节。比如当
地生产的疫苗推出的时间以及为基础设施提供
资金的方式仍然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与卢旺达的交易可谓独一无二。这
是因为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的原料药或活性成
分——该疫苗为信使核糖核酸（mRNA）——将
首次在非洲大陆生产。目前2019冠状病毒病疫
苗的mRNA仅有美国和欧洲生产。

发展中国家最近在疫苗供应方面的经验显
然说明本地制造能提高疫苗接种率。在印度
和中国都是如此，这两个国家均拥有强大的
本地能力。

缺口

非洲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水平不高。截
至2021年9月底，在12.2亿总人口中只有6千万人
全程接种疫苗，相当于5%。

疫苗市场尚有数千万剂缺口。也没有迹象表明
缺口能在2022年中期之前得到解决。

mRNA疫苗所用活性物质数量极少。为非洲大
陆所有人接种疫苗需要的mRNA不到50公斤。

然而，本地生产疫苗并不单纯是制造技术的问
题。完成这项工作的前提条件是设立药品审批
监管制度和能够对每一生产批次进行认证的
质量保障体系。

显然，药物企业面临提高非洲2019冠状病毒病
疫苗接种率的压力，正是宣布这一消息的部分

德国生物技术企业BioNTech公司最近宣布将先后在卢旺达和塞
内加尔建设疫苗生产设施，此举可谓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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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但是，由BioNTech在德国等地的设施直接供应
非洲市场本应更加方便。毫无疑问，这项交易的部分
理由在于面向非洲国家的定价体系。

高价值市场中药品价格居高，利润极其诱人，药品企业
谨慎保护高价值市场，避免受到任何可能以“准入定价”
方式分销的产品影响。在准入定价这种机制下，发展中
国家能够以大幅降低的价格购买同等产品。

但产品因平行进口而在利润丰厚的市场上出售时，问
题油然而生。

通过使用地理上相互隔绝、在不同的监管制度下运作的
生产基地，可以避免平行进口。欧洲或其他发达地区不
会接受在卢旺达制造并经卢旺达监管机构批准的产品。

通过这种方式，制药企业可以应对全球社会对卫生产品
获取情况的批评，同时在最赚钱的市场维持其利润率。

终局

人们希望这项交易有利于整个非洲大陆疫苗制造能力
的发展。可能性之一是，BioNTech的交易给南非等国
带来压力，使其加快生产计划，从而在更短的时间内
加大疫苗供应。

迄今为止，疫苗交易以南非为主。除了辉瑞公司的合同
之外，南非还宣布成立了一家mRNA疫苗中心。中心的工
作是研究和授权主要制药企业的mRNA技术。

但交易带来的好处是本地端到端制造能力，全面的技
术转让和市场准入限制减少。这对于消除全球在提供
基本卫生产品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至关重要。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可能发挥作用：制药产业格局转变。
这是BioNTech完成的第一笔与辉瑞公司合作无关的交
易。这是向市场发出的信号，表明BioNTech有意发展独
立于辉瑞公司许可协议之外的客户群。这很重要，因为
辉瑞公司已明确表示无意公开制造2019冠状病毒病疫
苗活性成分的核心技术。

非洲的疫苗生产能力有限。
只有突尼斯、塞内加尔、埃
及、埃塞俄比亚和南非拥
有不同程度的疫苗生产和
灌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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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疫苗需要知识产权
以及技术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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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获得2019冠状病
毒病治疗药物的机会：
如 何 借 助 知 识 产 权 
实现
胡安·卡蒙纳·卡蒙纳，产权组织全球挑战司
爱德华·哈里斯，产权组织新闻媒体司

药品专利池与辉瑞公司和
默沙东公司最近宣布的抗
病毒药许可协议将允许2019
冠状病毒病治疗药物实现
大规模生产和低成本分销，
覆盖世界一半人口。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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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球2019冠状病毒病治疗爆出好消息，联合国支
持、产权组织为董事会成员的非营利机构药品专利池
组织同意与WIPO Re:Search成员辉瑞公司和默沙东公
司（MSD）合作，授权近100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使
用抗病毒药——默沙东的莫努匹拉韦（molnupiravir）和
辉瑞的PF-07321332。

为什么这很重要

尽早治疗2019冠状病毒病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感染早
期的治愈率要高于感染晚期。迄今为止，从效果看只
有两种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感染早期的口服药物前
景乐观：默沙东的莫努匹拉韦和辉瑞的PF-07321332。

最近宣布的许可协议将允许这些2019冠状病毒病药物
实现大规模生产和低成本分销，覆盖世界一半人口。根
据协议，只要2019冠状病毒病仍为公众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默沙东公司和辉瑞公司将放弃专利许可
费。其他地区销售将继续按正常市场情况进行。这意
味着在那些战胜大流行病最需要额外支持的国家，会
有无数人的生命得到挽救。

“这些交易所体现的进展非常令人欣慰，代表了一种促
进全球普及抗击冠状病毒创新医疗技术的平衡模式，”
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说道。“我鼓励全世界有关方
面——此类重要医疗技术的创造者、寻求这些技术的人
以及所有相关人士——迅速探索类似模式。产权组织随
时准备继续开展工作，协助分享全面实现这一目标所需
的知识产权、技术和技术诀窍。”

知识产权在促成这些协议方面起到的作用

拥有与产品或疗法相关的知识产权，可以鼓励企业致
力于研究和开发，并为研制医疗技术投入资金。在卫
生保健领域，新产品上市之前往往需要数年的研制和
试验时间。

“拥有与产品或
疗法相关的知
识产权，可以鼓
励企业致力于
研究和开发，并
为研制医疗技
术投入资金。”

https://www.wipo.int/research/en/
file:///C:\about-i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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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这一进程起到了助
推作用，除了制药企业等部门的投入也有一些
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默沙东公司赋予莫努匹拉
韦新的用途以及辉瑞公司发现PF-07321332都
是知识产权制度激励的结果。

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等产
品上市，国际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全民。为此，药品
专利池组织和其他团体发挥作用，帮助拥有知识
产权的企业与能够扩大医疗技术生产销售规模
的各地合作伙伴建立合作。药品专利池组织倡议
联络有关各方，推动制药企业的自愿许可行为。

授权许可是使用最为频繁的知识产权转让工具。
在许可协议中，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或控制其使用
的实体机构允许第三方开发、制造和/或分销该
发明产品。换言之，许可人向拥有制造能力和分
销渠道的企业授权，为潜在用户提供发明产品。
在标准许可模式下，许可人根据许可协议中列
出的商定财务条款收取使用费。

莫努匹拉韦和PF-07321332的许可协议在抗击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
义，也是重要的例证，说明知识产权起到连接
的作用，让各方能够以清楚明确的方式开展合
作，成为解决紧迫问题的关键因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情况下会迫切需要大规
模推广一项发明，而标准许可模式往往需要额
外元素方能应对市场失灵。此类市场失灵最常
见的是发明实现规模量产的能力有限，以及发
明产品只能集中在使用者能够支付溢价的地区
进行销售的风险。

技术转让协议让这一难题得到解决。技术转让
是合作的过程，促成科学发现、知识和知识产权
从研究机构、大学或商业实验室等创造者手中
流向公营和私营部门使用。其目的是将发明和
科学成果转化为创新的新产品，造福社会。正
是知识产权所有权促成了技术转让。

技术转让也有助于迅速扩建制造工厂，从而大
大提高药品等急需发明的产量。

药品专利池组织和默沙东公司同意其许可协
议可能引发的知识产权争议根据产权组织调
解规则进行调解，产权组织对此表示欢迎。作
为产权组织2019冠状病毒病一揽子应对措施
的内容之一，产权组织推出了一项新的调解服
务，协助生命科学领域的合同谈判和争议解决。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file:///C:\covid-1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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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wise：打破思维定
式，拯救世界蜜蜂
凯瑟琳·朱厄尔，产权组织信息和数字外联司

蜜蜂是昆虫世界中最重要的授粉者，在确保全球食物供应方
面发挥核心作用。没有授粉，很多植物就无法繁衍。以色列初
创企业Beewise公司首席执行官萨尔·萨弗拉正在利用人工智
能、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技术完成大规模拯救蜜蜂的使命。萨
弗拉先生介绍了Beewise公司的高科技解决方案如何帮助拯
救世界各地的蜜蜂。Beewise公司这样的小企业正在努力应对
一些全球最迫切的挑战，他也探讨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产权所
能发挥的支持作用。

“蜂群崩溃是气候变
化 的 结 果；这 种 危
害是我们造成的，而
矛盾的是，危害的是
我们自己的全 球食
品供应，”萨尔·萨弗
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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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好比全球食物供应
的基础设施，但每年世界
各地损失约35%的蜂群。”

就像传统蜂巢一样，BeeHome容纳许多蜂群；但Beehome规模
更大，在中央通道有一个机器人利用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和神
经网络全天候监测蜂群。这些工具发现蜜蜂遇到问题时会触发
机器人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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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为何会成立Beewise公司？

作为企业家，我有软件工程的背景，但公司联合创始人伊莱贾·
拉济纳是一名商业养蜂人，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养蜂人一样，尽
管已竭尽全力，却一直面临蜂群崩溃的问题。因此，我们联手开
始探索如何利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来拯救蜜蜂。我们开始对不
同的产品进行迭代。最初的产品非常简陋，但我们很早就发现了
真正能够大规模拯救蜜蜂的产品。那时我们就成立了Beewise
公司并开始开发BeeHome。

拯救蜜蜂为何如此重要？

首先，全球各地都有蜂群崩溃的现象。这个问题极其严峻，因
为我们在这个星球上食用的果蔬、种子和坚果有75%由蜜蜂
授粉。没有蜜蜂，就不会有我们每天享用的蔬菜、水果和鲜花。
蜜蜂好比全球食物供应的基础设施，但每年世界各地损失约
35%的蜂群。这不是单只蜜蜂死亡的问题，而是整个蜂群的消
逝，形势极其严峻。

第二，全球人口正在增长，越来越多的脱贫人口需要健康饮食。
因此，对蜂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供应量却每年减少35%。
而且这个缺口越来越大。没有明确的供应线能跟上需求。这就
是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蜂群会崩溃？

面对冠状病毒这样的特定病毒时，可以锁定问题并努力寻找解
决方案。这需要时间，但相对而言这是可以完成的任务。

而蜜蜂的情况并非如此。蜜蜂正同时受到大量问题困扰。气候
变化就是一例。气温每上升0.5个百分点，蜜蜂的生产力大约损
失5%。蜜蜂还要应对几十年前尚不存在的虫害和疾病。而且随
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蜜蜂会受到杀虫剂的影响。我们利用化学
品来保护农作物，但它们也会消灭蜜蜂。所有这些应激源加在
一起，对于蜜蜂而言可谓一场完美风暴，大难临头。

人类与蜜蜂打交道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使用传统木制蜂箱，养
蜂人无法实时治疗蜜蜂，这是一个大问题。有了BeeHome，我
们可以缓解应激源的影响，实现对蜜蜂的实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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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详细介绍一下BeeHome。

极简的说法是，就像传统蜂巢一样，BeeHome容纳许多蜂群；但Beehome
规模更大，在中央通道有一个机器人利用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和神经
网络全天候监测蜂群。

机器人检查蜜蜂的情况，我们的人工智能工具将这些图像转换成数据，
发现蜜蜂遇到问题时触发机器人采取适当行动。例如，如果人工智能
看到有蜜蜂生病，机器人会给蜂巢几滴药——五滴药就能拯救整个蜂
群——还有，蜜蜂没有水或食物时机器人可以从BeeHome内为蜂群补
充供给。这一机制非常简单，可以对蜜蜂进行实时管理。我们没有对传
统养蜂方式作出任何改变，只是利用机器人实时养蜂而已。

“我们的解决方案使[养蜂人]能够全天候观察蜂群情况。我们为
他们提供更好的业务管理工具，并为蜜蜂提供更好的工具应对
现代压力。这是三赢的局面，”萨尔·萨弗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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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home如何建造？

我们的想法是采纳现有技术，根据我们自己的用途运用。
公司并不打算发展最先进的硬件。我们将最简单、最实
惠的现成硬件整合到公司的软件平台中，整个解决方案
由该平台管理协调。我称其为硬件预埋绑定软件（来源# 
Elon Musk（马斯克））。真正的价值为人工智能驱动的
计算机视觉实现；由这一技术决定治疗的方法和时间。

你们收集什么样的数据？

我们收集了大量数据。传统蜂巢有60,000个巢房，分
为10个蜂巢框（巢脾），每框大约6,000个巢房。这是
蜜蜂储存蜂后的卵、幼虫和蜂蛹，以及花粉花蜜和蜂
蜜的场所。这就是蜜蜂的家。BeeHome的蜂群有30个
巢脾，每个蜂群有180,000个巢房，逐个受到监测。通
过全天候监测蜂群，我们产生的数据量达到太比的级
别，这些数据进入云端，由人工智能进行分析，确定每
个巢房中的情况。

实时发现疾病并非易事，因为需要持续监测每个巢房，
发现巢房或蜜蜂行为的一切微小波动，这种波动可能
会引起警示，需要决定是否采取适当行动。整个流程
利用人工智能完成。

这些数据让我们得以拯救地球上的蜜蜂，而这直接关
系到挽救全球食物供应。有了我们的解决方案，蜂群
崩溃率已降至10%以下，而行业基准是35%。我们实现
这一目标借助的是机器人。

我们也在研究这些数据，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可取之处，
用以优化蜂群、授粉或产蜜。如果我们能够生产这些
设备并迅速部署，就能大规模拯救蜜蜂。

这些数据一直存在，但被隐藏在木箱之中，更像是黑匣
子。使用传统蜂箱，你可以看到某一瞬间正在发生的事
情，无法真正掌握全貌。有了BeeHome，我们不仅超越了
传统蜂箱的思维定式，而且带来了彻底改变。我们正在
跟踪数据，储存数据，并分析数据，希望能了解更多对蜜
蜂有利，对我们也有利的奥秘——人类与蜜蜂休戚相关。

“我们没有对传
统养蜂方式作出
任何改变，只是
利用机器人实时
养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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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过程有哪些主要挑战？

制作能够协调治疗蜜蜂和成功降低蜂群崩溃率这两个功能的设备存在诸多挑战。
我们的设备是硬件软件以及生物学和化学的结合。毕竟，我们面对的是昆虫养
殖管理。蜜蜂来去自由，我们提供的家园必须舒适方便，否则蜜蜂就会离开。困
难在于将养蜂专业知识和混乱复杂的生物系统转化为人工智能，进行模型和算
法培训。跟踪和识别200万只飞来飞去的蜜蜂绝非易事。但是，凭借公司联合创
始人的养蜂专业知识，以及公司非常强大的技术专家人才库，我们做到了。虽然
花费了几年时间，但现在BeeHome这个五星级蜜蜂酒店已经成型。BeeHome为
锡制，有温度调节功能，蜜蜂在里面可以躲避暴风雨和火灾。妙不可言。

养蜂人如何从中受益？

养蜂人有了管理养殖工作的新平台。我们的养蜂人客户通常拥有10,000个传统
蜂箱，养殖10,000个蜂群，通过授粉和蜂蜜创收。他们通常最多一个月检查蜂箱

“有了我们的解决方案，蜂群崩溃率已降至10%以下，
而行业基准是35%，”萨尔·萨弗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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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疗蜜蜂一次。我们的解决方案让他们能够
全天候观察蜂巢情况。我们为他们提供了更好
的业务管理工具，并为蜜蜂提供更好的工具应
对现代压力。这是三赢的局面。

养蜂人客户的反馈让我们得以继续改进平台。
我们不断进行迭代，BeeHome一直在进步。例
如，BeeHome的内置采蜜机过去从蜂箱中采蜜
需要19分钟；现在只需15分钟。即便如此，虽
然养蜂人作为客户向我们付费，但蜜蜂才是我
们的首要关注点。

推广的情况如何？

人们对我们的解决方案既不理解又感到振奋。
推广营销中的宣传教育当然重要。引入一项
颠覆性技术时，往往必须教会人们面对问题和
解决方案另辟思路。我们的客户确实损失惨重，
因为即便竭尽全力每年仍会赔掉35%的创收
资产——他们的蜜蜂。对客户而言这个解决方
案威力强大。

知识产权在企业中发挥什么作用？

我们很早就开始为公司解决方案申请专利，因
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世界上第一家在蜂巢中使
用机器人技术的企业。我们已经获得了18项专
利，未来还会有更多。我们为此感到欣慰。公司
的知识产权肯定会阻挡他人企图模仿我们的
脚步。我们花费近四年时间开发和优化人工智
能、神经网络和数据集，现在准确率达到99.9%，
也是我们今后保持领先的重要武器。

您希望看到知识产权制度的改变吗？

我申请专利的经历始于1997年。这一过程缓
慢而繁琐，知识产权的执行标准在世界各地
不尽相同。成本对于许多小企业也是一个障

碍。申请专利成本高昂，而且投资不一定能立
即获得实际回报。

我认为，知识产权制度需要大量投资，提高响
应能力和效率，而且应当加强权利执行。我希望
与尊重知识产权相比，侵犯知识产权成本更高。

为什么像Beewise这样的企业必须关注知识
产权？

我们是市场的先行者，率先问世，公司正在应
对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仍然是一家小
企业，所以没有感受到巨大的竞争压力，但把
一项创新推向世界，想从商业角度加以利用，并
且得失非同小可，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确保自己
受到保护。公司如果没有知识产权，面对竞争
对手就不堪一击。

您对未来有什么计划？

拯救蜜蜂不是小事。我们任重道远。我希望实
现的目标是未来某一刻蜂群不再受到威胁。蜂
群的崩溃是气候变化的结果；这种危害是我们
造成的，而矛盾的是，危害的是我们自己的全
球食品供应。我离实现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如
果能够成功，会给我带来美好的成就感，之后
可以去解决更大的难题。

您已经成立多家企业。您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成功因素很多，但都离不开运气。第二点是失
败。必须承认失败的可能性。我们制造的设备
所具有的功能世界上前所未有。从未有人曾经
尝试。我们制造的第一台设备发挥预想效果
的几率有多大？零。我想失败也是成功的一部
分，对吗？我的意思是，不经历失败就无法获
得成功——这是必经之路。但这真的很难，而
且大多数人不一定理解其价值。

file:///C:\paten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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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层空间的商标：
支持地外经济
克拉克·拉克特，卡尔顿菲尔兹律师事务所股东，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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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 0世 纪 5 0年 代 末 和
6 0年 代 美 国 与 前 苏 联
之 间 著 名 的“ 太 空 竞
赛”以 来 ，对 太 空 的 开
发已从探索走向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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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是商业活动向地球表面以外的领域——近地轨道，
离地球约2,000公里的月球以及火星——扩张的临界
点，在目前为法律“无人区”的太空，填补法律监管空
白的需要随着每次发射而增加。

例如，对外层空间商标问题的争论虽然已经持续几十
年，但自1957年太空旅行开始以来还未采取任何行动。
现在有多个国家在外层空间活动，地球轨道酒店以及
月球城和火星城均在计划之中，外层空间商标的法律
结构现在就应落实，避免地外领域出现混乱。

这篇简评阐述了当前的法律状况以及可行模式的原则
和参数，包括产权组织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国际条约和国家法规中确立权利之后，还需要通过法
院、合同、仲裁和调解来执行权利。本文仅涉及商标，但
这些原则也可适用于专利、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权利。

目前进展：从探索到商业化

外层空间已呈现拥挤状态。率先开始太空旅行的是俄
罗斯联邦及少数独联体（前苏联）成员，以及美国，这
些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进入太空探险，展
开著名的“太空竞赛”。现在中国、欧洲航天局、印度、以
色列、日本等国也已加入这一行列。

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大韩民
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正在制定新的空间计划。此外，我
们看到维珍银河、SpaceX和蓝色起源等企业飞向太空，
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加大与国际空间站及其潜在后续
项目等政府间计划的合作活动力度。

为什么2021年不同于1957年？从政府到公私伙伴关系
再到私人活动，这是太空开发的重要转变。换言之，太
空开发已经从探索走向商业化。当然，地球各国将继续
探索太空，人们普遍认为太空探索应当造福全人类。然
而，我们不能再对地外领域当前的实际情况视而不见。

“当前是商业
活动向地球表
面以外的领域
扩张的临界点，
填补外层空间
法律监管空白
的需要[……]随
着每次发射而
增加。”

file:///C:\trademark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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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国际外层空间思路概述

外层空间有形财产（如飞船或卫星）的法律地位一直是联合国、双边
和多边协议、各国和政府间组织的声明、国际委员会倡议以及非政府
机构研究中反复出现的话题。然而，对于无形财产（具体而言即知识
产权）的地位一直未形成国际共识。

国际公认的地球和外层空间分界线仍然是“卡门线”，设定为地球平均
海拔100公里处。然而，地球与外层空间分界线的概念并未得到公认。例
如，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任何此类边界，并将其专利法律管辖范围扩展到
美国管辖或控制下的空间物体或其组成部分之上、在外层空间制造、使
用或销售的外层空间发明。

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1967年）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
条约》（1967年）起草的目的是应对各个国家的探索和研究活动。条约

现在有多个国家在外层空间活动，地球轨道酒店以及月
球城和火星城均在计划之中，外层空间商标的法律结构
现在就应落实，避免地外领域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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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确保开展这些活动是“为所有国家谋
福利和利益”，属于“全人类的开发范围”。这
种集体精神为此后各类外层空间条约所共有。
因此，类似协议中并无关于财产所有权和领土
治理的因素。尽管该条约规定外层空间不得
通过国家主权要求（即通过使用、占领或其他
手段）据为己有，但可以修改条约加入商标保护
的内容，便于监管商业活动。2020年10月缔结
的《阿尔忒弥斯协定》提出空间探索的一般原
则，其中有新的协议内容呼应《外层空间条约》。 

联合国营救协定（1968年）

联合国批准了《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航员和
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1968年）， 
以确保各国人员或财产如果被另一缔约国发现
会被送还本国。虽然该协定的主要宗旨是确保
宇航员安全返回，但它也包含了对以下情况的
规定，应归还(1)从外层空间营救；(2)从外层空
间坠落并降落在他国领土上；或(3)从外层空
间坠落并在公海上被发现的财产。

联合国责任公约（1972年）

《外层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
(1972年)载有关于有形财产的明确争议解决
条款，可以作为管辖外层空间活动的知识产权
执法制度的基础。具体而言，该协议将责任归
于有关发射国，并规定各国如果为(i)发射或促
使发射外层空间物体的国家，或(ii)外层空间物
体自其领土或设施发射的国家，可主张发射国
权利。根据该条约，因共同关联特定发射可有多
个国家被列为某一物体的发射国，可向其提出
共同连带责任的赔偿要求，以及类似于传统习
惯法侵权损害机制的分摊责任要求。

联合国登记公约（1975年)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1975
年）为射入太空的实体物体建立正式的登记
制度，对管辖权略作澄清。此处或可与商标注
册有所关联。

联合国月球协定（1979年）

《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
（1979年）重点关注在月球和其他行星或太空

表面的活动。月球上一旦出现货物或服务流动
的交易，该条约可以提供监管和控制交易的框
架。例如，管辖权将在出口（离开某国月球设施）
和进口（运送至他国月球设施）时得到确认。

国际空间站条约（1998年）

政府间国际空间站协议已由目前参与国际空间
站内活动的15国政府签署。协议允许成员国将
其管辖权扩展到国际空间站，从而对应国际空间
站内的独立增压模块设立不同国家区域。《国际
空间站条约》是第一个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目标
的条约，还明确规定了对专利、商业秘密、甚至标
识程序的传统保护。管辖权由知识产权相关活动
的地点决定，具体而言就是特定时间内某国特定
国际空间站活动可能控制的分离舱或特定区域。

海洋法

关于公海的国际法律和惯例经常被引为管理
外层空间活动的理想模式，因为海洋不属于任
一国家的主权范围。认可程度最高的协议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它对海洋“领
土”的规定依据以下概念：内水、领海（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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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都能受益于平
衡的、组织良好的外层空
间商标和其他知识产权
保护和执行机制，同时人
类离开地球家园的旅程
不受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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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海岸线以外12海里范围内拥有管辖权）、距离更远、行使某些税收、
移民、环境和海关法律的毗连区，以及用于自然资源利用、备受争议的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就知识产权和外层空间进行国际讨论的时机已经成熟

如上文所详述，目前以联合国协议和宣言以及各国政府的协议和法律
形式出现的外层空间实物财产法律为数众多。这些都可以作为外层空
间商标监管的有利基础，结合各国法律、国际习惯、国际条约和专门国
际组织可确立规范和程序。鉴于外层空间商业活动的潜力越来越大，现
在时机已经成熟，各国政府应考虑制定更有力的路线图，将知识产权保
护扩展到外层空间。第一步工作或可更新2004年产权组织出色的研究
报告《知识产权与空间活动》，纳入对2021年外层空间现状的分析，因
为自该报告发表以来外层空间变化很大。该研究报告还可加入关于如
何实施行动计划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可包括以下内容：

方法一：延伸《马德里议定书》

将商标保护扩展到外层空间最简单的方法是利用现有的《马德里议定
书》，该议定书由产权组织管理，目前有109个成员国，覆盖125个国家。
可以在条约中增加一项新条款，修改加入程序（第14条），允许外层空

鉴于外层空间商业活动的
潜力越来越大，现在时机已
经成熟，各国政府应考虑制
定更有力的路线图，将知识
产权保护延伸到外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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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区域成为管辖区。这样的条款可以将保护范围延伸
至地球轨道、月球和火星，每个成员可以选择接受或拒
绝此条。《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年）或许也应
体现这一内容。或者，新的议定书也可以将某一成员国
在地球上受到的保护延伸至地外区域。例如，印度可以
宣布，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议定书》授予的权利
延伸至印度的太空轨道酒店。

方法二：保护商标的新条约

还可以选择专门为商标制定新的条约，类似于《国际
空间站条约》的知识产权条款，或者修订上述现有条约，
纳入地外商标的内容。这样的条约可以完善地外使用商
标和其他知识产权的确切保护范围，并规定适当的执行
机制，如法院或仲裁小组审议。上述多项条约已对实体
财产加以保护，仅需修订。

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发挥作用？

如果要规定新的权利，如何才能强制执行？为太空发展
有效的法院系统将是一项艰巨任务，不过有一些更实用
的解决方案更容易实现。对于地球领土，法律和管辖权
条款、调解和仲裁的法律选择可以立即生效。产权组织
提出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UDRP），在不需要法庭
诉讼的情况下解决互联网域名争议，是无需亲自出庭的
争议解决制度的优秀范例。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
是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的主要服务提供方，经常组
织虚拟在线小组会决定有争议域名的命运，除“网络
空间”外没有具体的国家司法管辖区参加。

总结 

随着21世纪的“新咆哮20年代”到来，我们至少需要为
地球轨道、月球和火星建立一个基本的知识产权框架。
第一步工作或可由一家政府间组织协调开展一项高级
别研究——产权组织是管理这项研究的理想选择，之
后可考虑修订《马德里议定书》，或制定一项仅针对商
标或面向所有知识产权的新条约。所有国家都能受益于
平衡的、组织良好的外层空间商标和其他知识产权保护
和执行机制，同时人类离开地球家园的旅程不受阻碍。

“随着21世纪
的“新咆哮20
年代”到来，我
们至少需要为
地球轨道、月
球和火星建立
一个基本的知
识产权框架。”

file:///C:\amc\en\


28 2021年12月

认识到工业和生活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迫切需要得到解决，年轻的土库
曼斯坦企业家埃尔达尔·里扎耶夫一直在寻找方法，将垃圾转化为二级
原材料，用来制造有经济效益的产品。塑料和橡胶废料的转化，包括破
旧轮胎在内，一直是他在工作中特别关注的领域。

问题的技术性质

将废物转为二级原材料，用于制造新产品，这一解决方案令人心动但又
具有挑战性。橡胶的处理尤其麻烦。橡胶废料分解速度极其缓慢——可
能需要100多年的时间。除此之外，橡胶的处理会造成严重空气污染；焚
烧橡胶废料每吨产生250公斤以上烟尘和400公斤以上有毒气体。垃圾
填埋场中大量高度易燃的橡胶废料也带来重大环境和健康问题，并成为
啮齿动物和昆虫便利的栖息地，多为危险传染病的源头。

一个多世纪以来，回收废旧橡胶产品的努力一直未能成功，主要因为橡
胶由热固性聚合物制成，受热通常不会熔解。因此，仍然难以找到方法
将这些废料转化为原料用于制造新的橡胶制品。

政策环境的变化鼓励回收橡胶废料

过去，废橡胶制品通常会被焚烧。根据《欧盟填埋指令》（1999/31/EC）， 
2003年，欧盟禁止废橡胶焚烧和轮胎填埋处理。三年之后，2006年起
也严禁在填埋场处理废橡胶（包括粉碎轮胎）。欧洲轮胎和橡胶制造
商协会（ERTMA）等组织机构一直在与政策制定者合作，为消费者、驾
驶员和欧洲轮胎业营造扶持性监管环境。

土库曼斯坦发明家发现
低成本回收橡胶和塑料
废料的新方法
根纳季·加利法诺夫，专利律师，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1344921003542?casa_token=YolzFFi2gR4AAAAA:KmUeTCCKXIwDLrT9-DJcuadFWoDnIyC3Fcu_cYJLXmS-93YljH66iaBJ2iM_EpReJxV5UwzuaA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1999L0031&from=EN
https://www.etrma.org/
https://www.etr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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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欧洲法律的修订促使许多国家建设加工厂，将橡胶废料转化为橡胶
碎屑（来自报废轮胎），所用工艺不会改变材料的化学结构。然后，橡胶
碎屑加入聚合物粘合剂——硬化剂、聚氨酯粘合剂、异相化学聚合物，用
于制造各种建筑材料和铺设路面。但使用这些粘合剂成本高昂，大大增
加了此类废料转化为后续使用产品的成本。因此加工废橡胶产品的速
度远远低于橡胶废料积累的速度。最近的数据表明，全球每年产生约
10亿条废轮胎（重约1,700万吨），75%的报废轮胎被填埋。

过去25年为鼓励回收废橡胶落实了各类激励措施，取得积极成果。例
如，2018年挪威、塞尔维亚、瑞士、土耳其和欧盟成员国废旧轮胎回收
处理的比例超过90%；比2017年提高约4%。

废橡胶和废塑料混合：降低成本的新思路

根据Garner Insights的数据，随着全球轮胎产量预期增长——预计将从
2020年的21亿条提高到2029年的90亿条，轮胎回收市场呈现商机和
增长潜力。

埃尔达尔·里扎耶夫看到这一机遇，加之有必要降低橡胶回收成本和聚
合物粘合剂的高昂成本，因此开始寻找回收废橡胶和废塑料将其转化

最近的数据表明，全球每
年产生约10亿条废旧轮胎

（重约1,700万吨），75%的
报废轮胎被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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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1344921003542?casa_token=YolzFFi2gR4AAAAA:KmUeTCCKXIwDLrT9-DJcuadFWoDnIyC3Fcu_cYJLXmS-93YljH66iaBJ2iM_EpReJxV5UwzuaA
https://www.etrma.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Copy-of-ELT-Data-2018-002.pdf
https://www.etrma.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Copy-of-ELT-Data-2018-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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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用产品的新方法。与废橡胶不同，废塑料为热塑性聚合物，重新受
热会熔化，重新利用相对容易，可制造多种有用产品。

里扎耶夫先生开始研究是否可通过结合热固性聚合物（废橡胶的特性，
受热不熔化）与热塑性聚合物（废塑料的特性，受热熔化），将产生的熔
融混合物用于制造各类新产品。他开始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验证自己的想法，PET来自日常使用的塑料瓶等各种容器。做出这个选择
顺理成章，因为他的研究表明，所有橡胶和塑料材质的家庭固体废弃物
中有80%以上未被回收，是宝贵的潜在原材料，可以生产各种有用产品。

里 扎 耶夫 先 生 开发了一
种 新 工 艺 ，将 废 橡 胶 

（如废旧轮胎）和废塑料 
（ 如 塑 料 瓶 ）放 在一 起

加热，所形成的熔融混
合 物，可以 压模 制 造 各
种耐磨耐用的地板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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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实验结果超出所有预期。粉碎的PET混入
橡胶屑后在挤出机中加热至220-240°C时产生
的化学反应会形成聚合物与橡胶的混合物，可
用于注塑制造各种具有防滑特性、耐磨耐用的
地板材料，如地砖、板材、地毯和健身房及儿童
游乐场地垫。

与橡胶碎屑添加聚合物粘合剂的标准工艺不
同，里扎耶夫先生的工艺混合熔化的橡胶碎
屑与熔化的PET，创造出具有更多重要特性的
新型混合物。

为了优化共聚工艺，发明人根据制造熔融混合
物所用各种废弃产品的具体特性调整了技术
工艺流程，然后通过三段式挤出机，将熔融混
合物送入各类模具，用于不同产品。

里扎耶夫先生提出的解决方案突出之处在于，
它产生的熔融混合物具有的新特性非显而易见，
前所未有。废橡胶和废塑料转化为有用的家用
和建筑产品的工艺因为有了这一突破，成本效
益和效率有所提高。

里扎耶夫先生受到成功的鼓舞，继续探索回收
废橡胶的新方法，利用供应充足的其他类型塑
料制品，如聚乙烯、聚苯乙烯和聚丙烯，并完成

了各种相关技术研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8
年的报告估计，全球每年废塑料总量约为3亿吨，
其中大部分最终被填埋。里扎耶夫先生的工作
有助于解决重大的全球回收难题。在一代又一
代科学家和发明家失败后，他成功完成了回收
废橡胶和废塑料这两大关键任务。他的创新解

决方案对于解决全球工业和生活垃圾问题而言
是重要的一步。

发明背后的专利

因其工作成果，里扎耶夫先生获得土库曼斯坦
财政和经济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第608和628号
专利）和欧亚专利局（第028388和03328号欧亚
专利）授予的专利。目前，他已将这些专利工艺
完全融入自己的业务运营，大规模生产再生橡
胶和塑料产品。

尽管发生了冠状病毒大流行，里扎耶夫先生与手下
14名员工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价值仍然超过1,000万
马纳特（约合2,860万美元）。这位发明家继续推
进科学和实验工作，应对建筑企业、体育界等组
织机构对他生产的废弃物衍生材料的旺盛需求。

里扎耶夫先生积极推广其技术许可，正在与俄
罗斯联邦多家企业进行初步谈判。由于财政困
难，他只能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为这些技术
申请专利，但随着财政状况改善，他希望能够
在更多地区保护这些技术。

里扎耶夫先生继续投入时间和精力，开发振奋
人心的新机会，为各种废料找到新用途。正在
研制的一些新技术将不同类型的废弃物与新
材料结合起来，例如土库曼斯坦卡拉沙漠新
月型沙丘的沙子，可以降低成本，制造出更坚
固、更有弹性的产品，如铁路枕木、海港和河
港泊位挡板、电绝缘体、道路产品、泡沫地垫
和更耐用的运动垫子。

https://www.reloopplatform.org/unep-report-on-single-use-plastics/
https://www.reloopplatform.org/unep-report-on-single-use-plastics/
file:///C:\paten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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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最受瞩目的科技新闻之一是非同质化代币（NFT）越来越受欢迎，
成为分布式账本和加密货币领域最新一轮的炒作内容。这项突破性技
术带来的风暴已经席卷艺术界和科技界。

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 ·多尔西以相当于2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第一
条推文的非同质化代币。NBA一直在出售NBA精彩瞬间（NBA Top Shots）， 

非同质化代币（NFT）
与版权
安德烈斯·瓜达穆兹，萨塞克斯大学知识产权法高级讲师，英国

买方购买非同质化代币时对于获得的权利普遍感到困惑。有些人
认为他们获得了对应的艺术作品及其所有附带权利，但实际上他
们只是购买了与作品相关的元数据；并非作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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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NBA时刻“独一无二”的非同质化代币，价值暴涨。数字艺术
家Beeple的作品拼贴的非同质化代币在佳士得拍卖，以近7,000
万美元卖给另一位加密货币企业家，价格之高令人难以想象。拍
卖的还有一些流行已久的梗图，著名的彩虹猫（Nyan Cat，体型
如同夹心饼的彩色动画形象）以300 ETH（以太坊协议产生的加
密货币）的价格售出，本报告成文时价值超过100万美元。据报
道，音乐人Grimes也卖出了价值超过600万美元的数字艺术作品。

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是非同质化代币？版权又与之有何关系？

非同质化代币基础知识

首先，什么是非同质化代币？区块链技术最广为人知的用途之
一是资产代币化，代币为体现价值的可编程数字单位，用数字
分类账记录。代币类型众多；它们可以代表一切，从商品和会
员积分到股票、硬币等等。

虽然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代币标准，但最为流行的是以太坊基础设
施采用的ERC20代币标准，该标准为同质化代币设定了规则。根
据定义，同质化商品可以互换，买卖的物品之间没有区别。商品的
性质往往是同质化的：白银、黄金、石油、谷物。相反，非同质化商
品具有独特性，属于绝无仅有的产品，如定制的银项链、黄金雕
像或一幅画。非同质化商品使用不同的代币标准，称为ERC-721。

任何数字作品都可以转为非同质化代币，包括能以数字形式呈
现的实物，如照片、视频或扫描件。

非同质化代币标准在以太坊环境中的首次使用是一组由像素
组成的人物图像，称为Cryptopunks，于2017年6月发布。此后
几年又有其他类型的作品也转为非同质化代币，例如梗图、音
乐专辑和数字艺术。

有各种类型的非同质化代币，但最常见的是元数据文件，所含
信息为代币化作品数字版本编码而成。另一种类型是整个作
品上传至区块链；这种类型较为少见，因为向区块链进行信息
上传的成本很高。

最常见的非同质化代币类型是写入区块链的一段代码。该代码
由各种零散信息组成。非同质化代币的ERC-721标准规定了信息

“2021年，非
同质化代币
的风暴已
经席卷艺
术界和科
技界。”

https://onlineonly.christies.com/s/beeple-first-5000-days/lots/2020?SitecoreGUID=%7b93A99F7B-3A26-4CF8-8877-353CAA5429B7%7d&sectionName=highlights_Nav
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c/2021/mar/02/grimes-sells-digital-art-collection-non-fungible-toke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n-fungible_token
file:///C:\copyright\e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ockchain.com
https://medium.com/@medipedia/the-various-types-of-crypto-tokens-26bab8f6622c
https://ethereum.org/en/developers/docs/standards/tokens/erc-20/
https://eips.ethereum.org/EIPS/eip-721
https://www.larvalabs.com/cryptopunks
https://opensea.io/assets/0x557430421f8f3ed0a92aca211f1c05ad7b606288/0
https://opensea.io/assets/0x557430421f8f3ed0a92aca211f1c05ad7b606288/0
https://onlineonly.christies.com/s/beeple-first-5000-days/lots/2020
https://medium.com/coinmonks/storing-on-ethereum-analyzing-the-costs-922d41d6b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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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备元素以及可选元素。非同质化代币的第一个核心元素是一个称为代币ID
的数字，于创建代币时生成；第二个是合约地址，这是一个可以使用区块链扫描
仪在世界各地查看的区块链地址。代币所含元素的组合决定其唯一性；世界上每
个代币使用的代币ID和合约地址组合唯一。从根本上说，这两个数字即可代表非
同质化代币。但合约中还可包含其他重要元素。其中之一是创建者的钱包地址，
这有助于辨识非同质化代币的原始权益人。大多数非同质化代币通常还包括一
个可以找到原始作品的链接，这是因为非同质化代币并非作品本身，而是独一
无二的数字签名，以某种方式关联原始作品（在表1中了解更多信息）（见表1）。

表1

项目元数据
合约地址 代币元数据

0x8c5aCF6dBD24c66e6FD44d4A4C3d7a2 

D955AA ad2

“symbol”: “Mintable Gasless store”,
“image”: “https://d1czm3wxxz9zd.cloudfontnet/

613b908d

0000000000/861932402826187638543675501608353605

31676033165

“animation_url”:””.

“royalty_amount”:true,

“address”:

“0x8c5aCF6dBD24c66e6FD44d4A4C37a2D955AAad2”,

“tokened”

“86193240282618763854367501608353605316760331

“resellable”: true,

“original_creator”:

“0xBe8Fa52a0A28AFE9507186A817813eDC1

“edition_number”:1,

“description”: “<p>A beautiful bovine in the summer sun

“auctionLength”: 43200,

“title”: “The Clearest Light is the Most Blinding”,

“url”:

“https://metadata.mintable.app/mintable_gasless/86193

240

“file_key”:””,

“apiURL”: “mintable_gasless/”,

“name”: “The Clearest Light is the Most Blinding”,

“auctionType”: “Auction”,

“category”: “Art”,

“edition_total”: 1,

“gasless”: true

}

代币ID

86193240282618763854367501

608353605316760331651808345700

084608326762837402898

代币名称

最清晰的光线最刺眼

原始图片
https://d1iczm3wxxz9zd.cloudfront.net/6

13b908d-19ad-41b1-8bfa0e0016820739c/

0000000000000000/861932402

1676033165180834570008460832676

2837402898/ITEM_PREVIEW1.jpg

原创者
0xBe8Fa52a0A28AFE9507186A817813eD

C14

54E004

图片来源：Moringiello, Juliet M. and Odinet, Christopher K., The Property Law of Tokens (November 1, 2021)。
爱荷华大学法律研究论文No. 2021-44，http://dx.doi.org/10.2139/ssrn.3928901。经许可使用。

http://dx.doi.org/10.2139/ssrn.3928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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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问题

从上文对非同质化代币的描述来看，完全未考虑版权问题并不奇怪。大
多数非同质化代币为元数据文件，其编码所用作品版权可能受到保护也
可能不受保护（原则上可以创建商标的非同质化代币），也可能作品甚至
属于公有领域。任何可以数字化的客体都可以转为非同质化代币；只有
在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即创建代币ID和合约地址的独特组合时需要原
始作品。因此，原则上说非同质化代币与版权关系不大。

然而，对非同质化代币的版权问题关注越来越多，部分原因是很多作为
非同质化代币交易的作品受到版权保护，例如艺术品，同时也因为对购
入非同质化代币时究竟买到什么缺乏明确认识。

普遍困惑

关键问题之一是，往往买方购买非同质化代币时对于获得的权利普遍感
到困惑。一些买方认为他们获得了代币对应的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所有附
带权利。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购买了与作品相关的元数据；并非作品本身。

部分困惑可能源自购买代币花费的金额。当可以超过100万美元的价格
售出像素艺术作品时，人们很容易认为买方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串代码。

主流媒体在报道非同质化代币的出售时也越来越困惑；记者们常常认为
售出的是作品本身，而事实并非如此。并不奇怪的是，人们很难理解非
同质化代币的买方花费如此巨资购入元数据文件和短短一串艺术价值
并不明确的数字和字母，但这正是大多数非同质化代币的内容。

尽管如此，版权很可能会发挥作用，至少对某些非同质化代币而言。例
如，这些代币的可能用途之一是某种形式的数字权利管理方案。虽然
大多数非同质化代币不涉及权利转让，但在某些情况下，卖方提出将代
币换为原始作品版权所有权的实际转让。然而，很难判断这是否符合转
让版权所需的法律手续。例如在英国，根据1988年《版权、外观设计和
专利法》（CDPA），转让版权需要“由转让人或其代表书面签署”。非同
质化代币显然难以满足这些要求。

非同质化代币可以用于其他类型的数字权利管理吗？在某种程度上，所
有非同质化代币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登记形式，因为区块链可以作为不可
篡改的所有权主张记录，成为验证或确定真伪的一种手段。但这个想法

file:///C:\copyright\en\
https://twitter.com/RookieXBT/status/1421548360868286464
https://etherscan.io/address/0xc7cc3e8c6b69dc272ccf64cbff4b7503cbf7c1c5
https://www.stormingtheivorytower.com/2021/06/the-nfts-aura-or-why-is-nft-art-so-ugly.html
https://www.stormingtheivorytower.com/2021/06/the-nfts-aura-or-why-is-nft-art-so-ugly.html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88/48/contents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88/48/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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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遇到了实际问题，尤其是任何拥有足够
技术知识和适当工具的人都可以生成自己的代
币，而且这个代币可以包含作者输入的任意信
息。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不当所有权主
张，并将其写入区块链。

授权许可情况如何呢？理论上有可能将任何类
型的协议编码写入智能合约。智能合约是当事
方之间用代码写成的协议，在区块链上存储，无
法改变。如果把许可视为一份授权用户从事版
权限制行为的法律文件，那么非同质化代币也
可做到这一点。然而，截至撰写本文时，经调
查并未发现主要非同质化代币平台出现任何
非同质化代币形式的加密智能合约许可。大量
平台和收藏类项目不提供任何类型的许可，而

那些提供许可的平台和项目往往提出相互矛盾
的条款和条件。

最后还有潜在的版权侵权问题。是否有人能生
成不属于自己的非同质化代币？这并不是空穴来
风。我们已经看到几起涉嫌侵犯版权的事件发
生。粗略观察非同质化代币市场，就会发现许多
不同的侵权案例。一些艺术家在社交媒体上抱
怨他们的作品未经许可被铸造为非同质化代币。
甚至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公有领域作品也
被转化为非同质化代币。大多数涉嫌侵权的事
件都在法庭之外和解，通常作法是从拍卖平台
上移除代币。但总有一天会有某个案例提起诉
讼，让非同质化代币是否确实侵犯版权人权利
的问题浮出水面。

对非同质化代币的版权问题关注越来越多，部分原因是很多作为非同质化
代币交易的作品（例如艺术品）受到版权保护，同时也因为对购入非同质
化代币时究竟买到什么缺乏明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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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coexaminer.com/ico-news/the-man-who-used-the-blockchain-to-lay-claim-to-the-mona-lisa/
https://www.technollama.co.uk/platform-is-law-the-cautionary-tale-of-stolen-nfts
https://www.technollama.co.uk/platform-is-law-the-cautionary-tale-of-stolen-nfts
https://www.apollo-magazine.com/basquiat-nft-intellectual-property-copyright/
https://www.apollo-magazine.com/basquiat-nft-intellectual-property-copyright/
https://twitter.com/WeirdUndead/status/1369210982518693888
https://wp.me/pwh3D-3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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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棘手程度始料未及，主要原因在于非同质化代币的
性质。如上所述，大多数代币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的元数据，
制作这种代币可能并不侵犯版权。有鉴于此，如上文所述，应当
清晰准确地从技术角度理解非同质化代币的实际含义。

从版权的角度来看，即使没有授权，制作非同质化代币显然也
难以被视为侵犯版权的行为。由于非同质化代币并非作品本身，
而是关联作品生成的一串数字，由此形成的文件不能视为作品
的复制件，甚至也不能视为作品的改编。

一般而言，侵权行为的发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侵权者
未经授权利用作者的某项专有权。第二，非同质化代币与艺术
作品原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潜在侵权作品必须直接
从原作创作而来。第三，作品整体或很大一部分被复制。非同
质化代币显然难以满足这些条件，但这一点未来必然会有争论。
指控版权侵权的诉讼案件已经出现。例如米拉麦克斯制片公
司对电影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提起诉讼，因计划出售基于其电影 

《通俗小说》的非同质化代币，这位导演受到商标侵权、版权侵
权和违反合同的指控。

作品作者享有的专有权涵盖作品的复制、出版、出借出租、公
开表演、改编、向公众传播以及上述任一行为的授权。只有
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会有通过非同质化代币中的链接侵权的
情况，因为这种情况下代币和作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而，
由于非同质化代币仅为代码，并非作品的实质性复制，所以
不会构成侵权。

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作者可以通过对平台制作关联其原创作
品的非同质化代币提出索赔，对未经授权的使用进行法律追索，
但作者是否确实拥有制作代币的专有权并不明确。

总结

不可避免的是，非同质化代币和版权在实践中会有一些关联，
但大多数纠纷将在平台层面上处理。市场已经在充当守门人，
提供机会鼓励创作者出售自己生成的代币，从而消除可能的
侵权行为。尽管如此，市场的性质和巨额回报的刺激仍然意
味着非同质化代币领域可能会出现大量版权纠纷。这项潜在
颠覆性技术尚处于早期阶段，因而争议和所有权主张的发展
变化值得关注。

“任何可以
数字化的
客体都可
以转化为
非同质化
代币。”

https://deadline.com/2021/11/quentin-tarantino-lawsuit-pulp-fiction-nft-miramax-123487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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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影响者预示 
品牌建设新时代

新一波影响者已占据社交媒体，以更前卫的面貌吸引着年轻一代。数字影响者
又称虚拟人，是社交媒体营销领域的最新元素。

2018年，岸本浩一和森谷孝之在创意的基础上联手打造了一种新形式知识产
权。粉红色头发的虚拟女孩imma是亚洲第一个虚拟人。她的名字源自日语“现
在”一词，恰如其分。她在Instagram上的粉丝超过35万，在TikTok上的粉丝超过
25万，受到狂热追捧。

启发“哇哦”感叹的灵感

受到imma成功的鼓舞，岸本浩一和森谷孝之在2019年成立Aww公司，这是日本
第一家虚拟人企业。该公司着眼于亚洲市场，努力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让他
们感到‘哇哦’”。该公司网站介绍，“我们的策略师、作家和设计师团队界定、创
建和激活的系统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推动未来品牌的发展”。

岸本浩一是一位计算机图形学专家，他还拥有一家为电影和电子游戏开发电脑
动画和视觉效果的动画工作室Modeling Cafe。他对人体特征和面部识别的多年
研究对于Aww公司出品的虚拟人开发具有关键意义。

森谷孝之在大学攻读商业和市场营销专业，而后成为电视广告和音乐视频制作
人。目前他专注于Aww公司在扩展现实和虚拟时尚领域的业务发展和伙伴关系。

穿越恐怖谷

人形机器人及其衍生产品往往令人感到不适；这种体验称为恐怖谷。虚拟人或
数字影响者帮助许多观众克服了这一障碍，因为他们的外观设计和虚拟特征
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完善，越来越逼真。不过，从小观看带有特效的高质量电脑
动画电影的年轻观众对虚拟人接受程度更高，感受更为自然。

纳塔莉·胡姆西，WIPO学院

file:///C:\about-ip\en\
file:///C:\about-ip\en\
https://aww.tokyo/
https://cafegroup.net/modeling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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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人市场一直在快速增长，
有多家企业在开发自己的虚
拟人或是将现有角色转化为
虚拟人。”

Aww公司联合创始人森谷孝之

图
: C

o
ur

te
sy

 o
f A

w
w

 In
c.

imma（上图）是亚洲第一个虚拟人。
她目前正致力于打造自己的虚拟时
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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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和创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其他各
种平台业务，但同时也在专注打造区块链形成
的社区文化，这种文化将影响个人的未来。在
这样的社区文化中，虚拟人及其相关知识产权
将变得非常重要，”森谷先生指出。

“我们并非依据现有概念创造市场和平台，而是
重视创造最为奇妙的虚拟人和知识产权。通过
知识产权，我们能够进入各种各样的市场、平台
和社区——这就是知识产权在这一领域的真正
优势，”他补充说。

虚拟人因其可及性、富于创意的展示手段和根
据品牌需求专门定制的能力而受到世界一流
品牌的青睐。

Aww公司正在与一些知名企业合作。例如，imma
出演了联想为其“瑜珈”系列笔记本电脑拍摄
的品牌电影，在电影中她象征着“年轻一代的
多样性”，希望看到变化，证明变化有可能出现。

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影响下，很多营销
机构一直面临限制人员活动的问题，虚拟人作
为一种创意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大增。

“虚拟人市场一直在快速增长，有多家企业在开
发自己的虚拟人或是将现有角色转化为虚拟人，”
森谷先生解释说。

战略选择

Aww公司对于发展品牌伙伴关系非常挑剔，要
确保合作内容符合公司虚拟人的个性特征。公
司虚拟人包括：imma、她的弟弟Zinn、时装设计

“由于我们现在向
合作伙伴提供自己
开发的技术，公司
有必要获得商标权，
直观展示我们的
实力。”

Aww公司联合创始人森谷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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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Asu、时尚美容名人Ria，以迪斯尼公主为灵感
打造的虚拟角色Ella。

鉴于这些数字影响者开始受到追捧，该公司决定
在日本特许厅为虚拟人注册“MASTER MODEL®”
这一商标，保护公司知识产权资产。注册虚拟人
商标予以保护这一决策是面对市场需求增长的
关键战略业务反应。

“由于我们现在向合作伙伴提供自己开发的技
术，公司有必要获得商标权，直观展示我们的
实力，”森谷先生解释说。

imma是Aww公司第一个虚拟人，也是亚洲和
太平洋地区第一个此类作品。她外表极其逼真，
个性鲜明。在2020年东京夏季残奥会闭幕式
上人们或许已经看到过她。根据她的社交媒
体简介，她“对日本文化、电影和艺术感兴趣”。
她入围“福布斯女性”和波兰“2020年度女性”
榜单，并在2021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酷日
本配对大奖赛”的“鼓励奖”。imma目前正在
开发自己的虚拟时尚品牌。

Zinn是imma的弟弟。Aww公司在2019年推出这一
形象。他的审美观又酷又可爱。他的特点是非常
害羞，职业是时装模特。2020年他为PUMA x SLY
系列服装献出首场模特表演，和姐姐一起走秀。

Asu是NOWEAR服装品牌背后的虚拟人时装
设计师。他也是在2019年首次亮相，人生座右
铭是“万物皆虚”。他的灵感来自“Mojibake”，
这是一种诞生于日本互联网文化的日语乱码文
字风格。Asu的品牌NOWEAR非常受欢迎，产品
每次上市几分钟时间就会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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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po.go.jp/e/index.html
file:///C:\trademarks\en\
https://www.instagram.com/imma.gram/
https://www.paralympic.org/tokyo-2020
https://www.forbes.pl/forbeswomen/lista-kobiety-roku-2020-forbes-women-zobacz-liste-stu-wybitnych-kobiet-mijajacego/0ehy80g
https://www.cjma.go.jp/
https://www.cjma.go.jp/
https://www.instagram.com/plusticboy/?hl=en
https://jp.puma.com/jp/ja/select/sly
https://www.instagram.com/asuu.gram/
https://nowea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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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是2019年推出的又一位虚拟人，以美貌著称。她自
称为跨越人类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新人类”。

时尚的未来

凭借虚拟人的品牌合作和Asu的服装品牌在时尚界闯
出的声誉，Aww公司也开始在虚拟时尚领域占据一席之
地，认为相对于实体流行趋势，虚拟时尚更具可持续性。
通过虚拟现实融入游戏和“数字试穿格式”，以虚拟人
的数字环境为基础创造虚拟时尚轻而易举。Aww公司
甚至计划不久后推出imma自己的虚拟时尚品牌，以游
戏皮肤和非同质化代币（NFT）的形式独家发售。

想要了解关于知识产权
如何助力Aww公司这
样的企业的更多信息？

WIPO学院通过其专业发展计
划、远程学习课程、联合硕士
项目和产权组织暑期班，长年
为希望提高知识产权知识和
技能的人士提供机会。

了解更多关于WIPO学院计划的
信息：www.wipo.int/academy/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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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tagram.com/ria_ria_tokyo/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21/04/article_0007.html
file:///C:\academy\en\courses\professional_training\
file:///C:\academy\en\courses\professional_training\
file:///C:\academy\en\courses\distance_learning\
file:///C:\academy\en\courses\university_partnerships\
file:///C:\academy\en\courses\university_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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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单一市场中的
版权：初步分析
埃莱奥诺拉·罗萨蒂*，斯德哥尔摩大学知识产权法教授 
兼知识产权和市场法研究所所长，瑞典

*  埃莱奥诺拉·罗萨蒂是《版权与欧盟
法院》（Copyright and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牛
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和《数字化
单一市场中的版权：对第2019/790号
指令条款的逐条评注》（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rticle-by-
Article Commentary to the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2019/790）（牛津大学出
版社，2021年）的作者。

欧洲版权协调三十年

2021年是如今的欧洲联盟（欧盟）境内开始版权协调进程三十
周年。《软件指令》（91/250）代表着欧盟成员国首次尝试协调
计算机程序适用的版权保护要求和保护范围的相关法律。今天，
欧盟的版权立法框架由13项指令和两项条例组成，协调版权和
相关权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成员国履行义务让国
家法律与欧盟法律保持一致，支持各国版权法趋同这一进程的
理由多种多样，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为版权内容和基于版权
的服务建立内部市场。

自1957年签署《罗马条约》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就关系着内
部市场的建设，这个市场要保障一些基本的自由——包括货物
和服务的流通自由。在整个1980年代，显然为实现这一目标也
有必要协调知识产权法律。随后的几十年里，关于协调问题的
讨论涉及所有主要知识产权：版权、商标、外观设计权、地理标
志、商业秘密和专利都有过协调提案。对于其中部分权利（但不
含版权）而言，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引入了与各国保护形式平行并
独立存在的全欧盟范围权利。

具体到版权方面，近年来，除了内部市场建设这个理由，欧盟
相关提案还出现了新的目标和采取举措的理由。其中有三项
特别突出。

首先是确保对版权和作者/权利人的高度保护。属于此类的有
《信息社会指令》（2001/29）和《执法指令》（2004/48）等等。

file:///C:\Users\jewell\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Content.Outlook\FG8T6BHF\copyright\en\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archives/guide/part1.htm
file:///C:\Users\jewell\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Content.Outlook\FG8T6BHF\about-ip\en\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2001L0029:en:HTM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04L0048R%28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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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认为版权改革可以为竞争力目标服务，让
欧盟体系对某些要开展活动的利益攸关方更
具吸引力。例如，在2010年代初，这是欧盟通
过孤儿作品领域立法的主要动力（《孤儿作品
指令》（2012/28））。

最后一个目标是将版权改革与确保改善公平性
和纠正某些市场失衡和失灵的目标联系起来。
就《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2019/790）（DSM
指令）而言，这一点尤其明显。

在采取立法举措的同时，欧盟法院（CJEU）也
发挥了实质性作用，甚至是真正的基础性作用。
通过请求先决裁判制度，欧盟法院往往不局限
于解释版权法律：还进一步突破了协调界限，某
些情况下甚至超越了法律字面意义。

欧盟法院已经确定并形成版权保护的基本要求，
包括“独创性”和“作品”的概念。法院界定了复
制、向公众传播和发行等专有权的构成要素和
范围，以及相关的例外和限制。法院还界定了留
给各国提案的空间，并就部分提案与欧盟法律
的兼容性作出裁决，例如私人复制和退出商业
流通作品利用的领域。《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
正是在这种丰富（而又复杂）的环境中应运而
生，有了用武之地。

《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的内容和目标

2015年，欧盟委员会在时任主席让-克洛德·容
克的领导下，公布了一项在欧盟实现数字化单
一市场的战略。实现这一目标将允许欧盟保持
在数字经济中的领先地位，有利于欧洲企业
在全球的发展。为了在欧洲实现数字化单一市
场需要采取多项举措，跨越多个部门，例如进
一步协调欧盟各成员国的版权法律。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rticle-by-article Commentary to  

the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2019/790

eleonor a roSati

4

Cloth: 532 Red BloCking: 917 daRk Blue text: gold

要查阅2019年为使欧盟版权适合数
字单一市场而通过的立法规定，该出
版物是必备随身工具书。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2L002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2L002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9L0790&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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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布了关于《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的
提案。经过三年紧张谈判，《数字化单一市场
指令》于2019年春通过。2019年6月7日指令生
效后，欧盟成员国有两年的时间将《数字化单一
市场指令》转化纳入本国法律体系。

在实质性条款方面，《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相
当多样化，规定了以下措施：

• 调整例外和限制，适应数字环境和跨境环境。
为此，该指令针对文本与数据挖掘、在数字和
跨境教学活动中使用作品和其他保护对象以
及保护文化遗产引入了强制性例外或限制。

• 改进授权许可的做法，确保获取内容的渠道
更加广泛。为此，该指令提供便于文化遗产机
构使用退出商业流通作品的框架，以及针对
视频点播平台的集体授权许可和视听作品获
取和提供的便利措施，并对公有领域的视觉
艺术作品作出规定。

• 版权市场实现良好运转。为此，该指令引入了
有利于新闻出版商在线使用新闻出版物的
相关权，并允许成员国规定出版商有权在有
例外或限制的情况下获得使用第三方作品
应付报酬的分成。它还建立框架用于管理
在线服务对于受保护内容的某些利用方式，
并对作者和表演者的使用合同设置合理报
酬的强制规定。

该指令所追求的目标与现有版权立法相同，包
括确保高度保护权利持有人，简化权利结算，为
使用作品和其他受保护对象创造公平的竞争环
境。这些目标与建立和运行欧盟内部市场有关，
也与视版权为创新、创作、投资和制作新内容
的激励手段的版权激励论有关，还与欧盟尊

“2015年，欧盟委
员会[……]公布了一
项在欧盟实现数字
化单一市场的战略
[……]，保持在数
字经济中的领先
地位，有利于欧洲
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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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和促进文化的目标有关，例如重视欧洲共同文化遗
产以及文化多样性。《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的序言部
分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一点，技术进步以及新商业模式和
新行为体的出现导致解释的不确定性，有必要予以补救，
保证涉及版权作品和其他受保护对象的商品和服务处
于运转良好的公平市场环境。

讨论最热烈的条款

《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涉及多个不同领域。其中部分
规定已引来大量关注和密切审视。

就例外和限制而言，文本与数据挖掘相关内容（第3条
和第4条）因其对欧洲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发展所起作
用值得一提。欧盟委员会认为，文本与数据挖掘工作进
程相关的法律确定性不足，有损于欧盟竞争力和科学领
先地位。在其提案中，欧盟委员会仅设想了一项有利于
研究机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在《数字化单一市场
指令》最终通过之前的工作进程中，该项例外的范围得
到扩展，添加了不限受益人的例外或限制。

《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还为设在欧盟的新闻出版商引
入一项新的相关权（第15条），涉及在线新闻聚合器等信
息社会服务在线利用其新闻出版物的问题。欧盟这一提
案之前部分国家已有相关经验（德国和西班牙），这些
国家试图解决新闻产业收入下降的问题，以及某些在线
服务出现带来的所谓替代效应，但收效不大。

最后，《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第17条引入复杂的责任
框架，争取弥补“价值差距”——这一概念指一些用户上
传内容的数字平台声称从受保护内容使用中获得的价
值与返还相关权利持有人的收益不匹配。第17条的前
提为双重假设：首先，某些在线服务直接从事受版权限
制行为；其次，该指令需要纠正围绕此类服务的责任和
赔偿制度的法律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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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如今的欧洲联盟 
（欧盟）境内开始版权协调进

程第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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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和未来措施

撰写本报告时仅有少数欧盟成员国在2021年
6月7日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了将《数字化单

一市场指令》转化纳入本国法律的工作。造成
延误的原因有很多，从尚未结束的2019冠状
病毒病大流行到欧盟委员会关于第17条的指导
文件推迟发布，以及欧盟法院的一些重要裁决，
如YouTube/Cyando案（C-682/18和C-683/18， 
2021年6月作出裁决）和波兰质疑第17条一案

（C-401/19，仍在审理中）。

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欧盟立法机构在2019
年通过的建立数字化单一市场条款显然在欧
盟各国实施的方式会有所不同。诚然，该指令
中有一些条款为成员国保留了重要的自由裁量
权。此类自由裁量权包括首先究竟是否采取某
项行动（例如第12条和规定延伸性集体许可的
可能性）以及决定权利和规则的实际内容（例如
与作者和表演者合同有关的第18-23条）。尽管
如此，指令中也有一些条款并未公开设定如此
宽泛的自由度。然而，关于转化纳入法律是否
处于草案阶段或已颁布通过以及法律具体相
关内容，各成员国发展的方向已经不尽相同 

（例如第15和17条）。

为什么要对《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的条款
逐条进行评注？

《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有着复杂的历史，指
令条款以及各国转化纳入的情况也是如此。有
鉴于此，这项立法的“故事”显然并没有在通
过后即告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在未来的时间
里，各国将《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转化为本
国法律条款后，关于这些条款适用情况的诉
讼案件会频频请求欧盟法院进行先决裁判。
正如过去其他欧盟版权指令遇到的情况，欧
盟法院也将不得不处理各类转化纳入不一致
和不当的问题。

关于《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的文献越来越多，
在撰写该指令条款的逐条评注时，我个人的宏
伟目标是让我的作品成为基础性必备书目，面
向希望或需要浏览2019年欧盟为版权适应数
字化单一市场所通过立法规定的人士——法官、
法律和公共事务专业人士、研究人员、政策和
法律制定者以及学生。随着《数字化单一市场
指令》得到解释并在各国和欧盟判例法中得
到应用，我希望能够推出更新版本，从而使这
份逐条评注也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我自己的
专业必读书。

https://ipcuria.eu/case?reference=C-682/18
https://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C-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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