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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6 月业界动态集萃 

欧洲再收紧版权法 地标建筑照片商用困难： 

欧洲议会将于今年 7月 9日讨论通过一条关于欧洲建筑、地标的知识产权法

案，该法案提出了一项称为“Freedom of panorama”（FOP，全景自由）的概念。 

 

红罐商标再发酵 王老吉索赔超 15 亿： 

 广州王老吉昨天宣布，由于广东加多宝仅为 6家独立运营的加多宝公司中的

一家，而目前市面上存在的大量加多宝红罐侵权产品系其他 5家公司生产，因此

将对其他 5家加多宝公司提起诉讼，索赔金额不低于 15 亿。 

 

《著作权法》正第三次修订 提高罚款数额： 

16 日上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在回答微

博网友提问时表示，国务院法制办正在进行《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订工作，增

加了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查封扣押权，并提高罚款数额。 

 

最高法院开审“中国包装装潢第一案”： 

6月 16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老吉与加多宝红罐包装装潢权之争”

上诉案，因这起案件诉讼标的额大、社会关注度高，被媒体称为“中国包装装潢

第一案”。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由知识产权庭庭长宋晓明担任审判长的五人大合议

庭。双方当事人围绕 6个焦点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法庭当天未宣判。 

 

苹果告赢国家知识产权局 Siri聊天机器人仍归苹果公司： 

备受瞩目的苹果公司与上海智臻公司关于聊天机器人系统专利纠纷一案昨

日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终审宣判，最终，苹果公司赢得了这场专利纠纷案

的胜利。这意味着，曾经一度险些落入他人专利范围的“Siri”聊天机器人依然

由苹果公司所有，“果粉”们仍可以放心地与自己的手机对话。 

  

http://www.iprchn.com/Index_NewsContent.aspx?newsId=86739
http://www.iprchn.com/Index_NewsContent.aspx?newsId=86739
http://www.iprchn.com/Index_NewsContent.aspx?newsId=86739
http://www.iprchn.com/Index_NewsContent.aspx?newsId=86716
http://www.iprchn.com/Index_NewsContent.aspx?newsId=86716
http://www.iprchn.com/Index_NewsContent.aspx?newsId=86716
http://www.iprchn.com/Index_NewsContent.aspx?newsId=86716
http://ip.people.com.cn/n/2015/0623/c136655-27192648.html
http://ip.people.com.cn/n/2015/0623/c136655-27192648.html
http://ip.people.com.cn/n/2015/0623/c136655-27192648.html
http://ip.people.com.cn/n/2015/0623/c136655-27192648.html
http://www.nipso.cn/onews.asp?id=26532
http://www.nipso.cn/onews.asp?id=26532
http://www.nipso.cn/onews.asp?id=26532
http://www.nipso.cn/onews.asp?id=26532
http://www.nipso.cn/onews.asp?id=26532
http://ip.people.com.cn/n/2015/0608/c136655-27119695.html
http://ip.people.com.cn/n/2015/0608/c136655-27119695.html
http://ip.people.com.cn/n/2015/0608/c136655-27119695.html
http://ip.people.com.cn/n/2015/0608/c136655-27119695.html
http://ip.people.com.cn/n/2015/0608/c136655-271196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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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滴滴打车”、“微信”到“新百伦”商标案——当我们在进行

商标权保护时我们究竟在保护什么？ 

文：陈静律师 

关于“滴滴打车”商标侵权案 

睿驰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在第 38 类、35 类分别申请注册 “嘀嘀”文字

商标，并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获得批准注册。2012 年 7 月 31 日，该公司申请

在第 38 类注册 “滴滴”文字商标，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获得批准注册。第 38 类

核定服务项目，包括信息传送；计算机辅助信息和图像传送；电子邮件；电信信

息；电子公告牌服务（通讯服务）；提供与全球计算机网络的电讯联接服务；提

供全球计算机网络用户接入服务；提供互联网聊天室；提供数据库接入服务；数

字文件传送。第 35 类核定服务项目，包括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组织商业或广

告展览；商业信息；民意测验；替他人推销；职业介绍所；商业企业迁移；在计

算机档案中进行数据检索（替他人）；审计；寻找赞助。 

小桔公司是“滴滴打车”服务的运营方，其服务对象为乘客和司机，服务内容

为借助移动互联网及软件客户端，采集乘客的乘车需求和司机可以就近提供服务

的相关信息，通过后台进行处理、选择、调度和对接，使司乘双方可以通过手机

中的网络地图确认对方位置，通过手机电话联络，及时完成服务，起到了方便乘

客和司机，降低空驶率，提高出租车运营效率的作用。该公司注册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6 日，公示的软件上线时间为同年 9 月 9 日。最初服务名称为“嘀嘀打车”，

后更名为“滴滴打车”。 

睿驰公司认为小桔公司提供的“滴滴打车”服务，在提供服务的软件程序乘客

端和司机端界面等处显著标注“滴滴”字样，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此提起诉

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滴滴打车”服务与睿驰公司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类别不

同，商标本身亦存在明显区别，其使用行为并不构成对睿驰公司的经营行为产生

混淆来源的影响，因此，小桔公司对“滴滴打车”图文标识的使用，未侵犯睿驰公

司三项注册商标专用权，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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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微信”商标案 

创博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在第 38 类即时通信类别上申请注册 “微信”

文字商标（被异议商标），且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完成“微信系统”软件开发并进

行了软件著作权登记。腾讯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发布微信 1.0 for iphone（测

试版），至 2011 年下半年即发展微信用户达数千万。 

2011 年 8 月 27 日，被异议商标经商标局初步审定公告，自然人张某针对该

商标申请提出异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分别于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8 月先后裁定其商标异议理由成立，驳回被异议该商标注

册申请。创博公司不服裁定依法提起行政诉讼，2015 年 3 月 11 日，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申请在先的‘微信’商标，因为误导公众，且会对

已经形成的稳定的市场秩序造成消极影响，因而具有‘不良影响’”，判决驳回诉

讼请求，维持商评委作出的裁定。 

 

关于“新百伦”商标案 

   周某于 2004 年 4 月 1 日受让取得于 1994 年申请注册并于 1996 年获得授权

的“百伦”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服装、鞋、帽、袜等）后，授权许可广州百伦鞋

业有限公司、广州市星珈服饰有限公司使用，随后周某又于 2004 年 6 月 4 日注

册申请“新百伦”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鞋袜类、服装、领带、皮带、运动衫等）。

2007 年 12 月，美国 NEW BALANCE ATHLETIC SHOE,INC.对周某所申请的“新

百伦”商标向商标局提出异议，认为其与其持有外国驰名商标“NEW BALANCE”

商标近似，涉嫌模仿，要求驳回周某的商标申请。2011 年 7 月 18 日，商标局裁

定异议理由不成立， 周某“新百伦”商标获得注册。周某在申请“新百伦”商标注

册的过程中，已将该商标授权许可广州市星珈服饰有限公司使用于其销售的鞋类

等产品上。 

   2011 年 7 月，周某针对 New Balance 公司的国内子公司“新百伦贸易(中国)

有限公司”与经销其商品的“广州市盛世长运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提起商标侵权诉

讼，认为被告在市场推广活动中，包括在《产品手册》、媒体广告、分支机构名

片、专卖店的价签、销售凭证、发票、以及被告在天猫开设的旗舰店、被告的官

方网站上，均使用了 “新百伦”字样，造成消费者对于原告和被告产品的混淆和

误认，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商标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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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新百伦公司辩称 “新百伦”系"NEW BALANCE"商标的中文译文，且被

告早在 2003 年即开始使用“新百伦”的产品名称，并于 2006 年 12 月经工商登记

核准取得“新百伦”的字号，销售宣传中关于“新百伦”的使用属于对字号的正常使

用。更重要的是，由于被告销售"NEW BALANCE"商品时间远远早于原告使用“百

伦”商标以及“新百伦”商标销售商品的时间，其使用方式没有使消费者或相关公

众产生任何混淆，不构成侵权。 

 广州市中院经审理，判决审被告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构成商标侵权，

应向原告周某赔偿其总获利数额的 50%，即人民币 9800 万元。 

 

笔者的观点 

上述三个商标案件，因为当事人为公众所熟知，或因为判赔金额惊人，在网

上引起一片热议，交口称赞者，口诛笔伐者，均有之。 

笔者并不想去探究这三个案件一审判决的所谓正确性。司法所追求的公正，

在不同的判断标准下，有不同的结论。笔者只想就这三个热议案件，来粗陋地归

纳、整理一下，对于做为司法主体的法院，和做为守法主体的市场经营者，当我

们在进行商标权的保护时，我们究竟要保护什么？ 

第一个问题：商标保护就是保护那些已经被注册为商标的文字、图案不被他

人经营性使用吗？ 

显然不是。 

商标的呈现形式虽然是一些识别性符号，简单的文字、图案等，但这些识别

性符号仅仅是商标权利的载体，商标权的法律内涵远不止于此。 

商标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利用识别性符号来标识区别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标

识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消费者可以籍此识别性符号来确定自己的消费选择，而同

时诚信的经营者可以籍此识别性符号积累口碑商誉。 

因此，当一个词，比如“苹果”，在被注册为用在计算机商品类别上的商标时，

通常只是一棵小苗，它是否能长成参天大树，需要经营者的培育和市场土壤的填

植。在它长成之后，其树冠之下的同一片市场土壤，将不允许有相同或类似的小

苗再长出。如果出现，司法将予以铲除。 

例外的情形包括：那棵小苗先天不足，虽然注册成功，但其商标显著性极弱，

例如“嘀嘀”商标，一审法院即认为文字“滴滴（嘀嘀）”为象声词和常用词，“嘀



6 
 

嘀”形容汽车喇叭的声音，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被指代汽车，“滴滴”的发音等同于

前者，两者在小桔公司服务所属的出租车运营行业作为商标使用的显著性较低。

如此，除非铁杵磨针，这类商标通过长期性地使用获得了显著性，否则它无法产

生禁止其他经营者的合理使用。更进一步来说，注册商标专用权人并非完全垄断

了其所注册取得文字或图案的经营使用权。 

例外情形还包括：那棵小苗的种子是从在先权利人那里偷来的，例如是抢注

他人在先使用且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未注册商标，他人知名商品名称，模仿外国

驰名商标等等，上述“新百伦”商标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洗脱仿注外国驰名商标

"NEW BALANCE"的嫌疑。如此，则需要通过撤销或无效程序，铲除这棵苗。 

因此，在判断他人经营性使用相同文字或图形，是否构成对该文字或图形注

册商标的侵犯时，首先要检查确定该注册商标的保护区域和保护效力，而非简单、

机械地仅仅以被告所使用的文字、图形相类同为唯一判断依据。 

在“嘀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列举被告“滴滴打车”服务过程中的相关

商业行为，或为小桔公司针对行业特点采用的经营手段，或为该公司对自身经营

采取的正常管理方式，与原告第 35 类商标针对的由服务企业对商业企业提供经

营管理的帮助等内容并非同类。 “滴滴打车”平台需要对信息进行处理后发送给

目标人群，并为对接双方提供对方的电话号码便于相互联络等行为与原告第 38

类商标类别中所称“电信服务”明显不同，并不直接提供源于电信技术支持类服务，

在服务方式、对象和内容上均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项目区别明显，不构成相同

或类似服务。在法院认定的此前提下，被告经营中即使使用与注册商标完全一致

的“嘀嘀”文字 ，亦不构成商标侵权，法院一审判决就此再进一步讨论是否构成

使用混淆，笔者认为，对于本案已是画蛇添足。 

第二个问题，如果商标权保护的实质在于保护附着于商标载体上商誉，防止

市场混淆，那么，以在先申请原则初始取得的注册商标的法律保护体现在哪里？ 

在“微信”案中，很多网友对于在先申请“微信”商标的申请人予以极大同情，

认为这是腾讯“大鱼吃小鱼”的操作，一个商标异议被商标局从 2011 年生生拖到

2013 年才裁定，腾讯的微信用户从几千万发展到几亿，让受理行政诉讼的法院

不得不去从结果倒推法律的适用，并终于还是用上“损害公众利益”这个大箩筐。 

在“新百伦”案中，被告就没这么幸运了，提出的商标申请异议被驳回，注册

商标一核准公告即被商标权人告上法庭。法庭说，你提出异议，说明你明知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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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申请存在，还不善意避让，那就只好赔钱给商标权人了。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微信”案中腾讯的异议也被驳回，“微信”商标顺利

注册成功，是否法院也会以腾讯未“善意避让”让腾讯赔个天价？ 

    我们来理性地审视这两个案子。 

 “微信”案的商标申请人完全善意，其申请无任何攀附腾讯的可能性，且依照

在先申请原则，依法应当取得“微信”注册商标。那棵小苗不应当因为附近的一棵

在后疯长的灌木就被拔除。至少，司法应当尊重在先申请人的合法利益，尊重其

商标申请行为所产生的“对特定符号的先占利益和未来对特定符号的使用可能产

生的期待利益”。更稳妥的方式，应当由利益冲突双方就该“微信”商标申请权之

转让进行协商。 

而“新百伦”案的商标权人，基于其持有一在先的注册商标“百伦”这一具体状

况，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因为外国驰名商标"NEW BALANCE"的客观存在，而确

定其注册行为的恶意。另一方面，也不能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在相当大比率的消

费者看来，“新百伦”就是"NEW BALANCE"。在此前提下，也可以理解为双方就

“新百伦”文字的经营性使用系无恶意撞车。 因此，该案的处理在本质上不应迥

然不同。即使"NEW BALANCE"针对“新百伦”商标异议不被支持，即使"NEW 

BALANCE"使用了获得注册核准的“新百伦”，司法上也仅应在注册商标的那棵小

苗的价值基础上进行判赔量。 

回过头，我们假设“微信”案中，“微信”案中腾讯的异议也被驳回，“微信”商

标顺利注册，“微信”商标权人无法与腾讯就“微信”商标转让协商一致，提起诉讼，

法院判赔多少？腾讯几亿用户量的收益吗？公平合理的，仅仅是那棵苗的价格。 

即使我们不去考虑"NEW BALANCE"国外商标的驰名度，不去考虑"NEW 

BALANCE"在中国区域的“新百伦”字号，而将“新百伦”案视为商标反向假冒的又

一典型情形，一棵苗的赔偿，亦足以实现填平。否则，通过抢注来“捡漏”之风将

无法遏制。 

 

总结 

商标的生命在于使用，商标的法律意义在于区别商品和服务的来源。商标保

护的本质在于维护经营者对于商标品牌所承载的商誉维护和培育成果，让每个诚

信经营者的商标在司法保护的阳光下长成参天大树，摒除那些攀附、搭车的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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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劳而获。在出现善意撞车情形时，通过司法程序实现善意避让。在林林总总

的商标纠纷处理中，诚信是实现商标保护公平公正的基石。 

 

作者简介： 

陈静律师，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南京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业务

委员会主任，专业从事知识产权法律事务十余年。联系方式：025-83716528-8147 

chenj@cni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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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图 示性 ”要 件与 气味 商标 的注 册 ——欧 洲法 院

“Sieckmann”案简介 

文：衡雪律师 

我国立法现状 

我国 2001 年商标法规定，商标必须为可视标志（第 6 条）。根据 2001 年商

标法，气味、声音等非传统商标均不得注册。2013 年，我国对商标法进行了大

规模修改。现行商标法第 8 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

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可见，现

行商标法摒弃了“可视性”要求，允许除文字和图形外的非传统商标获得注册，

并且明确列举了声音作为可注册的商标要素之一。但是，在现行商标法下，气味

商标的地位并不完全清晰。虽然有观点认为从第 8条中“任何”、“等”用语可以

见出，气味并未被明确排除出可注册的商标要素范围之外，因而气味商标可以获

得保护，但是主流观点以及目前的商标注册实践仍未接受气味商标。事实上，在

欧美国家，关于气味商标的可注册性和注册条件等问题，早已有大量的理论讨论

和实践案例。这些理论和案例，对于中国未来引入气味商标后的审查工作和司法

裁判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欧洲法院 2002 年判决的 Sieckmann 诉德国专利商标

局一案是欧盟商标法领域关于气味商标注册条件的权威判例，本文将做简要介绍。 

 

欧共体商标保护体系简介 

在欧盟寻求注册商标保护共有两条途径可走: 一是分别向各成员国的国家

局提出申请，注册各成员国的国家商标，二是通过向欧洲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

申请注册在全欧盟范围内有效的欧共体商标。这两条途径相互独立，但可以重叠。

各成员国商标的注册条件和流程由各成员国国内法规制，欧共体商标的注册由欧

共体商标条例规制。1989 年，欧盟颁布了商标指令，旨在协调各成员国的商标

法，减少因商标制度的差异给共同体贸易带来的阻碍。根据商标指令的内容，各

成员国对自己的商标法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因此，目前欧盟各成员国的商标法总

体上已经大同小异。另外，1994 年，欧盟颁布了欧共体商标条例，创设了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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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范围内有效的欧共体商标。欧共体商标条例的内容与欧盟商标指令的内容也

几乎无差异。因此，可以说，在欧盟范围内，商标法已经得到了初步统一。另外，

欧洲法院作为欧盟的最高裁判机关,可以根据各成员国的最高法院或者是欧洲初

审法院的请求解释欧盟商标指令和欧共体商标条例的相关条款。也即是说，欧洲

法院是欧盟商标法的最高和最终解释权威。 

 

欧盟注册商标的基本要件 

欧盟商标指令第 2 条规定：“商标可以由任何可以图示的标志组成，特别是

文字（包括人名）、设计、字母、数字、商品形状或者其包装，只要该标志可以

将一个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和其他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区分开来”。欧共体

商标条例第 4 条规定：“欧共体商标可以由任何可图示的标志组成，特别是文字

（包括人名）、设计、字母、数字、商品形状或者其包装，只要该标志可以将一

个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和其他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区分开来”。可见，在欧

盟范围内，注册商标有三个要件：一、标志性；二、可图示性；三、显著性。 

 

Sieckmann 案简介 

在 Sieckmann 诉德国专利商标局一案中（Sieckmann V Deutsches Patent 

und Markenamt Case C-273/00 [2002] ECR I-11737），申请人 Sieckmann 试图

在广告和商业管理等服务行业（包括第尼斯分类第 35、41和 42类）上注册一个

气味商标。Sieckmann 对该商标的文字描述为“有一丝肉桂底味的水果脂香”。

除了文字描述，为了满足“可图示性”要件，Sieckmann 还提交了该种气体的化

学式、一小瓶气体样品和能够获得该种气体的本地实验室的地址。在商标注册审

查过程中，对于 Sieckmann的申请是否已经满足“可图示性”要件一直存在争议。

最终，德国法院将该案提交欧洲法院进行预先裁决，请求欧洲法院就气味商标的

注册条件等问题对欧盟商标指令的相关条款进行解释。 

欧洲法院在判决中首先明确，欧盟商标指令第 2条（内容见上文）虽然只列

举了二维或三维的可视商标。但是，根据第 2 条本身以及商标指令序言中相关条

款的语义，其它非可视商标，如声音、气味等均未被明确排除在外，因此也应当

受到保护。但是，无论商标标志本身是否可视，商标都必须首先满足“可图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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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欧洲法院认为“图示必须可以使商标被视觉呈现，特别地，包括使用图片、

线条、字符等方式，以使其被精确认知。”（判决书第 46 段） 

欧洲法院指出，要求商标可以精确图示，是为了商标注册机制的良好运行。

“首先，图示性要件是为了准确划定保护客体。其次，图示性要件是为了主管当

局和公众,尤其是市场经营者能够准确认识受保护的商标。一方面，主管当局必

须对构成商标的标志的性质有清楚、准确的认知，以便履行初审、公布商标申请

和维护准确的商标登记簿的义务。另一方面，经营则必须对其现在或者潜在的竞

争对手的注册商标或者注册申请有清楚、准确的认知，从而能够全面了解他人的

权利。为使商标登记簿的使用者能够准确认知注册商标的性质，该种图示必须齐

全、容易获得和明了。进一步地，为了能够发挥商标的功能，商标标志必须可以

被明白、始终如一地认知，才能保证其可作为来源标志。考虑到商标注册的时间

以及商标指令关于商标注册可以多次续展的规定，该种图示必须耐久。最后，图

示的要求是为了特别防止识别和感知标志过程中的主观性。因此，图示的方式必

须明确和客观。综上，……商标可以由本身非可视的标志构成，只要其可以使用

图片、线条和字符进行图示，并且该种图示必须清楚（clear）,精确（precise）,

齐全（self-contained），容易获得（easily-accessible），明了（intelligible），

耐久（durable）和客观（objective）。”（判决书第 48-55段） 

最终，欧盟法院根据以上标准认定，本案中 Sieckmann 对气味使用的三种

描述方法，即文字描述，化学式描述及提供样品，每一种方法独立亦或相结合，

均不能满足“可图示性”要件，因此不应予以注册。 

在 Sieckmann 案之前，OHIM曾经核准过在网球产品上使用“新修剪的草坪

味”作为气味商标的注册申请（ 欧共体商标申请号 No. 428870）。在部分成员

国国内，也曾有过少量的气味商标获得注册。然而，Sieckmann 案似乎关上了在

欧盟注册气味商标的大门。因为根据 Sieckmann 案， 气味商标的申请似乎不可

能满足可图示性要件。实际上，在 OHIM的《商标和设计程序指南》（The Manual 

Concerning Proceedings Before the Office for the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的 B部分中，OHIM援引 Sieckmann

一案判决，明确指出“对于气味目前还没有方法进行图示”（Part B 2.3.1）。事

实上，在 Sieckmann 案之后，OHIM 还未核准注册过任何气味商标。有观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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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一定会有精确图示气味的新技术、新方法产生，届时，可图示

性将不再是气味商标获得注册的障碍。（参见 Luca Escoffier & Arnold Jin，

《To scent, or not to scent, that is the ques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lfactory trademarks in the EU and US as good brand opportunities for 

SMEs》）我们拭目以待。 

 

借鉴意义 

    Sieckmann 案中，“清楚、精确、齐全、容易获得、明了、耐久、客观”这

七项标准被称为“Sieckmann 标准”。Sieckmann 标准对于欧盟商标法意义重大。

其不仅适用于与气味商标有关的案件中，也是后来欧洲法院及各成员国法院考量

其它各种非传统商标的可图示性以及可注册性的通用标准。 

    商标的可图示性要件，看似商标注册中细枝末节的流程问题，其实背后有深

刻的法理基础。考虑到我国注册商标体系中刚刚引入非传统商标，相信欧洲法院

在Sieckmann一案中的法理分析和 Sieckmann标准本身对我国的非传统商标审查

工作和司法实践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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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期限届满后的专利权法律保护问题 

文：朱少华律师 

【实务问题】专利权具有时效性，专利法中对专利规定有严格的期限，那么

在专利权期限届满之后，专利权人发现侵权人在专利权存续期间内的侵权行为，

权利人在法律上是否还具有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 

 

一、关于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经过法定期限不行使自己的权利，依法律规定其胜诉权

便归于消灭的制度。根据《民法通则》第 135 条的规定，一般权利人向人民法院

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于专利纠纷的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

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

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在该项专利权有效期内，人

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

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上述规定是在专利纠纷领域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突破，权利人在两年时效之后

提起诉讼，假如该专利权在有效期内，人民法院仍应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

偿要求可从提起诉讼之日起向前推两年计算，即超过两年部分不予支持，两年规

定时效之后的仍应判决，以确保专利人的权益和对侵权者的惩罚。 

上述司法解释是对在专利权存续期间，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的，法律仍然支持

专利权人的诉请，只是损失赔偿额相应的减少，从提起诉讼之日起向前推两年计

算。 

那么在专利权届满之后，权利人发现在专利权存续期间内的侵权行为，法院

是否会支持权利人的诉请。 

笔者认为，该问题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的范畴，而是在专利权届满之后，发

现侵权行为是否允许权利溯及。 

笔者的观点是专利权届满之后，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只要是在发现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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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都符合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适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

中止、中断、延长。 

 

二、专利权存续期间的侵权行为，在专利权届满之后的专利侵权损失赔偿的请

求权 

（一）认定专利侵权行为的法律依据 

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专利权被授予后，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以生产经营为

目的，实施其专利的侵权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 

该法第十一条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

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

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

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外观设计专利

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

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从专利法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构成专利侵权行为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有被侵犯的有效的专利权存在。 

发明创造或设计只有在其被授予专利权的有效期间内，才受法律保护，第三

人实施该项发明创造或设计才有可能构成侵犯专利权，在授予专利权以前，专利

权期限届满后，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已经终止后，第三人的实施行为不构成

专利侵权。 

2、未经专利权人许可。 

只有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实施行为才可能构成专利侵权;凡经过专利权人许

可的实施行为，例如书面许可，口头许可或者默示许可等，则不构成侵权。 

3、以生产经营为目的。 

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即以营利为目的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

不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专利，不构成侵权。 

4、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即行为人实施专利的行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又无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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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存续期间的侵权行为也是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从（一）的法律规定及构成要件来看，专利权的侵权行为发生在专利权的存

续期间， 满足有效的专利权的存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

经比对侵权产品或方法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内，即可以认定侵犯专利权。 

侵权行为的事实则是发生在专利权存续期限内，可以认定侵犯专利权的事实

可以成立。 

（三）专利期限届满后，权利人仍然享有损失赔偿的请求权 

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是在专利权的有效期届满之后，此时，虽然专利权已经

不存在，但是在专利权存续期间发生的侵权行为，对专利权人造成的损失是客观

存在的事实，该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能因为专利权期限的届满而改变，只要是在

诉讼时效内，权利人仍然享有损失赔偿的请求权。其理由如下： 

1、由专利权侵权而产生的请求损失赔偿权是债权请求权的一种 

专利权本身是一种类似物权的权利，对于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权利人可以有

多种救济途径，例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基于知识产权请求权(即原权请求权)

的民事责任，还可以是损害赔偿请求这一基于侵权赔偿请求权(即次生请求权)的

民事责任。权利人的损失赔偿请求权是以财产性责任为主的救济途径，是一种债

权请求权。 

2、债权请求权的行使不以原权利的存在为基础 

债权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的、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

权利。债权请求权的行使不以原权利存在为基础，例如物权在毁损灭失后，物权

的权利人仍然可以就物权在毁损灭失前的侵权行为主张损失赔偿权。同样，在专

利权期限届满之后，在专利权存续期间因侵权的产生的债权，权利人在诉讼时效

内仍然可以正常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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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属纠纷中原告能否以其专利作为证据？ 

文：朱少华律师 

【案情简介】原告王某某与被告朱某某合伙生产条播机，王某某在合伙期间

对条播机的传动装置做出了一项重大改进，并且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专利，

朱某某在王某某申请专利之后，在王某某的专利未公开前向国知局申请了与王某

某专利部分技术方案相同的两个专利。王某某向某市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法院

将朱某某的专利权判决给王某某。王某某主张，朱某某的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是

王某某的专利的技术方案的一部分，朱某某的专利的涉案专利应该归王某某所有。 

 

一、王某某主张朱某某的专利归其所有的证据是否充分 

王某某主张朱某某的专利权属于王某某，其提供的主要证据有一、王某某与

朱某某之间存在合伙协议；二、王某某的专利与朱某某的涉案专利；三、其他证

明朱某某在王某某的专利技术上的改进都属于现有技术，朱某某的技术方案不是

新的技术方案的证据。 

笔者认为，王某某的证据已经达到证明朱某某的专利权人为王某某的目的。 

首先，王某某与朱某某之间的合伙协议，可以证明朱某某在王某某的技术方

案未公开之前能够接触到王某某的技术方案。 

其次，朱某某的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与王某某的专利的技术方案基本上相同。

王某某的专利在前，可以确定上述技术方案为王某某所作出的，而朱某某的专利

技术方案在后，朱某某的技术方案落入王某某的技术方案内，且朱某某并不能提

供涉案专利完全由朱某某作出的证据。 

最后，朱某某认为其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是在王某某的技术方案上做出的改

进，其形成了不同于王某某的技术方案，是新的技术方案。王某某提供了一些列

证据，认为上述改进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不能认定朱某某是新的技术方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王某某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在朱某

某不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是朱某某的独立完成的技术方案的情况下，可以证明朱某

某的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为王某某。王某某的专利涉及到条播机的整体，其整体

是可以拆分成几个单独的部分，且各单独部分的功能是能够独立实现的，朱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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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方案正好是王某某的专利的其中一个能够独立实现功能的单独的技术方

案。 

朱某某将王某某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结合，形成的技术方案仍然应该是

王某某的技术方案。  

 

二、王某某能否以其专利作为证据 

专利权属纠纷中，一般原告会举证研发思路、研发过程以及研发中产生的一

系列的文件以证明专利是其所有。至于在本案中，王某某作为原告其最有利的证

据是已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并且已经授权的专利，笔者认为，原告的专利完

全可以作为证据，原告的专利的技术方案是由原告独立研发做出的，该专利是原

告技术方案的一个具体成果的表现方式，也是证明其是原告做出的技术方案的最

有利的证据。 

 

三、在专利权属纠纷中，被告的专利是属于原告还是应被无效？ 

在专利权属纠纷中，原告王某某以其专利为证据证明被告朱某某的专利权应

该是原告的，法院认为其存在矛盾，“原告认为诉争的两专利相较于申请在先的、

原告所有的‘一体化条播机’专利并无创造性，该理由成立的直接后果将是诉争

的两项专利被宣告无效；但是另一方面，又以此为理由，请求确认其是诉争专利

的专利权人，相互矛盾”。 

笔者认为，上述法院的论述，是没有理解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权属与宣告专

利无效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具体如下： 

专利法第六条专门规定了专利权人，其中第二款规定，非职务发明创造，申

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申请被批准后，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专

利权人。 

专利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

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无效。 

两种不同的对专利权人的救济途径，专利权人有选择采取哪种途径进行权利

救济的自由，法院的上述论述是越俎代庖，超出了法院的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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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某的以朱某某的专利是其技术方案的一部分，主张专利权归王某某所有，

并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矛盾： 

一是，王某某对于自己做出的技术方案享有专利权和发明人署名权符合专利

法的规定。 

二是，专利是否应该被无效，是由无效宣告请求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

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并由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与法院审查的权属

纠纷是互不干涉的法律关系；法院没有理由因为涉案专利可能会被无效，而拒绝

对涉案专利是否属于王某某的技术方案进行技术比对。 

三是，涉案专利是由王某某做出的，其专利权属以及发明人的署名权对于王

某某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王某某直接去宣告涉案专利无效，则涉案专利的专利

权人和发明人仍然是朱某某，显然是对王某某不公平的。 

四是，即使涉案专利会在后续被其他人宣告无效，涉案专利被无效的后果也

由原告承担，与法院无关。 

 

四、小结 

    笔者认为，法院在审理专利权属纠纷中，从整体上和宏观上考虑是值得肯定

的，但是在具体审理中，将专利权属纠纷与专利无效混为一谈，没有理解专利法

中专利权人和发明人的法律意义，混淆了专利权属与专利无效的法律程序，越俎

代庖的为国家知识产权局考虑，完全损害了原告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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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作品的独创性的认定 

文：王晶律师 

现行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①]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

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而该条所说的独创性直接关乎了一件智力成果能否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可

以说独创性的认定问题是著作权法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诸多知识产

权学者、专家也多有论及。 

比如刘春田认为：独创性亦称原创性。独创是指形式上的独创，不是思想或

理论观点的创新[②]。 

吴汉东认为：所谓独创性，指作品是独立构思而成的属性，作品不是或基本

不是与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相同，即作品不是抄袭、剽窃或篡改他人的作品[③]。 

徐棣枫、解亘、李友根认为：独创性只是表达形式的独创[④]。 

上述对于独创性理解的观点中，吴汉东自称一派，认为独创是独立构思，而

刘春田和其他三位学者自成一派，认为独创是指表达形式的独创。基于对独创性

理解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对于某些临摹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这个问

题回答的不同。 

这里举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临摹敦煌壁画是否构成作品，刘春田则认为：

“自敦煌壁画被发掘以来，我国画家西行临摹其中壁画者众，其中不乏堪称艺术

大师者，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他们是艺术大师，他们临摹被人的作品的行为就

成了创作，同样作品将会出现数不清的作者。这是荒谬的。[⑤]”而版权学的泰斗

郑成思在其《版权法》一书对这个问题回答则截然不同：“壁画年久有大量脱落

之处，而临摹品要再现原画尚未脱落时的画面，则必须有画家自己的判断与选择。

事实上，敦煌壁画的临摹，已有了某种写生的性质，断然否认一切临摹作品的独

创性时，人们可能忘了：临摹，有时是对平面实在物的写生，是难以区分的。[⑥]”

按照郑成思的此段论述，其是承认临摹敦煌壁画是具有独创性的行为。 

笔者更赞同上述吴汉东教授以及郑成思先生的观点，这里的独创理解为独立

构思为佳。笔者进一步认为独立构思为构成作品的要件之一，而表达的独创为作

品保护的要件之一。因为没有表达，就没法保护，但是创作不仅体现在表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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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独立的构思在里面。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与邻接权法律术语汇编》中对于独创性，就明确

提出：“著作权法的原创性要求，是就内容的构思及其表现形式而不是就作品中

体现的单纯思想、信息或方法提出的 ” [⑦]。这一观点更进一步印证了笔者上述

的论述。 

而独创性的认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创作高度的问题。很显然一个人随便一画

的东西虽然是独立构思独立完成，但显然不具有创作高度。但是我们也不能将独

创性的创作高度和专利法中对于发明的创造性的创作高度等同起来。因此，在这

两个极端，我们需要一个公正、客观的评断标准。 

围绕着如何判断创作高度，有两大立场：（1）是类型化的做法，比如美国将

智力成果分为事实性成果、功能性成果和艺术性智力成果，并认为艺术性智力成

果具有一定的创作高度，具有独创性；（2）只要作品中有作者的个性，就具备独

创性。上述判断创作高度的做法，显然第一种更好掌握。 

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从律师代理案件角度出发，作为原告，我们应当尽量

将独创性的认定从宽松的角度出发，采用类型化判断创作高度的做法；而作为被

告，我们应当将独创性的认定从严，比如采用上述判断创作高度的第二种做法，

这样对被告可能更为有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2011 年 1 月 8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②]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第 4 版，第 55 页 

[③]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第 4 版，第 49 页 

[④] 徐棣枫、解亘、李友根：《知识产权法：制度、理论、案例、问题》，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第二版，第 145 页。 

[⑤]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第 4 版，第 56 页 

[⑥] 郑成思：《版权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1 版，第 197-198 页 

[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刘波林译：《著作权与邻接权法律术语汇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7 年第 2 版，第 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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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商标异议、无效宣告申请主体资格之利害关系人

----商标被许可人是否可以成为适格的异议、无效宣告申请

主体 

文：刘亚惠律师 

2001 年《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对初步审定的商标，自公告之日起三个

月内，任何人均可以提出异议。公告期满无异议的，予以核准注册，发给商标证，

并予以公告。” 

2014 年《商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对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自公告之日

起三个月内，在先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或者

任何人认为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可以向商标局提出异

议。 

设立商标异议程序的宗旨是，广泛征求各方对初步审定商标的不同意见，有

利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正当权益，使商标审查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力求减少失

误，发现不当及时纠正。 

旧法对异议提起的主体资格在法律条文上未作任何限制，在实务中也确实没

有限制，因此才导致了备受诟病的恶意异议大量存在。新法修订后对异议制度进

行了改革，区分了相对理由和绝对理由异议人主体资格的不同，对相对理由异议

主体资格做了限定，即在先权利人、利害关系人。那么对于在先权利及利害关系

人应如何理解呢？ 

2001 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注册商标不得损害他人的在先权

利。在第 1560251 号争议案中，北京高院提到，这里的“在先权利”应当理解为，

除注册商标专用权以外的，根据《民法通则》和其他法律规定属于应予以保护的

合法民事权益。 

由此，异议申请中的在先权利似乎不包括“商标专用权”，既然商标专用权

人无法单独成为异议申请主体，由此推知，商标的被许可人自然也无法成为异议

申请主体。 

2001 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已经注册商标，违反本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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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商

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评委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 

该条规定了撤销（相当于 2014 年《商标法》规定的无效宣告）主体为“商

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暂且不讨论商标所有人是否限于注册商标所有人。关

于利害关系人应当理解，商标的被许可人是否应当属于利害关系人？笔者认为无

效宣告针对的是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也就是说无效宣告的提起并不会造成恶意

阻碍商标注册核准的情形，所以对申请主体应当从宽把握。利害关系人作为一个

常用法律概念应当遵循一般的标准，即与诉争事由有利害关系即可，具体到无效

宣告案件中即与被无效商标的注册和使用有利害关系即可。因此，商标许可人是

否为利害关系人应当做个案审查，不应一概而论之。 

综上，对异议申请主体资格的限制给予申请人一个警示，即在申请商标时应

适当考虑“防御性”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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