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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数据输入与著作权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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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 / 意义］在《著作权法》中，人工智能数据输入构成“复制”，未经权利人许可构成侵

权。基于技术发展的需要，亟待为数据输入创设不侵权例外。［方法 / 过程］ 从立法纠偏、社会福祉、企
业成本、技术伦理论证创设数据输入合理使用例外的正当性。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考察其可行性。通过
比较法研究，借鉴具体规则。
［结果 / 结论］ 创设人工智能数据输入的合理使用例外，能够让渡不正当垄
断权、最大化社会福祉、减轻企业经济负担、顺应技术发展趋势，具备正当性；在理论上契合既有的合
理使用体系，在实践上通过组合利益分享机制能够平衡三方主体利益，具备可行性；制定具体规则可参
考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中“文本数据挖掘例外”的规定：在主体和目的要件上不应做限定，
在行为要件上应限于复制，在适用要件上应引入安全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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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重要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是否可能造
成著作权侵权？
2016 年，一组荷兰工程师创建了一个人工智能程序，生成了一幅名为“下一幅伦勃朗肖像”
的肖像画，与 17 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梵·莱茵创作的油画《伦勃朗的肖像》难以分辨，引
起了人工智能应用是否会侵犯著作权的争议［1］。如今，人工智能除被广泛应用于模式识别领域
（如人脸识别）外，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应用也愈发成熟。当前，人工智能可独立进行写稿、翻译、
绘画等传统意义上需要人工进行的创作活动，如谷歌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绘画软件“深梦”、腾
讯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新闻写稿软件 Dreamwriter。
从技术角度，此类人工智能应用，通过输入海量数据，由机器进行“自我学习”，进而模拟
人类进行创作。但从著作权的视角，输入资料本身是一种复制，若该资料上存在版权，理应得到
［作者简介］王楷文（ORCID:0000-0003-4478-535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著作权法，Email:6301469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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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同意。而实践中，海量数据输入却很难获得所有著作权人的同意。
那么未经权利人同意向人工智能复制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如果构成，在未来是否应
对其设置使用豁免？该种豁免又应采用何种著作权例外模式以及如何设置相应的具体规则？

1
1.1

人工智能数据输入的侵权困境
数据输入：著作权中的“复制”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领域，涉及发展计算机作为智能实体的能力［2］。人工智能的发展
可以分为弱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3］。有学者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刚刚起步，
尚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4］。对于这样一种新兴事物，理论的认知还不充分，尚未形成共识。例如有
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包括输入、学习、输出三个过程［5］；也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分为输入和分析
两个环节，输入环节即信息数字化和结构化，分析环节是对信息内容进行分析并输出分析结果［6］。
从技术角度，人工智能数据输入天然地具有著作权侵权风险。
2014 年，
“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简称 GAN）技术出现，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取得了颠覆式的发展，这使得人工智能得以在工业中爆发式运用，并逐渐侵入人类创
作领域。在此之前，依托多层神经网络进行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现图像处理、文本
挖掘等功能。始于 1995 年的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简称 CNN），就是多
层神经网络的一种。而 GAN 技术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数据成本。早期基
于 CNN 技术生成神经网络需要数万甚至数百万张图像来进行自我训练，而基于 GAN 技术的判别
模型只需要 100 ～ 300 张真实图像，实现了用较少的输入创造更多的输出［7］。不过，
“即使这些
先进的 AI 功能允许计算机在没有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生成图像，计算机仍然需要有学习的材料，
而它们用以学习的图像可能是受版权保护的”［8］。“机器创作需要人类事先提供海量数据的‘母
乳’，而从事自主深度学习的主体是作为智能机器的‘孩子’自己”［9］。
无论是基于 CNN 还是 GAN，人工智能深度学习都离不开人类提供海量的数据和文本。向人
工智能输入数据，是机器自我学习的前提，类似于机器阅读资料，也有学者形象地将数据输入称
为“机器阅读”［10］。数据输入对应着著作权法中的“复制”，受权利人复制权的控制。
1.2

实然：数据输入落入侵权困境

在数据输入过程中，难免涉及他人有版权的作品。开发者面对海量涉及版权的作品，一方面
为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而不得不复制，另一方面又难以一一获得权利人的许可。那么，未经权利
人许可将该作品作为机器可读的数据复制到人工智能中，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是否正当呢？
人工智能数据输入属于著作权中的“复制”行为，未经许可复制他人作品当然受到著作权人
复制权的约束。但人工智能开发者是否能够以合理使用主张豁免呢？
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中，
“合理使用”始终是最重要的不侵权例外规则。在 2020 年最新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第二十四条的合理使用条款仍然采用“封闭式列举”的模式，
明确规定了合理使用的十二种具体情形，第十三项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作
为兜底。因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此未有明确规定，故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规则的仅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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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二种情形。
经过一一比对，能够用来解释人工智能数据输入的，只有该条款的第一项或第六项，但均不
完全符合。首先，该条款第一项“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个
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限定了使用作品的目的，应作狭义理解。为人工智能开发和运用输入数
据通常具有商业化色彩，且并非个人活动，显然不属于该条规定的情形。其次，第六项“为学校
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限于“少量复制”，且主体限于“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也排除了商业
性人工智能中海量的数据复制。无论是该条款第一项还是第六项，均不存在解释空间。
除此之外，抛开其是否构成转换性使用的争议，数据输入也难以采用我国《著作权法》上转
换性使用的解释路径。我国转换性使用解释路径主要是通过该款第二项进行切入，但“大量基于
转换性使用的再创作行为能否被‘评论作品或说明问题’所涵盖，需要从比较法上全面探究转换
性使用的解释经验才能获得答案”［11］。而将数据输入解释为“评论作品或说明问题”，显然超越
了文义解释的限度。
因此，数据输入也难以以该项解释为该款第二项。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数据输入不属于此
十二种情形的任意一种，难以构成合理使用，进而应认定为侵权。
综上，人工智能数据输入在修改后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既没有明确、单
独的合理使用条款作为正当依据，也不能通过其他条款的解释而使其正当化，数据输入不构成现
行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因此，未经权利人许可向人工智能输入数据构成著作权侵权。
1.3

应然：数据输入亟待不侵权例外

虽然依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未经权利人许可向人工智能输入数据构成侵权，但禁止此种行
为可能直接阻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因此，从应然层面而言，按照著作权法“促进社会主义文
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的立法宗旨，为人工智能创设不侵权例外，具备充分的正当性。
第一，人工智能的复制目的是为了机器的自我学习。若将人工智能类比为人，机器大量的自
我学习行为，类似于个人的自我学习，用以提高人工智能的智慧，从而间接地促进文化和科学事
业的发展与繁荣，而不能被理解为单纯的商业行为。
第二，人工智能依托海量数据输入，不可能一一获得权利人的许可。人工智能需要以占有
海量的文本数据为前提［12］，诸如机器翻译或对象检测之类的传统应用程序享受了数十年来积累
的大量训练数据［13］。以基于人工智能的谷歌翻译为例，其原理是用户输入待翻译文本后，人工
智能在自身海量文本数据库中对比分析，匹配相似度最高的文本并对应翻译后文本，实现文本转
换。如果数据库不够大、文本数量不够多，就难以实现精确的匹配，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就大打折
扣。而这些海量的文本，不可能一一获得权利人的明示同意，只能依靠著作权中的合理使用、法
定许可或集体管理予以解决。
因此，基于人工智能数据输入的自我学习性质和技术特性，应酌情为其创设不侵权例外。

2

合理使用条款下创设数据输入例外具备正当性

目前，在我国著作权法潜在的不侵权例外中，有三种可供选择的制度模式，分别是：合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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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定许可，以及集体管理。对于人工智能数据输入来说，哪一种是最优选择呢？这也是当前
学术界争议的核心问题。
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作为最重要的不侵权例外，合理使用自然最早映入研究者的眼帘。但
近来，部分研究对选择合理使用调整人工智能数据输入进行了较为猛烈的批判。笔者认为，合理
使用仍是人工智能数据输入最理想的制度选择，将数据输入纳入合理使用、在合理使用条款下创
设单独的数据输入例外，不仅具备充分的可行性，也具备充分的正当性。相比之下，法定许可、
集体管理模式有些纸上谈兵的意味，并不具备可行性。
2.1

让渡不正当垄断权

在既有研究中，有部分观点认为，将数据输入无条件地归入合理使用，会极大地限制作者的
著作权，打破权利人与公众之间利益的平衡，相对而言，法定许可和集体管理的模式更能保护著
作权人的权利。
“如果将合理使用制度完全适用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将通过剥夺普通公众的权
利而增强大型技术公司的实力，不符合合理使用制度设立的初衷［14］”。在其看来，若将数据输入
行为纳入合理使用中，人工智能开发者便可以随意使用作品，而侵害著作权人的权利。
但上述观点一方面存在一定的观念混淆和认识误区，混淆了应然和实然的逻辑，另一方面也
不符合著作权基本理论。
诚然，合理使用制度被认为是“对著作权的限制”。然而，限制本身内置潜在的前提：作为垄
断权的著作权，垄断应具有正当性。如果垄断本身是不正当的，便不应当赋权，此时“削弱权利”
之说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打个比方，如果将数据输入行为比作一个特定物，该特定物本不
应属于甲，却因为不正当的制度规定而属于甲，进而认为剥夺了该特定物就是对甲所有权的削弱，
这便违背了所有权制度的初衷。此时，应当检讨的是前提问题，即垄断是否具备正当性，而不是质
疑其是否会削弱所有权。数据输入构成著作权侵权是实然问题，而是否应当构成侵权是应然问题。
如不反思垄断行为的正当性，而仅凭数据输入行为违背了现行立法这一实然问题，推导出该行为属
于著作权侵权、将其纳入合理使用会削弱权利人的权利这一应然结论，就混淆了实然与应然的逻辑。
事实上，根据传统的激励理论，知识产权是为了激励知识产品的产生，赋予权利人垄断权只
是手段，促进社会知识产品的增加才是目的。如果垄断阻碍了知识产品的产生与技术的发展，那
垄断本身就是不正当的，也就违背了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初衷。
因此，在现行法赋予权利人在数据输入中的垄断权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前提下，也无所谓削弱
著作权之说。将数据输入的自由从“复制权”的不当垄断中解放出来，是技术发展的要求，也符
合知识产权制度鼓励创造的初衷。
2.2

社会福祉最大化

从社会福祉角度，如果数据输入采用法定许可或集体管理模式，等同于赋予权利人一个选择
权：权利人有权选择是否让开发者利用自己的作品。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会导致人工智能得
以建立的知识基础不全面，因而其产生的效果也很有可能偏颇，社会公众将无法通过人工智能享
受人类知识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如果部分人选择许可、部分人拒绝许可，就相当于许可模式
创造了一种人为的不平等，而这种人为的不平等是许可模式本身带来的异化，在新技术发展的浪
潮下，为少数人保留作品的许可权会与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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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与法定许可和集体管理的传统许可模式相比，合理使用不会在人工智能时代发
生异化，具备价值上的优越性。
2.3

企业经济成本考量

数据输入被纳入合理使用而非法定许可或集体管理也是立法前瞻性的体现。
人工智能技术意味着海量数据文本的输入，数据数量之多难以计数。如果利用每件作品都须
获得权利人的许可，只能通过法定许可和集体管理组织模式加以解决。如果按照现行法定许可费
的最低标准，潜在的许可费也是巨额数字。即使降低许可费标准，企业有限的经济成本也会让许
可费降到聊胜于无的地步，法定许可的价值也不复存在。
如上述谷歌翻译技术依托的数据库文本已经积累了数十年，即使每件作品支付 1 美元，企业
负担数以百亿计的许可费也是绝不现实的。在此意义上，法定许可、集体管理只是纸上谈兵，并
未从经济成本上考虑可行性。伴随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对文本数量的要求只会越来越多，通过
传统的著作权许可模式实现利益分配，缺乏起码的技术远见。
2.4

控制还是抑制

对合理使用制度可能带来的“机器创作者优位”，也是一种普遍的担忧：
“人工智能获得合理
使用赋予的著作权例外很可能对人文进步和创造性造成威胁和挑战。人工智能的进步不等同于人
文进步和创造性的提升。当人工智能足够提供具有人文内涵和创造性的作品，人类的创造能力将
因为缺乏驱动力而逐步削弱。”［15］机器学习技术的广泛使用，会形成以剥夺著作权人利益为代价
服务于大公司利益的局面，长远看将抑制作者创作的积极性［16］。“如果人工智能对于作品的使用
构成合理使用，那么传统以公共利益造福社会大众的合理使用制度就可能容易被采用人工智能的
大企业所滥用，反过来损害处于相对弱势的数以万计作者的利益。”［17］
诸如此类的担忧反映了一种价值上的谬论，即人类担心自己的地位被人工智能超过，人类会
在创新的浪潮中被人工智能取代。但这反而误解了人工智能，是短视的体现。
人工智能诞生之初就承担着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信息产出的使命。数据输入被纳
入合理使用，顺应了解放生产力的要求，使人们无需劳动就可以欣赏到更多、更精彩的作品。基于
这个立场，有学者提出“作品客观主义”，主张作品本身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目标，人们欣赏的是客
观存在的作品，而不应考虑谁创作了此作品［18］。而数据输入行为被纳入合理使用可能侵占作者市场
份额的说法，则完全是将人工智能使用作品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混为一谈。数据输入纳入
合理使用，并不意味着其生成物应当被保护，至于市场份额，是生成物的保护模式应当解决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人的生产力注定会被机器的生产力所超越，机器的初衷就是为解放人类而存在
的。如果数据输入不能被豁免，那反而会抑制人工智能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要做的，绝不是抑制
机器产出内容，而应当是控制机器为人类服务的方向。

3

创设数据输入例外是可行选择

为数据输入创设单独的合理使用情形，不仅具备价值上的正当性，且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备
可行性，主要体现为：一，从理论角度，将数据输入纳入合理使用，能够契合现有的合理使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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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二，从实践角度，通过组合利益分享机制，能够维持著作权人、开发者、社会公众的三
方主体利益，较之传统的许可模式更具现实可行性。
3.1

契合合理使用的理论体系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数据输入构成非表达性使用，从而应当被认定为合理使用［14］［19］。非表
达性使用通常针对信息网络中的中间拷贝行为，即仅仅是拷贝，而并未向公众传递作品的表达性
内容［15］。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中的非表达性使用作品，因具有目的和功能的转换，从而应被认
定为合理使用［20］。也有学者将人工智能分为表达性和非表达性人工智能，而非表达性人工智能
不宜被认定为合理使用［21］。
“非表达性使用理论”肇始于美国法院判决的谷歌数字图书馆案［22］，我国学者进一步将其
发展为“整体说”理论：
“有些合理使用行为的实施需要以复制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专门为
了合理使用行为而进行的复制，应当与后续使用行为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应当与后续
的合理使用行为割裂开来。换言之，如果是专门为了后续的合理使用行为而未经许可复制他人作
品，应当认定为合理使用行为的一个部分，同样构成合理使用。”［23］
人工智能追求的目标即向机器赋予人的智慧，使其像人一样思考。既然人工智能是模拟人
脑，人工智能创作就应当类似于人创作，而数据输入相应地就类似于人类读书、查找资料，将信
息存储进大脑中，以创作新的作品。人将信息存储进大脑中，固然因未形成稳定的有形复制件而
不构成侵权，但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作人的代替者，基于起码的公平正义，在保证信息不被滥用的
情况下，数据输入人工智能大脑也不应当构成侵权。因为，此时数据输入行为不能被孤立地看作
复制作品，而应当与后面的创作行为结合为一个整体，如果后面创作出的作品并不侵权，前行为
也因此应当被豁免。此时，前行为属于准备使用的行为，为了服务于再创作这一目的行为而存
在，目的行为不侵权，准备行为也应当被豁免，这正是“整体说”所要表达的基本理念。
从理论的角度，
“整体说”理论正是将人工智能数据输入纳入合理使用的最佳注脚。无论是
“转换性使用”“非表达性使用”还是“整体说”，人工智能数据输入都能在合理使用理论体系中
找到一席之地。
在比较法上，欧盟 2019 年颁布的《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明确加入了文本数据挖掘（Text
Data Mining，简称 TDM）例外。而数据输入的技术形式与 TDM 近似，这也从实证法角度证明，
创设数据输入例外具备可行性。
3.2

辅以利益分享机制

将人工智能数据输入类比为人的学习行为，从而论证其属于合理使用，但同时应注意，人工
智能并不是人，不能与人享有同等的合理使用待遇。而且，人工智能作为商品，可能带来巨大的
收益。因此，如何在创设新型合理使用情形的同时平衡其中的利益分配，是应当思考的现实问题。
总的来说，人工智能数据输入涉及三方主体的利益：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者需要拥有
利用作品的自由；第二，权利人作品被利用应当获得报酬；第三，社会公众可以享受人工智能带
来的便利。如果将数据输入简单地纳入合理使用，只迎合了开发者一方利用作品的自由。
作品的权利人，其作品是人工智能产生成果的前提，理应分享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收益。在
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著作权人、开发者、社会公众之间利益的平衡，辅之以利益分享机制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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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选择。如果能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妥善而现实的利益分享机制，不仅可以维持权利人与开
发者的地位，还可以促使数据输入从禁用机制向分享机制的转化。不仅解决了抑制技术发展的难
题，还能够扩大权利人与开发者之间的共同利益，产生激励作者创作的需求，从而顺应著作权法
立法宗旨，最终达到促进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目的，便利社会公众。
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海量的数据复制，一一确认著作权人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因此，有学
者提出对人工智能开发者“征税”［21］。这个办法，相当于将开发者依靠社会智力成果的获利回
报给了社会公众。另一方面，相较而言，征税既能保障开发者的自由，又能按开发者的盈利多少
收费而无需“按件收费”，在利益分配模式上更加合理，这是法定许可及集体管理等传统的著作
权许可收费模式无法实现的，不失为一个平衡多方利益的好办法。

4 数据输入例外的具体规则展望
就具体的合理使用规则而言，单独的人工智能数据输入例外在比较法上尚无规定。但欧盟
2019 年颁布的《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明确将文本数据挖掘作为合理使用的一种类型，这对
人工智能数据输入例外具体规则的制定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人工智能数据输入与文本数据挖掘的技术形式相似，但属于不同的技术范畴，在技术内容
上，二者呈交叉关系。一方面，二者存在诸多技术上的相似，如均以文本和数据输入为基础，
TDM 中需获取数字化文本，这与人工智能数据输入在著作权法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因此规则可
以互相借鉴。但同时，二者在数据的利用方式上存在差别，TDM 获取文本是为了分析文本从而
生成模型、趋势、相关性等，而人工智能的数据输入则是为了机器的自我学习，文本与数据用途
的差异要求不同的制度设计。
笔者结合《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尝试对数据输入例外的具体规则进行展望。
4.1

目的与主体要件不应限定

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第 3 条 TDM 例外限于科研机构和文化遗产机构以科学研究
为目的，第 4 条规定了另一种 TDM 例外，有学者将其称为“分析处理层面的 TDM 例外”：即
对作品或其他客体享有合法接触权的人在 TDM 目的下实施复制和撷取行为不侵犯版权或数据库
权［24］。第 4 条规定的分析层面的 TDM 例外不限于科研目的，但可因权利人声明保留而被推翻，
强制力弱于以科研为目的的 TDM 例外。
在巨大的利益博弈面前，
《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采取了较为保守的立法策略。有观点认
为，与第三国（如美国、中国、日本）对民间主体的无区别对待相比，欧盟限制 TDM 例外主体
的保守立法不尽如人意，从而使欧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上错失良机［25］。
现实中，人工智能如微软小冰、谷歌图书馆等，开发者往往是大型企业，且多基于商业目
的，而非科研目的。一般地，占有大量用户数据的企业才有开发人工智能的能力，而且大规模用
于商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顾事实，仍然将目的限于“科研目的”、主体限于“科研机
构”，不符合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情况，与现实需求不匹配，会阻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因此，在合理使用的具体规则制定中，不应当限制数据输入的目的与主体。但基于平衡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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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利益的考虑，可以从目的、主体上区别构建利益分享机制。如对商业性开发者征收更高的税
而对科研机构免税，或者对表达性使用作品的人工智能征收比非表达性人工智能更高的税。这样
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松绑，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商业性人工智能的获利中分享收益。
4.2

行为要件限于“复制”

在行为要件上，
《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将 TDM 例外限定于复制与提取，而不包括信息网
络传播、改编。有观点认为，我国未来 TDM 例外的行为要件应延及信息网络传播［24］。笔者认
为，与 TDM 相比，人工智能利用文本与数据是为了机器学习而非表达性使用，若将行为要件延
及改编、信息网络传播等，会给人工智能在该类作品利用方式上予以豁免，这反而会造成“超人
类待遇”。因此，人工智能数据输入的合理使用，在行为要件上应严格限定于复制。
4.3

适用要件引入“安全保护措施”

在 TDM 例外的适用要件上，
《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明确开发者应采取适当的安全保护措
施。缺乏安全保护措施会导致作品的泄露，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害是难以弥补的。因此，在人工智
能数据输入中加入安全保护措施作为例外的适用要件十分必要。同时，
《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
在适用要件中还加入了来源合法。合理使用制度本就是为了省去权利人许可负担，强调来源合法
反而与合理使用的精神相悖。且人工智能数据输入用以机器学习的作品数量更多，强调来源合法
可能并不务实。即使未来将来源合法作为适用要件，也应对其采用限缩解释，不宜过分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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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Data Input and
Fair Use of Copyright
WANG Kaiwen
(Civil,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law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ﬁcance］ In Copyright Law, AI data input is reproduction. Without permission,
data input may be infringement. Fo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 single exception for data input is urgent.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justiﬁes exception for data input from technical ethics, legislative correction,
social equity, and corporate costs, and demonstrates its feasibili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y researching
comparative law, references speciﬁc rules. ［Result/conclusion］ A exception for data input could alienate
unfair monopoly power, maximize the well-being of society, reduce the economic burden of enterprises,
and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ory, it agrees with the fair use system, while in
practice, combining fair use with sharing mechanism could beneﬁt the three parties. By learning from the EU
TDM exceptions, speciﬁc rules are proposed: subjects and purposes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behavior should
be limited to reproduce, and safety protection measures should be introduced.
Keywords: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input; Copyright; Fai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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