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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虚拟财产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侯利宏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要： 这是一个数字时代，虚拟财产逐渐进入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关于虚拟财产的概念、性质
以及虚拟财产的转让等，成了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不能回避的问题 。本文结合法律理论和实践对以上
摘

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虚拟财产不是物权。从不同主体的角度看，在不同的情形下，虚拟财产可能
是著作权，可能是债权，还可能既包括著作权又包括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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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网络逐渐渗透人们的生活，并成为有的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根据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 2011 年，中国的电子邮件用户规模约为 2． 46 亿，社交网站用户规模为
2． 44 亿，论坛 / BBS 的用户规模约为 1． 45 亿，博客 / 个人空间用户规模约为 3． 19 亿，微博的用户规模约
［1］
为 2． 5 亿 。网络游戏，由于其具有趣味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而且其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令人
咂舌的地步。根据文化部发布的研究数据，我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于 2011 年达到人民币 468． 5 亿元，
［2］
现有网络游戏运营企业 1293 家，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 37 家 。
与网络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相伴随，有关网络游戏装备 / 账号、QQ 号码、微博等的诉讼也随之产生。
最早见诸媒体报道的关于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民事诉讼 ，是大型在线游戏“红月 ”玩家李先生于 2003
年就其网络游戏账号下所有游戏装备丢失状告游戏运营商北京北极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 （ 下称
“红月案”） ①。红月案后，民法学者们也开始研究和探讨与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有关的法律问题 ，不过，截
至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尚未对其予以界定或者提及 。关于 QQ 号码被盗、QQ 号码的交易以及关于微博
服务不当停止的诉讼也已发生②。
本文将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 （ 关于虚拟财产的民事案例 ） 拟研究如下几个问题，即虚拟
财产的概念和范围、虚拟财产的性质、服务协议禁止性规定对虚拟财产交易合同效力的影响 。
一、什么是虚拟财产？
（ 一） 虚拟财产定义
从字面意思上看，虚拟财产的中心词是财产，亦即强调它具有一定交换价值，“虚拟 ”则揭示了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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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代码拟制的且与现实世界财产存在区别 。有学者将虚拟财产定义为，在网络环境下模拟现实
事物，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既相对独立又具排他性的信息资源，包括网页、网站、游戏账号、游戏装备、
［3］

游戏货币等

。这个定义强调了虚拟财产的数字化形式和依赖网络而存在的特征 。 但未说明它与那

些同样具有交换价值的、以数字代码方式存在的证券、网络银行账户的区别，是其不足。
我国法院在实务中对虚拟财产概念的理解值得关注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个判决中使用
了“网络虚拟财产”概念，强调了虚拟财产与网络的关系，并将网络虚拟财产定义为“由存储于网络服务
器上的电磁记录所代表的、为某一特定网络用户所控制、由相关网络服务商代为保存的、并存在于网络
虚拟空间的虚拟财产”①。该法院进一步列举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 ，认为它“主要包括游戏账号等级、
虚拟货币、虚拟装备（ 武器、装甲、药剂等） 、虚拟动植物、虚拟 ID 账号及游戏角色属性等 ”②。 法院这种
既有概括又有列举的方式值得称赞 ，因为不仅有利于理解，也方便操作。 不过，列举的虚拟财产类型范
围过窄，因为仅限于与网络游戏有关的范畴 ，所幸的是该定义还是比较宽泛的，虚拟社区财产和第三类
网络虚拟财产应该都可以包括进去 。
有学者试图通过阐释虚拟财产的内涵而厘定它的边界 。根据其观点，虚拟财产包括网络本身和存
在于网络上的虚拟财产两类。后者包括三类内容： 其一，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包括网络游戏中的账
号（ 有时称作 ID） 及积累的“货币”、“装备”、“宠物 ”等； 其二，虚拟社区中的虚拟财产 （ 下称“虚拟社区
财产”） ，包括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账号、货币、积分、用户级别等； 其三，以上两类之外的其他虚拟财产，包
［4］
括 QQ 号码、电子信箱及其他虚拟财产等 （ 下称“第三类虚拟财产 ”） 。 该学者未解释“网络本身 ”范
［5］
围，不过，从上下文看，应指互联网。 互联网，是指由若干计算机网络互相连接而成的网络 。 它既包

括支持互联网的各种可触摸的设备设施 （ 下称“互联网硬件 ”） ，也包括使互联网设备设施得以运行、使
计算机网络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连接的各种代码 、数据、信息。支持互联网的各种机器设备，是可触摸的
物，依其性质不属于虚拟财产的范畴 ，自不待言。因此，此处的网络应理解为使互联网设备设施得以运
行、使计算机网络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连接的各种代码 、数据、信息 （ 如使互联网得以运行的各种代码、网
络域名等） 。如将此部分内容纳入虚拟财产，则此种情形下的虚拟财产可称为广义上的虚拟财产 。 将
上文法院对虚拟财产的定义与此处所称存在于网络之上的虚拟财产范围相比 ，可发现，二者范围应该是
一致的。
综上，广义的虚拟财产包括互联网（ 互联网硬件除外） 及存在于其上的虚拟财产。 狭义的虚拟财产
可概括为，由存储于网络服务器上的电磁记录所代表的 、为某一特定网络用户所控制、由相关网络服务
商代为保存的并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的计算机代码 ，包括网络游戏中的账号 （ ID） 及账号中的“货币 ”、
“装备”、“宠物”等； 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账号、货币、积分、用户级别； 社交软件账号（ 如 QQ、MSN、飞信、微
信等） 、电子信箱及其他网络虚拟财产。鉴于篇幅限制，本文以下仅讨论狭义的虚拟财产。
（ 二） 虚拟财产与数字化财产的区别
虚拟财产应该与以电子数据记载的股票 、货币等数字化的财产相区别。二者的主要区别如下：
（ 1） 取得的途径是不同的。虚拟财产是通过进入虚拟环境，按照其规则操作而取得。 数字化财产，
是接受金融机构服务（ 如存款或转账） 而取得的。（ 2） 权利行使的环境不同。对虚拟财产的所有权是在
网络环境中行使的，不论使用，还是转让、赠与； 而对数字化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其实质就是对现实财产
所有权的行使，网络只是现实财产所有权行使的媒介和平台 。消费网络银行中的财富的实质就是消费
现实财产取得消费品。因此，数字化财产的价值是现实社会中通过对物的所有权的行使体现出来的 ，而
［6］
虚拟财产的价值是通过对虚拟环境中的虚拟物的行使体现出来的 。（ 3） 权利的实质是不同的。 数字
化财产，是现实财产（ 如银行存款） 的数字化 （ 如电子银行 ） 。 也可以说，数字化财产是现实财产在数字
化世界中的一种映射或反映，现实财产的减少反映到数字化世界中则为数字化财产也相应减少 。 而虚
拟财产本身以数字化形式而存在 ，它不是谁的影子，它就是它自己。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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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拟财产的性质
（ 一） 几种学说
关于虚拟财产的性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的学说如下：
1． 否认说。有学者将虚拟财产定义为存在于网络世界这一虚拟环境中的 、由现实世界的人控制的、
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并具有一定价值的“财产”，亦即，仅肯定虚拟财产在“虚拟世界”中是财产，但质疑它
［7］
在现实世界中也构成财产 。
2． 物权说。不少学者认为虚拟财产具有物权的属性 ，应该是民法中的物。 持此观点的代表性学者
林旭霞女士认为： 虚拟财产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模拟现实事物、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既相对独立又具独
占性的信息资源； 从表现形式上，虚拟财产表现为由一定的声音、图像、文字等构成的实物形态，因而可
以被感知，等同现实世界的有形物； 正在运营的虚拟游戏中一切以数据方式存在的资源 ，包括游戏角色、
游戏道具、装备及游戏环境等，就是典型的虚拟财产； 虚拟财产还包括在特定类型的服务项下 ，用户所拥
有的特定的注册通讯号码或通讯地址 ，如 QQ 号、电子邮箱、点对点软件的用户账号等； 虚拟财产作为一
［8］
种在网络上形成并仅仅存在于网络之上的新型财产 ，具备作为物权客体的“物”的最本质特征 。
虚拟财产具有排他性，即任何不特定的人都不能侵犯它。 虚拟财产还具有支配性。 在用户在线活
动中，通过服务器的支持，以及账号、密码的使用，实现对信息的直接占有。 在用户离线后，该信息则存
储于服务器中，即用户将直接占有权转移给网络经营者 ，但用户并不因此丧失虚拟财产权。当直接占有
人受到占有侵害时，用户享有占有回复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停止侵害请求权。而且，同现实世界的
有形物品一样，虚拟财产也可以持续存在，它们不会在每次使用后消失，而是以特定的信息状态被保留
在服务器上，用户可以在任何一台电脑上使用自己的账户 、调出自己的游戏程序并使用所有游戏中的道
［9］
具，以实现其对虚拟财产的直接占有 。
3． 债权说。即认为虚拟财产实际上并非是物，因为它并不符合物的各种特征。在网络游戏中，玩家
［10］

所拥有的装备等道具，只是其与网络游戏服务商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象征
［11］
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些道具，而是游戏玩家和网络游戏服务商之间的服务合同 。

。 因此，研究这类

4． 知识产权说。该学说细分成两类：
第一种，认为虚拟财产是玩家的智力成果。在网络游戏中，游戏服务商已经通过软件编程创造出潜
在的角色、物品等，仍需要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智慧去克服游戏障碍，才能使潜在的物品成为现
［12］

实

。虚拟财产是玩家付出时间和劳动而获得的智力成果 ，因此，玩家对虚拟财产拥有知识产权。

第二种，认为虚拟财产在形态上属于无形财产 ，类别上应属于智力成果，应列为知识产权中的著作
权范畴； 从智力成果的层面分析，它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可复制性和需要载体四个特点； 它是网络上传
输的一些数据，对于开发者，应作为知识产权中的著作权来对待 ，对于玩家，则属于著作权的使用权，他
们并非获取对这些数据的独占权和所有权 ，而是获取了对其使用权； 对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 ”，应按
［13］

照保护知识产权中的著作权的方法进行法律保护
（ 二） 虚拟财产性质分析

。

1． 否认说评价。
对网络游戏玩家而言，在游戏玩家通过合法途径与网络游戏服务商签署用户许可协议或类似协议
后，游戏玩家对所注册的网络游戏账号 、所取得的网络游戏装备和角色是拥有利益的，而且这个利益应
受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随意加以侵害。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红月案中，李先生就其游戏
装备丢失最终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法院判决，游戏服务商应给李先生恢复那些丢失的游戏装备 ①。 我国
的法院已用判决表明了他们对游戏装备等虚拟财产给予的立场 ，因此，否认说是没有说服力的。
2． 物权说评价。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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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物权说算得上是支持者较多的学说 。这个学说自然有它的方便之处。比如，在承认虚拟
财产权为物权的前提下，如虚拟财产被盗取，得据以获取有效的救济———请求返还、恢复原状、排除妨
害、赔偿损失等。但虚拟财产是否真的具备物权的特征 ，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14］
物权是大陆法系中的重要概念，所谓物权的特征，是指物权所独有的特性 。 与债权相比，物权的
特征可以归纳为客体特征和内容特征 。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中，物权的客体是特定的、人类能够控制的有
［15］
体物 。太阳、木星、海王星等太空星体等从物理上看虽占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为人力所不能控制，因
此它们不能成为民法中物权的客体 。电力、管道天然气等虽人类肉眼无法分辨它们的形体 ，但它们占据
一定的空间且也能被控制和转移 ，因此也属于民法中的有体物。《德国民法典 》就明确规定民法典中的
物以有体物为限①。尽管如此，《德国民法典 》也承认权利质押，亦即权利质押权的客体可以是权利②。
我国的《物权法》也明确规定，该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动产，以及法律规定可以成为物权客体的权利 ③。
如权利质押权就是一种物权，它的标的就是多种不同的权利，包括债权、股权、著作权、专利权、注册商标
专用权等④。也就是说，民法中的物权的客体已不限于有体物 。 因此，虚拟财产不是有体物并不妨碍它
成为物权的客体。
［16］
物权的内容特征如下 ：
其一，物权是支配权，亦即，权利人可以根据自己独断的意思对支配对象进行占有 、使用、收益、处

分。如所有人无需其他主体配合，可以自行支配其所拥有的物。
其二，物权是绝对权，亦即，权利人行使权利时只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无需向任何人请求就可以实现
其权利目的，这就是物权人单方面的意思强力。
其三，物权具有排他性和优先性。所谓排他性，是指物权人在实现自己权利时不许可其他人的意思
发挥作用。需注意的是，物权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得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 ，不是物权所独有的，任何权
利均有排斥他人侵害的效力。物权的排他性后果则导致物权的优先性 。 如某物上设定抵押的情形下，
有抵押的债权优先于无抵押的债权优先得到清偿 。
虚拟财产具备物权的上述三个内容特征吗 ？ 以网络游戏为例，如果网络游戏平台没有被网络游戏
服务商正常运营，一个网络游戏玩家是否可以查看自己账户 、使用自己的装备、享受游戏带来的愉悦？
答案恐怕是不能。因此，虚拟财产的支配性、绝对性看起来都很难成立。 再者，如果网络服务商一旦进
入破产程序，网络游戏玩家能根据破产法行使自己的取回权吗 ？ 由于各游戏玩家的游戏账号、装备、角
色等都是附着在游戏服务商所运营的游戏之上 ，不能独立于游戏平台之外而存在，所以，此种情形下，玩
家对游戏账号、装备、角色等的取回权根本无从谈起。综上，将虚拟财产解释成物权恐怕存在理论上的
障碍。
另外，我国台湾地区对虚拟财产的态度前后的转变也值得关注 。 鉴于实务中时有发生入侵他人网
1997 年台湾地区“立法院 ”通过刑法修正案，将台湾地区刑法第 323
络游戏账号窃取虚拟宝物的情形 ，
条中的“电能、热能及其他能量，关于本章之罪，以动产论”，修正为“电能、热能及其他能量或电磁记录，
关于本章之罪，以动产论”。亦即，修正案把“电磁记录”列为“动产 ”，据此得对盗取他人网络游戏账号
内的虚拟宝物的行为进行处罚。台湾“法务部”于 2001 年 11 月 23 日作出解释： “线上游戏之账号角色
及宝物资料，均系以电磁记录之方式储存于游戏服务器 ，游戏账号所有人对于角色及宝物之电磁记录拥
有支配权，可任意处分或移转角色及宝物，又上述角色及宝物虽为虚拟，然于现实世界中均有一定之财
产价值，玩家可通过网络拍卖或交换，与现实世界之财物并无不同，故线上游戏之角色及宝物似无不得
作为刑法之盗窃罪或诈欺罪保护客体之理由。”⑤ 但此后不久，立法对虚拟财产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台
湾地区刑法学学界及司法实务界认为 ，电磁记录与电能、热能或其他能量特性不同，将电磁记录窃盗纳
BGB 第 90 条。
BGB 第 1273 条。
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2 条第 2 款： 本法所称物，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223—229 条。
①
②

⑤

（ 90） 法检决字第 039030 号函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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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年底台湾通过刑法修改案，将
入窃盗罪章规范，与刑法传统之窃盗罪构成要件有所不同 。因此，
第 323 条“电能、热能及其他能量或电磁记录，关于本章之罪，以动产论 ”，改回“电能、热能及其他能量，
关于本章之罪，以动产论”。2003 年 6 月 27 日，台湾刑法增订第三十六章“计算机犯罪专章”，其中的第
358 条规定： “无故输入他人账号密码、破解使用电脑的保护措施或利用电脑系统的漏洞 ，而入侵他人的
电脑或其相关设备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留或并处以十万元以下罚金。”①第 359 条（ “保护电磁记
录”） 规定： “无故取得、删除或变更他人电脑或其相关设备的电磁记录 ，致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二十万元以下罚金。”② 台湾地区由视虚拟财产为动产转而加以否认
并将其单独加以规定之立场，反映出台湾地区的学者已认识到虚拟财产与传统民法中动产相区别 ，甚至
认为虚拟财产不能准用关于动产的规定 。
在我国法律实务中，某被告人被公诉“盗窃”QQ 号码若干，应以盗窃罪处罚，法院审理后认为，财产
应具有价值，而 QQ 号码系免费从腾讯公司申请所得； 再者，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财物 ”
的内涵和外延均有明确的界定，但未明文将 QQ 号码等网络账号纳入刑法保护的财产之列 ，根据罪刑法
定的原则，判定 QQ 号码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保护对象 ； 最后认定被告人构成了破坏通信自由罪 ③。
至今尚未看到与此不同的判决。从这些判决中可以看出，法院不认为 QQ 号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 92 条项下的物（ 房屋、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货币资金） 、债权（ 银行存款、债券） 等财产④。
3． 债权说评价。
债权说首先批评物权说，认为虚拟财产不是民法中的物权客体。 对此，笔者表示赞同。 债权说认
为，游戏玩家对与游戏运营商之间权利义务是基于它们之间的服务协议 （ 有时候称作“用户协议”、“软
件许可及服务协议”或其他名称，下称“服务协议 ”） 而产生的，游戏玩家对虚拟财产的权利也是基于前
述协议而产生的债权。
笔者理解，在网络游戏中，服务协议是确定游戏玩家与游戏运营商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性文
件，游戏玩家的游戏账号、游戏装备、游戏货币、游戏角色都是基于服务协议而产生 。开立并持有游戏账
号以及游戏货币可以看作是根据服务协议接受游戏运营商的服务 ，游戏玩家所享受到的这种服务可以
解释成他对游戏运营商的债权。但是将游戏装备、游戏角色也一并解释成债权，似有不妥。以网络游戏
为例，游戏玩家所使用的本地电脑安装 、运行游戏软件，实际上是通过服务协议获得对游戏软件的使用
许可。也就是说，游戏玩家在同意服务协议后将取得运行该游戏软件著作权之使用权 ，有权运行该游戏
软件、使用软件附带的各种功能（ 包括但不限于选择游戏角色、游戏装备等 ） 。 以社交软件为例，开立和
持有账号属于接受软件运营商的服务 ，账号持有人在同意运营商提供的《软件许可和服务协议 》之后，
即取得在本地电脑安装、运行社交软件的权利，该权利从性质上应属于软件著作权之使用权 。
4． 知识产权说评价。
知识产权说的第一种观点认为那些虚拟财产是玩家的智力成果 ，玩家对它们拥有著作权。 笔者认
为，该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建立账号、游戏角色及等级、游戏装备都是游戏本身的一部分，尽管游戏玩
家投入了时间和精力，但是，他没有创造出什么。而且，大多数网络游戏不允许或不鼓励玩家在参与游
戏时就其所参与的网络游戏进行任何创造性工作 。只有少许的虚拟社区，比如第二人生 （ Second Life） ，
才会例外地允许玩家这么做⑤。在不允许游戏玩家、电子邮件用户或网络虚拟社区用户做出与所参与

②

台湾《刑法》（ 2006） 第 358 条。
台湾《刑法》（ 2006） 第 359 条。

③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06） 深南法刑初字第 56 号《刑事判决书》和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07） 深南法刑初

①

字第 653 号《判决书》。
是指下列财产： （ 一） 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92 条： 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
资料； （ 二） 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 （ 三） 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 （ 四） 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
产。
⑤

Second Life 也称作“第二人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络虚拟社区。虚拟社区用户可以自己设计住所，可以把很多资源上传到那

里。每个虚拟社区用户展现出的很多道具可以说都凝结了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可以说参与者对这些角色和道具应
该存在知识产权性质的权利。http： / / secondlife． com / corporate / tos． php？ lang = en － US#to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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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戏或社区、所使用的电子邮件账号有关的创造性工作之前提下 ，以网络游戏为例，玩家从无到有，得
到了一个又一个装备 / 道具和越发强大的角色能力，看似这些虚拟财产是因为玩家投入了时间和精力而
换来的。但是，这些装备 / 道具和越发强大的角色能力出现的时间以及样态都是软件预先设置好的 ，是
运行软件呈现出的一种必然结果，无论游戏玩家消耗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他实际上并未改变这些已经预
设的计算机代码。也就是说，装备 / 道具和越发强大的角色能力非由玩家创造 ，也不是玩家的作品，玩家
对它们也不拥有著作权。对电子邮件用户或网络虚拟社区用户而言 ，他们在使用电子邮件账户和网络
虚拟社区账号过程中，对电子邮件账号或网络虚拟社区账号以及软件平台应该也没有创作的机会 ，所
以，他们对电子邮件账号或网络虚拟社区账号 （ 含社区角色、道具 ） 也谈不上拥有著作权。 因此，知识产
权说的第一种观点很难成立。
知识产权说的第二种观点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虚拟财产 。从游戏软件所有者的角度看，游戏装备 / 道
具、角色等虚拟财产是游戏软件的内容 ，游戏软件所有权人对游戏装备 / 道具、角色等虚拟财产拥有版
权。从游戏玩家的角度看，玩家对这些游戏装备 / 道具拥有著作权使用权。
笔者基本认同知识产权的第二种观点 ，不过，该观点也有其不足之处。 首先，该观点未将电子邮件
账号、网络虚拟社区账号及有关角色、道具、背景等纳入虚拟财产范围，未免失之过窄。 其次，该观点并
不能解释所有虚拟财产。以电子邮件账号或者社区账号为例，如果有人以付费或者免费的方式持有这
些账号，他们不过是拥有使用这些账号的权利 ，即有权接受运营商的服务； 如上文所述，账号持有人的权
利从性质上看，是债权性的权利，不是著作权。不过，如果网络游戏或网络虚拟社区在软件平台中允许
玩家或用户进行创造的，游戏玩家或虚拟社区用户对自己创造性活动所产生的装备 / 道具等应也具有著
作权。
5． 小结。
综上，笔者理解，虚拟财产的性质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
（ 1） 从网络游戏、电子邮件或网络虚拟社区软件所有者的角度看 ，网络游戏软件所有者对游戏软件
运行后呈现出的角色形态、装备 / 道具、主题等等拥有著作权，电子邮件软件所有者对电子邮件软件及运
行后呈现出的界面等拥有著作权 ，网络虚拟社区软件所有者对软件本身 、软件运行后呈现出的界面、社
区道具等拥有著作权。这些软件所有者对软件本身、软件中设置的角色、装备 / 道具、界面等拥有著作
权，其他人（ 包括网络游戏玩家、电子邮件持有人、网络虚拟社区账号持有人） 不能随意修改它们。
（ 2） 从游戏玩家、电子邮件用户、网络虚拟社区用户、网络社交软件用户等（ “虚拟财产用户 ”） 的角
度看，游戏玩家对游戏软件中的角色、装备 / 道具、主题等拥有著作权使用权，但使用的范围仅限于在该
游戏中使用。电子邮件用户、网络虚拟社区用户、网络社交软件用户等，如在本地电脑安装了软件，即对
该软件享有著作权使用权； 在通过网络浏览器直接访问软件平台的情形下 ，电子邮件用户、网络虚拟社
区用户、网络社交软件用户等对平台中的软件享有软件著作权之使用权 。 网络虚拟社区有角色、道具、
主题等的情形，网络虚拟社区用户对角色、道具拥有软件著作权之使用权。
一般而言，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虚拟财产用户可以将所拥有的软件著作权使用权转让、
赠与他人，或由其继承人进行继承。但是，在虚拟财产用户与运营商所签署的服务协议或类似协议中如
果约定，禁止虚拟财产用户转让其名下游戏账号 、游戏装备 / 道具，或者禁止电子邮件用户、网络虚拟社
区用户或网络社交软件用户转让账号 ，虚拟财产用户的该等转让之法律效果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
题。关于此问题的进一步的分析见本文的第三部分 。
以网络游戏为例，由于玩家一方面对游戏装备 / 道具拥有软件著作权使用权，另一方面也有权 （ 债
权） 接受游戏服务商提供的游戏装备 / 道具服务。 如玩家的游戏装备 / 道具被其他人盗取，玩家可以根
据《著作权法》要求侵犯其利益的主体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①。
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47 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
事责任： ……（ 十一） 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从字面意思进行解释，著作权使用权应属于该条所说的“与著作
权有关的权益”。因此，当著作权使用权受到侵害，得援引该条，获得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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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服务协议，网络游戏玩家、网络虚拟社区和社交软件用户被允许在游戏中、网络虚拟社区
中、网络社交空间中进行创造，他们 / 它们通过自己创造性活动在软件平台中所生成的装备 / 道具等属于
他们 / 它们的作品，他们 / 它们对自己的作品应拥有著作权。
（ 3） 在网络游戏服务中，根据网络游戏服务协议，玩家还拥有要求网络游戏服务商就玩家使用游戏
装备 / 道具提供服务的权利，亦即，一旦玩家通过付费或者免费方式合法获得游戏装备 / 道具，游戏服务
商有义务提供相应的服务，使得玩家在游戏平台上使用该游戏装备 / 道具所具备的功能。这种权利基于
服务协议而产生，性质上属于债权。
网络游戏、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虚拟货币，无论是免费获得的，还是通过支付费用而获得的，实际上均
为基于服务协议所约定的一种服务 ，而且，就虚拟货币持有人而言，他持有虚拟货币，即拥有了一种要求
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性质上也属于债权。因此，虚拟货币的交易可以视为债权的转
让，应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要求。
（ 4） 就电子邮件账号、虚拟社区账号、社交软件账号而言，如果有人以付费或者免费的方式持有这
些账号，电子邮件账号、虚拟社区账号、社交软件账号持有人有权接受服务商提供的服务。 电子邮件用
户、虚拟社区用户、社交软件用户对自己账号的权利，从性质上看，属于一种混合的权利，既包括著作权
使用权，即使用相关软件、软件界面、软件著作权人许可的其他内容； 它同时还是一种债权，即他们有权
要求服务商根据服务协议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服务 。
（ 5） 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储存在电子邮箱用户账号中的电子邮件 ，有的属于电子邮箱用户的作
品或其他人的作品，它们不属于电子邮件软件著作权人所有 。
综上，虚拟财产既不能解释为物权，也不能单独解释为债权，也不能单独解释为知识产权； 服务商和
接受服务者，由于角色不同，他们 / 它们就虚拟财产拥有不同的权利 。针对不同的情形，从不同的主体进
行观察，虚拟财产具有不同的属性，可能是著作权使用权，也可能是债权，还可能既包括著作权又包括债
权。
三、服务协议的禁止性约定对虚拟财产的交易效力的影响
无论游戏玩家，还是电子邮件或网络虚拟社区的用户 ，在注册账号时都被要求同意服务商提供的服
务协议，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去看服务协议的内容 。这些服务协议的内容其实不能忽视，因为它们
往往约定了是否许可虚拟财产持有人转让游戏账号 、装备或 QQ 号码的条款，这些条款将对虚拟财产交
易的效力产生影响。
有的网络游戏运营商在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转让游戏账号和 / 或装备。 比如暴雪娱乐股份有
限公司（ Blizzard Entertainment，Inc．） 《魔兽世界》中文版使用条款第 2 条规定： “暴雪在区域内已经授
权运营方向用户提供程序，并且拥有与魔兽世界及相关服务的一切所有权及知识产权 ： 包括但不仅限于
用户账号、账号数据、客服历史、游戏名称、电脑代码、主题、物品、角色、角色名、故事情节、对话、流行语、
游戏内场景、概念、美术作品、动画、音效、音乐、视觉效果、运行方式、相关文档、游戏包含的小应用程序、
聊天室脚本、角色信息、在服务上使用本程序进入游戏的记录以及您提供给暴雪和 / 或运营方的个人信
息数据。”第 3． c 条规定： “您清楚知悉并同意，账号转让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 您不得将任何账号要约
出售或企图转让账号。任何要约出售、购买或其他交易账号等的行为均属严重违反本协议的约定 ，在此
［17］

情况下，一经发现，运营方有权采取处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暂时或永久冻结该账号 。”
有的社交软件运营商在服务协议中明确规定 ，禁止用户转让社交软件号码。 比如腾讯公司在其提
［18］
供的服务协议中有如下规定 ： “QQ 账号的所有权归腾讯，用户完成申请注册手续后，获得 QQ 账号的
使用权。”（ 3． 2． 2 条） “腾讯 QQ 账号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 ，禁止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售卖。

如果腾讯发现使用者并非账号初始注册人 ，腾讯有权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回收该账号而无需向该账号
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由此带来的包括并不限于用户通讯中断 、用户资料和游戏道具等清空等损失由用
户自行承担。腾讯禁止用户私下有偿或无偿转让账号 ，以免因账号问题产生纠纷，用户应当自行承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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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此要求而遭致的任何损失，同时腾讯保留追究上述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 3． 2． 3 条）
如果一位《魔兽世界》游戏玩家购买了他人账号，一位 QQ 特殊号码的需求者从他人处购买了 QQ
号码，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即他们的买卖交易的效力是否因为服务协议中禁止交易的约定而受影响 ？
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学者的态度认为此类服务协议关于禁止交易的约定不影响实际发生的交易 。
［19］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如下观点 ： 我国《合同法》第 40 条规定：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 52 条和 53 条规定
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①当游
戏运营商与游戏用户之间的用户使用协议约定 ，某游戏的账号、角色、道具等均由游戏运营商所有之时 ，
应根据前述规定认定游戏运营商对游戏的账号 、角色、道具等均由游戏运营商没有所有权 ，亦即，游戏用
户将账号、角色、道具转让给其他第三方的不是无权处分 ，也不存在不当得利。
笔者不同意以上观点。笔者认为，网络游戏或网络社交软件等服务协议明确约定账号等虚拟财产
的归属并禁止游戏玩家转让账号 、网络社交软件禁止用户转让账号以及从事诸如此类的行为 （ 下称“禁
53 条的规定，而且，也不属于“免除其责
止性约定”） 。这种禁止性约定不属于我国《合同法 》第 52 条、
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情形。它是否属于“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是个需要探究的问题。
尽管没有司法解释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进行解释，但是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及法官的立场对理
解这一问题无疑是有帮助的。经查阅若干案例，笔者注意到就适用《合同法 》第 40 条规定中“排除对方
主要权利”的内涵，这些被人民法院认定构成“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包括，根据我国《产品质量责任法 》
要求销售者修理、更换、退货或赔偿的权利②； 根据我国《合同法 》于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形下免除违约责
任的权利③； 劳动者要求雇主按期发放工资报酬的权利 ④； 软件购买人要求出售者 / 软件所有权人根据我
国《合同法》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之权利⑤等。不难发现，这些权利有一个共性，即均属于提供格式合同的
对方当事人根据法律所拥有的法定权利 ，也就是说，这种权利是该当事人依法所拥有的固有权利，不能
通过格式合同予以排除。
回到本部分所关注的问题，服务协议中的禁止性约定是否属于我国《合同法 》第 40 条中规定的导
致该约定无效的情形？ 就网络游戏而言，游戏账号的注册和申请属于游戏运营商与游戏玩家之间的市
场行为，没有法律对游戏玩家拥有账号做任何规定 ，游戏账号的拥有、使用、转让等应由游戏运营商与游
戏玩家之间的服务性协议约定，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如果服务协议存在禁止性
约定，游戏玩家应加以遵守。在这种情形下，根据服务协议的规定，由于账号等属于软件游戏开发者或
运营商，且游戏玩家不能转让自己的游戏账号给第三人 ，游戏玩家仍转让自己的账号的，应属于我国
《合同法》第 51 条项下的无权处分，如无游戏软件开发者或运营商的同意，则该转让交易无效。 而且，
由于服务协议是任何人都可以查阅的公开信息 ，游戏账号的买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不能主张善意取
得。QQ 号码转让的情形，与此相同。
综上，服务协议中的此类禁止性约定不能适用我国《合同法 》第 40 条中解释为无效的约定，应认为
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并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在存在禁止令约定的前提下，游戏玩家、电子邮件
用户、虚拟社区用户、社交软件用户等转让账号等虚拟财产的 ，该转让合同属于无权处分，且受让人不能
主张善意取得之保护。
一个有趣的情况是，我国的税务部门于 2008 年明确规定： “个人通过网络收购玩家的虚拟货币，加
价后向他人出售取得的收入，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

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40 条的规定：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 52 条和 53 条规定情形的，
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同法第 52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 一）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 二）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
或者第三人利益； （ 三）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 四）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 五）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同法第 53 条：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 一） 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 二）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0） 沪二中民四（ 商） 终字第 1423 号。

②
③
④
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0） 沪二中民二（ 民） 终字第 1737 号。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010） 渝五中法民终字第 3224 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6） 一中民初字第 144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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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① 虽然法律还没有给虚拟财产定性，税务部门已毫不手软地开始对虚拟货币转让获利收取所得
税。看来虚拟财产不再仅仅停留在网络和学者的争论中 ，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部分，它需要法律
给它一个明确的身份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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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egal Issues in Connection with Virtual Property
Hou Lihong
（ 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
Abstract： In this digital age，virtual property appears and is affecting people’s lives． The concept，nature and
transfer of virtual property have become material issues that cannot be avoided by scholars or Judges of PRC．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bove said issues on the basis of theories and cases． It is concluded that virtual property is not the real property rights under the law of PRC． From different parties and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virtual property can be copyright，or creditor’s right，or blender of both，as the case may be．
Key words： virtual property； real property； creditor’s right； intellectual right； transfer of virtual property

818 号） 。
①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通过网络买卖虚拟货币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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