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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录音与反垄断

1995年3月15日，国会参议员Patrick Leahy

将《美国录音数字表演权法》草案发给了司法

部，要求司法部审阅该草案可能会产生的反垄

断问题，而且当时的草案版本没有包含任何对

独占许可的限制性条款。司法部于1995年6月20

日作出了报告，国会6月29日根据司法部报告对

《美国录音数字表演权法》草案进行了进一步

修改并再次转交司法部审阅，美国司法部随后

又在1995年7月21日对修改进行了确认。值得注

意的是，美国司法部反垄断报告完全不涉及对

独占许可的任何顾虑，而仅对集体协商和关联

企业问题发表了意见。但由于我国学界的讨论

时常把独占许可和反垄断问题混为一谈，所以

下文对独占许可、集体协商和关联企业都做出

一些必要的澄清。

（一）独占许可

《美国版权法》第114（d）（3）条款对交

互性服务的录音独占许可作出了一定的限制：

（1）录音版权人在数字音频传输方面授予交

互性服务的独占许可，一般不得超过12个月；

（2）但如果录音版权人所有的录音不超过1000

件，独占许可期限可以达到24个月；（3）在上

一个独占许可过期之后，录音版权人在13个月

内不得再向同一个被许可人授予独占许可。

值得注意的是，第114（d）（3）条款自

1995年生效以来，至今没有任何诉讼争议记

录。这不仅仅因为该条款没有任何的惩罚机

制，更重要的原因是，该条款的适用被严格地

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如果录音版权人在数

字音频传输方面已经将10%的版权录音库许可给

了5家交互性服务，且每一家不少于50件录音，

法律上就不再受到上述独占许可期限的限制。

实践中，该条款意味着录音版权人只要将10%的

相同作品非独占许可给5家交互性服务，然后就

可以独占许可90%的录音版权库。

1995年《美国录音数字表演权法》的国会

立法报告中指出，第114（d）（3）条款的立法

目的为：防止录音版权人成为音乐作品的“守

门人”（gatekeeper），不合理限制音乐作品表

演权的行使，降低音乐作品版权人获得版税的

机会。由于国会立法报告中的措辞简短含混，

一些使读者可能望文生义，误解以为该条款

似乎具有反垄断目的。本文通过对相关立法报

告、听证会记录和产业报告的详细分析，确认

该条款的立法目的与音乐市场反垄断基本上没

有关系。

1995年《美国录音数字表演权法》制定

的前后，美国数字音乐市场才刚刚起步，相关

服务商仅有两家（Digital Cable Music和Digital 

Music Express）。现在市场主导的数字音乐服务

商，例如Spotify、Amazon Music和Apple Music都

还完全不存在。在立法过程中对于录音独占许

可的反对意见，并非来自于下游的数字音乐服

论美国数字音乐版权制度及启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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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其他被许可人，而恰恰来自与唱片版权人

共处市场上游的音乐作品版权人。

实际上，1995年《美国录音数字表演权

法》的主要谈判过程，都是在唱片行业协会及

工会RIAA（代表唱片公司）、AFM（代表音

乐家）及AFTRA（代表歌手），与作曲行业协

会和组织NMPA、ASCAP及BMI之间进行。第

114（d）（3）条款对于录音独占许可作出的限

制，就来自于双方谈判所达成的协议，美国国

会于1995年6月29日最终将该协议内容吸收到立

法草案中。

录音版权人之所以有可能成为音乐作品

的守门人，与美国独特的数字音乐许可结构有

关。正如上文所述，每项数字音乐服务几乎不

可避免要同时涉及到音乐作品与录音这两类版

权客体的许可。在音乐作品方面，复制权发行

权适用第115条的法定许可；表演权虽然没有

法定许可，但其专有权的行使一般通过ASCAP

和BMI等表演权集体管理组织，由于ASCAP和

BMI与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和解协议，他们必须按

照公开无歧视的原则，向所有符合要求的用户

发放非独占许可，而且如果用户认为许可费过

高，可以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认定合理的许可费率。所以音乐作品

版权人在法律上无法拒绝向任何数字音乐服务

提供许可，从而无法授予独占许可，而且许可

费率也受到版税委员会及法院的规制。

在这种法律框架下，如果录音版权人享有

的专有权不受任何限制，音乐作品版权人担心

自身的市场地位有可能会受到影响：（1）由于

数字音乐服务在版权费用方面，一般有相对固

定的预算，如果这些服务需要支付新的录音表

演权许可费，就可能会相应地减少支付音乐作

品表演权的许可费；（2）由于音乐作品版权人

无法拒绝许可，而录音版权人有权利拒绝，在

与相同的数字音乐服务谈判的时候，录音版权

人的谈判地位会具有较大优势。假设版权人同

时面对两个数字音乐服务，一个愿意为录音开

高价，但仅愿意为音乐作品开低价，另一个完

全相反，愿意为音乐作品开高价，但仅愿意为

录音开低价，录音版权人会毫不犹疑地选择前

者而拒绝后者，音乐作品版权人虽然倾向于后

者，但无法阻止录音版权人的选择，最终后者

只能退出市场。（3）由于音乐作品版权人无法

拒绝许可且价格受到控制，所以其在数字音乐

市场上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仅限于颁发许可的

数量。相反的，由于录音版权人主要通过市场

交易来协商许可条款，所以他们有能力对数字

音乐服务的质量、营销和价格等方面有所挑选

和控制。所以这两类版权人在最终利益诉求上

必然有所不同。

所以说，如果在一个行政管制较少的法律

框架下，音乐作品和录音版权人都可以通过市

场协商来自主确定许可条款。这两类版权人市

场地位就会相对平衡，也不会产生所谓一方成

为另一方守门人的问题。

1995年《美国录音数字表演权法》保护音

乐作品版权人不受新的录音表演权影响的立法

初衷，从第114（i）条也可以得到进一步印证。

正如上文所述，音乐作品版权人担心录音表演

权许可费的产生，可能会相应减少数字音乐服

务商为音乐作品表演权支付的许可费。所以第

114（i）条明确要求，在确定音乐作品表演权许

可费率的行政、司法或其他政府程序中，不得

把录音表演权许可费作为考量因素；此外，美

国国会明确表示设立录音表演权，无意在任何

方面降低音乐作品版权人的表演权许可费。

耐人寻味的是，由于数字音乐市场近年来

的飞速发展，录音版权人在市场协商中获得日

益增长的许可费报酬。当年音乐作品版权人出

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极力要求录音表演权许

可费不得作为音乐作品许可费的考量因素，并

最终游说成功，但现在却作茧自缚，由于美国

法院和版税委员会无法通过参考市场谈判确定

的高额录音许可费来提高音乐作品许可费，所

以音乐作品版权人获得的费率远远落后于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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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人。最终在音乐作品版权人的再度游说之

下，2018年《美国音乐现代化法》完全取消了

第114（i）条的限制，这也给广大版权人上了一

堂生动的市场经济课。

（二）集体协商

美国司法部反垄断报告所提出的第一个

问题聚焦在1995年《美国录音数字表演权法》

草案当时版本的第114（e）条款，它笼统地规

定：录音版权人和表演录音的用户作为磋商的

双方，可以共同确定许可费率、其他许可条件

以及许可费在版权人之间的划分。而且双方可

以分别委托集体代理人（如集体管理组织或行

业协会）磋商、征收或支付许可费。

美国司法部认为该条款有可能导致版权人通

过垄断性集体管理组织的方式形成价格卡特尔。

司法部注意到欧洲当时的许多音乐类集体管理组

织为垄断性，从而引发了很多涉及卡特尔的反垄

断纠纷，例如1992年，MTV欧洲起诉国际唱片协

会（IFPI）成立的音乐电视集体管理组织VPL，

指控后者操纵价格。VPL要求MTV欧洲支付营业

毛收入的15%作为使用费，而唱片公司在美国则

基本免费向电视台提供音乐电视节目。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建议，美国国会对第114

（e）条款进行了修改和限制，为版权人与数字

音频传输服务之间的协商提供了有限的反垄断

豁免：

首先，对于非交互服务的法定许可，录音

版权人和服务商作为磋商的双方，可以不受反

垄断法限制来共同确定许可费率、其他许可条

件以及许可费在版权人之间的划分。而且双方

可以分别委托集体代理人磋商、征收或支付许

可费，但该委托必须在非独占的条件下进行：

如果录音版权人的集体代理人提出过高的许可

费价格（或者服务商的集体代理人提出过低的

价格），由于其授权委托为非独占，协商的另

一方就可以绕开集体代理人，直接与录音版权

人（或者服务商）协商，从而防止集体代理人

恶意操纵价格。此外，在法定许可的体系下，

如果任何服务商觉得录音版权人提出的许可费

价格过高，都可以随时终止磋商，转而要求版

税委员会裁定许可费率。

其次，对于交互性服务等不属于法定许可

的市场磋商，录音版权人可以委托集体代理人

颁发许可，以及收取并转递许可费，但录音版

权人之间必须相互独立地确定许可费率和其他

主要许可条件；同样的，服务商可以委托集体

代理人申请许可及支付许可费，但服务商之间

必须相互独立地确定许可费率和其他主要许可

条件。这样的法律条款设计出于方便当事人磋

商、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但由于交互性服务

不受法定许可限制，它享有的反垄断豁免与非

交互性服务相比，要更为狭窄一些。

（三）纵向整合

美国司法部反垄断报告所关注的第二个问

题为关联企业许可，在反垄断法上有时被称为

纵向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正如上文所

述，在1995年《美国录音数字表演权法》审议

过程中，美国数字音乐市场上只有两家主要竞

争者：一家为唱片公司Warner、Sony和EMI投

资的Digital Cable Music，另一家为独立服务商

Digital Music Express。独立服务商非常担心唱片

公司会在许可费或其他许可条款上，给予其关

联公司优惠，并通过苛刻的条款挤压独立服务

商的市场竞争空间，甚至将后者排除出数字音

乐市场，最终形成前者的完全垄断。

1995年《美国录音数字表演权法》草案最

初版本的第114（h）条款，试图为独立服务商

提供一定的法律保护，它规定，如果录音版权

人拥有某个用户的支配性权益或者对于其管理

或政策具有支配性影响，并且对该用户许可其

录音的数字表演权，录音版权人必须将其录音

在相似的许可条件下许可给地位相似且提供相

似服务的其他用户；不过录音版权人可以对其

他用户提出可信度要求，或者根据用户的服务

类型、期限、地域、用户数量等因素来规定不

同的价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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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认为上述规定在反垄断法方面

有三个不足之处：（1）草案对于关联企业的所

谓“支配性”要求过于狭窄。虽然某个录音版权

人也许不会单独拥有支配性权益，但几个录音

版权人联合起来，往往就具有一定影响力。例

如Warner、Sony和EMI分别拥有SWE Cable Radio 

Company 33%的股份，而后者又控制着Digital 

Cable Music 35%的股份，所以唱片公司对于服务

商的很多重大事项都具有否决权。（2）草案要

求录音版权人必须为独立服务商提供“相似”的

许可条件，该措辞比较含混。例如，当录音版权

人对关联企业要求高额许可费，他是否有法律义

务把同样高额许可费适用于独立服务商。（3）

草案规定录音版权人可以根据各类开放性的因

素，对于独立服务商设定不同的许可条件，这样

的规定法律威慑力不够。

为了消除独立服务商和美国司法部的顾

虑，修改后的第114（h）条款明确规定：（1）

关联企业为录音版权人具有合伙关系或至少持

有5%股份的实体。（2）如果录音版权人向其

关联企业颁发数字音频传输方面的许可，录音

版权人必须给予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独立服务

商“不低于前者”（no less favorable）的待遇，

包括相同或更优惠的待遇。（3）如果两者服务

并不类似，包括服务类型不同，许可的录音不

同，使用频率不同，用户的数量不同，或者期

限不同，录音版权人可以规定不同的许可。该

条款不再为开放式的“等因素”。

修改后的第114（h）条款在实践中的意义

非常仍然有限：（1）关联企业的限制仅适用于

非交互服务，而不适用于经济利益更高的交互

性服务。（2）实践中，录音版权人完全可以提

出高额的许可费，而且对关联企业和独立服务

商一视同仁，但关联企业所交许可费实质上只

是左手到右手，不会对他们整体的经济利益发

生重大影响，而其他服务商则必须独立承担高

额费用，在竞争中依然处于相对劣势。

五、许可实例分析

以下部分以互联网上最主要的两种内容

传输方式，即下载（如iTunes）和流媒体（如

Spotify）作为实例研究，展示《美国版权法》的

相关规定如何作用于数字音乐版权许可和版税

分配过程。

（一）下载

iTunes类的数字下载服务，将版权作品的复

制件传输给用户，但并不同时播放该作品。一

旦传输结束之后，用户就在其设备里获得了永

久复制件，可以不受网络连结限制根据自己意

愿随时播放。下载许可流程如下。

首先，下载可构成对录音中的音乐作品的

复制发行，即所谓的数字录音件传递DPD，适

用音乐作品制作录音的法定许可。实践中，下

载服务往往通过机械权管理组织HFA获得数字

录音件传递的许可。HFA也依照美国版税委员

会CRB设定的法定许可费率，收取每件9.1美分

的版税，在扣除11.5%的手续费之后，通常将剩

余的版税一半分给出版商，一半分给作者。

其次，由于下载必然涉及到对音乐作品

的网络传输，其过程是否也同时构成对音乐作

品的公开表演在版权界争议较大。如果下载可

构成公开表演，该服务必须从表演权管理组织

ASCAP、BMI和SESAC等获得授权，支付额外

的表演权许可费。1995年《知识产权与信息基

础设施白皮书》认为，只要用户在下载的过程

中，无法同时播放音乐作品，就不构成公开表

演，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于2010年和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4年分别确认了白皮书的

立场，为该争议基本画上了句号。

再次，下载构成对录音的复制和发行。该

服务必须事先获得唱片公司的许可，并支付由

市场协商产生的版税数额。唱片公司随后会将

版税中的一部分（一般为10%~50%）根据合约

规定转交给相关艺术家。

最后，下载是否构成对录音进行数字音

频传输方式的表演，虽然在理论上有探讨的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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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但在实践中问题不大。由于录音的下载必然

要至少获得录音版权人对复制发行的授权，即使

下载服务必须再获得表演权的授权，也可以在用

户与版权人的磋商过程中同时解决，不会增加交

易成本，而且许可费的价格也不必然会有任何增

加。因为无论下载在法律上是否构成表演，该服

务的营利模式并不随之发生变化。

（二）流媒体

当Spotify类的流媒体服务将版权作品传输给

用户时，会同时触发媒体播放器来自动向用户

播放文件。在传输过程中，接收设备只会将被

传输作品的片段临时存储在RAM中，这些片段

会随着播放不断地被删除和改写。用户可以即

时欣赏整部作品，但在传输结束之后，除非通

过技术破解措施，一般无法在设备中保存作品

的永久复制件以供之后再次欣赏。所以，用户

在使用流媒体服务时，通常需要持续连接在互

联网和流媒体服务器上。

流媒体可采取用户自主选择的交互性服

务，或者根据事先确定的时间表播放的非交互

性服务，Spotify等流媒体服务实际上同时包含了

这两种方式。

1. 交互性流媒体

首先，交互性流媒体涉及到音乐作品的公开

表演。该服务通常向表演权管理组织申请许可。

ASCAP、BMI和SESAC等组织都会向流媒体服务

提供一揽子许可协议，收取大致相当于该服务营

业额6%的版税。其中，ASCAP和BMI的许可费税

率受到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规制。表演

权管理组织在扣除11%左右的手续费之后，通常

将剩余的版税“五五开”分配给作者和出版商。

其次，正如上文所述，流媒体无论为交

互性或非交互性，在结束播放之后一般都不会

在用户的设备中形成永久复制件，但在播放过

程中，则需要对被播放作品的片段进行临时复

制。美国的版权判例认为，如果RAM临时复

制没有获得版权人的授权，也可以构成侵犯复

制权。美国版税委员会从上述角度出发，认定

至少交互性流媒体涉及到以数字录音件传递

DPD方式的复制发行，必须要支付音乐作品机

械权法定许可费，费率至少为该服务营业额的

10.5%，再减去表演权的许可费。交互性流媒体

可以从机械权管理组织HFA获得相应许可，HFA

在扣除11.5%左右手续费之后，通常将剩余的版

税“五五开”分配给作者和出版商。

再次，交互性流媒体涉及录音以数字录音

件传输形式的公开表演。该服务必须事先获得

版权人唱片公司许可，并支付由市场协商产生

的版税数额。唱片公司随后将部分版税（一般

为10%~50%）根据合约转交给相关艺术家。

最后，交互性流媒体有可能涉及录音的复

制发行，不过由于该服务必然要获得录音版权

人对表演权的许可，所以复制发行权的法律认

定在实践中影响不大，不会增加交易成本，也

不太会增加许可费数额。

2. 非交互性流媒体

首先，非交互流媒体同样涉及音乐作品的

公开表演，需要从表演权管理组织获得一揽子

许可，支付大致相当于营业额6%的版税，表演

权管理组织扣除11%左右手续费之后，通常将剩

余的版税“五五开”分配给作者和出版商。

其次，非交互流媒体在理论上同样涉及音

乐作品临时复制，由此可能产生数字录音件传

递DPD的问题。《美国版权法》规定，如果录

音的即时性非交互订购传输，在从传输开始到

接收者收到传输的过程中不会产生录音或其中

音乐作品的复制，则不视为数字录音件传递。

实践中，对于可以享受数字音频传输表演权法

定许可的非交互流媒体，版税委员会一般也不

再规定数字录音件传递DPD复制发行的法定许

可费。

再次，非交互流媒体显然涉及到录音的数

字表演权，如果其符合法定要求，可以享受法

定许可，通过SoundExchange支付法定许可费。

SoundExchange在扣除5%左右手续费之后，将剩

余许可费的50%分配给版权人，45%给主打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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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2.5%给非主打音乐家，2.5%给非主打和

声。不符合法定要求的非交互流媒体，无法享

受法定许可，必须从唱片公司直接获得数字表

演权的授权。唱片公司随后会将版税中的一部

分（一般为10%~50%）根据合约规定转交给相

关艺术家。

最后，非交互流媒体在理论上也会涉及录

音的临时复制。如果法院认定该临时复制构成

侵犯录音的复制权，则很可能打乱1995年《美

国录音数字表演权法》的立法目的：该法案为

构成非订购广播传输的非交互服务提供了录音

表演权的完全豁免，为符合条件的其他非交互

服务提供了录音表演权的法定许可。如果每次

传输仍然需要向录音版权人寻求复制权许可，

即使支付法定许可费也不能免于侵权责任，那

么上述豁免和法定许可就会被彻底架空。由于

美国版税委员会已经确认非交互流媒体不构成

对音乐作品的复制发行，所以法院认定其也不

构成对录音的复制发行，符合适用法律的周延

性和立法最终目的。

六、结语

在我国版权界的争论中，时常可以听到

中国更类似于大陆法系所以不应采纳英美版权

法经验的观点。该观点不仅不符合我国版权法

长期以来兼容并蓄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不符

合我版权理论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更不符合大

陆法系国家发展趋势。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

的过程中，大陆法系国家在欧盟法院的引导下

不仅吸取了英美法的判例制度，更引入了避风

港原则和合理使用等英美法的版权概念。这种

看到英美法制度就机械排除的观点，在本质上

与看到大陆法制度就天然亲近的观点一样，属

于以贴标签代替思考的偷懒的治学态度。实际

上，某些大陆法系国家的著作权法体系，例如

德国法不允许任何权能转让的一元论，和我国

法以及法国法等允许经济权利转让的二元论的

差距，并不比中美之间的差距更小。外国法的

借鉴无论来自何种法系，都不能通过贴标签或

抄法条的方式来简单照搬，而必须建立在对立

法背景和体系，以及法律适用效果的深入了解

基础之上。本文通过对美国数字音乐版权制度

的全面分析，在法律借鉴方面做出抛砖引玉的

尝试，以期为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提供可信的

实证基础。

（本文作者系斯坦福大学互联网与社会

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文章转自《知识产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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