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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困境,网络化知识产权保护尤其如此。本文主要分析了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主要原因,

并结合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提出完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网络化；知识产权保护；有效措施
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其也

有必要不断加快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修订和整合现有法律,建立具有

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现今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

包容性和前瞻性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法,构建专门的管理机构,加大监督

知识产权,网络也成为了呈现知识产权的重要载体,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也

和管理力度。
3.2建立科学的网络知识产权利益共享机制

是法律制度设计中应当重点关注的内容。

1 网络知识产权概述

知识产权实质上是一种私权,其与人的切身利益有着十分密切的联

网络知识产权主要指数字网络技术飞速发展所出现的或与其相关的

系。但是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知识产权的社会性明显增强。网络传

多种知识产权。除传统的知识产权外,网络知识产权也涵盖数据库、多媒

输的智力成果也成为了社会建设和发展中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所以,在

体、计算机软件、数字化产品和电子版权等多项内容。

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维护产权所有人的利益,另一方面

2 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主要原因

也需维护公众的利益,以期增大知识产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一方

2.1法律建设滞后

面是立法原则,另一方面也是一项司法原则,应以此为基础建立网络知识

人们在网络世界的行为记录难度较大,侵权行为的隐蔽性较强。互

产权权利共享机制。在支持产业联盟发展中创造较高的价值,最终实现技

联网的容量巨大,网络中的数据流量也较多,其与互联网开放式的发展
模式有关,同时在发展中并未制定科学有效的约束机制,仅仅依靠被动

术成果在全社会的共享与应用。
3.3大力创新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技术

管理,无法实现良好的管理效果。法律制定应充分考量法律制度的稳定

合理利用网络技术积极保护网络知识产权,是当前应用的主要手段,

性及权威性,但是法律出台相对滞后,无法满足实际需要,最终与时代发

采用先进技术保护网络知识产权一方面可有效预防网络侵权行为,另一方

展脱节。

面也能够促进知识产权立法思路的发展与创新。但网络信息技术发展速度

2.2网络发展弊端不可避免

较快,网络技术发展的同时,侵权技术也在进步,这就要求相关人员大力发

网络是网络犯罪的源头。0和1是网络表达的主要方式,网络传播的信

展网络保护技术,以此为基础与各利益方联合,不断研发新技术,同时合理

息十分丰富。但是网络中也可不留痕迹的获取资源,上网用户只需清除历

应用网络反制技术保护网络知识产权。

史记录即可,且获取资源后便可发布,而该方式无法明确信息发布的时间

3.4增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创建网络知识产权道德规范

和信息发布者。再者,网络侵权入侵时会受到电流消失的影响,使其记录不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并不重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互联网发

留痕迹,虽然使用者能够设置系统自动记录访问过的系统,但是入侵者也

展中,盲目模仿驱动机制也成为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加淡薄的导火

可修改或删除历史记录,这为取证工作造成了重大的障碍,同时也深入展

索。对此,相关部门需积极组织网络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工作,有针对性地开

现了网络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不利于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

设课程,加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从而不断深化人们的网络知识产权意识,

网络发展推动了社会信息化的建设。网络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网络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而大量信息的

促进网络文明建设,创建合理完善的网络监督机制,以期建立起更为完善
的网络知识产权意识和理念,有效减少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

出现也转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网络打破了时空的局限。人们利用网络

4 结语

了解世界的同时也拉近了自己与网络之间的距离,而个人隐私泄露问题由

现如今,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现状不容乐观,受到多种因素的

此产生并发展,网络世界降低了用户隐私的安全性。另外,计算机也具有较

影响,我国网络知识产权工作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为转变现状,相关部门和

强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也促进了侵权行为的蔓延与普及。人们在享受

工作人员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采取针对性措施,创新保护技术,以此推动网

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将自己的个人隐私公之于众。

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3 完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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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各类网络信贷产品与服务的兴起,“蚂蚁花呗”就是其典型代表。这种小额信贷金融平台凭借其便捷性、
低门槛性、在时限内还款免息等优势受到经济能力不足的大学生们的欢迎。作为新兴互联网便捷信用卡的“蚂蚁花呗”,在引领大学生消费的
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消费风险。基于此,本文以“蚂蚁花呗”为例,选取广东高校大学生为样本,采用调查问卷和个人访谈法,探索大学生使用花
呗的行为特征及重要影响因素,并对大学生提出信贷消费的建议,以促进网络信贷的优化发展,保证大学生的理性消费。
[关键词] 蚂蚁花呗；信用支付；理性消费；大学生
引言

2.1样本基本构成。以在校大学生为样本的总体中,男生占21.6%,女生

据“网贷之家”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8月底,互联网信贷行业累计平台

占78.4%。被调查者中63.7%的学生每月生活费在1000至1500元之间,22.3%

总数为6621家,其中正常运营平台数将近1000家,贷款余额总量为6428.79

的学生每月生活费在1000元以下,然而每月生活费在1500元至2000元之间

亿元。面对网络平台的快速崛起,作为平台使用主体的大学生,其认知情况、

的学生比例亦达到了9.3%,可见每月生活费在1500元以下的占了近九成。

使用需求、偿还状况、行为影响等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此,为促

而他们的生活费主要来源于家庭供给,占比82.4%,但也有10.3%的学生有

进网络信贷的优化发展,保证大学生的理性消费,本文试图以“蚂蚁花呗”

一定的经济能力,表示每月生活费主要来源于兼职所得。
2.2大学生对于“蚂蚁花呗”的了解情况。调查结果显示,72.3%的大学

为例,研究大学生对网络个人消费信贷使用的现状,探寻相关对策。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生了解并使用过花呗,13.1%的学生了解但未使用过花呗,4.7%的学生不了

在查阅相关调查报告与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在校大学生对

解但使用过花呗,也有9.7%的学生不了解且未使用过花呗。可见,花呗在大

花呗使用情况的调查问卷,问卷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

学校园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对此,我们要对花呗有一个

级、每月可支配金额等)、对花呗的认知情况、对花呗的使用情况(如使用

清醒的认识,“蚂蚁花呗”得益于网络经济的高速发展衍生出来的各类网络

频率、使用金额、网购频率等)、消费习惯(如消费用途)和偿还情况(如还

信贷产品与服务,并凭借其便捷性、低门槛性、信用额度较大、在时限内还

款资金、偿还压力、逾期还款)以及对花呗的总体评价。同时根据调查的

款免息等优势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了当今互联网上涵盖范围最广

结果,结合个人访谈法,询问被调查者对“蚂蚁花呗”的基本看法和使用过

的个人信贷消费平台,在我们的访谈中近乎所有的人都听说过花呗。

程中存在的不足。通过以上项目来综合了解花呗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使用现

2.3大学生对于“蚂蚁花呗”的使用情况。调查数据表明,在“蚂蚁花

状,进一步探索大学生使用花呗的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本次调查使用问

呗”的使用年限、使用频率以及使用金额方面,将近一半的学生使用花呗超

卷星和面对面发放方式相结合,共发放和回收问卷510份,剔除8份无效问

过了6个月,五成以上的学生每周使用频率在两次以上；约55%的大学生群体

卷,有效问卷502份,问卷回收有效率达到98.4%。

表示每月花呗使用金额在500元以下,23%的大学生群体每月花呗使用金额

问卷回收后,利用统计软件SPSS19.0分析,Cronbachα系数为0.977,

在500至1000元之间不等,13%的大学生群体每月花呗使用金额在1000至

信度系数值大于0.9,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好。针对“项已删除的α系

2000元之间,更有甚者,8%的大学生每月花呗使用金额在2000元以上。在进

数”,分析项被删除后的信度系数值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说明题项全都

入大学校园以后,大学生的消费欲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周围的环境也在促

应该保留,进一步说明了研究数据信度水平高。

进大学生消费观念的转变。然而这一消费群体绝大部分没有可靠的经济收

2 大学生“蚂蚁花呗”消费现状调查分析
表1
类别
性别

入,每月的开销主要来源于父母提供的生活费。网络信贷消费的兴起能让大
学生享受“先消费,后付款”的购物体验,提前购买所需物品,并且“蚂蚁花

“蚂蚁花呗”使用者基本情况统计表

选项分类

数量

比例

男

107

21.6%

类别

选项分类

数量

比例

饮食消费

240

60.9%

女

395

78.4%

服饰鞋包

230

58.4%

了解,使用过

363

72.3%

生活用品

107

53.8%

了解,未使用过

66

13.1%

护理化妆

178

45.2%

不了解,使用过

24

4.7%

交通出行

136

34.5%

不了解,未使用过

49

9.7%

娱乐消遣

124

31.5%

四次或以上

122

31.0%

两到三次

80

20.3%

一次

61

15.5%

主要用途
认知情况

使用频率

使用金额

本月生活费
还款资金

兼职还款
下月生活费

257

65.2%

173

43.9%

127

31.5%

其他

130

33.0%

500 元以下

218

55.3%

500-1000

82

23.4%

1000-2000

50

12.7%

没有过

332

84.3%

其他

34

8.6%

利大于弊

123

24.5%

增加

223

56.6%

弊大于利

81

16.1%

未增加

171

43.4%

利弊参半

298

59.4%

还款压力

逾期还款

总体评价

有

163

41.2%

无

231

58.7%

有过

62

15.7%

网购频率

呗”信用额度会随着消费次数的增加和良好的信用而提高,这就为大学生网
购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对于有一定消费潜力且对新鲜事物接受较快的大学
生,“蚂蚁花呗”这类网络信贷产品展现了无可比拟的优势。与传统信用卡
相比,花呗依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门槛更低、操作更加简便和时不时的红包
优惠活动,吸引了很多年轻的消费者。不过“蚂蚁花呗”的风靡也非一时一
刻才出现的,因为学生们的消费习惯和理财观念方面的教育在中国的传统
教育中显得非常苍白,很多学生无法抵挡超前消费的诱惑,难以控制自己的
消费行为。然而,调查结果显示也有23%的学生没有使用过花呗这一消费信
贷产品,而且短期内也是不准备开通“蚂蚁花呗”,他们具有更加传统的消
费观念,认为自己没有使用花呗的必要,并且对于花呗这样的第三方贷款平
台的认识更为深刻,担心一旦使用花呗,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购物欲望,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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