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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 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作为新一代互联网数据库技术，以其去中心化、开放透明、可溯源

的特点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种分布式计算体系极大提高了数据的安全性和

交易效率，同时节省大量成本，已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如商品溯源、法务

智能合约、物流供应链管理、版权保护等。其价值主要一下几个方面： 

 

Ø 安全 

基于去中心化 P2P 网络技术，区块链系统中所有参与节点将共同完成数据

的存储、维护，可有效避免中心化数据系统遭到攻击时数据泄露的风险。在

数据传输过程中，密码学技术提供了安全保障。此外，新区块的产生，是由

全网多数节点达成共识后的结果，任意节点都无法实现数据的完全控制，保

证区块信息不可篡改。 

Ø 确权 

区块链的另一个价值体现在数据资产所有权的确认上。数据一经上链，即

可通过区块链网络确定与用户间的锚定关系，且后续的每一次数据操作都

会被准确记录，不可篡改。该特点可对数据资产进行有效保护，防止他人

恶意篡改、窃取与利用。 

Ø 信任 

去中心化区块链系统中，数据账本存于各节点，信息公开透明，为数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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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基础保证。由于采用共识机制，各节点需要按照严格的算法规则更新

区块信息，从而达成信息共享、多方决策一致，保障数据记录过程的可信性。

整个过程中，无需借助第三方机构即可建立信任网络，完成多节点的可信沟

通。  

Ø 价值共享 

传统中心化系统常涉及较多环节，参与中介多、流程复杂，耗费成本较高。

而区块链系统则实现了各参与节点的去中心化连接，且各节点数据资产可进

行点对点自由流通，以降低中间成本。此部分节约成本将以收益的形式，根

据对区块链网络的贡献程度按照一定规则分配到各节点，在激励其他节点积

极参与的同时，实现全网价值的再分配。 

1.2 图片区块链发展前景 

在互联网时代，大量影像、图片、文字等缺乏自主版权，易被二次加工或盗

用，申诉维权流程繁杂而冗长，给正版互联网内容行业带来很大压力。其中，

图片行业起步早，落地稳，已具备接盘区块链生态体系的基础条件。 

 

Ø 中国网络图片行业发展架构较成熟，在图片产业链上，全国拥有数以百万

计的优秀摄影师及摄影团队作为海量优质图片的供给者，另有广告、媒体

等企业作为图片需求者，具备高达百亿的市场空间。受侵权困扰，图片行

业所蕴含的产值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区块链技术可帮助其重构版权生

态体系，激活市场潜力。 

Ø 互联网内容体系包含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视频和音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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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具备一定长度，传播和使用成本较高；文字较为碎片化，且极易切割和

修改，很难界定权属；图片具备鲜明的个性化、独立化特征，单张图片易

使用易传播，作品风格成形，确权方便快捷。且图片无论单张或图集的直

接利用价值都较高，非常适合开展版权化改革。区块链技术可通过时间

戳、智能合约等手段, 在分布式系统中记录并识别每张图片的上传路径，因

其可溯源及不可篡改的特性，在最大程度上公开透明地保护图片版权。 

Ø 百度图片作为国内行业的翘楚，积累了大量版权行业版权图片合作资源，

每日分发量上百亿，结合深厚而强大的用户基础，可以率先在图片版权行

业有所作为。 

Ø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网络图片版权保护的关注和投入，2017年 7月 28

日下午，由中国版权协会主办、中国版权产业网承办的“互联网+图片版权

保护与产业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围绕图片版权的分类、流向、保

护、监测、商业模式等问题展开探讨。会议认为图片作品在著作权领域创

作主体最多，作品数量也最多，却没有产生相应的产值。图片的价值及产

业发展需引起各方重视。在此时深入布局区块链版权图片体系，也能得到

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 

 

 

二、互联网版权图片行业现状 

2.1 版权图片市场规模 

艾意凯咨询（L.E.K.）评估，全球图片行业市场规模约为全球广告市场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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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根据《2017-2022年中国广告业市场分析及发展战略咨询报告》规模分

析来推测：2018 年，国内图片行业市场规模价值 207亿元，平均年增速高达

近 9个百分点，具备相当强大的市场感召力。 

 
图 1  2015-2018中国图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不仅如此，据 2013-2017年中国版权局版权作品自愿登记统计数据显示，自愿

登记版权的原创者逐年增加，力求通过法律手段确立原创作品归属。预计 2018

年版权登记作品数将高达 68.98 万件，大众版权和维权意识将越来越强。 

 

互联网图片市场的飞速扩张和图片生产者的版权意识增强相结合，会极大催生

版权图片生态体系的出现，并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 

2.2 互联网图片版权的核心痛点 

2.2.1 确权成本高 

内容版权生产者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创作内容作品，然而优秀的

内容作品投放于互联网平台时，却无法轻易确定版权归属。网络平台不同于传

统平台，出版或发布内容作品虽快捷便利，但无法得到有效且可靠的背书支

161
175

190
2076.60%

8.60% 8.42% 8.92%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0

50

100

150

200

250

2015 2016 2017 2018

图片行业市场规模 增速



	 7	

持，内容发布者需自行联系版权机构申请版权归属，此过程所耗费的成本较

高，手续也因各背书机构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每日互联网平台将诞生数以百万

计的原创作品，每个作品若都进行确权的话则难上加难。  

2.2.2 盗版猖獗 

当前网络中内容作品被盗用的现象屡见不鲜，主要原因在于侵权发现难和维权难。 

 

Ø 侵权发现难 

互联网上的内容作品因其本身易修改、易流通的特性，极易被二次加工和二

次传播，当缺乏公开健全的侵权检测机制时，侵权行为很难被发现。 

Ø 维权难 

发现了侵权行为后，盗版线索是否能够维权，如何找到维权机构，如何维权，

都需要内容创作者花费大量精力去研究，可谓困难重重。 

 

 

图 2   内容版权维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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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变现模式单一 

传统图片版权的商业模式是版权交易，原创作者想要变现仅能依靠传统的

交易平台。而随着内容平台的兴起，互联网行业对版权图片的需求与日剧增，

传统的商业模式水土不服，而这将催生新的商业模式的产生。 

三、图腾-内容版权区块链解决方案 

3.1 价值主张 

图腾希望能够构建全新的内容版权生态平台，以先进的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支撑，

秉承着绝对开放公正的原则，让互联网原创内容上传、使用及交易体系化、透明

化，享有全流程的版权保护权益，借助百度搜索的力量，使原创内容触达各行各

业的亿万用户，充分获得品牌曝光和流量，让生态内的每位参与者均能受益，提

升内容版权行业效率，实现行业价值的最大化。同时，图腾平台与百度搜索相结

合，可以共同为内容赋能：搜索生态中出现的原创内容可得到图腾的版权保护，

为原创者搭建版权护城河。以用户行为为导向，建立全新的搜索算法和机制，为

优质原创内容带来更丰富的流量。 搜索将反哺图腾，激励和引入更多的内容创作

者。 

3.2 产品优势 

3.2.1 平台优势 

百度作为国内最大的搜索引擎，具有最全面的用户基础和巨大的流量，并且非常

重视原创内容生态。依托百度平台的优势，能够使优质原创作品高效触达各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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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用户，为版权作品提供更多的落地场景和流量导入机会。 

3.2.2 技术优势 

百度先进的超级链技术，为内容版权行业提供强有力的体系化支持，助力版权行

业全流程更加公信、公开、透明。 

 

百度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基于语义理解、图像分析、视频理解、内容聚合等

多项技术能够快速构建智能推荐和检索系统，助力版权内容触达亿万用户。 

3.2.3 品牌优势 

百度作为国内最大的搜索引擎，成为百度区块链战略合作伙伴，可提升自身品牌

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内容版权行业趋于激烈的竞争中持有更多优势。 

 

3.3 产品功能 

3.3.1 全流程版权保护 

将作品版权信息永久写入区块链，基于区块链的公信力及不可篡改性，结合百

度领先的人工智能识图技术优势，让作品的传播可溯源、可转载、可监控，改

变传统图片版权保护模式。 

3.3.2 多渠道内容分发 

基于图像分析、语义理解等多项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图片 Tag智能推荐和图片

检索子系统， 依托百度系产品流量支持，精准匹配图片内容与用户需求，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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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供需双方高效连接。 

3.3.3 技术赋能原创生态 

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版权登记系统、人工智能视觉检索系统和版权图片检索

系统，发挥百度技术生产力，赋能原创作品版权登记、监控与维权。 

3.3.4 助力提升行业效率 

基于区块链上链信息的公开透明性，解决行业信息不对称、流程效率低等切实痛

点，打破封闭旧模式，实现版权内容行业的高效率及专业化。	

3.4 图腾系统实现方法 

图腾系统划分为基础层、服务层和平台层： 

	
图 3   图腾系统架构 

3.4.1 基础层 

基于百度超级链技术构建内容版权链，将内容版权行业需要公信力或透明性的登

记确权、维权线索、交易信息等存储在版权链上，版权链默认采用超级链的 DPOS

机制，分布式账本由百度、内容机构、确权机构、维权机构等节点共同维护和背

书，具有强大的公信力。庞大的版权内容信息讲存储于百度分布式存储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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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服务层 

服务层主要构建图片 Tagging、图片搜索、盗版检测等基础服务。 

 

Ø 图片 Tagging 

基于百度权威知识图谱构建标签体系，利用精准的图像理解、图文理解等前

沿AI技术对图片进行智能理解、识别并自动生成标签。通过全球领先的 AI

科技，快速而精确地丰富图片描述。 

Ø 图片搜索 

针对所有摄影师和联盟机构的上链图片，构建以文找图和以图找图的搜索系

统。智能检索，双重保障，为图片购买者提供一个需求匹配的便捷入口。 

Ø 盗版检测 

基于百度强大的技术背景和丰富的网络资源，利用成熟的分布式爬虫系统，

对全网图片进行采集。基于图像理解的智能 AI 技术，构建相同图片检索系

统，利用强大的算法和过硬的技术，即便图片进行了变形和修改也能被追踪

和发现。 

3.4.3 平台层 

平台层为图腾联盟伙伴提供登记存证、分发交易、维权取证等服务。 

 

Ø 登记存证 

摄影师和机构通过平台将自主产权图片提交到图腾平台后，平台首先将对作

者信息和图片信息进行可信时间戳的计算，进行第一重的信息存证；然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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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者信息（关键信息加密保护隐私）、图片信息、可信时间戳信息和上链

时间（区块链系统生成），统一记录到区块链中，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联

盟伙伴共同记录背书的特性，进行第二重的信息存证。维权时可以方便的从

区块链中取证。 

Ø 分发交易 

基于上链数据构建的智能图片搜索系统，会为图腾平台、百度图片搜索等平

台提供图片服务，让版权图片和摄影师本人获得最大中文网站的流量曝光，

同时促成版权图片交易。 

Ø 维权取证 

基于覆盖全网的盗版追踪监测系统，可以第一时间准确锁定版权图片在互联

网中的盗版使用，并自动进行取证。图腾平台将为图片版权拥有者提供从确

权到维权的完整证据链，全力保护版权图片原创者的切实权益。 

 

图片上链不会改变图片的版权所属，作者及版权机构对自有版权图片拥有完全

的处置权，可对上述权益进行选择使用。 

3.5 共识机制 

共识是实现数据可信的重要环节，图腾版权链的整体实现各种共识方案可插

拔、可配。让业务根据自身需求和场景，灵活选择。默认采用百度超级链中的

DPOS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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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节点成员架构 

版权链的节点成员目前以邀请制为主，成为节点成员需要具备以下三类要求： 

1.原创内容的生产或代理机构   

2.确权机构 

3.提供版权保护的维权机构。通过以上权威节点的入驻，版权链将提升自身公

信力和背书能力，打造真正可信、可靠的版权保护平台。 	

	
图 4   图腾节点成员架构示意图 

	

3.7 图腾积分激励系统 

图腾积分是图腾平台为激励用户原创内容上传、信息上传等行为所发放的具有一

定可兑换百度内部价值资源和权益的积分。积分初始生成40亿，按照一定的规则

由图腾区块链系统公平、公正、自由的进行发放，发放对象是所有图腾个人或者

机构用户，每年新增发行4.5%的图腾积分，作为版权链节点记账的奖励。 

 

Ø 图腾的积分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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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生产者在图腾平台上完成任务即可获得图腾积分，具体任务是指完成

上传特定内容的相关操作。用户将在上传之后，获得与上传作品相对应的

图腾积分作为奖励。图腾积分的发放，由系统依据两个维度操作——上传

作品的数量与上传作品的质量，与两者呈正相关，上传作品数量越多，作

品质量越优，则会获得越多的图腾积分，生产者可以通过创作优质内容获

得更多的图腾积分。质量的考察与于在百度系产品中获得较好的传播力和

影响力正相关，传播力和影响力越高，即可获得越多的图腾积分奖励。 

Ø 图腾积分的消耗 

图腾未来将会应用于百度权益兑换和百度内部其他系统的资源和服务兑

换。 

四、发展规划 

目前，图腾平台已率先完成了图片版权区块链完整解决方案的实现，对图片版权

行业提供了版权保护和交易的全流程支持。未来，图腾计划将平台能力从支持图

片扩展到支持文字、视频等更多类型的版权内容表现形式，以期更好推动版权行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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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腾进展与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