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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保护这个万亿元产业
——我国网络版权产业保护现状调查

近期发布的近期发布的《《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20202020）》）》显示显示，，20202020年年，，中中

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规模首次突破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规模首次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万亿元人民币。。版权作为知识产权版权作为知识产权

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资源，，版权产业已经成版权产业已经成

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面对庞大市场面对庞大市场，，该拿什么保护网络版权产业的该拿什么保护网络版权产业的

健康发展健康发展？？经济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家网络平台经济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家网络平台、、权利人以及法律专权利人以及法律专

家后发现家后发现，，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版权保护的形势不断变化版权保护的形势不断变化，，在某些在某些

局部规则上局部规则上，，相关法律仍有完善空间相关法律仍有完善空间，，互联网时代的版权保护值得更多互联网时代的版权保护值得更多

期待期待。。

很多人愿意花 20 元喝一

杯奶茶，却为何不愿为一篇文

章或一首歌曲付费？如今，这

一困扰内容生产者多年的尴尬

局面正被打破：去年疫情期间，

在线教育、网络文学等相关版

权产业逆势而上，呈现出强劲

发展势头。其中，付费社区、在

线课程等知识付费产品表现抢

眼，越来越多内容平台获得可

观收益，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得

到了更好保护，从而促进了整

个行业的繁荣发展。

人们越来越愿意为原创内

容付费，这说明整个社会尊重

知识、尊重创作、尊重版权的良

好氛围正在形成。知识产权保

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多年来，我

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等

多种手段，从审查授权、行政执

法、司法保护等环节逐渐完善

保护体系，积极宣传引导社会

尊重创造、尊重创新。在这样

的大环境下，我国版权产业迎来飞速增长，已经成

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要看到，让人们尊重知识产权，愿意为原创付

费，不是一个强推倒逼的过程，而是要靠软环境一

点一滴培养的过程。当今社会，用户真正稀缺的

并不是付费意愿，而是宝贵的时间。当消费者免

费获得内容的时间成本高于购买正版内容的金钱

成本时，他们一定不会吝啬腰包。因此，中国版权

产业想要做大做强，需要行业拿出真正值得付费

的好内容、好服务、好体验。

值得肯定的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内容平台

从简单的“搬运工”逐渐向生产原创内容发展，版

权作品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以短视频领域为

例，一些内容平台推出的原创视频产品用精巧的

构思与短小精悍的语言在更短时间内表达出丰富

内涵，不仅赚到了流量，更赢得了口碑。还有一些

平台并不直接生产内容，却通过好服务、好体验，

好的分配机制黏住用户，让他们心甘情愿为之埋

单。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平台逐渐构建起不可

取代的“内容”护城河，我国网络版权产业会获得

更繁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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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相关产业发展进了相关产业发展，，图为某数字图为某数字

文化产业交流展上的网络游戏周文化产业交流展上的网络游戏周

边产品边产品。。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以短视频、网

络直播为代表的新业态、新传播逆势爆发，相关

创新技术和应用不断涌现，网络版权保护事业

在迎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对合理、合法、合规的

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以

一系列新举措回应了互联网时代版权保护的新

需求，展现了我国对知识产权成果保护的文化

自信。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网络版权

产业仍有新问题不断显现——哪些手段可以助

力互联网时代的版权保护？近日，经济日报记

者采访了多家网络平台、权利人以及法律专家，

寻求互联网时代版权保护的更多答案。

谁动了我的作品

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从事艺术设计工作的

葛冰是网络文学爱好者，最近在读很火的网络

小说《星球建造师》。“最初，我只是在搜索引擎

上随便搜索一下，可连着翻了前三页，全是这部

小说的盗版链接。这些盗版网站不仅排版粗

糙，还充斥着一些低俗小广告，严重影响了阅读

体验。”葛冰告诉记者。

“小说一发表，3秒就被盗。”阅文集团作家

吱吱对自己的作品被盗版深恶痛绝，“他们可实

现脚本自动监控采集，一经发布，盗版网站几分

钟时间就能更新。读者看了盗版网站上的脚

本，怎么会到我这里付费阅读？”

与作品被盗版相比，最让作者深感懊恼的

是自身声誉受到影响。阅文集团的一位作家告

诉记者，“一些盗版网站上充斥着很多不健康内

容，严重影响了网络文学的声誉。由于盗版网

站管理不规范，读者还经常会受到弹窗小广告

的影响，破坏了阅读连贯性。久而久之，读者会

把网络文学与低俗画上等号，严重破坏了整个

行业的健康发展”。

影视内容同样是被侵权重灾区。《2020 中

国网络短视频版权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 1月

至 2020 年 10 月，在对 4894 件影视综动漫类作

品 的 监 测 中 ，共 发 现 短 视 频 疑 似 侵 权 链 接

1406.82万条。

记者尝试在某视频网站上搜索此前热播的

电视剧《觉醒年代》，首先跳出的内容居然是一

系列用剧中素材重新剪辑而成的影视解说视

频。如今，用“短视频碎片化追剧”的方式正在年

轻人中流行，在一些平台上，“剪辑”“影视解说”

类账号比比皆是。蹭着热播影视剧的热度，这些

视频网站赚足了流量，形成了强大吸粉能力。据

了解，过去影视市场运营不规范，个别影视剧存

在借助营销账号进行剪辑以谋取热度的情况。

但随着市场不断规范，“良心剧”越来越多，所谓

“共赢”的态势也被相应打破。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知识产

权法学研究会理事熊文聪告诉记者，目前，影视

类短视频作品侵犯版权的形式主要包括：将原

本的影视作品稍加剪辑、简单拼接的“搬运”，以

及将影视作品进行“二次创作”的“剪辑、切条”

行为。“短视频碎片化追剧”是其中最为典型的

例子。“影视剧解说类短视频虽然篇幅较短，但

基本覆盖了一部影视剧的主要内容、情节脉络、

人物关系及精彩桥段，足以构成原影视剧的一

种衍生品，可以通过广告、带货等流量变现方式

获取商业收益——而这完全是影视剧著作权人

可能会开发的区分性市场。”熊文聪表示。

此外，随着部分平台对短视频创作者的补

贴力度不断加大，专靠搬运、复制赚取补贴的产

业链随之滋生，并衍生出剪辑收徒、插播广告、

带货等生意，利益链条盘根错节。对于内容产

业来说，如果侵权内容截获了原生内容的用户

流量与传播热度，降低了内容变现空间，导致上

游平台高成本、高投入的原生内容转化力被迫

降低，最终将破坏整个产业生态链条。从这个

角度来说，维护版权就是维护内容产业良好的

生态环境，对于整个行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取证难 成本高

哪里有侵权，哪里就应该有维权。但是记

者在调查中发现，现实中大多数权利人并不会

积极维权，而是选择沉默。这是为什么呢？

沉默的原因之一，是目前法律对于很多侵

权问题仍未做出明确界定。以短视频为例，在司

法实践中，对于合理使用素材的判断极为复杂。

最初，哔哩哔哩某 up主认为自己制作的电影解

析节目只是合理使用素材，并不存在侵权。因为

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

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

已经发表的作品，无需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也无

需支付报酬等。但是，他在一次版权纠纷中被对

方告知。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未经著

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

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

方式使用作品的，属于侵权。这种不能完全解释

清楚的情况，让创作者们左右为难。

冠勇科技创始人兼 CEO吴冠勇解释说，如

何判断一个短视频是否构成侵权，实践中需要

从原作品内容的数量、质量、剪辑的创作成分与

原作品成分的比例，以及剪辑是否可替代原作

品等多个角度考量。他举例说，“二次创作”短

视频若加入自有文案、配音等具有了独创性，形

成新的视听作品，就很难界定是否侵权。因此，

网络服务商必须守土有责，通过鉴别视频时长、

监控分类分区排行等方式，尽最大努力过滤有

明显侵权行为的作品。

记者发现，在其他内容生产领域，边界模糊

的法规也很普遍。“一个完整的文字作品属于作

者的智力成果，必须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然而，

这个常识对传统严肃文学、纯文学来说非常清

晰，对网络文学却存在很多模糊地带。”网络文

学作家走走告诉记者，网络文学作品一般都是

要素的组合堆砌，如果将这些要素剔出，大部分

都属于公有领域范畴，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一旦这些要素经过作者选择与安排形成完整作

品，就具有独创性，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一旦原创内容得不到有效保护，创作者的

创作热情会深受打击，这对内容平台来讲也是

一种无形损失。知乎答主马前卒好不容易把自

己的账号经营得有声有色，几篇文章上了热

榜。不想没几天，他就发现其他平台某大 V 抄

袭了自己的答案。“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不保

护某一种创意，只有当你的思想落实成具体作

品时，才受到法律保护。然而，对于创作者来

说，选题、切入角度、寻找素材恰恰是最耗费精

力，也最具有商业价值的地方，目前这些还不能

在法律中被体现出来。”马前卒遗憾地说。

“对于法律法规的边界模糊，我们暂时可以

搁置争议，但对于恶意盗用原创内容，危害到内

容创作者根本利益的情况，必须严厉打击。”知

乎创始人、CEO 周源建议，网络作品版权保护

可参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方法，

对作品版权维护实行集体管理。具体来说，可

由平台作为内容版权的管理组织集体维权，以

降低单个案件维权成本，提升维权效果；呼吁更

多平台参与其中，打通跨平台的收益分享与侵

权投诉渠道，建立保护原创的共同体。

沉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利方维权难，

投入产出不成正比。“我们写作时间很长，需要

集中精力，让我自己做盗版追溯、举证，真的非

常困难。一些作者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维权，

身心俱疲，根本没有时间继续创作了。”吱吱说。

在短视频领域，情况更为复杂。版权方要

发起维权，一方面要取得 up 主的实名认证信

息，这或多或少有点麻烦；另一方面，还要考虑

成本与收益的比例问题。实际上，在我国，著作

权侵权的法律责任并不高。因此，权利人会考

量网络发散带来的间接收益与直接输送产生的

诉讼收益比例问题。说通俗一点，自动剪辑和

再传播实际上更加强化了 IP，只要不太过分，

一般权利人都不愿意诉诸法律。

其实，现实中有很多解决方案值得深入探

讨。只有行业携手营造风清气正的版权环境，

积极保护创作者切身利益，才能促进版权产业

健康长远发展。阅文集团工作人员何广越认

为，通过一个个案件的民事诉讼不会有整体效

果，所解决的问题也有一定局限性，建议行业之

间加强三方面合作：

一是针对搜索引擎。“从阅文集团最近的热

门作品来看，搜索引擎上都是盗版链接排在最

前面。我们需要联动搜索引擎，至少让正版来源

在首页能找得到。”何广越说。二是针对手机应

用市场。目前，一些 APP 已经成为传播盗版内

容的聚集地，何广越建议，“APP上传内容时，应

该提供一些正版来源的初步证据”。三是针对广

告联盟。盗版渠道很少向用户收取订阅费用，它

的盈利模式主要是发行广告，具体来说，主要盈

利来源都靠广告联盟。因此，如果广告联盟能够

配合行业投诉，切断存在盗版行为的 APP 和网

站资金来源，将有效打击盗版内容。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也认

为，搜索引擎作为社会大众接触互联网的重要

入口，其经营者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建议强化

对搜索引擎的监管和惩处力度。广告收入是盗

版运营的主要经济来源，要尽可能斩断盗版网

站的利益链条，使其无法生存。

新技术是利器

随着网络技术高速发展，侵权盗版行为也

呈现出网络化、新型化、复杂化、高技术化等特

点，给版权保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要减少因

盗版而产生的隐性损失，需要及时监测盗版的

出现，否则损失难以挽回。然而，每天通过网络

平台账号发布的原创内容达上千万条乃至上亿

条，做到快速监测并不容易。

值得欣慰的是，反盗版技术能力在与盗版

的斗争中不断进步。经过长期探索，上海冠勇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利用 AI 技术形成了强大网

络监测能力——通过实时监测时间、内容，几秒

钟内就能提取特征，快速判断是否侵权。他们

还研发出一套海量视频内容搜索系统，具有文

字、声音波纹、视频图像画面帧内容的搜索功

能，能实时监测到上千万条侵权链接。

此外，时间戳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版权领

域。该技术能相对明确地证明某一作品的完成

时间与完成状态，作为证据来说，是一份证明力

较强的电子证据。作者可以通过该技术把证据

以非常低的成本保存下来，随后开展初步维权。

近年来，区块链技术在版权保护应用上的

成功案例也令人深受鼓舞。在中国版权协会制

作的中国版权链上，记者看到了四川微法院区

块链证据校验服务模块，这一模块可以针对权

利人的委托开展全天候监测，并针对侵权结果

实施相关在线互证，形成了查询、比对、审查、阻

碍、报道的服务体系。

广大互联网企业是版权保护和运用的受益

者，更应懂得版权的价值——除了要牢固树立

版权意识，还要学会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管理效

率。腾讯公司视频版权维权总监刘政操告诉记

者，“有了版权链以后，我们在正版作品里打上

水印等防篡改的区块链技术权利标识，就能实

现侵权作品与正版作品的明显区分。这相当于

我买一个产品，上面有防伪二维码，大家可以非

常简单的识别，解决了短视频行业正版内容与

盗版内容鱼目混珠的问题”。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凌云对版

权链也充满期待，“任何一项技术都有其一体两

面，区块链技术在版权领域的应用刚刚开始，仍

有很多待完善之处。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对版权保护的作用，结合各项技术之所长，打

造更加完善的数字版权保护生态”。

“任何一项新技术产生后，一定要有与之配

套的规范和制度做保障，中国版权协会未来的

重要工作就是建立与之相配套的规范制度，让

制度为技术的发展保驾护航。”中国版权协会理

事长阎晓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