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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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我国专利相关数据统计 

 

 

 

 

2015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发

明专利 35.9 万件 

 

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26.3 万件，比

2014 年增长了 10 万件，同比增长

61.9% 

 

职务发明专利授权 23.9 万件，占

90.9%；非职务发明专利授权 2.4 万

件，占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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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

共受理《专利合作条约》

（ PCT ）国际专利申请

30,548件，同比增长 16.7% 

 

28,399 件来自国内，占

93.0%，同比增长 18.3%；

2,149 件来自国外，占

7.0%，同比下降 0.6% 

 

2015 年，专利复审委员会

共受理复审请求 12,678

件，受理无效宣告请求

3,724 件 

 

2015 年复审请求结案

25,756 件，无效宣告请求

结案 3,65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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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5 年，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 35,844 件，同比增长 46.4% 

 

专利纠纷办案 14,607 件（包括专利侵权纠纷办案 14,202 件），同比增

长 77.7% 

 

查处假冒专利案件 21,237 件，同比增长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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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经典判例评析 

 专利 

淄博瑞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诉淄博强丰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
纠纷案 

-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三终

字第 22 号民事判决书 

-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淄

民三初字第 100 号民事判决书 

 

 

 

规则： 

1.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

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2. 人民法院对于权利要求，可以运用说明

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

专利审查档案进行解释。说明书对权利要求

用语有特别界定的，从其特别界定。 

 

案件事实： 

2010 年 9 月 25 日，瑞邦公司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申请了名为‚塑胶手套生产线手套

抓取装置‛的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实用新

型专利于 2011 年 5 月 8 日授权公告，专利

号为 ZL201020541198.1，名称为‚塑胶手

套生产线手套抓取装置‛，专利权人为瑞邦

公司。发明专利申请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公

开。2013 年 3 月 27 日，为避免重复授权，

瑞邦公司放弃专利号为 ZL201020541198.1

的实用新型专利，同日，该技术被授予发明

专利，专利号为 ZL201010290827.2，名称

为‚塑胶手套生产线手套抓取装置‛，专利

权人为瑞邦公司。 

2012 年 5 月 8 日，宏信公司与强丰公

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双方约定，

宏信公司向强丰公司购买‚标准版点数机‛

25 台，每台单价 10800 元，强丰公司分期

交货，宏信公司分期付款。该点数机配套装

置包括手套抓取装置、一次性输出装置、配

电元件、检测元件。 

瑞邦公司以强丰公司、宏信公司侵犯专

利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

强丰公司停止制造、销售侵犯瑞邦公司发明

专利权的产品，支付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

用费 2240881 元；2、宏信公司立即停止使

用并拆除正在使用的侵权产品，支付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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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 70 万元；3、强丰公司

和宏信公司赔偿瑞邦公司为调查、制止侵权

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150035 元；4、本案发生

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强丰公司和宏信公司

承担。 

本案经由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2015 年 3

月 31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

决。 

 

律师评析： 

本案判决对于权利要求的解释和专利临

时保护期使用费的支付问题做出了明确、清

晰的司法裁判意见。 

一、 关于权利要求 1 的解释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利要

求可以运用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中的相

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来进行解释。本

案中二审法院对于权利要求1中的技术特征

‚旋转架纵向设置‛的解读即是充分地体现

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精神。 

首先，权利要求 1 中记载了‚旋转架作

为立面旋转抓取机构的一部分，其设置及运

行轨迹应当与立面旋转抓取机构一致‛；其

次，通过说明书中‚……通过主轴带动立面

旋转抓取机构在立面空间内转动，完成纵向

旋转抓取动作‛以及说明书附图的图示，可

以认定立面旋转抓取机构是在立面空间内

转动，完成纵向旋转抓取动作，并结合已做 

 

出的维持专利权有效的无效决定中的内容，

二审法院最终认定‚纵向设置‛的‚旋转架‛

是设置在主轴前端，通过主轴的旋转，带动

旋转架在立面（也即垂直面）空间纵向旋转

的。 

二、关于临时保护期使用费是否适当的

问题 

本案的二审判决与最高院 2013 年公布

的第 20 号指导案例中的裁判意见一致，同

样认为：申请人对于他人于专利临时保护期

内实施其发明的行为不享有请求停止实施

的权利，他人于专利临时保护期内实施其发

明的行为不属于专利法禁止的行为。 

由于在专利临时保护期内制造、销售、

进口被诉专利侵权产品不为专利法禁止的

情况下，其后续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该

产品的行为，即使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也应

当得到允许。因此，专利权人也无权禁止他

人对专利临时保护期内制造、销售、进口的

被诉专利侵权产品进行后续的使用、许诺销

售、销售。 

当然，这并不否定专利权人根据专利法

第十三条规定行使要求实施其发明者支付

适当费用的权利。对于在专利临时保护期内

制造、销售、进口的被诉专利侵权产品，在

销售者、使用者提供了合法来源的情况下，

销售者、使用者也不应承担支付适当费用的

责任。 

撰稿人：董慧芳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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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 

林东梁与钜强（广州）机械有限公司商标侵权案 

 

-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 49 号民

事判决书 

-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民终字

第 548 号民事判决书 

-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榕

民初字第 632 号民事判决书 

 

 

 

规则： 

《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对相关

商品或服务类别的划分属上位概念，故其列

举的商品或服务不可能穷尽相关类别项下

的所有产品或服务，鉴此，在对相关商品或

服务类别进行判断时，可以将上述分类表、

区分表作为参考，但不应机械地将其作为判

案的主要依据。 

 

案件事实： 

 

林 东 梁 为 第 1752465 号 ‚ 钜 钢

STEELKING‛ 、第 8173544 号‚钜钢‛、

第 8173498 号‚STEELKING‛商标的注册人，

该等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包括 0726 类似群

组中的‚注塑机‛、‚塑料注射成型机‛。 

钜强（广州）机械有限公司经许可取得

第 583755 号‚钜钢（繁体）‛、第 583756

号‚ ‛的使用权，两商标核定

使用的商品均为 0713 类似群组中的‚制鞋

机械‛。 

 

钜强公司在生产、销售的鞋用射出发泡

成型机、射出成型机等产品上使用

‚ ‛商标。林东梁起诉钜强公

司该行为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 

 

一审法院认为：注塑机和塑料注射成型

机既可以在制鞋行业使用但又不限于该行

业。虽然钜强公司的被诉侵权产品主要在制

鞋行业使用，但可以通过更换模具，达到生

产不同塑料制品等产品的效果，其与注塑

机、塑料注射成型机在功能、用途、生产部

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交叉或基本

相同，可以认定是相同商品。因此，钜强公

司‚ ‛商标的使用行为落入到

林的商标专用权范围，构成侵权。 

 

二审法院认为：《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

务国际分类》（2007 版）中记载的 0713 类

似群组的商品都是将鞋的各个部件通过物

理工艺组合成成品鞋的机械。注塑机、塑料

注射成型机与 0713 类似群组的制鞋机械的

突出区别点在于它系使用模具、将溶融的塑

料通过高压注射成型产生，制鞋机械明显不

应包括注塑机、塑料注射成型机等商品。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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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公司生产的鞋用射出发泡成型机、射出成

型机等产品应属于 0726 类似群中的商品，

因此其构成侵权。 

 

最高院再审认为：目前，各类鞋用射出

发泡成型机、射出成型机等已成为诸多制鞋

企业必备的机械设备，具有注塑机功能的各

类鞋用射出发泡成型机、射出成型机，可以

将橡塑胶材料通过注射或浇注的方式注入

鞋的各种模具中直接成型为鞋底、鞋类配件

和鞋，因而将该类机械设备归入制鞋机械符

合客观实际。根据相关部门自 1992 年以来

发布的一系列行业标准，各类鞋用射出发泡

成型机、射出成型机等亦被归为制鞋机械。

钜强公司生产销售的鞋用射出发泡成型机、

射出成型机等产品，属于制鞋机械。所以，

钜强公司在鞋用注塑机等产品上使用

‚ ‛注册商标，是对该商标的

正当使用，不构成侵权。 

 

律师评析： 

 

《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是判断类似

商品/服务的重要工具。虽然相关司法解释 

 

 

 

 

 

 

 

中明确规定《区分表》只是判断商品/服务

是否类似的参考工具，但是在实践中，商标

行政审查机关和各法院均给予《区分表》优

势证据的效力，即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则应

参考《区分表》来认定商品/服务是否类似。 

 

但是《区分表》中列明的商品和服务项

目并不能涵盖商业社会中林林总总的商品

和服务，列在《区分表》中的往往只是基本

的、传统的商品或服务项目，以及某一类商

品或服务的上位概念。如果某一案件中，一

个具体的商品或服务在区分表中没有直接

对应的项目，或者与多个类别的商品或服务

都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那么应该如何判定

该商品或服务的分类呢？本案中最高院在

划分商品或服务分类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因

素：（1）商品的物理属性归类（机械）；

（2）商品的功能用途归类（制鞋必备的机

械）；（3）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4）被告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对于商品、

服务的相同、类似判断，仍应以商品、服务

本身的特性为基础，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进行

个案考察，不应一律简单机械地适用《区分

表》的规定。 

 

撰稿人：杨宁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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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权 

磊若软件公司诉捷奥比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 

-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知民终

字第 00108 号民事判决书 

-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苏中知民

初字第 00325 号民事判决书 

 

 

 

规则： 

1. 民事诉讼证据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告

通过使用 telnet 指令方式查看并连接被控

侵权服务器域名远程目标服务器端口，以查

询服务器所提供服务相关软件的信息，该检

测方式和检测结果均具有客观性，已完成初

步举证。被告主张不侵权，应当提供服务器

日志等相关证据进行反证，仅是简单否认，

法院不予支持； 

2. 被告主张其从未使用过涉案软件，该主张

与其主张的使用的是 30 天免费试用版软件

抗辩相冲突，被告不能同时援引相互冲突的

两个抗辩主张，故对于被告使用的是 30 天

免费试用版软件抗辩不予支持。 

案件事实： 

 

原告是 Serv-U FTP 系列软件的著作权

人。原告代理人在公证员监督下通过本地终

端电脑远程访问被告服务器 21 端口，对被

告服务器使用的软件版本信息进行取证。法

院认定，由于 WINDOWS 系统自带的 FTP

和 TELNET 命令，借助 Telnet 协议（Internet

远程登录服务的标准协议和主要方式），在

终端使用者的电脑上使用 Telnet 程序连接

到服务器，在 Telnet 程序中输入命令， 访

问服务器指定的端口，一般软件会反馈软件

的版本号等信息，这些信息只起到告知作

用，并不能让用户不经验证直接登录系统。 

基于该技术特点，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

定该检测方式和检测结果具有客观性合法

性，应当认定其证明力。 

但是，由于被告举证证明，原告的软件

提供为期 30 天的试用期，试用期内使用不

构成侵权抗辩。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公证保

全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所使用的软件是否

在试用期内或者已经逾期，原告明知该单一

时间点证据具有或然性，有条件和能力进一

步查证而未举证证明，属于举证不足，故驳

回其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原告

在上诉中主张被告使用的软件版本是原告 5

年前的版本，违背常理和商业惯例，依据高

度盖然性可证明被告不是进行试用评估。二

审法院认为，原告通过公证取证得到了涉案

服务器的反馈信息，证明在 21 端口存在有

涉案软件服务，既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被告

主张不侵权，应当提供服务器日志等相关证 

据进行反证，仅是简单否认，法院不予支持。

被告主张其从未使用过涉案软件，该主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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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张使用的是 30 天免费试用版软件抗辩

相冲突，被告不能同时援引相互冲突的两个 

抗辩主张，故对于是否使用的是 30 天免费

试用版软件抗辩不予认定。 

 

据此，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判

定被告著作权侵权成立，并赔偿原告经济损

失及维权合理支出人民币三万元。 

 

律师评析： 

 

民事诉讼的证明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

这是我国法院从技术操作的层面，对证据相

互矛盾时如何审查判断证据以达到法律真

实的证明要求所采取的现实选择。然而，如

何贯彻实施高度盖然性标准，中国法院并没

有给出具体的判断步骤。从本案中大体可以

看到法官的思维方式： 

 

1.  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

法作出裁判。对此，证据的数量和证据的种

类对高度盖然性具有很大的影响。一般而

言，证据越多，就越容易形成证据链，其证

明的盖然性程度就越高；证据的证明效力越

高，证明的盖然性程度越高。原告采取的在

公证监督下，通过终端计算机对被告方服务

器进行远程取证的方式获得法院认可。法官

从所使用取证软件来源的客观性，取证方式

选择的合理性合法性等方面认可公证证据

具有的高度证明力，同时结合原告提供的正

版软件，认可了远程取证的真实性。一审和

二审法院均认定被告使用了原告的涉案软

件； 

 

2. 在相互矛盾的证据面前，法官要基于社

会经验、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来补足证据链 

 

 

缺乏的部分。在被告同时提出未使用涉案软

件抗辩和使用的是免费试用版软件抗辩的 

情况下，法官根据形式逻辑中的不矛盾律， 

确定被告两个相互冲突的抗辩只能有一个

是真实的，在已经认定被告实际使用了涉案 

软件的情况下，排除了使用免费试用软件的

可能性。同时，原告也提供了证据证明涉案

软件是原告 5 年前发布的 6.4 版本，已经被

后续的新版本所陆续替代，目前的版本已经

更新到 V12 版，所谓使用免费试用版软件的

说法违背了常理和商业惯例。法官显然也考

虑了这一商业惯例的合理性因素，认定原告

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 

 

通过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法院实际上

减轻了权利人举证难度，客观上鼓励了权利

人积极开展维权行动。但是，权利人也不能

完全依赖高度盖然性标准，因为该标准依赖

法官的主观判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

本案中，如果原告通过在相隔超过 30 天的

两个时间点分别进行远程取证公证操作，就

可以证明被告实际逾期使用涉案软件，从而

证明被告试用评估的抗辩不成立。正如一审

法院在判决中的评述：‚磊若公司应是明知

该单一时间点的证据证明效力系或然性的，

其有条件和能力进行进一步查实取证，但磊

若公司始终并未就捷奥比公司是否存在逾

期使用行为进行举证，却转而主张由捷奥比

公司承担不侵权的举证责任，就其主张一审

法院认为不能成立。捷奥比公司是否违反许

可协议侵犯软件著作权，属于磊若公司应承

担举证义务且有能力证明的事实内容‛。虽

然二审法院纠正了该观点，但原告完全可以

在证据准备过程中预见和避免这样的证据

缺陷，而不必依赖二审补救。 

 

撰稿人：胡洪亮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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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当竞争 

开德阜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阔盛管道系统（上
海）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和商标侵权纠纷案 

- 上海市知识产权法院  (2015) 沪

知民终字第 161 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2013）

徐民三（知）初字第 1017 号民事

判决书 

 

 

 

规则： 

判断宣传推广中对他人的商标的使用是否

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虚假宣

传‛时，应该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

的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

象的实际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案件事实： 

本案原告——开德阜国际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并于 2002 年 2

月 28 日经商标局核准在第 17 类的塑料管、

板、杆、条等商品上注册了‚洁水‛商标。

根据 2006 年签订的独家销售协议，开德阜

公司成为德国阿垮瑟姆公司的中国区域总

代理。 开德阜公司一直使用 ‚洁水‛商标

推广、销售德国阿垮瑟姆公司的管材产品。

德国阿垮瑟姆公司于 2013年6月30日终止

与开德阜公司的合作关系，改与本案被告

——阔盛管道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合作。

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阔盛公司及其代理

商在宣传、推广德国阿垮瑟姆公司的管材产

品时使用了‚德国 aquatherm 阔盛（原德

国洁水）‛以及‚原代理商曾以德国‘洁水’

在华推广，从 7 月 1 日起德国厂方正式启用

中文标识‘阔盛’用于中国市场推广‛等字

样。为此，开德阜公司以被告使用‚洁水‛

商标进行虚假宣传构成不正当竞争及商标

侵权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阔盛公司及其代

理商停止侵犯 ‚洁水‛商标专有权，公开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 

 

本案经由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

和上海市知识产权法院二审，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由上海市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终审

判决。一、二审法院均未支持开德阜公司的

诉求，认为阔盛公司在宣传推广中对‚洁水‛

商标的使用属于正当使用，且宣传的内容与

事实相符，不会对原、被告经营的产品产生

混淆，亦不会对两者关系产生误解，因此不

构成虚假宣传及商标侵权。最终，法院驳回

了开德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律师评析： 

 

一、判断宣传推广中对他人的商标的使

用是否构成虚假宣传，需要根据相关公众的

生活经验及一般注意力对具体使用商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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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宣传资料的整体进行解读而不能孤立 

的判断。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结合阔盛公司宣

传资料的上下文语境，相关公众施以一般注

意力后都能发现其主要内容是在说明德国

阿垮瑟姆公司的中国区域代理发生变化，开

德阜公司不再代理该公司的产品，改由阔盛

公司代理，并且，2013 年 7 月后不再使用

‚洁水‛商标宣传该公司的产品而改用阔盛

公司的‚阔盛‛商标。因此，相关公众不会

仅因为宣传资料中使用了‚洁水‛商标就对

原、被告经营的产品产生混淆，亦不会对两

者关系产生误解。 

 

二、在判断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时需要考

虑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

况来进行判断。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开德阜公司在担

任德国阿垮瑟姆公司的代理商时仅将‚洁

水‛商标用于推广宣传德国阿垮瑟姆公司的

产品，‚洁水‛商标已经与德国阿垮瑟姆公

司的产品建立极为密切的联系，导致相关公 

 

 

 

 

众认为‚洁水‛商标指向德国阿垮瑟姆公司

的产品。基于上述事实，在德国阿垮瑟姆公

司的代理商发生变更、原代理商的‚洁水‛

商标不再用于推广德国阿垮瑟姆公司的产

品时，有必要向相关公众披露上述重要事实

以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因此，作为新代理商

的阔盛公司在披露上述事实时将不可避免

的要引用到原代理商的‚洁水‛商标，而阔

盛公司在宣传中对‚洁水‛商标的具体使用

方式也与事实相符，不会导致相关公众的误

解。因此，阔盛公司在宣传中对‚洁水‛商

标的使用不构成虚假宣传。  

 

三、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使用的中文商

标最好是自己注册的商标，而不是代理商注

册的商标。否则一旦代理关系破裂，外国公

司将不能使用原中文商标销售产品，不仅对

销售业绩影响较大，而且容易产生法律纠

纷。 

    

              撰稿人：傅凤喜律师 

康毅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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