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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 IP概念的广为流行，影视界掀起了根据知名 IP改编影视剧的热潮。凭借原作品的影响力，加上影视剧的制作形式和宣传推广，IP改编剧往往社会关注度很高。
与此同时，一些 IP改编剧也遇到了法律纠纷，甚至进入诉讼。本期维权行动专版特邀法官和律师对 IP改编剧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加以解读，从专业的角度对 IP改编影视
剧需要防范的法律风险进行提示，以期更好地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服务。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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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剧”自2015年已成为影视娱
乐圈的最热关键词。IP是英文“In-
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翻译
为知识产权。作为知识产权法律工作
者，从专业敏感的角度可察觉“IP剧”
与知识产权有紧密联系。但究竟什么
是“IP剧”，它和知识产权发生了何种
千丝万缕的联系？

“IP剧”是“互联网+”
时代的产物

哪些电视剧是所谓的“IP剧”？
2015年及2016年年初热播剧中绝大
部分为“IP剧”，包括电视台播出的《何
以笙箫默》《花千骨》《琅琊榜》《伪装
者》《芈月传》，网络自制剧《盗墓笔记》
《匆匆那年》等等。上述电视剧的共同
点在于：最初原形是一部人气爆棚、粉
丝基础深厚的网络小说，电视剧剧本
由网络小说改编而来，由于原作品深
受粉丝追捧，卖座潜力无限，除拍摄电
视剧外，还进行电影、游戏、动漫等全
方位系列开发。各大影视及互联网公
司纷纷追捧“IP剧”也是看到了其强大
的变现能力，甚至有人提出“得超级IP
者得天下”。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IP
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时下

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热议的“IP”主要针
对著作权，特指那些具有核心创意和
广泛受众，能够为全媒体时代文化内
容产业吸纳的著作权载体，主要包括
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与游戏作品等的
版权［i］。

“IP剧”是“互联网+”时代的产
物。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变革已
影响到社会的细枝末节，成为一种新
的技术经济范式。影视行业是与信息
技术密切相关的内容产业，必然受到

“互联网+”的深刻影响，互联网思维及
互联网能力引发电视剧产业传统的创
作、拍摄、表演、发行、衍生开发等各个
环节的巨大变化。如今，年轻观众成
为影视作品投资制作方的市场关注重
点，而他们早已离不开互联网，手机、
电脑、电视等终端的多屏互动，使小说
读者、影视剧观众、游戏玩家快速融合
交叉，网络文学、游戏动漫、影视作品、
书籍出版、衍生产品相互跨界，从而对
同一版权内容的传播产生放大效应，
由此带来了影视文化产业的“IP”热。

“IP剧”是“互联网+电视剧”的产物，它
更多的是对一种新的电视剧商业运营
模式的描述。“IP剧”一词的出现，在一
定意义上反映了版权内容在文化产业
链条中的核心地位。

“IP剧”与传统电视
剧的不同

“IP剧”和传统电视剧从法律性质
上来说都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以类似摄
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两者的不
同主要体现在：

第一，“故事创意”的来源不同。
传统电视剧中，编剧的剧本创作是基
础和核心，“故事”是编剧创作和讲述

出来的，剧本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
定电视剧的认可度，在电视剧热播后
再出版同名小说，因此传统电视剧通
常是一个从剧本到电视剧到小说的路
径。“IP剧”中，“故事”或者“创意”源自
已经成型的且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网络
小说，“IP剧”的剧本是由小说改编而
来，由于小说本身的知名度较高，其积
攒的人气很大程度上决定电视剧的关
注度和认可度，改编的“剧本”反而在
某种意义上不占重要地位，因此“IP
剧”通常是一个从小说到剧本到电视
剧的路程。

第二，商业开发模式不同。传统
电视剧的运营开发首先是考虑电视台
的播出和发行，近些年互联网的播出
和发行也是重要的销售渠道，因此传
统电视剧的开发多是单一的。同时受
广电政策的管控，造成虽然每年拍摄
数量众多的电视剧，但题材雷同，拍摄
完成不见得能够上星播出，上星播出
不见得能够被观众所喜爱。“IP剧”的
运营方式则不同，由于其由热门的“网
生内容”演变而来，基于粉丝效应，强
调对内容在动漫、游戏、电影、衍生产
品的立体开发，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由于互联网公司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
力，其可以分析评估广大网络用户的
喜好，并利用粉丝的粘连力实现跨界
多屏传播。

“IP剧”引发的著作
权纠纷

“IP剧”带来巨大商业利益，而利
益丰厚又常常是纷争开始的缘由。网
络小说作者与授权方之间就改编和署
名的纠纷不断：九夜茴授权搜狐视频
改编制作网络剧《匆匆那年》，搜狐视

频又继续制作了续集——《匆匆那年：
好久不见》，九夜茴认为搜狐视频制作
续集的行为超出其授予的改编权；《芈
月传》的小说原作者蒋胜男认为电视
剧署名“总编剧：王小平”侵犯其署名
权等等。

“IP剧”中的法律风
险点

1、署名权。署名权是表明作者
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IP剧”
原小说作品的作者在电视剧中是否
可以署名以及如何署名，是一个纠
纷易发点。署名权属于著作人身
权，由原小说改编为电视剧，原小说
的作者在电视剧中仍然有署名权，
但具体署名的方式应当在合同中予
以约定，约定不明时也应注意与商
业惯例相协调。

2、改编权。改编权是改变作品，
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从小说到剧本、漫画、游戏均会涉及到
原作品著作权人的改编权。改编权的
行使或者是将某类形式的改编一次性
转让给受让方，或者是在一定期限内
授权被许可方改编，双方应当在合同
中明确改编的具体方式，比如游戏改
编是授权网页游戏还是手游，改编为
剧本是一次性改编还是包括续写。有
人认为“IP”剧没有原创，但是从著作
权法的角度，从小说改编为剧本，是从
一种文学形式到另一种文学形式，这
里面也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改编完
成的剧本成为新的作品受到保护，只
不过讲述的故事来源是早已存在的小
说，而不是编剧创作出来的故事。

3、摄制权。摄制权是以摄制电影
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

定在载体上的权利。由小说拍摄为电
视剧，需要获得作品著作权人摄制权
的授权许可。

4、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于部分网
络小说是在大型文学网站首次发布，
此时需要注意小说作者与发表网站之
间的协议，可能网站已经在小说发布
之前将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全部买断，
之后延伸开发的权利主要是由该网站

行使。原小说拍摄为电视剧之后，电
视剧成为新的作品，电视剧的信息网
络传播权由其制片方享有。

［i］ 刘琛：“IP 热背景下版权价
值全媒体开发策略”，载《中国出版》
2015年第18期，第55页。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北京
1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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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著作权的授权使用，通
常涉及以下两种主要形式，现就其中
可能涉及到的一般法律问题进行抛
砖引玉的介绍，以供读者参考。

改编权授权或转让
的法律问题

改编权的授权或转让形式，多见
于作者将小说等文字作品授权他方
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作品。作者首
先应注意的问题是著作权和其他民
事权利的不同，即著作权是由一束民
事权利构成的。《著作权法》第十条规
定的十六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中，
著作财产权利是可以分别行使或转
让的。譬如，作者可以将改编成电影
剧本进而拍摄电影的权利进行转让，
而不将改编成电视剧本进而拍摄电
视剧的权利予以转让；在将拍摄电视
剧的权利转让给他方时，可不将拍摄
成网络剧的权利进行转让；在将电
影、电视剧的电视台播映权进行转让
时，却不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予以转
让，等等。一般而言，作者将上述权
利保留是为了便于自己行使或等待
机会获得更好的商业对价。当然也
不排除经过平等协商，著作权人将上
述权利一并转让的情形。授权范围
还包括独家授权还是非独家授权，独
家授权又包括是否同时排斥著作权
人本人行使权利。此外，授权范围还
包括是国内授权还是国外授权，某一
地区授权或是某些地区授权等。另
外，改编权还有一次改编权还是多次
改编权的问题。小说《匆匆那年》的
授权转让双方就因此发生了纠纷。
作者认为作者转让的是电视剧的一
次性改编权；而受让人根据作者的小
说又进行了网络剧续集的改编，并进
行了网络播映。作者认为，受让方的
行为侵犯了作者的续集权。所以，受
让方究竟享有一次性改编权还是多
次改编权，在后续的时间内，作者还
可不可以再行使改编权，就有详细约
定的必要了。这里又涉及到授权的
时间范围问题。权利人通常会约定
授权的时间，如在约定的时间内受让
方不能完成剧本的改编特别是影视

剧的拍摄，作者将收回相关权利，或
者将相关权利转让给第三方。因为，
如果受让方怠于行使权利或无力将
影视剧继续拍摄下去，就有可能影响
作品的传播并同时可能影响作品实
现市场价值的机会。而如果受让方
已实现了约定的权利，作者也可以收
回相关权利而进行多次权利行使。

在影视作品的著作权转让或委
托创作中，署名权的纠纷也时而出
现。争议时常发生在署真名还是笔
名、署名顺序、署名位置、署名字体大
小、未约定署名等方面。如合作编剧
中谁应是第一作者？如投资方在不
善意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有意忽略作
者的署名；或将作者的名字署在不易
被人发现的位置，或署在不符合作者
身份的位置；有意在相关作品上署作
者身份证上的真名，而不署作者常用
的已有一定知名度的笔名；未约定署
名，且使用人也未按照法律规定给作
者署名，等等情形。所以，作者在与
受让人签订著作权授权转让合同时，
要把上述署名的细节约定清楚，以尽
量减少履行纷争。

剧本委托创作中的
法律问题

作者在授权他人将作品改编成
影视剧时，自己担任影视剧编剧的情
形也时有发生，例如小说《后宫甄嬛
传》《琅琊榜》的作者也分别是电视剧
《甄嬛传》《琅琊榜》的编剧。此时，就
可能涉及剧本委托创作的问题。

业内时常能够听到编剧们集体
维权或个体维权的声音，反映了剧本
委托创作中的一些现状。从编剧们
的角度，由于投资方的强势，在委托
创作合同中设定了近乎任意解约的
内容，从而使作者的权利受到损害。
而从投资人的角度，因其承担着巨大
的市场风险，80%的影视生产是亏损
的，而剧本、版权、演员等大量的费用
都需要先期支付。因此，投资人要求
影视剧本的质量符合自己的要求、符
合市场导向、符合广电行政部门的审
查标准，也应是合理的。但焦点在
于，一个文学剧本在写作之前往往是
无法设定一个具体的标准可供创作
者参照执行的。所以，委托方往往设
定，受托方要按着委托方的要求创作
和修改剧本，如不符合委托方的要
求，则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在电视
剧本《邮差》的委托创作中，双方在委
托创作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约定基本
合理，合同对价也很优厚，分期付款
的条件也是经双方协商一致的结
果。但贯穿合同始终的一个条件是

受托方要按照委托方的要求进行剧
本写作和修改，否则委托方有权解除
合同。

那么，剧本的委托创作，一般会
涉及哪些问题需要作者注意呢？商
务条件可由作者根据自己付出劳动
的价值与委托方协商谈判。而围绕
商务条件的实现，会伴随一系列的
法律问题。首先是剧本的著作权归
属，投资人在付出合理的对价以后，
一般会要求剧本的著作权归委托方
所有。作为谈判或商务对价条件，
作者当然可以要求保留著作权。如
果双方未明确约定著作权归属，则
根据法律规定，委托作品的著作权
归作者享有。其次便是在按剧本的
写作进程分期或分段付款的过程中
常出现的履行争议。为避免在履行
合同过程中对某些合同条款产生分
歧理解，或防止在合同履行的某个
阶段出现非善意履行的情况，作者
可以在这一阶段多加注意。首先，
为顺利履行合同，作者要和投资人
深入讨论剧本的框架、结构、主要人
物关系、主要故事情节、桥段以及表
现手法等，使双方在上述方面达成
原则共识，留下备忘记录，并使其成
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构成双方执行
合同的参照标准。如果作者没有违
背双方达成的原则共识，则应认为
作者的剧本创作基本符合委托人的
要求。电视剧《邮差》委托编剧合同
就存在这样的争议：在一些桥段、情
节和主要人物关系上，投资人要求
作者按照投资人的意见修改剧本，
但作者认为委托人的要求不符合自
己的创作思路，采纳委托人的意见
会使电视剧的品质受到损害；而投资
人却认为，要求作者修改的内容恰恰
有损于电视剧的品质，并会给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的审查通过制造障碍。
因此，作者和委托人在委托合同签订
之前，首先要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
通，讨论清楚委托人的要求包括行政
主管部门审查要求的内容，这样，不
仅可以减少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争议，
并可减少作者的重复劳动。第三，对
应每一分段付款的创作成果，作者要
思考清楚并设定好对方的付款条件，
即便委托人提前终止合同，作者也能
够获得合理的或可基本接受的对价
条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者已经
写完或修改完成但委托人没有满意
的部分或修改稿怎样主张权利的问
题，双方也是可以提前在合同中约定
由委托人就这一部分支付一定款项
的。当然作者完全可以和委托人约
定一定比例的前期费用，以对抗自己
的后期风险。

近年来，从《步步惊心》《甄嬛传》
到《琅琊榜》，从《匆匆那年》《何以笙箫
默》到《微微一笑很倾城》，从《仙剑》
《古剑奇谭》到《花千骨》……曾经的畅
销小说、热门游戏几乎都被改编成影
视作品，并且占据电视荧屏和大银
幕。在作品改编影视剧的热潮下，影
视改编剧在筹备、摄制、发行阶段也发
生了多起与原著作者的法律纠纷。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改编人改编
他人作品时，一般应注意如下三点：1
取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2在著
作权人的授权范围内进行改编；3不
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包括人身权
与财产权）。这三点说起来简单，但在
实践中却产生了各类型的争议，本文
通过典型案例对影视改编剧的主要

争议进行具体分析，并从如何签订授
权协议角度提出法律建议。

关于授权期限

2016年4月，知名网络作家匪我
思存发表长微博《关于<迷雾围城>电
视剧不得不说的话》，哭诉其于2011
年授予北京紫晶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对小说《迷雾围城》的专有影视作品全
部改编权、拍摄权、发行权、影视播放
权及海外影视播放权，授权于2016年
3月15日到期。但该公司在授权期限
内迟迟不拍摄，直到授权期限届满前3
日才开机，且在未与作者续约的情况
下于授权期限届满后仍继续拍摄。匪
我思存认为，该公司超过授权期限拍
摄《迷雾围城》改编电视剧的行为，构
成著作权侵权。后匪我思存授权方北
京记忆坊文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对北
京紫晶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多家
《迷雾围城》改编电视剧制片方提起侵
权诉讼，现本案处于审理阶段。

《迷雾围城》的争议主要为授权
期限届满前，电视剧开始拍摄的，制片
方是否有权完成拍摄。根据法律规
定，如授权期限届满，则被授权方应不

得再使用授权权利。但由于影视作
品的创作有特殊性，从立项、前期筹
备、剧本撰写、摄制、到最终取得电影
公映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
周期十分漫长，一般需两年左右，且影
视作品创作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此，
会出现授权期限届满却未完成拍摄
的情形。

律师建言：为了保护影视剧制片
方的权利，可以在合同中进行特别约
定，以避免争议的发生。例如，可以约
定：被许可方或经被许可方授权的第
三方已取得影视剧的拍摄许可证或
经主管部门许可或已实际投入制作
的，则被许可方或被许可方授权的第
三方有权继续该影视剧/舞台剧/话剧
等的摄制、制作、宣传、发行等工作，不

受许可期限届满的限制。

关于授权内容

2015年末，《匆匆那年》原作者九
夜茴在网剧《匆匆那年》于搜狐视频平
台播出后，发布声明称，搜狐视频仅有
权根据《匆匆那年》改编一部影视剧，
由于搜狐视频已改编制作了《匆匆那
年》网络剧，因此其所制作的续集《匆
匆那年：好久不见》属于超出授权范
围，侵犯其著作权并构成不正当竞
争。而随后搜狐视频回应：九夜茴已
将小说《匆匆那年》的剧本改编权以及
电视剧、网络剧改编权永久授予搜狐
视频，因此搜狐视频有权制作多部改
编作品。九夜茴与搜狐视频的争议
是由于合同中对改编作品的部数约
定不明导致，同时也揭示了在改编权
授权协议中对于授权内容约定的重
要性。

律师建言：授权内容一般包括改
编作品类型，如电影、电视剧还是网络
剧；针对影视剧，一般还需明确改编作
品的语言、部数等。因此，在签署改编
权授权合同时，应尽量明确授权内容，
以减少日后的纠纷。

改编权与原作者著作权

2016年6月28日，北京市西城
区人民法院就“天下霸唱”诉《九层妖
塔》电影侵害其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
权侵权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
为，涉案电影《九层妖塔》系根据小说
《精绝古城》改编而成。电影《九层妖
塔》的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不得侵犯
原作品即小说《精绝古城》的著作权，
其中当然包括小说作者对于作品享
有的署名权。虽然在电影片头已经
明确署名“改编自《鬼吹灯》之精绝古
城”，但鉴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明确
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
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
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
法指明的除外。而“天下霸唱”与电影
制片方之间并无特殊约定，因此，电影
制片方应在影片上对作者署名以表
明作者身份。本案涉及两项原著作
者的著作人身权，即署名权及保护作
品完整权。在作品改编影视剧中，即
使被授权人在授权范围内进行改编，
如未按照法律规定对原著作者进行
署名，仍会产生相关纠纷。

律师建言：在订立合同时应明确
约定署名的行使方式，以避免相关风
险。对影视剧制片方而言，可在合同
中明确约定具体的署名方式、字体、位
置、颜色及大小由制片方决定。

虽然影视改编剧凭借原作品的
热度、影响力，可获得更高的关注度
以及收视率、点击率，但也正因为影
视改编剧需要取得原作品著作权人
的授权，因此增加了侵权或者违约的
风险。总的来说，改编他人作品时，
首先应确认原作品是否仍在著作权
保护期限内。如是，则需取得相关著
作权人的授权。在取得授权时可采
取许可的方式也可采取转让的方
式。如采取许可的方式，则需明确许
可期限、地域、范围、性质等。如采取
转让的方式，需要明确转让地域、转
让内容等。取得授权后，在行使权利
的过程中，需注意不要超出授权范围
且不应侵犯原作者的著作权，尤其是
著作人身权。综上，投资拍摄一部影
视剧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人力，而
一旦作品涉及著作权纠纷，甚至可能
导致影视剧停拍、停播。因此，建议
制片方注意本文所提及的常见争议
点以及建议，谨慎签订合同，有效减
少纠纷的发生。

（本文作者曾参与过《芈月传》
《宫锁连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变
形金刚4》等影视作品的纠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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