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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7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72亿，普及率达到
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
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譹訛。伴随着数字版
权交易量与日俱增，数字版权交易风险越发凸显，不容

忽略,包括数字版权交易制度上，一权多卖的规制和人
工智能的作品认定问题；管理上，版权集体组织机制和

平台信息滥用问题；技术上，技术措施合理使用难和数

字版权潜存无序扩张趋势问题等等。为此，本文拟从

数字版权交易过程中的潜在风险问题切入，力图探究

出我国发展数字版权产业的法律适用路径。

一、数字版权交易制度层面的突

出法律风险：立法滞后、一权多卖和作

品认定难

数字作品在交易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风险即是制

度本身受到立法能力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立法滞后，

无法解决新环境下的版权交易纠纷，最为典型的包括

“一权多卖下的版权归属模糊”和“人工智能的挑战”

等问题。

（一）立法滞后，侵权成本过低
基于数字技术的超前发展和相应立法的滞后，我

国现行相关数字版权法律制度并不具备明确的指示

效果。以版权转让制度为例，虽然《民法总则》《合同

法》《著作权法》已形成一个交叉完整的法律体系，但

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对于数字版权转让的具体规定甚

少，同时与之配套的版权估价制度也相对不完善，泡

沫性增长的数字版权容易造成巨额损失。

我国《著作权法》第 24条至 29条虽然规定了“版
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但实际上法条只是强调许

可和转让应当订立书面合同等一般规定，关于版权转

让登记是否具备对抗效力未曾提及，由此版权公示的

公信力受到质疑，难以实行全国集中统一登记。此外，

《著作权法》第 26条、《担保法》第 75条、《物权法》第

譹訛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 hlwfzyj /hlwxzbg/hlwtjbg/201803/
t20180305_702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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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条和《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办法》均明确了版权
质押，但对于现行立法规定的质押标的范围狭窄，出

现制作周期较长的未来影视剧能否质押等现实争议

问题，依旧无法盖棺定论。《著作权法》第 49条设定了
版权侵权赔偿标准，即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违法所

得和人民法院决定的 50万以下的赔偿标准。《著作权
司法解释》虽表明“实际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

所造成复制品发行减少量或者侵权复制品销售量来

确定，但是立法关于“违法所得”的认定尚属欠缺。同

时根据《著作权司法解释》第 25条第 2款,法院在确
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的使用费、侵
权行为性质等事项，而 50万的惩罚性赔偿金与侵犯
版权能够带来的利益相比，难以阻止侵权行为，因此

现有的赔偿金标准应重新确立赔偿上限和下限。

版权交易成本应当包括签约作者费，制定授权合

同的费用以及为了解决合同本身的问题花费大量的

时间和金钱成本，需要详实的法律制度规范整个流

程。而目前版权交易市场的一个怪圈是，侵权人虽然

知道自己未经他人许可实施了受版权控制的行为，但

是停下侵权的成本可能比需要支付的赔偿金更高。在

“Authors Guild, AAP v. Google, inc”一案中，谷歌数字
图书馆自 2004成立以来，与世界主要大学图书馆达
成合作，复印了将近 2000万本书籍，因此被美国作家
协会和美国出版商协会起诉。谷歌在遭遇此类纠纷的

时候已经给付了不菲的签约费用，考虑其交易成本和

目前交易带来的收入之后，依然选择继续提供受争议

作品譹訛，此类“明知故犯”的行为同样源于侵权成本与

投资收益之间的差距。

此类问题的解决仍需回归立法本身，或着眼于侵

权赔偿标准的重新划分，或集中对专类合同的规则制

定，力争切实解决因侵权成本较低引起纠纷的问题。

（二）“一权多卖”导致版权归属模糊
数字版权交易同传统交易比较而言，交易主体的

复杂性增大，作品的存在具有变化性和流动性，产业

运营模式下，版权作者不一定就是财产权所有人。版

权不同于实体物，是一个可以进行重复利用的信息性

权利，多个主体可以使用，同时我国并不存在统一的

版权变动公示体系，结果是相应的买受方可能并不知

悉该财产权已经经过多次变动。

我国版权合同主要有两大类，即版权转让合同和

版权许可合同。我国不强制版权转让合同登记，对于

许可合同而言，也是自愿登记。依据《著作权法实施条

例》第 25条，订立著作权专有许可使用合同或转让合
同时，可以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著作权法》

修改草案送审稿第 59条明确了许可和转让合同的自
愿登记制度。潜存风险是，同一个期限内，同种权利可

能授予多个被许可人，或者在进行某个专有许可之后

又将该权利可能转让给他人。此类风险情况有三：一

是多个专有许可之间的利益冲突，专有许可的独占性

使用使得双方或多方相互排斥；二是专有许可和非专

有许可之间的冲突，专有许可的被许可人独占性使用

能够排斥非专有许可的被许可人的普通使用权；三是

许可合同与转让合同之间的冲突，专有合同受让人根

据合同规定应当享有对版权的所有权，成为新的版权

权利人，应当是具有防止他人未授权实施版权性质的

行为，但是被许可人根据合同也使用该版权，双方之

间的利益会产生冲突。我国版权重复转移现象频发，

歌曲《老鼠爱大米》曾同时被作者转让四次，“女子十

二乐坊专辑”也被多重买卖。由此，对于购买者而言，

要注意确定版权该项权利是否有瑕疵，是否会导致版

权归属模糊，做好尽职调查，签订合同之后向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备案。除此之外，“一权多卖”可以借用

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区分原则来界定行为的效力，

后买受人即便不能获得版权，也可以通过合同寻求缔

约过失责任救济。

（三）新技术环境下数字作品难以定性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对作品进行了列举式的

分类，但是新技术孕育了创新动力的同时，也产生了

许多难以定性的创造物，这些创作物具有优越的商业

价值，却易引发纠纷。早期机器对版权法而言，仅作为

创作和传播的辅助工具存在，在创作上仅限于代替书

写和丰富作品固定于载体的使用方式，不产生独立的

版权。但自谷歌的 Alpha上市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
人工智能具有能够与人类相媲美甚至超过人类的创

造力。在版权领域，人工智能最先进入创作行业，我国

腾讯公司自行开发了 Dreamwriter软件批量撰写财经

譹訛 770 F.Supp.2d 666 (S.D.N.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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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新闻报道譺訛。在电影行业，2016年伦敦科幻电影节
上出现一部由纽约大学 AI研发团队开发的递归神经
网络 Benjamin撰写的电影《Surprising》譻訛。对于这类新
的人工智能创造物，是否能作为作品受到版权法的保

护？如果能，那么版权人是谁？

作者认为，对这些创造物进行可版权性认定的时

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工智能的创造物究竟是属于

“思想”还是“表达”。版权法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而不

是本身，这一原则从《伯尔尼公约》开始就成为各国立

法的标准。汉德法官在“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一案中确立了抽象标准，即越抽象的、越普遍
性的，就越接近于思想；越具体的、越特殊性的，就越

接近于表达。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产生，需要通过人类

工程师设计出人工智能算法程序，再由算法程序创

作，这是一个由算法思想转化的过程，究竟是转化为

普通性的思想还是转化为具体的表达，现阶段的法律

都不能给予解释。其次人工智能创造物是否具有独创

性也充满争议，著名的“Feist Publications v.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
“独立创作”加“最低限度创作性”的标准，逐渐取代

“额头流汗”标准。但是，如果人工智能经过深度学习，

以现有信息为基础进行创作，此类创作物应从主观上

认定为客观过程而缺乏智力劳动，还是应从客观结果

认定为最低创造性产物，至今莫衷一是。人工智能生

成物的性质认定不仅仅是版权领域内容，其影响的是

整个现行法律体系以及法律与道德的永恒讨论。由

此，在现有环境下，作者更偏向于传统理论，即人工智

能尚不能承担“作者”身份。

二、数字版权交易管理层面的基

本法律风险：机制滞后和信息滥用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数字版权交易的整个过程离

不开相应的监督和管理，一方面现有的管理组织是基

于传统版权体系设立的，与数字环境不能完全适应；

另一方面各大数字版权网络平台存在用户信息泄露

的危险，亟需关注和管理。

（一）传统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机制滞后
知识产权与物权最大的差别在于权利客体的无

形性，作品可以被反复使用而不发生价值的折损。早

期的权利人通过订立契约行为不断实现知识产权的

价值。但是契约自由被强势的交易主体运用至极端，

权利人开始以“人合”的方式，创造出属于创作者的社

团组织及统一谈判缔约的功能。版权人将一部分著作

权授权给某一依法成立的组织，该组织以自己的名义

对这些授权作品进行管理。我国现有五家版权集体管

理组织，分别是：音乐著作权协会、音像著作权集体管

理协会、文字著作权协会、摄影著作权协会以及电影

著作权协会。这五家集体管理组织分别管理五类作

品，不存在交叉重合。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从事接受授

权、发放许可、收取使用费、分配利益、参加国际版权

集体管理协会并进行国际合作的管理和服务。从组织

的模式上来说，我国和德国均属于垄断型集体管理模

式，每个特定领域只有一个集体管理组织。该模式在

版权交易早期可以吸收更多会员和作品，管理成本降

低，并从长远上避免权利人的重复许可缴费。但是科

技带来产业模式的变更，垄断型集体管理模式的能动

性已大为逊色。从长远角度看，这种垄断型模式缺乏

竞争带来的活力，将逐渐陷入制度僵化的尴尬局面。

对于使用人而言，不交叉的集体管理模式要求使用人

四处寻求许可，交易速率降低。在一次性付酬模式的

束缚下，作者群体无法分享基于使用方式和使用频率

增加形成的“技术发展红利”。

实践中，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常常利用其优势地位

对使用人和权利人实施垄断行为，例如以节约谈判成

本为由，强迫使用人签订不必要的一揽子许可合同，对

权利人收取过高的管理费用。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

管理协会为例，在其召开的第二次会员大会上通过的

《全国卡拉 OK著作权使用费分配方案》，在去掉各种
税收及平台 8豫的费用后，权利人获得剩余利润的

譺訛 搜狐新闻《写稿机器人 Dreamwriter出马！单篇成文仅 0.5秒 自动配图及剪辑》，天海互联网研究院专栏，http://www.sohu.
com/a/205955114_505916.
譻訛《人工智能能写剧本了还被拍成了 9分钟的短片》，网易科技频道 http://tech.163.com/16/06/12/14/BPC7KJOA0009U7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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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豫，其中唱片公司占 60豫，词曲作者仅占 40豫，另外
50豫的利润则作为管理费用，在音像协会与其受托人
之间进行分配譼訛。该分配方案由音像协会制定，国家版

权局并不进行合理性审查，极大的权利还是掌握在集

体管理组织中。可见，垄断型的版权管理模式已渐渐

不适应现有的版权交易环境，为僵化的版权管理模式

注入活力十分必要，可以适当引入竞争机制进行改良。

（二）互联网数字版权交易平台信息潜

在滥用
数字版权交易风生水起，各大在线版权交易平台

如雨后春笋，平台竞争不可避免。对于交易平台而言，

竞争的核心应当是如何提高成交营业额从而占据交

易市场主位。大数据技术出现后，几乎所有的网络服

务商都在运用此类技术，整合个人信息，分类提取，总

结各类趋向数据。数字版权运营商可以通过大数据分

析出哪一类作品更受关注，进行重点推广，如果进行

过量数据分析且出现漏洞，则有可能侵犯个人信息

权。版权权利人通过用户网络注册使用交易平台，平

台在前期管理的过程中并未暴露出利用消费者个人

信息的行为，但随着在该交易平台使用年限的增长，

信息内容的增多，如果此类平台持续进行隐性“网络

监控”，在无任何提示下私密收集用户使用信息，潜存

的侵犯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之风险，就越发突出。以

“知情同意”为核心的传统个人信息架构难以应对大

数据带来的挑战，对于声明撰写者而言，难以清晰阐

述信息流转之后复杂的权利和义务，对于用户而言，

阅读冗长的隐私声明条款也有负担，正如学者兰道所

言，隐私声明远非为人类使用而设计譽訛。

2018年初，美国知名社交平台 Facebook被爆泄
露用户数据，超过五千万的个人信息被英国剑桥公司

不当获取，并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对目标受众精准投

放，一时间网络信息安全再次成为全球焦点，欧盟

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就对网络平台隐私保护提
出更高要求。在我国数据泄露同样屡见不鲜，信息数

据买卖已经成为黑色暴利产业，软件注册、平台登陆

都需要用户进行个人数据授权，虽有用户隐私政策的

维护，但实际上个人信息、隐私安全难以得到真正保

障，譬如小米论坛 800万用户信息泄露事件。信息化
时代，用户是流量来源，数据收集则牢牢把握网络生

态。可以预见，个人信息数据泄露将是移动互联网时

代最亟需解决的风险问题。

我国对个人信息数据的立法保护目前尚且比较

分散，应当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期对个人

信息定义、法律适用范围、多元主体责任界定等进行全

面梳理和明晰，把握住大数据时代的国家发展机遇。

三、数字版权交易技术层面的主

要法律风险：技术措施合理使用难和

数字版权潜存无序扩张趋势

数字技术的出现扩大了版权权利，饱受争议的是

合理使用制度的存在的确有其时代必要性，现在却陷

入“有名无实”的困境，究其本质原因仍然是数字技术

的版权扩张引发权利冲突的加剧。

（一）技术措施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影响
版权法中的技术措施，是指版权人为了防止他人

实施受版权控制的行为，通过技术手段对作品进行高

度保护，有时是为了防止复制，有时则以更高要求禁

止接触。技术措施设置的意义，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数

字时代侵权成本降低的问题，同时为了缓解传统版权

制度在数字时代的无力，尽量缝合固定的制度和超前

的技术之间的空缺。“合理使用”是在法律规定的有限

条件下，无须事先获得准许即可免费使用该作品。该

制度的订立初衷是为了在版权人个人利益和公众利

益之间寻求平衡，然而自数字技术推广以来，这种平

衡已经受到了冲击。DMCA的通过将技术措施与合理
使用制度连接譾訛，美国国内争议不断，认为技术措施极
大地影响了合理使用制度的价值基础。我国《著作权

法》第 22 条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 12 种合理使用的

譼訛 王秋实.《音集协 3年收卡拉 OK版权费 1.7亿一半被消耗》，《京华时报》2010年 1月 26日。
譽訛 杨延超于“创客 IP”解读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几个核心问题，2018年 6月 12日。
譾訛《美国千年版权法案》于 1988年由参议院通过，是一部颇具争议的关于现代版权发展的法律，主要针对网络版权侵权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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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与第 10条权利内容规定的灵活性相比，合理使
用更具限定性和封闭性。对于法官而言，封闭的法律

规则不如标准给予事实审理者更多裁量权，似乎在数

字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制度濒临“死亡”。

我们一般可以将技术措施分为两大类即接触控

制措施和版权保护措施，这两类如同保险箱严密保护

作品。只有付费或者其他方式征得权利人的同意，才

能接触或使用作品，这显然已经是延伸到合理使用覆

盖的范围。在各国具体制度方面，对于技术措施和合

理使用制度之间似乎更加倾向于版权权利人的保护，

例如在欧盟，既禁止提供规避技术措施，也禁止直接

规避技术措施。虽然在指令表面，该规定的使用可以

被合理使用有限排除，但“相关公众访问作品必须合

法”这一前提，恰恰与合理使用所强调的无须经过同

意即使用相悖，实际上数字技术背景下，版权合理使

用制度的应用举步维艰。

有关技术措施的规定还存在延伸风险，譬如：能

够生产破解技术措施设备的厂商可能被牵扯进侵权

责任的旋涡，可能导致遏制产业发展、妨碍商品流通

的恶果。客观上，技术措施无法识别接触、复制作品的

行为是合理使用行为还是违法行为，生产破解技术措

施设备的厂商，可能不知道该设备会用于非法规避。

但是笔者认为，禁止提供规避技术手段具有合理性。

与为了个人接触作品或利用作品直接规避技术措施

相比，向他人提供规避技术工具或服务的危害性更

大，应当予以合理控制。

合理使用制度的设立考虑到公共利益，其目的正

当性和价值选择不可轻易废止。数字时代下的合理使

用制度应当一如既往地以保护版权人权利为前提，同

时设立相对灵活的制度架构，给予法官结合个案具体

分析的裁量权。

（二）DRM技术标准产生的风险———以

数字音乐“独家版权授权”争端为例
上文中已经提到传统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

型模式存在不足，而自数字管理技术 DRM出现以
来，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在管理线上版权的授权优势已

经趋于淡化。20世纪末，受限于时代，技术措施被认

定为事先预防的加密措施和事后控制的数字水印技

术，DRM的出现改变了这种认知。DRM即数字版权
管理技术，作为集体限制设置、在先发行、认证许可、

使用跟踪、限制设备等属性为一体的技术措施下，数

字信息在不同主体之间流通，DRM就是数字信息使
用方式的控制。与版权集体管理强调平等对待权利人

和作品传播者不同，DRM更像是以经济实力和市场
影响力为导向的个体管理，其以作品传播者为核心，

追求投资人利益最大化，以数字音乐领域为例，管理

曲库基于 DRM技术，会吸收大量传播力明显的作
品，而对于相对小众、商业价值不够突出的作品视而

不见。DRM的运用，会使得曲库主体创造最大收益，
同时也适用独立歌手与音乐平台签约的主流趋势。表

面上看，权利人和音乐平台之间的协商有利于推动正

版化并实现许可效率最大化，但 DRM带来的风险也
逐渐显露。

DRM最为突出的风险就是单极主体利益最大化
牺牲了创作者利益、下游产业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同

时也使得市场竞争政策产生巨大改变。自 2015年以
来，网易云音乐和腾讯音乐之间的版权纠纷数不胜

数，其纠纷主要围绕数字音乐独家版权授权譿訛。不同
于美国音乐录音版权的法定许可和限定授权，我国主

要采取独家版权授权，以腾讯音乐为首的几家音乐平

台购买全球大量的音乐版权。2017年的曲库竞争中，
腾讯音乐以 3.5亿美元现金加 1亿美元股权的豪掷，
将环球唱片中国大陆地区数字版权分销权揽入麾下，

这意味着其在中国独占全球四分之一音乐版权，异常

高昂的价格当然是激烈竞争哄抬的结果。然而这种独

家授权模式弊端诸多，首先，软件用户福利丧失，为了

欣赏自己喜欢的音乐，用户常常需要下载两个以上的

音乐播放软件，无疑增加了广大用户欣赏音乐成本；

其次，横向方面，助长商业竞争模式的倒退。竞争模式

从软件用户体验感受和服务质量的竞争，异化为单纯

资本决定的曲库竞争。版权制度的排他性超出其原有

权利控制的范围，成为了挤压同行竞争对手的手段；

最后，纵向方面，不利于文化产业链的持续繁荣，独家

版权授权使得作品的多次利用可能性降低，知识产权

譿訛 网易云音乐与腾讯音乐关于音乐版权问题的纠纷从 2015年开始，在国家版权局的引导下曾于 2018年初达成合作协议，
但至本文截稿为止，独家版权授权争议仍未完全解决。

我国数字版权交易风险的基本法律问题张 冬 凌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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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多次使用的溢出效应和附加值完全丧失，纵向商

业模型的创新性难以实现。

（三）数字技术环境下版权的过度扩张

和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
几乎每一次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版权扩张的过

程。法学教授戈斯汀认为：“当享有版权的作品出现新

的技术性用途时，立法者应当迅速扩大版权，将这些

新用途包含其中，即使它们仅仅是私人使用。”各国为

了应对数字技术革命都进行了相应的立法或实践，我

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便是如此。然而，对

于技术环境下的版权变动，尤其是新的法定权利的产

生，极容易产生过度扩张的结果。版权法不仅是保护

作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保护作者利益的基础上鼓

励更多人进行创作，促进公共利益，不同利益主体之

间需要建议一种平衡机制；如果对于作者权利保护过

度，就会不利于公共利益。以“临时复制”为例，网络用

户在浏览页面时，因为必要技术的需要，很多数据被

临时复制在 RAM上，一旦该页面进行刷新或者运行
其他程序之后，这些信息就会消失。版权权利人曾提

出请求法律赋予他们控制临时复制的权利，这无疑是

在原有权利种类的基础上新增加，然而此类要求被拒

绝，是因为该权利的存在会导致使用者在很多情况下

失去获取信息的机会。众多法律人细心维持版权法的

利益平衡，学者们从学理上的版权立法宗旨出发，提

出了引用公共利益优先、在先权利优先原则等权利冲

突解决方案。但是原则缺乏更加客观具体衡量标准，

无法真正约束版权的过度扩张。令人堪忧的，为了应

对数字版权过度扩张的趋势，版权经过权利比较本应

该让位于其他宪法性权利，然而法律价值的位阶秩序

的流动性，导致权利位阶并非恒久不变，可见数字版

权潜存过度扩张的风险。

显然，技术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参与财产，具有利

益和各种权利、权力分配的特征，法律规范设计者应

深刻把握技术的本质属性后再进行逻辑、规则的制

定，然而，技术本质属性之复杂又使得法律问题的本

质属性难以掌握，技术属性的复杂使得不同权利之间

的冲突难以做出系统的预期性安排。数字版权立法任

重道远。

四、对我国数字版权交易风险防

控法律适用的几点建议

应当以数字版权保护的基本指导原则为出发点，

细化与交易息息相关的基本法律制度，同时在数字作

品的实际流转中，优化版权管理制度，严格划分交易主

体的法律责任，以期创设统一的数字版权交易平台。

（一）作为前提，以利益平衡为基本指导

原则
数字版权兼具私人产权与公权的双重属性，是一

种突出兼具公共属性的私权。作为私权，数字版权注

重保护权利人利益，控制他人侵犯版权的行为，以激

发作者的创造；作为公权，数字版权需要兼顾社会公

众对文化和科学作品的获取。在各国，个人利益和公

众利益的平衡理念贯穿版权法，法律为权利人设定了

多种专有权利，同时又通过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对专

有权利进行限制，以达到平衡目的。因此，未来在制定

数字版权交易法律制度时，应当坚持版权制度的双重

价值目标。此外，数字版权交易制度也需要维持多方

市场交易主体的利益平衡，这是作为公共政策的版权

交易制度的作用之一。

如同波斯纳在《知识产权的经济结构》中阐述的

理念一样，对于数字版权的保护应该更加服从于更高

的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或许技术环境下版权与

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应当根据一国的经济社会现

实、根据一国的产业技术政策以及知识产权政策等予

以动态地调整。政府在调控环节中应发挥作用，通过

科学设计、论证和推动实施，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

有效运行的互联网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应急预

警体系，建立透明的授权、监督和计费机制，加强社会

共同治理，为互联网产业的更好更快发展塑造风清气

正的外部环境。

（二）细化我国数字版权交易的基本法

律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数字版权的法律和

行政规范，仍然以《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

护条例》为主。对此，建议以第三次修改《著作权法》为

契机，在法条中明确数字版权的概念和范围，数字时

代作品的内容、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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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版权的创作物仍处于空白地带，造成权利人的损

失。另一方面，应当充分酝酿审慎出台数字版权贸易

的辅助性法律法规。数字版权交易基本法律制度应当

加大反盗版侵权的规定，对于新兴版权侵权方式进行

科学界定，在必要时增大版权侵权的刑事责任，同时

注重权利人个人信息权。健全数字版权交易法律制

度，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构建起完善的监督保障机制，

对数字作品进行分类管理。我国数字版权交易的主要

方式是转让和许可，可以考虑建立更加多元化的交易

模式，完善版权融资和质押制度。从数字版权交易流

程来看，建立与作品使用费的支付、违约责任追究相

配套的中介组织和有效的运行机制以及监督机制。

（三）完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
版权管理如同数字版权交易市场的“守门人”，影

响交易结果，传统的版权管理制度之变革无疑势在必

行。从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本身来说，一方面尽快将版

权延伸管理制度入法。根据相关规定，版权人必须与

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版权管理合同，授权其对自己

的作品进行管理，现实中此类权利人中的相当一部

分，并不愿意加入集体管理组织，而是倾向于将自己

的作品公之于众；但也希望通过分享获得一定的经济

利益。我国正考虑创设版权延伸集体管理制度，该制

度便是针对非会员权利人作品的管理，延伸管理制度

以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为基础，权利人同集体管理组织

之间签订协议，就作品的使用范围、利益分配达成一

致后，该协议的效力自动延伸到非会员作品权利人，

除非会员权利人已书面拒绝了这种代理。我国《著作

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确认了版权延伸管理制度的作

用，有待出台和实施。延伸管理制度的优势在于利用

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更为广阔的业务范围，将版权

延伸管理制度入法。建议《著作权法》（第 3版）对版权
延伸管理制度的实施做出原则性规定，比如实施的必

要条件等。

进而，可以考虑将竞争机制引入版权集体管理制

度，以活跃版权交易市场。通过确认权利人的“平行授

权”达到目的，一般情况下，权利人只能将自己的作品

以独占授权的方式授予一个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平行

授权是指权利人和组织签订协议时，可以选择对全部

或部分作品独占授权还是非独占授权，非独占授权给

权利人带来更多经济回报，当然非独占授权需要注意

权责分明。此外，未来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市场应当注

重保护流通性，在不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下允许建立

若干集体管理组织，通过有序竞争促进现有集体管理

组织的工作效率和自我提升力。

（四）明确特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版权

侵权责任
目前，数字版权交易纠纷主要发生在网络服务平

台，要注重明确区分各类网络服务平台的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平台由网络接入服务商、网络信息存储服务

商和网络信息定位服务商多方组成，其中网络信息存

储服务商和网络信息定位服务商纠纷最多。

网络信息存储服务商提供一个供网络用户发布

信息的平台，供用户进行信息自主上传、存储与发布，

如微博、优酷视频。信息存储服务商的直接侵权责任

主要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但与接入服务商一样，直

接侵权责任能够控制的侵权事实较少。因此，间接侵

权中的主观过错要件认定十分重要，对于权利人而

言，要在诉讼中证明网络服务商知晓侵权事实的存

在，最为直接的证据即是对信息存储服务商发出的侵

权通知书，告知侵权行为的存在；如果服务商不进行

移除，便需要承担帮助他人侵权的间接侵权责任。

信息定位服务商是指通过被动查询或者主动推

送的方式向用户提供一定的信息，但不是直接将作品

置于网络中传播，而是为第三方网站的内容提供链

接，如 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信息定位服务面临的
问题主要是，如果被链接的内容侵权，那么提供链接

的服务商是否应承担间接侵权责任？从我国立法角度

来看，“通知移除规则”和“红旗标准”同样应当适用于

主观过错要件的认定。

（五）构建合格的数字版权交易平台
数字版权交易机制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涉

及到海量的交易主体和信息数据，组织创设一个全国

性的、集成性的数字版权交易平台 DCE将十分必要。
英国最早提出了 DCE的概念，一个平台建立一个一
站式信息服务，简化版权交易程序讀訛。一个完整的数
字版权交易平台应当具有基本功能，主要有版权登

讀訛 英国最早于 2011年的《哈格里夫斯报告》中提出关于建立数字版权交易平台的概念，随后普及。

我国数字版权交易风险的基本法律问题张 冬 凌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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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Analysis on the Risks of Digital Copyright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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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prevalence and upgrade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carrier of works while
the digital copyright has emerged. However,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cannot fully cope with the risks of digital tech原
nology transaction. These risks are reflected in the "repetitive exchange of one work ", the monopoly of the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expansion of digital copyright rights, all of which run
through the levels of system,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The legal risks of digital copyright are stuck in the con原
flicts between the lag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which will ultimately affect the
interests of copyright owners, counterparts of the transaction and the public. According to the study, as a social norm
participating in property distribution, th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the function of balancing interests. The designers of
rules should profoundly grasp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echnology before making rules. In this regar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form of Chinese modern copyright legal system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refines the
basic legal system of digital copyright transactions in China, improves the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system,
clarifies th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of specific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and builds qualified digital copy原
right transac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parties to the transa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reasonably encourag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Key words：digital copyright; technical measures;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balance of interests; risk aversion

记、作品入库、价值评估、信息检索、意向达成、电子合

同、数字支付。基本功能有三：一是版权登记，包括版

权权属登记和交易登记，大数据可以对作品独创性进

行审查，版权登记之后获得电子版权登记证书；二是

准确的价值评估体系，前期需要进行大量的市场调

研，整合政府信息、观众偏好等影响作品经济价值的

因素，预测该版权的价值；三是达成意向，购买者在经

过信息检索之后选定了想要购买的作品进行磋谈，这

一环节需要结合版权代理制度进行规制。

五、总 结

数字版权交易风险愈演愈烈。数字版权交易的法

律风险囿于法律制度的滞后性与数字技术的超前性

之间的冲突，最终影响版权人、交易相对人和公众的利

益。对此，版权保护要与信息技术、网络产业之间维持

平衡，个人利益要与公众利益平衡，版权交易主体利益

也应当保持动态平衡，在制度革新时防止数字版权的

过度扩张。同时基于数字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需要，

对利益分配予以合理调整。诚然，利益平衡是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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