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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短视频著作权纠纷的现状、问题及其完善建议
———兼评近两年的司法案例

周 书 环

(中山大学 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510275)

  摘 要:随着移动短视频的兴起与发展,短视频著作权问题也日益凸显。相比2018年,2019年有关短视频的著作

权纠纷明显增加。争议问题包括短视频的独创性认定、权利指向和平台责任。独创性是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视频之

“短”不影响独创性的认定,法官应结合创作主体和创作成果采取相对宽松的“有无”判断标准;对于短视频指向的著作权

和邻接权保护问题,可从赔偿层面加强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力度,这也契合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趋势;

此外,平台责任多是间接侵权责任,要注重培养平台及用户的著作权意识,同时平台应加强事前预防,避免间接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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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5G时代的到来,短视频行业在受益的同时,
或将迎来新一轮的版权纷争。所谓短视频,指在互联

网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观看的视频

内容,时长一般在15秒至5分钟[1]。短视频具有创作

门槛低、社交性强、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一方面吸引了

大量用户直接在短视频平台上使用热门影视剧片段、
音乐片段、体育比赛场景、图片等编辑制作短视频;另
一方面也带来了短视频著作权侵权乱象,使得该领域

成为互联网著作权侵权的重灾区[2]。为此,本文通过

梳理近两年最新司法案例中的短视频著作权纠纷及其

保护现状,总结短视频著作权的主要诉讼特点和争议

焦点,试图围绕这些争议提出解决之道。

一、短视频著作权纠纷及其保护现状

根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8.18亿,占网民整体的87.0%[3]。自2018年起,有关

短视频著作权纠纷明显增加,进而产生了版权侵权现

象[4]。2018年12月,抖音为14秒的短视频起诉百度

旗下的小视频软件“伙拍”(以下简称“抖音案”),被法

院驳回了诉讼请求,抖音没有获得赔偿。此案成为互

联网法院审理的第一案和中国2018年十大传媒法事

件之一[5]。与“抖音案”相反,2019年4月,全国首例

广告使用短视频侵害著作权案审理结案,原告刘某起

诉被告上海一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将其

独立创作的短视频用于商业广告宣传,最终被告被判

侵犯著作权,赔礼道歉并赔偿50万余元,2020年5月

二审维持原判(以下简称“一条案”)。这两起案件共同

反映了技术发展给法律带来的新问题。

2018年,我国对短视频著作权纠纷主要以行政监

管为主,到了2019年,行业组织也开始逐步进行自我

规范。2018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紧急下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严
格管理包括网民上传的类似重编节目,不给存在导向

问题、版权问题、内容问题的剪拼改编视听节目提供传

播渠道”[6]。同年11月,国家版权局开展了“剑网

2018”专项行动,针对短视频平台企业存在的突出著作

权问题,约谈了抖音、快手等15家短视频企业,共下架

了57万部涉嫌侵权盗版短视频[7]。在国家的大力整

顿下,相关行业组织也加强了自我管理。2019年1
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平

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要求

短视频平台履行著作权保护责任,加强内容管理。
除了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加强对短视频行业

著作权乱象的管理,2020年11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还通过了《著作权法》修
改决定,力图解决现行著作权法部分规定难以涵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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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无法适应新形势等问题。随着短视频用户规模

的逐年上升,短视频的著作权问题也日益突出,并成为

热点议题之一[8]5。通过搜索北大法宝、裁判文书网等

网站以及北京的法院,收集了截至2019年12月30日

的所有以短视频(包括爱奇艺、今日头条上被法院认定

的短视频)为诉讼标的物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共有

49起。这些案件涉及抖音、快手、西瓜视频、梨视频等

几大主流短视频平台,还有微信公众号平台和自然人

等,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反映当下短视频著作权纠纷案

的现状。

二、短视频著作权案的诉讼现状

通过这49起著作权纠纷案可以发现,相比2018
年(12起),2019年(依据审结时间)的短视频著作权纠

纷案明显增多(37起)。本文从诉讼主体、侵权类型、
管辖法院及判决结果对短视频著作权纠纷现状进行了

分类统计(见表1)。

表1 短视频著作权纠纷的诉讼现状(2018~2019年)

序号 案件(简称)
原告

身份

被告

身份

被诉短视频

类型及时长

管辖

地点
判决结果

2018年

案例

(12起)

央视国际诉暴风案 法人 法人 作品,赛事片段;未知 北京 原告胜诉,获赔400万元

新梨视公司诉搜狐案 法人 法人 作品,纪实类;4分29秒 上海 原告胜诉,获赔7500元

爱奇艺诉字节公司(今日头条)案 法人 法人 作品,电视片段;5分钟 北京 原告胜诉,获赔6万元

字节诉爱奇艺案(3起) 法人 法人 作品,脱口秀节目;15分钟 北京 原告胜诉,每起均获赔12500元

快手诉华多案(2起) 法人 法人 作品,二次创作;18和36秒 北京 原告胜诉,获赔23460/24820元

抖音诉伙拍案 法人 法人 作品,二次创作;15秒 北京 原告败诉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快手系列案

(3起)
法人 法人 作品,背景音乐;最短19秒 北京

原告胜诉,每起案件获赔6720/

6720/9720元

2019年

案例

(37起)

湖南电视台诉56网系列案(4起) 法人 法人
录像制品,节目片段;最短3
分16秒

湖南 原告胜诉,获赔15000元

英特乐诉深圳市华南新海公司案 法人 法人 作品,宣传片;100秒 上海 原告胜诉,获赔175308元

白桦诉腾讯视频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等

自然

人
法人 作品,娱乐创作;2分30秒 河南 原告败诉

刘牧雨诉上海一条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案

自然

人
法人 作品,娱乐创作;2分钟 北京

原告胜诉,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

50万余元

腾讯音乐等诉抖音系列案(11起) 法人 法人 录音制品,背景音乐;4分钟 广东 原告胜诉,每起案件获赔1万元

北京海蝶音乐诉快手等 法人 法人 作品,26首背景音乐;未知 北京 原告胜诉,共获赔52000元

新梨视公司诉优酷案 法人 法人 录制品,拍摄录制视频;未知 上海
原告胜诉,上传用户(第三人:公
司)赔偿6000元,优酷不侵权

广州澳淇亦复广 告 有 限 公 司 诉 腾

讯等
法人 法人

录 制 品,拍 摄 录 制 视 频;2
分钟

广东
原告胜诉,上传用户(另一被告)

赔偿共7000元;腾讯不侵权

百度时代诉优酷系列案(15起) 法人 法人 作品,15个短视频;未知 北京 原告败诉,被驳回诉讼请求

央视国际诉广州市动景科技公司案 法人 法人
作品,14个 春 晚 片 段;时 长

不等
北京 原告胜诉,共获赔36万元

1.诉讼主体:法人为主,自然人较少

在现实中,短视频生产者和传播者多是个人或小

团队[9]。理论上有关短视频著作权的诉讼主体也应以

自然人为主,但在司法实践中,这49起案件主要发生

在法人之间,自然人仅有两起(见表1)。其原因如下:
其一,一些用户将短视频的使用权转给了平台,使平台

成为相关权利人,平台有权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其

二,对于权利人而言,直接起诉未经许可上传享有著作

权视频的个人用户很难维护权益,因此,选择起诉上传

平台而非上传的个人用户更有利于权利人。这是因为

个人用户在网络上极易隐藏真实身份和网络地址,要
找到他们十分困难[10],而且自然人的赔偿能力也有

限[8]6。反之,如果上传用户是公司而非个人,即便公

司没有作为被告,只要确定其为侵权主体,法院也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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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追加为第三人,要求承担侵权责任,如2019年的新

梨视公司诉优酷案就是典型案例。法院将上传涉案视

频的侵权公司作为第三人,赔偿了原告6000元。由此

可见,近两年的短视频著作权诉讼纠纷主要发生在平

台之间,较少涉及个人用户。
2.侵权类型:视频内容侵权和背景音乐侵权

这两年来,有关短视频的著作权侵权类型越来越

多样化,包括视频内容侵权和背景音乐侵权。2018年

发生的短视频著作权侵权案件主要是视频内容侵权(9
起),这类短视频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录像或拍摄

完成的完全原创短视频,包括团队制作或个人拍摄。
如2018年3月,上海新梨视公司诉北京搜狐案,涉及

4分29秒的纪时视频,由用户个人采访、拍摄并剪辑

完成后,上传至梨视频[11]。第二类为二次创作的短视

频,即用户根据他人的素材进行再制作。如抖音案中

的短视频,其时长不到15秒,是用户以网络下载图片

为基础素材,结合软件技术制作而成。
除了视频内容侵权外,短视频背景音乐的著作权

侵权也愈来愈受到关注。这与发生在2018年12月的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快手3起案件密切相关。快手

软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平台上设置了大量背景音

乐,允许用户在制作短视频时下载使用,最短的背景音

乐是19秒,最后快手公司被判侵犯了中国音乐著作权

协会对这些音乐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进行了赔

偿(见表1)。2019年有关短视频音乐侵权的诉讼显著

增加,共发生了12起短视频音乐侵权案件,被告均构

成对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并进行了不同程度

的经济赔偿。
3.管辖法院:从北京扩散到全国

短视频著作权纠纷案的管辖法院从北京扩散到全

国范围。2018年的管辖法院主要在北京,原因在于,
当事人都是法人,且作为原被告的传播平台公司多在

北京,如抖音、快手、伙拍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8
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

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而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

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这意味着,对于短视频

著作权纠纷而言,原告和被告所在地法院都有权管辖。

2018年涉案短视频平台公司原被告所在地主要在北

京,因此,以北京的管辖法院最为集中。到了2019年,
来自北京以外的原被告也逐渐增多,不再局限于北京

的传播平台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短视频著

作权纠纷涉案地区越来越广。
4.判决结果:原告胜诉多,经济赔偿为主

从法院对这49起案件的审理结果来看,有17起

案件的原告败诉(其中15起是围绕同一原被告的系列

案),其余32起皆是原告胜诉(见表1)。据此可以看

出,司法实践非常重视对短视频权利人的保护。(1)将
二次创作的短视频认定为“作品”,以著作权对权利人

进行保护。如在快手诉华多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在短

视频产业已渐成规模的当下,法律规范应当对市场及

其中的商业逻辑有所回应,尤其不应为“作品”设限,人
为提高作品构成要件的门槛[12]。(2)要求被诉侵权平

台履行一定的注意义务,充分保护原告权利。在爱奇

艺诉字节公司案中,因为国家版权局曾对涉案剧发布

预警通知,所以法院认为被告应有对涉案短视频片段

给予更高的注意的义务,如通过对关键词搜索等方式

注意并防止用户侵权上传剧集内容。然而,被告未尽

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未采取预防侵权的合理措施,从而

被判侵权。(3)将侵权人列为第三人,对短视频权利人

进行充分保护。在新梨视公司诉优酷案中,法院合法

传唤将侵权视频上传到优酷网站的大可为公司,即便

大可为公司未到庭,也不影响其最后被判侵权并要求

赔偿6000元。
此外,上述原告胜诉的案件以经济赔偿为主,人身

赔偿较少,说明短视频著作权纠纷主要是财产权侵害,
极少涉及人身权。唯一一起侵害人身权的案件是一条

案,被告一条公司未经原告刘某许可,擅自将刘某创作

的短视频在不同平台上传播且未署名作者,由此侵害

了刘某的署名权,最后法院判决原告需要在经营的微

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首页连续24小时刊登致歉声明。
总之,当下短视频著作权侵权主要是对财产权侵害,侵
犯改编权的“剪刀手”行为和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搬运工”行为尤为突出[13]48。

三、短视频著作权诉讼的争议问题

在短视频著作权诉讼争议中,短视频能否构成“作
品”,这是首先要明确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需要

思考第二个重要问题,即短视频受著作权保护和受邻

接权保护指向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有何区别。最后,对
于不同的权利保护,平台所承担的侵权责任是否存在

差异,以及如何承担责任。

1.视频之“短”能否构成作品

短视频的最大特点是“短”,那么,时间长短是否会

影响短视频成为作品。根据新修《著作权法》第3条规

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

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这一修改扩大了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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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内涵,将“复制性”改为“一定形式表现”,不
过,独创性仍然是短视频能否构成作品的关键。

抖音案中的15秒短视频具有独创性。2018年12
月,北京市互联网法院在审理抖音案时认为,涉案短视

频虽然只有十多秒(近15秒),但不影响短视频的独创

性,法院从作者的独立创作和作品的创作性两个角度

进行了阐述。首先,涉案短视频由作者独立完成。个

人用户黑脸V结合党媒平台及人民网的示范视频和

下载网络图片,制作出了“我想对你说”短视频,该短视

频与抖音平台其他参与同一画面制作用户的短视频,
存在较大区别。其次,涉案短视频具有创造性,短视频

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个性化表达,并且给观众带来

了精神享受。因此,法院认为,涉案短视频具备《著作

权法》的作品要求,构成《著作权法》中以类似摄制电影

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同样,在2019年4月的一条案中,涉案短视频为

2分4秒,法院认为,该视频由作者使用专业摄像设备

拍摄,并将多个拍摄素材剪辑组合而成,记载了汽车前

往崇礼滑雪的系列画面,视频的拍摄和剪辑体现了作

者的智力成果,虽然时长较短,但属于具有独创性的以

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而在澳淇案中,法
院认定涉案短视频为录音录像制品,而非作品。原因

在于,涉案短视频画面的组织、情节和编排本身无须付

出独创性的智力活动,只是对女模特街拍造型的机械

录制,所录制的画面内容单一,没有声音和伴奏音乐,
也没有故事情节,因此没有独创性。

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短视频时长短并不是法

院否定其独创性的理由。独创性作为法院认定短视频

为“作品”的关键标准,包含两点:第一,从创作主体考

量,由作者独立创作完成,付出了一定的智力劳动;第
二,基于创作成果考量,在“短”中能较为完整地表达作

者的思想感情,是作者个性化的表达,不与其他已发布

短视频的内容雷同。只要符合这两个标准,即便是独

创性较低,仅有10多秒的短视频也可构成作品,否则

就是录音录像制品。

2.指向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抑或邻接权

对于短视频作品和非作品的认定,会影响其权利

属性,但所列司法案例最终几乎都指向了信息网络传

播权。所谓信息网络传播权,新修《著作权法》将其定

义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

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同时,根
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条规定,除了著作

权人,录像制作者也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就是说,

邻接权人享有著作权人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那么,在
司法实践中,由著作权和邻接权分别指向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对权利人的保护是否有区别?
我国新修《著作权法》对视频的保护仍然是两种权

利指向:一是视听作品,受著作权保护;二是录像制品,
受邻接权保护。同样,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分为音乐作

品和录音制品,分别指向著作权和邻接权。2018年发

生的12起案件都与著作权保护有关。到了2019年,
在37起案件中,就有17起案件中的涉案音视频被认

定为录音录像制品,受邻接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

护。其余20起与著作权相关,如一条案中,法院认定

涉案短视频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一条公司未经原告

许可,将该短视频作为广告投放,侵害了原告对涉案视

频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署名权。
不过有研究者认为,没有独创性的短视频理论上

可能会构成录像制品,但在实践中几乎不会发生这种

可能,所以讨论其邻接权意义不大[13]48。这是因为,此
类短视频作者必须要有音像制品制作的资格,否则无

法通过音像制品的身份获得《著作权法》的邻接权保

护;而且,这类在创作高度上有欠缺、不符合视听作品

之独创性要求的短视频,市场需求极其有限。然而,本
文通过对相关案例的梳理,认为上述论断过于武断,在
司法实践中,确有不少短视频被认定为录音录像制品

的情形,且权利人也以此主张邻接权意义上的信息网

络传播权,具体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将简单、机械

方式录制剪辑而成的连续画面认定为录像制品。新梨

视公司诉优酷案便是典型的例子,用户通过优酷平台

上传了由原告享有邻接权的短视频,最后构成对原告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另一种情形是短视频的背景

音乐侵权。腾讯音乐等诉抖音短视频系列案则是由于

抖音平台未经许可,使用户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

地点获得涉案录音制品,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毋庸置疑,司法实践已经出现了不少短视频

被认定为录音录像制品的案件,讨论短视频的邻接权

尤其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十分必要。
总之,无论原告享有著作权还是邻接权,信息网络

传播权都属于法院判定的侵权范围。没有独创性的短

视频被认定为录音录像制品后,邻接权人也可以受信

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在央视国际诉暴风案中,二审

法院认定赛事片段为录像制品,而再审法院认定其为

作品,并鉴于二审法院在认定涉案赛事节目构成录像

制品的基础上,依旧认定暴风公司的涉案行为侵害了

央视国际公司对涉案赛事节目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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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据此维持了二审的裁判结果,即被告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400万元。由此可见,对于短

视频作品和非作品的权利人而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保护程度似乎不存在差异,那么,是否有必要区分著作

权和邻接权的保护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3.短视频平台侵权责任:直接侵权还是间接侵权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无论短视频最终是否被认定

为作品,短视频传播平台都可能构成侵权,或是侵犯著

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或是侵犯邻接权人的合法权益。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如何认定平台的侵权行为?
关于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主要是平台是否经权利人

许可,实施了直接上传并提供短视频的行为。而法院

认定短视频平台间接侵权的主要标准是,平台对用户

的侵权行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由于所列案件的平台

多涉及间接侵权行为,且关于间接侵权的主观过错认

定标准相对复杂,因此下文将重点阐述司法实践对间

接侵权的认定。
在上海新梨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优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案中,长葛市大可为涉案公司作为优酷网站

的用户,是案件中的第三人,其未经权利人许可,上传

涉案短视频至优酷网站,侵害了新梨视公司对该涉案

视频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因此法院认定其为

直接侵权,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侵权责任。而优酷公

司不具有主观过错,不构成间接侵权。究其原因,侵权

行为是由第三方用户大可为公司产生的,优酷公司仅

仅是作为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平台,并采取了预防侵

权的合理措施,即对上传视频进行机器审核、对热播影

视剧进行软件审核、设置侵权投诉渠道,以及要求用户

对上传作品进行合法性说明等。且在第三方用户发生

侵权行为后,优酷平台立即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不
具有主观过错,不构成侵权,因而不承担相应责任。

由此可见,“避风港规则”中的“通知-删除”原则

可以让短视频平台免除间接侵权责任,明显倾向于保

护网络服务商的利益[14]。具体而言,短视频平台因为

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可能产生的间接侵权,法院主要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简称“条例”)第22
条的“避风港规则”来判定平台是否需要承担间接侵权

责任[15]。如果短视频平台具备下列5项条件,没有主

观过错,则无须承担侵权责任:明确标示该信息存储空

间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

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

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

权;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

接获得经济利益;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条
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

制品。如果短视频平台同时符合这5项条件,则无须

承担侵权责任,否则也会因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构成

间接侵权,需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

损失等民事责任。
与新梨视公司诉优酷案的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在

爱奇艺诉头条案中,被告因不符合“避风港规则”而被

认定为间接侵权。法院认定被告侵权的原因有二:其
一,被告因涉案剧曾收到过国家版权局发布的预警通

知;其二,涉案剧当时正在热播期,所以被告应给予更

高的注意,但被告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未采取预

防侵权的合理措施,使涉案部分剧集在热播期通过其

平台进行传播,并达到了一定数量。即便被告事后采

取了删除涉案剧和封禁上传用户账户等措施,履行了

“通知-删除”原则,但法院仍然认定被告存在主观过

错,构成帮助侵权,应承担间接侵权的法律责任。相较

新梨视公司诉优酷案,在这一起案件中,法院采用了

“红旗标准”的思维来防止“避风港规则”的过度适用。
即如果侵犯著作权(主要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事实显

而易见时,被诉短视频平台就不能装作看不见,或以不

知道侵权为由来推脱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著作

权人没有发出过通知,但只要被诉平台没有主动移除

侵权信息,其就存在主观过错,构成帮助侵权,被诉平

台就应间接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
总之,在当前的短视频著作权纠纷案中,短视频传

播平台可能因两种行为侵犯权利人的著作权或邻接

权:第一种,短视频平台自己直接上传侵权短视频内

容,这种情况目前较少;第二种,平台间接侵权,由第三

方上传或引导其他自媒体上传侵权短视频,利用“避风

港规则”来逃避责任。但“避风港规则”对短视频平台

的保护也是有限度的,“红旗标准”的出现就是用来保

护著作权人的利益。特别是随着短视频行业的发展,
各种新型侵权方式也会相继出现,虽然这些规则可以

用来解决短视频著作权诉讼中的侵权问题,但如何从

根本上防止平台因第三方的直接侵权行为造成的间接

侵权,值得进一步深思。

四、短视频著作权侵权纠纷的解决思路

在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影响下,传播

业态加速迭代,短视频平台运作模式也在不断更新,有
关短视频著作权的纠纷将会越来越复杂。在此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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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2020年11月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修改了部分内

容,进一步加强了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力度,结合已有司

法实践,未来有关短视频著作权纠纷的解决思路可以

从3方面展开。
首先,独创性是短视频著作权保护需要明确的首

要问题,法官应采取相对宽松的“有无”判断标准。上

述系列案例已经表明,司法实践对于短视频作品的认

定依据是独创性的“有无”,而非“高低”,换言之,即便

独创性很低的短视频,也可构成作品。正如法院在快

手诉华多公司案中所言,“此种独创性是最低限度的创

造性”[12]。而且,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也体现了这一

宽松标准,如将“作品”定义从“可复制性”改为“以一定

形式表现”,对“作品”的界定范围更宽泛;而且,类型从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修改为“符合作品特

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使得法官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

权。因此,本文提出以独创性的“有无”作为认定作品

的判断标准,不仅符合司法实践,而且符合新修订的

《著作权法》的保护趋势。至于如何判断“有无”,可参

考上述司法实践,由法官结合短视频的特点具体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视频的长短与创造性的判定没有必然

联系,视频时间过短,有可能很难形成独创性表达,但
有些视频虽然不长,却由作者独立完成,且较为完整地

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则具备成为作品的可能性。
其次,在确定短视频为作品后,新修订的《著作权

法》需要法官判断短视频是否属于视听作品以及属于

何种类型的视听作品,在提高法官自主性的同时也提

高了判断难度。一是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引入了“视
听作品”的概念,同时也保留了“录像制品”的概念,有
关作品与制品的争议问题将继续存在。除了独创性标

准外,法官还要认定“以一定形式表现”部分。具体而

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定义保留了独创

性,但将原来“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改为

了“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随着数字技术的发

展,“一定形式表现”包括哪些形式目前尚不明晰,需要

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结合所处时代的技术发展判定。
二是关于视听作品中电影作品及电视剧作品与其他视

听作品的划分标准问题。由于不同的划分涉及著作权

权属认定,因此需要法官准确定性。如有些短视频时

长虽然较短,但具有完整的情节和较高的制作水准,是
编剧、导演、摄像、作词、作曲等作者共同创作的成果,
那么,这类短视频属于电影作品还是其他视听作品,如
何理解和适用新的分类标准,还需要司法实践进一步

摸索。

第三,关于短视频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所指向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程度的问题,未来的司法实践中,
法官应在判决结果里体现对两种不同权利指向的保护

差异,如从赔偿金额上加大对著作权人的保护。一直

以来,与视听作品享有著作权和录像制品享有邻接权

的相关司法案件是理论和实践讨论的热点。2012年

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取消了有关录像制品的规

定,将电影作品和录像制品改为了视听作品一分模式;
而2020年通过的新修《著作权》又重新恢复了录像制

品的规定,确定了“视听作品+录像制品”的二分模式。
由此可见,短视频被认定为视听作品或是录像作品,会
在理论上造成权利保护差异。但任何权利的保护不应

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要落实到司法实践中。就央

视国际诉暴风案而言,二审将赛事片段认定为录像制

品,而再审将其认定为作品,但最后的赔偿金额保持不

变,可见,判决结果没有体现出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

保护差异。因此,在将来的司法实践中,法官要从赔偿

金额上加大对短视频著作权人的保护,与邻接权人区

别对待。与此同时,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大幅提高了

法定赔偿上限,从原来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这一

规定也体现了我国加大对著作权保护力度的价值导

向,由此,司法实践也应该加强对短视频著作权人的保

护力度。
最后,需加强短视频平台及用户的著作权意识培

养,强调平台以事前预防为主,避免间接侵权。在本文

梳理的近两年短视频司法案例中,短视频平台较少直

接侵权,多是因第三方侵权被诉,如果不符合“避风港

规则”,或是违反了“红旗标准”,平台就要承担间接侵

权责任。在间接侵权发生后,平台多是“侵权-通知-
断开-再侵权-再通知-再断开”亡羊补牢式的事后

补救,导致侵权用户、权利人和网络平台进入恶性循

环。所以,为了从根本上防止间接侵权,平台应加强短

视频进入传播领域前的审查,除了技术审查和屏蔽侵

权短视频,加强事前审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平台加强

宣传引导,把著作权保护观念传播给用户,增强双方的

著作权意识。
短视频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但发展所

伴生的带来的著作权侵权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以我

国近两年短视频著作权司法案例为主,分析了短视频

著作权纠纷及保护现状、诉讼特点和争议问题,并结合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从短视频的独创性、权利保护和

平台的法律责任等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如何准确理

解和适用新修《著作权法》,并据此对短视频著作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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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全面的保护,有待司法实践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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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esentSituation,ProblemsandSuggestionsfortheImprovementof
theShortVideoCopyrightDisputesinChina

———WithCommentaryontheJudicialCasesintheLastTwoyears

ZHOUShuhuan

(TheSchoolofCommunicationandDesign,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Abstract:Withtheriseanddevelopmentofmobileshortvideos,thecopyrightproblemofshortvideosalsohas
becomeprominent.Comparedwith2018,copyrightdisputesrelatedtoshortvideosincreasedsignificantlyin
2019.Theissuesincludetheoriginalityofshortvideos,thedirectionofrightsandtheresponsibilityoftheplat-
form.Originalityistheprimaryproblemthatneedstobeclarified.The“shortness”ofvideodoesnotaffectthe
recognitionofitsoriginality.Asfortheproblemofcopyrightandneighbouringright,thefuturerevisionof
copyrightlawhasthetendencytomerelyprotecttheoriginalworks,andtheunoriginalworksarenotincluded
inthislaw.Inaddition,theplatformliabilityismostlyindirecttortliability,sotoavoidtheindirectinfringe-
ment,weshouldcultivatethecopyrightawarenessoftheplatformanditsusers,andtheplatformshould
strengthenpreventionmeasuresinadvance.

Keywords:Shortvideo;CopyrightDisputes;Originality;NeighbouringRight;Platform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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