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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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专利相关统计数据 

2016 年主要国家及地区发明专利受理情况表 

国家及地区 当年累计 同比增长 总累计 

合计 133522 -0.10% 1637788 

日本 39207 -2.20% 562365 

美国 35895 -3.50% 417641 

德国 14158 2.20% 161341 

韩国 13764 6.60% 138173 

法国 4631 -1.50% 59034 

瑞士 3453 0.60% 42709 

荷兰 3155 4.10% 50036 

英国 2372 6.80% 31208 

瑞典 1919 -1.50% 26546 

意大利 1610 12.60% 20057 

芬兰 1007 -3.30% 15805 

加拿大 985 -3.90% 14182 

奥地利 946 -3.70% 8634 

丹麦 858 1.50% 10227 

新加坡 769 7.70% 5599 

比利时 700 9.70% 8141 

澳大利亚 624 -1.70% 10506 

西班牙 393 14.90% 4668 

俄罗斯联邦 135 -8.80% 2249 

其他 6941 8.00% 48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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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受理状况表 

 当年累计 总累计 

受理量 构成 同比增长 受理量 构成 

 小计 1475977 100.00% 30.90% 8101960 100.00% 

实用新

型 

 

职务 1143010 77.40% 32.00% 5187353 64.00% 

非职务 332967 22.60% 27.30% 2914607 36.00% 

国内 1468295 99.5% 31.10% 8045003 99.3% 

国外 7682 0.5% -2.30% 56957 0.7% 

 小计 650344 100.00% 14.30% 5919782 100.00% 

外观设

计 

职务 342903 52.70% 20.40% 2920803 49.30% 

非职务 307441 47.30% 8.20% 2998979 50.70% 

国内 631949 97.2% 14.60% 5698457 96.3% 

国外 18395 2.8% 4.60% 221325 3.7% 

 

主要国家及地区有效发明专利状况 

国家及地区 有效量 同比增长 

总计 614000 11.50% 

日本 238910 7.70% 

美国 140947 14.80% 

德国 62203 17.90% 

韩国 47090 11.30% 

法国 22954 13.40% 

瑞士 16696 13.50% 

荷兰 16146 10.60% 

瑞典 10396 8.30% 

英国 8685 12.00% 

意大利 7506 12.40% 

芬兰 6067 11.10% 

加拿大 4709 6.40% 

丹麦 3751 13.80% 

奥地利 3364 21.50% 

比利时 3210 14.40% 

澳大利亚 2644 12.00% 

新加坡 2037 29.00% 

西班牙 1221 17.60% 

俄罗斯联邦 445 12.90% 

其他 15019 14.20%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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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经典判例评析 

 专利 

VMI 荷兰公司（VMI Holland B. V.）与揭阳市双骏橡胶机
械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知终字

第 1390 号民事判决书 

-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5）粤知法专民

初字第 1849 号民事判决书 

 

 

 

规则： 

 

1. 在判断是否构成专利侵权时，由被诉侵权

产品的自身性质和正常运转需要所必须添

加的辅助设备，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产品具备

相应的技术特征。 

 

2. 行政机关针对同一侵权行为作出的处理

决定在随后的司法程序中被法院撤销的，在

执法办案过程中合法收集和制作的证据仍

然具有证明力。 

 

3. 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证明其因侵权行

为所遭受的损失，并提供了被诉侵权产品的

售价及行业平均利润率的情况下，被告据不

依照法院要求提供与被诉侵权产品有关的

财务账册，法院可以依据被诉侵权行为的性

质、持续时间、生产规模、售价与行业利润

等因素，酌定被诉侵权人应承担的损害赔偿

数额。 

 

案件事实： 

 

原告 VMI 荷兰公司发现被告所生产、销

售用于生产轮胎产品的机械鼓侵犯了其第

ZL01806616.X 号发明专利权，从侵权人揭

阳市双骏橡胶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揭

阳双骏”）处公证购买了一台 16 寸“VMI

机械鼓”后，请求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对揭阳

双骏的侵权行为调查处理。广东省知识产权

局根据 VMI 荷兰公司的请求，对揭阳双骏的

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勘验，发现一台 18 寸

“VMI 机械鼓”以及印有被诉侵权产品图片

和相关内容的广告册。2015 年 4 月 8 日，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认

定揭阳双骏构成专利侵权并命令揭阳双骏

停止侵权行为。2016 年 6 月 12 日，法院以

广东省知识产局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

依据不足为由撤销了该决定。 

 

2016 年 8 月 30 日，VMI 荷兰公司向法

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指控揭阳双骏侵害了

其专利权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以及

合理维权费用合计人民币 360 万元。揭阳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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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向法院提出，其一共生产、销售过 2 台

“VMI 机械鼓”产品，一台为 16 寸，另一

台为 18 寸，其中 16 寸的“VMI 机械鼓”产

品由 VMI 荷兰公司购买。另外，针对 VMI

荷兰公司的侵权指控，揭阳双骏辩称被诉侵

权产品没有落入 VMI 荷兰公司的专利保护

范围，理由包括：揭阳双骏所生产、销售的

被诉侵权产品中不具备权利要求1中限定的

“由橡胶制成的轮胎构件”，也不具备权利

要求 1 中所限定的径向展开装置；权利要求

1 中所限定的技术特征“第一位置”、“第二

位置”、“径向展开装置”含义不清楚；被诉

侵权产品的“支撑面”是正多边形，而权利

要求 1 中限定的“圆柱形表面”。 

 

法院在审理是否构成专利侵权时，需要

使被诉侵权产品正常运转，以完成被诉侵权

产品与权利要求1所限定技术特征的逐一对

比。在现场演示过程中对被诉侵权产品添加

了一些辅助设备，包括揭阳双骏所指出的

“径向展开装置”。揭阳双骏对此提出异议，

认为所添加的辅助设备不属于被诉侵权产

品本身，法院在添加了辅助设备的被诉侵权

产品基础上进行技术特征对比是错误的。对

于揭阳双骏的抗辩理由，法院在判决中指

出，根据 VMI 荷兰公司从揭阳双骏购买侵权

产品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以及揭阳双骏

的工作人员在销售过程中的介绍，所添加的

辅助设备是被诉侵权产品正常运转时所必

须具备的，应该认定被诉侵权产品具备相应

的技术特征。 

 

另外，对于揭阳双骏所主张的被诉侵权

产品中不具备由橡胶制成的轮胎构件，法院

在判决中指出权利要求 1 中的“轮胎构件”

是对所要求保护产品功能或效果的描述，揭

阳双骏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对于揭阳双骏主

张的“第一位置”、“第二位置”等技术术语

含义不清楚的抗辩理由，法院审查发现专利

复审委员会曾经作出的无效请求审查决定

已经确定了这些术语的含义是本领域技术

人员在阅读涉案专利说明书后可以理解的。

对于揭阳双骏所主张的“正多边形”与“圆

柱形表面”的区别，法院判决认定二者构成

了等同。 

 

法院在认定揭阳双骏的被诉侵权产品

侵害了 VMI 荷兰公司专利权的基础上，要求

揭阳双骏提交与侵权产品有关的财务账册，

揭阳双骏据不履行举证义务。因此，法院在

VMI 荷兰公司提供的证据，被诉侵权产品的

售价达每台 40 万元，揭阳双骏的生产能力

和生产周期，行业平均利润至少 20%以及揭

阳双骏的侵权行为持续超过 2 年，酌定揭阳

双骏赔偿 VMI 荷兰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

权费用共计人民币 360 万元。 

 

律师评析： 

 

本案是当前中国专利侵权纠纷中较为

复杂的一个案件。在判定是否构成专利侵权

时涉及多项争议的法律问题，其中有些问题

是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可以避免的，警示专

利撰写人员在确定一项专利所要求保护的

范围时，不但需要考虑各项授权条件的要

求，还要考虑专利申请被授权后便于维权的

难度。另外对于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该说

法院就本案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允许的范

围内尝试了一次较大的突破，在被告据不提

供相关侵权获利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考察了

被诉侵权产品的单价、平均行业利润、市场

准入的技术门槛以及被告的侵权持续时间、

生产能力更因素，合理平衡和分配原被告双

方的举证责任，酌定了一个较高的侵权损害

赔偿数额。 

 

本案审理结果对专利撰写的警示 

 

关于“径向展开装置”的限定 

 

中国目前专利侵权判定的一个基本规

则是全面覆盖原则，即被诉侵权产品中应该

具备所主张的权利要求限定的所有技术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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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侵权人主张其所生产、销售的被

诉侵权产品中由于缺少“径向展开装置”，

法院在进行侵权判断时不合理地添加了辅

助设备，据此主张没有构成专利侵权，应该

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侵权人在销售其侵权

产品时坦承，对于生产者来说，被诉侵权产

品已经是成品，而对于购买者或使用者来

说，需要添加“径向展开装置”这一辅助设

备方能使被诉侵权产品正常运转。 

 

本案所争议产品应该是具有专门用途

的特定产品，也就是说，被诉侵权产品除用

于侵权用途之外，并无其他用途。中国相关

法律规定了专利间接侵权，即“将侵犯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制

造另一产品的”，构成专利侵权。然而实践

中的主流观点是在发现直接侵权人并追究

其侵权责任的情况下可以依据上述法律规

定一并追究间接侵权人的责任。由于本案是

权利人直接从侵权人购买的产品，必要的辅

助设备需要权利人自行提供和安装。这意味

着没有直接侵权人或者直接侵权人就是权

利人本人。因此，权利人不能直接依据上述

法律规定主张侵权人的行为构成间接侵权。 

 

推测在撰写本案专利申请文件时，撰写

人员没有考虑所要求的保护产品的常规生

产、销售实践，将本不需要的“径向展开装

置”写入独立权利要求中，给侵权人提供了

可以突破的漏洞。 

 

关于“轮胎构件”的功能性特征 

 

本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要求保护一中用

于未硫化轮胎的生产设备，该项权利要求对

轮胎的结构或原料进行了限定。然而，轮胎

的结构或原料与所要保护的产品没有必然

的联系。由于权利人在独立权利要求中限定

了轮胎的结构，造成侵权人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主张被诉侵权产品缺少所欲加工应用的

轮胎本身，不构成专利侵权。 

 

对于“轮胎构件”的结构或原料，是为

限定所要求保护产品的用途写入权利要求

的，应当属于环境使用特征。根据中国的相

关法律规定，如果侵权人主张不构成专利侵

权，应该举证证明被诉侵权产品不是用于生

产轮胎产品，即使如此，笔者在阅读本案专

利说明书后，认为“轮胎构件”的结构或原

料没有必要在权利要求 1 中限定。 

 

关于权利要求中技术术语含义的限定 

 

侵权人还主张由于独立权利要求的部

分技术术语的含义不清楚，因此无法确定涉

案专利所要求保护的范围。法院依据已经作

出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认定本领域

技术人员在阅读本专利的说明书可以相关

技术术语的含义，并以此为理由作出了判

决。 

 

显然，如果在专利撰写时对特定的技术

术语在说明书中有明确的界定或解释，将使

得这些技术术语的含义比较明确，并进而减

少侵权诉讼或者专利无效程序的争议。 

 

关于“正多边形”与“圆柱形表面”的

等同 

 

涉案专利的独立要求中限定支撑面为

“圆柱形表面”，而被诉侵权产品的相关结

构是 42 边正多面体，并不是圆柱形表面。

法院在考察了具体技术手段，所实现的功能

和效果之后认定二者之间构成了等同。 

 

然而，在中国目前的法院审理实践中，

对专利等同的认定比较严格，同时不确定性

程度较大。如果在专利撰写时删除“圆柱形

表面”或者使用一个上位概念，笔者认为不

会专利授权造成影响。 

 

不可否认，在专利撰写时，任何人都无

法预料授权后侵权人可能的攻击之处，但对

以后专利维权可能遭遇的挑战有合理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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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可以很大程度地减

轻专利授权后维权的难度。 

 

法院对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酌定裁量 

 

专利侵权损害的赔偿数额是中国目前

专利侵权诉讼中一个具有广泛争议的焦点。

一方面，中国法律规定了四种侵权损害赔偿

的计算方法：（1）权利人因专利侵权所遭受

的损失；（2）侵权人因专利侵权所获利润；

（3）涉案专利许可使用费的 1-3 倍；（4）

法官在考察具体侵权事实后酌定侵权赔偿

数额。对于（1）-（3）中侵权损害赔偿计

算方法，通常由于证据收集和认定的困难，

法院在判决中适用的情形较少，而对于酌定

的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由于是法官依据其自

由裁量权确定的，需要考察侵权行为的一些

相关因素。 

 

本案的一个细节是权利人在提起民事

侵权诉讼之前曾经请求行政机关对专利侵

权纠纷调查处理。在中国，通过行政途径解

决专利侵权纠纷是与专利侵权诉讼所并行

的一条维权途径。如果一方当事人对行政机

关的处理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法

院将会对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决定所依据的

事实以及法律适用进行全面审查。本案中，

法院以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依据

不足为由撤销了该决定。在查阅该处理决定

后，笔者推测该处理决定被撤销的原因是行

政处理决定直接认定被诉侵权产品中具备

“轮胎构件”，这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 

 

即使如此，在随后的民事侵权诉讼程序

中，法院依然采信了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合法

收集和制作的证据。在侵权人据不提供与侵

权产品有关的财务账册的情况下，法院依据

权利人提交的侵权产品的单价、平均行业利

润等证据，并考察了被告的生产规模、持续

时间以及行政机关执法办案过程中所取得

的证据，支持了权利人对侵权诉讼赔偿数额

的主张。就中国专利侵权诉讼而言，本案的

这种做法是一个较大的进步。 

 

撰稿人：穆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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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 

古乔古希股份公司诉机时商贸（上海）有限公司、格斯公
司、南京大洋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专用权与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 

 

- (2014)苏知民终字第 0080 号 

- (2012)宁知民初字第 117 号 

 
 

规则： 

禁止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与误认，是处理涉

及商标、商品装潢等商业标识类商标侵权或

不正当竞争纠纷的重要原则之一。适用禁止

混淆原则的目的和价值是为了保护商标专

用权等知识产权并激励创新，保护消费者不

受欺诈和误导，维护诚信公平的竞争秩序，

维护公认的商业道德与交易的稳定性、安全

感。对于是否会造成混淆与误认，应当以相

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来判断。 

 

案件事实： 

 

原告古乔古希股份公司诉称：原告是全

球最大和顶尖的经营高档豪华产品的跨国

公司之一，自 2002 年以来，古希公司在中

国已经在第 18 类箱包类商品上取得如下注

册商标专用权：2002 年 5 月，古希公司获

准在中国注册第 1775935 号“ ”商

标；2002 年 10 月，古希公司获准在中国注

册第 1927849 号“ ”、第 1927786 号

“ ”商标；2005 年，古希公司的国际

注册商标“ ”在中国的领土延伸请求

被中国商标局核准，注册号为 G869613；

2008 年 8 月，古希公司获准在中国注册第

4374356 号“ ”商标。其中，G 或双

G系列商标是GuccioGucci的首写字母缩

写标识，是 GuccioGucci 这一名称中姓氏

部分的手写体。“双 G 菱形花纹布”被古希

公司广泛使用于其箱包和其他产品上，在中

国已经成为知名商品特有的商品装潢。经调

查发现，格斯公司未经许可，通过其中国的

总代理商机时公司，在其生产和销售的多款

箱包的显要位置，将与古希公司的 G 系列商

标、双 G 系列商标和“ ”商标相同或相近

似的图形或文字作为商标或装潢使用。同

时，格斯公司、机时公司还在多个系列的箱

包商品使用了与古希公司的“双 G 菱形花纹

布”相近似的商品装潢。大洋百货在其经营

场所公开销售这些侵权产品。遂将三被告起

诉至法院。被告辩称机时公司使用的涉案标

识及装潢与古希公司的注册商标在外观、含

义及呼叫效果上均存在较大差别且两者在

市场定位、销售价格及销售途径等方面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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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大差异，不构成商标侵权。机时公司使

用的装潢虽然也采用了菱形搭配品牌标识

的四方连续图样，但与古希公司主张的装潢

具有显著差异。不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法

院部分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认定格斯公

司等侵害了古希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但

被控使用“”标识搭配菱形连缀图案的商品

装潢对古希公司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古乔古希股份公司、机时商贸（上海）

有限公司、格斯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

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查后

认为，古希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是对“”、

“”、“”、“”、“”注册商标享有的专

用权以及对“ ”双 G 菱形花纹布知名箱包

装潢享有的权利，而格斯公司、机时公司、

大洋百货被控侵权行为主要是使用了大写

字母 G、、“”、“”、手写体 guess 标识

以及“”标识搭配菱形连缀图案的商品装潢。

法院认为，禁止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与误

认，是处理涉及商标、商品装潢等商业标识

类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纠纷的重要原则

之一。适用禁止混淆原则的目的和价值是为

了保护商标专用权等知识产权并激励创新，

保护消费者不受欺诈和误导，维护诚信公平

的竞争秩序，维护公认的商业道德与交易的

稳定性、安全感。对于是否会造成混淆与误

认，应当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来判断。

在本案中：一、从整体外观看，双方诉争标

识存在较大差别，或者借助于其他识别因

素，能够将两者及其商品来源相区分；二、

从知名度及显著性来看，古希公司单个字母

G 商标显著性较弱；三、从商业惯例来看，

以公司商号英文名称或其缩写、首字母来指

代商号的情形在商业领域十分常见；四、从

销售模式及购物习惯来看，相关公众能够将

双方商品及其服务相区分。综合考虑以上因

素，应当认定格斯公司、机时公司、大洋百

货在箱包类产品及其服务领域使用涉案商

业标识及商品装潢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

淆与误认，不构成对古希公司商标专用权的

侵害及不正当竞争，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

驳回古希公司的诉讼请求。 

 

律师评析： 

 

商标侵权诉讼中，判定商标是否近似主

要取决于商标的共存是否会给相关公众造

成混淆和误认，而对于是否会造成混淆与误

认，应当基于保护商标专用权等知识产权并

激励创新，保护消费者不受欺诈和误导，维

护诚信公平的竞争秩序，维护公认的商业道

德与交易的稳定性、安全感等立法目的。本

案中，在原被告均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

下，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混淆和误认的认

定采纳较高的标准，在二者共存不会造成相

关公众的混淆和误认的情况下，对一审判决

进行了纠正。这也表明，商标侵权诉讼中，

应当严格准确把握商标法维护现有稳定的

经济秩序的立法精神。 

 

撰稿人：杨宁律师 

孟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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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权 

玺匠公司与上海美影厂著作权侵权纠纷 

- （2016）浙民终 590 号民事判决 

- （2016）浙 01 民初 242 号民事判决 

 

 

 

规则： 

1、把握利益平衡规则，在对传统角色形象

的创作较为成熟，留余的传统历史文化创作

空间较为狭窄的情况下，结合该形象的发展

历史和创作规律，对新作品所呈现出的显著

性和识别性特征，应作为独创性部分予以重

点关注。 

 

2、对于传统角色形象进行再创作而引起的

著作权侵权纠纷应考量历史因素和现实认

知，既要留存丰富的公有领域，又要尊重原

作品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更要给予历史传统

文化以创新空间，以利于我国传统历史文化

的弘扬与发展。 

案件事实： 

 

2011年8月10日, 原告通过转让协议，

从设计公司处获得了“Q 版孙悟空”角色

形象美术作品著作权。2012 年 1 月 12 日，

原告制作的电影《大闹天宫 3D》上映，在

电影片尾处使用了多个 Q 版孙悟空形象。

2015 年 11 月 11 日，原告从被告处公证购

买了“全铜摆件”3 件。原告认为涉案铜艺

产品与其美术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随起诉

至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制造、销售

侵权铜艺产品，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含合

理费用）100000 元；被告不服，上诉至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

为，角色形象是由表现形式多样化的同一角

色作品构成，因此，侵权比对的重点不在于

该角色的某个静态造型，而在于该角色形象

中最具有显著性和识别性的特征。因此，判

断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作品是否存在实质

性相似时，涉案作品的形象特点以及区别于

已有作品的独创性表达部分是需要重点关

注的比对部分。经对比，虽然两者在部分面

貌特征上存在差异，但并不影响在主要艺术

造型独创性表达部分的相似度。两者在身材

比例、人物体貌等主要特征方面基本相同，

相同之处又恰恰体现了涉案作品的独立创

作部分且最具有显著性的特征部分，因此，

法院认为两者构成实质性相似。故维持一审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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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评析： 

 

法院通过本案澄清了以下几个版权法

领域长期争议的问题： 

 

“从平面到立体”是否构成《著作权

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法院认为，对作品

独创性表达的再现过程即构成对作品的复

制，《著作权法》上的复制是广义概念，当

然包括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 

 

侵权对比对象的选择是否限于相同的

造型？被告认为，原告的角色形象仅仅是静

态的平面造型，而被告的涉案作品属于动态

的立体造型作品，法院认为，进行侵权比对

时，应考虑到动画片故事主题和情节的需

要，动画片角色表现形态具有多变性，因此

在进行比对时不能完全静止地、孤立地比

较，而应从作品整体的形象、设计的主旨和

传达的信息等全面把握，比对的对象不仅仅

是单一的动作、姿态、表情的作品形象，而

是作品的整体形象。对比要突出独创性部分

的比对。 

 

撰稿人：胡洪亮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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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当竞争 

卡地亚国际有限公司诉杭州瑞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装潢纠纷案 

-  (2016)浙 0108民初 1401 号民事

判决 

 

 

规则： 

 

商品外观形状构成知名商品的特有装潢应

满足以下条件：第一、该商品在中国境内具

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

构成知名商品；第二、商品外观形状并非由

商品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设计，或者基于商

品的技术效果或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所

必需的形状；第三、该商品外观形状应具有

区别一般常见设计的显著特征；第四、通过

在市场上的使用，相关公众已经将该形状与

知名商品提供者相联系，即该形状具有区别

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 

 

案件事实： 

 

原告卡地亚国际有限公司生产及销售

的“LOVE”系列产品，包括手镯、戒指、

项链等饰品。“LOVE”系列产品圆环基底呈

扁平状，横截面上均匀排列圆形螺钉内嵌图

案“ ”或圆形钻石，或螺钉图案与圆形

钻石间隔排列。另外，手镯接口处为螺钉图

形，需要用螺丝刀打开。经过长期的市场宣

传推广，卡地亚 “LOVE”系列产品在中国

已经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中国消费者

所知悉。 

 

原告发现被告杭州瑞尚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在天猫商城上开设旗舰店并销售侵权

产品。涉案侵权产品包括手镯、戒指、项链、

脚链等，产品外观形状和原告“LOVE”系

列产品近似，同样均匀排列圆形螺钉内嵌图

案(“ ”或外圆内十字形)、圆形亮钻，

或以螺钉图案与圆形亮钻间隔排列。被告手

镯产品接口处也是螺钉图形，需要用螺丝刀

打开。 

 

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其

“LOVE”系列知名商品的特有装潢，构成

不正当竞争，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

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作出下述认定：1. 原告的“LOVE”系列产

品系知名商品；2. 原告“LOVE”系列产品

的外观形状属于形状构造类装潢，该形状构

造与其他设计有明显区别具有显著性，同时

经过持续的广告宣传，具有区分商品来源的

作用。因此，原告主张的“LOVE”系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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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形状构成特有装潢。3. 被告销售的涉案产

品与原告的“LOVE”系列产品从视觉效果

上看基本无差别，足以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

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综上，法院作出判决，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不

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共计 30 万元。 

 

律师评析： 

 

本案的焦点在于如何认定商品外观形

状构成知名商品的特有装潢。 

 

相比较于文字图案类装潢而言，形状构

造类装潢通常与商品本身不可分割，需要满

足更加严格的条件才可能被认定为知名商

品的特有装潢。在“晨光笔”案中，最高人

民法院认为一般至少应满足下述条件：1.该

形状构造应该具有区别于一般常见设计的

显著特征。2.通过在市场上的使用，相关公

众已经将该形状构造与特定生产者、提供者

联系起来，即该形状构造通过使用获得了第

二含义。 

 

本案中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遵循了最高院在“晨光笔”案中确立的裁判

规则，并结合案情认定原告主张的“LOVE”

系列产品上的外观形状可以从其自身性质

剥离出来而独立存在，属于形状构造类装

潢。法院进一步认定该外观形状具有区别于

一般常见设计的显著特征，并通过长期的宣

传推广已经起到了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从

而最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请。 

 

              撰稿人：张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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