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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文学版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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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 “互联网+”的纵深发展，网络文学的传播和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 

增长迅速，网络文学市场发展迅速、空前繁荣。但盗版现象给网络文学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网络文学版权保护刻不容缓。 

“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版权维护的对策主要有四个方面：树立网民和读者的版权观念、增强网络作家的原创能力和 

维权意识、网站规范管理和主动维权、政府和社会加强监管和监督。从而切实提高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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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 出 “互联 网+” 

计划后，“互联网+”迅速成为互联网行业最热门的词语，甚至 

有专家认为 “互联网+”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互联网+” 

是指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打 

破互联网边界限制，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实现万物 

互联 ，创造新的发展生态。⋯ 而随着 “互联网 +”的纵深发展， 

网络文学的传播和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网络文学 

能否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关键就在于版权。 ’ 网络文学版 

权是指网络文学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财产权和人身权。L4l5 J 

为了寻求有效的版权保护，首先需要了解 “互联网 +”形式下 

的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的现状。 
一

、 网络文学版权维护的现状 。 

网络文学是指由网络作家在互联网上创作、发表的文学 

作品。 20世纪9O年代初，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与流行，网络 

文学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2016年8月3日，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了第38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络文学 

用户规模达到3．08亿，较2015年底增~nlO85万，占网民总体的 

43．3％，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2．81亿，较2015年底增加 

2209万，占手机网民的42．8％。速途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显示， 

2015年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已达7O亿元。2016年O3月25日， 

第十届作家榜子榜单 “网络作家榜”正式发布，唐家三少、天 

蚕土豆、辰东分别以1．1亿元、4600万元、3800万元的年收入 

位列前三名。 

而近两年来热播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锦绣未央》《鬼 

吹灯之精绝古城》《欢乐颂》《青云志》《太子妃升职记》《琅 

琊榜》《芈月传》《花千骨》《何以笙箫默》《匆匆那年》《致我 

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影视作品都改编自网络文学，而且这个 

势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之后上映的网络文学改编影视作 

品有 《鬼吹灯之黄皮子坟》《如懿传》《欢乐颂2》《琅琊榜之 

风起长林》等。2015年根据天下霸唱的畅销网络小说 《鬼吹 

灯》改编的电影 《寻龙诀》和 《九层妖塔》的票房分别高达 

16．8亿和7亿，市场上也掀起了一股将热门网络文学改编成电 

影的热潮。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热门IP， ’ ’“ 根据网 

络文学开发的电影、电视剧、游戏、动漫和周边产品往往都能 

获得较高收益。【l 总之，我国网络文学的市场和用户规模增 

长迅速 ，网络文学市场发展迅速、空前繁荣。 

但是自网络文学出现以来，盗版就凭借成本低的优势，长 
期扰乱网络文学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_1 目前，网络文学侵 

权的主要途径来 自盗版网站。  ̈网络文学盗版网站利用盗版 

内容吸引读者以获取流量进行变现，其更新速度几乎与正版 

网络文学网站同步。这些盗版行为从根本上危害了网络文学 

行业，对网络文学造成致命的打击。‘1 这些盗版使得正版出 

版商的巨额投资难以收回，亏损严重；使得网络作家失去了大 

部分的版权收入，令他们的创作激情不再，无法写出优秀的网 

络文学作品，最终导致整个网络文学产业链的萎靡。赵一帆指 

出，网络文学侵权的根本原因在于互联网文化的开放性与版 

权思想的保护性之间的冲突。I 16]客观原因在于网络文学版权 

法律法规的缺失和有关部门执法的滞后。《中国网络文学版权 

保护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因为盗版，网络文学整 
个行业损失高达10o亿元。 

二、“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版权维护的对策 

虽然网络文学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 

是盗版现象给网络文学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网络文学版权保 

护刻不容缓。Ⅲ 网络文学侵权屡禁不止的原因在于侵权成本 

低，维权成本高，与轻而易举的网络文学盗版行为相比，网络 

文学版权却面临维权和举证难、诉讼耗时长、维权成本高、赔 
付金额少等困境。【1 网络文学行业缺乏有效的政府指导、规 

范和监管。因而我们需要从读者、网络作家、网络文学网站、立 

法和管理机构这四方面着手，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提高网络文 
学版权保护的水平。 

(一 )读者 

众所周知，我国绝大多数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薄弱 ，他们 

长期以来习惯性地从互联网上免费获取网络小说、学术论文、 

文学名著、电影、音乐等资料，对收费模式本能地产生排斥，没 

有系统的版权观念。很多读者认为盗版没什么大不了，这种思 

想让盗版有空可钻。调查显示，78％的受访大学生阅读盗版 

电子书，仅有19％的受访大学生认为阅读盗版电子书是一种 

侵权行为。因而每个网民都要从自身做起，树立正确的版权观 

念 ，理解并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二 )网络作家 

网络作家维护版权的意识淡薄。l1 大多数网络作家将主 

要精力放在创作作品上，却往往忽略了对作品版权的维护。其 

他网站未经许可复制、转载作品时，很少有作者追究侵权方的 

责任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默不作声的行为助长了侵 

权方的嚣张气焰，形成恶性循环。例如，演员石天琦网络抄袭 

事件，被抄袭者牵涉38位，但是最终站出来并坚持完成诉讼的 

只有4人。维权 、取证困难重重。 

更有一些网络作家利欲熏心，缺乏道德观念，故意抄袭他 

人作品。2016年热播剧 《锦绣未央》同名小说，被指与20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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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课题 

小说的内容高度重合，仅有9章没有抄袭，很多内容几乎一字 

不改。网络作家唐七公子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被指抄袭 

网络作家大风刮过的 《桃花债》。《仙侠奇缘之花千骨》被质 

疑抄袭 《花开不记年》《箫声咽》等多部网络小说。网络作家 

门槛极低，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小说生成器之类的 

抄袭软件。网络文学失去了原创性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而必 

须遏制网络小说的抄袭之风。 

(三 )网络文学网站 

互联网催生了网络文学，但同时互联网也给网络文学盗 

版现象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因此，网络文学网站首先应该从 

技术上限制作品的上传、下载与转载。例如，阅文集团旗下的 

起点中文网开发了一款专门的阅读软件——起点读书，起点 

中文网的电子书只有使用起点读书才能打开阅读，若电子书 

被上传到其他网站，则会自动变为乱码。 
法律维权是一种最有效的维权措施，对于网络文学侵权 

行为，文学网站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狠狠打击侵权盗版行为。以全球最大的网络文学平台阅文集 

团为例 ，其旗下拥有起点中文网、小说阅读网、潇湘书院、创世 

中文网、云起书院、中智博文、榕树下、华文天下、红袖添香、QQ 

阅读等众多品牌，并一直致力于打击盗版。网络文学版权保护 

涉及方方面面，无论哪个环节出现违法侵权行为都会造成巨大 

的损失。在盗版问题上，阅文集团不妥协、不商量，严厉打击侵 

权盗版行为，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2015年，阅文集团主 

动出击，对各类侵权行为进行合法维权，赢得了多起维权诉讼 

案，最大程度上维护了网络文学 IP及其生态圈。2016年 ，阅文 

集团发起并成立了原创文学的正版联盟 ，力争实现网络文学 

行业规范化 ，完善网络文学 IP生态圈，将网络文学正版化运动 

进行到底。 

(四 )政府 

随着网络文学的普及和快速发展，传统文学的版权管理 

模式显然已经落后于 “互联网+”时代。我国现行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已不能适应 “互联网+”时代下的版 

权保护。_l 网络文学的发展和壮大离不开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支持。2016年7月，国家版权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在京联合召开 “剑网2016”专项行动，突 

出整治未经授权非法传播网络作品的行为，将网络文学纳入 

网络版权重点监管工作。2016年11月14日，国家版权局发布了 

《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该通知细化了著 

作权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对规范网络文学版权秩序具有重 

要意义。 

我国政府应该与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 在出台版权 

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时，可以参考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 

验和做法 ，积极与国际社会接轨。例如，作为版权法发源地的 

英国，一直走在网络版权保护的前列。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 ，英国加快了网络版权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 

善，于1997年出台了 《数据库版权与权利条约》，2003年出台 

了 《隐私和电子通信条例》，2009年出台了 《数字经济法案》。 

此外，政府在处理网络版权纠纷时，应当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沟通协调，有效打击网络版权盗版行为，维护全球范 

围内的网络环境。 

最后，社会各界要沟通合作，在版权维护上达成共识、形 

成合力， 22’ 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新媒体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版权监督手段，创造舆论氛 

围，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效率，为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营 

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 ． 

[1]赵一洁，李英，马艺峰，等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微服务研 

30 

究 [J]．现代情报，2016(05)：133—137． 

[2]王文姬，李洁 ．“新版权时代”对我国网络文学版权的保护 

[J]．出版广角，2015(16)：10—11． 

[3]陈光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电子图书数字版权保护的方法及 

策略研究 [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7(02)：80—81． 

[4]孟隋．论我国网络文学的 “低版权优势”[J]．教育传媒研 

究，2017(01)：78—82． 

[5]程勇．图书馆网上免费学术信息资源挖掘的版权问题研究 

[J]．现代情报，2016(08)：100—102． 

[6]柴慧婕 ．“互联网+”背景下数字版权运维中的知识产权保 

护 [J]．人民论坛，2016(14)：122—124． 

[7]李艳平．我国网络文学现象及发展方向浅析 [J]．出版广角， 

2016(05)：36—38． 

[8]闫伟华 ．网络文学IP热的成因、本质及影响——一种 “注 

意力经济”的解释视角 [J]．中国出版，2016(24)：37—41． 

[9]许新云 ．我国网络文学 IP的现状与价值 [J]．新闻传播， 

2016(22)：104—106． 

[10]秦枫，周荣庭 ．网络文学IP运营与影视产业发展 [J]．科 

技与出版，2017(03)：90—94． 

[11]潘杨燕 ．从 《花千骨》火爆荧屏看网络文学 IP“触电”热 

[J]．传媒观察，2016(01)：24—26． 

[12]毕文轩 ．论网络文学 IP的全产业链开发及保护 [J]．出版 

广角，2017(03)：42—44． 

[13]康建辉，赵萌，宋柏慧 ．我国网络文学作品版权保护问题研 

究 [J]．科技管理研究，2012(14)：214—217． 

[14]宋文静 ．我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问题分析 [J]．互联网天 

地 ，2016(12)：59—61． 

[15]刘晓兰 ．网络文学版权保护问题研究 [J]．现代出版， 

2011(05)：25—28． 

[16]赵一帆．网络文学的版权困境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基于 

文化冲突的角度 [J]．图书情报工作，2011(15)：47—51． 

[17]赵兵，钱景，郭才正 ．原创文学网站版权维护的现状与前景 

探析——以盛大文学为例 [J]．情报探索，2016(O2)： 
38—42． 

[18]刘鑫 ．我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问题及思考 [J]．中国出版， 

2016(15)：14—16． 

[19]何玉玲 ．浅谈 网络文学版权保护措施 [J]．出版广角， 

2016(07)：38—40． 

[20]苏雅 ．网络文学产业链开发与版权保护 [D]．内蒙古大学， 

2016． 

[21]孙佳敏，俞锋 ．网络版权保护及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发展 

与现实启示 [J]．中国出版，2016(14)：54—59． 

[22]胡春铮 ．原创网络文学发展刍议 [J]．学术交流，2016 

(03)：206—209． 

[23]赵兵，郭才正，祁汝峰，等 ．阅文集团网络文学版权开发与保 

护策略研究 [J]．新闻研究导刊，2017，8(14)：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