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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碰瓷儿”
起底图片版权纠纷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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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纠纷屡遭翻旧账

“目前版权纠纷案件涉及的图片基本都
是在很多年前使用的。当时，人们的版权意
识不强，获取图片的渠道也比较散乱，导致
大量图片没有取得版权就直接复制粘贴到自
己的文章里，暗含了许多法律风险。”陈律师
表示，涉及纠纷的图片中除了漫画等设计作
品之外还有一些随手拍的路灯、果汁或者是
饺子。不过，从赔偿金额来看，设计作品和摄
影作品的赔偿金额没有明显的区别：“法院判
决时，通常综合考虑作品的类型、创作难度、
使用图片的方式、侵权情节，在基础费用上增
加合理支出的费用。其中，合理支出主要指
的是保全证据的成本和律师费。另外，法官
还会综合考虑传播效果和通过侵权图片获取
的收益。不过具体收益有多少，这需要原告
进行举证。”

一家图片网站因一组美食照片于2020
年11月向陈律师代理的企业发起诉讼，索
赔经济损失9000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000
元，这组照片曾在2017年作为被告的文章
配图使用。经过法院审理被告企业最终支
付了700元赔偿金以及25元诉讼受理费。
“早些年，法院判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

纷案的赔偿额会高一些。近两年，由于这类
案件十分普遍，判罚的金额已有所降低。不
过，不同地区法院的判罚金额仍有差异。”根
据陈律师了解到的情况，以图片网站为主体
起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基本都会
判原告胜诉。“从法律层面来说，只要使用了
网络上没有授权的图片，肯定是侵权行为。
一般这类案件的侵权事实非常确定，图片网
站起诉的操作流程也很成熟，只要证据链保
存完整，基本是没有争议的。”陈律师说。

尽管赔偿金额降低了，但这样的版权
“生意”仍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在陈律师接触到的案子中，大多是在翻

旧账。“有些图片公司拿到版权的时间在企
业使用图片之后，也就是说，图片公司可以
在发现某张图片已经被大量使用后，再去找
作者获取版权，代表作者出面批量维权。”陈
律师说。

风险记录让企业更受伤

在收到法院传票的那一刻，有人选择应
诉，有人则选择私下了结。

赵小姐就职于一个媒体平台，自2019
年起，她所在的公司先后被5家图片网站起
诉。2021年7月，赵小姐被告知该公司曾侵
权使用某图片网站作品63张。最初，她主
张私下和解。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对方律师
索赔9000元，然而没过几天，索赔金额就涨
至13000元。因赔偿金额未能谈拢，最终双
方按照司法途径解决。

起初之所以希望私下和解，她表示，与
支付赔偿金相比，让企业更受伤的是无法消
除的风险记录。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人们
可以查到每家公司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司
法风险、监管风险、经营风险等，司法风险又
包括失信记录以及司法案件等。在司法案
件中，只要企业有被起诉的开庭记录，都会
新增一条风险信息，这些信息就会成为企业
难以抹除的“黑历史”。
“有一次，我接到法院通知后，已经做好

了开庭准备，当天被告知原告临时有事需要
延期开庭，我们公司却因此多了一条司法风
险信息。随后，因为双方需要补充证据而两
度开庭。最终，我们公司因这一起案子，增
加了3条风险信息。”赵小姐对此无奈又愤
怒：“风险记录永远摆在那，不管起诉原因是
什么、判决结果如何，都算在被告企业的头
上。风险记录对于企业的伤害是巨大的。
正常经营的企业在接项目、谈合作时，可能
就会受到这些记录的影响。图片网站拿捏

企业的心理和他们谈赔偿，很多企业为了避
免增加风险记录选择私下赔钱了事。”

对于当前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频发，赵
小姐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的情况是，我
们很难找到网络图片的版权方，也就没有办
法及时获得许可。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这个矛盾？”

版权成本最低只需几元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些图片网站甚至
不会向作者支付版权费用，其获取版权的成
本，只有保全证据时支付的几元钱。
“一些图片网站是以赔偿金分成的方式

向作者支付版权费，而在赔偿金到手前，他
们几乎不花任何费用，就能从作者手中获得
版权。作者同意，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
找到所有的侵权人。”陈律师梳理了一些图
片公司的操作流程：“图片网站找到作者后
索要底片，底片上会显示创作时间、相机型
号等信息，确定后签署转让网络传播权的协
议，并对作者首次发表的页面进行证据保
全。以前证据保全需要到公证处公证，这种
方式成本较高，可能要花上百元。如今，图
片网站可以通过区块链平台生成时间戳来
保全证据，批量进行，每张图片只需几元。”

时间戳是使用数字签名技术产生的数
据，签名的对象包括原始文件信息、签名参
数、签名时间等。简单来说，时间戳类似于
现实生活中信封上加盖的邮戳，可以证明该
事件具体发生在某个时间点。
“从情理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属于碰瓷行

为，但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确实是合
理的。”陈律师对这一现象表示无奈：“现在很
多公司都看中了这种另类的版权‘生意’，操
作流程有了固定模式，甚至维权已经成为不
少图片网站的主营业务。”

图片网站自称索赔合理

“维权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侵权

才是不正常的。”面对众多质疑，
一家图片网站法务部负责人赵先
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们的
作者有正规的卖图渠道，反而一
些公司用了图片，却没支付相应
的版权费用，我们作为版权单位
是不是应该追究？”

据他介绍，其出面起诉代表的都是该图
片网站的签约作者。如果作者查到有人未经
允许使用他的图片，他就会向图片网站投诉，
图片网站将利用手中完整的证据材料维权。

按照赵先生的说法，图片网站在接到
作者投诉时会先联系对方单位让其删除，
这是作者的第一诉求，然后再谈版权费用
的问题：“用了这么多年，好歹得给作者一
个赔偿吧。”

而对于赔偿金额的界定，他们会在图片
售价的基础上，增加证据保全费用和代理律
师费等。赵先生表示：“有很多专职摄影师
就靠卖作品吃饭，如果他的作品未经许可大
量流出，又不从源头制止的话，那这一辈子
可能就白忙活了。”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研究员、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徐新明

近年来，随着人们版权意识的觉醒，信
息网络传播权纠纷频发。信息网络传播权
是著作权中的重要内容。当侵权人通过网
络实施侵权行为时，除了信息网络传播权，
有时还会侵犯著作权中的其他权利，如复
制权、署名权等。

如何正确使用、分享图片和文章？遇到
法律风险应如何应对？针对这些人们关心的
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
员、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新
明律师在此一一进行解答。

非获利主体在使用图片或文字时是否存

在侵权风险？

徐新明律师：著作权侵权的判定，与相关

主体是否获利没有必然的联系。获利仅是构

成著作权侵权后判定侵权人赔偿权利人损失

的考量因素之一。一定条件下，即使非获利

地使用他人的图片或文字也会构成侵权。

通常而言，非获利主体使用他人照片和

文字，应当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获得授

权”或者“合理使用”的条件。前者是指获得

权利人的合法授权，后者是满足我国《著作权

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之一，且

在使用时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

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

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非获利主体使用他人图片或者文字，可

以按照合理使用的“三步检验法”自检：1.该

使用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

权；2.该行为是否与权利人的正常使用相冲

突；3.该行为是否不合理地侵害了权利人的

正当权益。

在满足“合理使用”条件的情况下，非获

利主体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相关作

品，且无需向权利人支付报酬。

企业收到著作权侵权律师函后应采取哪

些应对机制？

徐新明律师：排除“碰瓷儿”、诈骗情况，

发函除了制止侵权、获得赔偿的目的外，也有

变相取证的目的。通常建议按照如下4个步

骤进行处理：

1.初步核实函件的真实性。收到律师函

的单位可以通过当地司法局官网查询发函律

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是否真实存在，如果签

章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不存在，则收函方可

以向当地司法局进行举报；

2.确认函件中对方主张的行为是否属

实。需要查明对方指控的具体使用场景和使

用行为是否真实存在；

3.核查对方著作权的有效性及权利内

容，初步判断侵权风险；

4.内部处置及应对策略。在初步判断本

次侵权行为确有发生，对方的权利也处于有

效、稳定的状态时，收函方应当尽快启动内部

处理。如暂停宣传活动，及时删除相关链接，

避免侵权后果进一步扩大。

对于网络上几经倒手的图片、文章，该如

何辨别其归属进而规避法律风险？

徐新明律师：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为作者，且该作品上存在相

应权利，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尽管图片、文字几经倒手，但是多数情况

下，图片上的水印具有一定的路径来源指引

作用，使用者应充分检索原始来源。

在合理使用情形之外，使用者要使用他

人图片、文字，为避免相关法律风险，可以检

索无版权图片平台，使用类似主题作品；也可

通过互联网发布相关声明，积极寻找相关权

利人。

目前，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机制整体情

况如何？

徐新明律师：近些年，我国在逐步完善知

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增加了对知识产权权

利的限制。监管部门有必要进一步针对新业

态下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监管。由于互

联网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权利滥用行为具有一

定隐蔽性，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可以加强不正

当竞争和反垄断审查，另外也可以借助媒体、

公众力量加强对知识产权牟利行为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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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陈律师自2019年起承担某企业的法务工作。

在这3年里，她接到了近60张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法院传票。其中，

超过9成的原告为图片网站，更重要的是这类案件的比例仍处于扩大态

势。记者从企查查了解到，关于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信息数量近

年来大幅上涨，尤其自2019年以来，每年超过10万条。具体来看，2013年

至2021年的数量分别是1171条、4220条、8964条、17951条、34001条、

90867条、158290条、238252条、173909条。2022年前3个月，侵害作品

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信息已达到37975条。

连日来，多家企业向记者反映，他们相继收到一些图片网站的邮件或律师函。这些企业被告知其曾

未经许可使用过图片网站签约作者的某张版权作品，图片网站一方提出多项解决方案，包括几千元到上

万元不等的版权赔偿。

在这些版权纠纷中，一些图片网站因成立的时间或获取版权的时间在企业使用图片之后，以及批量

起诉的操作手法而备受质疑和诟病。这种行为究竟是维权还是“碰瓷儿”？企业遇到这种情况应如何应

对？如何正确使用图片才能规避法律风险？

另类的版权“生意”

“就算公司不干了，也和你们斗到底！”
大韬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这样写道。

担任某传媒公司总经理的大韬不久前
从法院得知，公司被长沙图宝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图宝公司）告上了法院，原因是他的公
司曾在多年前使用了一组“福”字。

2018年2月，《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转
发一名平面设计师设计的全国32个地方的
“福”字，每张“福”字都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特
色元素。由于正值春节，这篇包含32张“福”
字的文章被大量转发。转发群体中就包括
了大韬的公司。

2022年2月，大韬收到了法院传票，图
宝公司以此为由向其索赔3万多元。据他表
示，该公司已利用这组“福”字向大量企业提
起诉讼，有的已经结案，有的还在等待开
庭。被起诉的企业因此成立了一个微信群，
相互交流应诉经验和解决方法。目前，该群
已有140人。

记者调查发现，图宝公司成立于2020年3
月，较上述企业转发“福”字的时间晚了2年
多。从中国庭审公开网上可以看到，图宝公司
相关庭审信息有166 场。其中，2020年9月4
日，图宝公司通过这组“福”字以侵害作品信息
网络传播权纠纷为由起诉的案件首次开庭。

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4月11日，图宝
公司的提示信息达1211条，其中包括因侵害
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由起诉他人或
公司的司法案件信息1038条，以及因著作权
权属、侵权纠纷案由起诉他人或公司的司法
案件信息20条。

在已经审理的案件中，记者仅找到一
起图宝公司败诉案例：2020 年 9月 11日，

图宝公司诉广州好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开庭，
图宝公司要求被告赔偿 69000 元，法院以
未取得著作权实体权利为由驳回起诉。
裁判文书写道：“图宝公司在一审庭审过
程中明确表示其目的是帮助作者维权，并
就侵权索赔进行利益分成，对权利图片既
未实际使用，亦未向作者支付许可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转让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相
关权利的约定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作
者仅仅是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实体权
利受到侵害时的程序性诉权转让给了图
宝公司。”

对此，陈律师对记者解释：“该公司的陈
述与双方订立的合同约定不一致，转让信息
网络传播权及相关权利的约定并非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不过这起案件并不能成为未来针
对图宝公司应诉的依据。“本案结束后，图宝
公司可以进行补证，比如实际使用照片或者
向作者支付一些费用。从该公司此后的案
件均获胜诉来看，应该已经完成了补证。”

一组“福”字引发的诉讼风波

使用图片
如何才能不踩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