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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1：“哪吒”“敖丙”游戏换肤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与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案    号】（2020）浙 0192民初 9817号 

【裁判日期】2021年 1月 11日 

【审理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 

【推荐理由】本案首次深入探索了游戏皮肤的保护路径，特别是对电影作品独创性与电影情

节独创性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明确。 

【案情简介】 

光线公司因认为电魂公司等三被告的涉案游戏《梦塔防》侵犯其享有的电影《哪吒之魔

童降世》及电影中“哪吒”“敖丙”等美术作品的著作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将三被告诉至

杭州互联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光线公司主张保护的“哪吒”“敖丙”两个美术形象系由色彩、线条、

图案构成的艺术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且并无证据表明其不属于光线公司创作或者来

源于公有领域，因此“哪吒”“敖丙”的两个美术形象构成美术作品。涉案游戏《梦塔防》

宣传文案、涉案游戏皮肤中使用的两个美术形象与“哪吒”“敖丙”美术作品在发型、面部

五官特征、面部表情、服饰方面完全一致，构成实质性相似。电魂公司未经光线公司的授权

或许可，在其所运营的《梦塔防》游戏内使用“哪吒”“敖丙”两个美术作品并置于网络环

境中供社会公众下载，提供网络游戏服务及在线文案宣传，使得相关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

间或地点浏览、获取光线公司的两个美术作品，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 

法院判决：被告电魂公司、瓦力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经

济损失 100万元。 

 

案件 2：《热血传奇》与《王城英雄》侵权案  

娱美德有限公司、株式会社传奇 IP 等与广州三七互娱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冠航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案    号】（2019）粤 0192民初 385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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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日期】2021年 3月 24日 

【审理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 

【推荐理由】本案首次将“游戏具体玩法设计”作为游戏侵权的基本比对内容，对类案审理

具有指引作用。厘清了著作权法等专门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关系，防止不受专门法保

护的内容向反不正当竞争法“逃逸”。 

【案情简介】 

《热血传奇》是一款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自 2001 年在中国大陆上线后，在中

国游戏市场上拥有广泛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娱美德公司、株式会社传奇 IP、亚拓士公司称，

其是游戏《热血传奇》的共有著作权人。2019 年 7 月，娱美德公司、传奇株式会社发现三

七互娱公司的关联公司运营的网站出现《王城英雄》游戏推广和运营官网，经过比对《王城

英雄》游戏测试版本，该手游在人物角色、装备、道具、技能、怪物、NPC、地图、特殊功

能设计等方面与《热血传奇》游戏整体实质近似，且被告自称“传承经典”“传承游戏经典

设置”，自认抄袭。据此，三原告主张三七互娱公司等被告运营和推广的《王城英雄》手游

侵害了《热血传奇》游戏的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涉案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两

被告辩称，《王城英雄》与《热血传奇》在人物设定、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和主线任务上都

不一致，且原告主张相似的游戏素材在《王城英雄》整体画面中所占比例极低，无法达到整

体实质性相似的程度，不构成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城英雄》与《热血传奇》两款游戏的玩法具体设计不构成实质性

相似，因此《王城英雄》游戏在整体上不侵犯《热血传奇》游戏的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两被告的行为亦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 3：《我不是潘金莲》电影“无障碍版”合理使用案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俏佳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 

【案    号】(2020)京 0491民初 14935号 

【裁判日期】2021年 4月 26日 

【审理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 

【推荐理由】本案明确了无障碍电影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规范，同时对《马拉喀什条

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在国内法的适用进行阐述，明确了国际条约的适用准则。 

【案情简介】 

爱奇艺公司依法享有影视作品《我不是潘金莲》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占专有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爱奇艺公司认为被告上海俏佳人公司擅自通过其运营的 APP 向公众提供涉案电影无

障碍版的在线播放服务的行为侵害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将被告诉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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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经审理认为，从涉案无障碍电影的传播形式来看，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无障

碍电影并非将已发表作品改为盲文出版使用，且经被告多次改版后涉案 APP 仍向不特定公

众提供无障碍电影的在线点播服务，抢占了普通版本影片的市场，损害权利人合法权利，不

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即便是在 2020 年修订的著作权法正式施行

及《马拉喀什条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后，被告未加区分，通过涉案 APP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无

障碍电影在线点播服务亦不符合合理使用的要求，被告行为构成侵权。 

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万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 4：IPTV 平台接入直播频道进行赛事直播侵权案  

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

争案 

【案    号】（2020）沪 0115民初 51653号 

【裁判日期】2021年 6月 17日 

【审理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推荐理由】该案系针对未经授权在 IPTV 平台接入直播频道进行体育赛事直播行为侵权认

定的全国首例判决，对进一步规范体育赛事在 IPTV等新媒体端口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案情简介】 

咪咕公司以 2019-2020 赛季排超赛事的著作权权利人的身份起诉被告安徽联通，认为

被告在其经营的 IPTV 平台上未经授权擅自向公众提供“2019-2020 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第二阶段第九轮-辽宁华君 VS 天津渤海银行”比赛的网络直播服务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著

作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获得的 IPTV平台播放权是一种独占性权利，被告未经原告许可，

在其运营的安徽联通 IPTV 平台直播了涉案赛事，已构成侵权。被告系安徽联通 IPTV 运营

商，且根据《IPTV 合作协议》，被告并非单纯负责 IPTV 信号传输，还负有开展市场营销和

推广活动、提供节目和 EPG 条目供审核、向用户收取 IPTV业务费用并进行分成等权利和义

务，即使被告与案外人对播出内容侵权责任的承担有约定，也不能对抗本案的原告。故被告

作为经营者应就其平台播出节目侵权的行为对外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央视新媒体播

放权并非法律概念，其具体内涵需通过签订合同的背景、合同约定内容、当事人意思表示、

当事人履行行为来予以解读。排球之窗在明确授权原告独占性享有包括 IPTV 平台播放权在

内的全媒体权利之后，客观上不可能再将该权利授予其他任何一方，从排球之窗与中视体育

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看，亦未对央视新媒体概念进行细化和明确，结合《权利确认函》，

排球之窗再次明确了其将 IPTV播放权独家授予原告、未授予任何第三方的主观意图。综上，

中视体育就涉案赛事并未获得在 IPTV平台播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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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30,000元及合理开支 10,000元。 

 

案件 5：3D 模型文件演绎成果作品属性及保护边界案 

南京设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望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案 

【案    号】（2019）苏民终 1792号 

【裁判日期】2021年 8月 25日 

【审理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推荐理由】本案判决即为厘清涉及 3D模型文件智力成果的作品认定及权利边界、3D作品

与 2D 在先作品之间的权利保护关系等问题的新类型案件。合理界定未经授权涉案 3D 模型

文件演绎作品的行为性质和权利边界、保护范围，是本案件裁判中的一个亮点。 

【案情简介】 

设易公司系“建 E 室内设计网”的经营者，其认为望拓公司未经许可，将设易公司创作

的 3D 模型文件上传至其创办的知末网的行为侵害了设易公司享有的相关作品著作权并构成

不正当竞争，故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设易公司利用 3ds Max 设计工具软件对其从网上下载的他人平面设

计图片进行转换行为属于对原作品在虚拟空间中的复制；设易公司未经原平面设计图片著作

权人的许可，擅自使用他人平面设计图片进行转换复制的行为，属侵害他人著作权的行为；

设易公司本案主张涉案 4 件 3D 模型文件属于演绎作品，没有法律依据；望拓公司将设易公

司未经许可转换复制的 3D模型文件用于其网站经营的行为同样属于违法行为。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设易公司主张权利的涉案 3D 模型文件是在原 2D 作品基础上经过

新的创造性劳动过程后的产物，加入了 3D 作品制作人员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其表达也已超

越了原 2D 作品表达的范畴，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演绎作品，设易公司作为改编人对于该

4 副作品享有著作权，但在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设易公司未经原 2D 作

品权利人许可制作 3D模型文件进行经营的行为，侵害了原 2D作品著作权人的权益，应属侵

权行为。但对于改编作品的保护应当同时兼顾在先原作品创作主体的权利保护和改编行为人

的权利保护，设易公司作为涉案 3D 作品改编人，应当有权禁止望拓公司不经许可即复制、

发行其制作的 3D 模型文件。因此，虽然设易公司未经许可的改编行为构成对原著作权人的

侵权，但这并不妨碍其禁止其他主体未经许可复制、发行其改编后的作品。 

    二审判决：望拓公司赔偿设易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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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6：动漫《斗罗大陆》诉前行为禁令案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重庆腾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与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天极魅客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案    号】（2021）渝 01行保 1号 

【裁判日期】2021年 6月 4日 

【审理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推荐理由】针对热播作品，网络服务平台应有更高的注意义务，通过删除、过滤和拦截等

措施有效防止侵权发生。本案很好地因应了技术发展给版权保护带来的挑战，较好地平衡了

短视频平台和权利人的利益。 

【案情简介】 

申请人腾讯计算机公司等对热播动漫《斗罗大陆》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在热播期内，

被申请人微播视界公司运营的抖音 app，存在大量侵权《斗罗大陆》动漫的视频，仅“斗罗

大陆”单个话题播放量即达到 214.7亿。抖音 app还利用算法、智能聚合等方式编辑、整理

和推荐侵权内容。并且，经过 200多次发函投诉 2.3 万条侵权链接后，抖音 app 中仍不断有

大量侵权视频传播，且播放量巨大。申请人遂于 2021年 6月 2日向法院申请诉前行为保全。 

法院经审查认为：是否同意申请人的行为保全申请，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1.

申请人的行为保全申请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2.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会使申请

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3.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会造成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

的利益失衡；4.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5.申请人是否提供足够的

担保。因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出的涉案行为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故法院予以支持。 

法院裁定：被申请人立即删除抖音 app上部分账号中和抖音 app中的所有侵权视频，立

即采取有效措施过滤和拦截用户上传和传播侵权视频。 

裁定作出后，被申请人提出了复议申请。法院作出复议裁定，驳回复议请求。 

 

案件 7：“闪电租号”诉前行为禁令案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与长沙七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诉前行为保全案 

【案    号】（2021）湘 0105行保 1号 

【裁判日期】2021年 9月 28日 

【审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推荐理由】本案是全国首个针对“王者荣耀”游戏租号平台发出诉前行为保全禁令的司法

案件。本案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倡导，从商业竞争行为、社会公共利益等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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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戏租号行为进行了全面评判。 

【案情简介】 

申请人腾讯成都公司、深圳市腾讯公司认为三被申请人提供和推广游戏账号出租服务的

行为，规避了申请人在游戏中设置的实名制和防沉迷机制，该行为不仅打破了游戏的公平规

则，还破坏了玩家的体验感，进而对申请人的商誉和市场利益造成不良影响，构成不正当竞

争，故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行为保全措施。 

法院经审理认为，两申请人对《王者荣耀》游戏软件享有合法权益，权利基础稳定，被

申请人存在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如果放任被申请人的无序租号服务行为，将给申请人的商

誉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具有

紧迫性，且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申请人提供了相应担保，对如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可能给

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提供了相应法律保障。综上，两申请人的申请符合人民法院作出行为保

全措施的条件，应当得到支持。 

法院裁定：被申请人极炫公司、极利公司立即停止通过 APP提供《王者荣耀》游戏账号

的出租平台服务；七丽公司立即停止通过其运营的网站对该 APP进行的宣传、推广、分发行

为。 

 

案件 8：“金考点”在线教育题库刑事案 

被告人温某、唐某等五人侵犯著作权罪案 

【案    号】（2019）桂 0203刑初 645号 

           （2021）桂 02刑终 205号 

【裁判日期】2021年 7月 30日 

【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 

【审理法院】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 

二审：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推荐理由】本案是全国首例二审审结生效的在线教育培训平台题库著作权刑事案，具有创

新性、实践性、典型性，是一次有益的司法实践，对今后在线教育平台题库的著作权保护具

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案情简介】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温某、唐某等五人原均系广西某公司职员，分别任技术经理、

实体渠道销售部区域经理、市场专员、渠道专员、程序员等职务，五人先后离职。2016年 7

月 15 日，温某拿到“金考点”软件版权后，组织曾某等成立柳州某公司。2016 年 5 月 25

日，温某利用中介，以他人名义成立南宁某公司。2016年 11月，柳州某公司开始运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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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软件和其他软件开发，并以南宁某的名义对外销售，用户下载安装“金考点”软件并

购买相关科目后，可以查阅该科目的所有题目。期间，温某、唐某等人以营利为目的，将广

西某公司“考试宝典”软件题库内容私自复制到“金考点”软件使用并大量销售。经鉴定，

“金考点”软件中共 3744个注册会员购买了相关科目。 

法院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至 2 年不等，并处罚金

10万元至 8万元不等；没收作案工具。 

一审判决后，其中 4名被告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 9：“LOGICO”“逻辑狗”盗版图书刑事案 

被告人胡某某侵犯著作权罪案 

【案    号】（2021）冀 1022刑初 90号 

【裁判日期】2021年 7月 30日 

【公诉机关】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检察院 

【审理法院】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 

【推荐理由】涉案作品“逻辑狗”是源自德国的“LOGICO”品牌，该品牌在世界范围内享有

盛誉，旗下图书及产品已在 40 余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涉案产品的知名度高，涉案非法

出版物数量巨大，该案的审理结果对于推动中国版权事业持续发展，提升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案情简介】 

被告人胡某某未经著作权人中德智慧公司及图书专有出版权人现代出版社授权，将他人

印刷好的《逻辑狗儿童思维升级游戏系统》系列作品装订成册，从中赚取加工费。经当地行

政机关查处，查获出版物套装成品共计 13952册，套装半成品 27500册（未成套散册 20000

册、装盒散册 7500 册），包装盒 500 个、套装外包装盒 500个。经鉴定，均属非法出版物。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

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法院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胡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15 万元，查扣

侵犯著作权作品套装成品、套装半成品等依法没收，并由扣押机关销毁。 

 

案件 10：“小黄人”“功夫熊猫”美术作品侵权行政处罚案  

北京麦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其作品行政查处案 

【查处机关】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查处时间】2021年 4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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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决定】（京）文执罚〔2021〕第 500010号 

【推荐理由】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作为国家重大产业项目以及北京市最大的服务业外资项

目，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知识产权作为环球影城的基础运营路径，是其主要营利来源，备

受公司关注。相比以往单独侵权类案件，本案出现个体多、集团化特点，涉案范围广，影响

大。此案的高效及时查办，对侵犯环球影城卡通形象及其他此类行为产生震慑作用，为环球

主题公园的开园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充分显示了执法总队聚焦“两区建设”，贯彻国家

版权局、市委市政府“严格打击侵权盗版，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再次彰显了我国依法严

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 

【案情简介】 

环球公司和梦工场动画影片公司因认为麦颂文化公司未经授权，擅自将其享有著作权的

“小黄人”及“功夫熊猫”美术作品作为其经营的“唱吧麦颂”连锁 KTV门店内部装修使用，

向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举报，请求责令停止侵权行为，追究侵权责任。 

经查实，位于通州区梨园、新华南路以及朝阳区大悦城的 3家“唱吧麦颂”KTV门店中

共 8间包房内的背景墙、桌面、墙腰线等地方使用了“小黄人”“功夫熊猫”系列美术作品。

其中，通州区梨园店为麦颂文化公司直营店，另 2家为加盟店。麦颂文化公司于 2016 年 9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未经著作权人环球公司、梦工场公司许可，复制著作权人的“小

黄人”系列美术作品、“功夫熊猫”系列美术作品作为其经营性场所“唱吧麦颂”KTV 门店

内部装修使用，无违法经营额，无违法所得。 

【处罚决定】 

对麦颂文化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 25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