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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镣铐的舞者---评GUI专利侵权第一案
GUI（图形用户界面）专利侵权第一案判决书1一出，立即成为知产人的微信刷屏帖，
有人点赞，有人批判。胜者快，败者痛，GUI专利权人的情绪很激动：给了人家GUI专
利，却不给人家保护，这样下去，GUI专利就废掉了！相比而言，审查员和法官的心情
倒是比较平静，好像感觉一切皆在意料之中。
作为昔日的软件工程师，笔者能感受到创新者的痛楚，作为今日的专利代理人和律
师，更能理解裁判者的苦衷。
本文先简单介绍案情，然后分析三个问题：1、软件和电脑是否真的不可比？2、外
观设计专利应该如何适用间接侵权？3、被告提出的现有设计抗辩为何没有被评价？
案情简介
360拥有一项外观设计专利，名称为“带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产品用途为“用
于运行程序”，设计要点为“电脑显示的图形用户界面”，界面用途为“产品的图形用
户界面为电脑安全优化的软件界面”。360诉称“江民优化专家”软件与其专利外观设
计相同，构成对其专利权的直接侵犯，即使将其专利权保护范围限定为电脑这一产品，
被告的行为也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关于直接侵权，法院的观点很鲜明：涉案专利名称为“带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
“电脑”这一产品对于涉案专利的权利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被诉侵权行为是被告向
用户提供被诉侵权软件的行为，被诉侵权软件并不属于外观设计产品的范畴，相应地，
其与涉案专利的电脑产品不可能构成相同或相近种类的产品，故没有比较二者相同或相
近似的必要。
关于帮助侵权，法院明确表态：被诉侵权行为构成帮助侵权行为的前提之一是用户
具有直接实施涉案专利的行为。本案中，用户实施的行为仅为下载被诉侵权软件至其电
脑的行为，并不存在制造、许诺销售、销售电脑等行为。原告虽主张用户存在销售或许
诺销售预装有被诉侵权软件的电脑的可能性，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这一事实。
基于此，在本案中并不存在直接实施涉案专利行为的情况下，不可能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电脑和软件能不能比？
GUI属于外观设计专利，自然应当适用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判定规则。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第77条规定：进行外观设计侵权判定，应当首先审查被
诉侵权产品与外观设计产品是否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产
品种类的确定应以使用该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为准。
1

（2016）京73民初276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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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判决完全遵守了上述规定，其逻辑简洁明了：涉案专
利指向的是带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而被告向用户提供的是软件，姑且不论二者的图形
用户界面是否相同或相似，它们属于不同的产品种类，类不同，不可比。
在我国，不管在专利法、实施细则、审查指南构筑的体系中，还是从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来看，外观设计专利都必须以产品作为载体，不能脱离产品独立存
在1。2014年以前的《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明确规定GUI属于不授予外观设计
专利权的情形2。2014年3月1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第68号令，对原《专利审查指南》
进行修订，删除了上述规定，同时对GUI的视图提交、简要说明进行了规范3。
这被认为是GUI保护的里程碑事件。此后，很多申请人满怀希望和激动地提交了大
量的GUI外观专利申请并获得了授权。但是，广大审查员对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理解没
有明显改变，他们普遍认为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只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产品，而不能
是软件。正因如此，申请人在申请GUI的时候只能把产品名称描述为“带图形用户界面
的电脑”、“带图形用户界面的移动设备”、“带图形用户界面的装置”等，否则，审
查员会要求补正，甚至驳回。显然，申请人/专利权人处于两难境地：为了获得授权，
不得不在产品名称中写明硬件装置；一旦写明产品为硬件装置，就可能会对专利权的保
护范围造成限制，将来拿抄袭其图形用户界面的软件侵权者没办法，因为它们不生产硬
件。
也就是说，虽然国家知识产权局对GUI亮了绿灯，但专利审查中的条条框框和限制
性要求很多，这也导致后续的专利维权难以如专利权人所愿。
解决的路径很多，例如，使外观设计专利脱离产品走向独立，或者加快推进外观设
计制度。但是，第一条路径目前看来过于理想，第二条路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
为产品的限制依然存在。当前，最合乎情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可能就是对“产品”
进行广义理解。众所周知，带有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实际指向的是电脑上的软件运行时

1

立法者将外观设计专利的构成要素解析为四点：1、载体必须是产品；2、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或者它们

与色彩的结合；3、可批量应用于产业生产；4、富有美感的新设计方案。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释解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6-8页。
2

7.4所列的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情形包括：（11）产品通电后显示的图案。例如，电子表表盘显示的图案、手

机显示屏上显示的图案、软件界面等。
7.2第三段规定：产品的图案应当是固定的、可见的，而不应是时有时无的或者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看见的。
3

4.2第三段之后新增一段，内容如下：就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而言，应当提交整体产品外观设计视图。

图形用户界面为动态图案的，申请人应当至少提交一个状态的上述整体产品外观设计视图，对其余状态可仅提交关
键帧的视图，所提交的视图应当能唯一确定动态图案中动画的变化趋势。
4.3第三段第（6）项之后新增一项，内容如下：（7）对于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必要时说明
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图形用户界面在产品中的区域、人机交互方式以及变化状态等。
2

呈现出的画面，至于硬件为何，有多种实现方式，可以是台式机，也可以是笔记本，还
可以是智能手机。现在，任何一部电脑都是软硬件的结合体：没有装软件的裸机很难被
一般消费者视为电脑，软件已经成为电脑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硬件的支撑，软件便无
从启动和运行。在这种情况下，软件和电脑是否属于不同种类，还有进一步商榷的空间。
过去几十年里，人们对产品的认识在不断拓宽，软件产品早已不是新概念，就连银
行、保险公司都隔三差五地推出新产品。软件产业的体量足以用巨大来形容，软件在电
脑和手机上运行时看得见、用得爽，被归入产品并不牵强。最新版的《关于工业产品外
观设计的国际分类表》（《洛迦诺协定》）将第14-04类取名为“屏幕显示与图标”，
即“屏幕显示与图标”本身已被视为产品，下设两个小类—图形用户界面（电脑屏幕布
局）和图标（用于电脑）1。
GUI专利如何适用间接侵权？
本案中关于间接侵权的论述也是一个亮点，法院认为本案中并不存在直接实施涉案
专利的行为，从而导致帮助侵权的成立失去前提条件。年初的西电捷通诉索尼专利侵权
案判决书写道：2
一般而言，间接侵权行为应以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前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专
利权人应该证明有另一主体实际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而仅需证明被控侵权产品的用户
按照产品的预设方式使用产品将全面覆盖专利权的技术特征即可，至于该用户是否要承
担侵权责任，与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无关。之所以这样解释，是因为在一些使用方法专
利中，实现“全面覆盖”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技术特征的主体多为用户，而用户因其“非
生产经营目的”不构成专利侵权，此时如果机械适用“间接侵权行为应以直接侵权行为
的存在为前提”，将导致涉及用户的使用方法专利不能获得法律保护，有违专利法针对
该类使用方法授予专利权的制度初衷。
或许有人会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这两个案件中的观点不一致。但仔细阅读后可以
发现，后案是对前案的继承和延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逻辑是，间接侵权行为一般以
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前提，例外时可以没有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但也必须存在实施
专利的行为，此例外限于明文列举的特定情形3。本案中，判决书虽然没有明说，但应
该是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第119条和第130条所讲的用户实施专
利的情形。西电捷通案涉及的是方法专利，如果手机中集成了相应的功能模块，用户自
然有使用方法专利的可能性，从而促成间接侵权的成立。但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根据专
1

http://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locarno/locpub/en/fr/

2

（2015）京知民初字第1194号民事判决书。

3

《专利侵权判定指南》第119条规定的例外为第130条规定的情形及专利法第69条（三）、（四）、（五）项规定

的情形。
3

利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专利权人的排他权仅限于四种实施行为（制造、许诺销售、销售、
进口），而不能禁止使用这一实施行为，所以，即使用户使用涉案GUI对应的产品（无
论是软件还是电脑），也不是法律规定的实施涉案专利的行为，故江民公司不可能构成
间接侵权。正是因为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对应的排他权项内容不同，才导致本案和
西电捷通案的结论不同。所以，按照法院的逻辑，要想间接侵权主张得到法院支持，360
必须证明有人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带涉案GUI的电脑，如果没有哪个电脑厂商
或个人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预装江民软件的电脑，则间接侵权就失去了基点。
这里有一个疑问：技术类专利的间接侵权理论适用于GUI吗？
外观设计虽然放在专利法中，但与技术类专利（发明和实用新型）存在本质区别，
所以导致有些专利理论难以直接适用于外观设计专利。通常情况下，间接侵权理论与全
面覆盖规则（all elements rule）、单一主体规则（single entity rule）密切相关，但外观
设计专利侵权判定适用的不是全面覆盖，而是“整体观察综合判断”，这更贴近商标法
的相同相近似判断。对于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而言，很大一部分帮助侵权是为了禁止对
实质部分的抄袭，即防止全面覆盖的机械使用和抄袭者的狡猾规避，但外观设计专利完
全可以通过威力更强大的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解决类似的问题，将其归入直接侵权，
所以，就这部分侵害专利权的行为而言，似乎没有引入帮助侵权的必要1。举例来说，
如果被控侵权物省略了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一个技术特征，则由于不满足全面覆盖而
不构成直接侵权，在此情况下才有适用间接侵权的空间；但对于外观设计专利，因为适
用的是“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所以，即使被控侵权物省略了外观设计专利的一两
个特征，仍有构成直接侵权的可能性，无需劳驾帮助侵权出马。比如，一项外观设计专
利为汽车，视图中有天窗和天线，如果被诉侵权产品除天窗和天线外，其他特征都与专
利相同，完全有可能构成直接侵权，因为天窗和天线属于惯常设计，对整体视觉效果没
有显著影响。
虽然生长在专利法的屋檐中，但外观设计一直散发着浓重的商标法气息，曾经一度
坚持以混淆作为侵权判定的标准2，现在仍坚持以产品类别作为侵权比对的前提，这导

1

对于诱导侵权和其他一部分帮助侵权，为了打击为直接侵权者提供便利条件的恶意行为，在外观设计专利中应该

仍有适用的空间。
2

2001年《审查指南》在第四部分第五章第5节“判断原则”中曾明确混淆标准的地位：如果一般消费者在试图购买

被比外观设计产品时，在只能凭其购买和使用所留印象而不能见到被比外观设计的情况下，会将在先设计误认为是
被比外观设计，即产生混同，则被比外观设计与在先设计相同或者与在先设计相近似；否则，两者既不相同，也不
相近似。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0月的《关于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会议纪要稿》第24条第1款规定：
“人们法院在判断近似外观设计时，应当以一般消费者施以一般注意力是否容易混淆为准。”
4

致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判定理论左右摇摆，时而靠近商标法，时而靠近专利法。本案即
凸显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理论的窘境。
在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中，说明书未必对权利要求书产生限制作用，主题名称未必
对权利要求产生限制作用1。如果沿袭同样的思路，简要说明对外观设计专利到底是限
制作用，还是解释说明作用，恐怕尚需进一步研究2。
笔者认为，如果希望加强GUI专利保护，应借鉴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机制，适当淡
化产品类别3，即使无法摆脱产品类别的束缚，也应该考虑转用的难易4，再结合设计特
征的相似程度，对侵权与否作出综合判断。例如，可以把重点放在分析从电脑硬件到软
件的转用是否容易、电脑硬件是否属于惯常设计及其对整体视觉效果是否有显著影响，
这可以成为“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在GUI领域的创新发展和具体应用。
关于适用间接侵权的可能性，笔者斗胆建议：对于产品类别不同的，可以考虑转用
的难易，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帮助侵权没有适用空间；对于缺省设计特征的，直接
纳入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帮助侵权也没有适用空间；对于提供场所、仓储、运输等便利
条件的，由于专利法中没有规定，可以适用帮助侵权5；对于积极诱导他人实施侵权行
为的，由于专利法中没有规定，可以适用诱导侵权。
现有设计抗辩去哪儿了？
值得一提的是，被告在本案中提出了现有设计抗辩，具体为，对金山毒霸网站及卡
饭论坛中的相关页面进行了公证，证明申请日前发布的360安全卫士10.0Beta已公开涉案
专利的GUI。原告辩称上述证据中的相关内容由网友非法破解并上传，未经过软件著作
权人（即原告）的同意，因此，依据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原告享有六个月
的宽限期。
一方主张现有设计抗辩，另一方主张适用新颖性宽限期，结果，法院判决对其不予
置评，道理何在？
关于侵权比对和现有设计抗辩的适用先后顺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当被控
侵权人主张现有技术抗辩时，固然可以在先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相同或等
1

例如，在胡涛诉摩拜专利侵权案中，法院认为主题名称“一种电动车控制系统”对专利保护范围不具有限定作用，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7）沪73民初278号民事判决书。
2

《共同体外观设计审查指南》6.1规定：产品说明不会影响共同体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The indication of products does

not affect as such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of a Community design.）。
3

在欧盟，外观设计与其所用的产品通常没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同一设计可以用在许多不同的产品上。Musker David：

Community Design Law：Principles and Practice，Sweet & Maxwell，2002，Page 9.
4

例如，如果设计者将汽车设计使用到玩具汽车上，可以认定具有转用的启示。参见芮松艳：《外观设计法律制度

体系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第257-258页。
5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直接将此规定为侵权。
5

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否属于现有技术，但也可以先行判定被控侵
权技术方案是否属于现有技术，只要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使用的是现有技术，即可判定侵
权不成立。1
可见，侵权比对和现有设计抗辩之间的关系可归结为如下规则：
 如果侵权比对的结果表明被控产品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仍应检查被控产品是
否为现有设计；但如果侵权比对的结果表明被控产品未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则无需再检查被控产品是否为现有设计。
 如果被控产品不构成现有设计，仍需进行侵权比对，以判断被控产品是否落入
专利权保护范围；如果被控产品构成现有设计，即可判定被控产品未落入专利
权保护范围，无需再进行侵权比对。
所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不评价现有技术抗辩的作法，没有任何问题。
笔者注意到，本案受理日为2016年5月3日，判决作出日为2017年12月25日，耗时一
年七个月之久，对于外观设计专利而言这应该算是很长时间了。在此期间，被告曾请求
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涉案专利无效，但专利复审委员会至今仍未作出决定。笔者猜测，
正常情况下，被告应该会使用侵权程序中公证的证据作为现有设计，主张涉案专利与其
相同或没有明显区别，法院有一段时间可能在等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2，后来等不及
了，于是就出判决了。本案中，现有设计的证据均为电子证据，法院和专利复审委员会
对电子证据的采信标准并不完全相同，而且，无效程序中明显区别的判断和侵权程序中
相近似的判断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为了避免与潜在的无效决定的证据认定和比对判定产
生不一致，法院在认定被控行为不落入专利保护范围的情况下，确实没有必要评价现有
设计抗辩是否成立。这种司法谦抑充分体现了法官高超的司法智慧。
余论
在现阶段的中国，GUI如同一位戴镣铐的舞者，渴望跳出优美的舞姿，却被手铐脚
镣所羁绊。笔者认为，给获得授权的GUI外观设计专利提供恰当的保护，也符合最高院
1号文件保护企业家的知识产权，打击破坏市场秩序、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的要求。
衷心希望GUI能够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挣脱镣铐的束缚，获得解放和自由，跳出优美动
听的知识产权保护舞曲。

（作者：宋献涛， 2018年1月5日首发于知产力）

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专利侵权判定指南-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第577

页。
2

本案审理期间，专利司法解释二已经施行，第二条规定的先行裁驳机制可以大大节省法官的时间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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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IP Court decided first GUI infringement case
At the end of Dec. 2017, Beijing IP Court decided the first 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patent infringement case in China. This case is a legal battle between the old
generation and young generation anti-virus software giants. The plaintiff Qihoo 360 currently
is the largest cyber security company in China, and the defendant Jiangmin is a pioneer
anti-virus software provider in the PC era. Beijing IP Court rendered a decision in favor of
Jiangmin.
Case introduction
Qihoo 360 holds a design patent entitled “computer with GUI”. The usage of the
corresponding product incorporating the GUI is described as running a program, the key point
of the design is described as GUI displayed on a computer, and the GUI for the product is
described as a software GUI for computer security optimization.
Qihoo 360 claimed that the software “Jiangmin Optimization Expert” exhibits the same
design as its patent and thus constitutes direct infringement. Even if the GUI patent scope is
restricted to computer products,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is constituted.
With respect to direct infringement, Beijing IP Court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by holding that the title “computer with GUI” makes clear that the patent scope is limited to
computer products. Although the accused infringing software is provided to users by the
defendant, it is not a product in a same or similar category as computer. Therefore, the
accused infringing software doesn’t fall within the patent scope.
With respect to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the court held that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is premised on the fact that a user committed an act of directly implementing the patent in
suit. But in this case, users only downloaded the accused infringing software to their own
computers, and no one committed acts of making, selling, or offering for sale computers with
the accused infringing software preinstalled. In view of this, no one committed an act of
directly implementing the patent in suit, and therefore no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can be
7

found merely on basis of the fact that the accused infringing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defendant.
The dilemma faced by GUI patentees
This case created a big stir in China’s IT and IP sectors. Many GUI patentees feel
deeply disappointed, and they are even worried that their GUI patent assets turn out to be
useless following the court decision.
In China, a design patent cannot be independent of a product, which is clear from the
patent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judicial practice. Before May 2014, GUI had
long been unpatentable because the Patent Examination Guidelines announced by the SIPO
provided that any photo or picture of a design patent is not allowed to contain an interface
which is displayed when power on. On 1 May 2014, the Patent Examination Guidelines were
amended to accommodate products incorporating GUI, which is recognized as a landmark
event for GUI patent protection.
Since then, lots of GUI design patent applications have been filed and issued. But
examiners commonly believe that goods incorporating design patents can only be physical
products, instead of software. Because of this, applicants had to associate their designs with
hardware products, for example, a computer with GUI, a mobile device with GUI, an
apparatus with GUI, etc. Otherwise, examiners would issue notifications asking for correction
or even rejections. Therefore, applicants were placed in a dilemma: to get allowance, they had
to specify that the product carrying the GUI is a hardware; once the product is specified as a
hardware, they will face the risks of limiting the patent scope such that a software developer
may escape from infringement even if it copies the GUI because it makes no hardware.
This case reflects the awkward situation of GUI design patent protection in China:
although the SIPO gave a green light to GUI, there are too many restrictions in patent
examination and enforcement.
What is the way out for GUI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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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people are pondering: what is the way out for GUI protection?
Some are counting on the partial design system as proposed in the draft amendment of
the Patent Law. But the problem is still there for GUI if the product carrying GUI cannot be
understood to cover software.
Some may come up with the big idea of detaching GUI from any product. But this idea
seems too crazy for the time being because great 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the product
indication requirement in both the Patent Law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made by the Supreme
Court. It still has too long a way to go before being widely accepted by the IP authorities in
China.
A practical approach is to interpret the products incorporating GUI in a broad sense. In
fact, a computer with GUI is essentially directed to the software embodying the GUI, and the
hardware can be in various forms. Nowadays, a computer is nothing without software, and
any computer is a combination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It seems not difficult to transform
from software to hardware, and vice versa. In view of this, it seems too rigid to say that the
accused infringing software is not in a same or similar category as the computer product. This
is supported by the newest version of Locarno Classification (designs), in which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computer screen layout] and icons [for computers] are classified under Class
14-04 (screen displays and icons) as goods which may incorporate GUI. Furthermore, the title
of a design patent is not necessarily limiting the GUI protection scope just as a preamble is
not necessarily limiting the patent scope of a utility patent. These issues are hopefully to be
debated hotly in the appeal proceedings.
The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issue in this case is also very intriguing. In the patent
law, a technology patent (utility model or invention) adopts the all elements rul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ingle entity rule, and most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s aim at
overcoming the rigid application of the all elements rule by a single entity. Although the
design patent system is provided in Chinese patent law, what is applicable to a design patent

9

is not the all elements rule, but overall observation and comprehensive judgement, which is
unlike technology patents. This puts design patent infringement closer to the confusion theory
in trademark law, which is also evidenced by the limitation of product class to the protection
scope as reflected in this case. In all, this case will help the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theory
and framework for design patents in China to become more mature and solid.
Outlook
In view of the patent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patent document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judges made a conservative decision in the first GUI infringement case.
As analyzed above, currently the most practical solution might be to interpret software
as a design product which may carry GUI. To provide full protection for GUI, the SIPO needs
adjustments to the current patent examination policy and examination criteria, during the
process of which corporate counsels and outside attorneys should be the driving force. The
courts can also do more work to enhance GUI patent protection and avoid frustrating the GUI
innovators.

(Author: Steve Song. First published on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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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hub的盛宴与Hangover：谈开源软件的著作权法律风险

十几天前在Github上，一起与华为有关的违背许可协议利用他人源代码事件引起公
众的关注。事情起因于某程序员Asim吐槽华为的开源云服务框架ServiceComb照抄他的
代码，华为工程师随即与之在Github上进行交流。双方一度就“这是否是华为的官方项
目”进行反复问答，华为工程师以此项目（ServiceComb）是华为的捐献项目作答，最
终作出相应修改并致歉。
这起小事件再次引起我们对于开源代码著作权问题的关注。
本起事件涉及的是Apache许可协议项下的代码。Apache是众多的开源许可协议之
一，其他常见的许可协议有：MIT、GPLv3、BSD、LGPL、Artistic等等。开源代码对于
程序员和公司有着巨大的价值，他们可将开源软件直接用到自己的软件中。据最近几年
的一项统计，在Github上有2500万个开源代码仓库（Repositories），在SourceForge上有
43万个开源项目，在Black Duck Poen Hub上有210亿行的开源代码。这些唾手可得的资
源无异于为众多商业公司提供了一场免费的盛宴，但盛宴之后宿醉的不适往往难以避
免。本文标题所称的Hangover, 是隐喻很多商业公司，尤其是初创公司，没有意识到开
源代码并非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方便之余，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原因主要在于他们错误
地理解了开源这个词，或者对于开源许可协议并不了解。以前的法庭判决对于理解这一
重要性会有所帮助，以下我们结合相似案例的判决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并对本次涉及
华为的开源代码事件进行评述。
一、开源软件的著作权侵权：由 Jacobsen 案说起
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提及Jacobsen诉Katzer案。Jacobsen案提供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判
例，该案给出的指引是：违反开源协议有可能导致著作权侵权救济。
该案的原告基于Artistic 许可协议提供开源的软件，其主要用户是火车模型爱好者，
他们应用这一软件对火车及铁路模型进行控制。被告从事相同的业务，他下载了原告的
软件，将其纳入自己的软件中，并且未披露所利用部分代码的来源。此案在北加州地区
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要求基于侵权著作权申请对被告的软件实施禁令，该请求被地区法
院法官驳回。原告遂上诉至联邦巡回上诉法院。2008年8月，上诉法院法官最后认定被
告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并将该案发回重审。
以下简述该涉及的几个问题：
1、合同违约还是著作权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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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认为，且经地区法庭认可：开源协议提供了一个有意为之的广泛的非独家许可
协议，在范围上并无限制 ，协议方基于此不可能构成对著作权的侵权。地区法庭因此
驳回了原告关于初步禁令的诉讼请求。
联邦巡回上诉法庭则认为：根据Sun Microsystems, Inc., v. Microsoft Corp., 188 F.3d
1115, 1121 (9th Cir. 1999)一案所确立的规则 ，版权所有人如果向他人提供非独家许可，
他即放弃了起诉对方侵犯著作权的权利。但是，根据S.O.S., Inc. v. Payday, Inc., 886 F.2d
1081, 1087 (9th Cir.1989)，以及Nimmer on Copyright,

1015[A] (1999).等案件确立的规

则，如果某许可协议在内容上是有限制的，许可人可以就违背限制条件一方提出侵权诉
讼。
法庭进而对协议内容进行分析，Artistic License中明确写有“the intent of this
document is to stat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 package may be copied.”对于这种明文列
为Condition的规定，法庭很难作其他解释。因此，被许可人违反了Artistic License的规
定。该项开源许可协议规定了被许可人的披露义务，而被许可人违反这一规定，构成了
侵犯著作权。
2、开源项目是否涉及经济利益
在Jacobsen案中，被许可人认为许可协议的条款不可能是“条件”，因为代码是免
费提供的，因此不会给版权所有人带来经济利益。
上诉法庭否定了这一观点，认为披露来源及解释修改等义务，比起以金钱计算的许
可费来说，应得到相同程度法律意义上的保护。
不仅如此，法庭在判决中还指出：开源许可中没有金钱易手，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经
济利益。创建和发行版权作品其实可以带来超越传统意义的许可费之上的巨大利益，包
括经济利益。比如，通过提供免费的程序，提供者可以争取到巨大的市场份额。并且可
以通过孵化一个开源项目来打响其在国内和国际行业内的名声。同时在这种孵化中，很
常见的现象是多位名不经传的陌生人迅速而免费地对程序进行改进，使前者获益。
法庭认为，对于开源程序的许可来说，虽然其经济收益并非即时的，但经济上的动
机仍然是其固有的内涵。
笔者认为：这一论述具有一定见地；客观揭示了开源项目，尤其是商业公司介入之
后的开源项目涉及的利益和经济因素。在与开源项目相关的众多法律问题既无成文法可
遵循、又欠缺完备的判例来形成清楚完整规则的情况下，这一观点将对今后的判决产生
深远的影响。
二、如何看待本次 Github 上某程序员与华为之间的争论
1、本次事件是否可能涉及侵犯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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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sen案的判决不可外推到其他的开源许可协议，比如GPL，后者的协议内容与
Artistic License不同。但该案确立了一个规则，即如果开源许可协议中包含了对被许可
人复制和发行权利的限制，法庭有可能认定侵犯著作权。所以本次事件应就涉及的许可
协议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华为ServiceComb适用Apache License 2.0，在该协议的第一条中规定：license shall
mea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 for use, re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s defined by Sections 1
through 9 of this document. 即许可协议本身即为行使使用、复制、发行等权利的条件。
该协议第二条是关于著作权的授予，规定了：每个贡献者授予用户永久性的、全球性的、
非独占的、免费的、无版权费的、不可撤销的版权许可证以源程序形式或目标形式复制、
准备衍生作品、公开显示、公开实施、授予分许可证、以及发行作品及其衍生作品。
Apache License 2.0第四条中规定了该许可协议的限制条件：
（a）
（b）
（c）
（d）

应向任何其他的工作接受方提供一份该协议；
如果修改了文件，该文件应附带关于你作出修改工作的显著的声明；
应在你所发行的衍生作品中保留原作品相关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以及来源声明；
此项为关于如何在衍生作品中放置原作品“声明”文件的规定，内容从略。

由上可知，在Apache License 2.0项下，使用已有开源代码一方有义务披露其采用的
开源代码的来源、作者等信息。这一义务构成该许可协议的使用条件。遵循Jacobsen 案
确立的规则，违背这一义务有可能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
2、对公司而言，“开源”是一把双刃剑
“开源”通过共享来实现更高的整体效率，是一种高度理性的社会行为。它某种程
度上代表了程序员这一群体作为新经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的建设者们的社会态度，是极
客（Geek）们提出的不同于经济人的社会构想。这一现象的出现具有一种“高尚”的意
味，体现出无私的精神，并且这种模式确实为技术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益处。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技术发展迅速，各种变化日新月异，对数据和方案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已经
不是固守一隅各自为战的办法所能够满足的，所以开源也是顺应时代需求而生的产物。
开源的迅速发展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商业公司也从中获益。但许多公司
的做法是采纳开源软件，然后将其纳入自己的闭源产品。这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前一段
时间关于小米开放系统源代码的争议甚嚣尘上，一度引起全球关注。
除此之外，近些年来一系列与开源代码有关的诉讼提示我们，公司在利用开源软件
时一定要做到“勤勉注意”。在当前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经济环境下，公司在知识产权
方面的瑕疵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低程度的后果包括比如延误项目进程和业务发展进
程，较严重的包括在产品定型后耗资巨大的修改工程，更严重的可能是侵权诉讼。从公
司的角度观察，开源软件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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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可能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为开源许可协议的义务方。程序员一旦采
用某个开源软件，就自动接受了开源许可协议（没有接受或拒绝的按钮，采用开源产品
行为本身自动视为接受开源许可协议）。该程序员所在公司也随即成为开源协议的被许
可方。Phil Robb（Linux基金会运营副总裁）说过：“这年头，一个程序员用Google搜
一下，就能找到5个能满足他要求的开源产品，接下来其中之一就进入了他自己的产品。”
如果公司在某些重要关头发现这种情况，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IBM在2003年与Think
Dynamics 洽谈收购事宜的过程中，发现后者软件的源代码中包含近100个开源软件片
断。IBM因此将其向Think Dynamics的出价由6700万美元下调至4600万美元。
（2）公司和/或程序开发人员对各种开源许可协议内容及相关的法律风险不清楚，
违背了协议规定，会有直接的侵权风险。
（3）由于不同的开源许可协议内容不同，有的两种协议之间无法兼容。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某产品中同时包含了来自于前述两种协议的软件，则该产品有可能无法被发
行和应用。GPL许可协议与Mozilla Public许可协议就是这样无法兼容的两个协议。
（4）开源协议往往包含各种免责条款，比如无质量保证、无代为补偿条款、不提
供修改和升级，且侵权责任由使用者自行承担等等。
（5）开源产品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有待进一步揭示。由于缺乏成文法的规定，同
时缺少足够的法庭判例指引，有较多的法律问题仍待进一步明确。
三、结语
改革开放早期，西方工业行业经常指责中国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我们常引用美国当
年盗版狄更斯小说的事件来反嘲对方，认为是“五十步笑百步”。这也默认了自己是“百
步”的处境。世异时移，中国公司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早已改变了当年的态势。本次事件
中，比起大量抄袭开源软件而不认帐的公司，至少华为是处在“五十步”的位置吧。而
且从今天华为这样的中资公司的体量和技术进步程度来看，很多技术已远远不是朝着
“逃跑”的方向，而是在“进攻”的方向行进了一百步以上吧。
前文论及的关于开源软件的著作权风险值得商业公司关注，如何既能够合理而体面
地使用开源的资源，又避免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无谓的侵权风险，同时密切关注开源许可
协议的其他法律问题，这都是重要的长期任务。
以上就开源软件的著作权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提出了一些浅见。在开源这一主题
之下，仍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法律问题，我们会继续关注和跟进。对此有兴趣的
读者可与我们联系，就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参考了以下文件和文章：
Jacobsen v. Katzer (Fed. Ci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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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iki.creativecommons.org/images/9/98/Jacobson_v_katzer_fed_cir_ct_of_appeals_decision.pd
f
Apache License 2.0
https://choosealicense.com/licenses/apache-2.0/
The Consequences of Violating Open Source Licenses
btlj.org/2015/11/consequences-violating-open-source-licenses/
（作者：方春晖、刘良勇、任力，2018年2月24日首发于知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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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商业秘密案：辩方策略与“反证据开示手段”

今年2月9日，Waymo诉Uber窃取商业秘密案以双方和解告终。Uber向Waymo提供
其公司0.34%的股份，按其720亿美元的市值来算，Uber相当于支付了约价值2.45亿美元
的资产。考虑到最初主张的20亿美元的赔偿额，加上随着诉讼进展该公司在描黑对手方
面已大占上风，Waymo最终接受这么低的和解条件令人惊奇。
当和解决定在法庭上宣布时，可以听到旁听席上传来倒抽冷气的声音。主审法官
Alsup也承认，在本案审理至这样的程度，作出这样的和解是“罕见”的。
但是如果不看那些部分公开的证据中卡兰尼克（Uber创始人）和Levandowski（从
Waymo离职的工程师）之间狗血的交谈内容；不看“Stroz报告”及“Jacob来信“中各种戏
剧性的情节披露，而是从案件的法律层面来分析，则可以看出双方在诉讼中所处的位置。
而Uber的商业秘密案防守策略也清楚地呈现出来。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从已公开的信息看，Uber一方的“反侦察手段”也值得一提。从
“Stroz报告”和“Jacob来信”的内容来看，Uber公司有可能长期以来使用大量的“反侦察手
段”以应付未来的诉讼和证据开示流程。
下文就这两大方面分别进行介绍分析。
一、Uber 的辩护策略
1、 就涉案“商业秘密”的定义不断攻击与施压
商业秘密案件中的原告方在本案商业秘密的定义方面通常会采取以下策略：



罗列尽量多项目的商业秘密，从而在证据开示（Discovery）过程中向被告尽可能大范围地
索取证据文件，增加发现有利证据的可能性；
尽量模糊地定义己方商业秘密，以期随着证据开示的进展，根据发现的新证据来调整己方
商业秘密的定义。

而被告方的策略与之针锋相对：



逐项攻击对方商业秘密。在本案中，原告最初主张 121 项商业秘密遭到窃取。被告方一一
作出分析和取证，排除现有技术和公知常识，最后将涉案商业秘密缩小至 9 项；
攻击对方商业秘密定义的宽泛性，要求其具备“合理的确定性”（Reasonable Accuracy）。
在本案中，原告最初声称被告抄袭了其关于 LiDAR 的全部设计，后来被迫将范围缩小至
LiDAR 一些部件的特征上。并辩称绝大部分涉讼的商业秘密定义太过宽泛、为基本的光学
原理、公众所知的概念等等。

另外，Waymo在起诉书中基于四项专利提出的侵权主张也全部被驳回。
2、 利用交叉盘问向陪审团展示商业秘密的模糊性
Waymo方面的证人Dolgov是一位自动驾驶项目团队的工程师，他在法庭上作证说该
公司很久以来都有一个专利奖励制度，获得专利授权的员工会得到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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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叉盘问阶段，Uber的律师Arturo Gonzalez问：Waymo针对商业秘密是否有类似
的制度。“本案涉及9项商业秘密，请告诉陪审团，有谁因为提出了这些好主意而得到了
奖励？”
回答是：没有这样的奖励制度，因为是一帮人研发出的商业秘密。关于商业秘密奖
励的规定并不很清楚。他还说，只是在Waymo在去年提起诉讼之后，他才看到对这8项
商业秘密的描述。
这段精彩的盘问向陪审团生动地展示了一点：大多数情况下，公司往往在某些信息
或数据被偷后，才意识到什么是商业秘密。此时对商业秘密的定义是公司自行作出的定
义，具有主观性、单方性和任意性，并且往往故意定义得模糊。Gonzalez试图给陪审团
制造一个印象：即Waymo所谓的商业秘密，是为了排除竞争而编派出来的。
3、 攻击被拷贝文件“低价值”，且没有采取恰当的保护措施
Uber的律师在庭审中还如此盘问Google 的法证分析师（Forensic Analyst）：“为
何Levandowski在下载这些文件的时候没有触发任何报警？”
后者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具体人员负责对涉案服务器的监控。
Uber的律师的策略是，利用Waymo一方的证人来证明该公司在保护其信息方面存在
疏忽，从而证明相关信息不能构成商业秘密。商业秘密能够被法庭确认的要素之一是原
告方对诉称的商业秘密采取了恰当的保密措施。
Uber同时主张，Waymo声称被窃的14000份文件都是低价值的文件，并且与其提出
的9项商业秘密几乎没有联系。
4、 主张 Uber 公司内部没有被窃文件，声称自己的产品是独立研发的成果
在证据开示过程中，Waymo 对 Uber 的 LiDAR 设备进行了多次检查验证，另外
就源代码、工作站、计算机进行电子取证，并到Uber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除此之外，
Waymo还用了50天的时间录取口证。
以上程序中，Waymo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那14000个文件为Uber所拥有。这一点
非常重要，因为商业秘密案确认侵权的另一个要素是被诉方拥有了涉案的商业秘密。缺
乏这一要素，Waymo无法形成完整的侵权事实，无法得到陪审团支持。
当然，由于案件突然和解。Waymo就该争点进一步的努力我们也无法看到结果了。
Waymo一度主张Uber并没有将相关信息贮存在公司的服务器上，而是存放在一个“影子
系统“，即存放在与公司无关的一系列个人设备及帐号名下，并且已就此实施证据开示
程序。
5、 员工自主择业的权利

17

商业秘密案多与员工离职有关，本案所在地美国加州的《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California》第16600节规定：“Except as provided in this chapter, every contract by
which anyone is restrained from engaging in lawful profession, trade or business of any kind
is to that extent void.”
有人称该节为“加州保雇佣者有权争夺优质人才的公共政策声明”。加州向来的传
统倾向于保护员工选择雇主的自由，所以Uber最初就确定了应诉策略：（1）Waymo是
因为害怕竞争才起诉Uber和Levandowski的。（2）Waymo处心积虑把Uber和Levandowski
描绘成一帮坏人，但他们提供的证据却无法证明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事实。
二、“反侦察/证据开示手段”
本案之所以吸引众多眼球，与两次戏剧性的庭审延期有关。一个“Stroz报告”，再
加上一个“Jacob来信“，平添了许多戏剧性。两份文件披露的内容，充满了“狗血剧情”。
其实这部分内容引起了几乎所有科技公司的注意。随着案件进展的全过程，一个挥之不
去的问题萦绕在所有人的脑海：“到底是不是存在一个‘影子系统’？”
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仅就Jacob来信的部分内容进行介绍。其余内容可能需要重开
篇幅专文评析，笔者另文补笔。
Jacob是Uber公司监管团队的一位经理。据称此人之前为军队情报人员，即间谍。
他的律师于2017年5月5日给Uber的副总法律顾问发了一封信函，即“Jacob来信”。该信件
中指出：Uber公司广泛推行的一些政策和行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公司的市场分析团队
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商业秘密、代码库，以及来自竞争对手的其他情报信息。”这
些行为目的是防止公司在未来的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来信中提及的对文件进行隐藏或
销毁的手段有：
1、 使用内容自行销毁的即时通信工具
“Jacob来信”称Uber公司鼓励员工使用自行销毁内容的聊天工具（如Wichr）来隐
瞒通信内容。事实上，Uber曾于2016年被发现使用Wichr来调查其诉讼对手。这些软件
可以在数秒内销毁通信内容，也可以在几周内销毁内容。Uber的新总裁作证说，他上任
后宣布了停止使用此类通信工具。
2、 使用个人电子设备及与公司无关的帐号
由于个人电子设备及帐号与公司无关，因此如果介入诉讼，原告方将无法利用证据
开示程序要求检查这些个人设备或是贮存在云端的个人帐户文件。
3、 伪称文件享有律师-客户特权
其手法包括将通信内容标识为“草稿”；在邮件的开头先写一段征求法律意见的话；
或是直接在文件上标称“律师-客户特权”。“Jacob来信”称Uber公司专门委派律师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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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就此进行培训，目的是使这些文件落到证据开示的范围之外，防止公司在未来的诉
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4、 利用“编外人员”
公司的“战略服务团队”有两位“编外员工”，专门从事与无人驾驶有关的事务。
由于这两个人不在公司的员工名册上，他们的行为以及持有的文件信息自然也不受证据
开示的管辖。
以上就Uber公司可能存在的“反侦察/反证据开示”手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评述。必须
指出，“Jacob来信”的内容是否完全属实，由于本案嘎然而止，无法进一步证实。但法官
Alsup说过一句话：“看起来你们（Uber）的服务器是给傻瓜看的，真正重要的文件是在
那个‘影子系统’里。”从众多文件和证人证词来看，Uber可能曾经致力于不择手段地获取
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假设这是真的，那么一个科技公司如果想要采取手段来逃避证据
开示制度的话，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回到本文的开头，为什么声势大占上风的Waymo会突然接受如此低额的和解，本文
两大部分的分析，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些线索。
在证据开示中作弊由来以久，2005年提起诉讼的高通诉博通案，后来发现高通隐瞒
了数千件重要的电子邮件。这一事实是在法庭交叉盘问证人时，一位高通方面的证人出
于诚实而承认的。这导致高通败诉，法务总监离职。证据开示制度在诉讼中通常是维权
一方的有力武器，但这一武器的强大威力仍然不能扼制很多科技公司为了竞争而竭尽所
能获取对手技术秘密的行为。而且从Waymo诉Uber一案来看，这种围绕证据开示进行的
博弈可能已经走得太远。从这一角度看，该案虽已结束，但其引发的关于商业秘密以及
逃避证据开示的话题会成为若干年内持续不断的讨论热点。
（作者：方春晖、刘良勇，2018年2月21日首发于知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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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许可区域约定条款可否对抗平行进口中的专利权用尽？

专利权用尽作为一种抗辩制度，在我国第一部专利法中即有规定，历次修法将其适
用范围不断拓宽。根据2008年第三次修改的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专利产品或者依
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使用、许
诺销售、销售、进口该产品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与之前的专利法相比较，2008年第
三次修改的专利法中增加了进口情形，即，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
后，进口该产品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由此，中国专利法通过2008年的第三次修改已
经确立了平行进口中的专利权用尽。1
在实际应用中，专利权人时常在专利许可协议中与被许可人约定专利权的实施区域
范围，从而将某国排除在专利权实施区域之外，为其预留进一步行使权利的空间。然而，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达，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速，即使约定了专利权的实施区域范围，
也可能会有国内进口商从境外进口相关专利产品。那么，这种“约定专利权实施区域范
围”的条款（简称“专利许可区域约定条款”）能否产生保留平行进口中的专利权用尽
的法律效果呢？本文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一、从专利权用尽原则的价值目标方面分析
专利权是国家为专利权人提供的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的独占实施权，即，他人只
有经专利权人许可才能实施专利权，这使得专利权人可以从中获益。当专利权人首次销
售专利产品或者许可他人实施专利权时，专利权人已经从其所首次销售的专利产品或专
利许可中获益，无权再对出售后的专利产品行使控制权或支配权，因此专利权用尽也被
称为“首次销售（first sale）原则”。2
专利权具有地域性，在不同国家所获得的专利权均是独立的，专利权人有权独立行
使在不同国家所获得的专利权。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在专利许可协议中可以约定专利权
的实施区域范围，由此所对应的专利实施许可费一般会随着专利权实施区域范围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例如某特定区域的专利许可费相比全球专利许可费一般会有所减少，其目
的就是为了保留专利权人在所排除专利实施区域的独占实施权，以获得在该所排除专利
实施区域的独占经济利益。如果仅基于这方面考虑，通过在专利许可协议中约定专利权
的实施区域范围来保留平行进口中的专利权用尽的法律效果，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编：《〈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导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8页。

2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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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专利权用尽原则的核心是：在保护专利权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维护正常的
市场交易秩序，保护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便于贸易活动的正常开展，防止
专利权对商品的市场流通造成阻碍。如果专利权人在其将专利产品或者许可被许可人将
专利产品投放市场后，仍然控制该专利产品的后续再销售和使用，这势必会阻碍专利产
品的市场流通和应用，严重影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违背专利权用尽原则的价值目标。
而且，在专利法中确立专利权用尽原则，其另一重要的价值目标是为平衡专利权人与经
营者和一般消费者之间的利益，以有效地实现专利权人和专利产品购买者之间的利益分
配。
由此可见，如果仅基于专利权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就允许通过合同约定来排除专利
实施区域，以保留平行进口中的专利权用尽的法律效果，其不符合专利权用尽所要达到
的维持正常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平衡专利权人与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的价值
目标，有违专利法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从请求权基础方面分析
请求权作为救济权,是基于基础权利而发生的。一般情况下, 请求权的类型与基础权
利的类型相对应，可能以侵权法为基础，也可能以合同法为基础。对于专利侵权纠纷中
的请求权，与其相对应的是基于专利法的基础权利。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进口经专利权
人许可的被许可人在境外售出后的专利产品的行为，根据2008年第三次修改的专利法第
六十九条的规定，不视为侵犯专利权。因此，专利权人以在专利许可协议中约定专利权
的实施区域范围而保留平行进口中的专利权用尽为由，认为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进口经
专利权人许可的被许可人在境外售出后的专利产品的行为侵犯了其在国内的专利权，其
缺乏相应的请求权基础。
对于“约定专利权的实施区域范围”，这种约定以合同法为基础，仅能约束作为合
同双方的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的行为，而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作为专利许可协议之外的
第三人，不受此约束。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的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的主体和内容都
是相对的，而不能无限延伸。在专利许可协议中，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不是专利许可协
议的当事人，如果将专利许可协议中由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所约定的专利权的实施区域
范围适用于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则相当于作为合同当事人双方的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
为作为第三人的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设定了权利义务，其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理，因此
该约定对于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应当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然而，如上文所述，专利权具有地域性，在不同国家所获得的专利权均是独立的，
而不同国家对于进口专利产品的行为可能有不同的定性，这就给专利权人签订专利许可
协议留下了足够的操作空间。从保护专利权人合法权益的方面来看，如果专利权人在所
21

排除专利实施区域拥有专利权却对进口专利产品的行为无能为力，这必然导致专利权人
在所排除专利实施区域的专利权形同虚设，从而导致其合法权益的损害。那么，如何保
护专利权人在所排除专利实施区域的合法权益？只能靠合同约定。被许可人可能仅对特
定国家的市场感兴趣，未必想获得全球范围的许可，专利权人也可能希望对全球许可市
场进行策略性的布局安排。在合同法的王国里，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完全可以约定一些
专利实施区域，并约定保留另一些区域，被许可人可以由此获得许可费的优惠，专利权
人也会为此付出相应的对价，这对双方而言是公平合理的，如此做出的约定符合意思自
治和诚实信用原则。既然作为专利许可协议双方当事人的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约定了排
除专利实施区域，其对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产生约束力，如有违约行为，可以追究被许
可人的违约责任，以保护专利权人在所排除专利实施区域的合法权益。概言之，即使专
利权人对此种进口行为已经失去了专利法体系下的禁止权，但合同法体系下所约定的权
利并不因此而丧失。
三、案例演绎
2017年6月1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大王制纸株式会社和大王（南通）生
活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大王公司”）诉天津森淼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森淼公司”）涉及侵犯商标权纠纷一案做出二审判决1。在该案中，森淼公司进口销售
由大王公司投放在日本市场的带有“GOO.N”商标的纸尿裤产品，在该纸尿裤产品上印
刷标识“日本国内限定贩卖品”，大王公司以森淼公司侵犯其商标权为由向天津市滨海
新区人民法院提出商标侵权诉讼。本案的主要争论点在于，该有关产品限定销售区域的
约定（“日本国内限定贩卖品”）能否产生保留平行进口中的商标权权利用尽的法律效
果？就该争论点，本案的一审法院持否定态度。一审法院认为，大王公司在日本投入市
场的产品的商标权在其产品第一次投入市场后即权利用尽，大王公司自己在其产品外包
装印刷标识“日本国内限定贩卖品”不能代替一国法律及司法对商标权权利用尽的态度，
即使大王公司与其国内经销商具有有关产品限定销售区域的约定，但这种约定仅能约束
合同双方的行为，如果合同相对方违约，大王公司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但不妨碍平行
进口商合法进口该商品的行为，更不能产生保留商标权权利用尽的法律效果，从而认定
大王公司在日本首次销售出该有关产品后已经商标权用尽，森淼公司从日本进口该相关
产品并在中国国内销售不构成侵犯大王公司的商标权2。大王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并上
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虽然上述案件涉及侵犯
商标权事宜，但是对于专利权的相关事宜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1

（2017）津02民终2036号民事判决书。

2

（2015）滨民初字第1154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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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2017年5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关于Lexmark v. Impression一案1中，打
印机墨盒的知名厂商Lexmark对于其出售的一种更加便宜的回收型墨盒，其明确告知购
买者这种回收型墨盒只能一次使用(single use)而且不得转售(no resale)，被告Impression
公司却直接向消费者回收使用过的墨盒并在美国境内转售，以及将Lexmark在美国境外
销售的回收型墨盒进口到美国重新销售，由此Lexmark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起诉
Impression的销售行为构成专利侵权。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认为售后限制条件不应该影响
专利权用尽的适用，从而认定Impression的销售行为不构成专利侵权。Lexmark不服联邦
地区法院的判决，并上诉至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在本案中
Lexmark自己在美国境内和境外销售墨盒产品，并没有许可第三方这样做，并在销售时
清楚地表达了禁止购买者再次使用和转售行为的意思，Lexmark制定的合法的许可条款
来限制被许可人，以保留其后续追究侵权责任的权利，这是被允许的，不受到专利权用
尽的限制。同时，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还认为，如果专利权人在美国境外销售产品，并没
有许可购买者可以进口该产品到美国销售的权利，那么这些进口销售行为仍然构成侵
权。由此，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推翻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认定Impression的销售行为构
成专利侵权。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在对该案的判决中认为，尽管销售时已经明确禁止转
售，但该限制条款并不影响专利权的用尽，该禁止转售的限制条款可以用合同法来约束
而非用专利法来规制2，专利权利已然用尽。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在对该案的判决中还
认为，Lexmark在美国境外销售的正常使用型墨盒和回收型墨盒，专利权仍然是用尽的，
权利用尽是纯粹的、具有无瑕疵的历史血统的。
另外，在Lexmark v. Impression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强调了著作权的权利用尽和
专利权的权利用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相同的目的，换句话说，有关著作权的权利用尽
原则可以适用于专利权的权利用尽事宜。
可见，在Lexmark v. Impression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明确了处理类似案件的态度，
无论专利权人意图附加的限制条件或者出售的地理位置为何，专利权人一旦售出某个产
品，即用尽了其在该产品上的专利权。
四、小结和建议
对于平行进口是否导致权利用尽，美国法院在美国专利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通
过判例造法的方式确立了国际用尽的解决思路，我国法院在我国商标法没有明确规定的
1

137 S. Ct. 1523, 1529 (2017)

2

联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认为，专利权人可以在专利许可协议中限制购买者的转售权，如果购买者违反了该限

制条款，专利权人可以借助合同法来保障其权利，只要这样的限制条款在合同法下是明确且可执行的即可。在之前
的LGE v. Quanta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就曾表态，专利权人的授权销售并不必然限制其合同法的权利，由于原告的起
诉状中不包括违约之诉，故法院也没有评论是否可以支持合同法下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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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基于首次销售和市场自由流通理论的考虑而认可了国际用尽的作法1，与之相比，
我国专利法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平行进口导致权利用尽，实务中对此没有必要再做争
论。
因此，为降低平行进口中的专利权用尽对专利权人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建议专利
权人就专利权实施区域范围做出明确且周延的约定。也希望通过上述分析，给那些喜欢
设定售后限制条件的公司提供借鉴，在订立需要约定专利权实施区域范围的专利许可协
议中，尽量通过合同法来保护其在所排除专利实施区域的独占经济利益，而不要寄希望
于通过专利侵权诉讼来解决问题。2
（作者：刘良勇、方春晖、宋献涛，2018年5月11日首发于知产力）

1

北京高院在2016年发布的《当前知识产权审判中需要注意的若干法律问题》中关于平行进口是否构成侵害商

标权的问题特别指出，商标权利用尽规则应当是市场自由竞争所必需存在的基本规则之一，在此基础上，若被控侵
权商品确实来源于商标权人或其授权主体，此时商标权人已经从“第一次”销售中实现了商标的商业价值，而不能
再阻止他人进行“二次”销售或合理的商业营销，否则将阻碍市场的正常自由竞争秩序建立的进程，因此“平行进
口”应被司法所接受，不认定构成侵害商标权。
2

在维多利亚的秘密商店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锦天服饰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

认为，被告在国内采用批发销售而非零售销售的方式，违反了其与授权方LBI公司的约定，对此，被告仅构成合同法
意义上的违约，授权方可以依据合同法追究违约责任，但被告的违约行为并非侵犯商标权的行为。言下之意是原告
选择的诉讼案由错误。参见(2012)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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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十一条之精细化适用
专利法第十一条中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行为是专利产品 1的制造行为的延续，
即：制造行为处于上游，而使用、许诺销售、销售等行为处于下游，对于同一件产品而
言，其上下游行为的发生有时间先后之别。当上游的制造行为因欠缺时间条件而不构成
专利侵权时，那么，在专利保护期内（包括专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
及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规定的专利权生效期）实施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等下游行
为是否也相应免责呢？对于这个问题，仅从专利法第十一条本身进行分析是不够的。本
文基于(2015)民申字第1070号再审案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一、案情回顾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070号再审案涉及刘鸿彬（“专利权人”）与北京京
联发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京联发公司”）、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天威公司”）
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本案”）。专利权人在2008年12月31日申请了名称为“硅
棒锥度或外圆数控磨床”的实用新型专利（“涉案专利”），并于2009年10月21日被授
予专利权。天威公司于2009年3月对外发布《3000t／a多晶硅生产线建设项目硅加工设
备询价书》对包括涉案产品“硅心磨锥机”在内的设备进行招标，并于2009年4月10日
与京联发公司签订了向其购买涉案产品的《购销合同》，京联发公司在2009年10月16
日之前已向天威公司交付涉案产品。
对于本案，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京联发公司和天威公司的侵权行为成立。但二审法
院认为，京联发公司生产、销售涉案产品的日期在涉案专利的授权公告日之前，因此无
论涉案产品的技术特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京联发公司的行为均不构成侵
权。同时，二审法院还认为，由于京联发公司的行为均不构成侵权，故天威公司通过合
法购买并使用涉案产品的行为亦不构成侵权。2
此后，专利权人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经审
理后认为，销售行为的认定一般应以销售合同成立为标准，由此认定京联发公司的销售
行为在涉案专利的授权日之前已经完成，京联发公司的生产和销售涉案产品的行为不构
成侵权。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进一步认为，对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日前已经售出
的产品的后续行为，包括使用、许诺销售和销售，应该得到允许，并由此认定天威公司
1

本文所说的专利产品是指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产品。

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知民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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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涉案产品的行为不构成侵权。最终，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二审法院的判决，驳回再审
请求。1
二、问题的提出和拓展
专利有其独特的生命周期，始于提交申请，中间经历公布或公告、授权，最后终止
或期满，在不同的时期享有不同力度的保护。专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发明专利权的期
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十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但
值得注意的是，专利权期限并不等于专利生效期。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的
规定，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权均自授权公告日起生效。因此，对于发生
在申请日和授权公告日之间的行为，不能给人乱扣专利侵权的帽子，虽然专利法第十三
条针对发明将公开日和授权日之间的地带规定为临时保护期，但权利人只是在专利授权
后可以要求实施者支付适当的费用，其在性质上并非侵权行为。
一件工业产品，其在不同的时期可能面临着不同的专利实施行为。专利法第十一条
规定了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五种侵权行为，以及外观设计专利的四种侵权行为，这些
行为中，有的处于上游，有的处于下游，它们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例如，产品的制造
行为发生在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日与授权公告日期间或发明专利申请日与公开日期间，依
据专利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因欠缺时间条件而不构成专利侵权，但是，该产品在专利授
权日后就满足了时间条件，若进行许诺销售、销售或使用，是否构成专利侵权？仅从专
利法第十一条的字面含义来看，似乎构成专利侵权，但我们从情理上却难以接受，因为
其意味着制造行为不构成侵权的这些产品只能一辈子呆在仓库中，无法投入市场，也无
法发挥其应有的技术功能和市场价值，造成资源浪费。
在(2015)民申字第1070号再审案件中，最高法院仅认定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日
前已经售出的产品的后续行为，包括使用、许诺销售和销售，应该得到允许，不构成专
利侵权，但仍然没有明确地界定授权公告日之前制造的产品在授权公告日之后的后续行
为，包括使用、许诺销售和销售，是否也应该得到允许，是否也不构成专利侵权。再拓
展一下，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日之前或者申请日与授权公告日之间制造的产品，其在
授权公告日之后发生的后续行为，以及对于发明专利申请日之前或者申请日与公开日之
间制造的产品，其在授权公告日之后发生的后续行为，如何进行侵权判定？这些问题值
得研究。

1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070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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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笔者认为，对于不同时间段发生的上游行为及其下游行为，专利法第十一条
的适用亟待精细化。
三、专利法第十一条之精细化适用
对于不同的专利实施行为，专利法编织了一个疏密有致的保护网。专利法第十一条
赋予了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人对五种侵权行为的禁止权，赋予了外观设计专利权人对
四种侵权行为的禁止权，但专利法第十一条的适用并不是绝对的，专利法第六十九条规
定了很多例外情形1，专利法第七十条和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对于下游的使用、许诺销
售、销售规定了宽恕处理。
由此可见，对于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这样的下游行为，专利法第十一条的适用是
附条件的，而不能一言九鼎。按照第1070号再审案的判决精神，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
日（或发明专利公开日）之前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该产品的后续行为，包
括使用、许诺销售和销售，也不构成侵权；至于临时保护期间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可
以按照专利法第十三条和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进行判断；对于授权公告日后制造专利产
品的行为及其后续行为应当构成侵权，除了专利法第十一条，还要看是否属于第六十九
条、第七十条、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
可见，对各种侵权行为适用专利法第十一条，有很大的精细化操作空间。
（一）上游的制造和进口行为
1、发生在专利权生效期间的上游制造行为
专利法对作为侵权源头的制造行为实行严格保护，不管制造者的主观意图为何，只
要发生在专利权生效期间，即构成专利侵权。除了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二、四、五款规
定的之外，专利法和司法解释对专利权生效期间的制造行为没有其他例外或宽恕的规
定。
专利法和专利权都有地域性的说法，因此，即使存在一项中国专利权，中国法院对
中国之外区域实施该专利的行为也没有管辖权。实务中，有的企业在国外制造专利侵权
产品，然后进口到中国进行销售并投入使用，这自然会伤害专利权人的利益。中国专利
法虽然对国外的制造行为望洋兴叹，却将进口行为作为国内的侵权源头加以规制。对于
进口行为，除了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之外，中国专利法和司法解释对进口行为
没有任何例外或宽恕的规定，即，只要进口行为发生在专利权生效期间，就构成专利侵

1

如专利权利用尽、先用权、临时过境、专为科研和实验以及为提供行政审批等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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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对于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间发生的进口行为，进口者同样负有支付适当费用的义务
1

。
2、发生在专利权生效期间之外的上游制造行为
（1）申请日之前的上游制造行为
如果产品的制造行为发生在申请日前，即不发生在专利权的期限内，该上游的制造

行为自然不会构成专利侵权。不但如此，在申请日之前已经进行制造行为的，在专利授
权日之后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2。即，申请日之前的
制造行为不仅不侵犯专利权，而且在专利授权日之后还享有先用权。
（2）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间的上游制造行为
如果该产品的制造行为发生在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间，此制造行为在性质上不构成
侵权，但是需要支付适当的费用3。
（3）发明专利申请日和公开日之间的上游制造行为
对于发生在发明专利申请日和公开日之间的上游制造行为，现行专利法和司法解释
没有明确规定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笔者认为，发生在发明专利申请日和公开日
之间的上游制造行为应该不构成侵犯专利权，也无需支付适当的费用，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如上分析，对于申请日之前的制造行为，其不但不侵权而且还享有先用权，
对于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间的制造行为，其在性质上不构成侵权但需要支付适当的费
用。从法律逻辑上看，根据专利申请日、公开日、授权日等的时间顺序，专利法对提供
4

的保护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递增的过程（请见下图） 。

由此，发生在发明专利申请日和公开日之间的制造行为，其责任应该重于申请日之
前的产品制造行为，即不侵权但不享有先用权，但应该轻于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间的产
品制造行为，即不侵权也不需支付适当的费用。

1

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三款。

2

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二项。

3

专利法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发明专利公开日和授权日之间的他人专利实施行为，申请人可以要求其支付适当的费

用。
4

尹新天：《专利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60页。
28

其次，以“公开换取保护”是现代专利制度的核心内容。在发明专利申请日至公开
日期间，技术信息还没有向公众公开，不应给予专利权的保护，既使是临时保护也不应
给予。
（二）下游的许诺销售、销售或使用行为
专利法第七十条为专利侵权产品的使用者、许诺销售者、销售者提供了合法来源抗
辩的机会，如果这些下游的行为人能够证明产品的合法来源，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司法
解释二第二十五条对使用者做出了进一步的宽恕规定，即，如果侵权产品的使用者证明
已经支付合理对价，还可免除停止侵权的责任。
举重以明轻，既然专利侵权产品的后续实施行为都可以得到如此宽恕，那么，对于
专利权生效期间之外（例如，临时保护期间）制造或进口的产品，其后续实施行为应得
到进一步的宽恕。
因此，对于产品许诺销售、销售或使用行为的侵权判定和责任认定，不仅要看该行
为自身的发生时间点，还要看该产品的上游行为的合法性，具体如下：
1、许诺销售、销售或使用行为发生在专利权生效期间
（1）虽然发生在申请日之前或者发生在发明专利申请日和公开日之间的上游制造
行为不构成侵权，但是在专利授权后使用、许诺销售和销售等下游行为是否侵权，专利
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其应该不构成侵权，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按照第1070号再审案的判决精神，如果上游行为合法，则下游行为也免责，
应该不构成侵权。
其次，从维护公众利益角度来看，如果在专利权授权之后禁止专利申请日之前或者
发生在发明专利申请日和公开日之间的已经制造产品的后续行为，包括使用、许诺销售
和销售，则会不适当地扩大专利法授予专利权人的权利范围，损害社会公众应有的利益。
再次，从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角度来看，对不侵犯专利权的情况下所制造的专
利产品的后续许诺销售、销售和使用加以控制，这势必会阻碍产品的市场流通和应用，
严重影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违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
（2）虽然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间的制造行为在性质上不构成侵权但是并不是无条
件的免责，即需要支付适当的费用。因此，对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间制造行为的下游行
为，也不是当然免责。
根据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如果上游行为已支付或者承诺支付适当的
费用，则下游行为已经完全漂白，既不构成侵权，也不必再支付任何费用。如果上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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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没有支付费用，那么下游行为需要承担何种责任？笔者以下从承担停止侵权责任和赔
偿责任两方面进行分析。
对于承担停止侵权责任方面，如果上游行为的行为人已支付或者书面承诺支付专利
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适当费用的，人民法院对于权利人关于下游行为侵犯专利权的主张不
予支持，反言之，如果上游行为的行为人拒绝支付专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适当费用，人
民法院对于权利人关于下游行为侵犯专利权的主张应当予以支持，即下游行为人应当承
担停止侵权责任。
对于承担赔偿责任方面，如果下游行为人和上游行为人为同一人，当然需要承担赔
偿责任；如果下游行为与上游行为不为同一人且侵权产品的下游行为人能够提供合法来
源，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虽然下游行为与上游行为不为同一人但下游行为人不能够
提供合法来源的情况下，其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3）如果该产品的制造行为发生在专利权生效期间，那么，由于上游制造行为构
成侵权，所以下游行为也构成侵权，但下游行为人可以根据专利法第七十条提出合法来
源抗辩，免除赔偿责任，使用者更可进一步依据司法解释二提出合理对价抗辩，免除停
止侵权责任。
当然，实务中还可能存在以下情形：专利许可协议期间制造或进口的专利产品，在
专利许可协议终止后是否可以继续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是否适用专利权用尽？笔者
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从专利权用尽的立法宗旨来看，其是为了防止专利权人滥用权利、重复受益。对于
专利许可协议期间制造的专利产品，专利权人基于专利许可协议已经行使了其权利，获
得了利益。如果在专利许可协议终止后禁止继续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专利许可协议期
间制造的专利产品，则违背了专利权用尽的立法宗旨。另外，如果在专利许可协议终止
后禁止继续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专利许可协议期间制造的专利产品，这势必会阻碍专
利产品的市场流通和应用，严重影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违背专利权用尽原则的价值
目标。
由此可见，在专利许可协议终止后应该允许继续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专利许可协
议期间制造的专利产品，其符合专利权用尽所要达到的维持正常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平衡
专利权人与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的价值目标，也符合专利法的基本价值取
向。
1

专利法第七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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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诺销售、销售或使用行为发生在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间
（1）对于上游制造行为发生在申请日前或在申请日和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日之间而
许诺销售、销售或使用等下游行为发生在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间的情况，由于上游行为
并不被法律禁止，所以下游行为也不应被法律禁止。并且，按照第1070号再审案的判决
精神，如果上游行为合法，则下游行为也免责，既不侵权，也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2）如果该产品的上游行为发生在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间，由于上游行为不侵权，
所以下游行为也不侵权。至于费用的支付，笔者认为，如果下游行为人和上游行为人为
同一人，当然需要承担支付适当费用的责任；如果下游行为与上游行为不为同一人且侵
权产品的下游行为人能够提供合法来源，其不应承担支付适当费用的责任；虽然下游行
为与上游行为不为同一人但下游行为人不能够提供合法来源的情况下，其应该承当支付
适当费用的责任。
四、小结和建议
概言之，使用、许诺销售、销售等下游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和是否免责，不能仅看其
自身的时间点，还需要弄清楚其上游行为发生的时间点和定性。对于申请日之前的制造
行为、发明专利申请日至公开日或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日至授权公告日之间的
制造行为、专利许可协议期间的制造行为，笔者倾向于认为其下游行为（使用、许诺销
售、销售等行为）应当免责。但是，对于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间的制造行为，其下游行
为（使用、许诺销售、销售等行为）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方可免责。因此，权利人在维权
时需要针对不同的实施行为做好更细致和充分的准备，以免伤及无辜。
此外，需要提醒国内大多数申请人的是，在提交专利申请后仍需要对该专利申请技
术做好保密措施，比如严格控制允许发明人发表文章、参加学术研讨会等，以免使得该
专利申请技术在该专利申请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或公告之前向外公开，从而可能让他
人在该专利申请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或公告之前了解并实施该专利技术，在获知该技
术至申请公开日之前大量生产产品，囤积的产品即使在专利授权之后继续销售也仍然合
法，最终导致权利人利益的受损。最高人民法院所公布的(2015)民申字第1070号再审案
件给专利申请人敲响了警钟，警示专利申请人在专利申请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或公告
之前仍然要对该专利申请技术做好保密工作。

（作者：刘良勇、宋献涛、方春晖，2018年5月11日首发于知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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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在创造性评价中的重要性

阿基米德发现杠杆原理后，满怀激动地给国王写信说，“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
以撬动整个地球！”很显然，这个支点不是任意选择的，而需满足特定的条件，否则，
不要说阿基米德，任何地球人的分量都不足以撬动地球。
专利创造性评价适用三步法，其中的第一步是从众多的对比文件中选出最接近的现
有技术作为起点，站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判断能否由此轻易地得出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可见，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当于一个支点，如果选的好，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可以轻而易举地撬动本发明，如果选的不好，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论多么用力，本发
明都稳如泰山，岿然不动。
然而，在有的实际案例中，审查员通过检索选出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D1）居然
比本发明背景技术部分所讲的现有技术（D0）1更远离本发明，即，这个所谓的最接近
的现有技术实际上并不是最接近的。这样一来，原本可以一步搞定的事现在变成了两步
走，即：先从D1走一步，看能否得出D0，再从D0走一步，看能否得出本发明。显然，
这是一种舍近求远的作法：如果第一步不成功，则无论第二步的跨度多么小，本发明都
因第一步的失败而变为具有创造性；即使第一步侥幸成功，也把an inventive step（欧洲
专利法对创造性的表述，可译为“创造性的一步”）硬生生地变成了two steps（两步之
和），人为抬高了发明的创造性高度。
下面通过两个复审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1：D1+D2≠D2+D1
201010537816.X号发明专利申请（简称816号申请）的背景技术部分记载，现有的
封袋机主要包括用于放置包装袋的卷筒、切割机和封口机，卷筒在驱动机构的驱动下旋
转，使包装袋下落一段距离，然后切割机再将包装袋切断，形成单独的一个包装袋，商
品装入包装袋后再由封口机进行封口。这种现有的封袋机常见于工厂的生产线上，由于
切割机采用切断刀具对包装袋进行切割，其动作幅度大，因此需要占用较大的空间，无
法应用于商品的自动贩卖机中。
816号申请的改进点在于，切割机采用第一电热组件对卷筒塑料袋做切割，使得封
袋机的体积相较于使用切割刀具做切割可以制作得较为精巧，并放在商品自动贩卖机

1

有的专利申请在背景技术部分具体列明现有技术的专利号或标题等公开信息，有的则只是泛泛地介绍现有技术的

工作原理及存在的问题，审查员可以检索到这样的对比文件，也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为叙述方便，本文将这样的
对比文件称为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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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权利要求1请求保护一种封袋机，包括封袋机主体、填入口、卷筒、切割机、吸嘴
组和封袋机构，其中，切割机上装设有第一电热组件，封袋机构装设有第二电热组件。
D1公开了一种封袋机，包括封袋机本体、填入口、装袋机构、吸嘴组和封袋机构，
其中装袋机构中包含有一个个单独的塑料袋。D2公开了一种封袋机，用于将连续的卷
筒塑料袋制成单独的袋体，其包括卷筒2和纵向热封切断器6。
驳回决定认定816号申请的权利要求1与D1的区别技术特征为：卷筒；切割机装设
在封袋机本体内，切割机上装设有电热组件。驳回决定认为，D2虽然没有公开使用电
热组件作为切割工具，但使用电热丝等切割工具对塑料膜等进行切割是本领域的惯用技
术手段，因此，在D1的基础上结合D2和本领域公知常识得到该权利要求保护的技术方
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1不具有创造性。
复审决定持不同意见并认为，由于D1的封袋机中使用的是事先已经切割好的一个
个塑料袋，不存在切割塑料卷筒以形成塑料袋的技术需求，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获知D1
的技术内容时不会产生为其添加和替换一个切割机的动机，故D1不存在与切割机相结
合的技术启示。复审决定还认为，D2公开的装袋充填封口包装机虽然具有纵向热封切
断器6，但D2并未给出利用纵向热封切割器6实现封袋机体积精巧的作用，因此，即使
在D1不存在上述缺乏技术启示的情况下，D2也不存在使本领域技术人员将D1和D2结合
起来以获得权利要求1的技术启示。1
比较驳回决定和复审决定后可以发现，审查员和合议组的主要分歧在于，D1是否
有添加电热切割机的技术启示。审查员先是承认D1中所要进行热封的袋已经经切割成
了一个个待密封袋子，因此其不需要供料装置和切割装置，后面又转而认为D2给出了
如何解决D1中的封袋机不能用于筒塑料袋进行封袋的问题的技术启示，这样的说法前
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合议组则坚定地认为，由于D1的封袋机中使用的是事先已经
切割好的一个个塑料袋，所以不存在切割塑料卷筒以形成塑料袋的技术需求，故而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获知D1的技术内容时自然不会产生为其添加和替换一个切割机的动机。
根据816号申请背景技术的描述，现有的封袋机包括用于放置包装袋的卷筒、切割
机和封口机，但其中的切割机采用切断刀具，动作幅度大，占用空间也大，这是其无法
应用于自动贩卖机的根本原因。816号申请的发明点在于将切割机的形式从切断刀具改
为电热组件，这是实现封袋机精巧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其他部件都是已知甚至公知
的。即，相比背景技术中的内容（D0）2，816号申请的区别点只有一个：切割机从采用
切断刀具改为采用电热组件。现在，由于审查员选择的D1比D0更偏离目标，如欲获得

1

第55615号复审决定。

2

816号申请的背景技术中仅描述相关现有技术内容，没有引用具体的对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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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号申请的封袋机，必须走两步：一是添加切割机，二是将切割机具体限定为采用电
热组件。第一步是第二步的前提，如果D1根本就没有添加切割机的启示（合议组在复
审决定中持此意见），则无论切割机采用电热组件是否为公知常识，816号申请都具备
创造性，即使D1有添加切割机的启示，第一步与第二步之和也大于第二步，即，由于
审查员错误地选择了D1，导致816号申请的创造性被人为拔高了。
合议组认定，D2公开的装袋充填封口包装机具有纵向热封切断器6，用于对塑料袋
进行纵向热封和切割。笔者认为，如果816号申请对采用电热组件的描述属实，那么D2
的纵向热封切断器6由于采用电热进行封口和切割，应该也能实现封袋机的精巧，这就
隐含公开了816号申请的发明点及其作用。因此，令笔者不解的是，合议组在认定D2公
开的装袋充填封口包装机具有用于对塑料袋进行纵向热封和切割的纵向热封切断器6
后，却认为“对比文件2并未给出利用纵向热封切割器6实现封袋机体积精巧的作用”，
这是可以推敲的。
在笔者看来，在816号申请的背景技术部分没有引用确切的对比文件时，基于技术
演进路线，审查员应寻求与D0所描述的技术接近或更向前演进的对比文件作为最接近
的现有技术，而不是选择比D0更偏离目标的D1。在本案中，既然D2公开了816号申请的
发明点，而816号申请的其他部件均来自现有技术，所以，如果审查员选用D2作为最接
近的现有技术，再辅以公知常识或D1公开了其他部件，则完全有可能出现剧情翻转，
驳回决定之所以被撤销，不是因为816号申请的创造性高，而是因为审查员选择的最接
近现有技术太low。
这个案例中，D1就实际功能而言没有添加切割机之必要，故其方向偏离涉案申请
的目标。这说明：需求是动机之源，如果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中可以明确得出其不存在
某方面的需求，则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难以产生对此进行改进的动机；用D1作为最接
近的现有技术来组合D2，完全有可能不同于用D2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来组合D1。
案例2：用A替换B≠用B替换A
201210100219.X号发明专利申请（简称219号申请）涉及利用脱硫废液生产一水硫
酸镁的方法，其背景技术部分坦承氧化镁脱硫属于现有技术，为了减少脱硫废液对周围
环境产生污染，专利文献CN1775681A和CN1544331均对脱硫后产生的废液进行强制曝
气氧化，但曝气时间、供氧多少、温度高低等因素影响氧化的效果。为此，219号申请
将氧化反应提前到烟气脱硫过程中，具体做法是向传统脱硫剂中加入氧化剂，尤其是高
锰酸钾和二氧化锰的组合，权利要求中明确限定了二者的比例。相比现有技术，219号
申请的脱硫剂含氧化镁和氧化剂，脱硫剂加水制成含氢氧化镁的浆料，当与烟气接触时，
其中的氢氧化镁与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反应生成亚硫酸镁，氧化剂将亚硫酸镁氧化为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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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这样，在烟气脱硫阶段即同时进行氧化反应（即，实现了脱硫和氧化的二合一），
所以废液就不需要进行后续的曝气氧化。
审查员以一篇名为“利用锅炉烟气制取七水硫酸镁肥料的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作
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D1），驳回了219号申请，复审委维持了驳回决定。D1在背景技
术中提到“利用氧化镁脱硫废液生产硫酸镁的方法”专利文献，但认为氧化镁成本偏高，
为此提出用菱镁矿代替氧化镁作为脱硫剂的技术方案，脱硫后含有亚硫酸镁的废液进行
氧化（也是曝气方式），获得硫酸镁溶液。
本案涉及如下两个争议焦点：①D1是否公开了用氧化镁替代菱镁矿作为脱硫剂？
②在脱硫剂中添加高锰酸钾和二氧化锰的特定组合作为氧化剂，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而言是否容易想到？
复审委认为：①D1已经明确公开了氧化镁可以作为脱硫废液生产硫酸镁工艺的脱
硫剂（参见D1说明书第1页第13-15行）；而且，直接采用氧化镁，相较于菱镁矿会较少
地引入杂质，因而为了进一步提高硫酸镁结晶的纯度，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本领域技
术人员容易想到采用氧化镁替代菱镁矿作为脱硫剂；②D1公开了先进行脱硫再进行曝
气氧化的工艺，为了减少曝气氧化的时间或者省略该曝气氧化步骤，本领域技术人员有
动机在现有技术中寻找其他已知的氧化技术如添加氧化剂来代替曝气氧化，因而本领域
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直接在脱硫剂中添加氧化剂，例如常用的强氧化剂高锰酸钾和二氧化
锰，以在脱硫的同时进行氧化反应，并且，可以通过常规的实验确定氧化镁、氧化剂二
氧化锰和高锰酸钾的含量范围。1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①D1采用菱镁矿作为脱硫剂，在烟气与吸收剂浆液中的
菱镁矿接触过程中，生成亚硫酸镁，由于亚硫酸镁微溶于水，因此，在脱硫后形成的浆
液中，绝大部分亚硫酸镁均作为沉淀悬浮在水溶液中。由于亚硫酸镁沉淀堵塞管道的影
响，该工艺运行不稳定。此外，亚硫酸镁沉淀会夹带烟气中的固体杂质，造成最终产品
硫酸镁的纯度较低，只能作为肥料使用。而本发明权利要求1的脱硫剂包括特定的组分。
在烟气与上述脱硫剂的浆料接触过程中，烟气中的二氧化硫与浆料发生反应，形成水溶
性很好的硫酸镁，硫酸镁直接溶解在水中，从而得到硫酸镁含量高的浆料。因此，使用
上述脱硫剂可以保证硫酸镁生产工艺稳定运行且生产效率高。此外，由于硫酸镁直接溶
解在水中，可以将其与烟气中的固体杂质分离开来，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硫酸镁的纯度。
而从D1公开的内容来看，就生产硫酸镁产品而言，菱镁矿粉比氧化镁优越，一方面可
以减少污染，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产品纯度。但本发明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却是采用
特定组成的含氧化镁的脱硫剂得到高纯度的一水硫酸镁产品，与D1的反应机理不同，
1

第94760号复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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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内容因此也不同。因此，D1根本没有公开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更没有给出相应
的技术启示。②关于在脱硫剂中添加高锰酸钾和二氧化锰的组合作为氧化剂，目前并无
证据证明现有技术中存在选择某些特定氧化剂的组合作为烟气脱硫制备硫酸镁工艺这
一特定领域的氧化剂的教导或启示，更不用说选择高锰酸钾和二氧化锰的组合作为烟气
脱硫制备硫酸镁工艺这一特定领域的氧化剂的教导或启示；而且高锰酸钾和二氧化锰与
氧化镁一同作为脱硫剂的组成应用于烟气吸收阶段，而曝气氧化过程则属于烟气吸收步
骤形成产物的后续处理阶段，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阶段，并不存在可替代性，因而本领
域技术人员并不容易想到采取前述技术方案。1
基于上述理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撤销了被诉的复审决定。
笔者仔细阅读219号申请后，发现其相比D1有两个发明点：利用氧化镁作为脱硫
剂；脱硫剂中还包括特定组分的氧化剂，从而在脱硫过程中同步地进行氧化。
219号申请背景技术中提到的专利文献CN1775681A和CN1544331及D1背景技术中
提到的专利文献“利用氧化镁脱硫废液生产硫酸镁的方法”（统称为“D0”），均采
用氧化镁作为脱硫剂，所以公开了发明点，但没有公开发明点，因为它们都是在脱
硫后对废液进行曝气氧化，获得硫酸镁溶液。
反观D1，其采用菱镁矿作为脱硫剂加水制浆，在烟气与浆液中的菱镁矿接触过程
中，得到亚硫酸镁溶液，然后进行曝气氧化，获得硫酸镁溶液。发明点和均未被D1
公开。
也就是说，审查员辛辛苦苦检索出来的D1，居然还不如本发明背景技术中提及的
专利文献更接近本发明，如下图所示。

1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5431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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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无意探究菱镁矿和氧化镁用作脱硫剂时孰优孰劣，但通过比较不难发现，D0
显然比D1更接近本发明。如果以D0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复审决定只需判断发明点
是否“容易想到”和“可替代”，一步即可完成此举。但由于选择了D1作为最接近的
现有技术，这个起点离本发明更远，所以，复审决定不得不走两步：第一步，论证从
D1可以容易地想到氧化镁替代菱镁矿作为脱硫剂；第二步，论证本领域技术人员很容
易想到将高锰酸钾和二氧化锰的组合作为氧化剂添加到脱硫剂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D1在背景技术中写道，“氧化镁粉承办偏高，制造过程……，
故对环境有污染”，在发明内容中写道，“本发明的目的是，采用菱镁矿代替氧化镁粉
作脱硫吸收剂，以避免脱硫剂制备过程带来的污染”，“本发明的积极效果是，采用菱
镁矿粉代替氧化镁粉作为脱硫吸收剂，避免氧化镁粉脱硫剂制造环节的燃料消耗及烟气
治理，降低了烟气脱硫工艺的运行成本”。这些信息已然表明，D1的目的是用菱镁矿
代替氧化镁作为脱硫剂，而排斥用氧化镁代替菱镁矿作为脱硫剂。因此，上述的第一步
成了D1无法跨越的鸿沟，这导致219号申请相对于D1具备创造性。审查员错误地选择D1
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导致创造性评价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这个案例中，D1多次贬低氧化镁成本偏高，特意提出用菱镁矿代替氧化镁作为脱
硫剂的技术方案，导致相反方向的替代超出其明确的教导范围。这说明：特征替换不是
一个可逆的过程，A替换B和B替换A未必能够等量齐观；技术演进路线可能具有方向性，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不会产生将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朝着劣化或违背其发明目的的方向
进行改动的动机。
小结
创造性是一个相对概念，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眼光判断发明与最接近的现有技
术之间的差距是否达到足够高的程度。正因如此，三步法中的第一步至关重要，直接决
定了后两步中区别特征认定的准确度和创造性评述的信服力。以不同的现有技术作为基
准，其与发明之间的差距自然不同，创造性的高度也会有差异，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相
反。
因此，审查员应当在把握发明实质的基础上，选择与本发明构思相似的最接近现有
技术作为起点，沿着其技术发展路线对其进行改进，由此判断本发明和最接近现有技术
之间的跨度是否达到了创造性的要求。只有找到真正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才有可能准确
识别出发明的区别特征并判断其是否显而易见；否则，技术启示和公知常识的认定难免
陷入事后诸葛亮的泥潭。
（作者：宋献涛、刘良勇、方春晖，2018年6月7日首发于知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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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专利间接侵权之中美比较

在云计算时代，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访问等操作更加趋于地点分布式和主体
多元化，再加上通信方法专利撰写中多主体的不可避免性，这些因素导致如何适用全面
覆盖原则成为一个头疼的难题，间接侵权的认定变得更加充满争议。美国的Akamai v.
Limelight案一波三折，中国的西电捷通v.索尼案扑朔迷离，令法官绞尽脑汁，令业界争
执不下，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比较中美方法专利间接侵权的实务现状。
一、美国的Akamai v. Limelight案
（一）案件事实
传统技术中，网页的所有内容（包括HTML基础文件和各种嵌入式对象）都存放在
内容提供商（即网站）的本地服务器上，本地服务器响应用户访问请求而传输网页内容，
一旦访问量过大，网站响应速度就会变得非常缓慢。为解决该问题，涉案专利将网页的
HTML基础文件仍存放在内容提供商的服务器上，但将一部分嵌入式对象存放在CDN提
供商的ghost服务器上，CDN提供商拥有很多分布于不同区域的ghost服务器。CDN提供
商可以根据用户的位置和当前网络流量状况选择一个合适的ghost服务器做出响应。这样
可以降低内容提供商的处理负担，而且用户也可以快速地得到所期望网页的全部内容。
原告Akamai和被告Limelight是两家存在竞争关系的CDN提供商，它们均为内容提
供商提供服务。2006年6月，Akamai指控Limelight专利侵权，其专利权利要求34的第二
步是让内容提供商标记（tagging）嵌入式对象，CDN提供商据此将标记的对象复制到其
ghost服务器上。比对权利要求34的技术特征和Limelight的行为可知，第二步不是
Limelight执行的，而是其客户（即内容提供商）执行的。因此，Limelight自身的行为不
满足全面覆盖原则，但从文件传输的全过程来看，Limelight执行的步骤加上其客户执行
的步骤满足全面覆盖原则，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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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观点
2008年，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专利的tagging步骤是Limelight的客户执行的，而不是
Limelight执行的。一审法院援引 BMC Resources v. Paymentech案 1 和Muniauction v.
Thomson案2后认为，Akamai也没有证据证明Limelight“指使或控制（direct or control）”
其客户执行了上述tagging步骤，故判定Limelight不构成侵权。
2010年，CAFC在BMC Resources v. Paymentech案和Muniauction v. Thomson案的基
础上进一步明确：只有在执行全部方法步骤的被控侵权者和其他行为人之间为代理关系
或者一方执行方法步骤是对另一方履行合同义务时，才存在共同侵权。CAFC判决认为，
Limelight及其客户之间不是代理关系，客户执行tagging步骤也不是对Limelight履行合同
义务。据此认定Akamai没有充分证据表明Limelight的客户执行tagging步骤应归咎于
Limelight，故维持一审判决。
2012年，剧情出现了翻转，CAFC对Akamai v. Limelight案和McKesson v. Epic案合
并进行了全席再审，最终以6比5的微弱优势推翻了之前的结论。多数派意见认为，在方
法权利要求的全部步骤由多方执行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任何一方单独构成直接侵权，但
如果有一方促使或鼓励他人侵权，仍需承担诱导侵权责任。多数派意见认为Limelight
构成诱导侵权，理由是：（1）Limelight明知Akamai的专利，（2）涉案专利中只有一个
步骤不是Limelight执行的，（3）但该步骤是Limelight诱导其客户执行的，并且（4）其
客户确实执行了该步骤。3

1

判决要点：侵权应以被告“指使或控制”另一方为条件，独立平等的合作不构成侵权。

2

判决要点：“指使或控制”必须达到可将每一步都归咎于被告的程度（即，被告为控制者或幕后操纵者），如果

被告只是控制他人对其系统的访问并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其系统，尚不足以承担侵权责任。
3

http://www.cafc.uscourts.gov/images/stories/opinions-orders/10-12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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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CAFC的全席再审判决。最高法院判决认为：让诱
导方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必须有一方因为执行方法的所有步骤而构成直接侵权；由
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执行Akamai方法权利要求的所有步骤，因此不存在直接侵权；没有
直接侵权，也就谈不上诱导侵权。1
2015年8月，CAFC做出第二次全席判决，这次扩大适用了直接侵权的适用范围，把
原有的“指使或控制”规则扩展为：被告为他人执行专利方法的步骤收受好处或参与活
动提供条件，并确定其执行方式或时机2。由此认定Limelight构成直接侵权。3
（三）小结
由Akamai v. Limelight案的曲折历史可知，美国最高法院坚持间接侵权（包括诱导
侵权和帮助侵权）应以直接侵权为前提。至于直接侵权判定的具体规则，CAFC可以设
计和调整。就目前来看，采用的是标准的单一主体规则（single party rule）或者修正的
单一主体规则：被告单独实施权利要求的全部特征；或者，被告虽然只是实施了一部分
特征，但对其他行为人实施剩余特征具有足够的控制或指使而应归咎于他。其中对于多
主体实施的情形，只有在满足直接侵权的基础上，才能追究间接侵权者的诱导或帮助侵
权责任。因此，CAFC在2015年的判决中扩充了“指使或控制”的具体规则，由此扩大
了直接侵权的适用范围。
二、中国的西电捷通v.索尼案
（一）案件事实
涉案专利涉及WAPI功能，需要MT（移动终端）、AP（接入点）、AS（认证服务
器）三者的共同参与方可实施，缺一不可，示意图如下：

1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3pdf/12-786_664d.pdf

2

Liability under §271(a) can also be found when an alleged infringer conditions participation in an activity or receipt of a

benefit upon performance of a step or steps of a patented method and establishes the manner or timing of that performance
3

http://www.cafc.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opinions-orders/9-1372.Opinion.8-11-2015.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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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1如下：
1、一种无线局域网移动设备安全接入及数据保密通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接入
认证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移动终端MT将移动终端MT的证书发往无线接入点AP提出接入认证请求；
步骤二，无线接入点AP将移动终端MT证书与无线接入点AP证书发往认证服务器AS
提出证书认证请求；
步骤三，认证服务器AS对无线接入点AP以及移动终端MT的证书进行认证；
步骤四，认证服务器AS将对无线接入点AP的认证结果以及将对移动终端MT的认证结
果通过证书认证响应发给无线接入点AP，执行步骤五；若移动终端MT认证未通过，无线
接入点AP拒绝移动终端MT接入；
步骤五，无线接入点AP将无线接入点AP证书认证结果以及移动终端MT证书认证结果
通过接入认证响应返回给移动终端MT；
步骤六，移动终端MT对接收到的无线接入点AP证书认证结果进行判断；若无线接入
点AP认证通过，执行步骤七；否则，移动终端MT拒绝登录至无线接入点AP；
步骤七，移动终端MT与无线接入点AP之间的接入认证过程完成，双方开始进行通信。
可以看出，这是牵涉多个主体的系统级权利要求（system level claim），MT执行三
个步骤，AP、AS各执行两个步骤。被告索尼只制造MT，MT出厂前的设计和测试阶段
所使用的AP和AS系由原告西电捷通销售，至于MT售出后是否与AP和AS互动、与哪家
企业生产的AP和AS互动，被告无法掌控，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主张被
告制造、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为他人实施涉案专利提供了帮
助，构成帮助侵权。
（二）法院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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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认为：一般而言，间接侵权行为应以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前提。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专利权人应该证明有另一主体实际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而仅需证明被控
侵权产品的用户按照产品的默认方式使用产品将全面覆盖专利权的技术特征即可，至于
该用户是否要承担侵权责任，与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无关。被告明知被控侵权产品中内
置有WAPI功能模块组合，且该组合系专门用于实施涉案专利的设备，未经原告许可，
为生产经营目的将该产品提供给他人实施涉案专利的行为，已经构成帮助侵权行为。一
审判决创设了帮助侵权的新规则：原告仅需证明被控侵权产品的用户按照产品的预设方
式使用产品将全面覆盖专利权的技术特征即可。1
对于帮助侵权问题，二审判决认为构成帮助侵权需以直接侵犯专利权行为的存在为
前提。但认为在特殊情况下，由于直接实施行为不构成侵犯专利权，如果不能判令“间
接侵权”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则相当一部分通信、软件使用方法专利不能获得法律有
效或充分保护，不利于鼓励科技创新及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不过，二审法院非常谨慎
地指出，直接实施人不侵犯专利权而由“间接侵权”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属于例外情况，
应当符合下列要件：1、行为人明知有关产品系专门用于实施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原材
料、中间产品、零部件或设备等专用产品，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向直接
实施人提供该专用产品；2、该专用产品对涉案专利技术方案具有“实质性”作用，即
原材料、中间产品、零部件或设备等有关产品对实现涉案专利技术方案而言，不但不可
或缺，而其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而不是任何细小的、占据很次要地位的产品；3、该
专用产品不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即原材料、中间产品、零部件或设备等有关产
品并非通用产品或常用产品，除用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外无其他合理的经济和商业用
途；4、有证据证明存在直接实施人且该实施人属于“非生产经营目的”的个人或《专
利法》第六十九条第三、四、五项的情形。除第三个要件应当由“间接侵权”行为人承
担举证责任外，其他要件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专利权人承担。2
二审法院认定被诉侵权产品中硬件和软件结合的WAPI功能模块组合在实施涉案专
利之外，并无其他实质性用途，故应该被认定为专门用于实施涉案专利的设备。但却认
为，涉案专利系典型的“多主体实施”的方法专利，该技术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多个
主体参与，多个主体共同或交互作用方可完整实施专利技术方案，而索尼中国公司仅提
供内置WAPI功能模块的移动终端，并未提供AP和AS两个设备，移动终端MT与无线接
入点AP及认证服务器AS系三元对等安全架构，移动终端MT与无线接入点AP及认证服
务器AS交互使用才可以实施涉案专利。因此，本案中，包括个人用户在内的任何实施

1

（2015）京知民初字第1194号。

2

（2017）京民终4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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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不能独自完整实施涉案专利。同时，也不存在单一行为人指导或控制其他行为人的
实施行为，或多个行为人共同协调实施涉案专利的情形。因此，在没有直接实施人的前
提下，仅认定其中一个部件的提供者构成帮助侵权，不符合上述帮助侵权的构成要件，
而且也过分扩大对权利人的保护，不当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三）小结
由上可知，一审和二审法院均承认间接侵权以直接侵权为前提存在例外。一审法院
认为如果被控侵权产品的用户按照产品的预设方式使用产品将全面覆盖专利权的技术
特征，即可认定构成间接侵权，但没有详细解释用户如何使用被控侵权产品才能全面覆
盖专利权的技术特征，只是笼统地说被告已经构成帮助侵权行为，因此存在思维跳跃和
语焉不详之处。二审法院在这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移动终端MT与无线接入点
AP及认证服务器AS系三元对等安全架构，被告仅提供内置WAPI功能模块的MT，并未
提供AP和AS，仅仅使用MT无法满足全面覆盖原则，因此不存在直接实施人，从而无法
认定帮助侵权。
关于间接侵权，二审判决的亮点至少有二：1、借鉴了美国的标准单一主体规则或
者修正的单一主体规则，即，单一行为人独自完整实施涉案专利，或者单一行为人指导
或控制其他行为人的实施行为，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多个行为人共同协调实施涉案专利
的情形；2、强调被控间接侵权产品在实施专利技术方案中的重要性，即，必须占有突
出的重要地位，而不是任何细小的、占据很次要地位的产品，二审法院虽然认可MT满
足专用产品的要求，但认为其在三元对等安全架构中并非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尚不足以
构成帮助侵权。
三、比较分析
（一）直接侵权or间接侵权
在Akamai v. Limelight案中，CAFC第一次全席判决适用了字面含义宽泛的诱导侵权
条款，在没有认定直接侵权的情况下即认定被告构成诱导侵权，但最高法院持不同意见，
认为诱导侵权的成立前提是有单一主体因为执行方法的所有步骤而构成直接侵权，如果
没有直接侵权，就不存在诱导侵权。CAFC第二次全席判决丰富了原有的“指使或控制”
规则，从而扩大了直接侵权的适用范围。在此过程中，美国法院强化了诱导侵权和帮助
侵权必须以直接侵权为前提的理念，但直接侵权扩大化的后果是创设了两种类型的直接
侵权：狭义的直接侵权，单一主体的行为满足全面覆盖原则；广义的直接侵权，单一主
体的行为虽不完全满足全面覆盖原则，仍需为他人完成剩余步骤的行为担责。这样做虽
然把事情搞得比较复杂，但好处在于，专利侵权判定中的单一主体规则和全面覆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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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基未动摇，不过，关于“为他人执行专利方法的步骤提供条件，并确定其执行方式
或时机”，其判断仍充满不确定性，需要结合个案加以具体分析。
其实，我国也有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竞合适用的案例，例如，在廖洪云诉深圳市展
昊德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和廖洪云诉深圳市讯天宏科技有限
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中，外观设计专利产品是移动电源，被诉侵权产品则是
移动电源外壳，深圳中院认为构成引诱侵权，而广东高院则认为构成直接侵权 1，其中
一案已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程序。如果西电捷通v.索尼案也进入再审程序，最高人
民法院是否会协调两案的处理思路，在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之间做出选择，也不是没有
可能。
（二）间接侵权是否必须以直接侵权为前提
关于间接侵权是否必须以直接侵权为前提，美国最高法院的立场非常坚定。CAFC
可能感觉到在间接侵权的路上走不下去，所以后来改为扩大直接侵权的适用范围。
在我国的西电捷通v.索尼案中，一审和二审法院都对被告是否构成帮助侵权进行了
分析阐明，二者都不强求间接侵权必须以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允许特殊情况下
有例外。二审法院明确提出将侵权行为扩展为专利实施行为，只要能够再现专利的技术
方案即可，由此克服因用户不具有生产经营目的而无法认定侵权的羁绊，这样就扩大了
间接侵权的前提条件，降低了认定间接侵权的难度，对于加强专利权的保护是一个好消
息。但问题在于，专利侵权判定中的全面覆盖原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增大了对专利侵
权行为预判的不确定性，压缩了规避设计的自由空间，可能导致存在明显撰写缺陷的专
利得到保护，这样偏袒专利权人的作法不利于引导业界提高专利撰写质量。
笔者理解，美国专利法第271条不要求生产经营目的，而我国专利法第11条却有这
样的要求，立法技术上的此种差异导致我国法院在面临间接侵权问题时只能戴着镣铐跳
舞，因此最根本的解决方案还是在立法层面进行修改，以解除间接侵权的镣铐。
（三）对重要性和比例的考虑
美国的帮助侵权条款要求帮助侵权者提供的组件构成专利的主要部分 2，从而把帮
助侵权者限缩为完成侵权主要工作、但把最后一击的任务交给直接实施者的主犯，这样
可以避免伤及无辜。

1

深圳中院(2014)深中法知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广东高院(201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773号民事判决书。深圳中院

(2014)深中法知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广东高院(201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774号民事判决书。
2

美国专利法271(c)，constituting a material part of the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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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电捷通v.索尼案中，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包含七个步骤，被告的产品只执行三
个步骤，从比例上看，被告似乎不是主犯，而是处于从犯的地位。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帮
助侵权者提供的专用产品在实施专利技术方案中的重要性或比例，这可能会把帮助侵权
变成一个大口袋，导致一些在侵权活动中处于配角地位的主体被卷入诉讼并承担责任。
二审法院对此进行了纠正，认为被控侵权产品在三元对等安全架构中并非居于主导地
位，不足以体现专利的最实质部分，AP和AS也不是无关紧要的部件，因此被告不构成
帮助侵权。
四、展望未来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现在试图向直接侵权注入吸星大法，把以前间接侵
权无法妥善解决的一些问题吸纳到其中。此外，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Westerngeco
v. ION案中甚至允许将域外利润损失纳入专利侵权损害赔偿1，该案对美国专利侵权领域
域外行为的适用产生了如下的影响：域内或域外专利实施行为是否构成专利侵权，以及
域外的利润损失是否可以依据美国专利法得到赔偿。同时，由于美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目前依然明显，特别是，涉及电子产品公司在内的许多企业出于降低成本和供应链的考
虑选择其他国家作为产品的制造地或服务的运营地，这使得美国在争议解决中会越来越
多地考虑域外的行为。据此不难预测，对于部分行为发生在域外的情形，美国完全有可
能通过扩大使用直接侵权的“指使或控制”规则，对云计算的跨境行为加以规制。
相比之下，我国专利法中没有长臂管辖的传统，对云计算的跨境行为基本上无能为
力。如果域外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国内被告指使或控制的实施行为，或者，如果权利要
求中的一些特征可以被认定为使用环境特征，或许可以解决一些间接侵权问题，当然，
这需要司法政策的鼓励和法官突破传统的勇气。
综上可见，对于被告只实施方法专利部分步骤的情形，中美都试图在政策和价值层
面予以规制，但二者遵循的路径并不相同，都没有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条条大路通罗
马，孰优孰劣，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作者：宋献涛、刘良勇、方春晖，2018年7月2日首发于知产力）

1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7pdf/16-1011_6j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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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攻近剿，攘外安内：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政策

近年来，美国频频利用其手中的知识产权王牌，对我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对我国
企业发起调查或贸易制裁，压榨我国出口型企业的生存空间，确保美国企业坐稳国际贸
易链条的上游地位并获取高额利润。今年中美贸易战初期两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谈判，
网上流传的美方“条件清单”中有一章专门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占总篇幅的四分之一，
足见美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
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政策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远攻近剿，攘外安内。所谓
近剿和安内，体现为美国对其国内市场的保护，主要运用337条款，这已经成为美国企
业打击进口商和竞争对手的贸易壁垒；所谓远攻和攘外，体现为美国利用其优势地位对
国际市场施加压力，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主要运用301条款。
这两个条款内外结合运用，杀伤力极大。
337条款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可以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款及相关修正案，
对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及进口贸易中的其他不公平竞争行政展开调查。无
论申请人是否为美国企业（公民），只要认为进口产品侵犯了其在美国的知识产权，并
能够证明美国国内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相应的产业，即可申请ITC发起调查。ITC调查
后若认定侵权成立，可颁发有限排除令（Limited Exclusion Order）或普遍排除令（General
Exclusion Order），将侵权产品拒于美利坚国门之外，此外还可颁发制止令（Cease and
Desist Order），要求美国境内的批发商或零售商停售侵权产品。
一、337调查程序
337调查是一项准司法程序，由一名行政法官主审，基本程序如下：
1、立案申请。337调查一般由当事人向ITC申请发起，ITC也可依职权发起。
2、立案调查。ITC收到申请后，一般在30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的，在公告
的同时将诉状副本和立案通知送达被告及其驻美使馆。
3、被告答辩。被告应当在收到诉状后20日内答辩。未按期答辩的，ITC可缺席判决，
认定起诉理由成立。
4、行政法官初裁。337调查涉及复杂的证据开示和开庭审理，可能持续一年左右，
行政法官审理后对被告是否违反337条款做出初裁。
5、ITC复审和终裁。ITC可以主动或应当事人的申请对初裁进行复审，之后做出最
终裁定，并发布救济措施。
46

6、总统审查。ITC认定侵权成立的，将最终裁定和救济措施进行公告，同时将公告
的副本交总统审查。如果总统在60日内未否决或表明其支持ITC裁定，ITC的裁定即成
为终局裁决。
7、司法审查。当事人不服ITC最终裁定的，可以在生效后60日内向美国联邦巡回上
诉法院请求司法审查。
337调查通常会持续12至16个月，案情复杂时可能持续18个月，对被告来说时间非
常紧张。企业一旦面临337调查，就将付出高昂的应诉成本，并有可能被直接排挤出美
国市场。
二、337调查的应对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337调查最大的受害国，华为、中兴、联想等国内标杆企业无
一幸免。虽然中兴、华为曾尝胜绩，但国内企业普遍兵败如山倒，表现出知识产权风险
意识淡薄、知识产权储备不足、对337调查不重视或不得法、内外部支持不力等问题。
因此，笔者建议出口型企业做好如下功课：
1、出口前的预警工作
（1）强化知识产权意识，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增强知识产权积累，以便在被诉时
拥有反诉的武器或在谈判时拥有交叉许可的筹码。例如，中兴在337调查中豪取五连胜，
其在美国强大的专利储备发挥了关键作用；骑客的平衡车在美国遭遇337调查时，拿起
其专利武器奋起反攻对手，最终赢得胜利。
（2）在合同起草和审核中把控风险。例如，在接受委托加工对美出口产品的订单
时，在委托加工合同中加入知识产权侵权的免责条款，约定由委托方承担侵权责任，或
者与进口商达成协议，约定由进口商承担侵权责任。
（3）在产品上市或出口前了解美国相关行业的专利诉讼和337调查情况，预判大洋
彼岸可能面临的敌人，委托专业的律师事务所进行FTO（自由实施，Freedom to Operate）
尽职调查，排除侵权的可能性。最好委托律师事务所出具不侵权法律意见书，避免在美
国因故意侵权而承担三倍赔偿的严重后果。
（4）如发现有可能侵犯美国专利权，不可心存侥幸，应及时对产品进行规避设计
（design around）。如有核心专利无法绕开，应提前做好无效该专利的准备，或考虑获
取专利许可。
2、调查中要积极应诉、抱团作战
（1）积极应诉，维护合法权益。我国企业在337调查中的败诉率约为60%，远高于
世界平均值26%，主要原因是很多企业采取了鸵鸟政策，放弃应诉。该统计数字也说明，
337调查中起诉方远非胜券在握，其中大不乏动机不良的专利流氓和碰瓷者。被告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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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应诉，ITC可以缺席判决；如果积极应诉，至少可以获得谈判的筹码，甚至取得胜
诉结果。例如，在2016年对平衡车发起的337调查中，我国多数企业放弃应诉，而在积
极应诉的八家企业中，有七家最终被判“不构成侵权”。在一起337调查中，骑客甚至
主动要求加入被告名单，以防ITC颁发普遍排除令，伤害自身利益，最终取得了有利的
结果。由此可见，主动放弃美国市场或放弃应诉并非上策，积极应诉才是正道。事实上，
在337调查中，被告并非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完全可以挑战专利的有效性1，也可
以提出各种不侵权抗辩理由，如现有技术抗辩、先用权抗辩、不等同抗辩、禁止反悔等。
（2）组建专门的应诉团队，制定严密的作战计划。337调查涉及专业性和技术性很
强的内容，如果决定应诉，被诉企业应迅速从内部选调熟悉相关产品技术并具有决策权
的人员，与外部律师组建专门的应诉团队，制定严密的作战计划，定期开例会，随时开
小会，密切配合，扎实推进案件。现在不少中国律所可以处理涉外业务，有的律师曾在
美国留学或在美国律所工作过，对337调查及相关的美国法律有一定的了解。笔者建议
应诉企业寻找一家合适的中国律所，由其协助选择合作的美国律所代理案件并协调与美
国律师的沟通。此外，有很多实体内容，例如，无效程序中对比文件的检索、新颖性和
创造性分析，侵权判定中等同原则的适用和各种抗辩手段的运用，工作量巨大，但中美
差别不大，可以先由中国律师进行分析，再由美国律师进行审核，这样可以降低费用。
（3）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的组织协调作用，联合被诉企业抱团作战，共享信息，
整合资源，形成统一的应诉策略，共同与原告抗衡。337调查往往同时针对一个行业中
生产同类产品的许多家中国企业，因此，被诉企业应摒弃嫌隙，一致对敌。此外，可以
分担应诉工作和分摊应诉费用，使单个企业的应诉负担降低。例如，在ITC针对打火机
的337调查中，温州的烟具商会就起到了重要的粘合作用。
3、败诉后要知耻后勇、励精图治
即使被认定侵权，也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被告可以根据ITC的侵权认定，重新设计
产品，绕过专利。如果实在无法绕过，可以从原告那里获得专利许可或者与原告成立合
资企业，在中国制造产品。在制造过程中寻求创新，围绕基础专利申请外围专利，赢得
咸鱼翻身的机会。这是日本企业早年走过的专利之路，值得我国企业学习借鉴。
301条款
301条款原指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条。目前的301条款基于1988年美国《贸
易与竞争综合法》，其第一次将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捆绑在一起，提出以惩罚性的
贸易报复作为严惩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1989年美国更进一步，其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单方面发布特别301报告，并对有些国家展开调查，然后要么通过谈判迫使该
1

最近三年IPR程序中专利被无效的比例超过70%。
48

国修正其政策，要么对该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如增设投资壁垒、取消免税待遇、施加
惩罚性关税等。301条款已然成为美国撬开他国市场大门的进攻性武器。
一、特别301报告
自1989年至今，美国已发布了30份特别301报告，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以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主。报告的内容一般包括：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取得的进
展，WTO争端解决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部分，贸易伙伴国的采购和市场准入，贸易伙
伴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国别评估名单，等。
特别301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美国出口产品及倚重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企业在国
外市场的利益，一旦美国认为某国的法律、法规和贸易政策对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不力，损害美国权利人的利益，就会以征收高额关税和限制进口相威胁，迫使该国接受
美国认可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修改其法律、法规和贸易政策，充分保护进入其国内市
场的美国权利人的利益。
二、301调查程序
1、发起调查。301调查可由利害关系人申请发起，也可由USTR自行发起。
2、磋商。无论是利害关系人申请发起，还是USTR自行发起，USTR均可在301调查
过程中代表美国，与有关国家就有关事宜展开磋商。
3、调查裁定。调查结束后，USTR裁定贸易协定下的美国权利是否被剥夺，或是否
存在否定美国权利的法律、政策或做法，并裁定采取何种制裁措施。
4、制裁措施的实施。USTR在裁定作出后30日内实施制裁措施。在涉及知识产权的
调查案中，制裁措施一般不得延期，即使在特殊情况下推迟，也不得超过90天。
5、制裁措施的修正、终止及复审。USTR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修正或终止有关的制
裁措施。在制裁措施终止后，如果收到延续或重启制裁措施的请求，USTR应当开展复
审。
三、应对策略
301调查更多是中美两国政府层面的博弈，我国政府可采取以下对策：
1、争取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
中美均为WTO成员国，故在处理政府间贸易争端时，我国应上诉至WTO，充分利
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对美国301调查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抗辩我国的政策和做法并
不违反WTO的规则。
2、有针对性地采取反制措施
应当从美国对他国和中国的多次调查和谈判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可采取相应的反制
措施，考虑反调查或使用替代进口等，向美国施加压力。例如，可以对美国进口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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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鸡禽、牛肉等）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也可以在医疗、旅游、航运等行业进行必
要的贸易限制，限制去美国旅游的人数，等等。
3、完善修法立法，加大执法力度
修法立法是我国通常采取的应对之策，一方面源于外部压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内
在需求。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对中国多次发起301调查，两国多次签订关于知识产
权保护的备忘录，中国先后修订了《专利法》《商标法》，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进一步完善了众多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法律与制度。今年
中美联合声明中我国也承诺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除了
通过修法来避免与WTO规则冲突或不够协调，还应当结合国情加强保护性立法，如反
倾销、反补贴等。此外，要加大执法力度，尤其是对假冒、盗版等侵权行为，营造良好
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4、加强行业协会和商会建设
美国的行业协会在贸易战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大部分301调查都是由它们提
出申诉的。这一方面说明行业协会和商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求我国在法律和体制
上确立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地位，赋予其一定的权利和职责。由协会和商会代表企业、产
业的利益，发布指引性信息，搜集相关资料、数据和证据，向政府提供建议、提出申诉，
再由政府权衡如何保护我国企业和产业的合法权益。
5、提升市场开放度，提高企业创新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我国应进一步提升市场开放程度，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
促进市场多元化发展。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应配合出台适度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
引导企业研发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改进专利质量，提升品牌价值，实现从全球贸
易链条下游到上游的跃升。
当然，在301调查中，企业也不可置身事外，因为301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是要由企业
埋单。企业不仅要密切关注自身所涉及产业领域内的301调查动态，更应未雨绸缪，做
好知识产权布局、预警、文档和邮件管理等工作。此外，加强与政府、行业协会的合作
与沟通，从企业自身实际出发，根据301谈判的需要，整理材料，搜集证据，反映情况，
表达诉求，为两国政府磋商提供有力的事实依据，助力我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为企业争
取更多利益。
结语
中美两国经济交往密切，很容易发生贸易摩擦，美国惯动辄以知识产权为由发起301
调查或337调查，向我国政府和企业发难，以巩固美国在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领域中的
霸主地位，保护美国企业利益，强化其贸易竞争优势。我国企业要想顺利开展对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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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全方面增强创新实力、加强知识产权布局、提高知识产权管理运用能力，实现“中
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的转变。
（作者：宋献涛，2018年6月首发于《德和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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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必要专利制度下衍生的三种经济法律生态

国内某大型企业，提出公司的经营方针是：从技术到专利，从专利到标准。这反映
了公司在市场求生存发展过程中不断谋求食物链上端地位的策略；2018年3月，美国总
统签署命令阻止博通收购高通，原因是担心削弱美国在移动通信方面的领先地位；美国
国会很多议员对通信5G标准方面中国公司的领先表示关注。看来在争夺标准的制高点
的竞技场上，政府已经不再坐在旁观席上，而是挽起袖子直接下场了。
各种标准在全球的推行，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
时，成为标准的一部分也是众多公司梦寐以求的事情。标准既极大地对市场需求进行了
简化和集中，也是对市场供应的重新安排，它所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与此同时，标准
必要专利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热点。专利具有法定的垄断性，当它和标准结
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市场势力和涉及的经济利益都可能是难以估量的。
标准必要专利制度出现后，由于其代表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围绕着这些利益衍生出
一些特殊“经济生态”，本文拟就此作简要分析。
一、标准：现代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标准被称为“驱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发动机之一”，它为不同产品协同工作提供平台，
使得产品价格更为低廉，标准还可以促进创新、提升效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标
准化使得消费者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制造商生产的标准化产品，并且降低了购
买后发生的由不同技术之间的竞争而导致的技术淘汰。消费者也可以享受由标准化带来
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减少切换使用的成本。一类最为重要的标准是接口标准（或称互
操作性标准），它们使得不同制造商生产的产品可以协同工作。尤其在网络效应的市场
中（比如电话或是电子邮件系统），用户越多，每一个单独的用户越会获益，则标准产
生更多的需求。如果没有接口标准，不可能有今天繁多的通讯技术：笔记本电脑、个人
电子助手、手机等等。
标准之所以成为“驱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发动机”，与近几十年来数字化技术突飞猛
进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数字化技术是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
的飞快发展，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基础技术比如芯片制造技术、无线通信技术也日新月异
地发展起来。这三项技术及它们间的相互配合构成了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信息流动结构，
并在此基础上改造了社会单位存在的结构和物品流动的结构。从个人电脑到互联网到移
动通信到移动互联网，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相互联接性，世界变得无限扁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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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反垄断法领域经常提到的“网络效应”，就是从这样的信息流动结构中衍生出来
的。
标准是如何定义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对技术标准的定义如下：技术标准是指相关产
品或服务达到一定的安全要求或市场准入要求的技术具体实施方式或细节性技术方案
的规定文件，技术标准中的规定可以通过技术指导辅助实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指导
性功能。而欧盟委员会对标准的解释是：标准是对某一具体的物件、材料、部件、系统
或服务的要求，或者是关于某特定方法或流程的具体的描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修订草案）》对标准也作出了定义：标准是指农业、
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
推荐性标准。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布或授权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制
定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其中行业标准包括兼
容性标准与性能标准。
二、标准的制定
标准的制定有几种不同的过程。第一种是政府颁行的标准，通常针对的是产品质量、
健康和安全等恒通方面的要求，比如，规定某产品必须满足某些特征方可在市场上销售。
但政府制定标准有一些固有的问题，比如无法迅速废弃低效的标准，以及易受利益团体
的不当影响等等。
第二种称为事实上的标准制定。当一家公司垄断市场，该公司在市场的领先地位使
得其可以自行选择标准（例如计算机键盘的QWERT布局、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并
且如果该标准涉及知识产权的话，可以要求竞争对手支付许可费用。在网络效应市场中，
这种事实上的标准制定较容易出现。
第三种是行业内私有实体之间自愿一致达成的标准，这些组织被称为标准制定组织
（SSO）。SSO最核心的特点是其开放性，其标准对所有成员，并且很多情况下对组织
外部的实体开放。全世界有成百上千的SSO，以不同的规模、存在于不同的行业，他们
的正式性程度也各不相同。正式的SSO有UL（Underwriter’s Laboratory）、IEEE（国际
电工电子工程师）、NIST、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国际电信联盟（ITU）。这
些 组 织 制 定 了 数 以 千计 的 标 准 ， 比 如 说 ，仅 ETSI一 家 就 有 6505 个 标 准 ， 包 括 2G
（GSM/GPRS）、3G（UMTS）、4G（LTE）的通信标准。标准适用的范围广泛，举例
来讲，一台笔记本电脑所涉及的标准达251项之多。除上以上的专门性标准制定组织外，
公司也可以成立非正式的联盟，如互联网联盟，目的在于对标准制定获得更大的控制力
和推动其更快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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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愿合作制定标准的弊端
标准制定组织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自愿一致达成的标准对社会利益的
贡献尤为重要，其重要性体现在保护公共健康和安全，以及通过增强互通性/兼容性来
提升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在为消费者带来利益的同时，标准制定组织的成员也从中
获益。比如，公司通过把各自的技术放在一起，选择最好的方案，这样共同研发出来的
技术会比独自研发的更好。更为重要的是，标准化扩大了符合标准产品的用户群体，加
快了新技术的应用和实施，从而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
但亚当斯密说过：“同行在一起甚少是为了娱乐或消遣，他们的交谈的结果要么是
不利于公众的图谋，要么是提高价格的诡计。”大多数标准是由某个标准制定组织中不
同的生产厂家合作来建立的，而这样制定的标准有可能在整个行业应用。由于标准制定
组织中通常包括不同的竞争者，并且在制定的过程中，合作协商地制定标准取代了市场
竞争或是消费者的选择的过程。固然这一取代能够产生巨大的效率，包括减少由于全面
爆发的标准战带来的投入上的浪费等等，这种同一个行业中竞争对手一起协商的过程对
于消费者来说，无疑有着垄断密谋的意味。
另外，以合作的方式设立标准的做法还有其他风险性。比如说，在标准建立过程中，
如果将某成员的专利技术纳入标准，标准一旦建立，想要转换到该标准的不同技术或是
换到完全不同的标准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极为困难的。因此，这一专利技术的拥有者能够
得到市场支配力，并由此而可能利用这一支配力去实施“专利劫持”，以将竞争对手排
除在市场之外，或是主张比其在成为标准之前更高的许可费用。这种专利劫持还会导致
其他问题，比如，想要实施该标准者可能推迟或避免遵循这一标准化的技术，或是为了
保护自己而不会在该标准的研发和实施方面作出充分的投入。另外，因专利劫持而导致
的虚高的专利许可费用最终会以更高产品价格的形式传递到消费者身上。
四、生态之一：专利劫持及FRAND条款
1、 专利劫持

标准经常要涉及受专利权保护的技术，如果一个标准中的某项专利技术是必不可少
的，这一专利则成为该标准的必要专利。众多的标准催生了众多的标准必要专利，比如，
在ETSI项下主张的标准必要专利有155,474项之多。“必要”一词在此处有两层含义，
首先是指如果要符合某项标准的要求，就必须使用该专利技术；第二层含义由第一层衍
生而来，即如果不使用该专利技术，就无法达到该标准的要求。标准必要专利和非标准
必要专利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项外观设计专利，通常不会成为一个标准必要专利，因
为竞争对手通常可以选择另外一种设计来绕过该项外观设计。再比如，“滑动解锁”功
能，就不是一个标准必要专利，手机制造商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锁手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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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定一个标准，SSO需要从一系列备选技术中作出抉择。但等到标准制定完毕，
并且行业内各方面的主体已对相关技术进行投资时，选择的灵活性就迅速丧失。如果选
用的技术是专利技术，专利权人有可能基于不仅仅是专利本身的价值，而且加上应用者
从该技术切换到新技术需要花费的昂贵成本。此时，标准的实施被“劫持”。专利劫持
一词来源于英文中的patent hold-up。Hold -up从合同法的概念上可以理解为当出现某种
特殊的需求时，合同一方要求另一方提供额外的对价或是作出过分的让步。从专利角度
来说，某项被纳入标准之中的技术仅仅因为被选入标准之中而成为无可替代的技术，这
一技术的所有人因此有可能索取比正常情况下更高额的许可费，或是强行要求更苛刻的
授权条款。这些高额许可费用会传递到最终消费者身上，损害他们的利益。实际上，如
果存在“劫持”的可能性，仅仅这一可能性就会导致不良的后果，比如潜在投资人开始
犹豫或退出。专利劫持之所以会出现，原因在于为了遵循标准，各厂商往往要投入大量
资金进行产品研发，这些投资一旦作出，厂商们就无法将其产品转移或切换到其他技术
标准，从而在与专利权人的许可谈判中处于弱势。
2、 对专利劫持的反制：预先披露及 FRAND 原则

SSO及其成员均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承担专利劫持带来的恶名，以及因市场主体逃避
劫持可能导致的标准推行失败。为了规避专利劫持的风险，SSO要求其成员在标准确定
之前提供相关信息。有些SSO强制要求成员披露他们拥有的涉及标准的专利；很多SSO
要求成员承诺基于RAND原则向他人提供许可。也有SSO要求成员列明其将收取的许可
费的上限值。除此之外，反垄断法向来对于跟价格相关的行为持怀疑态度。这一态度通
常使SSO成员们怯于共享可能导致专利劫持的信息。
五、生态之二：“专利流氓”入侵
历史上，拥有ICT标准中的必要专利的公司通常既从事研发也从事制造。比如，在
GSM（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标准涉及的必要专利，很少有专利权人收取许可费。但本
世纪以来，关于专利的战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公司寻求收取与标准有关的
专利许可费用。FRAND承诺的要求在维持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利益的平衡方面起到了
很大作用。但最近十年，出现的新的业务模式，在ICT这一领域，出现了滥用标准带来
的市场势力的情况。有些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收购标准必要专利以牟取高额的许可
费用。这些自己不生产产品或是提供服务的公司被称为NPE。他们并不致力于产品研发
或创新，而是坐取某一行业一旦被某一标准锁定，就开始征收高额的专利许可费用。
他们能够这样做有一系列原因：通常他们并非SSO的成员，因此也未作出FRAND
承诺。他们的专利技术通常是从处于账务困境中的公司处收购而来，而这些公司认为这
些专利技术他们已经用不上了。另外，与传统的必要专利所有人不同，后者通常介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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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制定过程。而他们不必介入，只是购买技术。他们最大的优势，其实在于他们并不
制造产品或是提供服务，因此不需要同别人的专利交叉授权。他们可以寻求对使用其专
利者的禁令保护，而不必担心对方还治以其道。
当研发与制造道别，技术与工厂分手，出现NPE是必然的趋势。市场中的成员们从
以前的每家都有自己的技术、并且制造自己的产品，分裂为有的仍然是既有技术又有产
品，有的是只会制造（即OEM厂家，当然有些OEM也开始自己的技术研发），有的是
只有技术。当制造业的绝大部分领域已经沦为没有过高技术门槛的业务时，那些只拥有
技术，并且既不用向别人买产品也不用向别人买技术的公司无形中拥有了谈判的优势地
位。而技术许可的经营方式比起传统的制造业来说盈利的速度和幅度都远远超过了后
者。所以这种公司的盈利模式一旦成立，他们就必然会努力实现自己利润的最大化。在
这种努力的过程中，在步履蹒跚挣扎于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游戏的传统制造业看来，
那些NPE们是否会成为一个流氓就仅仅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了。
六、生态之三：“假冒”标准必要专利
如前文所述，仅以ETSI为例，在其项下主张的标准必要专利有近20万项之多，可谓
多如牛毛。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如此庞大，而标准制定组织并不承担对每项专利进行确认
的责任，这无疑为有意浑水摸鱼者提供了空间。当然，要想在标准必要专利的平台上施
展偷天换日的手段，并不是一般的公司能够做得到的。事实证明，正是一些在行业里最
有实力的公司，往往在冠冕堂皇之下“假冒”标准必要专利。当然，客观地讲，专利技
术特征的比对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并且标准自身的技术内容也往往比较复杂，不可否认，
公司在主张自己的标准必要专利时，会走比较保险的路线，尽量把有可能成为标准必要
专利的技术全部提交上去，宁滥勿缺。
根据Cyber Creative Institute的一项统计，在各大公司向ETSI主张的标准必要专利中，
仅有56%左右是真正的标准必要专利。
下图显示了几家著名的通信技术公司向LTE主张的标准必要专利中，真正的标准必
要专利所在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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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摩托罗拉公司申报的专利中，只有37%为真正的标准必要专利。两家中
国公司，华为是48%，与三星的49%水平接近；中兴是88%，是比例最高的。
由于标准制定组织（SSO）不对专利的必要性进行确认，很多情况下，这种“假冒”
标准必要专利最终要通过诉讼来决定其地位。
（作者：方春晖、任力，2018年6月首发于《德和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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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专利如何适用间接侵权？

我国专利法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于一体，然而，这样的三合一模式并未实
现和谐完美的共处。究其原因，发明和实用新型具有内在的技术性要求，而外观设计关
注外在的表象美感，二者旨趣有别，规则殊异。发明和实用新型保护的客体是技术方案，
是通过权利要求的抽象文字表现出来的技术特征之有机组合，外观设计保护的客体是设
计方案，是通过外观图示的诸多设计特征展现出来的整体视觉印象，这种本质差异导致
发明与实用新型的很多理论和规则难以直接适用于外观设计，间接侵权即为一例。
间接侵权，意在何方？
外观设计专利是否适用间接侵权？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考察间接侵权的引入缘
由和背景。
众所周知，在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的侵权判定中，首先要根据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
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即明确其边界在哪里，然后判断被诉侵权方案是否落入其边界
所圈定的保护范围：如果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全部再现于被诉侵权方案中，则被诉
侵权方案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否则不落入保护范围，自然谈不上侵权。国外称之为
all elements rule，我国称之为全面覆盖原则或全部技术特征原则或全要件原则，这是侵
权判定的基本原则1，可以防止专利权的肆意扩张，但同时也给无良侵权者制造了钻空
子的机会。在此情况下，由于专利法对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有完整性的要求，使
得权利要求须记载所有必要技术特征2。因此，为了防止精明的投机者通过分工合作各
自实施权利要求所记载的部分必要技术特征的方式攫取专利的实质贡献，间接侵权应运
而生。国外的案例表明，间接侵权最初出现在发明领域，后来在加强专利权保护的大潮
涌动下，范围不断扩张，大有涵盖专利各领域之态势。
虽然国内外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并未明确限定间接侵权仅仅适用于发明和实用新型
3

，但我国的实践司法者却在精心雕琢的话语中透露出这样的理解。例如，在2018年7月

9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陶凯元副院长在讲话
中强调，“专利领域中的帮助侵权以被帮助者利用侵权专用品实施了覆盖专利权利要求
全部技术特征的行为为条件。”由于在专利法意义上冠以“技术”一词的专利，通常是
指发明或实用新型；而对于外观设计，通常冠以“设计”一词4。因此，陶凯元副院长
1

规定于2009年专利司法解释第7条。

2

规定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0条第2款。

3

美国专利法第271条，中国2016年专利司法解释二第21条。

4

专利法第2、23、27、6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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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述讲话显然将帮助侵权（间接侵权的一种形态，另一种形态为诱导侵权或教唆侵权）
的使用环境设定为发明和实用新型，因为外观设计没有权利要求，更没有技术特征。再
例如，北京市高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2017）》第119-122条分别规定了两种帮助侵
权行为和两种教唆侵权行为，第119和121条明确出现了“技术方案”的字眼，第122条
明确使用了“涉案技术”的表述，这些是发明和实用新型特有的词语，外观设计不能被
称为技术方案，也不能被称为涉案技术。广东省高院的资深知识产权法官欧丽华在审结
一件外观设计间接侵权案件后撰文总结，“间接侵权制度本身是对专利权人垄断利益与
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衡平的结果，是对全面覆盖原则的突破”。1
以上表明，间接侵权可以把握技术方案的真谛和克服全面覆盖原则的僵硬，在实务
中主要被理解为用于强化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
产品类别是窗户纸还是鸿沟？
虽然与发明和实用新型一起生长在专利法的屋檐下，但外观设计指向的不是技术方
案，也不是通过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来表现，其侵权判定坚持的不是全面覆盖原则，
而是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在很长时间里，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均采用混
淆论作为判断标准。2 即便现在抛弃了混淆论，最高人民法院仍坚持以产品类别作为侵
权比对的前提3，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坚持以产品类别作为确权比对的前提4。在目前涉及
外观设计专利间接侵权的三个案例中，产品类别不同均是争议焦点和审理难点。
在“汽车轮胎”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中，原告的外观设计专利名称为“汽车轮
胎”，被诉侵权产品为胎面胶。对此，郑州市中院认为两者用途不同，不属于相同种类
产品也不属于相近种类产品，故被诉侵权胎面胶产品未落入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
围5。但河南省高院认为两者构成近似产品，J152型号胎面胶的外观与株式会社普利司
通专利产品的外观基本相同，落入了株式会社普利司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河
南省高院特别指出，胎面胶系轮胎最外层的部件，完整的包括着轮胎胎体，其功能仅限
1

欧丽华：《产品外壳对产品外观设计专利权是构成“间接侵权”还是“直接侵权”的判断》，知产力2016年9月27

日。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会议纪要稿》（2003年10月）第24条第1款规定：“人

民法院在判断近似外观设计时，应当以一般消费者施以一般注意力是否容易混淆为准。” 2001年版《审查指南》在
第四部分第五章第5节“判断原则”中明确了混淆标准的地位：如果一般消费者在试图购买被比外观设计产品时，在
只能凭其购买和使用所留印象而不能见到被比外观设计的情况下，会将在先设计误认为是被比外观设计，即产生混
同，则被比外观设计与在先设计相同或者与在先设计相近似；否则，两者既不相同，也不相近似。
3

2009年专利司法解释第8条要求被控侵权产品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

4

《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第5.1节（标题为“判断基准”）中要求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属于相同或者相近

种类的产品外观设计，第6节（标题为“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审查”）多次强调比较的对象是涉案专利与
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
5

(2011)郑民三初字第134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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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产轮胎，其与轮胎胎体粘合形成了轮胎，因此胎面胶是生产轮胎的关键部件，胎面
胶的外观也直接决定了轮胎的外观。河南省高院在此基础上认为，本案中株式会社普利
司通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主要内容是胎面胶的花纹，因此胎面胶与株式会社普利司通的专
利产品轮胎构成近似产品，故归入直接侵权。1
在“移动电源”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涉案专利的产品为“移动电源”，而
被诉侵权产品为移动电源外壳。深圳市中院经比对后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移动电源外壳
的外观设计与涉案专利设计相同，且被诉侵权产品移动电源外壳在配合其他零部件完成
组装后所形成的产品为移动电源，与涉案专利产品种类相同，被诉侵权产品移动电源外
壳在配合其他零部件完成组装后，该移动电源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由此认
定被告制造、销售的移动电源外壳是移动电源产品的专用零部件，故构成引诱侵权2。
广东省高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并不符合“教唆（引诱）侵权”中引诱者行为的特征，但认
为，一个完整的产品与构成该产品的零部件之间属于相近种类的产品，可以直接就两者
的外观设计进行比较，是否相同或相近似以比较的结果而定。经比对，被诉侵权移动电
源外壳与本案专利的外观设计并无差异，构成相同的外观设计，落入本案专利的保护范
围，已经构成直接侵权。3
在“带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涉案专利名称为“带图
形用户界面的电脑”，视图中所显示的产品为电脑，原告认为被告开发并提供给用户下
载的“江民优化专家”软件属于“包含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
被诉侵权软件不属于外观设计产品的范畴，相应地，其与涉案专利的电脑产品不可能构
成相同或相近种类的产品，据此，即便被诉侵权软件的用户界面与涉案专利的用户界面
相同或相近似，被诉侵权软件亦未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4
在前两个案例中，河南省高院和广东省高院均认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并不导致二
者类别不同，应对被诉侵权产品和涉案专利的外观设计进行比较分析，如果没有差异，
则可认定直接侵权，而无需绕道间接侵权。在第三个案例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持保守
意见，认为产品类别相同或相近是比对的前提，软件和电脑不属于相同或相近类别，故
不可比。
可见，产品类别差异是可大可小的问题，如果将其视为一捅就破的窗户纸，很多原
本牵涉间接侵权的问题可以纳入直接侵权框架下解决，如果将其视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1

(2014)豫法知民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2

(2014)深中法知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

3

(201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773号民事判决书。

4

（2016）京73民初字第276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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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付诸间接侵权，也未必能真正解决问题，正如上述第三个案例中所反映的那样，法
院还会纠结于间接侵权是否以直接侵权为前提。
外观设计专利如何适用间接侵权？
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判定采用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比全面覆盖原则明显灵活和
充满弹性，因此，对于省略个别特征的规避行为，实务中并未引入间接侵权，而是将涉
案专利和被诉侵权产品直接进行比对，以比对结果判定是否构成侵权。例如，江苏省高
院在“楼梯护栏花”案中认定涉案外观设计专利上下轴的两端柱头有节状突起，而被诉
侵权设计则没有，但认为以一般消费者的普通注意力而言，这属于不影响整体视觉效果
的细微差异1。江苏省高院在“烧烤炉折叠架”案中认为，被诉设计缺少涉案专利四个
支腿中间的横向连接杆，属于有和无之间的差异，对一般消费者而言，已属于更为关注
的各部分的具体设计变化，故两者在整体视觉效果上产生实质性差异，不能认定为近似。
2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间接侵权主要覆盖以下三种情形：1、实施涉案专利的关键
专用产品；2、为他人实施专利提供场所、仓储、运输等便利条件；3、以提供图纸、进
行产品演示等方式积极诱导他人实施专利。北京市高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将情形1
和2规定为帮助侵权，将情形3规定为诱导侵权。外观设计专利除上述三种情形外，还存
在情形4--跨类转用。
对于情形1，一种思路是直接侵权，另一种思路是帮助侵权。
直接侵权操作起来比较简单，鉴于专用产品和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呈现出部分和整体
的关系，似乎没必要纠结于二者类别是否相同或相近，可以进行特征比对，纳入直接侵
权的路径。例如，在“汽车轮胎”中，二审法院认为，胎面胶是生产轮胎的关键部件，
胎面胶的外观也直接决定了轮胎的外观，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主要内容是胎面胶的花
纹，因此胎面胶与涉案专利产品轮胎构成近似产品。在“移动电源”案中，二审法院更
是直言，一个完整的产品与构成该产品的零部件之间属于相近种类的产品，可以直接就
两者的外观设计进行比较。
在美国的Akamai v. Limelight案中，CAFC第二次全席判决即采用了该思路，即，扩
大直接侵权的适用范围，使之涵盖间接侵权难以应对的一些情形。在我国运用该思路的
弊端在于：一方面挑战了司法解释和审查指南中关于以产品类别作为特征比对前提的规
定，另一方面，将制造上游产品的行为和利用上游产品制造下游产品的行为均定性为制
造侵权产品的行为，逻辑层次似有混乱之感。

1

(2016)苏民终1455号民事判决书。

2

(2016)苏民终128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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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帮助侵权的思路，实施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行为属于直接侵权，实施关键专用
产品的行为属于帮助侵权，这在逻辑上比较清晰，但很容易陷入间接侵权是否必须以直
接侵权为前提的迷思，而且产品范围的确定可能导致无法达到加强专利权保护的期待，
这在“带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情形2和3并非发明和实用新型所特有，在外观设计专利中仍有适用帮助侵权和诱导
侵权的空间1，但应注意，帮助者和引诱者并不亲自参与侵权行为的实施2。
对于情形4，笔者认为可以适当淡化产品类别的限制3，即使无法摆脱产品类别的束
缚，也可以考虑转用的难易4，再结合设计特征的相似程度，对侵权与否作出综合判断。
从专利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理由至少在于：一、对于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而言，说明书
未必对权利要求书产生限制作用，主题名称未必对权利要求产生限制作用，既然外观设
计与发明和实用新型共处专利法的框架下，理应沿袭同样的保护范围解释理念，简要说
明对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到底是起限制作用，还是起解释说明作用，尚需个案而定5。
二、2008年《专利法》修改时对外观设计的授权摒弃了“相同、相近似”的字眼，借鉴
了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标准表述方式，既然如此，外观设计的侵权判定标准也应
向其看齐，将明显没有难度的跨类转用纳入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6。三、综合判
断并不意味着仅仅是设计特征的综合，当然也可以将产品类别纳入综合考虑的范畴，否
则，就可能出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不合理结论7。
小结
综上，笔者认为，外观设计专利有适用间接侵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不能直接照
搬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间接侵权规则，而应做适应性处理。对于实施专利的行为，不

1

商标法第57条直接将提供场所、仓储、运输等便利条件的行为规定为侵权，在专利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

好还是通过间接侵权进行规制。
2

同脚注3。

3

在欧盟，外观设计与其所用的产品通常没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同一设计可以用在许多不同的产品上。我国商标

法中也有跨类保护的可能，外观设计在此方面并非不能越雷池一步。
4

如果将汽车设计使用到玩具汽车上，可以认定具有转用的启示。参见芮松艳：《外观设计法律制度体系化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257-258页。
5

《共同体外观设计审查指南》6.1规定：产品说明不会影响共同体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The indication of products does

not affect as such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of a Community design）。
6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芮松艳法官认为：侵权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引用授权规则，这是因为，作为授权性权利，

外观设计的侵权条件与授权条件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在侵权规则的设定过程中必然需要结合考虑其授权条件，只有
如此方可使授权程序具有实质意义，亦可以使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对该权利范围及其行为的合法性具有合理预期。参
见《外观设计法律制度体系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302页。
7

盗用大部分特征的可以纳入整体观察综合判断，侵权与否待定，盗用全部特征但轻松变换类别反而导致不能纳入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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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省略或替换特征，还是实施关键专用产品，抑或转换产品类别，均应纳入直接侵权
的判定范围；对于不亲自实施专利、但诱导他人实施专利或为他人实施专利提供便利条
件的行为，可以适用间接侵权。具体建议如下：
（1）对于省略或替换个别设计特征、但仍构成相同产品的情形，纳入直接侵权判
断的范围，间接侵权没有适用空间；
（2）对于实施涉案专利关键专用产品的情形，该专用产品和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呈
现出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不必纠结于产品类别是否相同或相近，可以直接比对并做出判
定，没有必要适用间接侵权；
（3）对于产品类别不同的，可以考虑转用的难易，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没有
适用间接侵权的必要；
（4）对于不亲自实施专利侵权行为、但积极诱导他人实施专利侵权行为的，可以
适用诱导侵权；
（5）对于不亲自实施专利侵权行为，但为他人实施专利侵权行为提供场所、仓储、
运输等便利条件的，可以适用帮助侵权。

（作者：宋献涛、刘良勇、方春晖，2018年7月24日首发于知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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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专利权的保护分析

每一台计算机都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体：软件是计算机的大脑，没有安装软件的裸
机无法被人使用；硬件是计算机的肢体，没有硬件的支撑，软件本身便无从启动和运行。
简言之，硬件是计算机的躯壳和肉体，软件是计算机的思想和灵魂。20世纪80年代中期，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National Instrument）率先提出“软件就是机器”（The Software
is the Instrument）的口号。随着微软、甲骨文、SAP、Adobe等软件巨头的崛起，软
件的发展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也越来越为各国所重
视。目前，世界上对于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通行的是著作权保护和专利权保护并行，
由此导致同一计算机软件出现一物两权的情况，从而在使用计算机软件时会出现著作权
和专利权的冲突和竞合问题，即，计算机软件使用者即使获得计算机软件权利人的著作
权许可，但仍存在因专利侵权而无法使用该计算机软件的问题。
一、计算机软件的“一物两权”
《著作权法》第3条给出了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
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给予计算机软件以专利权保护，使得在计算机软件上呈现出“一
物两权”的情形。
1、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
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现今已被各国广泛认同，均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而
给予著作权的保护1。我国在1990年通过的《著作权法》中正式将计算机软件纳入作品
的保护范围，随后在1991年实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将计算机软件列为著作权
人的权益。
计算机软件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
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
号化语句序列，通常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源程序是指程序员按照一定的程序设计语
言规范编写的，人类可读的文本文件。依据不同的应用，程序员会选择不同的程序设计
语言进行编程，从早期的机器语言（或称“组合语言”）到现在流行的BASIC语言、Pascal
语言、C语言、JAVA语言、HTML语言等等。源程序可以是以文本文件、书籍、磁带或者
其他载体的形式出现，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具有特定的文字外观。源程序的文字或
符号内在含义虽然不为一般人所理解，但不妨碍其成为著作权法下的文字作品，受著作
权法保护。由汇编语言或高级语言编写的源程序并不能直接被计算机所接收和执行，其
在输入计算机时，通常需要先被翻译成由“0”与“1”两个符号所组成的机器语言形式
的目标程序，计算机才能识别和执行，以得到某种结果。目标程序虽然不以高级语言的
1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十条规定，计算机程序，无论是源代码还是目标代码，应根据《伯尔

尼公约》（1971）作为文字作品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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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来表达计算机软件而以“0”与“1”两个符号所组成的机器语言形式来表达计算机
软件，但其由源程序翻译而来，仍然属于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造成果的表达形式，仍然
包含作者的创造性工作。不论计算机程序表达方式或表达形式如何，均作为《伯尔尼公
约》第二条意义上的文字作品受到保护1。此外，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
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因而也应该受著作权法保护。
2、计算机软件的专利权保护
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只保护作品的表达，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原理、概念、方法、
公式、算法等。对计算机软件本身来说，源程序和目标程序能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
体现其功能性的程序构思、程序技巧等却无法得到著作权保护。究其原因，计算机软件
既具有内在的技术性特征，又具有特定的外在表达形式，而著作权只能保护创作思想的
外在表达形式，但不能保护反映创作思想的内在技术方案。
我国曾长时间将计算机软件拒于专利大门之外。但是，越来越多的发明创造完全以
计算机软件形式实现，国内计算机软件产业发展的客观需求越来越强烈，我国对于计算
机软件可专利化保护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在2006年版的《专利审查指南》中对于涉及
计算机程序的专利申请作出了新的规定，允许以“功能模块”的撰写形式来保护完全通
过计算机程序实现的技术方案。随后，在2017年修订的《专利审查指南》中再次强化了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可以获得授权，并且明确规定：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
发明作为产品权利要求进行申请，其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包括硬件，还可以包括程序。
计算机软件专利保护的不是软件的程序代码表达形式，而是为了实现计算机软件的
功能所执行的方法步骤流程。基于《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
利申请的权利要求可以写成方法权利要求（方法专利），也可以写成装置权利要求（产
品专利），以此形式对计算机软件进行保护。然而，装置权利要求是从计算机流程改写
过来的，需要与计算机流程的各步骤完全对应一致。
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专利权的竞合对软件使用者带来的风险
2003年3月6日，Unix系统开发商SCO公司在美国犹他州地区法院对IBM的一款贡献给
开源操作系统Linux的Unix组件涉嫌侵犯其专利权提起诉讼并要求10亿美元的赔偿。随
后，SCO公司致信Linux的全球用户，声称使用了上述IBM组件的Linux操作系统侵犯了其
专利权，该Linux操作系统的用户应向其支付专利许可费，否则将面临专利侵权诉讼。
迫于SCO公司的专利侵权诉讼威胁，该Linux操作系统的许多用户开始支付专利许可费给
SCO公司，以求继续合法使用该Linux操作系统2。众所周知，对于开源软件而言，用户
基于开源许可协议通常可以使用、复制、修改、合并、出版发行、传播、再授权及贩售
开源软件及其副本。然而，当开源软件涉及专利权纠纷时，远非开源许可协议所能解决。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第四条规定，不论计算机程序表达方式或表达形式如何，均作为《伯尔尼

公约》第二条意义上的文字作品受到保护。
2

SCO Group, Inc. v.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2:03-cv-294 DN).
65

就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而言，其涉及计算机程序流程的各个步骤，保护为了得到
某种结果的方法技术，主要体现于对该方法技术的使用。而就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
而言，其保护计算机软件的表达形式，具体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复制权、发
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和应当由软件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1。可
见，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和专利权保护在权利的取得、保护客体、表达形式、权利内容、
保护效果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使用计算机软件的同时也在实施涉及计算机
软件的专利权，这就出现了在使用计算机软件时同时涉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专利权的
情况。在没有得到计算机软件相应的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使用计算机软件可能会同时侵
犯软件著作权和专利权，即使当计算机软件权利人许可给他人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或专
利权时，仍然存在侵犯专利权或著作权的可能性。正如GNU计划的创始人、自由软件基
金会主席Richard Stallman先生所说，著作权和专利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它们几
乎没有共同点2，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利保护。
因此，计算机软件使用者即使获得计算机软件权利人的著作权许可，也有可能还会
随时卷入专利权纠纷的漩涡。SCO公司与IBM的专利侵权案给大多数人敲响了警钟：得到
计算机软件权利人的著作权许可，并不等于说使用该计算机软件即无风险。特别是，现
今开源软件日益受到更广泛的支持，许多技术开发者认为开源软件与无风险产品别无二
致，这是非常危险的观点，开源软件未必是免费的盛宴。
三、软件权利人的权利用尽
所谓权利用尽原则（exhaustion of rights）, 是知识产权法上一个特有的原则，
具体而言，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或经其授权的人将其制造的知识产权产品首次投放到
市场后就丧失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它的进一步的控制权,该权利人的基于该知识产权
的权利即被认为用尽、穷竭了。由此，凡是合法地取得该知识产权产品的其他人，均可
以对该知识产权产品进行自由处分。权利用尽原则的制度宗旨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
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防止权利人就同一权利重复获利，保
护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当前理论界和实践中均普遍认为，知识产权的“权利用尽”所指的用尽是权利群中
的某项具体的与产品的销售或使用有关的权利，是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与商品的流通和
购买者的使用有关的特定权利。用郑成思教授的话说，就是“专有权的穷竭”仅仅指的
是权利人在如何销售自己的作品这一点上，丧失了专有权3。
1、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权利用尽

1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13）第八条。

2

Richard M. Stallman: The Dangers of Software Patents (2004-05-24).

3

郑成思：《知识产权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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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并未清楚地明确权利用尽原则，而仅在某些条文中体现出该原
则。例如，《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六款规定：“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
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依此规定，他人在获得了作品的合法的复印件后，
可对作品进行销售、转借、赠与等其他方式的处理，著作权人不得干预，即发行权用尽。
然而，著作权的权利用尽原则是因为权利人与购买人之间针对作品作为物权进行了交易
而使得购买人支付了对价所获得该作品的物权，其只是针对出售作品的物权而言，而不
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剥夺，从而对著作权垄断性进行合理限制，以达到著作权人与使用
者（购买者）的利益平衡。由此，权利用尽原则也仅适用于著作权中的发行权，而其他
著作权的子项并不适用。计算机软件产品一经权利人出售后，买受人在对产品进行销售、
转借、赠与等方式的处理方面，不再受计算机软件权利人的干涉，此时计算机软件的著
作权用尽。
2、计算机软件专利权的权利用尽
对于方法专利的专利权用尽问题，业界存在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在中美两国的司法
判决中存在不同的认定结果。
在 Quanta v. LG 一案中，LG 公司拥有计算机微处理器处理方法的专利，并将其许
可给 Intel 使用，Intel 将 LG 公司实现该处理方法的计算机程序装入微处理器和芯片，
随后出售给计算机生产厂家 Quanta。Quanta 公司通过将 Intel 提供的微处理器和芯片
进行组装来制造计算机。LG 公司声称 Quanta 公司对计算机的销售行为侵犯了其专利权，
地区法院审理后以专利权用尽为由，作出被告不侵权的简易判决。LG 公司随后上诉至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CAFC 认为专利权用尽不适用于方法专利。Quanta 公司向
联邦最高法院请求再审，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认为“权利用尽原则”不适用于方法
权利要求，则由于装置权利要求与方法权利要求相互接近以至于很难区分方法和装置的
功能，就可能出现将很多发明写成方法权利要求而不是装置权利要求从而轻易绕过“权
利用尽原则”的情况1。由此，美国最高法院坚持认为专利权用尽原则同样适用于方法
专利2。
然而，在西电捷通公司诉索尼（中国）公司一案中，北京高院认为，只有专利产品
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才存在专利权用尽的问题,而单纯的“使用方法专利”
由于不涉及产品,故一般不存在权利用尽的问题3。中美司法实践如此区别是由于，我国
1

在Quanta Computer, Inc. v LG Electronics, Inc.（553 U.S. 617 (2008)）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 because

it is easy to write patent claims for the same invention either in method format or apparatus format,
the exhaustion doctrine could easily be evaded if reliance on method claims was sufficient to avoid
exhaustion: By “including a method claim for the machine’s patented method of performing its task, a
patent drafter could shield practically any patented item from exhaustion.
2

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在方法权利要求上适用权利用尽原则的前提是：合法销售的组件的唯一合理预期用途就是实施

本方法专利，以及该组件实质地体现了该专利。
3

西电捷通公司诉索尼中国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7)京民终4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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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 69 条第 1 款对权利用尽原则有明确的文字规定，即：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
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
销售、进口该产品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可见，依据中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权的权
利用尽原则针对的是专利产品或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而不涉及方法专利本身
的使用。
3、计算机软件权利人对售出的软件产品是否有权主张专利权
涉及计算机软件的专利权是用于保护体现其功能性的程序构思、程序技巧等技术方
案，其可以写成一种方法权利要求或装置权利要求。体现程序构思、程序技巧等技术方
案的软件方法专利不能以产品的方式进行销售。但是，承载程序构思、程序技巧等装置
权利要求可以以计算机软件产品或其承载产品的方式进行销售。在 Quanta v. LG 一案
中，Intel 将 LG 公司实现该处理方法的计算机程序装入微处理器和芯片，随后出售给
计算机生产厂家 Quanta，由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方法专利本身虽然不能以产品
或设备的方式进行销售，但是方法专利可以体现于产品，可以通过体现该方法的产品销
售而权利用尽1。对于计算机软件产品而言，其唯一合理的预期用途就是实施其所承载
的处理方法，并且也实质地体现了该计算机软件专利。因此，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
上述观点，计算机软件产品合法售出后，该计算机软件所承载的方法专利也就权利用尽
了，不能对售出的软件产品继续主张专利权。
然而，如上所分析，根据我国专利法第 69 条第 1 款对权利用尽原则的规定，专利
权的权利用尽原则不涉及方法专利本身的使用。因此，即使计算机软件以产品的方式销
售，该软件产品所承载的方法专利也无法适用权利用尽原则，计算机软件权利人对售出
的软件产品仍然有权主张方法专利的专利权。
四、小结和建议
我国法律并不禁止权利人在同一客体上拥有多种民事权利，如果同一客体上存在多
种权利，每一种权利及其相应的义务由相应的法律分别进行规制和调整。例如，可以在
拥有著作权的同时对相应的产品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从司法实践来看，越来越多的法
院倾向于认为外观设计专利权和著作权具有交叉重叠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在“晨光笔
特有装潢”不正当竞争一案中更是明言：“其中一种权利的终止并不当然导致其他权利
同时失去效力”2。同理，对于同一客体上存在多种知识产权的情形，获得其中一种知
识产权的许可并不意味着就获得了其他知识产权的许可。

1

在Quanta Computer, Inc. v LG Electronics, Inc.（553 U.S. 617 (2008)）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 a patented

method may not be sold in the same way as an article or device, but methods nonetheless may be “embodied”
in a product, the sale of which exhausts patent rights. The Court has repeatedly found method patents
exhausted by the sale of an item embodying the method.
2

（2010）民提字第16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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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基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软件著作权和涉及软件的专利权是基于同一
目标物上的不同权利，其权利的实施是相互独立的，软件权利人即使许可他人使用软件
著作权也并不必然许可涉及软件的专利权。也就是说，即使软件使用者已经从软件权利
人获取软件著作权的许可，但也不排除会落入涉及软件的专利侵权纠纷。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推动着计算机软件技术不断发展，使得计算机软件的应用规模
将会不断扩大，应用范围将更为广阔。同时，在不断扩大的计算机软件应用中，会出现
大量的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问题，包括著作权和专利权的许可、转让。在实践中，往
往会出现软件使用者从软件权利人获取软件著作权而忽视了相关的专利权，从而在计算
机软件的使用中存在专利侵权的风险。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源软件的应用
蓬勃发展，其应用范围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开源软件的出现对软件产业的
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赶超发达国家软件业的机会，但未必这是
一场免费的盛宴。SCO 诉 Linux、LG 诉 Quanta 等专利侵权案给中国的软件企业敲响了
警钟，计算机软件不应仅仅关注著作权的问题，更要注意其背后的专利侵权陷阱问题。

（作者：刘良勇、宋献涛、方春晖，2018年8月21日首发于知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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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专利权评价报告

虽无强制性法律规定1，专利权评价报告事实上已经成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维权的必备证据，或者说是准前置条件2。然而，如果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出的专利权评
价报告含有对权利人不利的结论3或不利的言论4，哪怕权利人一万个不同意，也难奈它
何，因为专利权评价报告不是行政决定，权利人不能就此提起行政复议，也不能提起行
政诉讼5。但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国务院主管专利工作的政府部门，其作出的专利
权评价报告代表了官方对该专利权的效力所持的意见，具有较高的公信力。这样一份专
利权评价报告真是烫手的山芋，导致权利人进退两难：如果交给法院，不利的结论会让
法官对专利的稳定性打上问号，不利的言论可能被对手拿来攻击专利的保护范围，进而
导致维权失败；如果不交，法官难免会认为权利人故意隐瞒事实，从而怀疑其人品，可
能判令原告承担不利后果6，而对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取得并交给法官，甚至可能利用
这一点反诉其恶意诉讼。
所以，不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对权利人造成了无形的伤害：即使不服，也无法获得
有效的救济，权利人要么偃旗息鼓，把这份有效的专利供起来，要么在专利权评价报告
的阴影笼罩下孤注一掷。
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以期为我国的专利质量
提升工程建言献策。
行政法视角：无听证，无救济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权利人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专利权评价报
告，审查员对相关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进行检索后，就该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
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授权条件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具体阐述评价意见，并给出是否符
合授权条件的明确结论。请求人认为专利权评价报告存在需要更正的错误的，可以请求
更正。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部门应当成立三人复核组，对原专利权评价报告进行复核，
1

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

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2

法院和地方知识产权局通常要求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商家投诉平台一般将此作为投诉的受理条件。

3

例如，相对于对比文件不具备创造性，或者相对于对比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

4

例如，虽然对于专利性给出了肯定性结论，但对权利要求的解释过宽或过窄，或者对设计空间或现有设计的评论

不是权利人所希望看到的。
5

《专利审查指南》第五部分第十章第一节。

6

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原告提交检索报告或者专利权

评价报告。原告无正当理由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诉讼或者判令原告承担可能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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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复核结果确认原专利权评价报告无误、不需要更正，或者发出更正的专利权评价
报告，以代替原专利权评价报告。
这与专利实审、复审形似，但神不似。
专利实审、复审均遵循听证原则。在实审程序中，如果审查员要以不符合授权条件
为由驳回申请，必须发至少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听取申请人的意见；在复审程序中，
如果合议组要以不符合授权条件为由维持驳回决定，必须发至少一次复审通知书，充分
保障申请人的答辩机会。在实审程序中，申请人可以与审查员电话讨论、请求会晤，甚
至可以请求审查员现场调查。在复审程序中，申请人还可以请求口头审理，充分发表意
见，说服合议组。与同为单方程序的专利实审、复审相比，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制作过程
并不遵循听证原则。从提出请求至接收到专利权评价报告，权利人根本没有与审查员进
行对话的机会。如果对不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提出复核请求，同样无法与复核组进行互
动。一切都是单向的书面审查。因此，专利权评价报告无异于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复核组的意见充其量相当于第一次复审通知书，其结论的正确性是难以保证的。
专利实审、复审提供充分的救济机会。在实审程序中，如果审查员在听取申请人意
见后仍认为不符合授权条件，可以发出驳回决定1。权利人若不服，可以请求专利复审
委员会复审，合议组成员均为从事审查工作多年的资深审查员；若对复审决定不服，可
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些措施使得评判者可以对专利申请是否符合授权条件形成全
面深入的认识，最大限度地克服个人偏见和减少认识盲区。与之相比，审查员仅凭其个
人理解即可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2，之后，复核程序虽可提供一定的救济，但还是在原
部门进行，并且只限于单向的书面审查，因此，这样的程序设置和人员配备决定了其纠
错能力有限，权威性较低。
无效审查制度与专利权评价报告制度虽然同为授权后程序，但二者形神俱不相似。
无效审查制度不是单方程序，其使命就是确认专利权有效或无效，其既遵循听证原则，
也提供行政诉讼的救济机会。
不管是驳回决定，还是复审决定或无效决定，只要结果对当事人不利，其所依据的
理由、证据和认定的事实都会在决定作出前告知当事人，并向其提供陈述意见的抗辩机
会，还为其提供司法救济途径。
通常，专利行政机关做出的任何具体行为，只要影响了权利人的利益，均有救济途
径，程序性问题可以请求行政复议，实体性问题可以请求复审，之后还可以求助行政诉

1

关于驳回，各个审查协作中心在不同时期的作法不一，有的部门要求所有驳回决定经主管把关，但无论如何，复

杂或疑难案件均需经部门讨论或主管确认后方可发出驳回决定。
2

笔者收到的大部分专利权评价报告中，审查员和审核员系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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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专利权评价报告与驳回决定、复审决定、无效决定一样，皆为行政机关针对特定专
利做出的具体评价，且加盖机关公章，按理说应该具有权威性或公定力，实际上也确实
影响法官的判断，对当事人的权益实现有时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本文开篇所述。
然而，《专利审查指南》规定，“专利权评价报告不是行政决定，因此专利权人或
者利害关系人不能就此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1 有判决认定，“专利权评价报告
不能作为判断专利权有效性的直接证据，并不会对专利权本身的效力产生影响，故不会
直接对专利权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此，专利权评价报告不属于行政
决定的范畴，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行为不属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
为。”2
专利权评估报告虽然不会对专利权本身的效力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显然对当事人权
益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只是尚未上升到必然或直接影响当事人权益的程度，由此导
致其不可复议、不可诉讼，该逻辑令人难以接受。此外，从时间轴来看，实用新型和外
观设计专利授权在先，但未作实质性审查，专利权评价报告作出在后，是由审查员进行
检索后给出的意见，其公信力貌似超越了此前的授权决定，因此，专利权评估报告虽然
形式上没有否定专利权本身的效力，但实质上已经对该专利权的效力作出了肯定或否定
的评价，且二者均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的公文，哪个更权威，令人无所适从。总之，
这种披着行政外衣的所谓“非行政行为”，令人费解。
证据法视角：内部证据or外部证据？
在我国专利制度下，获得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未经实质审查，稳定
性欠佳，所以，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以建议性的口吻规定，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专利权评
价报告。然而，就性质而言，专利权评价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其关于专利权是否符合
授权条件的结论仅供参考，这就导致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地位很尴尬：程序性意义重大，
实体性意义微小。
《专利审查指南》规定，专利权评价报告是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审理、
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主要用于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确定是否需要中
止相关程序。换言之，如果被告认为涉案专利无效，应当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无效，
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根据无效决定判断专利权是否有效，无效程序中的各
种往来文件构成审查历史档案的一部分，可以用来解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也可能触发
禁止反悔的适用。此时，专利权评价报告的使命已告结束。

1

第五部分第十章第一节。

2

北京高院（2017）京行终167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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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如果被告不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无效，专利权评价报告属于什
么样的证据？内部证据还是外部证据？
我国关于专利权保护范围确定的很多理论和作法源于美国。美国有prosecution
history（审查历史）的说法，即，权利人与专利局在专利审查过程中的往来文件档案，
简称专利审查档案，又称内部证据（intrinsic evidence）。然而，美国没有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同样是经过实质审查的，因此专利权评价报告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国际上
可供资鉴的经验不多。
我国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确立了专利审查档案的作用，但没有明确评价报告是否属于
专利审查档案。根据北京高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2017》第15条的规定，专利审查档案
包括专利审查、复审、无效程序中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提交的书面材料，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及其专利复审委员会制作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会晤记录、口头审理记录、生
效的专利复审请求审查决定书和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等。该规定不涉及专利
权评价报告。
按照字面理解，专利审查档案应仅限于审查过程中产生的文件，而专利权评价报告
的制作过程不属于专利审查，不管评价结论如何，都不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效力，因此，
不应被纳入专利审查档案。另外，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讲，如果将专利权评价报告纳
入专利审查档案，对专利权构成约束，就理应提供复议或诉讼的救济途径，如果以不直
接产生法律效力为由拒绝给予复议或诉讼的权利，就不应纳入专利审查档案和约束专利
权，这样才公平合理。因此，将专利权评价报告归为内部证据，缺乏强有力的理由。
那么，专利权评价报告属于外部证据（extrinsic evidence）吗？
关于外部证据，官方并无明确定义，业界一般认为词典、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
献属于外部证据，这些不是在具体审查过程中产生的，也不是权利人或专利局针对特定
专利做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虽然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出的，但其结论不因行政机关的
盖章而一言九鼎，此时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并非专利审查机关，而与一般的社会检索
机构在本质上无异，此评价报告与查新机构出具的查新报告、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
法律服务机构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具有平等的地位。虽然专利权评价报告可以从国家知
识产权局的审查系统中查到，表面上看好像是内部证据，但实质上不属于审查档案，而
是不折不扣的外部证据。根据“内部证据优于外部证据”的原理，只有在内部证据不足
以解释清楚时才能出马。
因此，专利权评价报告对专利权有不利的结论的情况下，法官应中止侵权程序，等
待无效决定。如果被告不发起无效程序，法官仍应推定专利权有效，即使专利权评价报
告对现有技术状况或设计空间有所评论，在确定保护范围的过程中，也不能取得内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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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优势地位。如此，方能揭开专利权评价报告的面纱，使其不再困扰专利权人，也避
免干扰法官的独立判断。
例如，在“订书机（透明）”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案专利的《实用新型专
利权评价报告》的初步结论是权利要求1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但在该权利要求被宣
告无效之前，专利权人仍有权阻止他人实施其技术方案。1 再例如，在一个汽车外观设
计专利纠纷案中，原告和被告对设计空间各执一词。原告援引专利复审委员会2016年度
十大案例之第29146号决定的观点认为，一般消费者对现代汽车的造型或外观设计的发
展以及现有设计状况有常识性了解的基础上，可以得出汽车外观设计的设计空间比较
大，局部细节或内部构造设计对于整车造型的视觉效果的影响很小。被告援引该专利的
评价报告观点认为，汽车类产品设计较为多样化，相互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整体形状和各
个部分的细节设计上，对于汽车的“一般消费者”而言，在关注整体形状的同时也会重
点关注各个细节部分的设计，这些设计变化会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的影
响。本案因双方达成和解而未予判决，但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证据的证明力强弱问题，
值得深究。
综上，笔者认为，专利权评价报告不属于专利审查档案，充其量只是一份初步的外
部证据，即使给出否定性的评价，也不足为信。原告如果坚信自己的专利是稳定的，照
样可以果断亮剑，而被告不可心存侥幸，应主动通过无效程序摧毁专利，否则在侵权程
序中仍有被判侵权的可能。
关于专利权评价报告制度的改进建议
专利权评价报告的请求费是2400元，与同样涉及专利实体内容全面评价的实审请求
费和无效宣告请求费相差无几2，但其结论的权威性和对权利人利益的保障却相距甚远。
鉴于此，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制度性缺陷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改进：
一、强化服务意识，弱化行政色彩。增加互动对话环节，在不利的报告作出前给权
利人提供口头或书面答辩的机会，毕竟，审查员不能保证自己认识的准确全面性和判断
的客观性。此外，突出服务定位，减少行政印象，应当在专利权评价报告的显眼位置注
明“本专利权评价报告结论仅供参考，不具有法律效力”之类的提示语，避免被人误以
为在后的专利权评价报告推翻了在先的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通知书。还有，最好是将专
利权评价报告从专利审查档案中剔除出去，避免他人通过官方系统获得，这是因为，国
家知识产权局在制作专利权评价报告的时候身份不是专利审查机关，其与社会服务机构
并无本质差异，而社会服务机构理应对检索报告或评价意见保密，以保护客户的利益。

1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73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

2

发明实审请求费为2500元，发明无效请求费为3000元，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为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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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学习鉴定机构和检索服务机构的作法，对于可能出具否定性意见的，在权利
人提出请求的情况下不出具书面报告。
二、增进专利侵权程序和专利无效程序的有效衔接与协调，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
事人诉累。一方面，推进法院和专利复审委员会联动机制的常态化，可以像媒体报道的
那样，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安排专利复审委员会和法院同地联合审理，先审理无效问
题，紧接着审理侵权问题，即使不能实现同地审理，也可以先由专利复审委员会在北京
审理无效问题，尽快做出决定，然后由法院在当地审理侵权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从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入手，在侵权案件审理中应被告的请求对专利权的效力进行评
价，进而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后续的侵权比对。随着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的成功运转和十
六家知识产权法庭的陆续成立，专利案件集中管辖已成定局，审理专利案件的法官的专
业水平有明显提高，侵权案件和确权案件审理二元制的根基开始松动，一元制已具备试
验条件，完全可以从简单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开始。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表明，一元制并非英美法系的特有产物，在大陆法系下照样行得通，我们不应因空想的
担忧而裹足不前。
专利质量提升视角：初审授权制度何去何从？
近年来，我国的专利审查队伍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案件吞吐量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连续七年位居世界第一，国家知识产权局最近几年
公布专利申请统计数据时已经不再单列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也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专利
事业求强求精的决心。在此背景下，有必要认真审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初审授权制
度，扎实推进专利质量提升工程，笔者建议：
一、针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为权利人增设单方再审查程序，一定程度上取
代专利权评价报告制度。例如，可以规定，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在进行维权前须经
单方再审查程序确认专利权有效，同时将再审查决定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提供复
审和诉讼的救济机会。这样可以在不改变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初审授权制度的前提
下防止低质量专利的滥用。
二、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初步审查授权制改为实质审查授权制，从根本上消除
专利浮肿现象，为培育高价值专利奠定制度基础。相比欧美日，我国专利中实用新型和
外观设计所占比例过高，其中有大量的垃圾专利和渣渣专利滥竽充数，拉低了我国专利
的平均质量，成为我们追求专利强国的拖累。因此，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初步审查
授权制改为实质审查授权制，可以确保国家知识产权局强大的检索条件和能力用在正确
的地方上，保证专利授权质量，助力中国实现从专利大国向专利强国的转变。
（作者：宋献涛、刘良勇、方春晖，2018年9月25日首发于知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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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 Way to Pierce the Veil of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Steve Song, Jerrey Liu, and Harry Fang
Beijing DHH Law Firm

Despite being no mandatory provision,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has become a de
facto item of evidence or precondition to be met when enforcing a utility model or design
patent in China.1 However, once CNIPA2 issues a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ncluding some
comments or conclusions unfavorable to the patentee, there is no relief available. The
patentee cannot file an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or appeal for the evaluation report
because it’s not deemed as a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3 Such an unfavorable evaluation
report puts the patentee in a dilemma: whether to submit the report or not? If the patentee
submits it to the court, the judge will inevitably doubt the stability of the patent in view of the
unfavorable conclusion, or the unfavorable comments might be used by the opponent to
attack the patent scope. If the patentee doesn’t submit the report, the judge may believe that
the patentee intentionally conceals a material fact, which may hurt his credibility in the eye of
the judge. The opponent may retrieve the report from CNIPA’s official website and submit it
to the judge, or he may even use this to file a counter claim based on patent misuse.
In view of the above, an unfavorabl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causes great harm to the
patentee, with no relief available. If the patentee defers to the report, he can only keep the
valid patent as a wall flower or just abandon it. Otherwise, it’s hard for the patentee to cast off
the shadow of the unfavorable evaluation report during patent enforcement.
No hearing, no relief
According to Patent Examination Guidelines (i.e., Chinese MPEP), a patentee may
request CNIPA to issue a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for his utility model or design patent. After
patent search, the examiner will make comments on whether the patent complies with the
patent laws/rules and draw a clear conclusion to form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f the
patentee believes that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has errors, he may request for correction. In
that situation, CNIPA will set up a group of three examiners to double check the report. If the

1

According to Article 61 of Chinese Patent Law, the court or the patent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may ask the patentee of a

utility model or design patent to furnish a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prepared by SIPO as evidence for adjudicating or handling
the patent dispute. In practice, both the court and the patent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generally require submission of the
evaluation report, and most e-commerce platforms list the evaluation report as a necessary item for filing a complaint.
2

Previously known as SIPO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recently renamed as CNIPA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
3

See Patent Examination Guidelines, Part V, Chapter 10, Sec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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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is found unreasonable, a correction will be made and a corrected report will be issued
to replace the old one; otherwise, the group will confirm the report and give its reasoning.
This is similar in form but very different in essence, as compared with patent
examination and reexamination, both of which are also ex parte proceedings.
The hearing principle is followed in patent examination and reexamination. In patent
examination, the examiner shall issue at least one office action before making a rejection
decision. The applicant may conduct a phone discussion with the examiner, request for
interview, or even request for field investigation. In patent reexamination, the panel shall
issue at least one reexamination notification before maintaining the rejection decision. The
applicant may request for oral hearing to persuade the panel. All these ensure that the
applicant enjoys a good opportunity of making arguments and his voice can be heard.
However, no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made under the hearing principle. From raising an
initial request to receiving a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the patentee has no chanc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examiner. Even if he requests for checking an unfavorable evaluation
report, there is no way to start a dialogue with the double check group. Everything is done in
a one-way paper examination. Therefore,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equivalent to a first
office action and the opinion of the double check group is equivalent to a reexamination
notification, whose conclusions are prone to err.
Both patent examination and reexamination provide adequate relief. In patent
examination, the examiner may issue a rejection decision after hearing the arguments of the
applicant. If the applicant is not satisfied, he may request PRB (Patent Reexamination Board)
for reexamination. All members of the reexamination panel are senior examiners and they
have a regular mechanism for deliberation. If the applicant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decision of
the panel, he may appeal to the court. All these may help the examiners have a deep and
complete knowledge regarding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is patentable, and thus minimize
personal bias and blind spots. In contrast, a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made solely based on
the pers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xaminer in charge.1 Although the subsequent double
check may reduce errors to some extent, it’s still conducted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examiner and is limited to one-way paper review. This leads to a limited error correction and
cannot ensure adequate authority.
Patent invalidation and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both occur after patent grant, but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both form and essence. Patent invalidation is inter parte, with a
mission to declare patent validity or invalidity. The hearing principle is followed, and the
decision may be appealed to the court.

1

In most of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s received by us, the examiner and the supervisor are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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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rejection decision, a notification decision or an invalidity decision, the underlying
reasons, evidence and fact finding should have been known to the applicant/patentee before
the decision is made. The applicant/patentee enjoys an opportunity to raise arguments. Also,
judicial relief is available. But it’s not that case for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Generally, as long as a specific act of CNIPA harms the interests of the patentee, there
should be relief available. For procedural matters,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is available;
for substantive matters, reexamination is available and subsequently it may be appealed to the
court. Same as the rejection decision, the notification decision and the invalidity decision,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nvolves specific comments of CNIPA and is sealed by CNIPA,
which naturally will lead to some sense of authority. Therefore, it’s no wonder that an
unfavorable evaluation report has certain influence on court judges and may produce negative
impacts on patent enforcement, as described above.
However, it’s stipulated in Chinese MPEP that a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not a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and thus the patentee or any party of interest cannot file an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or appeal. 1 Beijing High Court confirms that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cannot be used as direct evidence to determine patent validity and will not
influence the legal effect of the patent per se, therefore producing no direct impact o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patentee or party of interest. CNIPA is not conducting a specific
administrative act when issuing a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is reason,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and cannot be appealed.2
In view of the above, even if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produces potential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patentee, its influence is not inevitable or direct, and thus
reconsideration or appeal is not available. This weird logic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On the
timeline, CNIPA first issues a utility model or design patent, and then makes a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alleging the patent not patentable. It’s hard to see which one is more
authoritive. In all,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called non-administrative but it bears an
administrative appearance, which is quite confusing.
Intrinsic evidence or extrinsic evidence?
In China, utility model patents and design patents have not been subject to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and thus they may be unstable. For this reason, Article 61 of Chinese Patent
Law suggests that the court or the patent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may ask the patentee of a
utility model or design patent to furnish a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prepared by CNIPA as
evidence for adjudicating or handling the patent dispute. However, as its nature is concerned,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has no legal effect and its conclusion regarding patentability is
1

See Chinese MPEP, Part V, Chapter 10, Section 1.

2

No. 2017-167 Decision by Beijing High Court.
78

just for reference. This makes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very awkward: significant in
procedure and negligible in substance.
According to Chinese MPEP,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mainly used for the court or
the patent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to decide whether to stay the infringement proceedings or
not. In other words, if the defendant intends to challenge the patent validity issue, he should
request PRB to declare the patent is invalid. The court or the patent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will then find whether the patent is valid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of PRB. The documents
generated in the invalidation procedure form a part of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and may
be used for claim construction or may trigger the prosecution history estoppel. In such
circumstance,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will become moot.
But a problem arises when the defendant does not challenge the patent at PRB: is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ntrinsic evidence or extrinsic evidence?
In China,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secution history estoppel are borrowed from US.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refers to the record of the examination of a patent application,
including the original application, objections raised by the examiner, as well as responses and
amendments made by the applicant. Since it’s generated between the applicant and the patent
office,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is also referred to as intrinsic evidence. However, US
has no utility model patent and all US design patents have gone through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Therefore,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a produc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no experience can be borrowed outside of China.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court, but there is no clear rule as to whether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belongs to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 Guidelines 2017
released by Beijing High Court,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includes all written materials
submitted by the patent applicant or patentee, office actions, interview records, records of oral
proceedings, effective decisions on reexamination and invalidation issued by CNIPA and
PRB in the procedures of examination, reexamination and invalidation. Clearly,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not covered here.
Although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ncludes comments and conclusions on
patentability,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atent examination or invalidation because it doesn’t
lead to patent grant, rejection or invalidation. Since no legal effect is produced in sen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it should not be deemed as a part of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Moreover, it’s not fair and reasonable to include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n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based on equality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f it’s to be included in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and to limit the patent scope, reconsideration or appeal should be
provided; if no reconsideration or appeal is provided due to lack of direct legal effe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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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should not be deemed as a part of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There is no strong reason to take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as intrinsic evidence.
Then, does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belong to extrinsic evidence?
In China, there is no official definition of extrinsic evidence. Dictionaries, tool books
and textbooks are commonly known as extrinsic evidence since they are not generated during
patent prosecution and not made by the applicant/patentee or the patent office with respect to
a certain patent/application. Although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made and sealed by
CNIPA, here the “CNIPA” in this context is not a patent examination authority, but has no
difference from a patent search company.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n essence is not
superior to a search report made by a search institute, an appraisal report made by an
appraisal institute, or a legal memo made by a law firm. Although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may be retrieved from CNIPA’s official website, it’s not intrinsic evidence, but extrinsic
evidence.
In presence of a negativ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the judge should stay the infringement
proceedings and wait for the invalidation decision. If no invalidity action is brought at PRB,
the judge should presume the patent as valid. Even if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contains
some opinions regarding the prior art or the design space, it cannot be used as intrinsic
evidence in determining the patent scope. In this way, the veil of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can be pierced, so as to avoid confusing the patentee and disturbing the judge. For example,
in the Stapler case, the court held that although the utility model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considers claim 1 not patentable, the patentee is still entitled to exclude others from
implementing his patent before the claim is declared invalid by PRB.1
In summary,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not a part of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but a preliminary extrinsic evidence. Even if it has negative comments and conclusions
regarding patentability, that’s not authoritive. If the patentee has full confidence in the
stability of his patent, he can still choose to enforce the patent. The defendant should not have
a fluke mind, but should attack the patent through the invalidation procedure. Otherwise, it’s
still possible for the court to find infringement.
Suggestions and Outlook
The official fee of RMB2400 for requesting a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comparable to
the fees for requesting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and invalidation2, but there are huge gaps as
the authority and the relief are concerned. Some improvements can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No. 2017-73-20 Decision by Guangzhou IP Court.

2

RMB2500 for requesting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RMB3000 for requesting invalidation of an invention patent, and

RMB1500 for requesting invalidation of a utility model or design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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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he awareness of servi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administrative impression
should be weakened. Interactions are needed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a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so that the patentee can have opportunities to provide oral or written arguments before
an unfavorable report is issued. This may also help the examiner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objective judgment over the patent and the prior art. Furthermore, it’s
suggested to highlight that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is only for reference and has no legal
effect, which may prevent others from misunderstanding that a subsequent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has overturned the previous notice of patent grant. Also, it’s better to isolate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from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so that it cannot be obtained via
CNIPA’s official channels. This is because CNIPA is not a patent examination authority
when making the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which should be kept confidential so a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its client. It’s even better not to provide a formal written opinion when the
patentability conclusion is negative, which is common practice for patent search and appraisal
institutes.
Second,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procedure and the patent invalidation procedure may be
coordinated or consolidated. On one hand, more cooperations are expected between the court
and PRB. When possible, the court and PRB may have a joint hearing, with PRB solving the
patent validity issue first and then the court deciding on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issue, just as
reported in various media. If joint hearing is impossible, PRB may decide on the patent
validity issue in Beijing and make a quick decision, and then the court may decide on the
infringement issue. On the other hand, starting from utility model and design patents, the
court may decide on the patent validity issue upon request of the defendant before ma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atent and the accused infringing product. With successful
operations of three IP courts and establishment of 16 specialized IP tribunals, the patent
judges in China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perienced. It’s time to consider combination
of patent validity and infringement in one judging body, especially for simple patents such as
utility model or design. In this regard, Japan and Taiwan have done some pioneering
explorations, which may be followed by China with amendments to current laws and rules.
Third, for utility model and design patents, an ex parte reexamination procedure may be
introduced to replace the current patent evaluation report system. For example, laws and rules
may be amended to require utility model and design patents to go through an ex parte
reexamination procedure before enforcement and classify the ex parte reexamination decision
as a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which may be reconsidered by CNIPA and appealed to the
court. This may prevent misuse of low quality patents without changing the current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system for utility model and design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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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 for utility model and design patents, the current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based
allowance may be changed to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based allowance,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in pursuit of high value patents. Compared with US and EP, China has a very high
percentage of utility model and design in all patents. Due to lack of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there are a lot of garbage or useless patents, which greatly lowers the average quality of
Chinese patents and hurts our image on the world IP stage. A great IP nation is not supposed
to be like that. In recent years, CNIP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patent examination
team building and is currently advocating a patent quality boosting projec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t’s time to reexamine the examination system for utility model and design
patents. If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is applied to utility model and design patent applications,
the powerful search and examination capacity of CNIPA can be fully tapped and hopefully
the patent quality can be boosted, which may transform China from a big IP nation to a strong
IP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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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创造性评价中技术启示认定之迷思
专利创造性评价采用三步法，其中第三步是从现有技术中寻找技术启示，如果存在
技术启示，则认为发明是显而易见的，不具备创造性，否则认为发明具备创造性。然而，
规则很简单，现实迷人眼，实务中有些对比文件的背景技术语焉不详，难以获悉其方案
设计初衷，有的实施例提及具体技术手段时并未明确其作用和效果，有的说明书前后对
同一技术路线的叙述不一致，难以确定其何去何从，凡此种种，由此导致技术启示认定
过程中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执场面，无法形成客观化的一致认识。故此，有审查
业务专家认为，第三步是主观分析判断，也是创造性判断的核心和难点1。本文通过美
国CAFC（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年的一个新案例对此进行说明，希望对我国的创造性
评价带来一些启示。
一、案情简介
这是一个IPR无效案件2，专利权人为Polaris公司，无效请求人为Arctic公司，二者在
ATV（全地形车）领域为竞争对手。PTAB（专利审理与上诉委员会）认为涉案专利的
全部权利要求1-38相对于对比文件1-4不具备创造性3。专利权人不服，诉至CAFC，CAFC
确认权利要求1-16、20-33、35不具备创造性，但不认可PTAB关于权利要求17-19相对于
对比文件1-2不具备创造性的评价，此外还要求PTAB对于权利要求34、36-38考虑商业
成功证据，重新作出决定4。
（一）涉案专利
涉案专利涉及一种座位并排的全地形车（ATV），权利要求分为两组：独立权利要
求1及其从属权利要求2-33，独立权利要求34及其从属权利要求35-38。权利要求17是权
利要求1很深的一个从属权利要求，其引用权利要求16，并进一步包括油箱，位于司机
或乘客座位底下。权利要求18引用权利要求17，并进一步包括电瓶，位于另一座位底下。
权利要求19引用权利要求18，并进一步限定驱动轴在油箱和电瓶之间延伸。
关于为何把油箱设在座位底下，说明书中多次表达了降低ATV重心的愿望，并有如
下记载：
在另一实施例中，各种较重的部件靠近框架15放置，以降低车辆重心，由此改善平
衡感和稳定性。例如，油箱62放置在乘客座位底下，框架15承托着油箱62。如图所示，

1

熊婷：“创造性技术启示判断中技术方案的整体考量——专利法热点问题专家谈(二) ”，

http://www.sipo-reexam.gov.cn/alzx/scrdzjt/19914.htm
2

Inter Partes Review，美国专利法修改（AIA）后的专利无效程序，专利被无效的概率高达70-80%。

3

IPR2014-01427, US8,596,405 B2

4

2016-1807, 2016-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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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箱62为L形，但也可以采用其它合适的形状。将油箱62放置在乘客侧可以改善车辆的
平衡感，尤其是当车上只有驾驶员的时候。电瓶64放置在司机座位底下。在该实施例中，
电瓶64靠近轴线66，位于车辆的低处，由此改善平衡感。
（二）对比文件1
对比文件1描述了其申请时的技术现状，明确指出要将特定的一些已知车辆（短轴
距的ATV和长轴距的休闲娱乐车）进行折衷。
对比文件1分析了ATV和休闲娱乐车的利弊。ATV轴距通常较短，由此比休闲娱乐
车（如钢管车sandrail或沙滩车dune buggy）的操控性更高，更易于装载运输，但轴距较
短也有不利之处，即ATV的占用区必须提升，以弥补轴距间隔量的减少，然而，占用区
的提升，又导致ATV重心的增高，因此降低车辆稳定性并增加翻车风险。休闲娱乐车（如
钢管车sandrail或沙滩车dune buggy）的轴距较长，因此重心较低，比ATV翻车风险低，
但是，轴距越长，车辆的操控性就越差，被装载到大卡车车厢中进行运输的能力就越低。
因此，对比文件1明确表达了将低重心车辆的优点和短轴距车辆的优点进行结合的
愿望，由此得到的ATV像小型ATV一样具有较高的操控性和运输性，同时像长轴距车辆
一样具有较低的重心和较高的稳定性。
（三）对比文件2
对比文件2涉及四轮沙滩车，其重点在于改造车身主体结构，既方便上下车，也满
足重心低和便于制造的要求。对比文件2认为，纵向延伸的电力设备导致车辆较长，重
量不集中，由此使得车体结构不够紧凑。因此，对比文件2希望提供尽可能紧凑的车辆
结构，以确保较高的驾驶性能。
在对比文件2的一个实施例中，座位S设置在驾驶室11的前部，油箱120位于座位S
的垫子81限定的区域内。但这里没有描述相应的作用或效果。
（四）技术事实和争议焦点
涉案专利相比对比文件1存在区别技术特征--“油箱设在座位底下”，说明书实施例
对此有明确记载，并声称可降低重心，由此改善平衡感和稳定性。对比文件2公开了“油
箱设在座位底下”，但没有描述其作用或效果，因此无从得知是否达到降低重心的效果。
所以，争议焦点是：对比文件2中“油箱设在座位底下”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达到
什么样的效果？本专利相对于对比文件1要解决什么样的技术问题？本领域技术人员是
否有动机将“油箱设在座位底下”这一特征结合到对比文件1中？
二、PTAB的观点
PTAB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有能力根据主观偏好来权衡利弊，该分析与创造性无
关，创造性评价应当关注对现有技术的修改是否已知且是否具有已知的优点。PTAB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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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有些事情是已知的，但未必是某些人偏好的，因为偏好本身是主观的，而主观偏好
具有无限的可变性，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决定做出具有已知好处的已知修改时，能够权衡
多种主观偏好，所以，如果已知的修改能带来已知的好处，其就不具备创造性。
专利权人在无效过程中承认，除了座位底下，ATV还有很多其它位置可放置油箱。
无效请求人的专家证人指出了涉案专利请求保护的构造的已知好处，对比文件2也具有
同样的已知好处，因此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将油箱设置在座位底下，以改善车辆
的重量分布。PTAB采纳了该证人的证言，认为合理化建议不需要在现有技术中有明确
的记载，专家证人的合理分析就够了。PTAB特别指出，虽然对比文件1表达了降低重心
的愿望，但这种愿望只是多种主观偏好之一，该主观偏好完全可以被其他已知偏好所取
代，不应超越本领域技术人员关于已知修改具有已知好处的认知，因此其对于评价创造
性的意义是有限的。PTAB由此得出结论，油箱放置在哪里并不重要。
三、CAFC的观点
CAFC不认同PTAB的主观偏好说，以前从未采用主观偏好这一表述，也不允许仅仅
从主观偏好说理而不考虑现有技术的教导。CAFC从三个方面批判了PTAB的主观偏好
说：
第一，PTAB将现有技术的教导归为主观偏好，此举势必招致事后诸葛亮的偏见。
CAFC指出，很多天才的发明创造都是已知技术手段的组合，在事后诸葛亮的偏见看来，
这都是平淡无奇的。当争议的技术特征比较简单的时候，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发表评判
意见更具诱惑力。
第二，PTAB仅仅关注到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能够去做，而没有关注到本领域技术
人员是否将会有动机去做。在CAFC看来，专家证人在分析创造性的时候往往带有事后
诸葛亮的偏见，他们主要发表结论性的声明，相信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将对比文件进行
结合，而不阐释本领域技术人员为什么就有动机将对比文件进行结合。
第三，PTAB的分析方式鼓励在事实查明过程中抛弃那些与偏向教导1和本领域技术
人员为什么有动机将对比文件进行结合的证据。如果对比文件在没有批评或贬低本发明
的情况下仅仅表达了对替代方案的一般偏好，不能据此认为就有偏向教导，但即使没有
发现对比文件提供偏向教导，其关于偏好的记载也关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将会有动机
将对比文件进行结合。
CAFC指出，虽然专利权人在无效过程中承认，ATV除了座位底下还有很多其它位
置可放置油箱，但PTAB不能由此偷梁换柱地得出油箱设置在座位底下是显而易见的结

1

笔者认为，英文中的teach away应翻译为偏向教导或偏向启示。我们通常所属的反向启示或相反启示是狭义的，主

要指评判、反对、贬低本发明，而teach away比较广义，可以涵盖偏离本发明目标的很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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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即，存在多种潜在方案并不意味着其中之一就显而易见。即使设置在某一特定位置
是一个设计选择的问题，也不意味着其显而易见。PTAB必须清楚地解释为何本领域技
术人员有动机选择对这些部件进行结合从而得出本发明。CAFC强调，在对比文件1的
ATV座位底下设置油箱将会明显提升占用区，从而提升重心，导致车辆不稳定，这违背
了对比文件1的发明目的之一，因此PTAB看待证据的姿势是不正确的。
四、中国专利法视角下的观察和思考
按图索骥，上述案例应归入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3.2.1.1中的情况
(iii)。按照我国的规定和实务操作，如果认定“油箱设置在座位底下”在对比文件2中所
起的作用也是“降低重心”，则其存在结合到对比文件1中从而得到本专利的技术启示，
本专利不具备创造性，否则结论相反。
PTAB和CAFC的推理大相径庭。PTAB在决定中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对此的分析可
参见前面关于专利权人对权利要求1的争辩理由不具有说服力的论述，这里无须赘述，
即没有明确该特征在对比文件2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认为对比文件1的主观偏好可以被本
领域技术人员修改，故二者存在结合的技术启示。在CAFC看来，问题的关键是PTAB
解读对比文件1的姿势不正确，也没有充分考虑专利权人的证据。CAFC判决认为，专利
权人提供的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在D1的ATV座位底下放置油箱将会明显提升占用区，
从而升高ATV的重心，由此导致车辆稳定性的降低和翻车风险的增加，这与对比文件1
的发明目的之一背道而驰，PTAB未能正确处理该证据，其决定应予撤销。
以我们中国的审查逻辑思维来看，二者简直就是鸡同鸭讲。PTAB没有明确该特征
在对比文件2中所起的作用，把对比文件1的愿望和期待归为主观偏好，进而向对比文件
1中注入自己的想法，在此基础上认为对比文件1和2具有结合的技术启示。CAFC不允许
向对比文件1中注水，但也未分析该特征在对比文件2中所起的作用，却认为该特征如果
结合到对比文件1中，将会导致ATV重心的升高和车辆稳定性的降低。
显然，认定“油箱设置在座位底下”这一特征在对比文件2中所起的作用到底为何，
是判断其能否结合到对比文件1的关键。如果这一特征的作用不是“降低重心”，或者
说不能“降低重心”，则可认定其无法结合到对比文件1中；如果这一特征的作用确是
“降低重心”，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其是否与对比文件1的发明愿望或发明目的相违背。
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该认定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车辆在增设油箱前的重心在
哪里，油箱设置在座位底下的位置是低于原重心还是高于原重心，油箱自身的形状、体
积、重心、质量等等。总之，无论如何，本领域技术人员恐怕都难以直接、毫无疑义地
确定“油箱设置在座位底下”在对比文件2中必然会导致车辆重心降低，而没有导致车
辆重心升高或者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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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比文件1声称对ATV和沙滩车的优点进行折衷，而对比文件2讲的就是沙滩
车，鉴于此，倘若“油箱设置在座位底下”是沙滩车不可忽略的突出优点，那么对比文
件1全文为何压根没有提及油箱位置呢？要么说明该特征无助于降低重心，故未加考虑，
要么说明其虽然有助于降低重心但明显伤害操控性能，因此导致对比文件1的折衷方案
将此忽略掉了。如果前者为真，则由于该特征在对比文件2和本专利中的作用不同，无
法结合到对比文件1中；如果后者为真，则其不符合对比文件1的利弊权衡标准，故在融
入对比文件1时面临着很大的排斥力。总之，将该特征结合到对比文件1中并不是顺理成
章的，因此现有技术不存在相应的技术启示。
该案属于欧专局所讲的Could-Would情形，CAFC的思路与欧专局判例法如出一辙。
北京知识产权2017年的一个典型案例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判断创造性的关键不是取决
于技术手段本身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有能力采用，而是基于申请日前的现有技术的教
导，本领域技术人员会不会有技术动因确实会采用这样的手段。技术上的可行性及无障
碍只是满足再现性要求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断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实现故而显而易见
的充分条件。1
在笔者看来，两篇对比文件能否结合，与男女婚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情相悦是
普遍情形，一个投怀，另一个送抱，结合的启示自不待言；一个单恋，另一个明确表示
不喜欢，或者，两个互相排斥对方，就缺乏结合的启示；一个表示好感，另一个含糊其
辞，有可能是矜持，也有可能是婉拒，判断起来比较困难，此时要看我们的政策，如果
追求理想的婚姻和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则二者没有结合的启示，如果鼓励结婚生育，则
二者有结合的启示。
五、进一步的启示
撇开本案的具体技术细节，PTAB和CAFC在证据处理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立场不
同：
（一）对比文件vs证人证言
一边是对比文件的白纸黑字，一边专家证人的言之凿凿，PTAB选择相信后者，而
将前者归为主观偏好，此举遭到CAFC的批判，CAFC更倾向于从对比文件的文字记载
来认定技术启示。笔者认为这种作法的整体效果更好，原因在于：
1、对比文件的产生并不针对特定的当事人，所以客观性更有保障。作为证明现有
技术的对比文件，一旦形成，就只能靠文字说话，纵然作者也不能随意扭曲。而且，对
比文件一般与当事人没有利益瓜葛，不容易出现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对保证公平更具
有实际操作意义。与对比文件的文字记载相比，当事人单方聘请的专家证人的证言显然
1

(2015)京知行初字第5431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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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易变、更主观、更易受到影响。当这两种证据之间出现张力时，美国尚且更相信前者，
在诚信意识匮乏、造假丑闻频出的中国，孰优孰劣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2、在时间节点上，对比文件更有利于防止事后诸葛亮。专家证人的证言形成于专
利申请日后，更准确地说是专利纠纷发生时，至于专家证人在专利申请日前对相关技术
事实有何认识，是无法再现的，这是证人证言的内在弊端，因此，证人证言的采信应仅
限于创造性判断中的事实查明部分，而不应触碰到其中的法律评价部分。CAFC在很多
判例中警觉到，一方的专家证人在分析创造性的时候往往带有事后诸葛亮的偏见，给出
的只是结论性的观点，声称能够将对比文件进行结合，而不分析为何必然有动机将对比
文件进行结合。
在我国实务中，有的裁判者从现有技术中认定技术启示时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大，不
确定性较高，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事后诸葛亮在作祟。举例来说，现在很多人后悔十几年
前没有买房，觉得自己当时要是咬咬牙，也能买得起，这就是事后诸葛亮，是创造性评
价中的could，而不是would。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事后诸葛亮要有足够的警惕，不
能轻易给本领域技术人员吃后悔药的机会。
（二）商业成功的证据
本案无效和诉讼过程中，专利权人提交了商业成功的证据，认为权利要求34、36-38
在其RZR车型上得到了展现，该车型在发售后两年内确立了市场领先地位，自2007年以
来销售额高达15亿美元。专利权人的专家证人提交了一份声明，声称他阅读了涉案专利
的权利要求书、RZR车型及其相关资料（零部件目录和图纸），根据他的阅读、分析和
研究，可以确定出八款RZR车型体现了权利要求34、36-38的技术方案。无效请求人未
提供相反证据。
PTAB认为，专利权人未能证明RZR车型的成功确实是由于涉案专利技术所导致的，
专家证人的声明仅仅是结论性的，不予采信。
CAFC认为，当专利权人提供的证据表明其关联于特定产品且该产品体现了涉案专
利的特征，则应推定二者存在关系。无效请求人可以提供证据表明商业成功是由于专利
之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由此来推翻上述推定，但必须提供证据，不能仅仅提出言词反
驳。PTAB不能在不做进一步解释的情况下否定专利权人提供的证据。CAFC认为，专利
权人提供的证明表明这些车型是涉案专利要求保护的发明，此时应推定这些产品的商业
成功是由于专利技术所导致的。
我国在创造性评价中对商业成功证据要求严、标准高，没有成功的先例，究其原因，
与举证责任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在胡颖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专利权人提供的商业成功
证据可以证明本专利已经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而且这种成功是由于该实用新型专利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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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特征直接导致的1，但最高法院认为，从上述证据载明的产品销售量来看，尚不足以
证明本专利产品达到商业上成功的标准2。笔者认为，专利案件不是刑事案件，不能适
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笔者建议学习美国的推定-推翻作法，在专利权人和无效请
求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采用优势证据规则，不要对一方施加过重标准，而对另一
方施加过轻标准。
六、小结
唐朝诗人白居易在钱塘湖春游时心情愉快地写道，“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
马蹄。”可有谁知道七年前诗人被贬江州司马的抑郁沉闷，“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
伪复谁知？”
如果不了解上述的创作背景，难免望文生义地拼凑出“乱花渐欲迷人眼，一生真伪
复谁知”的上下句，貌似也是绝配。这一方面说明技术特征结合成具备创造性的方案乃
巧思之作，另一方面足以从字面上反映创造性评价中认定技术启示有无和强弱的迷局。
笔者认为，专利创造性的评价应全面整体考察对比文件和本发明，尤其要牢记对比
文件的方案设计初衷和技术应用环境，裁判者一方面不可随意发挥到无所不能的程度，
另一方面也不可过于僵硬和机械。在评价过程中特别应当注重证据规则和利益平衡机制
的构建，以公平理念为指引，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保障微妙的利益平衡，
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性侵事件中，在真相扑朔迷离的时候，参议院没
有对卡瓦诺施加神一样的标准，而是坚持推定无辜（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原则，
专利审查在证据不清、事实不明的时候也应奉行这样的理念3。当然，在创造性评价过
程中，如果有商业成功的证据可供参考，结论就会更加准确。此外，还要考虑政策的影
响，例如是追求高价值专利还是更鼓励大众创新，如果追求高价值专利，则创造性的门
槛应升高，如果更鼓励大众创新，则创造性的门槛可以适度降低。
（作者：宋献涛、刘良勇、方春晖，2018年10月11日首发于知产力）

1

（2011）高行终字第1441号行政判决书。

2

（2012）行提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

3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九条的固定，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作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这

与推定无辜的原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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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技术公开的范围是否涵盖微信朋友圈？
专利法意义上的现有技术或设计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或设
计1。换言之，现有技术或设计应当在申请日以前处于能够为公众获得的状态，并包含
有能够使公众从中得知实质性技术知识的内容 2。由此可知，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现
有技术或设计”具有至少两个必备要件：其一，在申请日之前“现有技术或设计”必须
为“为公众所知”；其二，所公开的内容必须是实质性技术知识的内容。然而，在专利
审查和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为公众所知”，可谓见仁见智，微信朋友圈公开即为一
例，法院合议庭和复审委合议组在内部亦有分歧。本文基于最新发布的(2018)浙民终552
号案就此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一、案情回顾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552号案涉及罗奎（“专利权人”）与永康市兴
宇五金制造厂（“兴宇五金”）、浙江司贝宁工贸有限公司（“司贝宁”）侵害外观设
计 专 利 权 纠 纷 （ “ 本 案 ” ） 。 专 利 权 人 在 2016 年 10 月 12 日 提 交 了 申 请 号 为
ZL201630500343.4、名称为“门花（精雕压铸吕-7）”的外观设计专利（“涉案专利”），
并于2017年1月4日被授予专利权。此后，罗奎以兴宇五金和司贝宁制造并销售的门花产
品侵犯了其专利权为由，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兴宇五金和司贝宁以
本案专利涉及的外观设计于2016年3月10日、3月12日、3月22日、6月16日在昵称为“金
金铝门花罗玲182****1998”的微信朋友圈中已经公开为由提出了现有设计抗辩。
对于本案，一审法院认为，微信朋友圈是一种具有较强的开放性而不是一种具有高
度私密性的社交媒体，微信用户对于发布在朋友圈的内容在主观目的上也是为了公开与
共享，而且微信用户的好友对朋友圈的内容也不负有保密义务，使得发布在朋友圈的内
容存在被不特定公众所知的可能。此外，通过微信用户所发布在朋友圈的内容可知，该
微信用户系通过微信朋友圈推销其产品，朋友圈中所发布的产品已经在售，公众已经可
以购买并使用。由此，一审法院认定，该微信用户发布在朋友圈中的内容可以作为现有
设计抗辩的依据，并最终认定兴宇五金和司贝宁的现有设计抗辩成立，驳回专利权人的
诉讼请求。

1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五款、第二十三条第四款。

2

《专利审查指南》（2010）第二部分第三章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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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最终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驳
回上诉。1
二、问题的提出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兴宇五金和司贝宁以微信朋友圈中的发布的内容作为依据
提出的现有设计抗辩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其关键是判断微信朋友圈的发布是否构成
专利法意义上的“为公众所知”。
在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图片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
公开，能否作为认定构成现有设计抗辩的依据问题，不能简单一概而论。同时，二审法
院又指出，随着微信使用范围和用途的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人把微信朋友圈当作进行
产品营销活动的重要途径，客观上部分微信朋友圈已经兼具了营销的功能，甚至出现了
微商群体。在本案中，从信息发布者的角度出发，其希望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产品信息
能让更多的人知悉，存在无限扩散的可能。由此可知，二审法院的观点是，在微信朋友
圈产品信息的发布应该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为公众所知”。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判决书中提及，涉案专利权人向二审法院提交了专利复审委员
会在2018年7月12日作出的涉及专利号为ZL201630171809.0、名称为“门花”（精雕压
铸吕-4）的外观设计专利的第36544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该审查决定认为，
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图片不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然而，关于微信朋友圈发布是否
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为公众所知”，二审法院不但没有认可复审委的观点，反而给出
了不同的见解。
那么，本案中二审法院的观点是否合理？对于那些纯粹用于朋友间的信息分享和传
递的微信朋友圈的发布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为公众所知”，如何进行判断？本文
对此进行研究探讨。
三、 “为公众所知”的认定
在司法或审查实践中，在现有技术或设计的认定过程中如何界定“为公众所知”是
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专利审查指南》（2010）的规定表明，所谓“为公众所知”指
的是“处于能够为公众获得的状态”。
1、何为“处于能够为公众获得的状态”

1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552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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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利审查指南》（2010）对“使用公开”的规定，通过制造、使用、销售、
进口、交换、馈赠、演示、展出等方式使有关技术内容处于公众想要知道就能知道的状
态，就构成使用公开，而不取决于是否有公众得知 1。由此，“处于能够为公众获得的
状态”应该理解为公众想要知道就能知道的状态，而不是公众已经实际获得的状态，不
必关心事实上是否有人获得、阅读和理解所公开的技术或设计内容、有多少人获得、阅
读和理解所公开的技术或设计内容之类的问题。例如，以供公共阅览的图书馆收集了一
本涉及某项发明创造的文章的期刊，无论是否有人或有多少人去借阅该期刊或阅读涉及
该发明创造的文章，该期刊涉及该发明创造的文章已经处于公众想要知道就能知道的状
态，即：已经处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状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公众想要知道就能知道的状态”应当包含了公众“能够通
过正当、合法的途径获得”的限制性条件。如果只能通过偷盗、窃取等非法手段才能获
得，则不应该属于“公众想要知道就能知道的状态”。 2但是，相关技术内容被他人通
过偷盗、窃取等非法手段获得后被公开，使得公众能够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获得该被
公开后的相关技术信息，则该被公开后的相关技术信息仍被认为处于“公众想要知道就
能知道的状态”。3
2、何为“公众”
“公众”的含义本身比较抽象。如何界定专利法意义上的“公众”，是现有技术或
设计的认定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第2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中，合议组强调 “公众”的含义不
是数量意义上的人群，而是不受特定条件限制的人群。在认定“特定条件”时，合议组
认为本案涉及的五类人虽然没有明确的保密协议或应遵守的保密义务的规定，但基于各
自的默示保密义务而被划入特定人的范畴，从而确定具有明示或默示保密义务者属于公
众中的特定人。4因此，在此案中，所谓“不受特定条件限制的人群”是指不受明示或
默示保密义务限制的人群。
同时，根据《专利审查指南》（2010）的规定，处于保密状态的技术内容不属于现
有技术；所谓保密状态，不仅包括受保密规定或协定约束的情形，还包括社会观念或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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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专利法详解》（2012年9月第2版），尹新天著，第186页。

3

《专利审查指南》（2010）第二部分第三章第2.1节，如果负有保密义务的人违反规定、协定或者默契泄漏秘密，

导致技术内容公开，使公众能够得知这些技术，这些技术也就构成了现有技术的一部分。
4

《现有技术与新颖性》（2005），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编著，知识产权出版社，第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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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习惯上被认为应当承担保密义务的情形，即默契保密的情形 1。即，技术内容被负
有保密义务或者按社会观念应当并且能够保密的人获取后，该技术内容仍然还处于保密
状态，不构成现有技术。此外，《专利审查指南》（2010）还规定，印有“内部资料”、
“内部发行”等字样的出版物，确系在特定范围内发行并要求保密的，不属于出版物2。
由此可知，负有保密义务者就是“受特定条件限制的人群”中的成员，也就不是专
利法意义上的“公众”。
反之，不负有保密义务者是否就可以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众”呢？也就是技术
内容被不负有保密义务或默契保密义务的人获取后，该技术内容是否就成为“为公众所
知”而构成现有技术呢？
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行终字第672号判决书中，北京市高院认为，涉
案专利权人与阿里巴巴公司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签订了《阿里巴巴服务合同》，并在
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将产品推广资料提供给了阿里巴巴公司，而《阿里巴巴服务合同》
并未体现阿里巴巴公司对涉案专利权人所提供的产品推广资料负有明示或默示的保密
义务，故自阿里巴巴公司因其服务而换取相关产品推广资料之日起，该产品推广资料已
处于公众想得知就能够得知的状态，即涉案专利权人的产品推广资料在涉案专利申请日
之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使用公开。
无独有偶，在 (2016)最高法民再179号判决书中，最高院认为，附录Y虽是一份产
品操作和维护说明书并随产品销售而交付使用者,但其使用者以及接触者均没有保密义
务,也即附录Y是可公开的,能够为不特定公众通过复印的方式获取,构成现有技术。
因此，根据北京市高院和最高院在上述案件中的观点，判断相关资料在申请日之前
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公开，只需判断相关资料的接受人在申请日之前是否负有明示或
默示的保密义务，如果没有明示或默示的保密义务，则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公开，即没有
明示或默示的保密义务的相关资料接受人构成了专利法意义上的“公众”。
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
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可见，构成商
业秘密的技术信息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而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则不构成商业秘
密。即，与“公众”相对的即为对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的人。一旦有可能被不负有保
密义务的人所获取，该技术信息就脱离了保密状态，其可以向他人进行传播，这也就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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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该技术信息处于公开状态，由此该技术信息也就不可能构成商业秘密，成为“为公
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
综而述之，所谓“公众”应该是指不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其不仅仅理解为不知其姓
名的街上行人、公共图书馆中的读者和书店中的顾客，也包括报告会的听众、教室中的
学生、一个小会议室中指名邀请来的、参与论证审核有关技术的少数专家，甚至与其交
谈的个别人，只要对他们没有提出对公开、透露、宣讲、谈话内容进行明示或默示保密
的要求，都是这里所说的公众中的成员。不能因为他们是范围有限的、指名邀请来的、
人数很少的，是所谓“特定人”，就不是专利法意义上的“公众”中的成员。1
四、关于微信朋友圈公开性的认定
微信借助于移动互联网成为将文本、图片、语音、视频等众多信息交互方式融于一
体的自媒体平台。其中，微信朋友圈帮助微信自媒体为受众提供形式多样的信息传递。
然而，微信区别于其他自媒体平台的一大特色是微信朋友圈，其基于手机用户现实中的
熟人关系，由此也为微信朋友圈披上了具有一定的“私密性”的外衣，从而也为微信朋
友圈公开性的认定埋下争议的种子。
1、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信息是否处于被微信朋友圈里的“好友”想得知就能得知的
状态
微信朋友圈具有信息屏蔽功能，通过该功能可以实现三种情况：一是不与微信朋友
圈的任何“好友”分享自己所发布的信息（“私密”）；二是与微信朋友圈的部分“好
友”分享自己所发布的信息（“部分可见”或“不给谁看”）；三是与微信朋友圈的所
有“好友”分享自己所发布的信息“公开”。
对于第一种情况，微信朋友圈用户选择“私密”的状态“发布”信息时，其所“发
布”的信息只能供其自己查阅，该“发布”行为实际上不能成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
而只能将微信朋友圈视为私人电子记事本之类的东西，而不具有微信朋友圈应有的分
享、传播及获取的功能。即，这种情况不属于本文所要讨论的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
的情况。
微信朋友圈作为微信自媒体的一种功能，其目的是为用户提供信息分享、传播及获
取的平台。用户在微信朋友圈里所发布的信息会必然会被微信朋友圈里的“好友”所获
取，并有可能被“好友”在其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进行传播和分享。因此，对于第二、
三两种情况，被允许分享的微信朋友圈“好友”对微信朋友圈用户所发布的信息自然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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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查阅、转发、分享。即，在这两种情况下，一旦微信朋友圈用户在其朋友圈发布了相
关信息，则该相关信息就处于被微信朋友圈中相应的“好友”想得知就能得知的状态。
2、微信朋友圈“好友”的“公众”身份
如上述分析，专利法意义上的所谓“公众”应该是指不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其不是
数量意义上的人群。那么，微信朋友圈的“好友”是否是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呢？
微信朋友圈的“好友”通常来自于手机电话簿里的“熟人”。在当今社交资讯高度
发达的社会，手机电话簿里的“熟人”除了平时在生活或工作中真正有过交往的熟人外，
还可能包括不曾有过真正交往过的所谓“朋友”。此外，除了来自手机电话簿里熟人外，
微信朋友圈的“好友”还可来自手机电话簿之外未曾见过面和/或有过实质性交往的所
谓“朋友”。
可见，微信朋友圈的“好友”的身份通常较为复杂，这也就导致微信朋友圈所谓的
“私密性”只是一种极度弱的相对“私密性”，不可能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秘密性。特别
是，对于借助微信朋友圈进行营销的用户，其更希望在微信朋友圈所发布的信息不仅能
够被微信朋友圈的“好友”分享和获取，而且更希望微信朋友圈的“好友”能够帮助其
转发传播，因而更谈不上“私密性”的问题。
因此，无论从微信朋友圈的目的、性质和作用而言，还是从微信朋友圈的“好友”
的身份出发，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之间不可能就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信息承担明示
或默示的保密义务。即，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不应该被认为是负有保密义务的特定人，
应该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公众”中的成员。
EPO《专利审查指南》关于网页公开也有类似的规定：Neither restricting access to a
limited circle of people (e.g. by password protection) nor requiring payment for access
(analogous to purchasing a book or subscribing to a journal) prevent a web page from
forming part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It is sufficient if the web page is in principle available
without any bar of confidentiality. 由此观之，微信朋友圈的私密性不足以阻止其发布的内
容构成公开。
3、微信朋友圈信息发布的公开方式
现有技术公开方式包括出版物公开、使用公开和以其他方式公开三种 1。其中，专
利法意义上的出版物公开是指记载有技术或设计内容的独立存在的传播载体，并且应当
表明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时间，其可以是各种印刷的、打字的纸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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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是用电、光、磁、照相等方法制成的视听资料，还可以是以他方式存在的资料，
例如存在于互联网或其他在线数据库中的资料 1。专利法意义上的使用公开是指由于使
用而导致技术方案的公开，或导致技术方案处于公众可以得知的状态，包括能够使公众
得知其技术内容的制造、使用、销售、进口、交换、馈赠、演示、展出等方式2。专利
法意义上的以其他方式公开主要是指口头公开等，包括口头交谈、报告、讨论会发言、
广播、电视、电影等能够使公众得知技术内容的方式3。
微信朋友圈具有移动互联网性质，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信息，虽
然目前没有工具进行检索，但不能否定其在互联网上的存在，也不妨碍其在互联网上的
传播和分享。此外，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系统会自动记录信息发布时间。
在(2016)最高法民再179号判决书中，最高院对专利法意义上的出版物公开做出了
广义解释。由此可知，微信朋友圈为独立存在的传播载体，也能确定在微信朋友圈上发
布信息的时间，如果其上发布的信息记载了相关专利的技术或设计，其应该属于专利法
意义上的出版物公开。
五、小结和建议
概言之，微信朋友圈所发布的信息，对于微信朋友圈中的好友而言，处于想得知就
能得知的状态。而且，微信朋友圈中的好友相对朋友圈信息发布者而言，对于发布在朋
友圈的信息通常不具有明示或默示的保密义务，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公众”中的成员。
因此，微信朋友圈用户一旦在专利申请日以前将相关技术或设计信息发布在微信朋友圈
中，其将构成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现有技术或设计。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8)浙民终552号案给国内大多数申请人敲响了警钟，申
请专利的技术在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之前需要对该专利申请技术做好保密措施，严格
控制相关技术信息的分享、发布和传播，否则将最终导致权利人不可挽回的损失。当然，
对于专利侵权诉讼的被告来说，也多了一个可供挖掘的现有技术/设计信息来源。

（作者：刘良勇、宋献涛、方春晖，2018年10月24日首发于知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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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中国301调查听证会
全部作证人书面证词的分析报告
2017年8月14日，美国总统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签发备忘录，要求美国贸易代表依据美国
1974年贸易法案第302（b）条款决定是否对中国发起301调查，确定中国的法律、政策、实践及
行为是否存在不合理或歧视从而导致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创新或技术发展带来损害。美国贸易
代表于8月18日发出通知，宣布启动该调查。按照该通知的要求，10月10日，对华启动301调查
听证会在华盛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办公室举行。
截止9月28日24时，共有45家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协会、商会、公司或个人提交了书面意见及
评论报告，其中有11家要求出席听证会发言和答辩。在45位提交者中，持有反对美国政府启动
301调查的仅有11家，而支持者却多达30家，另有4家中立。在这45位表达者中，来自中国的或
明确含有中国主题概念（以下统称中字号）的共只有8家。其中在27家协会商会有中字号的仅4
家，7家公司中没有中字号的，4家律所中有1家中字号的，另外在3家研究/专业机构、2位学者、
2位个人中均只有一位来自中国。（以上数据请参见本文附件一的图表）。

I

前言

基于以上的统计数据，有三大特别令人瞩目之处：一是中字号参加数量偏少，仅占18%；二
是支持意见占压倒性数量优势，几乎占67%；三是行业协会商会是本次提交的主力军。下面我们
试图就包括并不限于这三大特点，结合通过多种公开合法途径收集到的资料，对前述45位意见
评论提交者，特别是11位申请出席听证会发言者的基本情况作如下分析研究，供阅读者分享参
考。本文分析的结构基本按照提交评论者的分类逐一进行，但在必要的地方前后文会有所呼应，
力图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和统一的概念结构。
首先我们就本次参与的主力军行业协会与商会进行一下分析。
1、为何行业协会和商会是本次反馈意见的主力军？
行业协会为本行业的成员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成员单位在平台上进行交流和保持联系。
当一个行业面临共同问题时，行业协会是比较有力的表达诉求的途径。美国政府对华进行301
调查最基本的依据来自每个企业的反馈，这些反馈有很多也是通过行业协会到达政府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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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公司都具有共同点：商人的谨慎。企业一般不愿意直接介入政府间的冲突。行业协
会则以代言人的身份出面，为他们发声。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本听证会出面的协会有26家之多，
而公司只有7家。其实对于中国公司而言，相同的逻辑也是适用的。没有一家中国公司向本次听
证会提交书面材料。
地域性商会与行业协会有所不同，前者成员的多样性更丰富一些。因此决定地域性商会意
见的因素也更复杂。可以看到持反对意见或中立意见的美方协会都是地域性综合商会，比如洛
杉矶地区商会（该机构有两位先生分别提交了反馈意见），以及美国国际商务协会。
2、 这些积极参与的美国行业协会和商会有何共性
301条款的本质是保护美国公司向海外市场扩张的利益。本次301调查以技术转让、知识产
权、创新保护等为主题，更加表明了美国政府希望帮助本国公司保持技术竞争优势，振兴出口
产业的目的。
因此可以看到，这些积极参与的协会主要来自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比如软件、医药、计算
机、电信、生物技术。美国在这些行业中有大量的科技公司，拥有大量的专利技术和技术秘密，
这些公司也因此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维护这些公司的技术领先地位是政府在促进出口方面能够
采取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此外也有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其他行业如服装和鞋类，这些行业对于商标和外观设计的
保护也有着强大的需求。
随着知识产权在服务业中地位愈加重要，服务业协会也积极维护自己成员的利益。
美国传统的技术领先行业，比如铸造行业，长时期以来积累的商业秘密和技术诀窍仍赋予
他们一定程度上的领先地位，而这种领先的局面也面临着随时会失去的威胁，他们对知识产权
保护的重视程度也可想而知了。
综上所述，协会作为企业的共同利益平台，是企业间接参与公开的政府调查行动比较理想
的代理人。本次参与调查听证的成员中60%来自协会，只有16%来自企业。实际上这些参加的企
业，也大多有特殊的原因（参见本文II，第二部分）。因此，在一位美国学者看来，进行301
调查的时候应多利用传审机制，以保护美国企业的隐私。如果“像现在的自愿机制，美国企业
可能不会提供资料。”（参见本文II，第四部分）

II

对六种类型参与者的分析

一、行业协会及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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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7家协会中（占58%），有22家来自美国，他们包括软件、医药、计算机、电信、生物技
术等行业协会。在这些美国的协会中，只有一家对本次301调查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这是一家洛
杉矶地区的商会，他们认为试图用301调查的手段解决目前的问题是“无效的途径”。来自中国
的协会有4家，他们是:美国中国总商会、中国国际商会、中国企业联合会、机电产品进出口协
会。详见下表。
表一：参与2017年9月28日反馈意见的行业协会和商会汇总表 (注: “态度”一列中，反对或扶持指反
对本次301调查所持相应的态度)
代表人
1

协会名称

国家

态度

Chen Xu & Liu,
Xinze

美国中国总商会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中

反对

Carlos Valderrama

洛杉矶地区商会Los Angeles Area Chamber of Commerce

美

反对

3

Qunfei Zhu

中国国际商会 The China Cha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COIC")

中

反对

4

Gang Zhu

中国企业联合会 China Enterprise Confederation

中

反对

2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Import and Export of

5
Ruiqing Yuan

Machinery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CCCME)

中

反对

6

Gary Toebben

洛杉矶地区商会 Los Angeles Area Chamber of Commerce

美

中立

7

Eva Hampl

美国国际商务协会 United State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美

中立

8

Rufus Yerxa

美国全国外贸理事会 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

美

支持

9

Tommy Ross

软件协会 The Software Alliance

美

支持

10

Jay T. Taylor

美国医药研究和制造商协会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美

支持

11

Joe Diamond

生物科技创新组织 Biotechnology Innovatoin Organization

美

支持

12

Stefanie Holland

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 Computing Technology Industry Association

美

支持

国际机械和航空工人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and Aerospace

13

支持

Owen Herrnstadt

Workers

美

14

Alexa Burr

美国化学协会 American Chemistry Council

美

支持

15

William Busis

电机设备制造商协会 Motor &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美

支持

16

K.C. Swanson

电信产业协会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 (TIA)

美

支持

17

Stephen Lamar

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 American Apparel & Footwear Association

美

支持

Stephen Lang

美国婚纱与礼服行业协会American Bridal & Prom Industry

美

支持

18

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 the 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19

支持

Richard Ellings

Property

美

20

Stephanie Salmon

美国铸造协会American Foundry Society

美

支持

21

Erin Ennis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美

支持

22

Linda Dempsey

全美制造商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美

支持

23

Christine Bliss

服务业联盟协会 Coalition of Services Industries

美

支持

24

Joe Damond

生物技术创新组织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美

支持

25

Stephen Ezell

信息技术产业协会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

美

支持

26

Kenneth Jarrett

上海美国商会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

美

支持

27

Stephen Zirschky

信息技术和发展基金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美

支持

1、 对大部分协会的意见摘要如下：
软件协会The Software Alliance
 认为中国政府未能提供对于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全面保护；
 对于需要大量数据传送的技术，市场准入和外商直接投资门槛过高；
 认为网络安全政策当中要求科技企业提交源代码和企业标准的措施缺乏明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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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药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希望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按照《关于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保护创新者权益的相关政
策》
（2017 年第 55 号）实际实行监管数据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认为中国政府应增加规管专利的透明度以促进解决专利争议的效率；
 应加强专利审查指南的清晰度。
生物科技创新组织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认为中国应该效法其他国家的专利法，包括提交有关药品专利申请辅助文件的处理；
 欢迎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7 年 5 月提出的措施，包括接受外国临床试验数据
以辅助药品注册的提议。
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 Computing Technology Industry Association
 应要求中国政府，包括所有地方政府实行支持竞争的采购政策，与 WTO 的政府采购政策一致；
 应要求中国政府实施并解释每个科技产业有关的补贴或其他辅助政策不会影响美国的有关
产业；
 反对中国政府实施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如：
《中国制造 2025》、人工智能规划、
《云计算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 年）》
、
《反垄断法》等；
 中国政府积极实施尤其在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的技术标准，但其标准属于自愿性质，而非强
制性质，容易延迟美方于中国引进最新的信息与通讯技术。
国际机械和航空工人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and Aerospace Workers
 航空业在中国的技术转让会导致美国有关的工作机会流失，以及美国航空业的衰退；
 中国航空企业以后会直接与美国顶尖的航空企业竞争，形成未来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
美国化学协会 American Chemistry Council
 中国于 2010 年 10 月实施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7 号令）在
其后公布的解释缺乏透明度和一致性，导致美国企业未能有效为中国提供新化学物产品；
 希望向中国不同部门登记化学物质的有关披露有更清晰和一致的指引；
 中国专利法的发展有不利生物科技专利申请的趋势，从而使中外企业不能公平竞争。
电机设备制造商协会 Motor &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中国制造 2025》含保护主义色彩，外国在中国设厂的汽车制造商得不到协助，在中国未
能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会形成外国跟中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反对中国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实施要求公营电讯机构禁止客户使用 VPN 连接；
 中国需要加强网络安全保护。在缺乏网络安全保护下，知识产权的侵权情况只会更严重。
电信产业协会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
 强制要求信息与通讯技术产品和新网络服务进行安全测试，要求企业提交源代码并且利用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广阔的定义对数码经济也进行监管；
 为取代外国科技，中国除了要求含敏感资讯的政府及国营组织网络使用获得本地知识产权的
产品，最近也要求商业保险、民营航空以及其他快速发展的行业，如保险，航空，云端运算、
行动互联网、物联网、工业控制和大数据等加入计划；
 对外国的云端运算行业实施持股上限和营运限制的措施，跨边界数据流通限制和有别于国际
基准的外国企业制裁措施，影响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营运。
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 American Apparel & Footwear Association
 中国网购市场出售大量的仿冒产品和仿冒品牌，虽然中国的法律制度最近对这类型的行为作
出制裁，但协会希望中国政府可以正视问题。
100

美国中国总商会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对于 301 调查持反对态度，中国企业大多都是单纯为了商业考虑来美投资，并遵守美国法律
及规例，包括知识产权的法规。总商会的会员为美国经济带来巨大效益及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中国政府于保护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原创的行为、政策和做法上并没有呈现不合理或歧视
的情况，并且没有为美国经济带来负担或规限；
 多国政府实施有利于本土产品的采购政策，所以中国政府的有关政策实属合理；
 中国实行的政策和法律没有偏向支持本土产业，大量外企也利用政策在中国直接投资。
 美方如对中国实施制裁会对中美贸易带来负面影响，危害美国政府、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
美国全国外贸理事会 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
 列举并认可了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作出的各项努力。
 表示在华美企在经营中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希望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理事会主要阐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一、创新政策；二、云计算；三、商业秘密保护； 四、
专利和技术标准；五、进出口法律法规；六、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正及“垃圾专利”
。
美国婚纱与礼服行业协会American Bridal & Prom Industry
 中国存在许多与各品牌公司网站高度相似的假冒网站；
 认为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多种努力解决上述问题，但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协会申请扩大 301 调查的范围，将上述问题纳入调查中。
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 the 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列出的重点科技、行业同时也是中国常常侵犯美国专利权的行业；
 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 2250 亿美元～6000 亿美元
 委员会主张美国采取四种行为，包括加强 337 调查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并购的审核力
度。
美国铸造协会American Foundry Society
 协会认为中国钢铁公司大多为国有企业，或享受多种政府资助及补贴；
 协会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限制美国铸造行业的公司进入中国；
 《中国制造 2025》会导致对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不平等对待，不符合中国加入 WTO 的承
诺。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委员会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评论：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二、技术转移（重点）；三、美国
在华企业在技术条款协商中处于劣势；四、对美国企业及美国企业资产的并购；五、网络盗
窃(Cyber theft)；六、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技术转移方面，委员会关注中国政府以下行为：一、政府审批；二、合资企业的设置要求；
三、政府采购；四、其他干涉在华美国企业的经营的行为。
 委员会认为，当美国政府认为贸易伙伴的政策不合理或者为歧视性政策的时候，尽管 301 调
查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应对方案，最终的目标应当是减少这些不合理的以及歧视性
的政策。
全美制造商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美国制造商对其在中国的利益有许多顾虑，包括不公平的政策等；
 协会不久后将公布一份关于中国对其加入 WTO 承诺执行情况的报告；
 列举了四项中国政府采取的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一、投资限制及政府审批手续；二、
促进科技本地化的产业计划；三、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推动技术转移，限制跨境数据流动；
四、关于竞争标准的认定不利于知识产权的高效使用，如反垄断法。
服务业联盟协会 Coalition of Services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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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主张中国市场是开放的，有清晰、公平的规则。但是协会认为与实际不符；
快递行业：认为中国未向外国公司完全开放本地市场，对外国企业规定的法律法规负担过重；
通讯行业：认为中国没有兑现其 WTO 承诺，即进一步开放通讯行业市场，加强外国企业参与；
保险行业：认为中国过多限制了外国企业的参与，例如企业所有权、外资比例等限制，给予
中方投资者过多控制权，从而成为科技转移的实际受益者。

生物技术创新组织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曾就生物技术问题提交报告给美国贸易代表署作为特殊 301 报告生物技术方面的参考；
 在生技药品方面，中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于 2017 年 5 月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认为需要得
到中国知识产权局的协助，否则无法得到良好效果；
 强调了工业微生物技术的剽窃问题。这些技术被中国窃取，或在中国进行销售。
信息技术产业协会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
 认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法律法规和实践存在问题；
 认为中国不尊重加入 WTO 时作出的承诺，把仿制外国科技作为其成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手段；
 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利益。列举了各项数据对比，认为中国的这些快速
发展建立在不公平的贸易条款基础上。
上海美国商会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
 在科技转移方面，认为中国缺少明确清晰的法律法规，且相关的成本也阻退了美国企业的积
极性；
 提到《中国制造 2025》中的各项政策过多地扶持了本地企业；
 中国是美国的重要市场，主张美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不要忽视这些经济背景。
2、 协会反馈的意见中，对政策和法规的关注比较明显

 《中国制造 2025》
：该文件被提到的次数最多，有四次之多，被认为有保护主义倾向。
 《云计算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 年）
》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被认为有保护主义倾向。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被认为缺乏透明度和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被认为定义偏宽泛。
 《关于规范云服务市场经营行为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稿）》、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清理规
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
，被认为是通过行政审批程序等强迫技术转让。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被认为帮助强迫技术转让。
 《外商投资指导目录》被认为在某些关键行业强制外国投资者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公司。

二、公司
7家提交文件的公司全部来自美国，有3家公司反对或中立，4家公司支持本次调查。
表二：参与2017年9月28日反馈意见的公司汇总表 (注: “态度”一列中，反对或扶持指反对本次301
调查所持相应的态度)
代表人

公司名称

国家

态度

1

Todd D Young

美国钢铁公司 US Steel Corporation

美

支持

2

Edwin O Rogers

Bonumose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Bonumose Biochem LLC

美

支持

3

Tim Tangredi

Dais分析公司Dais Analytic Corporation

美

中立

4

Daniel Rosen

Rhodium公司 Rhodium Group, LLC

美

反对

5

William Mansfield

ABRO公司 ABRO Industries, Inc.

美

反对

6

Daniel Patrick McGahn

美国超导公司（上市公司） American Superconductor Corporation

美

支持

7

Timothy Brightbill

太阳能世界工业美国公司 SolarWorld Americas, Inc.

美

支持

102

1、 持支持意见的公司
这 4 家公司均与中方企业有过或正在进行诉讼。与上文分析相吻合的是，企业一般不愿意介入直接
面对政府的听证会。但是对于处于诉讼过程中的企业来说，参与这样的活动或许是引起更多社会关
注的时机；对于因诉讼不成功而面临挫败的企业来说，也是发声的机会。
（1） 美国钢铁公司：
该公司发起过对中国钢铁企业的 337 调查。其中一项指控是声称宝钢窃取了该公司的商业秘密。
在证据开示过程中，他们向美国政府请求提供关于中国黑客事件的证据，没有得到支持。加上其
他一些原因，他们不得不撤回关于商业秘密的指控。
该公司提出的问题是：不仅要看中国政府做了什么和能做到什么，“还要看我们政府没有做到什
么，或者似乎他们根本做不到。
”
他们在报告中还提到 2014 年 5 月 19 日的中国黑客案，当时美国司法部长有过强硬的表态，但他
们认为根本没有采取行动。
（2） Bonumose Biochem LLC
该公司在美国收购了一家拥有塔格糖（tagatose）生产技术专利的公司，被收购方人员回到中国
后加入另一家公司。然后那另一家公司在中国申请相同的专利。目前该公司在对中方的专利提出
异议。
（3） AMSC 美国超导公司
该公司声称中国华锐在 2011 年突然拒绝接收价值 7500 万美元的货物，
并且对已接收的价值 7000
万的货物拒绝付款。他们到中国法院起诉华锐窃取商业秘密。他们这一行为导致截止 2017 年，
AMSC 失去 96%的市值。
诉中国华锐公司窃取商业秘密及合同违约案件正在审理中。
（4） 太阳能世界美国公司
该公司声称是 2014 年 5 月黑客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中国黑客窃取了他们的技术并且进行传播。认
为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板导致近 30 家美国公司破产，美国太阳能行业处于崩溃的边
缘。
2、 持反对或中立意见的公司
（1） 荣鼎咨询(Rhodium)
一家经济研究公司。其目的是希望本次调查过程中使用他们的数据库。
（2） ABRO
只有二十几个人的小公司，他们认为在中国无法保护 IP 是那些公司自己有问题。
“大多数假货
是中国产的，但是大多数所有东西都是中国产的。”中国象其他国家一样致力于治理制假，
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3） Dais
一家纳米聚合物材料公司。该公司认为中国正在努力改进 IP 保护，值得欢迎。对中国劳动法、
公司法提出了看法。该公司持中立意见。

三、律师事务所
共有四家律师事务所提交了评论报告，其中有1家来自中国，其余3家来自美国。
表三：参与2017年9月28日反馈意见的律师事务所汇总表 (注: “态度”一列中，反对或扶持指反对本
次301调查所持相应的态度)
代表人

律师事务所名称

国家

态度

1

John Tang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分所

中

反对

2

Luke Meisner

世达律师事务所 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 FLOM LLP

美

支持

3

Stephen Claeys

Wiley Rein律所 Wiley Rein LLP

美

支持

4

Terence Stewart

Stewart & Stewart律师事务所 Stewart and Stewart Law

美

支持

1、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公室
这是唯一一家来自中国的律所。北京德和衡近年来发展较快，本次参与 301 调查的听证，反
映出该所拓展海外市场的战略，也可窥见其国际化业务水平一斑。
 中国企业出于商业考虑来美投资，并遵守美国法律及规例，包括知识产权的法规。企业为
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并且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
 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创新等方面政策和做法上并没有不合理或歧视的情况，也没
有为美国经济带来负担或规限；
 中国的政府采购政策在 WTO 框架的合理范围之内；
 大量外企在中国直接投资，中国政府的投资政策没有不平等对待的情况；
103

 对中国的制裁措施不仅影响双方贸易，而且伤害美国政府、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
2、 世达 (Skadden)
世达提交的文件是代表一个其正在代理案件的公司客户。这一客户拥有某项技术，声称有中
国公司窃取其技术，并且在中国国内生产和销售产品。他们发现诉讼取证难度较大，并且声
称该中国公司受到政府的支持。
3、 Stewart & Stewart
位于华盛顿的一家小型律师事务所，主要从事贸易救济方面的业务，比如反倾销、反补贴等。
执笔者为Terence Stewart先生，主要观点：
 大段引用了中国加入 WTO 的承诺文件以及美国贸易代表 2016 年对中国知识产权的报告
 对《中国制造 2015》的评述
 技术转移：汽车行业、高铁、半导体行业
 希望美国贸易代表通过 301 调查尽快解决以上问题。
4、 Wiley Rein
华盛顿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有 250 名左右律师。所内很多律师曾在白宫、国会、以及联
邦机构如国防部、专利局及司法部担任过高级职位。执笔的为 Stephen Claeys 先生。2017
年加入律所之前任国会高级贸易顾问，曾主导参与 TPP 协议的谈判。
 认为中国的 2006-2020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则是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技术窃取计划；
 认为中方的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立法涵盖范围宽泛，为合法经营的外国公司带来了不合理的
负担；
 认为中国政府使用一切工具为中国企业创造竞争优势：
（1）工业政策和政府支持；
（2）国
家安全法规；（3）国家支持的知识产权窃取；
（4）竞争法。
 要求美国贸易代表采取综合手段，超越关税和进口限制等传统手段，来消除中国前述行为
带来的不断增长和累积的负面效果。

四、学者
表四：参与 2017 年 9 月 28 日反馈意见的学术机构汇总表 (注: “态度”一列中，反对或扶持
指反对本次 301 调查所持相应的态度)
代表人
1
2

所在学术机构

国家

态度

Lee Branstetter

卡耐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美

支持

杨国华

清华大学法学院

中

反对

两位学者的介入也引人注目，其中一位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杨国华教授，另一位是卡耐基
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Lee Branstetter先生。
1、 杨国华教授
杨教授目前仅提交了证言概述，没有提交相关评论，并且要求不作口头作证。其证言从四个方面进
行了简单阐述：
 技术转移：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移的决定是基于中美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外国企
业没有强制进行转移。与此相反，中国中央政府明确表示禁止地方政府强制技术转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其中某些规定目的是保护国际科技转移协商中的弱势
一方。这与其他国家对待此类问题的态度一致。

中国企业在美并购是企业行为，没有政府引导。

网络信息安全：网络攻击是中国、美国共同面对的挑战。中美双方应当加强合作，抵制网络攻
击和基于此侵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行为。
2、 Lee Branstetter 教授
 认为中国未能保护本土的知识产权，且不公平对待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但他认为目前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于未能从实际受影响的美国企业收取数据，形成美国政府多年未能够实施有
效的政策打击问题。
 认为技术转让通常都不是自愿或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国国企领导是政府安排的，在进行技术买
卖的时候，他们考虑党的利益而不是经济效益。而美国企业则认为不能忽视中国的庞大市场，
所以被迫进行不合理的技术转让。
 美国、日本和欧盟企业都受到中国技术转让问题困扰，所以需要合作透过像这次的调查或有关
法律途径阻止中国技术转让的问题。
 在华美企可能会因提出不满受到惩罚，建议进行 301 调查的时候多利用传审机制以确保美企隐
私。如代表处像以往只利用自愿机制，美国企业可能不会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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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在技术科研上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在没有西方国家技术转让和援助情况下会受到
经济上的打击，所以美国应该让中国意识到这点。
其他美国政府机关如美国商务部可以利用其调查的权利，暂停中美间技术转让。
美国政府应该为中方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制定新的法律。

五、研究机构
表五：参与 2017 年 9 月 28 日反馈意见的研究机构汇总表 (注: “态度”一列中，反对或扶持
指反对本次 301 调查所持相应的态度)
代表人

研究机构名称

国家

态度

1

James Lew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美

中立

2

金海军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会 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Society

中

反对

Scott Partridge

美国知识产权法协会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美

支持

3

1、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会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金海军教授代表法学会提交了文件；

介绍了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介绍了中国知识产权法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强；

中国知识产权法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平有序的环境作出贡献；

介绍了跨境技术转移的模式，并且对相关法律进行了分析。
2、 美国知识产权法协会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认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作出的种种努力，但认为在商标、专利及著作权保护方面仍存在
诸多不足；

在强制技术转移方面，协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强迫技术转让； 在商业秘密保
护方面，协会以美国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的相关诉讼案件的数量及胜诉案件数量为依据，指出
中方需要进一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的力度；

分条列举了中国在商标、专利、著作权保护上存在的问题；

认为中方应按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 2017 年《特别 301 报告》中提出的中方应当改进的方式进行
改善。
3、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对航空和半导体行业的技术转移现状进行了分析，担心类似的技术转移会发生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
网络服务、绿色能源等行业；

与中国建立新型的经济合作伙伴模式仍有可能，但需要有力的外交手段；

中国领导人务实，认为其行为可以改变；

中国的崛起让世界更富裕。

六、个人
表六：参与2017年9月28日反馈意见的个人汇总表 (注: “态度”一列中，反对或扶持指反
对本次301调查所持相应的态度)
姓名

背景

国家

态度

1

张为安

品保委主席 Quality Brand Protection Committee

中国

反对

2

Bill Pascrell, Jr.

参议员

美国

支持

1、 张为安(Jack Chang)
张先生目前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主席。他以个人名义发表评论。


基于他二十余年一直在 GE、强生等外企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以及作为品保委主席期间与大量外国公司
的交流，他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

认为加强交流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对抗会使情况恶化；

从他的视角，从没有看到过强迫技术转让的案例。
2、 Bill Pascrell
Pascrell先生是一名众议员，来自新泽西州。他曾在8月14日特朗普总统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审查中美
贸易关系之后发表声明，“担心这仅仅是又一场调查和报告，而不会采取行动。”他本人曾经提交过《工作与贸易
竞争力法案》,对美国企业知识产权在海外的保护提出过关注。他是众议院赋税委员会贸易分会的副主席。
他在提交的评论中提及：



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影响了医学研究材料、生物样本进入中国；
要求尽快实施在药品市场准入之前的通过自动连接实现的自动专利争议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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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存在的假药和仿制药的现状表示关注和担心。

结语

III
1、 关于 301 调查及本次听证会的一些想法
（1）关于本次301调查

综观全部评论的内容，虽然很多机构都表示支持本次301调查，并且对调查的四个方面不同程度
地提出了观点和证据，但是意见极端的评论非常少。几家出面作证的公司，也多少怀有为自己的诉
讼造势的目的。
301调查应该在WTO框架之内进行。但是如果在WTO框架之外美国政府发现仍然存在“不合理、歧
视”等情况的存在，按1974年贸易法美国总统有权采取单方面报复行动。但这种报复行动的后果会
是非常深远的，也是绝大部分美国在华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
近一周来中美高层互动非常频繁，美国现任总统一直以“Deal Maker”自居。中国政府也频繁
示好，比如9月份出台的十二部门联署的加强外国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等等。另外美国公司在
华体量巨大，个别公司虽然可能碰到过问题，但他们大多数仍然需要在巨大的中国市场继续经营和
发展，他们也会向政治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本次调查可能以双方谈判和妥
协结束。
（2）关于本次听证
前面讲到的近来几件比较切时的近因，应该会对10月10日的听证会有所影响。但另一方面美国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本人在对华知识产权争端方面一直持强硬态度，总统本人也面临着兑现竞选承诺
的巨大压力。听证会得出完全有利于中方结论的可能性很小。

在10月10日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办公室举行的听证会上，将会有10家单位（清华大学的杨国华教
授提交了证词，但要求不出面口头作证）出面口头作证并接受调查组成员的询问。每家单位的发言时间
为5分钟。作证的顺序目前还无从得知。
这10家口头作证的单位中有5家来自中国，均对调查持反对意见。他们分别是：美国中国总商会、中
国国际商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会。三家商会均由
会长或副会长亲自出面作证。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总裁蒋琪也会亲自出面作证。
5家来自美国的单位中，有1家反对，1家中立，3家支持。其中北京德和衡律师所的老客户--ABRO（爱
宝）公司持反对态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ISC）持中立态度，国际机械和航空工人协会、反知识产
权窃取委员会以及美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分会持支持态度。

表七 10月10日出席作证人员、单位及证词要点列表
作证人
1

徐辰

单位

职务

国别

态度

美国中国总商会

会长

中

反对

刘馨泽

证词要点








2

陈洲

中国国际商会

副会

中

反对




106

中企为商业利益来美投资，守美国法律，尊重知识产权
总商会的会员并且为美国经济带来巨大效益及创造大量就业机
会；
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原创的行为
政策和做法上并没有呈现不合理或歧视的情况，并且没有为美
国经济带来负担或规限；
中国的政府采购政策与 WTO 规则一致；
中国实行的政策和法律没有偏向支持本土产业，大量外企也利
用政策在中国直接投资。
美方如对中国实施制裁会对中美贸易带来负面影响，危害美国
政府、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和商业环境已经大幅提高；
中美经贸关系双方是互利共赢的，应当通过对话、协商等方式

刘超

长





3

王贵清

中国机电产品进

副会

陈惠清

出口商会

长

中

反对





4

蒋琪

北京德和衡律师

John

事务所

总裁

中

反对




Chen
5

金海军

中国知识产权法

教授

中

反对

学会






6

杨国华

清华大学

7

教授

中

反对



不详

美

支持





Owen

8



Herrnsta

国际机械和航空

dt

工人协会

Scott

战略与国际研究

部门

Kennedy

中心

主任

美

中立

CISC
分会

9
美国律师协会知
Scott

识产权法分会

Partridge

ABA IP Section

支持

美

支持

主席

不详

1

美

0















Richard

反知识产权窃取

Ellings

委员会

1

William

ABRO

1

M.


知产

美

总监

Mansfiel

反对






解决争议，而不是通过单方行动；
技术转移是中美企业平等谈判协商的基础上作出的商业决定，
中国政府没有强迫技术转移；
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是为了技术转移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
方；
中企在美并购是企业决定，没有政府引导；
网络攻击是中美共同面对的挑战，中美应当加强合作，保护与
网络安全相关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主旨在于促进中美贸易关系和知识
产权的保护，并且目睹中国于知识产权和技术发展方面有显著
的进步。
商会在美国政府宣布 301 调查的起端与其会员接触，了解到美
国政府的指控与实际情况不一，会员也表示开始为中美贸易关
系感到担忧，故商会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处可以以对话和磋商解
决贸易摩擦。
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创新等方面政策和做法上并没有
不合理或歧视的情况，也没有为美国经济带来负担或规限；
对中国的制裁措施不仅影响双方贸易，而且伤害美国政府、企
业及消费者的利益。
过去 30 年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进来的改革包括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改进司法程序、发
布指导案例以保护司法的统一性和透明性
没有发现中美贸易中出现不合理或者歧视的与技术转让相关的
法律或规定
政府间、学术界间的定期对话是有效而双赢的通道，应以此为
解决问题的机制
杨教授已提交了书面的证词，但要求不出席口头作证
要求国家政策保护本国产业工人
很少有国家象中国这样能建立强大的航空工业，他们依靠的是
技术转移和制造业转移
航空业在中国的技术转让会导致美国有关的工作机会流失，以
及美国航空业的衰退；
中国航空企业以后会直接与美国顶尖的航空企业竞争，形成未
来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
多年来该协会一直要求对华展开 301 调查
中国经济总量大、迅速调动资源能力强，其保护国内市场的政
策对全球有很大影响
制造业升级
中国正逐渐提升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需要采取协调、多方的策略与中国进行长期和深入的介入
不代表 ABA 观点，仅代表知识产权法分会的观点
认可中国民法将商业秘密列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
商标法违法处罚太轻，恶意抢注严重
版权法有需要改进之处
希望推行证据开示制度
法院更多地批准诉前保全
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列出的重点科技、行业同时也是中国常
常侵犯美国专利权的行业；
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 2250 亿美元～
6000 亿美元
委员会主张美国采取四种行为，包括加强 337 调查和美国外国
投资委员会对并购的审核力度。
中国无法保护 IP 是那些公司自己有问题。
“大多数假货是中国产的，但所有东西都是中国产的。”
中国象他国家一样致力治理制假，但未得到应有的认可。
他们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得到很好的保护。

d

（3）关于本次听证的程序
目前看来只有11位提交评论者同时要求口头作证。按照8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的通知，每个人有
5分钟的时间陈述。另外调查组成员会向作证者提问，但提的问题往往涉及法律、执法或是具体细节，
作证人不可能全部清楚的回答，所以一般在作现场作好记录，并承诺在10月20日之前提交书面的回
答即可。

2、 鼓励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和企业加强对外交流，知己知彼，积极参与类似此次调查的活动
我们看到国中国总商会、中国国际商会、中国企业联合会、机电产品进出口协会等四家协会积
极提交了评论和要求出席听证。他们代表自己的协会成员发出了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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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协会、企业、研究机构，都有明确站出来反对这次301调查的。原因比
较明显：(1)这样的调查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单方面报复行动，以及再随之贸易战的爆发，不会给任
何一方带来好处；（2）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国内也存在着大量依赖于中国制造的市场主
体。
我们国内的行业协会、公司、各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采取行动：
(1) 加强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不仅理解我们需要对方做什么，也要清楚地明白对方需要我们做什
么。这种理解对于避免潜在的贸易纠纷有重要作用。既有助于把握好打交道的尺度，而且在
需要挺身而出在政府层面上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能够言之有物；
(2) 加强对我们知识产权保护现场的宣传。美方很多评论中对中国近年来对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
努力和进步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认同的，包括在 2017 年美国贸易代表的特别 301 报告中也承
认了这一点。我们政府下大力气做了的事情，也要花大力气去宣传。最有效果的宣传是市场
主体之间直接的对话。
(3) 从政府层面上，强调中国经济崛起给全世界带来的福祉，强调美国经济繁荣和民生平稳的背
后，也有着无数中国企业的贡献。
本文前言部分指出，从这次提交评论的情况来看，有三大特别令人瞩目之处。其中的两点，即
中字头的机构参与少，以及支持意见占压倒多数，其实均与此有关。这也是我们需要花力气去改变
的。

3、 与国外企业交朋友，加强理解和沟通，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本次调查只有7家美国公司出面提交评论，但实际上在27家行业协会后面，有着成千上万的企业。
企业其实是国家经济合作的核心部分，也是合作存在的原因。与他们打好交道至关重要。一定程度
上某些对中国政策和法规的误解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消解。
因为是公开听证，所以大部分企业不会出面。但如果美国政府按Branstetter 教授建议的传审
的方法与企业沟通的话，有可能是不同的结果。所以如果能够最大程度地得到企业的理解，情况会
有所不同。

4、 国内企业要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既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也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避免因为一件极端事件，给整个行业甚至更
高层次上带来负面的影响，被贴上标签。

5、 对一些典型的外企可以进行一些调研
比如本次持反对意见的ABRO公司，在评论中认为很多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得不到保护，
主要怨他们自己。他说自己公司在中国顺利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且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也得到了
极大的支持。
可以对这样的公司进行一下调研，找一找共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并且可以向其他外企推广。

6、 政策制定的策略
在所有提交的评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中国制造2025》。
制造业升级，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是中国政府明知和必然的选择。因为我们的政府也面临
着巨大的公民就业压力，面临着长期以来从事低端制造现在难以为继的困局。象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一样，我们有权利去升级我们的制造业，并且我们的制造业从自然发展的路径来看也具备了升级的
多种条件。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也表明了政府的眼界和担当。
108

但显然，我们的政策引起了比较大范围的误解，并且被一些公司和机构拿来作为保护主义的口
实。由于水平及时间有限，关于这一条我们目前没有具体的建议。我们谨慎地建议，是否可以考虑
在制订政策的时候，再考虑一些国际法律和规则体系的因素，在表达方式上多考虑灵活的选择。这
样可以避免一些本来就用负面眼光看中国制造的人或者机构得到做文章的机会。

以上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就公开合法途径收集到的资料，对前述45位意见评论提交者基本
情况作出的分析研究，以及我们自己思考的记录。供阅读者分享参考。
（撰稿人：方春晖，本报告于2017年10月提交司法部及外交部）

-----------------------------------------------------------------------------附件一、301评论报告提交数据统计图示：
附图1：参与评论者类型统计

附图2：评论者国别统计

附图3：评论者态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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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衡国际知识产权团队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国际知识产权团队秉持“专业、专家、专力、专案”的服务理念，
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坚持专业分工和团队协作，贯彻严格的案件管理流程，致力于为国
内外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团队律师均拥有国内外顶尖高校的教育背景，在过去十几年间主要从事知识产权、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的代理和审判工作，在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企业知识产权战
略制定、技术许可或转让等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核心成员能够熟练使用英语与外国同
行进行交流沟通，对欧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相当了解，精通中国知识产权、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实务。
团队成员曾在中外知名媒体上发表文章上百篇，多次受邀就专业问题发表演讲和提
供专家意见。多位核心成员具有工学和法律学位，具有律师和专利代理人资格，长期参
与专利无效和专利诉讼案件，非常熟悉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知识产权法
院、知识产权法庭的案件处理流程和裁判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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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H International IP Team

DHH is a general practice law firm in China, with more than 1000 colleagues working across
the world. Our international IP team has 8 patent litigators and 10 patent agents working
together to cover industries lik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and networks, physics,
optics, medical devic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emistry, biotech, among others. We built a
premier nationwide patent litigation practice by focusing on clients’ needs, immersing
ourselves in their business and exploiting preeminent technical resources and experience to
achieve successful results.

Lawyer-Patent Attorney in One, Plus Industrial Background
All core members of our patent team are lawyers with technical degrees, specializing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We have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through representing plaintiffs and defendants before the Patent
Reexamination Board and the Courts. We also benefit from working experience in industries
before turning to patent law practice, which lends us both practical and technical insights. The
individually integrated role of both lawyer and patent agent, and the hands-on industrial
background, may distinguish our patent team from others.
Domestic Expertise Plus Global Vision
DHH patent team has been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clients and firms in the past decade,
and demonstrated to cli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ur strong strategic planning and
execution capability in defending their pat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professionals, we have
insightful research on patent law issue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with more than one hundred articles published o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magazines or
journals, and numerous speeches delivered in various IP seminars.
Dedication to Technology Cases and Excellence in Case Management
DHH patent team focuses on technology related cases, including patent prosecution,
invalidation, litigation, trade secret, etc. For each case, we will assign two partners to ensure
deep involvement of case management. Brainstorming, double check, and elimination of
blind spots are the main features of our case management and unique path to excellence.

We believe our depth of expertise and breadth of practice will be truly valuable to maximize
your IP interests and minimize your litigation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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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衡国际知识产权团队资深成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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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春晖
合伙人，律师/专利代理人

擅长领域： 知识产权及反垄断、民商事争议解决
及国际仲裁

执业资格： 中国律师执业资格 专利代理人资格
工作语言： 中文 英文
邮

箱： fangchunhui@deheng.com

电

话： 010-85407609 15618560138

执业经历：
方律师先后取得武汉大学工学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知识产权法学硕士
学位。曾在通用电气、阿尔斯通等世界五百强企业从事技术管理和法务工作，有深厚的电力及工业
应用技术研发和应用经验，并曾经管理过大量海外EPC工程项目。方律师曾成功代理和协助多家国内
企业在美国、德国应诉专利侵权案件。主要从事知识产权业务、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及仲裁。知识
产权法律服务的范围包括专利、著作权、商标、商业秘密和跨国技术转让等。在国际业务方面，方
律师能熟练处理知识产权跨国诉讼和纠纷，包括跨国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纠纷和相关
事务，以及美国ITC 337条款调查案件等。方律师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及实践经验，与世界各国的律
师同行有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擅长理解客户需求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方律师为中国人民大学
留学生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研究生讲授知识产权法实务课程。

代表案例：
同步代理/管理国内某赖氨酸产品公司在中国、德国两地被诉专利侵权案
代理英吉多健康产业有限公司（2018 年）应诉美国 ITC337 条款调查案
协助某中国公司（2017 年）在美国 ITC 被诉侵犯商业秘密 337 条款调查案
中石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
代表中美商会准备证言，并出席 2017 年美对华 301 调查听证会
代理某法国客户向中国某医疗设备制造商技术转让
代理烟台海普制盖公司应诉意大利刮拉瓶盖制造公司所提出的专利侵权案
代理英国奥特公司诉英国斯特里克斯公司涉及开水煲控制器在中国的两个专利侵权案
美国布里斯托尔压缩机专利案
橡胶防老化剂 337 调查案
代理辽宁般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及计算机服务器的中国专利权无效案
香港某科技有限公司“热传递装置及其制造方法”专利无效案
陕西某机械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污浆吸排机”专利无效案
深圳市某医药公司“纳米银长效广谱抗菌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无效案
山东某机械有限公司“金刚石圆盘锯石机”专利无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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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韩国某一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与中国某公司之间的专利许可提供法律意见
为某日本医疗器械制造商与中国公司之间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转让提供法律意见
为某美国医药公司与中国公司之间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转让提供法律意见
马来西亚 SABAH SPR 100MW 燃机 BOP-DCS ,DEH 项目
越南山洞电厂#1,#2 2*110MW 项目
印度阿达尼电厂（ADANI TUNDA）一期二期 2*330MW 控制系统项目
土耳其 Biga 电厂 3X135MW 机组 DAS、CCS、SCS、ECS、BMS 系统，
土耳其碱矿自备电站#1, #2

2*106T/H 次高压 CFB 炉 2*10.3MW

印尼麦伮伽 CP BAHARI 电厂一期 2*30MW 项目
越南农山 1*30MW 燃煤火力发电站项目
印度 LANJIGARH3*50MW 和 2*33MW 机组 DEH 项目
阿塞拜疆 JANUB 项目 2×135MW 项目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 3*135MW 电厂项目
白俄罗斯明斯克联合循环机电厂 CCPP 余热锅炉 DCS
哈萨克斯坦 AES 项目#1 抽凝机组改造（60MW）
塞尔维亚 KOSTOLAC-B 电站一期 FGD DCS
菲律宾普丁巴图二期 1*135MW DEH 项目，菲律宾 CALACA 2*150MW DEH/ETS 项目
赞比亚马安巴 2*150MW DEH 项目
卢旺达 EWSA 1x15MW 泥煤电站工程 DCS
孟加拉 Bibiyana II 期燃机 1x344.908MW DCS,DEH 项目
哈萨克斯坦乌斯克门热电#12 机组汽机岛 DCS 项目
俄罗斯 Kazanskaya 2X9E (GE) CCPP 1XGTG(9FA) +1XSTG 项目
苏丹喀土穆北电厂控制系统项目
尼日利亚奥贡（PAPALANTO）2 台燃机余热锅炉 DCS 项目
印尼三宝垄 PLTGU TAMBAK LOROK BLOCK 1 3*9E CCPP 及 DCS 项目

著 作：
《Github 的盛宴与 Hangover：开源软件的著作权法律风险》2018 年《知产力》
《专利许可区域约定条款可否对抗平行进口中的专利权用尽》2018 年《知产力》
《Uber 商业秘密案：辩方策略与"反证据开示手段"》2018 年《知产力》
《对华 301 调查反馈意见及听证会作证意见的基本情况分析报告》2017 年 10 月
《对留置权概念的立法比较及对其实质的思考》 载《法学评论》2004 年第二期）
《优先权的理论和立法问题》 载《法商研究》2004 年第 3 期。

社会职务：
全球精品律所联盟（EGLA）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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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良勇
合伙人
律师/专利代理人

擅长领域： 知识产权 纠纷解决 合同
执业资格： 中国律师执业资格 专利代理人资格
工作语言： 中文 英文
邮

箱： liuliangyong@deheng.com

电

话： 010-85407625 13611003401

执业经历：
刘良勇律师具有应用物理和法律硕士双重教育背景，有十年以上的律师执业经验和专利代理执业经
验，擅长于知识产权综合保护、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和合同纠纷解决，曾为多家著名的跨国公司和国
内公司提供知识产权服务，涉及通信电子、互联网、软件、机械加工、化工、食品饮料、医疗器械、
汽车及汽车配件等多个领域，参与办理了大量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确权诉讼、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知识产权申请、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知识产权许可和转让、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以及合同纠纷案件。

代表案例：
代理美国高通公司诉诺基亚公司关于手机芯片的专利侵权案
代理 ABB 公司诉厦门华电关于高压断路器专利侵权案
代理以色列的思亚诺移动芯片有限公司和北京创毅视通科技有限公司的专利侵权纠纷案
代理台湾国际航电股份有限公司(GARMIN)涉及汽车导航系统的专利侵权纠纷案
代理惠而浦和 BOSCH 关于洗衣机发明专利侵权案
代理美国某触感技术公司诉美国某移动终端公司关于智能手表专利侵权案
代理烟台海普制盖公司应诉意大利刮拉瓶盖制造公司所提出的专利侵权案
代理英国奥特公司诉英国斯特里克斯公司涉及开水煲控制器在中国的专利侵权案
代理常州某电器有限公司应诉苏州某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的专利侵权案
代理日本某医疗器械公司诉江苏某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所提出的专利侵权案
代理意大利斯特贝尔股份有限公司诉浙江奥派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专利侵权案
代理香港某公司与上海某制造公司货物买卖、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案
代理泰国某食品加工企业与山东日照某食品贸易合同纠纷案
代理美国高通涉及手机芯片的中国专利权无效案
代理辽宁般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及计算机服务器的专利权无效案
代理以色列思亚诺涉及汽车导航芯片的专利权无效案
代理台湾国际航电股份有限公司(GARMIN) 涉及汽车导航芯片的专利权无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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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ABB 公司涉及高压断路器的专利权无效案
代理美国马特尔公司涉及玩具产品的专利权无效案
代理常州太平电器有限公司涉及通信设备的专利权无效案
代理意大利菲亚特公司涉及汽车的专利无效案
代理英国卢卡斯公司涉及汽车火花塞的专利无效案
代理英国奥特公司涉及开水煲控制器专利无效案
为国内高科技公司撰写涉及软件、通信技术和化学材料方面的专利申请文件
代理国外企业在中国的专利申请业务
代理松下电器关于中国专利侵权行政查处案
代理首创置业被控中国专利侵权的行政查处案
为韩国某一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与中国某公司之间的专利许可提供法律意见
为某日本医疗器械制造商与中国公司之间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转让提供法律意见
为某美国医药公司与中国公司之间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提供法律意见
为国内某能源公司的技术转让合同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南通市东昌化工有限公司处理南通市海圣药业有限公司及其员工侵犯商业秘密案件
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企业专利布局咨询服务
为国内某饮料包装制造公司香港上市提供知识产区尽职调查服务

著 作：
上游行为不侵权，下游行为责任免？——专利法第十一条之精细化适用 （知产力，2018-6-25）
专利许可区域约定条款可否对抗平行进口中的专利权用尽？（知产力，2018-5-11）
《现有技术公开的范围是否涵盖微信朋友圈？》（知产力，2018-10-24）
《一物两权需分清，背后风险要管控》（知产力，2018-2-23）
《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侵权纠纷的举证责任倒置问题研究》（知产力，2016-5-17）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Patent Law Amendments and Upcoming Supreme Court's Patent
Litigation Guidelines》（ABA Journal, Volume9，Number2, 2016）
《Supreme Court reforms patent lawsuit rules》（ABA Journal, SUMMER EDITION,2016）
《iPhone hit by administrative patent enforcement》（ABA Journal,SEPTEMBER,2016）

社会职务：
北京城市学院兼职教授
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业务研究会委员

荣誉：
2015 年被《亚洲法律与实践》杂志评选为知识产权领域“杰出律师”
2017 年被《Legal500》杂志评选为知识产权推荐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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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献涛
合伙人、专利代理人、律师

擅长领域： 知识产权 网络安全
执业资格： 律师执业资格 专利代理人执业资格
工作语言： 中文 英文
邮

箱： songxiantao@deheng.com

电

话： 010-85407790 18810667699

执业经历：
1994年以河北省肥乡县（现为邯郸市辖区）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通信工程系，取得工学学士
和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律硕士学位。曾在总参三部从事网络安全研发工作四年，历任永新专利商
标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律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为德和衡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从事涉外专利代理、无效和诉讼共计十四年。
宋律师对于处理专利授权确权侵权案件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技能。曾为美国高通公司代理专利申请一千多件，
为美国美光公司代理专利申请三百多件，为美国英特尔公司和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代理专利申请上百件，代表无效
请求人或专利权人参加多起无效案件，代表原告或被告参加多起专利侵权诉讼案件。
宋律师有着突出的研究能力，多次以特邀专家的身份参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市知识产权
局的课题项目和专家意见征求会，曾受邀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查员、北京大学法学院留学生授课。2014年参
加国家知识产权局课题《专利律师制度探索研究》，2015和2016年参加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两个课题，参加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课题《专利权侵权判定指南》2013版和2017版的修订，谙熟法院的专利侵权授权确权案件审理规则和
思路。2010年以来在《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专利法研究》《中国专利与商标》《中国专利代理》
《中国专利与发明》《电子知识产权》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七十余篇，2017年至今在知产力发表文章十余篇，是近年
来中国专利界作品最多质量最高的作者之一，多篇文章在业内产生重要影响。

代表案例：
宋律师曾为美国高通、美光、英特尔、谷歌等著名企业在华代理专利一千六百余件，并为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提供
专利许可、专利无效、专利诉讼等方面的法律服务。
代理美国高通公司在中国的专利申请千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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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美国美光公司在中国的专利申请三百余件
代理美国英特尔公司在中国的专利申请数十件
代理德国某著名汽车公司诉广东和江苏两家公司的两个专利侵权案
为美国某医疗器械公司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专利侵权 FTO 服务，为起诉竞争对手提供专利侵权咨询服务
为美国某扫地机器人公司面对专利侵权指控提供专利无效服务
为德国双立人、汉高、Roca 等公司提供专利维权服务，迫使侵权者签下不侵权承诺书
代表美国 Microchip 应对海尔的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维持全部权利要求有效
代表日本欧姆龙对韩国查姆株式会社的专利提出无效请求，专利复审委员宣告专利无效

论文著作：
宋律师对专利法理论和判例有深入研究，曾在《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专利法研究》《中国专利与商
标》
《中国专利代理》
《中国专利与发明》
《电子知识产权》等中外杂志上发表文章七十余篇，其中有些文章在业内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代表作品如下：
Beijing IP Court decides first GUI infringement case,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January 2018.
Patent Linkage System is Becoming Real in China,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cember 2017.
Supreme Court Frustrates Forum-Shopping Tactics,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ptember 2017.
Supreme Court Rules on Use of Specification in Claim Construction,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ly 2017.
SEP ruling addresses exhaustion,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and injunctions,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y 2017.
Examination Guidelines amendments good news for patentees,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April
2017.
专利排他权的“使用”能走多远？ 《中国专利与商标》2017 年第 1 期
云计算时代的间接侵权困境和出路，
《中国专利与商标》2015 年第 1 期
从格力诉美的专利侵权案谈等同侵权判定的综合把握，
《中国专利与商标》2014 年第 3 期
浅析专利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 《中国发明与专利》2014 年第 11 期
论专利撰写中的权利行使意识， 《中国专利与发明》2014 年第 6 期
从苹果 Siri 专利侵权案谈专利撰写、审查与保护的关系， 《中国专利与发明》2014 年第 4 期
从单一性问题论专利审查权力的定位，
《台湾专利师》2011 年第 1 期
关于专利文件修改超范围的法律思考， 2010 年专利代理与审查学术研讨会最佳论文
修改的范围在哪里？ 《专利法研究》2010

社会职务：
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专利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侵权判定咨询专家库专家

荣誉：
1998 年荣立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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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力
联席执行主任
合伙人 竞争法团队主任

执业经历：

擅长领域：

竞争法 争议解决 公司法律实务

执业资格：

中国北京

工作语言：

中文 英语

邮

箱：

renli@deheng.com

电

话：

13910068452

任力博士的主要执业方向为竞争法和争议解决。在竞争法领域，任力律师代理过数十起经营者集中案件、价格卡特
尔案件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此外，任力律师还为多家公司提供了竞争法合规培训、并购前咨询等法律服务。
在争议解决领域，任力律师所代理案件的领域包括房地产开发、信托、能源、金融和保险等领域，其中一些案件得
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代表案例：
应对反垄断行政调查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查某国有能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某公司举报 TDI 生产企业串通涨价案
国家工商总局调查某欧盟公司案
国家工商总局内部调查某欧盟公司案
某货运公司举报铁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国家发改委调查某芯片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国家发改委调查某欧盟公司串通涨价案
商务部调查中国某公司未依法申报案
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宝鸡钢管收购宝鸡住金股权案
广汽集团和麦格纳公司在长沙设立合营企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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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费舍尔公司收购凌云公司股权案
乔治.费舍尔公司收购京燃公司股权案
麦格纳公司与广汽集团在广州设立合营企业案
麦格纳公司收购重庆星乔实业有限公司股权以及重庆星驰实业有限公司和现代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卡斯马汽车系
统（重庆）有限公司股权案
麦格纳公司与广汽集团在长沙设立合营企业案
某日本公司与某美国公司设立空调合营企业案
某德国公司与某日本公司设立循环流化床锅炉合营企业案
沃尔玛收购某一号店案（附条件批准）
通用电气与国家电网设立融资租赁合营企业案
某美国公司和某日本公司设立合营企业案
某新加坡公司收购另外一家公司 50%股权案
某美国公司收购某中国公司 57.65%股权案
某美国公司收购另一家美国公司调制解调器业务案
某美国公司收购某德国公司无线解决方案业务案
某日本半导体公司收购另外一家日本半导体公司案
某美国电信通讯公司收购另一美国电子公司案
某美国公司收购某德国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案
俄罗斯某乌拉尔钾肥公司收购谢尔维尼特钾肥公司案（附条件批准）
雷纳特集团（Renco Group）收购阿文美驰（ArvinMeritor）汽车车身业务案
某美国公司与某日本公司在巴西设立合生物质能源合营企业案
某美国公司与某日本公司在美国设立化工合营企业案
同煤集团公司与德国比塞洛斯公司设立合营企业案
某日本广告公司收购某英国广告公司案
某日本公司收购另一日本公司铜材加工业务合并案
MRC 收购英国 Lucite 公司案（附条件批准）
某美国公司与某科威特公司建立合营企业案
某美国公司与另一美国公司设立合营企业案
某美国公司收购另一美国公司案

著 作：
《横向垄断协议解析》--《中国外资》2008 年 2 月期
《相关市场：一个能直接决定案件命运的概念》--《中国外资》2008 年 5 月期
《关于中国《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实践》--日本 Lexis 杂志 2010 年 3 月期
《关于反垄断法上不公平高价制度的法律适用问题》--《河北法学》2017 年第 4 期
《网络经济条件下掠夺性定价问题的构成标准研究》--《河北法学》201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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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华
顾问

擅长领域： 民商事案件；各类知识产权民事、行
政和刑事案件

执业资格：

中国执业律师

工作语言： 中文 英文
邮

箱 ： liuganghua@deheng.com

电

话 ： 13715250003

执业经历：
刘刚华顾问于 2018 年 8 月初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辞职加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深圳办公室。刘刚华顾问从西南政
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硕士研究生专业毕业后，先在东莞某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庭从事案件审判工作三年，之后在2014 年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后即调入该院继续从事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工作。刘刚华顾问具有长达十年的知识产权理论和实
务办案经验的积累，全面参与审理了专利、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等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一审和二审案件共 1200
余件，尤其是参与和见证了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自设立以来三年多时间里审理的各种类型和绝大多数的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工
作。刘刚华顾问熟知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办案思路，擅长办理知识产权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尤其在知识产权诉讼维权和知
识产权临时禁令方面具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努力为当事人提供全方位和最佳的知识产权诉讼策略和综合解决方案。

代表案例：
广州某著名知识产权代理公司诉深圳某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北京百度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广知院典型案例，新闻媒体多次报道，对行业发展影响较大，为国内第一例罚没百度公司因竞价排名业务收取的违法所
得的判决）
香奈尔跨国公司诉李某、广州某置业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商标品牌保护十大经典案例之一，二审判决改判市场开办方承担连带责任）
深圳某唱片公司诉广州某娱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涉及在音集协对音乐歌曲进行集体管理和维权之外，歌曲权利人是否可以授权其他公司进行维权。该案的判决对音
集协及整个音乐唱片行业均具有较大影响）
广东某电器公司诉广东某集团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本案双方系烧水壶领域的行业领先巨头公司，起诉标的 500 万元。该案系同行业龙头企业争夺市场占有率发
起的诉讼战略，对双方企业生存均具有重大影响。案件涉及知识产权诉讼禁令的审查、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的影响等，最终
适用禁止反悔原则进行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余某诉东莞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本案涉及证据保全的结果、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对原告主张的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影响。由于原告诉讼策略有误，最
终原告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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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某科技公司诉黄某、邓某专利权权属纠纷案
（涉及原告公司的技术被离职员工申请专利，原告公司通过诉讼最终拿回专利权）
佛山某建材公司诉韦某、邱某、佛山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
（涉及具体设计图纸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审查判断）
广东某信息公司诉北京某科技公司知识产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东莞某公司诉某跨国公司、深圳某公司专利合同纠纷案
广东某公司诉云浮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
广州某医药公司诉清远某医药公司技术开发合同纠纷案
广州某电子公司诉深圳某科技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
东莞某公司诉东莞市工商局不服行政处罚案
陈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案
郭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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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孟爱华
职务

联席合伙人

身份

律师

擅长领域： 知识产权法、娱乐法，商事争议解决
执业资格： 中国执业律师
工作语言： 中文、韩文、英文

执业经历：

邮

箱： mengaihua@deheng.com

电

话： 131 6176 8802

2003 年—2006 年 韩国驻中国大使馆
2012 年—2014 年 北京集佳律师事务所
2014 年—2015 年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
2016 年 至今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代表案例：
代理网易公司商标驳回、异议系列案；
代理深圳富安娜家具用品有限公司商标异议、争议案；
代理上海钻诺工贸有限公司与某国外公司公司商标无效宣告二审诉讼案；
代理掌游天下(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标驳回复审一、二诉讼案；
代理天津市真地商贸有限公司与天津某酒集团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二审诉讼案；
代理北京中搜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某自然人间的技术合同纠纷一审案；
代理福建晋江万泰盛鞋服有限公司与某国外户外用品公司间的商标无效宣告一审诉讼案；
代理厦门季季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与某自然人间的商标无效宣告一审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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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某韩国上市游戏公司在中国的网游著作权侵权诉讼案；
代理韩国某文化公司在中国融资谈判与合同审核；
代理某韩国儿童用品公司在国内的商标、著作权维权；
代理某韩国知名游戏公司向国内游戏侵权者发送律师函；

著

作：

行家点评：《味多美“金砖”商标案：如何解决商标权与著作权的冲突问题》刊载于《中国知识产权报》
2016年5月6日
行家点评：《字号与商标的权利冲突如何处理》刊载于《中国知识产权报》2015年10月
专家观点：《擅自转播体育赛事构成侵权》刊载于《检察日报》2015年7月25日
《法律标准？抑或道德标准？——再议商标恶意抢注的构成要件》刊载于《商法》杂志2015年6月刊
《撤销含有通用名称的商标需造成混淆》刊载于《中国知识产权报》2015年3月13日
《胜诉判决：结束，抑或开始？—对“sofang搜房”商标异议复审二审判决的解读》 刊载于《商法》杂志
2015年2月刊
《论我国《著作权法》立法宗旨的修改 --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为视角》，与复旦大学马忠法教授合著，刊
载于《同济大学学报》2013年6月第24卷第3期；
《韩国著作权法新近修订的主要内容及其启示》,与复旦大学马忠法教授合著,刊载于2013年浙江大学举办
的“中韩经贸合作国际研讨会”的《中韩国际经贸合作研讨会论文集》；
《中韩对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规定的比较与启示》,与复旦大学马忠法教授合著,刊载于《WTO经济导刊》2012
年05期；
《韩国法学教育改革“热火朝天”》 刊载于《法制日报.周末》）2009-11-19
《韩国：演进中的律师社会责任》刊载于2009年《方圆律政》11月号
《韩国律师“两栖”》 刊载于2009年《方圆律政》7月号

社会职务：
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会员

荣誉：
被评为“2017 年北京市朝阳区国际高端商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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