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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己见

计算机字体软件销售之后，对其产生之单字作为

美术作品，对社会商家的“商业使用”再次收费是近

来版权领域中的热点问题。

一、比喻或想像 :计算机字库是美术字作品集  

（一）某些字体业者的诉求

要求“社会二次用字”可以单字收费的不同字体

业者，其主张的作品对象和权利范围，可以举例、总

结如下：

1、字体软件同时还是一个美术作品集，包含有

国标规定范围的有关汉字。

2、字体软件发生的单字，是美术作品的单纯数

字化，属于同一作品。

3、字体软件发生的单字，每一幅都是一件美术

作品。

当前，字体业者主张“单字收费”的现象越来越多，

甚至会大量出现极端事件如“临时用字”侵权。春节

期间，某饭馆 C 为烘托气氛，委托印字社 B 设计“新

春快乐”春联包括图案和文字 ；印字社使用网络上明

确说明是免费的字体。字体业者Ａ春节过后，向法院

起诉饭馆 C，说是软件免费，但书法作品不免费；临

时使用书法，未经许可，亦属侵犯版权，要求赔偿损失，

登报道歉。

（二）计算机字库是软件，不是美术作品

“计算机字库是美术作品”是出于特定软件的使

用效果，产生的主观想像。软件可以有很多技术效果，

如可以产生音乐效果的软件，不是音乐本身 ；可以产

生雕塑作品感觉的激光效果软件，不是雕塑。同理刀

具生产软件不是刀具，飞行导航软件不是飞机，武器

发射软件不是武器。

著作权法作品的性质是法定的，不因特定使用效

果而改变。字体软件的运行结果，导致与计算机结合，

提供成套字体供使用，这是字体软件的使用效果，不

能反过来说这种软件是美术作品。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4 条第（8）款规定美术

作品，本身应有视觉效果，应为人类肉眼可以观察的

平面、立体造型艺术作品。而引起社会讨论的计算机

字库，本身是计算机程序，不具备任何人类肉眼可视

的字体造形，所以不能归入任何美术作品范围。

１、从可视性内容看，计算机字库是软件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了计算机软件是“代

码化指令序列”。而引起社会讨论的计算机字库，是以

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编写的全真字形格式（truetype）

的字体文件，其可视效果包括一系列英文（包括正常

的语句和简写、缩写）计算机语句、数学计算过程等。

２、从工作原理上看，计算机字库是软件

以下是计算机字体软件的一个功能语句：

TableDirctory*GetTrueTypeFont(HDChDC,D

WORD&nFontSize)

{

//queryfontsize

nFontSize=GetFontData(hDC,0,0,NULL,0);

TableDirectory*pFont=(TableDirectory*)

newBYTE(nFontSize);

if(pFont==NULL)

returnNULL;

GetFontData(hDC,0,0,pFont,nFontSize);

returnpFont;

}

３、从使用方法、效果来看，计算机字库是软件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了计算机程序，

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

计算机字体维权的限度
○张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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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

（1）将字体文件装入电脑，具体来讲就是打开“控

制面板”，装入“字体”文件夹；

（2）此后计算机字库可应操作者的指令，直观

来讲就是敲击计算机键盘，产生带字体的单字。

计算机字库与计算机操作系统的互动，产生类

似中文、英文打字机使用方法、效果，构成了《计

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的技术效果：计算机字库

提供矢量字体，使操作者或者撰写文稿，或在新创

作之美术作品中，使用字体单字。计算机字库在这

里的作用，等同于中文打字机的中文字盘，而计算

机中央处理器、操作系统、打印机等外部设备相当

于打字机的机械部件。

（三）字体软件是独立作品

计算机字体是独立作品，因为具有独立的独创

性、可复制性，而这些是版权保护领域中，判断新

作品属性的重要标准。

１、新的独创性

字体软件要在计算机环境中完美再现、处理字

体，要解决计算机选取参数、编程本身的技术问题，

其独创性表现在计算机技术上。而无论是书法还是

美术字，书写、设计本身都不存在这些问题。

２、新的复制功能

字体软件除了可以使人们欣赏字体之外，还提

供了方便、快捷复制功能，单个字从理论上可以无

限复制；而这一新功能，美术作品是完全不具备的。

直白的事实莫过于：任何一种美术作品，即使主

张美术作品与计算机字库是同一作品的人动手，也

无法使美术作品与计算机兼容，计算机不认这些美

术作品。而字体软件对于计算机，可谓如鱼水。

（四）作品的单纯数字化和演绎作品的界限

事实上在计算机时代，尤其是平面艺术作品如绘

画、书法，都可以计算机数据方式存在，如书法作

品的网络照片或者数字化版本。但是计算机字体软

件的技术特性不同，其不仅导致字体展示，更有挑选、

复制单字体的功能，是一种新的、独立的作品形态，

是字体的演绎作品。

美国版权局对电子字体的有关分析历史，充分

说明这一问题。1988 年 9 月美国版权局面对新技术

的挑战，对电子字体作品的版权登记，首次作出回应，

发布了《数字化字体版权问题的政策决定》：认为由

于美国版权法明确禁止字体本身的版权保护，而同

时电子字体只不过是字体的数字化，数字化没有创

造性劳动，只产生固定格式的数据，所以不产生新

的权利，电子字体没有版权保护。读者用 POLICYD

ECISIONONCOPYRIGHTABILITYOFDIGITIZEDTYPE

FACES（有关数字化字体的版权决定）在网上搜索，

即可看到美国版权局该公告的全文,该公告依据的技

术基础是 bitmaptype　fonts 即“点阵字体”，该

技术的特点是将实物字体，存储为电子字体图形上

的黑、白点，如同过去报纸上用黑、白点反映的黑

白照片一样。

技术在迅速发展，转眼到了 1992 年，美国版

权局又发布了《产生字体之计算机程序的版权登记

终 规 则 》( 即 FINALREGULATIONREGISTRAB

I L I T Y O F C O M P U T E R P R O G R A M S T H A T G E N E R A T

ETYPEFACES。可以用该英文在网上查找美国版权局

该公告的全文 )。该《 终规则》依据的技术，是

scalabletype　fonts 即矢量字体。矢量字体的字形

通过数学方程来描述，有关函数的确定和编程，对

于字体的表达有很大影响；美国版权局认为失量字体

软件存在创造性劳动，因而是版权保护的单独对象。

至此，美国计算机字体的版权保护，实际上与

其他发达国家水平相差无几：美国虽然认为字体本

身没有版权，但是保护字体产生的演绎作品即字体

软件。明确字体本身有版权的国家如英国、德国，

对字体的保护与美国一样，仅保护的作为造字工具，

如未经许可将字体用于生产铅字铸字，制作字体软

件；并无软件产生单字的社会收费规定与实践。

二、单字收费的荒唐性

（一）导致字体业者的利益边界，延伸到每一个

中国人

在“二次收费”社会中，中国人没有“国标字体”

可以免费、自由使用。

１、印刷汉字

传统印刷汉字的国标涉及定量、定音、定序和

定形。与计算机字体保护有关的是定形，其解决的，

是不同写法的字选择取舍、错别字修改，如推荐“规

诫”，废止“规戒”；推荐“靡”，废除“糜”。“朵”

字上面要写成“几”，不能写成为“乃”；吞”上面

应当写成“天”，不能写成“夭”。至于诫、靡、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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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写成什么风格，并没有国标。①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②规范的是“汉字的字形结

构、笔画数和笔顺”，③其中“字形结构”即指上述“定形”

内容。《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全文用的是宋体，但并

不是宋体本身的标准。也就是说《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使用宋体，但不能阻止字体业者对有自己特点的宋体

字 体， 主 张 版 权。 如 Windows98、2000、XP、2003

中捆绑的“中易 GB13000.1/GBK 宋体和黑体”已经

主张并经一审法院认定为享有版权保护。

２、计算机汉字处理

新兴的计算机汉字技术有国标，仅规范汉字如何

在计算机内传递，如何显示的机内国标码问题。④汉

字矢量字体没有国标(已有的推荐性国标亦已费止)，

⑤也就是说我们日常使用的所有计算机字体，都有版

权。

我国版权法的已有实践表明，某些法院对汉字书

法、美术字设计，倾向采用低的独创性标准，实践中

可以描述为“有差别就有版权”。这与发达国家字体

保护，有相当差距。在“有差别就有版权”之下，没

有特点的计算机字体单字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一个

字体业者，认为自己的字体没有独创性。因此某些字

体业者的利益边界，已经延伸到每一个中国人，使用

计算机输出的普通宋体、仿宋、楷体、黑体，“每一

字都是一幅美术作品”。

（二）版权法上合理使用规定，不适用于计算机

字体

1、合理使用规定遇到特权

如果认可了计算机字体软件输出的每一个字，都

是一幅美术作品，《著作权法》第 22 条规定合理使用，

不能对抗作者的属名权。中国大街上招牌、站牌、路

标上，企业的商业用说明书、文件上，理论上到处都

应当有字体业者的个人姓名、公司名称，成为中国知

识产权保护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同时不可以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为理由，免

费用字；因为学习、研究、欣赏的不是字体本身，不

可以免责。介绍评论公开发表的作品、报道时事新闻、

媒体转载时事性文章时，复制了字体的，法律没有规

定属于合理使用范围。除非为字体本身的教学、研究

开发，学校或研究机构的其他任何使用，都应当向字

体业者交费，因为版权法没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可

以不向字体业者交费。

所有上述情况中寻求合理使用的人，都不能以自

己是已发生字体的“二手使用者”进行抗辩，因为您

电脑上显示的、打印的，是您电脑、打字机里软件的“一

手”字体。您所使用的他人已发表作品，作为电子文档，

只是发出有关信息，调用了您计算机本身的字体程序。

如果您计算机中没有装载某款字体，即使外来文件是

用该种字体表示的，您计算机屏幕上还是不会出现该

款字体；只会在您计算机中装载的字体中，随机选择

一种字体进行显示。

2、每个人使用计算机的人都是收费对象

版权法合理使用规定，构成社会大众、媒体、政

府机关合理使用作品的法律基石，但是对字体二次收

费，完全失灵。这不是因为法律不严谨，而是因为“二

次收费”太荒唐。

街上的打字社，提供印名片业务；打字社使用字

体软件，生产名片；“二次收费”成功之后，名片上

的每个字都是一幅美术作品，那么每个持有这样名片

的人，包括正在阅读本文的人，都应当去中国著作权

保护中心应当筹建的“中国字体使用费收转中心”，

交一笔“书法作品使用费”。因为名片在社会商业往

来中，广泛使用，其中单字肯定不是学习、研究、欣赏、

课堂教学、科学研究使用，所以要交“书法作品使用

费”。

您正在阅读的本文，在本人享有版权的同时，还

是字体公司的 5000 多个“美术作品”构成的美术作

品专集。作为使用者，本人必须向字体公司交版权使

用费，因为本文对象不是字体的研究开发，不属合理

使用范围。您如果从网上复制本文，您也必须交费，

因为您的复制，需要得到美术作品作者的平行许可。

2011 年 1 月 新颁布的 高人民法院、 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传播

他人作品的数量合计在 500 件（部）以上的”应当被

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计算机字库打出的“每一字都是

一幅美术作品”，那么中国工商企业的法人代表，绝

大部分都要进监狱，因为他们企业网站上，新品包装

和说明书上，日常商业文书上累积使用的这样美术作

品，肯定大大超过了 500 部。

这样的大事，某些字体业者诱使法院判决“二次

收费理由成立”，而不经过立法，方向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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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第三人不构成侵犯版权

（一）修改法律的效果

由于事关重大，中国甚至没有任何法律敢于规定：

字体软件发生的每一个单字，都是一个美术作品，因

为世界范围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这种需求。在字体

业者推动下，某个地方法院一旦通过判决，针对侵权

案件写上“软件发生的单字属美术作品，享有独立版

权”，即属明明白白地修改了法律。

其结果是只能是：在中国人只知道字体软件本身

有版权的情况下，法院推行一种错误判断，即商家使

用单字，有主观过错——这种结论在中国社会是经不

起历史考验的，法律没有规定字体软件的保护，已经

发展为“单字即有版权”，所以商家没有主观过错。

没有法律规定商业使用就是侵权，我们现在用的

所有知识产权产品，都是商业渠道得来的。我们之所

以没有成为知识产权侵权被告，是因为知识产权有权

利用尽的规则。权利人只能将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销

售一次，不能再向其后的使用者收费。字体业者在销

售、许可合同中的收费要求，在法律上只涉及软件使

用者即设计公司；合同约定，不涉及第三人。

（二）社会商家的商誉和收入，与字体业者无关

为了获得高额赔偿，我们前面假设的字体业者，

就会说饭馆经营的利润，与其“新春快乐”美术作品

的“红火热辣、宾至如归”艺术美感，有直接关系；

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不言而喻，商家理应支付相当费用。

字体业者出版的是计算机字体软件，整版字体中

的单字，按照汉字标准顺序排列，本身并没有“新春

快乐”这样的组合。整版字体固然有共同风格特征，

但是说每个字都表达了红火热辣、宾至如归，恐怕不

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感觉，尤其是组合成“新鬼”、“春

怨”、“过快”、“安乐死”等词时。

为了经营好品牌，维护自己商誉，饭馆要有大量

人力、财力、智力的投入，曲曲折折、起起浮浮，

终才有了一定的收入。商家自己的努力，是其商誉的

原因。饭馆不销售美术作品，字体业者也没参与饭馆

实际经营，“新春快乐”不是饭馆营利的魔咒，该“4

件美术作品”与饭馆的利润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字体

业者赢了官司，由于版权保护期限要至作者身后50年，

甚至该字体业者的子孙，对网上免费字体下载所产生

的类似“书法作品”，还可以享受 50 年的、类似专利

一样的收费权。

（三）复制权的边界

在字体诉讼案件中，争执的关键一般在于“复制

权”保护的对象：字体业者认为不但是字体软件，其

产生的每个字，都有禁止复制的权利。

１、字体软件的内容和权利对象

全真字形（True　Type）字体软件的内容 , 即软

件的权利对象，是计算机语句、数学函数所组成的如

下软件包括其模块。

上层是一个字体目录（fontdirectory），字体

目录包括表格索引（tableentry）。

表格索引指向的十几个表格（即 table。表格是

英文的翻译，实际上是全真字形字体软件的组件、组

成部分），包括：

head 字体头，字体的全局信息

cmap 字符代码到字形的映射表，把字符代码映

射为字形索引

glyf 字形数据，字形轮廓定义以及网格调整指令

maxp 大需求表，字体中所需内存分配情况的

汇总数据

mmtx 水平规格，字形水平规格

loca 位置表索引，把字符索引转换为字形的位置

name 命名表，版权说明、字体名、字体族名、

风格名等等

hmtx 水平布局，字体水平布局星系：上高、下高、

行间距、 大前进宽度、 小左支撑、 小右支撑

kerm 字距调整表，字距调整对的数组

postPostScript 信息，所有字形的打印机字形目

录项等

PCLTPCL5 数据，惠普公司打印机指令语言的字

体信息：字体数、宽度、x高度、风格、记号集等。

上述技术内容中文请见“全真字体文件结构”一

文；⑥英文全文请见《windows图形编程》一书之“全

真字体”一章；⑦英文亦见谷歌图书馆中的相同内容。⑧

2、字库权人的权利范围

软件购买者将上述字体软件装入自己的计算机

中，上述组件构成的整套软件，在软件购买者的计算

机内生成同样程序。至此，字库权人的“复制权”已

经行使完毕。

3、用户的使用

例如我们操作计算机，使屏幕显示出“春”的矢

量字体，⑨操作顺序如下：

（下转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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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列举了有关数据库保护的经典案例，对欧盟数据库的

保护进行了深刻和全面的分析。李教授指出，“欧盟数

据库保护指令”中所谓的数据库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

包括电子数据库，还包括诸如电话号码簿等传统的纸质

版汇编作品。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要区分不同的情形，

作出客观分析。首先，数据库中的单个数据的版权法地

位不因为其是否加入数据库中而有所改变；其次，对于

“数据汇编”而言，如果数据的“结构”或“组织”具

备原创性，则可以受到版权法保护。欧盟成员国基本上

按照《伯尔尼公约》等版权法国际公约对在“选择”、“协

调”或“编排”等方面具有原创性的汇编作品提供了版

权保护。“欧盟数据库保护指令”对数据库提供的保护

有两种，一种是版权保护，一种是特殊权利保护。特殊

权利保护所针对的是“数据内容”，实际上采取的是“汗

水理论”，主要的权利有“抽取权”和“再利用权”。李

教授并对数据库的版权保护和特殊权利保护进行了对比

和分析，并列举了有关特殊权利的判决，使读者对欧盟

数据库的特殊权利保护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欧盟知识产权法》一书为欧

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非常好的素

材，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不过，学术研究贵在争鸣，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该书的完成并不是欧盟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研究的终点。欧盟知识产权法也在进一步的协调

和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司法实践中也会不断出现一

些有关欧盟知识产权法的新案例，就像作者自己所说，

欧盟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体化，是一

个值得持续关注的话题。我们需要在该书的基础之上，

继续不断关注欧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共

同为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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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我们的手指，调用“计算机外码”，即各

种计算机输入法如全拼、智能 ABC、五笔、智能五笔；

如用全拼，计算机外码输入为“chun”。

（2）计算机外码在计算机内，转变为“计算

机内码”（由计算机国标码 343AH 转换而成）即

B4BAH。

（3）B4BAH 通过微软操作系统的“图形发生器”，

对矢量字体软件的接口，发出调用“B1A3H”等的指令；

（4）矢量字体软件根据指令，从不同表格也就

是特征库中，取得“春”字的全部特征，形成一组指令，

反馈到微软操作系统的图形发生器，图形发生器在

计算机屏幕上显示该款矢量字体的“春”字。

软件购买者操作计算机调出、显示、加工、打

印“春”字，是软件的使用及其效果；字体者没有

单独制作、发行“春”字的字库。

4、字体软件不是特权软件

认为其他软件的复制权是 1 次，而字体软件的

复制权有 2次即软件 1次、单字 1次，是违反法律的；

在字体保护上满足小团体利益，必将伤害中国版权

执法声誉，严重损害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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