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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研究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的数字资源版权问题，协调平衡版权人权益与数字资源开放共享需求的关 

系．使信息共享空间真正实现开放、共建和共享。[方法／过程]以信息共享空间的数据库资源和虚拟平台为研究对象，运用描述性 

研究法和分析综合法，探究数字资源版权问题。[结果／结论]在信息共享空间建设中，图书馆自建数据库的版权问题主要集中在 

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行权；购买的商业数据库的版权问题主要由数据库服务商解决，但图书馆应执行监管责任；虚拟平台 

的版权纠纷发生在网页内容、资源导航和教学课件及视频 3个方面。这些版权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国家法律法规、版权管理制度以 

及 积极 开展 图书馆版权服务协同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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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pyright Issues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Library’S Information Commons 

Deng Peizhe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Library，Guangzhou Guangdong 5 10303)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paper is to study the copyright issues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library’S information commons， 

to coordinate an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ghts of copyright owner and the demands of digital resources opening and 

sharing，SO as to make information commons truly open，co-constructed and shared．[Method／process]The paper takes database re— 

source and virtual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commons as research object，uses methods of descriptive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analy— 

sis to discuss the copyright issues of digital resources．[Result／conclusion]In construction of inform ation commons，the copyright issues 

of library’S self-buih databases are mainly~cused on duplication right，inform 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fight and distribution right； 

the copyright issues of purchased commercial database mainly be addressed by database vendors，but library should implement super- 

visory responsibility；the copyright disputes of virtual platform  take place in three aspects of webpage contents，resource navigation and 

teaching courseware and video．These copyright issues need to be coordinated and solved by perfecting state laws and regulations， 

copyright management system，and actively carrying out library’S copyright service． 

Keywords：inform ation commons；copyright；fair use；MOOC；copyright service 

0 前言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数字化阅读方式正逐渐 

成为大众主要阅读方式之一。2016年 4月 18日公 

布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数据，2015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连续 7年 

持续上升，达到 64．O％，并首次明显超过纸质阅读成 

为了最常用的阅读方式⋯。各图书馆近年也顺应时 

代的发展，加快了数字资源馆藏建设 ，以满足读者迅 

猛增长的数字化阅读需求。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是 
一 个经过特别设计、确保开放存取的一站式服务设 

施和协作式学习环境。它围绕数字资源环境，整合使 

用方便的互联网络、功能完善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 

以及各种图书馆资源(包括纸质资源、数字资源等)， 

在训练有素的参考咨询员、学科馆员等工作人员的 

共同支持下，为用户提供信息的“一站式”服务[2]。但 

在互联网络此发达的时代，信息空间数字环境中数 

字资源的复制和传播变得异常简单．违反版权法的 

案例也频频发生．图书馆如何既保护版权人的权益． 

又最大程度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平衡著作权人权 

益与知识传播需求，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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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佩珍(1973一)，女，本科，副研究馆员，图书馆副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建设及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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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共享空间概述 

1．1 信息共享空间的概念 

1992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建立了 “信息拱廊”， 

通过有效地收集、存储、组织、分析和利用信息。达到 

辅助学习和研究的目的，这是信息共享空间最初的 

思想雏形。1999年，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馆信息共 

享空间正式对外开放，揭开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的 

篇章[3]。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在读者阅读行为改变 

的影响、数字化技术及网络技术的支持下，信息共享 

空间已发展成为为读者提供检索、学习、交流、创作、 

休闲等一站式服务的开放获取空间．具有融入教师 

和学生 、以读者为中心、一站式服务等特点．并且起 

到了有利于读者的协作式学习和交流，提高用户信 

息素养和推动研究与学习的功能，最大程度地满足 

用户的信息需求。 

1．2 信息共享空间的组成及资源结构 

信息共享空间由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两大部分 

组成。物理空间是信息共享空间的实体，由咨询台、 

计算机区、个人学习区、小组学习区、会议研讨室、无 

线网络和休闲区等组成，另外还配有扫描仪和打印 

机等设备E ：虚拟空间是整合了各类数字资源和服 

务于一体的开放存取空间。分为数据库资源和虚拟 

平台两大块，数据库资源主要包括自建数据库和商 

业数据库。虚拟平台是读者用来在线学习、互相交 

流、网上参考咨询和意见反馈的网站，包括经过整合 

的网络资源导航、常用软件、教学课件及视频、交流 

论坛、即时聊天软件、留言板和电子邮箱等。总之，信 

息共享空间既是一个提供设备、技术以及智力资源 

的学习交流空间，又是一个提供各类信息资源的学 

术空间。它提供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通过人与人 

的交流从而达到知识的共享 ]。 

从上可以看出．信息共享空间不仅是给用户提 

供有网络设备的学习空间而已。它的基础是资源，尤 

其是数字资源，是实现信息共享空间资源便捷、共享 

的一个重要保障。因此为了达到信息共享空间协作 

学习和知识共享的目的，必须解决好信息共享空间 

中所涉及的数字资源版权问题 ，尤其是数据库资源 

和虚拟平台资源的版权问题。 

2 信息共享空间数据库资源涉及的版权问题 

信息共享空间的数据库资源大致分为 2种：一 

是图书馆 自建的数据库，数字化相关纸质、音频、视 

频馆藏资源或者整理相关电子资源，形成有特色的 

专业数据库：二是图书馆购买的商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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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图书馆 自建的数据库版权 问题 

自建数据库是图书馆展示其特色馆藏、提高信 

息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近年图书馆馆藏数字 

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七条规定 ：“图书馆 、档案 

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 

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 

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 

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 

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 

有约定的除外。”[53尽管条例给予图书馆可以合理数 

字化馆藏资源及使用的条款，但由于馆藏资源相当 

部分仍在版权法的保护期内，图书馆在自建数据库 

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仍然面临日益突出的版权风 

险。 

2．1．1 复制权问题 

根据《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的第 

二条规定：“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不论已有 

作品以何种形式表现和固定，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一)所指的复制行为，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称的复制行为。”㈣ 

图书馆自建数据库，无论是纸质资源数字化。图片作 

品的扫描。还是音频视频的刻录等，都是属于复制行 

为 ，这在数字化加工复制过程 中，如果处理不 当，容 

易侵犯作者的复制权。2009年谷歌数字图书馆复制 

中国作家图书的事件轰动一时。棉棉(王莘)诉谷歌 

公司侵犯著作权案是其中备受关注的事件之一。本 

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对被告两个行为进 

行了认定，并得出了不同结论。针对被告在网站上以 

“片断化”方式提供原告作品的行为，认定构成合理 

使用；但针对被告“全文复制”原告作品的行为，尽管 

被告并未进行后续的传播，仍认定构成侵权【7]。 

2．1．2 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 

图书馆的自建特色数据库，一方面是利用现代 

信息网络技术方便读者学习交流；另一方面也是适 

应 区域性资源共建共享的需要 。但在资源共享的过 

程中，如进行馆外文献传递等，容易违反《条例》第七 

条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 

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 

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超出本 

馆馆舍范围。属于侵犯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2．1．3 发行权问题 

尽管图书馆的服务性质是非营利性质的，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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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图书馆的有偿服务越来越多，成为图书馆建设 

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如果图书馆在没有得到版 

权人授权的情况下，自建数据库并为读者提供有偿 

的资源复印、传递服务 ，就会违反《条例》第七条“图 

书馆⋯⋯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 

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 

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但不 

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规定，侵犯作者的 

发行权 。 

2．1．4 其他版权问题 

除了以上的版权问题．图书馆 自建数据库还有 

其他比较容易产生的版权问题。比如，资源加工整理 

时可能涉及改编权、汇编权等问题；有些文献的财产 

权不在保护期内。但可能涉及权利人的人身权，包括 

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的完整权等权利；文献数 

字化加工时，没有与权利人达成协议并支付费用，就 

会在文献发布时涉及财产权等问题哺]。 

2．2 图书馆购买的商业数据库版权问题 

购买商业数据库是 目前图书馆最常用的获得数 

字资源的形式，也是相对方便获得数字化信息资源 

的方式之一。购买商业数据库有光盘数据库和数据 

库的网络使用权 2种使用方式[9]。一是购买光盘数 

据库，购买后进行本地安装，学校(图书馆)即拥有数 

据库光盘的物权：二是购买全文数据库的网络使用 

权，这种购买方式相对灵活，可以包库购买，也可以 

按照学科购买，还可以按照用户的使用量购买等。在 

购买数据库的网络使用权时。图书馆会与数据库服 

务商签订授权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规定 

数据库的使用范围，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等．目前普 

遍做法是控制校园网内IP来保证校内网使用_l0]。尽 

管版权问题一般在采购合同中已约定由数据库服务 

商负责解决和担责，但是图书馆近年还是因为商业 

数据库使用问题而产生多起侵权案件的纠纷。如 

2009年李昌奎诉贵州大学图书馆侵犯著作权一案 ， 

虽然经二审法院判决数据库服务商侵权，贵州大学 

不担责，但也给图书馆带来不少烦扰 】 。同时，图书 

馆购买商业数据库后，也不能因为版权问题由数据 

库服务商解决，就放任用户使用，而是要执行监管的 

责任 ，通过校园网 IP控制、账号控制、下载量控制 

等，避免恶意下载等行为，确保用户在校园网内的非 

商业性使用。2003年 6月一2Ol4年 4月，清华大学 

图书馆已发生 60多起因读者恶意下载大量数据库 

资源而导致数据库商停止部分 IP访问权限甚至暂 

停学校所有 IP访问权限的事件 ]。图书馆发生读者 

恶意下载大量数据库资源，一方面，这与读者的知识 

产权意识相对淡薄有关 ；另一方面 ，图书馆也有制止 

读者过量下载资源的责任，读者应尊重版权，合理使 

用图书馆的数据库资源。 

构建信息共享空间，需要自建专业的特色数字 

资源．也需要购买基础全面的商业数据库，从而构建 

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的数字文献资源保障。无论使 

用哪种数据库，都要遵守现行法律的规定，尊重版权 

人的知识创新．合理使用数据库信息资源。 

3 信息共享空间虚拟平台版权问题 

信息共享空间的虚拟平台包括网页本身、网页 

内容和经过整合的网络资源导航、常用软件、教学课 

件及视频、交流论坛、即时聊天软件、留言板、电子邮 

箱等，其中比较容易产生版权纠纷的包括网页内容、 

资源导航和教学课件及视频三大部分。 

3．1 网 页 内容版 权 问题 

信息共享空间的网页内容，既有专业学习研究 

的相关通知、新闻、知识资源、研究进展等内容，也有 

休闲式的娱乐、播报等内容，所有内容不可能全由图 

书馆编辑，免不了对网上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关注、 

追踪、转载或是上传作品(如小说、游戏)到信息共享 

空间的网页上．以便给读者提供最新的专业动态，或 

是休闲娱乐。但信息共享空间网页在进行内容转载 

或上传作品时，必须注意处理好版权问题，否则容易 

产生版权纠纷。因为我国《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法 

律法规、时事新闻、表格公式等 3类作品不适用于著 

作权法保护；第二十二条规定，引用这些新闻类资源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 

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 

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但是作者明确注明“请勿 

转载”的除外[1 。若转载其他资源，则要非常谨慎．注 

意对有“版权所有，请勿转载”等相关版权标志不能 

随意转载，的确需要引用的，则要联系版权人进行授 

权，否则将可能产生版权纠纷。而在上传内容到网页 

上，也要注意版权问题。2015年 3月，南宁市某城区 

图书馆因上传了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死于青春》 

《穆斯林的葬礼》3部未能证明为合法来源、也未得 

到著作权人或相关权利人合法授权的作品至其网 

站，供任意读者阅读和下载，被取得以上 3部作品数 

字版权专有使用权的北京某数字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以侵权为由告上法院。该图书馆被法院判决侵害了 

北京某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对涉案 3部作品所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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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赔偿北京某数字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经济损失ll4] 

3．2 资源导航版权 问题 

信息共享空间虚拟平台上的资源导航是要将本 

信息共享空间的数字资源加以整理，方便读者利用， 

更重要的是对网络上相关的数字资源分门别类地加 

以整理，并进行链接，以方便用户更快捷地获取专业 

信息。合理使用链接技术可以将网络上分散、无序的 

信息资源按照设链者的意愿完美地组合搭配，为信 

息共享空间提供高效优质服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链接按照侵入被链网站的程度，大致可分为一般链 

接和深度链接。一般链接只提供了被链网站的 URL 

地址，并未复制其网站的内容，不承担侵犯著作权的 

赔偿责任；深度链接由于用户点击网页链接后直指 

向另一个网站里面的具体内容。虽然地址栏也显示 

的是被链接网站的URL，但是用户不仔细看就会误 

以为是设链网站 自己的内容 ，容易产生对 网络 内容 

提供者的误判，影响作品著作权人、授权使用人在互 

联网上的传播权益，从而产生侵权纠纷。2008年 8 

月，重庆市涪陵区图书馆为了方便读者网上查询及 

阅读，通过江西新余电信网站链接了作品《销魂一指 

令》的内容。该作品的版权所有人北京三面向版权代 

理有限公司把重庆市涪陵区图书馆 以侵权为 由告上 

法院．经过二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以 

普通网络用户的网络知识程度和阅读网络内容的习 

惯．网络用户不一定知道被告重庆市涪陵区图书馆 

的网站同其他网站已建立了链接，其内容服务提供 

者并非被告．从而使网络用户误认为其内容仍为被 

告提供：被告的行为应属“深度链接”，但被告未尽到 

注意义务，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获得 

报酬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赔偿北京三面 

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的经济损失。本案开了公共图 

书馆从事链接服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先例，同时 

也提醒图书馆界在网站资源导航服务中版权技术保 

护工作的重要性[1 。信息共享空间的虚拟平台建设， 

资源导航必不可少．因此设超链接让用户更方便地 

获取资源也是必要措施，但建议设链接要以一般链 

接为主，不能让用户误 以为被链接的网站内容是设 

链 网站的资源 。减少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 

3．3 教 学课件及视频版权问题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由于它具有多元 

化的学习工具、丰富的课程资源和学习不受时间空 

间限制等特点，自2011年秋天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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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突破后得到迅速发展 ，给教育界带来一种全 

新的知识传播模式和学习方式，引发全球高等教育 

的一场重大变革 _l6]。学习者不仅可 以在课堂上听 自 

己老师的讲课 ，还可以在 MOOC上学习其他更多、 

更知名的老师相 同或不相同的课程 ，而且这种学习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扩大了学习的范围和深度。 

MOOC资源广泛、用户自主选择的特点，非常符合信 

息共享空间以用户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理念。因此 ， 

信息共享空间融人大量的、专业的课件和视频资源 

供读者学习，可以大大扩展信息共享空间的信息资 

源，可提高信息共享空间的影响力。但是 。随着 

MOOC的发展 ，其开放理念与版权制度的冲突与矛 

盾 问题越来越严 重 ，主要表现在 3个方 面 ：一是 

MOOC课程本身的版权归属问题：二是课程内容(包 

括课外资料)的版权界定问题：三是课程外的学生互 

动或在线作业资料的版权归属问题lJ 。同时，由于 

MOOC涉及学校、教师、学生、平台、出版商等多个利 

益相关者，各个利益相关者参与 MOOC的动机和需 

求不同，但又交织在一起 ，使得 MOOC版权异常复 

杂。再者，越来越多的以营利为目的的 MOOC平台 

参与到 MOOC学习教育中．使原来“教育机构、个人 

或非营利组织出于教学研究、学术 目的采用有版权 

的材料是 ‘正当使用”’这一权利也不适用。因此， 

MOOC需要一套自己的版权保护模式，这套模式应 

包含教师、大学、学习者和 MOOC平台提供者等[183。 

但现阶段，新的版权保护模式尚未形成。因此。图书 

馆信息共享空间在提供 MOOC资源服务时，必须十 

分谨慎处理 MOOC复杂的版权问题。 

4 解决信息共享空间数字资源版权 问题 的建议 

信息技术改变了图书馆的服务形式和资源组织 

形式．也改变了提供资源的载体形式和传播方式。使 

以提供开放、共享资源服务的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面临的版权问题 日益增加。图书馆服务体系作为国 

家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推动社会 

文化发展的历史任务，需要向公众提供公益性、均等 

性、便利性服务，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图书馆 

在信息共享空间建设中所遇到的版权问题，需要国 

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以及图书馆版权管理工作共 

同努力解决 。 

4．1 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及版权管理制度 

4．1．1 完善版权方面的法律法规 

现代信息技术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 图书馆在文 

献传递 、数字化馆藏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容易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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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区，但许多纠纷却是由于法律没有跟上技术发展 

的脚步Ng]。因此。面对近年不断涌现的版权纠纷问 

题．我国应在国家层面加快对有关版权法律条例的 

完善步伐，同时扩大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制度的范围。 

我国现有的《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 

虽然规定了图书馆合理使用的范围，但规定相当严 

格，只能在图书馆作品濒临版本消失的情况下才能 

数字化作品，并且只能在图书馆建筑范围内使用，图 

书馆面向无形网络的信息传播被限定在有形的图书 

馆物理空间．这远远不能满足非营利性图书馆知识 

传播、资源共享的基本功能。可以看出，我国在法律 

法规方面，对图书馆版权合理使用的这个限定范围 

太窄，图书馆不仅是保存文献资源的场所 ，更重要的 

职能是传播文献资源，因此在版权使用方面应该扩 

大图书馆合理使用的范围。鉴于图书馆的公益性质 

及国外相关著作权法律对图书馆合理使用的规定， 

应该扩大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到以下范围：向公众传 

播知识、课堂教学和科研、馆际互借、展览或保存版 

本等需要少量复制版权人的作品[203；同时增加合理 

使用制度在网络环境的使用范围等，将合理使用从 

图书馆建筑 内扩大到局域 网(校园网)范围外 以 VPN 

形式登录的授权用户(注册用户)．以适应数字时代 

的发展。方便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 

4．1．2 建立完善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制 

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的数字资源浩瀚如烟，载 

体多样，作者分布全国，甚至世界各地，逐一去和版 

权人签订授权协议 ．这不仅浪费图书馆的时间和成 

本，也浪费版权人的时间，因此建立完善的版权集体 

管理机制迫在眉睫。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指为权 

利人的利益依法设立，根据权利人授权、对权利人的 

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进行集体管理的社 

会团体口 。目前我国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有音乐、音 

像、文字、摄影、电影等 5个方面的版权集体组织。其 

他形态的作品要得到版权授权，就得逐一去联系版 

权人或版权权利人。但是 目前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 

制度实行著作权人自愿加入原则．如果版权人没有 

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那图书馆还是要花费大 

量的精力和时间在逐一寻找版权人解决版权授权 

上。因此，笔者建议改革现有的版权集体管理模式。 

成立版权集体管理中心，负责协调多个专业的版权 

集体管理组织(协会)的13常运作。版权人在作品出 

版时和出版社签署版权授权协议．出版社将相关的 

授权协议分别报备各个专业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 

(协会)。而需要授权的图书馆或者数据服务商只需 

要同各个专业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协会)联系授权 

事宜即可 ．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协会)再将版权费交 

予出版社．出版社再同版权人按协议分配。这样，既 

避免 了版权人一方面要与出版社打交道，另一方 面 

又要去联系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麻烦，还节省了图 

书馆或数据商逐一获取出版社授权的成本，提高版 

权授权的效率。 

4．2 积极开展 图书馆的版权管理工作 

我国的版权保护法律工作起步比较晚，相对于 

美国在 1790年通过的《联邦版权法》来说，时间上大 

致差了200年。尽管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 

的提高，我国国民的版权意识慢慢觉醒，民众开始关 

注版权问题 ，尊重版权 ，但真正的版权意识强烈 ，版 

权制度健全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因此，即使在大 

学校园这样版权作品密集的地方，师生们的版权意 

识仍比较淡薄，大学版权管理工作相对落后，这与图 

书馆信息共享空间数字资源种类繁多，版权问题复 

杂的现实极不相适应 。 

4．2．1 进行普及性的版权教育 

信息共享空间数字资源类型多样，开放在线。使 

其在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版权问题比较复杂，图书 

馆可以制定总体性的版权指南来进行系统指导．并 

列出一系列解决措施供师生参考。在大学新生人馆 

教育、图书馆读书节、文化节等活动中，邀请版权法 

学界专家、学者、法官等实务工作者开展讲座、咨询 

交流学习等，为全校师生普及相关版权知识：或是在 

图书馆文献检索课中把版权教育内容结合其中．甚 

至可以与学校法学学院(系)联合开设版权教育的有 

关课程供学生选修，提高学生的版权知识及版权信 

息素养。 

4．2．2 认真做好资源使用前的版权审查 

信息共享空间自建数据库前。要注意审查并处 

理好各种资源的版权状态，如需整合商业数据库 ．必 

须事先与商业数据库商以“附加条款”方式将“出于 

合理使用 目的和复制和传播作品”作为必备条款：采 

购商业数据库前，要审查数据库商的资质、数据库内 

容是否获得合法授权．签订合同必须明确版权问题 

由数据库商负责，图书馆不担责；网页转载内容时， 

必须注意审查是否为作者允许等。数字资源在使用 

过程中，要用技术或其他手段监督用户使用数字资 

源的权限范围，如数据库的下载量限制、馆内访问限 

制等；采取版权声明对自建机构库的合法版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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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以防被侵权等 ]。 

4．2．3 收集推广替代性开放资源 

特别在 MOOC制作过程中，数字资源使用涉及 

第三方内容许可时，图书馆可鼓励并协助教师寻找 

开放或公共领域的替代品资源．减小争取版权许可 

的花费时间。我国图书馆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的尝 

试 ，如大学图书馆根据学校学科专业需求，将相关的 

网络资源进行收集，制作网络导航，给教育工作者提 

供公共领域和开放存取资源的链接服务；建立教师 

作品机构库，鼓励校内各种研究成果的共享，向校内 

师生读者提供免费开放存取的内部资源，支持学术 

研究；公共图书馆“开放、共建和共享”的发展趋势 ， 

使公共图书馆逐步加快资源开放的力度。2016年 4 

月 23日，上海图书馆宣布将通过馆藏数字资源平 

台，在互联网上向公众开放免费开放部分馆藏数字 

资源，并鼓励读者参与资源共建，支持资源共享 。 

因此 ，图书馆应积极主动 向师生宣传推广公共领域 

的资源、免费的开放存取资源和知识共享系统中的 

资源，一方面可减少版权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丰富 

MOOC制作素材，还可以营造开放共享的学术研究 

氛围。 

4．2．4 聘请或培养专业的版权服务馆员 

美国不少大学图书馆设有版权服务部门，聘请 

专门的版权工作人员进行版权管理工作，但在国内， 

设置专门的法务馆员进行版权咨询和版权清理工作 

对绝大多数图书馆来说还比较困难。图书馆可以聘 

请主修知识产权方面的研究生，或者与学校相关部 

门的专家学者合作，还可以加强与版权中介的联系， 

借助专业人员的力量来为图书馆开展版权授予许可 

和版权咨询工作 ]。图书馆也可以参照学科馆员的 

培养和服务方式，把版权服务馆员嵌人到教师服务 

中。如帮助教师收集、推荐课程所需的资源，建议教 

师使用免费开放的作品，为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提 

供版权咨询或版权清理等，既提高教师的版权意识 ， 

又培养 了图书馆 的版权服务馆员。 

5 结语 

前国际图联主席 Alex Byrne博士在 2005年信 

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突尼斯会议第 2次筹备会上 ， 

呼吁建立全球信息共享空间，希望世界各国政府及 

国际组织保障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拥有查询信息和 

传递信息的权利E25]。而在图书馆应该在完善的版权 

法律法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和图书馆版权服务工 

作协同下，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共享空间数字 

资源版权服务方法，使其既能保障数字资源的版权 

人权益，又能在法律框架下减少版权的壁垒，协调平 

衡版权人权益与数字资源开放共享需求的关系．使 

信息共享空间真正实现开放、共建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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