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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对近期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数据和案例进行了采集和分析，选取若干有一定参

考价值的数据以及具有指导意义的判例进行简评，与诸位分享。 

 

I. 数据统计 

 

 

 

 

 

 

 

 

 

 

 

 

 

 

 

 

未授权发明专利 

35.6万件 

国内发明专利授

权 

16万件 

国外发明专利授

权 

4.9万件 

授权发明专利 

20.9万件 

2017年上半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共56.5万件 

2017 年上半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共 56.5 万件。共授权发明专利 20.9 万件，其中，

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16.0 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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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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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排名 

1.86万件 
1.735万件 

0.127万件 

2.16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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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国际专利申请 国内 国外 

2016年 

2017年 

  2017年上半年国知局受理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 

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共计 122.7 万件。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量排名前十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北京（85.9 件）、上海（38.4 件）、江苏（20.5 件）、

浙江（18.1 件）、广东（17.5 件）、天津（16.5 件）、陕西（8.1 件）、福建（7.1 件）、辽

宁（7.0 件）、安徽（7.0 件）。 

 

2017 年上半年，国知局局共受理 PCT 国际专利申请 2.16 万件，同比增长 16.0%。其中，

2.0 万件来自国内，同比增长 15.3%；0.16 万件来自国外，同比增长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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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经典判例评析 

 专利 

苏州安特威阀门有限公司与上海开维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侵

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终 23 号

民事判决书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初字第 218

号民事判决书 

 

 

规则： 

 

在专利侵权判定时，权利要求中的技术

特征并不存在必要与非必要之区分。鉴于每

一项技术特征均对专利技术方案产生影响，

在界定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时，所有被写入权

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均应予以考虑。 

 

案件事实： 

 

苏州安特威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特公司”）是专利号为 200910053595.6、

名称为“双阀一体式盘阀”的发明专利的专

利权人。该专利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双阀一体式盘阀，包括独立进行开关

动作的上阀和下阀，…焊 

 

接在固定阀轴上的横轴、及和横轴焊接在一

起的驱动件组成；…。” 

 

安特公司指控开维喜公司制造并由柳

州化工公司使用的产品侵犯了其专利权，向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上海知识产权

法院对被控侵权产品进行现场勘验。经勘验，

被控侵权产品为双阀一体式盘阀，其中，横

轴通过平键加紧固螺钉连接在固定阀轴上，

驱动件套接在横轴上并以紧固螺钉固定。 

 

经一审比对，双方当事人对于被控侵权

产品的相应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中“所述阀杆组件由摇杆、固定阀轴、焊接

在固定阀轴上的横轴、及和横轴焊接在一起

的驱动件组成”(以下简称争议技术特征)的

比对存在争议，对于其余技术特征双方一致

确认两者相同。 

 

对于有争议的技术特征，原告认为：该

技术特征涉及的“焊接”并非涉案专利的技

术特征，其仅用来说明固定阀轴、横轴及驱

动件等部件间的连接关系和空间相互位臵，

是对部件加工工艺的描述。此外，焊接与其

他连接方式都是为了固定连接，其实现的功

能基本相同，故该些连接方式构成等同。 

 

两被告则认为两者既不相同也不等同，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4%B8%93%E5%88%A9&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1&cs=4153246771,2581256633&os=1974580388,3082799886&simid=14204597,824470292&pn=188&rn=1&di=208837098470&ln=1917&fr=&fmq=1501732228656_R&ic=0&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0,0&istype=2&ist=&jit=&bdtype=0&spn=0&pi=0&gsm=96&objurl=http://www.wtoip.com/uploadfile/2014/0522/20140522020328353.jpg&rpstart=0&rpnum=0&adpic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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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由为：涉案专利横轴与固定阀轴、横

轴与驱动件的连接方式均为焊接，而被控侵

权产品采用了键连接、套接等可拆卸的连接

方式，原告在勘验时自称焊接比其他连接方

式更好，故被控侵权产品的连接方式与涉案

专利的连接方式所达到的效果不相同。 

 

一审法院认为，在人民法院确定专利权

的保护范围时，独立权利要求的前序部分、

特征部分以及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限

定部分记载的技术特征均有限定作用。故凡

是写入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均应理解为专

利技术方案不可缺少的必要技术特征，对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在确定专利

权保护范围时必须加以考虑。争议技术特征

除限定阀杆组件的各个部件之外，还对横轴

与固定阀轴、横轴与驱动件之间的连接方式

作了限定，原告认为“焊接”并非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特征，缺乏依据，一审

法院不予支持。 

 

经比对，涉案专利的横轴焊接在固定阀

轴上、驱动件与横轴焊接在一起，而被控侵

权产品的横轴与固定阀轴通过平键加紧固

螺钉连接，驱动件套接在横轴上并以紧固螺

钉加以固定，故两者在横轴与固定阀轴、驱

动件与横轴的连接方式上有所不同，两者在

上述部件的连接方式上构成等同。一审法院

认定，被控侵权产品未落入原告涉案专利权

利要求 1 的保护范围，两被告的行为未构成

对原告涉案专利权的侵犯。 

 

安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海高院审理后认为，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

利要求的内容为准。所有被专利权人在授权

公告时写入权利要求文字的技术特征，均对

该专利的技术方案产生限缩作用，均系构成

该专利完整技术方案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因

此，在专利侵权判定时，权利要求中的技术

特征并不存在必要与非必要之区分。人民法

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 

 

的保护范围，必须严格遵循专利技术特征

“全面覆盖”原则，即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

特征应当覆盖权利人所主张的权利要求记

载的全部技术特征或其等同特征。如果被诉

侵权技术方案缺少专利权利要求记载的一

个或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或一

个以上技术特征既不相同亦不等同的，应当

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因此，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评析： 

 

专利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

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

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以及司

法判例均确认“全面覆盖”原则，即确定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凡是写入权利要求的

技术特征都应考虑。鉴于侵权判断时的“全

面覆盖”原则，权利要求书的撰写在专利申

请中尤为重要。对于权利要求书的撰写不应

该仅仅以得到授权为目的，更要重的是，还

要考虑授权后专利的保护范围，是否能够被

他人绕过。因而在权利要求书的撰写阶段就

要考虑到今后可能的专利侵权问题，审慎推

敲被写入的技术特征对以后侵权认定可能

造成的影响，避免将实施发明技术方案并非

必要的技术特征写入独立权利要求中。 

本案中，权利要求 1 除了限定固定阀轴、横

轴及驱动件等部件间的连接关系外，还限定

了连接方式为“焊接”，而对本专利来说，“焊

接”并非是各部件之间唯一的连接方式，且

本专利说明书还进一步记载除了“焊接”外，

横轴和固定阀轴还可以采用花键、销钉连接

或整体锻造的连接方式。在权利要求 1 已经

限定了固定阀轴、横轴及驱动件部件间的连

接关系的情况下，没有必要限定二者的连接

方式。当然，如果“焊接”比其他连接方式

更好，可以将其作为一个从属权利要求。 

 

                                                          

点评人：贾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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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 

深圳市宏亿邦电子有限公司与百利达(上海)商贸有
限公司商标侵权案

 

-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 73 民终

310 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5）黄浦民
三(知)初字第 50 号民事判决书 

 

 

规则： 

在商标侵权案件中，本案与前案的 1）

原告相同；2）被告分别是相同被控侵权产

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3）两案的核心焦点

相同的，在前案已生效的情况下，应适用

“一事不再理”原则，采用前案中的判决就

该法律焦点作出的认定。 

 

案件事实： 

深圳市宏亿邦电子有限公司为宏亿邦

公司是第 1574606 号“ ”商标的

注册权人，该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第 9 类

上的酒精测试仪。 

 

百利达(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在其销售的

“HC－212s 口气测试仪”上使用

“ ”商标。深圳市宏亿邦电子有限

公司起诉百利达(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侵犯了

其注册商标专用权。 

 
一审法院认为：百利达公司销售的 

“HC-212S 口气检测计”产品与呼出气体酒

精含量探测器、酒精检测计在生产、销售企

业、产品功能、使用方式、用途和销售渠道、

消费对象都基本相同，构成类似商品。 

“ ”商标与“ ”商标中的

英文文字完全相同,虽然“ ”标识

中对“NI”文字做了特殊处理,但并不足以区

分两者之差别,仍然会产生混淆。因此上述商

标构成近似商标。因此，“ ”商标

的使用行为落入到宏亿邦公司的商标专用

权范围，构成侵权。 

 

二审法院认为：宏亿邦公司在一审法院

受理本案之前，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向东莞

第一法院起诉，主张晓峰公司生产标有

“ ”标识的“HC-212S 口气检测

计”的行为，侵犯了宏亿邦公司的第

1574606 号“ ”注册商标专用权，

“HC-212S 口气检测计”属于侵权产品，根 

http://www.hfiplaw.cn/detail/tag/%e5%95%86%e6%a0%87%e4%be%b5%e6%9d%83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7%89%B9%E9%9C%80%E4%BB%96TANITA&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1&cs=539029200,638454768&os=785645700,3016480340&simid=3498520519,591665311&pn=66&rn=1&di=76902670461&ln=1865&fr=&fmq=1501732732343_R&ic=0&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0,0&istype=2&ist=&jit=&bdtype=0&spn=0&pi=0&gsm=1e&objurl=http://pic.baike.soso.com/p/20140530/20140530164038-2147429900.jpg&rpstart=0&rpnum=0&adpicid=0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7%89%B9%E9%9C%80%E4%BB%96TANITA&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1&cs=539029200,638454768&os=785645700,3016480340&simid=3498520519,591665311&pn=66&rn=1&di=76902670461&ln=1865&fr=&fmq=1501732732343_R&ic=0&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0,0&istype=2&ist=&jit=&bdtype=0&spn=0&pi=0&gsm=1e&objurl=http://pic.baike.soso.com/p/20140530/20140530164038-2147429900.jpg&rpstart=0&rpnum=0&adpicid=0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7%89%B9%E9%9C%80%E4%BB%96TANITA&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1&cs=539029200,638454768&os=785645700,3016480340&simid=3498520519,591665311&pn=66&rn=1&di=76902670461&ln=1865&fr=&fmq=1501732732343_R&ic=0&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0,0&istype=2&ist=&jit=&bdtype=0&spn=0&pi=0&gsm=1e&objurl=http://pic.baike.soso.com/p/20140530/20140530164038-2147429900.jpg&rpstart=0&rpnum=0&adpic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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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7%89%B9%E9%9C%80%E4%BB%96TANITA&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1&cs=539029200,638454768&os=785645700,3016480340&simid=3498520519,591665311&pn=66&rn=1&di=76902670461&ln=1865&fr=&fmq=1501732732343_R&ic=0&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0,0&istype=2&ist=&jit=&bdtype=0&spn=0&pi=0&gsm=1e&objurl=http://pic.baike.soso.com/p/20140530/20140530164038-2147429900.jpg&rpstart=0&rpnum=0&adpic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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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7%89%B9%E9%9C%80%E4%BB%96TANITA&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1&cs=539029200,638454768&os=785645700,3016480340&simid=3498520519,591665311&pn=66&rn=1&di=76902670461&ln=1865&fr=&fmq=1501732732343_R&ic=0&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0,0&istype=2&ist=&jit=&bdtype=0&spn=0&pi=0&gsm=1e&objurl=http://pic.baike.soso.com/p/20140530/20140530164038-2147429900.jpg&rpstart=0&rpnum=0&adpic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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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本案的审理应当以东

莞第一法院审理的东莞 49 号案的处理结果

为依据。鉴于，东莞中院在针对东莞 49 号

案的终审判决中，认定“HC-212S 口气检测

计”上使用的“ ”标识与宏亿邦公

司第 1574606 号“ ”注册商标不相

同亦不相近似，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故

“HC-212S 口气检测计”不属于侵犯宏亿邦

公司第 1574606 号“ ”注册商标的

侵权商品。因此，本案中，百利达公司销售

“HC-212S 口气检测计”的行为亦不属于侵

犯宏亿邦公司第 1574606 号“ ”注

册商标的侵权行为。 

 

律师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

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

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

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

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 

 

 

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

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

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

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

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机械地根据上述法律来认定，本案明显

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形，本案的被告

为百利达公司，而东莞 49 号案的被告为晓

峰公司，诉讼当事人明显不同。但是本案与

东莞 49 号案涉及的被控侵权产品相同、涉

案商标相同、两案的被告为同一被控侵权产

品的销售者和生产者，可以认定两案涉及的

法律焦点完全相同。在东莞 49 号案已生效

的情况下，本案一审法院作出了与东莞 49

号案完全相反的判决，这会导致则会导致案

件当事人无法实际执行判决。 

 

因此，在商标侵权案件中，本案与前案

分别是相同原告对被控侵权商品销售者和

生产者提起诉讼，且两案的核心焦点相同的，

在前案已生效的情况下，应适用“一事不再

理”原则，采用前案中就该法律焦点作出的

认定。 

 

                点评人：杨宁 张琰 

  

http://www.hfiplaw.cn/detail/tag/%e5%95%86%e6%a0%87%e4%be%b5%e6%9d%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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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权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开博尔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科洛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纠纷案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7）沪 73 民终 25

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5)普民三（知） 

初字第 312 号民事判决书 

 

规则： 

网络电视机顶盒生产商明知且支持销

售商在机顶盒内安装未经授权提供电视节

目直播、回看、点播功能的软件，应认定生

产商与销售商就安装行为达成共识，两者构

成共同侵权，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案件事实： 

 

2009 年 4 月 20 日，中央电视台出具

《授权书》，将其拍摄、制作或者广播的所

有电视频道及其全部电视节目授权原告在

全世界范围内独占行使，并授权其追究侵权

行为。2014 年 3 月原告在天猫网站通过公

证方式从被告科洛弗公司处购买了被告深

圳开博尔公司生产的网络电视播放器，经检

查，发现能够直播、点播和回看央视节目。

被告科洛弗公司承认其在播放器内安装相

关软件，被告开博尔公司否认其生产的涉案

播放机在出厂时安装了可以播放央视节目

的软件。该播放器内的相关软件，系作为销

售商的科洛弗公司自行下载和安装。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开博尔公司对科洛

弗公司安装相应软件的行为不仅明知而且

支持，开博尔公司还提供相关软件的更新和

下载服务，可以认定开博尔公司和科洛弗公

司就在涉案播放器内安装相应软件的行为

达成共识，上述软件使直播、点播、回看央

视节目的功能得以实现，侵犯了央视国际公

司享有的相应著作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故

本院认为开博尔公司和科洛弗公司构成共

同侵权，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律师评析： 

 

1.美国最高法院最早在索尼案件中确定了

“技术中立”原则，确定具有实质性非侵权

用途的产品的生产者，不因产品实际具有的

某些用途而构成间接侵权。但是，在实际应

用该原则时，必须结合案件事实分析，避免

技术中立绝对化，将技术中立作为不适当免

除侵权责任的挡箭牌。对于具有实质性非侵

权商业用途的技术，要审查技术提供者是否

明知或应知具体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是否

具备其它帮助或者教唆行为，从而确定技术

提供者的责任。 

 

 

2.本案事实表明被告开博尔公司明知直接侵

权事实的存在而提供帮助：首先，开博尔公

司在其官方网站和天猫旗舰店均宣称涉案

播放器具有丰富的在线资源，内臵多家在线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7%94%B5%E8%A7%86%E8%8A%82%E7%9B%AE%E8%91%97%E4%BD%9C%E6%9D%83%E6%BC%AB%E7%94%BB&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1&cs=857766932,1419653883&os=1916587095,3530850250&simid=0,0&pn=15&rn=1&di=31543433161&ln=1992&fr=&fmq=1501736141937_R&ic=0&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0,0&istype=2&ist=&jit=&bdtype=11&spn=0&pi=0&gsm=0&objurl=http://img.mp.sohu.com/upload/20170801/c62b19cf18954e21930aae9294fc03d8_th.png&rpstart=0&rpnum=0&adpic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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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和视频节目；其次，开博尔公司在其官

方网站通过视频向用户展示了播放器的直 

 

播、点播、回看功能和实际效果，该播放器

内臵软件，可以提供央视节目的直播和回看，

同时开博尔公司亦提供相关软件的下载和

更新服务。再次，开博尔公司在其官方网站

宣称科洛弗公司是其上海地区总代理，并有

科洛弗公司相关网站的链接，科洛弗公司在

网站上介绍涉案播放器时亦宣称涉案播 

 

放器可以收看电视台的节目并进行回看。上

述事实表明，科洛弗公司与开博尔公司之间

关系密切，开博尔公司对科洛弗公司安装相 

 

应软件的行为不仅明知而且支持，开博尔公

司还提供相关软件的更新和下载服务，可以

认定开博尔公司和科洛弗公司就在涉案播

放器内安装相应软件的行为达成共识，应当

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点评人：胡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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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当竞争 

上海耀宇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斗鱼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

浦民三(知)初字第 191 号民事判决

书 

-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

终字第 641 号民事判决书 

 

规则： 

1. 视频转播权不属于法定的著作权权利，

游戏比赛画面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 

2. 游戏赛事的独家视频转播权具有强烈的

商业属性，承载着网络直播平台运营者的商

誉以及一定的经济利益，该种利益属于我国

侵权责任法保护的一种财产性的民事利益，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可

以依法给予制止不正当竞争的保护。 

案件事实： 

上海耀宇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称“耀宇公司”）诉称，“DOTA2”游戏是世

界知名的电子竞技类网络游戏，该游戏之亚

洲邀请赛于 2015 年 1 月 5 日至 2 月 9 日举

行。耀宇公司经授权，在其“火猫 TV”网站

对涉案赛事进行了网络直播。但是，广州斗

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斗鱼公司”）

经营的“斗鱼网”在网页显著位臵标注并提

供 DOTA2 亚洲邀请赛的多场直播。斗鱼网

未经授权，非法实时直播 DOTA2 亚洲邀请

赛，侵犯了耀宇公司拥有的著作权；且其直

播行为攫取了耀宇公司的经济利益，分流了

用户关注度和网站流量，亦构成不正当竞争。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游

戏比赛画面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斗

鱼公司使用涉案赛事比赛画面的行为不构成

侵害著作权，故耀宇公司认为斗鱼公司侵害

其著作权的主张不成立；但斗鱼公司直播涉

案赛事的行为直接损害了耀宇公司独家行使

转播权能够为耀宇公司带来的市场竞争优势，

侵害了该市场竞争优势能够为耀宇公司带来

的商誉、经济利益等合法权益，亦损害了网

络游戏直播网站行业的正常经营秩序，构成

不正当竞争。 

 

上海知识产权二审认为：斗鱼公司未对

赛事的组织运营进行任何投入，也未取得视

频转播权的许可，却免费坐享耀宇公司投入

巨资、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精力组织运营

的涉案赛事所产生的商业成果，为自己谋取

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其实际上是一种“搭

便车”行为，夺取了原本属于耀宇公司的观

众数量，导致耀宇公司网站流量严重分流，

影响了耀宇公司的广告收益能力，损害耀宇

公司商业机会和竞争优势，弱化耀宇公司网

络直播平台的增值力。因此，斗鱼公司的行

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也违背了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耀宇公司合 

 

法权益，亦破坏了行业内业已形成的公认的

市场竞争秩序，具有明显的不正当性。一审

法院认定斗鱼公司直播涉案赛事画面构成不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7%81%AB%E7%8C%ABlogo&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1&cs=1788561954,243913729&os=1078684558,3361819533&simid=3390801019,184698272&pn=16&rn=1&di=24229190921&ln=1964&fr=&fmq=1501736488015_R&ic=0&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0,0&istype=2&ist=&jit=&bdtype=0&spn=0&pi=0&gsm=0&objurl=http://www.cbigame.com/upload/images/2015/0204/1423017452455466.jpg&rpstart=0&rpnum=0&adpic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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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竞争并无不当。 

 

律师评析： 

 

本案被称为“中国网络游戏直播第一案”，

涉及不正当竞争和著作权侵权两个方面的问

题，非常具有典型意义，本案有如下几点值

得探讨： 

 

一、游戏赛事的独家视频转播权属于我国侵

权责任法所保护的一种财产性的民事利益 

 

一般而言，游戏比赛的举办、转播等受

游戏开发商、运营商、承办商、转播商等相

关主体的控制，且该些主体为举办、转播比

赛须付出一定的财力等成本，而转播游戏可

以获得一定的商誉及经济利益，因此，游戏

赛事的独家视频转播权具有强烈的商业属性，

承载着转播方的商誉以及一定的经济利益，

该种利益属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的一种财

产性的民事利益。 

 

二、可以观看游戏比赛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

使用游戏比赛画面 

 

虽然在本案中斗鱼公司抗辩其是从

DOTA2 游戏客户端的旁观者观战功能中取

得比赛画面、未使用耀宇公司的直播内容等,

故其行为与耀宇公司无关,不构成不正当竞

争。但通过客户端观看比赛的行为与主动利

用网络软件技术截取比赛画面的行为的性质 

 

 

完全不同，而斗鱼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游戏客

户端的运营者允许其截取比赛画面并使用该

些画面进行直播，故斗鱼公司的行为明显超

出了旁观比赛的合理范围。即使游戏客户端

的运营者对比赛画面的截取未作技术等方面

的限制，也不等于运营者允许他人可以将截

取的比赛画面进行直播等商业性使用。将客

户端未限制比赛画面流出视为允许他人可以

任意使用比赛画面，既无法律、法理上的依

据，也有悖商业常识，此行为将直接损害业

已形成的游戏比赛授权许可转播的正常经营

秩序，故斗鱼公司截取涉案游戏客户端的比

赛画面进行直播的行为与耀宇公司享有的独

家视频转播权产生了直接冲突，损害了耀宇

公司的合法权益。 

 

三、游戏赛事画面的法律定性还存在争议 

 

   虽然本案一审法院认为“比赛画面是由参

加比赛的双方多位选手按照游戏规则、通过

各自操作所形成的动态画面，系进行中的比

赛情况的一种客观、直观的表现形式，比赛

过程具有随机性和不可复制性，比赛结果具

有不确定性，故比赛画面并不属于著作权法

规定的作品”，但关于游戏赛事画面的法律定

性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较大争议。就目前来

看，有判例将游戏画面认定为著作权法规定

的“类电影作品”，国内法院也多次将“体育

赛事节目”认定为“类电影作品”。因此就游

戏赛事画面的法律定性而言，目前尚无定论。 

 

               点评人：傅凤喜、唐旌元 

 

 



 

永新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永新智财律师事务所 

2017.07 第 33 期 

 

 
- 12 - 

 

 

 

  

NTD PATENT & TRADEMARK AGENCY LIMITED  

NTD LAW OFFICE 

 

10thFloor, Block A, Investment Plaza  

27 Jinrongdajie Beijing 100033 

P.R. China 

 

Tel: 86-10-63611666 

Fax: 86-10-66211845 

E-mail: mailbox@chinantd.com 

Website: www.chinantd.com

 

免责声明： 

永新案例速递根据公开报道编辑整理，旨在传递知识产权最新案例资讯，所载信息仅供参考，

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 

 

图片来源 I 百度图片 

永新知识产权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有兴趣获取相关案件的详细信息，请随时与我们联络。 

请发送 email 至 law@chinantd.com。 

mailto:mailbox@chinantd.com
http://www.chinant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