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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 探讨了在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提 出在文献作品数字化、网络传输、数

据库开发利用时注意著作权不受侵犯, 提出实行电子资源集体管理制度, 以确保图书馆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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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paper discusses the w or ks pro tect dur ing the dig ital libr ar y's co nstr uct , states so mething

should be no ted w hen liter ature w or ks dig ital, netw o rk deliv ery a nd database using , then points out elect ro nic
r esour ce co llectiv e manag ement 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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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高校图书馆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 真正

许可, 并向著作权人支付一定的报酬。作为图书馆,

做好文献资源共享的工作, 我们必须了解著作权法,

著作权法规定的 “
特权”有: “
图书馆、档案馆、纪

使图书馆的信息工作合理、合法、有序、高效率地

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

进行。尤其是在高科技发展的新形势下, 著作权保

要, 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著作权法第 22 条) 。然

护范围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智力成果, 国际互联网络

而, 在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 文献资源数字化并

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又正在开拓著作权保护的新领

不仅是为保存版本需要; 更多是为方便读者网上阅

地。因此, 在利用、共享信息资源的过程中, 应及

览, 方便信息的传播。因此, 我们认为, 基于对文

时了解有关著作权保护的法律规定及其新发展, 维

献作品著作权的保护, 同时又不影响图书情报的网

护著作权不受侵犯。只有充分发挥著作权法的平衡

络化工作的开展, 作为图书馆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作用, 才能顺利实现资源共享。

( 1) 对于大量的公共信息, 主要指超过著作权
保护期限的文献、作者声明提供免费利用的作品或

1

数字化过程中的著作权保护

软件产品, 政府出版物如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
决议、决定、命令和其它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

所谓数字图书馆, 即利用新技术和设施将其拥

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 时事新闻, 历法、数

有的信息资源以另一种新形式向社会大众提供服

表、通用表格和公式等, 由于基本无侵犯著作权之

务。具体来说, 就是采用光学扫描仪或图象处理器,

嫌, 可以优先数字化和上网。但在使用过程应依法

将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转换为电子形式; 或者将有版

尊重著作权人的署名权、作品的完整权等精神权利。

权的作品从印刷体形式重新录入成电子文字处理格

( 2) 对于享有著作权的作品, 应当慎重对待, 严

式等行为。图书馆进行网上资源建设, 其重要工作

格依法行事。但就现实情况来看, 要求图书馆在数

就是将文献作品进行数字化转换, 以实现网上资源

字化建设过程中对所有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进行法定

共享。对作品进行数字化, 只带来了作品载体形式

许可以及支付权利人报酬, 是不太实际, 也会对文

的变化, 但其过程并没有给原作品增加新的独创性,

献资源共享形成阻碍。因此, 在现有条件下, 可以

没有产生新的作品。因此, 数字化可看作是一种复

在网上公布书目、索引、文摘和经授权的部分重要

制行为, 这就涉及到著作权人专有的复制权问题。

作品全文, 并在网上提供读者获得所需全文的线索,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 复制使用他人的作品, 除

使数字资源和纸质资源联结起来, 既可避免侵犯著

合理使用原则规定以外, 必须获得著作权人的法定

作权, 又可较好地在当前条件下满足读者的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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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范围内, 鼓励信息交流, 实现共享; 一方面争

( 3) 充分利用著作权法所规定的 “
合理使用原

取在技术上采取措施, 避免可能带给权利人的侵害,

则”
, 尽可能地控制在合理使用的范围内。做到: 首

如限制用户下载、加密传输等高科技手段, 控制用

先控制文献的传播范围, 如控制在校园网、内部网
之内; 其次, 控制使用范围, 如供教学科研人员为

户在合理范围内使用信息。在现有技术条件, 如不
能很好解决著作权问题, 建议图书馆在网络建设中,

科学研究或课堂教学所用; 再次, 对用户利用方式

先在馆域网或校园网内实现资源共享。以避免不必

进行限制, 如主要提供浏览服务, 通过使用专用软
件等技术手段尽量少地提供下载、编辑、复制或打

要的争端。

印等授权; 最后, 应不以盈利为目的。

3 数据库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
著作权保护

2

网络传输过程中的著作权保护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 信息资源的概念也
( 1) 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数字图书馆建设过

不断扩大, 出现了新型形态的文献信息, 即以机读

程中, 网上资源建设是其重要内容, 将文献作品数

形式出现的信息, 如电子数据库信息, 包括联机数

字化,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能实现网上浏览, 从
远距离终端传输作品进行阅读或使用。对于这种网

据库、软盘或 CD- ROM 等形式。图书馆数字化建
设中, 首先要做的是各类数据库的建设, 包括中西

络传输行为的法律性质, 国内版权界尚未形成共识,

文书目数据库、专题数据库等, 建立有特色的数据

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网上浏览构成复制, 然而, 利
用网络传输将作品暂时显示于电脑屏幕, 其存储过

库是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代表图
书馆情报建设的水平。虽然我国著作权法及其相关

短, 而且随着关机, 或出现电脑故障而随之消失, 因

条例中都没有直接提到数据库这个概念, 作为人类

而认定为复制并不恰当, 过于严格的权利限制, 并

智力成果的数据库, 理应受到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

不符合著作权去的保护宗旨。将网上传输行为认定
为“
发行行为”
, 也不适当, 著作权法中的发行是对

的保护。
( 1) 对于图书馆自己开发和建立的数据库, 如

有形的复制件的发行, 并且一旦作品进入市场, 著

书目数据库, 各类文摘型、题录型数据库, 是图书

作权人的发行权即用尽, 作品的合法复制件或录音
制品的所有人有权自行处理这些复制件或录音制

馆工作人员辛勤工作的结晶, 他人未经许可, 不能
随意套录。但对于文摘型、题录型数据库, 引用原

品。这些特性, 是网络传输所不具有的。

作品时必注明出处。同时根据 《
著作权法》第 34 条

目前, 大多数人将网络传输视为公共传播行为。

规定, “
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的作品,

数字图书馆的网上资源建设应视为图书馆作为信息
传播者为广大读者提供的一种信息服务。与传统的

应向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支付稿酬”。
( 2) 从著作权理论的角度来看, 判断传统作品

馆际互借不同, 馆际互借仍保持了文献作品内容与

合理使用的标准也适用于数据库, 对我国数据库的

物质载体, 且传播面有限, 并不构成对权利的侵害。
但在网络条件下的传播, 其信息扩散面增大, 并且

合理使用, 可以参照 《
著作权法》和 《
计算机软件
保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执行。前者规定了对传统

读者更易从此传播渠道接受作品信息, 这种传播的

作品合理使用的十二种情况, 后者亦规定:

受众越多, 著作权人的法定权利被侵害的可能性越

库合理使用的情况仅限于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和国

大。一方面, 我们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
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促进知识与经济

家机关执行公务三类, 而且确非商业性目的需要。
数据库使用者还应承担下列义务: 使用时应该说明

的繁荣。一方面, 我们要依法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

该数据库的名称、开发者; 不得侵犯著作权人或者

权益。任何一个读者, 都是一个潜在的创作者, 所

其合法受让者依法律所享有的其它各项权利; 复制

以在享受信息知识共享的同时, 对他人的作品的保
护, 创造一个良好的著作权保护环境, 也是为潜在

品使用完毕后应当妥善保管、收回或者销毁; 不得
用于其它目的或向他人提供。 数据库复制品的合

的、未来的权利人的利益保护。

法持有单位、公民, 在不经数据库著作权人同意的

( 2) 图书馆在网上资源建设中, 应把握好著作
权法的具体原则, 保护与利用兼重。一方面在合理

情况下, 可以根据使用的需要把数据库装入计算机,
也可以为存档制作备份复制品, 还可以对数据库进

数据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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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编、重组和更改, 以取得更好的利用效果。除

国际网络通讯费和数据库检索费, 且比原单机光盘

另有协议外, 未经该数据库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

数据库范围宽、数据量大、更新快 ( 原每季度更新

让人的同意, 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修改后的文本,

一次, 现每周更新一次) 。

也不能投入流通。以上这些, 可以做为图书馆在开
发和利用数据库时遵循的原则。

总之, 在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 既要做好著
作权保护工作, 又能维护图书馆的合法权益, 保护
图书馆的权益也就是保护公众的利益, 充分体现图

4

建立图书馆电子文献集体管理机构

书馆公共服务性, 促进知识信息的传播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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