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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数字资源长期保存须充分考虑软件的保存策略。鉴于软件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其权

益管理及使用问题成为全新挑战，探讨软件合理使用策略以期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支撑保障。[方法 / 过
程]通过对软件长期保存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界定，以合理使用为分析视角，根据不同的使用情景提出软件合
理使用与长期保存必要的前提条件和适用环境。[结果 / 结论] 合理使用为软件长期保存过程中的使用问题
提供了可行的解决策略。从短期效益而言，人们应当尊重软件所有权人的知识产权，对于软件的复制、使
用和解析应当按照合同条款的约定；从长期效益而言，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是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机制，应当建立完善的软件长期保存政策并融合到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当中。
关键词院 长期保存；数字资源；合理使用
中图分类号院 G250.76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 1002-1248 渊2019冤 10-0004-08

引用本文院 顾立平,樊舒,陈新兰.软件长期保存的策略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2019,31(10):4-11.

GU Liping1, 2, FAN Shu2, CHEN Xinlan1,2
渊1.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冤

[Purpose/Significance]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must fully consider the software
preservation strategy. In view of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software, its rights management and use have become a new challeng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ategy of fair use of software in order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thod/Process] By defin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the softw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ir use,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s and applicabl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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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fair use and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the software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usage scenarios. [Result/Conclusion] Fair use provides a feasible solution for the use of software in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process.
In the short term, people should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the software owner, and the copying, use
and analysis of the software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In terms of long-term benefits,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is a guarantee mechanism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should establish a sound long-term preservation policy of software and integrate it into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system of digital resources.
long-term preservation; digital resource; fair use

1 引言

软件长期保存所需的资源在存储机构中分布不均袁
几乎没有能同时包含软件尧 专家人员和相关工具的权
威存储机构遥 更为严峻的挑战是袁 被长期保存下来的

如今人类文化越来越以数字形式呈现袁 而数字制

软件何时使用尧 如何使用尧 软件的权利人及权利关系尧

品的原始形式 渊位元 0 和 1 的组合冤 是人类读者无法

软件技术及管理问题等袁 成为一个 野债务风暴冶 迟迟

行 野读取冶 操作袁 再通过软件将数字化内容以人类可

定条件和范围内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遥

直观理解的袁 它必须经由可以运行适当软件的机器进

没有得到解决遥 而合理使用恰如一剂 野止痛药冶袁 在一

读的形式呈现出来遥 因此袁 保持文化记录的准确性和
真实性不仅需要保存单个数字对象袁 还需要保存操作
系统尧 应用程序以及构成呈现数字文件的复杂软件环
境的其他元素遥 对于图书馆尧 档案馆尧 博物馆和其他
存储机构袁 旧式软件 渊Legacy Software冤 正在逐渐成为
访问数字制品的重要工具遥

2 软件长期保存的核心问题
2.1 核心问题
软件长期保存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法律法规的

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袁 一直是业界讨论与研究的

不确定性遥 从业人员担心袁 为了规范商业市场中的软

热点袁 实用的软件工具作为研究对象袁 也应当被保存遥

件而制定的法律条款 渊例如限制性许可和所谓的 野反

然而袁 软件的长期保存却存在诸多障碍袁 一方面袁 软

规避冶 规则冤 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他们的工作遥 同

件是一种在存取尧 评估和描述上均需要准确性的数字

时袁 人们确信长期保存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著作权

对象袁 当数字文件在原始软件环境以外的操作环境中

问题遥 在一个典型的保存工作流程中袁 从迁移到稳定

呈现时袁 重要信息可能会丢失遥 因此袁 软件的长期保

的介质开始袁 软件被 野复制冶 好几遍袁 几乎每一步都

存策略必须充分考虑[1]曰 另一方面袁 由于软件迭代增长

的特点袁 导致其版本的多样性尧 复杂性袁 且难以溯源袁
因而软件长期保存涉及的技术尧 管理尧 经济和市场条
件就变得更加复杂遥 长期以来袁 计算机科学领域对软
件长期保存鲜有系统地探究袁 而多是着眼于以往的编
程设计模式和方法等方面遥 如今许多领域的学者发现袁
研究遗留软件问题逐渐成为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袁

受到著作权的约束遥 在此过程中袁 软件可能被修改袁
也可能会创建 野衍生作品冶 等新的内容袁 同时向科研

人员或者科研机构提供保存下来的软件副本袁 这可能
意味着一种 野发行冶 行为曰 如果制作可供公众观看的

动画或图形袁 又可能是一种 野公共表演冶 性质的行为曰
显示屏幕截图可以构成 野公开展示冶 的具体行动遥 在
上述引号中的每一个词语都出现在著作权所有者的专

许多存储机构已经将软件收集并保存袁 作为今后工作

属合法权利列表中袁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从事这些活

的重要部分[2]遥

动均有可能会侵犯著作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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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 国外的法院判例里袁 尚未对软件长期保存

况遥 这些情况导致人们难以确定权益关系以及进行权

提供有用尧 详细的指导遥 美国 叶著作权法曳 中关于以

益转让袁 与数字文献资源不同袁 由于软件资源的特殊

某种方式归档的特殊条款袁 例如第 108 节和第 117 节袁

性尧 多样性和复杂性袁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采用集

也没有涉及构成保存实践的一系列活动遥 中国 叶著作

体著作权组织尧 无主作品尧 公用领域等方式进行处理袁

权法曳 中关于合理使用的条款袁 例如第 12 条尧 第 14

然而国家社会需要科技资源长期保持的支撑机制却又

条尧 第 16 条第 1 款尧 第 22 条第 1 款和第 8 款等袁 也

不能缺乏软件资源的支撑作用遥 因此袁 目前可能的短

未有这方面的说明遥 这些法律条款并非限制了软件长

期解决方案就只能是根据合理使用的原则袁 在满足限

期保存以及合理使用的发展袁 与之相反袁 更好地理解

制条件的情况下袁 长期保存软件遥

合理使用的著作权原则可以使图书馆员尧 数据监管人

2.3 研究限制

员和其他人更加有信心向前推进软件长期保存的工作袁
同时袁 学习和掌握合理使用的原则和法规袁 还可以帮

笔者没有描述软件长期保存中的合理使用的全部

助专业人员从更广泛尧 更不具威胁性的角度看待例如

议题遥 而且袁 新技术将会持续扩大软件长期保存的必

许可和反规避等与著作权相关的问题遥

要性和复杂性遥 读者应当在国家法律法规框架下袁 按

2.2 范畴界定

照行业惯例以及道德伦理的原则袁 行使自己判断的权

为保存和提供教学和研究软件而开展的活动袁 通
常由国家级图书馆尧 重要信息中心尧 档案馆和博物馆

利与能力袁 笔者没有提供 叶著作权法修正案曳 中关于

软件部分的政策建议袁 也未对 叶网络信息安全法曳 中

禁止未经授权解密的条款提供任何说明尧 解释和分析遥

支持袁 并且通常与科研教育机构有关遥 这些被保存的

这两个问题必须单独处理袁 但是对于合理使用的充分

软件通常还有另一个服务目标院 对于拥有相同核心价

理解可以有助读者正确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遥

值观的所有诚信从业者袁 包括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袁
都应该平等地享有合理的尧 合法的尧 合规的使用权利遥
商业软件尧 开源软件尧 创建者根据法定或机构授权的
软件袁 在通常情况下袁 都不会遇到合理使用的问题曰
然而袁 如果特定的开放许可协议没有授权对软件进行

6

3 软件长期保存的具体问题
3.1 软件长期保存与其他介质媒体的不同

长期保存袁 但是在实际业务中袁 为了保障科技资源正

软件的长期保存与电子信息尧 艺术品和游戏等数

常使用条件下的软件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袁 所进行的

字化内容的长期保存密切相关袁 软件长期保存着重于

注册码破解尧 永久延长注册码尧 软件代码迁移到不同

保护软件以及软件运行环境所特有的数字实体袁 例如袁

编译系统并进行改写尧 软件版本实验版的改进等实际

保留创建和查看文本文档或计算机辅助设计文件所必

存在的行为仍处于灰色地带遥 在一般情况下袁 通过与

需的软件应用程序尧 相关的操作系统尧 插件元素等遥

权利持有人获得授权的方式袁 可以处理部分软件长期

所以袁 软件的长期保存应该与交互式艺术和视频游戏

保存中遇到的上述问题袁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袁 人们很

等数字内容有所区别袁 因为后者更为重视数字内容的

难找到权利持有人以及追溯权利关系袁 例如院 对于软

创造性遥 此外袁 相比于格式较为稳定的数字化资源袁

件早期的开发者和权利持有人难以逐个联系并取得授

软件版本更新快且数量众多袁 存储机构需要将所有版

权的情况尧 软件作为整体产品与部分软件源码释出或

本的软件都保留下来遥 且不同于文献资源清晰明确的

者开源的情况尧 经过合并或者购并之后产生知识产权

著作权人信息袁 许多软件根本无法追本溯源袁 这也正

不确定的情况袁 以及一些基于早期社会发展条件限制

是软件使用的一大难题遥 此外袁 软件的使用范围的划

下采用了未经授权但是被广泛使用的软件版本等的情

分也较为特殊袁 正版软件只要使用产品密钥激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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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冤 任务院 软件长期保存机构需要明确他们的工

长期使用袁 而一些破解软件则更加难以管理院 不仅在
保存时需要考虑政策和法律限制袁 而且即使被保存了

作与原创作品的市场目的不同遥 受著作权保护的软件

下来袁 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使用遥

的使用行为具有转换性 渊Transformative冤袁 因此袁 在过

人们在判断某个软件的长期保存是否在合理使用

程中需要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来防止替代市场行为遥

渊3冤 转换性使用院 软件长期保存的转换性使用是

范围内时袁 需要就该类软件的市场特征征求专家的意
见袁 包括院 软件商业生命周期以及当前商业化产品的

指袁 对软件进行数量的限制或有不妥袁 但若是对时间尧

可能的替代价值遥 图书馆员尧 数据馆员尧 档案馆员尧

地点尧 使用性质和用户方面进行限制袁 则可以产生定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者和学者之间的讨论袁 需要考虑维

制使用的效果袁 从而符合合理使用原则中的转换性遥

护包括软件开发商和经销商在内的所有人的合法利益袁
以一种补充和支持著作权所有者在数字生态体系中重

4 合理使用作为分析视角

要作用的方式开展保存和访问活动袁 而不是取代著作
权所有者的作用遥

3.2 软件成为科技需求
近年来袁 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科研工

合理使用允许用户出于研究尧 教学和个人学习的
目的袁 在未经著作权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袁 使用该著
作权人创作的作品遥 人们应当在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
范的基础上袁 有限制的使用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而这些工作的开展离不开高性能

软件的长期保存与合理使用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

的计算机设备以及强大的软件环境遥 各国开始将高性

的关系袁 以合理使用作为分析视角袁 利用合理使用的

能计算机列为国防尧 国民经济建设和民生福祉的战略

野三步检验法 渊Three-Step Test冤冶 和 野四要素分析法

重器遥 软件作为支撑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袁 不再仅仅
停留在学术层面的讨论中袁 而应作为国家科技需求而
被重视起来[3]遥

为建立高效益尧 高性能的科技生态环境袁 强化软

件环节是必要一步遥 知识的长期保存是为了将来可以
再现和复制袁 而软件作为知识和数据赖以展现尧 重置
和挖掘的重要工具袁 是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至关重
要的领域袁 是今后人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遥

3.3 重要的核心原则
在进行业务工作之前袁 应当参考已有的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的体系尧 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方法遥 在此基础
上袁 考虑软件长期保存的需求尧 目的和条件袁 结合著
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的原则袁 所设定的核心原则如下院
渊1冤 本质院 专业人员的工作是保存尧 记录遗留软

件和依赖软件访问的数字资料袁 而不是替代著作权所

渊Four-Factor-Analysis冤冶 为软件的长期保存提供合理的
指导能够更好地保护各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4-6]遥

目前中国著作权法中关于合理使用的相关规定源

于 叶伯尔尼公约曳 中提出的 野三步检验法冶
后袁

遥 在此之

[5]

野三步检验法冶 也被 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

条约曳 和 叶知识产权协定曳 纳入著作权例外的考虑范

围袁 并进一步在国际范围内推广 [2]遥 因此袁 是否构成
野合理使用冶袁 需要满足以下 3 个条件院
和例外必须是特例曰
对作品的正常使用曰
拥有者的合法利益[4]遥

渊1冤 任何限制

渊2冤 任何限制不得影响著作权人

渊3冤 任何限制都不得损害著作权

合理使用的 野四要素分析法冶 首次于 1841 年袁 由

约瑟夫窑斯托里法官在 Folsom V. Marsh 案[8]中提出袁 之
后 叶美国著作权法曳 第 107 条对 野四要素分析法冶 的
具体内容做出了正式规定[9]袁 即检验合理使用的 4 个要
素分别是院

渊1冤 使用的目的和性质袁 即该使用行为是

有者的市场活动曰 在软件长期保存方面助力实现新的

商业性的还是以教育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的使用曰

社会价值的前提是袁 避免干扰开发商和经销商当前的

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性质曰

市场遥

的作品的数量和比重曰

渊2冤

渊3冤 使用受著作权保护

渊4冤 该使用行为对著作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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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市场和价值的影响[10,11]遥

著作权法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平衡体系袁 旨在鼓励

创新尧 文化繁荣和科学进步遥 该法鼓励作者对自己的

渊2冤 捐赠的材料应该根据捐助协议的条款进行保

护袁 即对这些材料的再利用和获取进行限制遥

渊3冤 任何时候都应注意敏感内容遥 涉及个人数据

创作的某些用途进行有限的控制袁 并鼓励所有人 渊包

或者威胁国家安全的软件以及敏感内容的处理会引发

括作者冤 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袁 未经允许使用现有的文

法律和道德问题袁 这些问题不在合理使用的范畴之内遥

化和科学材料从事各种重要活动遥 有许多法律支持使

渊4冤 应该创建尧 表达和共享对保存对象的描述袁

用文化的自由袁 但到目前为止袁 最灵活尧 最强大和最

以便感兴趣的科研人员能够在机构内部找到袁 可能的

普遍的用户权利就是合理使用遥 合理使用是一种权利袁

情况下袁 最好在机构外部也能找到遥

它对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遥
[12]

渊5冤 软件的访问和使用权限应限制在终端用户出

合理使用无处不在遥 例如袁 通过复制计算机程序

于研究尧 教学和学习的目的遥 这些用户通常是工作人

来编写新的程序是一种合理的使用方法曰 创建数据库

员尧 志愿者尧 承包商或供应商袁 以及合作机构曰 软件

使信息可搜索是一种合理的用途曰 再比如袁 引用和转

的使用场景多为家庭尧 机构尧 实体的场所或者场外环

载新闻报道是一种合理的做法袁 用盲文使盲人和印刷

境中曰 使用行为表现为存取尧 描述和长期保存的过程遥

品阅读障碍者能够阅读书籍是一种合理的使用方法遥

5.2 图书馆员提供软件操作的文件化 渊Doc鄄

合理使用最重要的因素是目的袁 即使用是否具有转换
性钥 如果一种使用行为具有转换性袁 也就是说它增加了
一些新的东西袁 具有不同的性质尧 表达方式尧 意义尧 信
息或功能袁 那么法院更有可能将其认定为合理使用遥

umenting冤
为了便于对遗留软件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袁 采集机
构可能希望在操作中创建程序的记录遥 人们利用视频尧
截图和其他文件形式来捕获那些难以借助文本元数据

5 软件长期保存的情景分析

传递或者需要在仿真环境中才可以体验到的软件操作

5.1 图书馆员存取尧 评估和描述数字对象

为与原始输入设备之间的结合等遥 在某些情况下袁 以

软件往往借助独特的尧 易坏的或早期的媒介来保

这种形式记录甚至可能是唯一能够充分保存作品内容
和纹理的选择遥

存信息袁 所以需要创建多个副本来保存及保护遥 过去袁

合理使用作为缓和之计袁 可以确保软件集合在各

人们通常通过创建磁盘映像来传输易坏媒介的内容袁

种格式和文本脉络中完善记录并保存易丢失的信息遥

也会复制原始支撑材料袁 如程序包和文档袁 以便它们

合理使用适用于软件功能文档的生成和流通袁 但须满

可以稳定的数字格式存储在软件运行环境中遥 在此过

足以下前提条件院

程通常还涉及到软件的评估和描述袁 运行软件可能还
需要使用遗留软件所依赖的传统软件环境袁 如操作系
统尧 驱动程序和其他元素等遥 在该过程结束后袁 稳定
的资源通常存储在多个不同的位置袁 其中可能包括第

渊1冤 此类文档应提供适当的历史尧 技术和其他可

用的语境 渊Context冤遥

渊2冤 文件的使用范围应与文件目的成比例遥

渊3冤 在提供广泛的公共获取权限的基础上袁 需要

三方的数字知识库遥 在合理使用范围内袁 对软件进行长

注意授权来源提供的文件是否会抑制公众的需求遥

期保存袁 可以保护这些基础袁 建议采用如下实施策略院

5.3 终端用户出于研究尧 教学和学习目的使用

渊1冤 软件长期保存的行为袁 应该与该存储机构的

发展使命相关袁 如不相关则有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和道
德问题遥

8

方式遥 例如在原始硬件上运行的软件的外观尧 用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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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媒体和硬件的访问获取权限袁 那么软件资源在访问

机构的核心价值和必要实践遥 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也

获取上可能存在一些不必要的限制遥 所以袁 保存机构

从集体努力中获益匪浅遥 在线共享资源不仅可以促进

需要提供开放获取服务袁 无论是使用物理终端设备还

在线访问和远程用户的研究袁 还有可能为合作研究创

是通过在线技术进行远程访问袁 在这两种模式中袁 人

造新的机会遥

们对技术的要求是可以使用多种互操作的程序袁 且能

目前袁 在促进旧版软件合作使用方面袁 最有前景

够在复杂的软件环境中同时运行遥 按照这个定义袁 旧

的技术是仿真即服务 渊Emulation as a Service袁 EaaS冤袁

版软件是无法在当前商业市场中获得的软件袁 所以它

它允许整合潜在的合作组织袁 在网络浏览器中为远程

的再利用性以及对它的研究便取决于其保存机构遥 同

用户提供软件袁 在科研环境当中或作为其他传统数字

理袁 市场上所提供的用于长期保存的软件是以比现在

内容的服务之一遥 有共同使命的组织之间进行良好合

过时的格式创建的数字对象袁 但它们可能与最初的旧

作袁 会促使这些技术按照明确的变革目的来帮助保存

版软件不同袁 有鉴于此袁 软件长期保存的专家们需要

机构解决普通消费市场尚未解决的问题遥 这一技术扩

主导软件访问技术的研发工作袁 包括防止腐坏尧 转移

展了情景三院 合理使用支持各保存机构结合它们的资

或其他未经授权使用遗留软件的功能遥

源以更有效地服务更多的科研人员遥 合作联盟可以使

合理使用是著作权的限制与例外袁 不过这种例外

用 EaaS 和相关技术工具袁 在模拟环境中保持对授权用

并非一种常态遥 若是出于研究尧 教育和学习的目的袁

户通过协议 渊例如袁 在对每个用户具有约束力的使用

保存机构应对使用者进行有条件的开放获取院
渊1冤 获得软件开放获取权限的个人袁 应被明确告

条款协议中冤 或技术手段 渊例如袁 配置平台以防止相
关操作冤 的高度控制遥 合理使用适用于以合作方式提

知袁 他们的使用仅限于教学或个人学习和研究的目的袁

供软件以扩大研究机会的机构袁 包括使用仿真即服务

并且他们对进一步使用是否合法负有责任遥

等技术进行外部访问袁 但应满足以下原则院

渊2冤 如果保存机构提供软件的受控访问袁 则应采

渊1冤 应在合作备忘录或其他协议中规定各成员机

取适当措施限制用户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保留软件的可

构的作用和责任袁 以确保采集软件的行为在机构任务

能性遥

范围内进行遥

渊3冤 应限制对商用软件的访问和获取以尽量减少

渊2冤 参与机构应制定如何以及何时扩大隶属成员

对普通商业销售的影响遥 例如袁 在合理使用的条款上袁

机构的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访问权限的政策袁 同时注意

明确终端用户在商业产品提供的有限目的情况下 渊例

保护软件权利所有者以及供应商的合法利益遥 例如袁

如数据验证和再现性研究冤袁 逐个启用访问曰 另一种方

阻止用户构建私有软件库袁 或者防止替换商用工具

法是可以限制本地终端对商业软件的访问袁 限制软件

渊如文字处理器或计算机辅助设计程序冤 的行为遥

的使用或复制遥

5.4 在多个机构之间共享并且提供软件的网
络访问

渊3冤 同理袁 任何合作业务都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来

评估袁 并在适当的保护措施下授予隶属成员机构允许
科研人员访问请求的权利遥

渊4冤 参与机构应建立并且公布一种机制袁 用于注册

任何一个机构都无法以一己之力维护所有有助促

和跟踪软件开发商尧 供应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网络

进科研工作的软件尧 软件环境以及集成支持资源 渊例

中特定软件程序或者计算环境的可用性的关注情况遥

如专家人员或专业技术冤遥 所有典藏软件的机构组织袁
无论其规模和资源如何袁 都可以通过建立合作而受益袁
通过合作可以共享有限的资源袁 从而使馆藏更加丰富遥
共享材料尧 设施和专业知识等各类资源袁 是文化保存

5.5 图书馆保存源代码和其他人类可读格式
渊Human-Readable Formats冤 的文件
对快速发展的学术领域 渊如软件尧 关键代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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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冤 的研究取决于对源代码的访问袁 源代码以人类可

行的软件袁 而不是在终端用户的本地硬件上运行的软

读格式编写软件遥 源代码可以揭示重要信息袁 例如软

件遥 这种 野云计算冶 或 野软件即服务冶 模式的商业优

件创建过程遥 一些研发人员向公众发布他们的代码以
供学习和重用袁 一些研发人员向保存机构捐赠著作权
或者授予广泛的许可证以及代码袁 从而实现公共访问
甚至重用遥

势是持续更新程序尧 更有效地处理软件漏洞袁 以及更
好地控制用户的活动遥

6 结语院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发展机遇

然而袁 当没有进行公共访问和使用的特殊配置时袁
这些共同项目会带来特殊问题遥 这是因为袁 与设计用

数字资源作为时代发展的重要信息资源已成为资

于在特定硬件 / 软件环境中运行的编译代码不同袁 传统

源利用的重要内容袁 但是软件资源的长期保存和永续

源代码可能更适用于与著作权所有者自己的产品存在

利用仍存在较大危机和挑战遥 目前的严峻挑战是严重

竞争的新商业软件遥 因此袁 在合作集群中提供源代码

缺乏系列政策研究袁 政策应当包括涉及软件管理的技

的无限制访问可能会造成不公平侵权或者违反商业秘

术以及技术发展条件的考虑尧 涉及保护知识产权的管

密的不良后果遥 合理使用可以确保源代码的使用寿命袁

理和监管机制袁 以及最大节约化支持软件长期保存的

并提供出于合理目的的使用途径袁 它的前提条件包括院

财务审计制度等的新问题遥

渊1冤 应严格遵守捐助者协议中的限制条件遥 如果

捐赠者是作者或供应商袁 该协议应具有关于他们希望

它必须建立在并且融入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体系袁

人们未来如何访问和使用的关键信息遥

但是它也具有上述亟待解决的全新问题瓶颈遥 随着云

渊2冤 在大多数情况下袁 源代码不应该在线提供给

公众袁 访问获取的权限应该与未发布手稿 渊Unpub鄄

平台与开放接口的产生尧 大数据应用的配套软件尧 人
工智能技术与应用的发展等袁 软件长期保存的问题变

lished Manuscripts冤 的要求类似遥

得日益重要袁 也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中的 野小众冶

所从事的研究无关的内容时袁 应当受到编辑或其他方

软件的分众特性显现在它是存在于各种载体尧 隶属不

渊3冤 出于适用的理由袁 科研人员在访问与其本身

面的限制遥
渊4冤 所提供的任何文件都应当提供作者和所有者

逐渐变为 野大众中的众多分众冶 的态势遥 在一方面袁
同的编译体系尧 依附多阶多类的操作环境版本曰 另一
方面袁 它的大众特性体现在软件越来越多袁 而且彼此

的署名遥

在功能尧 模块和作用上的交汇融合越来越多变且数量

5.6 面向软件长期保存的未来不可预测性

高速增长遥
软件作为一种特殊的数字对象袁 与文献资源同为

自软件行业产生以来袁 软件通过物理副本的分发

科技资源条件支撑链条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袁 理应长期

进行商业化袁 无论是加载在软盘或 CD-ROM 等安装介

保存遥 然而袁 在软件保存之前的解析尧 保存过程中的

质上袁 还是下载到终端用户的硬盘上袁 越来越多的保

管理袁 以及未来有条件使用的制度等方面袁 还存在着

存机构已经能够获得这些软件副本并构建包含它们的

诸多问题袁 并非投入资金和技术袁 依循已有的保存制

集合遥 伴随着软件馆藏的发展袁 与之相关的上述原则

度就能进行管理遥 软件长期保存的当前挑战是权益管

和限制将继续存在遥 然而袁 保存机构在未来的代码保

理袁 其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存取尧 如何存取袁 以

存功能上将面临全新的挑战院 让软件开发和具有软件

及软件的权利人和权利关系的管理问题该如何解决遥

依赖性的数字工艺 渊Digital Artifacts冤 的记录可用于教

10

软件长期保存既是一项旧课题袁 也是一项新课题袁

自 2016 年起召开的 野中国合理使用周冶 是最早关

学和科研事业遥 软件供应商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袁

注此问题的公开讨论会袁 第一届曾经初步探索在开放

越来越多的客户购买那些在供应商维护的服务器上运

环境下的广义数据的权益问题袁 第二届曾经探索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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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在处理合理使用议题上困难与如何实践的问
题袁 第三届探索过在难以找到权益所有人和权益关系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EB/OL]. [2019-0713].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text.jsp?file_id=283698.

不明确的情况下的合理使用问题[13-15]遥 然而袁 当前以及

[5] 熊琦.野用户创造内容冶与作品转换性使用认定[J].法学评论,2017,35

的问题袁 在这个方面的探索袁 或许可从合理使用的经

[6] 王璐,顾立平.国外大学图书馆合理使用政策的初探性研究[J].图书

可预见的未来袁 软件长期保存将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

验总结以及学理上进行探索尧 梳理和解套遥 笔者借鉴
合理使用的角度袁 针对不同的应用情景进行具体分析袁
探寻一种更好应对软件长期保存及使用的可行性策略院
短期而言袁 人们应当尊重软件所有权人的知识产权袁
对于软件的复制尧 使用和解析应当按照合同条款的约
定袁 如未有条款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袁 可以采取合理使
用的方式曰 然而袁 合理使用仅能作为 野止痛药冶 而非
灵丹妙药袁 它无法彻底解决软件长期保存中的所有问
题遥 因此袁 长期而言袁 应当建立完善的软件长期保存
政策并融合到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当中袁 建立一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科技支撑保障机制是向这方面
努力的最终目标遥

(3):64-74.

馆工作与研究,2017(6):28-37.
[7] 熊琦.著作权合理使用司法认定标准释疑[J].法学,2018(1):18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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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1841.pdf.

[9]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17 U.S. Code 异 ?107. Limitations on ex鄄
clusive rights: Fair use[EB/OL]. [2019 -07 -28]. https://www.law.cor鄄
nell.edu/uscode/text/1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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