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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启 宁广靖

不久前，自媒体人小雨收到了几份字
体设计与字库开发公司发来的告知函。
小雨被告知在其制作的视频里大量使用
了该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产品，属于侵犯设
计作品著作权的范畴。小雨被告知要交
数千元来购买正版字体使用权。否则，他
会被起诉。
“我做视频1年多了，一直在网上下载

字体，也没人来找过我，没想过还有版权的
问题。”据小雨介绍，从告知函上看，小雨在
视频中侵权的字体出现在视频开篇题目、
视频的下方注解等很多地方。
自媒体“踩雷”字体侵权不在少数。之

前有一位拥有不少“粉丝”的视频制作者公
开表示，因为字体侵权，被两家字体设计公
司索赔近10万元。而这笔钱换来的是“过
去的侵权一笔勾销，另外可以使用正版字
体1年”。
据了解，视频制作者和自媒体是容易

发生字体侵权的“重灾区”。在北京壹川鸣
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郝晓宇看
来，近些年，关于字体侵权的纠纷逐渐上
升。“几年前，我们很少接到关于字体侵权
的咨询和委托。但现在，1个月少说也得
有三四个。这些客户中，自媒体占大多
数。”郝晓宇说。
一位知识产权领域的律师告诉记者，

她所经手的字体侵权案件中，70%左右发生
在自媒体，约80%的字体侵权案件会消化在
诉前阶段，真正走到判决的不多。通常字
体设计公司提出的要求是让侵权的字体使
用者购买正版字体授权，成为其会员。费
用方面，有的几千元，有的上万元。相比于
单纯的索赔，字体设计公司大多是为了能
够进行后期合作的商业目的而发函。

除了自媒体，淘宝网店、产品包装等常
有字体侵权的事情发生。不管是视频、电
视节目等画面里展现出来的字体，还是杂
志、包装上印刷出来的字体，都可能是别人
的原创字体，肆意使用就有侵犯别人著作
权的风险。但对于如何鉴别原创字体，一
些字体使用者并不清楚。
“我之前也收到过字体设计公司的告

知函，因为我在网店上用到了一些别人的
原创字体。但在收到告知函之前，我并不
知道自己侵权了，甚至分辨不出这些字体
跟其他字体有什么不同。”网店店主小汪告
诉记者，他的字体都是在网上搜的，页面上
没看到明显的版权说明字样。在收到告知
函之后，他又去这些网站看了看，发现在网
站最下面确实有一行小字，注明了版权问
题。“版权说明在不起眼的地方，字也小，我
当时没看到。”小汪说。
记者了解到，在这个圈子里，“先养后

割”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一位自媒体人表
示：“当你公众号或视频没有太大关注度
的时候，字体设计公司不会找你。这些自
媒体人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存在侵
权行为，还会一直用这些字体。等公众号
或视频有一定流量了，字体设计公司就找
来了，并把之前涉及的侵权字体都拿出来
要说法。”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很多字

体设计公司会根据这些字体的曝光率和预
计收益“定价”。“一些大公司往往不愿意因
为侵权案件让公司背负诉讼败诉的名声，
大多选择和解。”该业内人士表示，他之前
经手过几个涉资几万元的字体侵权案件，
最后都是交钱了事。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公司是被动侵权

的。比如，一些公司与第三方广告公司合作
设计包装或海报等，如果广告公司存在字体
侵权行为，那么这些公司也要承担侵权的后
果。因此，在双方签订合同时要特别注意合
同里有无关于版权的条款及责任归属。

一边被迫转型 一边竞相涌入

在山东一家文创公司里，“90后”林子
身兼多职。不仅是股东、总经理，他还是公
司的设计总监。2016年11月，林子与朋友
联合成立了这家公司。当时，该公司的主
打业务是字体设计，他们希望通过对字体
的商业授权与定制获得收入。
“几乎市面上所有的产品都要使用字

体。对于字体的应用，也已涉及工作、生活
的方方面面。”正是看到字体设计行业的广
阔发展空间，林子在创业之初可谓信心满
满。除此之外，新媒体行业爆发式增长更
是让他看到了机会。
在市场定位上，林子给公司确定的方

向是聚焦卡通类、古风类字体。但让人意
外的是，2年半前，这家公司便停止更新字
体。由此，公司的字体总量定格为20多款。
为何遭此变故？林子给出的理由是：由

于被严重侵权，公司经营难以维持。“至今，
国内有近万家公司在侵权使用我们公司的
产品，但主动来购买字体授权的不足 10
家。”面对这种境况，林子难掩无奈之情。
尽管林子因为字体业务受挫而被迫选

择转型，但近些年仍有不少公司及个人竞
相涌入该行业“掘金”。
早在2005年，叶根友便进入字体设计

行业。“最早推出的一款字体是以我本人名
字命名的空心简体。”叶根友告诉记者，他
的公司迄今已发布了150余款原创字体，其
中有70%左右为书法类字体。
书法类字体是叶根友公司的特色，而

这也与他喜好书法密切相关。在打造产品
品牌方面，叶根友将公司字体品牌与个人
品牌合二为一。“字体传播有其特殊性，可
以提升品牌的影响力。近些年，不少大型
企业基于对版权的重视，也有了针对字体
采购的单独预算。”叶根友认为，未来会有
更多的企业和个人进入字体设计行业。
8月12日晚，江苏的小陈收到客户发

来的大红包，而这源于他设计的手写字T

恤在客户当日举办的活动中广受好评。小
陈告诉记者，他之前也为一些影视剧片头、
企业品牌标志等提供了定制字体。
在自主创业之外，小陈还是国内一家

大型字体设计公司的签约设计师。今年1
月，他与该公司合作发布了个人首款字
体。他告诉记者，目前双方也正计划合作
开发第二、第三款字体。
对个人设计师而言，与大型字体设计

公司合作可以获取收入分成。北京一位资
深字体设计师告诉记者，大公司和独立设
计师的合作有很大差异，基本都有保密协
议。其中，合作设计师的分成比例通常为
20%至50%。但对于一些知名的独立设计
师来说，除了能获得更高的分成比例，还能
拿到几万元的预付款。
“无论是职业字体设计师、痴迷字体的平

面设计师、专注字体研究的学者，还是寄情于
笔墨的书法家，抑或是热爱书写的画家、作
家、演艺工作者……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我们
的合作伙伴。至今，与公司展开合作的外部
设计师已有700余位。其中，有些热销字体
已给外部设计师带来不错的分成回报。”方正
字库副总经理黄学钧对记者介绍。

分类授权定价 场景差异明显

8月14日，为更换手机页面字体，子轩
花了 5 元购买了一款名为“仓耳今楷
01W04”的字体。据子轩介绍，这款字体下
载量已超过1.9万次。
在华为手机“字体样式”里，可供挑选

的字体有很多。仅以仓耳字库为华为手机
用户提供的多款付费字体来看，价格从
2.99元至12元不等。仓耳字库是一家以屏
幕显示字体为主要特色的公司。仓耳字库
创始人严永亮告诉记者，公司有一半以上
的收入来自于屏幕显示字体。
为避免版权纠纷，除了极少数字体可

免费使用外，目前绝大多数的字体若被商
用均需付费。叶根友告诉记者，他们公司
一般针对出版企业发布、互联网及嵌入式

合作、设计方案发布、企业全媒体发布、产
品外包装应用等不同字体应用场景进行分
类授权定价。
“个人基于学习、研究、欣赏目的，以及

任何基于公益目的的情形，可以免费使用
公司所有的字库及单字。而未经依法授
权，任何个人、企业及组织不得将公司字库
及单字用于任何商业目的或场景。”山东一
家字体设计企业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
们针对企业名称、品牌名称、影片片名、电
视剧名称、游戏名称等用途，单款字体永久
使用价为5000元；针对电影、电视剧、游戏
等整部独立作品的全媒介应用，单款字体
永久使用价为2万元。
近些年，随着电商蓬勃发展，各大字体

公司也看到这一市场的巨大潜力。其中，
不少公司就有针对网店的授权价，并将此
单列出来。
在网店字体授权价格方面，方正字库

划分比较细致，包括企业网店授权和个人
网店授权两大类。比如，企业网店包括3个
授权时限，即1年、3年、6年。其中，1年、3
年对应的单款字体授权价格依次为2980
元、8040元，而6年对应的授权价格为1.49
万元；个人网店包括6个授权时限，即1年、
2年、3年、4年、5年、50年（永久），所对应的
单款字体授权价格依次为98元、196元、
245元、325元、392元、588元。
在方正字库的字体商业授权价格体系

中，网店也只是类型之一。记者从方正字
库获悉，除了网店，这家公司的字体授权类
型还包括全媒体、广告、新媒体、影视作品、
包装、企业视觉识别系统、嵌入使用等。以
全媒体商业发布为例，集团公司旗下单一
子品牌、子公司或产品线使用方正字库单
款精品字体的授权价格从每年2万元到永
久12万元不等。

斥资采购字体 巩固领先优势

除了商业授权，字体定制也是当前不
少字体设计公司发力的重点。“我们的客

户主要是设备厂商和软件厂商。”严永亮
告诉记者，字体定制占公司收入的比重大
概为30%。
方正字库也十分重视字体定制业务。

“字体作为信息传达的基础媒介，是连接品
牌触点的重要工具。在追求差异化的当
下，定制字体将企业文化和品牌形象融于
字形笔画中，用专属的文字符号向大众诉
说品牌故事。”黄学钧告诉记者，字体定制
的最大难度在于创意，即如何把品牌方想
要传递的信息转化为具体的字体形态，而
这还涉及字体颜色、风格、字距、字重等诸
多因素。
为客户品牌标识定制字体，小陈的收

费起点是3000元。“也得看客户具体需求，
比如是否需要注册等。”小陈告诉记者，由
于品牌标识注册需要查重，这就导致后续
可能需要反复进行修改，直到通过为止。
如果这样的话，收费会更高。
尽管国内字体设计行业当前呈现较高

的市场集中度，但头部字体设计公司的净
利润规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记者从国
内一家大型字体设计公司获悉，近3年，该
公司年净利润规模均未超过6700万元。其
中，2020年更是跌破5000万元。
不过在毛利率、销售费用率方面，这家

字体设计公司近3年均保持在高位。比如，
2019年至2021年，其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
为82.18%、84.26%和85.32%。据该公司相
关人士介绍，由于字库软件属于标准化软
件产品，这类产品具有可复制性强、边际成
本较低等特点，因此具有较高的毛利率水
平。至于销售费用率，该公司同期均在
30%以上。
字库产品是字体公司的核心资源。为

了满足下游客户需求并不断巩固“护城
河”，一些大型字体公司也在持续丰富字库
产品数量和类型，其中对外采购字体资源
就是举措之一。根据前述大型字体公司的
采购计划来看，从一般字体设计公司（或工
作室）采购的均价为每款15万元；大师级字
体作品每款均价更是高达100万元。

在5年多前萌生设计“草原体”的想法时，喻振
强并未考虑过商业化的前景。“作为一名设计师，我
只想着把自己的想法尽量完美地呈现出来。”他说。
不过今年，“草原体”已经在方正字库旗下各平

台上线，并开启商业化进程。这款创意字体被方正
字库确定为精品字体。
从最早酝酿到最终发布，“草原体”耗时5年多

时间。据喻振强介绍，他设计“草原体”的灵感，来自2016年年
底在北京故宫游玩的经历。
“最初，我只是把蒙文上的一些笔画纯粹当作文字装饰加在

汉字上，但效果并不好。后来，通过反复地修改，我在字体结构、
笔画上有所改进，即保留最明显的蒙文笔画特征，去掉多余的修
饰，以保证汉字的识别性，这样才有了‘草原体’的雏形。”喻振
强说。
在体现蒙文韵味的同时保证汉字的识别性，这是喻振强为

“草原体”设计确定的一个总原则。在“草原体”设计过程中，喻
振强认为最难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把控字体结构和灰度，另一
个是确定笔画造型。比如，“草原体”的字形比较狭长，左右结构
笔画较多和上下结构笔画较少的字就会很难布局。此外，“草原
体”的笔画带有蒙文的装饰性，同一笔画在不同结构位置该用怎
样的造型来表现也要经过反复推敲。
“草原体”对于字重、字宽和字高均有一定的要求。据喻振

强介绍，“草原体”的字宽与字高的比例大概是1：2.5，整个字形
比较秀长。而在字重方面，他原本有多种考虑，但最终只设计了
一种。“竖画特别粗，横画则相对要细点，这是蒙文的一个特点。
如果字重太小的话，横竖对比效果就会不明显，这样也失去了一
些蒙文的特点。考虑到这种情况，我暂时就只设计了一种字
重。”他说。
今年，在“草原体”上线发布后，喻振强又给自己定下新的目

标，即设计更多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汉字字体。

开发一套字库需要多久？
当记者将这样一个问题抛给叶根友时，他的回答是：2年至

3年。“一套完整的字库，最少需要创作6763个汉字，且风格还要
统一。以书法类字体为例，这不仅需要设计师长时间研究其笔
画、结构特点，还需要多个电脑软件的配合制作。”叶根友说。
“从前期创意设计，到对部分样字进行设计及修改调整、对

几百字进行设计及修改调整，再到设计整套字库，最后还要对字
库进行多次修改与调试。”林子告诉记者，一套字库至少需要多
位设计师历经半年时间才能完成。在其看来，前期创意设计的
过程是最难的，有时往往修改几个月也无法定型。
不过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开发一套字库可能只需要20

分钟。据黄学钧介绍，通过他们公司开发的手迹造字App，普通
用户只要手写100个汉字，最快20分钟即可产生一套包含6763
个汉字的完整个人字库。
除了屏幕手写，手迹造字App还为用户创建专属字体提供

了模板纸写、拍照上传任意字稿等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该平台
也为用户创建的字体提供了商业化通道，比如可进行字体商用
授权和个人非商用售卖。
“人工智能技术在字体行业的应用是未来不容忽视的发展

趋势。它一方面能极大地提升字体开发效率，另一方面可以解
放字体设计师的生产力，使设计师能更加专注于灵感构思和创
意挖掘。”黄学钧告诉记者，在精品字库的开发过程中，方正字
库已经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字体设计技术，帮助字体设计师
提升设计效率。
尽管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升字体设计效率，但黄学钧

也表示，这并不能完全取代人工。“人工智能的专业水平还不够，
后续字库的设计开发仍需要字体设计师一个字、一个字地精细
调整。”他说。

如何合规使用字体？遇到法律风险应如何应对？针对这些
问题，记者采访了知识产权律师、北京壹川鸣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高级法律顾问周宏建。

网上有很多字体，人们用的时候不清楚其版权归属。对此，

应该怎么办？

周宏建：要加强字体侵权防范意识。在使用字体之前，尤其

是用于商业用途，务必先去相关网站查询所涉字体是否存在侵

权风险；另外可尽量使用免费字体，同时对免费字体是否允许商

业性使用进行甄别。我们平时常用的办公软件里的字体，并不

一定都可以随意使用。许多免费字体也只是对非商业性使用免

费，针对商业使用行为，仍需要另行付费。在不确定某款字体是

否可以使用时，可以搜索相关公司官网，查看其中是否有关于授

权的说明。此外，还要注意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商用字体版权。

如确需使用商用字体的，建议直接向版权方购买，而不是字体网

站、经销商、网店等，因其有可能并未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或者

无权给予第三方授权。

如果因不小心使用某款字体被起诉，要如何解决？

周宏建：首先，确认对方是否为适格的权利主体。企业可以

通过对方的官网进行查询确认，也可以通过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官网查询对方是否拥有相关字体的著作权登记证书，以确认对

方是否享有著作权。其次，企业应自查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企

业可向设计公司或者内部相关人员核实，查清字体是否有合法

授权。

若未获得合法授权，要及时停止使用相关字体，积极与对方

协商。如果应用场景并非特别重要或无法替代，则建议立即撤

除相关字体的宣传物料、包装等；如果已发布的内容比较重要，

删除、替换的成本较高或者希望继续使用，则建议与权利人进行

积极沟通。企业可以结合使用字体的方式、时长、盈利情况等因

素进行谈判，协商合理的许可使用费用。

如果协商不成进入诉讼程序，建议积极准备应诉材料，委

托专业律师进行处理。这类案件的诉讼标的一般不高，如果

字体设计公司的赔偿主张过高，积极应诉可为企业节约一定

的成本。

在与设计公司合作时，如何规避字体侵权风险？

周宏建：企业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设计时，一方面，应当对

涉及企业使用的素材和交付的作品进行必要的审查；另一方面，

建议在合同中进行责任的明确约定，以避免发生著作权侵权纠

纷或赔偿。比如，要求设计公司承诺所使用的素材（字体）均有

合法授权，为企业提供的相关服务在相应的授权范围之内，否则

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由设计公司全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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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坑自媒体

“先养后割”引争议

字体里的“创富密码”

字库软件是字体设计公司的核心产品。保护字体版权不仅关乎用户的切身利

益，还直接影响字体设计公司的经营业绩。出于看好字体设计行业的发展前景，不

少企业或个人希望能从中“掘金”。

“草原体”是如何出炉的

人工智能赋能字库开发

怎样避开字体侵权的那些“坑”

——对话知识产权律师周宏建

“草原体”里的“永”字。

在工作、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很难回避使用

各类字体。对于字体的商用，你需要格外留意，若

不了解其版权归属且未付费冒用，则可能遭遇不小

的麻烦。

字体 横竖撇捺里的生意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