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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商标】东南亚国家注册商标保护（2017-08-08） 

1、东南亚商标概述 

东南亚地区共有十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

尼、文莱和菲律宾。 

目前，东南亚成员国执行的是国际分类尼斯协定（Nice Agreement）。《商标注册用商

品与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于 1957 年 6 月 15 日在法国尼斯签订，1961 年 4 月 8 日生效。 

尼斯协定主要规定商品与服务分类法，将商品分为三十四大类，服务项目分为十一大类，

为商标检索和商标管理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申请商标注册时，应按商品与服务分类表的分类，

确定使用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类别。 

世界多数国家均设置“商标注册异议公告”程序。商标事务所定期追踪目标国家的商标

注册公告，一旦发现有雷同或近似商标，便可提出异议。被异议人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答辩，

否则被异议人的申请便作废。 

2、反抢策略 

如果商标已被海外抢注，那就只得利用各种手段尽力挽回，最直接的方式是依靠法律。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六条规定：“商标所有人的代理商或代表人，未经商标所

有人授权而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注册商标，该所有人有权对所申请的商标提出异议或请求撤

销。” 

如果企业能够提供商标的原始凭证及公证材料，被抢注企业是有可能依靠法律夺回商标

的。法律手段往往又是最耗费成本的。搜集证据及委托律师所需的费用已非常高，而法律程

序又往往一拖几年，致使企业坐失市场发展机会。 

最便捷的挽回手段是商标谈判。抢注者的动机不外乎一个“利”字，如果企业可以坐下

来与抢注者谈判，未尝不会得到一个兼顾市场和效益的周全之策。假使企业无法通过谈判拿

回自己的商标，又无心力应对法律程序，那就只有换标了。 

3、打假策略 

做好商标打假工作。东南亚有许多小型公司以假冒为生，恶意使用与名牌相似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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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预防商标相似事件，只能及时对其进行打假。 

首先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反假冒商标情报网络。发动所有业务人员密切关注市场上的假冒

商标产品。此外，大型展销会也是假冒商标泛滥的场所，应当派专人调查。一旦发现假冒商

标产品，要及时保留证据，然后借助政府行政机构和法院的力量，对假冒商标企业进行严厉

打击。 

4、保护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主要有两种商标确认制度：使用优先制与注册优先制。 

使用优先制，是依据商标的原始凭证认定权利人，此原则适用于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尼、文莱、印度、阿联酋、英国、美国等。 

注册优先制，乃依据商标在该国的注册纪录确定权利人，此原则适用于越南、寮国、中

国、韩国、日本、台湾、德国、俄罗斯、法国、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南非等。 

针对此二种商标确认制度，不同企业可采取不同的商标保护策略。 

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取得了一定的国内业务，偶有产品销往东南亚，但产品在海内外

均不具备领导市场的能力，自身商标还是一种起“区别”作用的标识。 

此时，企业可不急于在东南亚注册，特别是在使用优先制国家，只需委托国内商标事务

所监察企业海外潜在市场的商标注册情况，同时保留商标原始凭证，如广告、发票、合同、

公证材料、报关单等。 

市场领先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已成为主流，伴有较大数额出口业务，其商标在“区别

标识”作用之外，亦具备了“价值增值”功能。 

 

                 【李梦菲  摘录】 

 

1.2【专利】又一 LED 封装大厂倒下，其代理商遍及全球数十个国家！                        

（发布时间: 2017- 8 - 9 ） 

台媒报道称，LED封装大厂齐瀚光电因经营不善，目前已停业解散。据了解，齐

瀚光电去年 12 月就被曝存有财务问题，要求员工休无薪假，当时还声称要对公

司设备进行翻修与保养。不料仅半年多时间，公司就以停业解散告终。 

http://www.gg-led.com/search/LED%B7%E2%D7%B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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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累及股东，营收恐受冲击 

  关于齐瀚光电解散的问题，其股东之一崇越电通也对外证实齐瀚光电确实已

停止营业，将对其进行评估，以减小金额损失。 

  据悉，崇越电通为电子化学材料代理商，持有齐瀚光电 5.82%股份。受其

解散影响，崇越电通股价今日下跌约 1%，预计第 2 季度营收将受到较大冲击。 

  曾经也很牛逼，代理商遍及全球数十个国家 

  公开信息显示，齐瀚光电成立于 2004 年，是高功率 COB 封装厂，主要致

力于高功率 LED 封装技术及产品的研发与制造。 

该公司总部和生产线均设在新北，拥有超过 40 项专利，其代理商遍及全球数十

个国家，在印度、欧洲、美国与中国大陆均有客户群。 

  首家吃螃蟹的公司，生产出第一颗 COB 

  齐瀚光电在 2004 年生产出第一颗 COB，是台湾首家“吃螃蟹”的企业。

据悉，当时的大陆还并不了解什么是 COB 光源。 

http://www.gg-led.com/search/COB%B7%E2%D7%B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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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场反应，齐瀚所制造的 COB(chip on board) LED 在产品技术档次

和研发竞争力都足以跟国际大厂媲美。 

  齐瀚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占比高达 80%。由于市场需求强劲，齐瀚还曾于

2013 年购置了大面积厂房，该厂房号称可以满足至少 2-3 年的产能扩增所需的

空间。 

  2011 年，凭借几款照明产品，齐瀚又成功打入美国终端市场，其 OEM 客

户主要为两大美国品牌商，其中之一的 Vizio 是美国知名的电视生产商，曾传乐

视有意以 20 亿美元并购。 

  进军大陆市场，在深圳开设子公司 

  近年，齐瀚积极布局大陆市场，在华南地区拥有好几家代理商，并于 2012

年在深圳宝安成立了齐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应对越来越多的 LED 照明订单

需求。 

  除华南地区外，齐瀚在华东及华中也有布局计划。然而，进军大陆市场没多

久，齐瀚就因专利侵权被深圳本土 LED 封装厂告上法庭。 

http://www.gg-led.com/search/LED%D5%D5%C3%F7.html


 

第 7 页 共 64 页 

 

 



 

第 8 页 共 64 页 

 

  2014 年 12 月，立洋光电控诉台湾齐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新茂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侵犯其 ZL 2011 2 0340030.9 专利权。值得一提的是，齐瀚此前还曾

遭台湾 LED 封装厂研晶光电指控违反营业秘密法。 

  异军突起的 COB，短期内难成大器? 

  COB 封装，是裸芯片贴装技术之一，通过将裸芯片用导电或非导电胶粘附

在互连基板上，然后进行引线键合实现其电气连接。此技术剔除了支架概念，无

电镀、无回流焊、无贴片工序，因此工序减少近三分之一，成本也相应节约了三

分之一。 

  齐瀚光电通过 COB 顺利切入 LED 市场，曾立志“未来还会发展非光源类的

LED 产品，而不仅仅只做个纯粹的封装厂商。” 

  近年，在索尼、长春希达、威创等小部分厂商的大力推动下，异军突起的

COB 封装技术在小间距产品中接受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在全球掀起了一股 COB

风潮。尤其对于国内某些没有贴片工艺经验，市场不够庞大，且资历尚浅的 LED

显示公司而言，COB 有着独特的技术及成本优势。 

  不过，由于 COB 封装技术起步较晚，且长期被用于高端高亮光源和订制化

光源市场，相较传统 SMD 技术仍很大不足。再加上，生产方式与单颗器件不同，

成品通过率又低，仍处于“势单力薄”的阶段，短期内很难成为主流。 

  即使已有许多 LED 显示公司采用 COB 封装技术，但表贴封装仍是目前最主

流的封装方式。 

【 胡凤娟    摘录】  

http://www.gg-led.com/search/%D0%BE%C6%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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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专利】商业模式专利开口子  共享单车战火不休  （发布时间: 2017- 

08-08） 
谁发明了共享单车？ 

当下，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有多种版本。一起围绕共享单车商业模

式专利的纠纷，正在诉讼当中，其最终定谳之时，问题或有定论。 

7 月 31 日，常州永安公共自行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永安行）

宣布，由于在此前专利纠纷中胜诉，且涉诉业务占整体业务比重极低，

对首发业务不构成障碍，因而重启 IPO。 

三个月前，被称为“共享单车第一股”的永安行，由于被顾泰来起

诉专利侵权而暂缓发行工作。苏州市中级法院于 6 月 6 日作出判决，认

定永安行被诉的共享单车不构成专利侵权。 

由于顾泰来继续提起上诉，这一专利纠纷并未结束。 

顾泰来挑起专利战 

顾泰来和永安行的纠纷始于今年 4 月。 

在美国获得计算机工程学博士学位后，顾泰来于 2006 年回国创办

了江苏先联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并于 2010 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特

聘专家，持有多项技术发明专利。通过对人群行为的观察和算法模拟，

顾泰来发明了“无固定取还点的自行车租赁运营系统及其方法 ”，并

于 2013 年获得专利。其说明书记载，“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公共

交通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无固定取还点的自行车租赁运营系统

及其方法，无固定取还点限制，任何地点即可就近取车、就地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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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包括“用户终端、多台装有车载终端的自行车、运营业务管理平台

和车辆搬运系统”。 

顾泰来告诉记者，由于这一模式在当时较为超前，加之技术不成熟，

并未得到政府和投资者的青睐。因此，取得专利后他未将其付诸应用。 

三年后，“共享单车”的概念火遍全国，成为 2016 年最知名的“风

口”。 

顾泰来认为，市场上大多数共享单车企业，商业模式均与其之前申

请的专利相同，因而构成侵权。 

2016 年下半年，主营业务为有桩城市公共租赁自行车的永安行入

局，推出共享单车，并于今年 4 月成功过会，被称为“共享单车第一

股”。永安行共享单车的使用方式基本与市场上企业一致，用户扫描单

车上的二维码可获得密码，通过拨动密码锁或输入密码解锁车辆，还车

时则需要拉下车锁，复位密码确认还车。 

认为此模式涉及侵犯其专利权的顾泰来，先后在苏州和南京向永安

行提起专利诉讼。由于顾泰来的专利要求车辆搭载终端并向平台返回信

号，该案的争议焦点为，永安行的共享单车如何与运营平台发生联系。 

永安行 APP 上会显示附近可用车辆、具体位置和车辆编号等。将一

辆自行车行驶一段较远距离并还车后，该车在 APP 地图上的位置会得

到更新。 

顾泰来认为，这表明车辆上搭载终端并将其位置信息反馈给了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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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永安行则提出，其单车系统的技术方案为车辆仅与用户手机发生

联系，用户锁车时触发蓝牙模块与手机进行通信，手机再将还车位置传

送至平台实现定位，这与顾泰来的方案不符。也就是说，如果用户开锁

后并未带着手机骑车，还车时手机离车辆较远，则还车后车辆位置并不

能在系统上得到更新。 

2017 年 6 月 6 日，苏州中院作出原告缺席判决，支持了永安行的

抗辩，判定涉案共享单车系统并未落入顾泰来的专利保护范围。但后者

对判决结果不服，此后上诉并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重新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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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泰来认为，尽管永安行共享单车上的车锁不具有发射信号到平台

的功能，但其通过蓝牙这一弱终端将定位信号发送至用户的手机，再由

手机将信号发送至运营平台，“通过蓝牙把自己跟手机绑定起来，手机

其实是它的车载终端的一部分，这一强终端落入我的专利保护范围，就

是用相同方法实现了等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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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顾泰来只对永安行提起诉讼，但他也表示，市场多家共享单车

企业均涉嫌侵权。 

这一专利纠纷是否会发展为顾泰来与整个共享单车行业的战争，待

后续进展。 

专利双刃剑 

今年 4 月 1 日生效的《专利审查指南》，首次明确了商业模式不排

除获得专利权的可能性。 

此前有报道称，中国自此开始支持对商业模式申请专利。事实上，

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李顺德向记者介绍，更新

过的《专利审查指南》，只是明确“含有技术特征的商业模式”不排除

在专利法不保护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之外。此前实践中一直存

在商业方法专利，近年来学界有声音呼吁将其与商业模式专利的概念进

行区分，但二者本质区别不大。 

美国早期对于商业模式专利的概念界定较为宽泛，批准了大量商业

模式专利。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常务副院长、法学院教授张平解释，

前些年许多商业模式专利通过优先权、PCT 申请（国际专利合作条约）

等方式入境。 

早在 2002 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中国申请多项商业方法专利，曾引

发金融界的抗议和轰动。因为其所申请的专利，当时已被国内许多银行

广泛运用，一旦获得通过，中国商业银行使用金融商业方法的范围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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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极大限制，并随时面临侵权风险，如果付费使用，也将成为商业银行

发展的沉重负担。 

花旗银行所申请的 19 项商业方法专利中只有 2 项获得通过，但其

可能引发的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也让人们首次注意到其杀伤力。从那时

起，国内银行开始重视商业模式专利，并有针对性地进行金融领域专利

的研发和布局。 

发明专利分为产品专利和方法专利。传统经济形态下，由于产品专

利获得利益更直观而更受重视，方法专利因保护困难，可产生的价值亦

不确定而普遍不被认可。 

但商业模式专利则不同，虽然表面上与其他方法专利一样，但在服

务业影响力很大。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商业模式成为企业成败关键，

其专利保护也受到重视。 

关于政策放开的一个普遍担忧是，商业模式专利的独占性很强，放

开审查会限制互联网后续企业的发展，可能达不到鼓励创新的目的，反

而影响竞争秩序。 

“一旦商业模式获得专利，制约和影响量非常大，处理不好会制约

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李顺德介绍，一个商业模式因构成技术方案而获

得专利后，排除了其他同领域从业者直接使用这一模式的可能。而对于

许多成熟和优秀的商业模式，要绕开侵权可能性非常困难，很难不落入

其保护范围。 

以顾泰来所持有的“无固定取还点的自行车租赁运营系统及其方

法”专利为例，张平分析指出，商业模式专利更保护功能，所以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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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可以返回信号的终端，而不对如何返回做限制，因此用 WIFI、蓝

牙、GMS 等方式均可能构成专利侵权。 

也就是说，这一商业模式专利的权利要求范围较广，属于基础专利，

可能对市场上其他共享单车竞争对手造成严格制约。 

确立商业模式的可专利性后，美国采用了专利审查的实用性标准，

由于任何发明都有某种实用价值，对授予商业方法专利几乎没有任何限

制条件。这一标准下，药片咀嚼方法、高尔夫球摆放方法、烹饪调料选

用方法等没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商业方法，均因符合实用性而取得专

利。 

这一过于宽泛的审查政策下，金融、保险等领域出现大量独占性强

的专利，引发市场激烈抗议，大量专利被申请无效。 

反对者指出，由专利造成的合法垄断来促进技术发明，合法垄断权

利被扩展到商业方法领域，可能造成严重经济后果，形成整套商业垄断，

扼杀竞争和创新。 

商业模式专利的影响力和杀伤力不容轻视，一种担忧是其可能被专

利非执业实体（（Non-Practicing Entities）滥用。 

一些被称为“专利流氓”的个人或组织，仅注重专利侵权诉讼赔偿

价值，并以此作为威胁手段牟利，这类行为备受指责。即便非“专利流

氓”，出于专利的“合法垄断”性质，审查过于宽松也可能使行业发展

受限。 

亚马逊网络推出的“一键下单”（one-click）功能就被称为电商科

技领域的“流氓专利”，备受诟病。这一于 1999 年获得批准的商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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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专利的核心内容为，如果用户已经在网站上完成过购物，即已经保存

过支付和地址等信息，那么在之后的购买过程中就无需再重复提交这些

信息，只需一次点击就可以完成购买。 

尽管市场多次抗议，认为“一键下单”不属于“非显而易见的发

明”并多次挑战这一专利的有效性、或试图绕过专利实现相同功能，均

未取得成功。亚马逊也成功限制市场上其他所有竞争者对这一商业方法

的使用，并获得苹果公司等的专利授权合同。 

政策放开趋势 

由于覆盖范围广，商业模式的可专利性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受到争

议。 

目前，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等国家认可对商业模式的专利保护，

但审查严格程度各有不同，标准不一。 

上世纪早期，商业方法在美国被视为抽象思想而被排除在可专利主

题之外。但信息技术的崛起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业方法可通过信息技术来

实施，“商业方法除外”原则受到质疑并被否定，对商业模式的专利审

查也较为宽松。此后，欧洲和日本也逐渐认可了其可专利性。 

据《中国知识产权报》报道，电子商务、金融、保险相关领域中，

商业方法专利申请最为集中。 

李顺德介绍，早期中国金融业等行业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在国外许

多银行已经完成商业模式专利布局的前提下，出于对国内企业的保护，

中国在政策上对这类型专利限制严格，通过限制域外商业方法在我国获

得专利授权，以保护本国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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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各国商业模式专利保护政策，其商业模式专利的保护程度

与本国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基本一致。随着中国各相关领域研发水平的

逐步提升，加强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呼声也愈发强烈。 

商业模式易被模仿和复制，企业付出大量研发和试错成本取得商业

模式创新，却因资本不足而被模仿者打败，为“他人做嫁衣”现象近年

来也不少见。 

2010 年中国第一家团购网站上线后，短短一年间市场涌入超过

5000 家同类网站，被称为“千团大战”。由于商业模式几乎相同且单

一，门槛不高，行业恶性竞争和洗牌迅速出现，至 2014 年媒体统计其

存活率仅 3.5％。 

因此，学界有声音支持加强对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 

在中国，对商业模式专利放开保护的节点已经到来。2015 年，中

央接连发文，提出研究商业模式等新形态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办

法。张平及其团队的 2016 年《互联网技术创新观察报告》显示，商业

模式专利正越来越多在中国被体现，在被进行分析的 20 家企业中，均

有商业模式专利被观察到。而且，许多新商业模式软件被提出并进入了

应用阶段，如粉丝产品研发、作为即时通讯软件的微信模式等。 

社科院法学所数据显示，自 2010 年起，国内商业模式的专利申请

量呈直线上升趋势。2010 年至 2014 年，更以每年近 2000 件左右的

增长速度飞速发展，截至目前，国内商业模式专利申请总量已达到

3.5959 万件，是国外在华专利申请总量（2.5324 万件）的 1.4 倍。 

重视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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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可以让专利权人固化创新优势，另一方面如果受保护的商业

模式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又会对产业发展造成限制。因此，如何平

衡鼓励创新与不良危害之间的关系，是放开商业模式专利保护要面对的

问题。 

近年来，通过一系列判例，美国已收紧对商业模式专利的审查标准，

以“技术性”的标准代替实用性。在知产强国美国因饱受其危害而缩紧

保护政策之际，中国选择放开对商业模式专利，引来许多担心。 

中国对于商业模式专利的审查标准严格，也要求必须包含技术特

征。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介绍，技术特征是除外观设计专利

之外每个专利都应必备的性质。在专利的新颖性审查上，商业模式专利

与其他专利的审查方式不会有所不同。而在创造性审查方面，由于商业

模式专利与传统的三大专利相比具有市场淘汰速度快、转化率高、易于

模仿、创造经济利益更直观更迅速等特点，应有更高的标准，或至少不

能低于现有的“突出的实质性特征和显著进步”的要求。 

《专利法》的基本思路是保护技术方案，而不是模式或者概念，因

此，北京强国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杨旭日指出，中国对商业模式专利的

保护不会脱离对技术特征的要求。目前仅出台了《专利审查指南》而没

有具体的实际指引，未来可通过具体的案例指引来指导对商业模式专利

的审查标准，使其更明晰。 

除了吸取美国政策过宽造成恶果的教训之外，对于专利的“合法垄

断”可能带来的危害，还需通过竞争法结合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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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哪个企业有了商业模式专利，就可能垄断市场。”李顺德

说，构成垄断的可能性不是商业模式专利独有的现象，而是所有类型的

核心专利持有者均可能发生的问题。而掌握核心专利的企业占据了市场

支配地位并滥用，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就会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不论如何，在美国等国家收紧商业模式专利政策之时，中国政策放

开，可能会吸引大量国外公司前来申请，以及许多公司将开源领域的技

术变相申请专利。也就是说，没有相应的专利布局，中国企业将面临发

展瓶颈。 

张平团队的《报告》显示，不论是华为等中国正在崛起的 ICT 企业，

还是 BAT 等互联网公司，在互联网技术领域，特别是通信传输技术等

市场最活跃的领域，尽管专利研发能力得到长足进步，仍面临来自高通

等国际通讯企业巨头已形成的专利池。 

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面临的多起专利诉讼已凸显缺乏专利研发能

力导致的困境，而随着国际企业纷纷在中国进行专利布局，加之商业模

式专利政策开放，中国企业还可能在本土市场面临阻击。 

“要先把盔甲穿好，把长城筑好，有了盾再打造矛，然后再进攻。”

张平指出，专利布局既是避免在竞争中因侵权而落败的盔甲，也是可以

未来用作进攻的武器。 

 

【傅丽娟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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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专利】  AI 专利大阅兵          

（发布时间: 2017- 8 - 9 ） 
 

《日经新闻》日前刊登消息，近年来中国引领了 AI 相关专利申请的增

长，美国总申请数量最高，日本明显落后。日本统计公司表示，中国 AI 

专利申请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福布斯》昨天刊文，认为中国这一

波 AI 增长与抓住了 ImageNet 机遇离不开。来看具体数字。 

  据一家日本公司 Astamuse 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几年来，中国引

领了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的增长，虽然美国总共的申请数量迄今为止

仍然是最高的。 

  这家总部位于东京的公司统计显示，从 2010 年开始的 5 年间，

中国的总体应用比 5 年前增长了约 190％，升至 8,410 件。这是被

调查的美国、中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中增长最显

著的。 

  相同时期内，美国的申请量增长了 26％，达到了 15,317 件，总

数最高，而日本的申请则下降了 3％，总数为 2071 件。 

  与日本政府关联的新能源和工业技术开发组织

（Government-affiliated 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总干事 Shigeoki Hirai 指出，中国的

增长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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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rai 说：“中国在诸如深度学习等热点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不

只是数量增长。” 

  随着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参与到技术开发的竞赛中来，自 2005 

年以来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AI 专利申请总数已达 6 万多件。 

  相比于 2010 年，2014 年这一数字上升了约 70％，上升到 

8,205 件。相关数据每 4 年统计一次，2014 年是目前能够获得完整

数据最近的一年。再来就是即将到来的 2018 年。 

  Astamuse 技术情报部门经理 Nobuaki Kawaguchi 表示：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应用数量应该高于 2014 年，创下了历史新

高。” 

  AI 专利申请数量：中国猛增、美国保持领先，日本数量下降 

  1. 中日美等十大国家和地区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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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国家和地区 AI 专利申请数量总合，从 2000 年到 2014 年增长

了 70%。 

  根据 Astamuse 对日本，美国，中国，韩国，印度，新加坡，澳

大利亚，巴西，以色列，欧洲 这 10 个主要国家/地区专利申请数量的

分析，2014 年申请 AI 相关的专利总数为 8205 件，这比 2010 年

的 4792 件提高了 70%。Astamuse 技术情报部门经理 Nobuaki 

Kawaguchi 说，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是继 1950 年和 1980 年之后

的第三次繁荣，“在 2015 年和 2016 年，申请将超过 14 年的纪录，

创造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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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日美三国 AI 专利申请数量对比 

  

 

  2010 年—2014 年 5 年间的 AI 专利申请数和 2005 年—

2009 年的比较 

  “目前中国的 AI 专利申请大幅增加，” Hirai 先生指出，“成为

全球 AI 专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010 年到 2014 年，中国的总

申请数是前 5 年的 2.9 倍，升至 8,410 件。而从 2005 年到 2009 

年，中国总申请数是 2934 件。同一时期，美国的总申请数从 12147 



 

第 24 页 共 64 页 

 

件上升到 15317 件（上升 26%），而日本则从 2134 件下降到 2071 

件（下降 3%）。 

  3. 中日美 AI 专利申请机构 

  让我们看着美国、中国和日本三国中，哪些机构提出的 AI 专利申

请最多。在美国，IBM、微软、谷歌三巨头对申请数量的贡献遥遥领先。 

  

 

  美国、中国、日本的 AI 专利申请数量（2006~2016 年合计）：统

计对象是有专利局的国家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调查机构：

ata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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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既有老将，也有新兵 

  IBM 的专利申请数量高居榜。它的 Watson 正推动医疗领域的变

革。Facebook、Adobe 这样新开拓出 AI 业务的“新兵”也表现不

俗。 

  中国：国企和大学名列前茅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排名都很靠前，Hirai 指出：“现在，中国

在深度学习领域取得的突破非常了不起。批评中国只在数量上获得了提

升是不正确的。” 

  日本：专利申请提出数量最多的是 NTT 和 NEC 

  在日本，提出的专利申请数量比较多的是 NTT、NEC 等历史悠久

的大公司。虽然与美国的企业相比，日本企业的提出数量较少，但 NEC

数据科学研究所所长山田昭雄认为，“美国企业的优势在于，搜索、SNS

等企业所拥有的 B to B 的大量数据作为基础的人工智能。但日本企业

所拥有的 B to B 数据量并不输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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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中国、日本的 AI 专利申请数 Top 5 机构（2006 年~2016

年合计）：美国、中国和日本的专利局收到的专利，图中圆的面积越大，

表示申请数越多。调查机构：atamuse 

  下面是更加具体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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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专利申请数量按国别排名（2006 年~2016 年合计）：美国、中

国、日本各专利局，根据该国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提出的专利申

请数量进行排名 

  4. 论文共同作者国籍排名：中美合作密切 

  因为论文内容与专利有关，再来看论文发表情况。 

  

从 2011 年到 2015 年，AI 相关论文的国际合著率。统计对象是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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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主要论文期刊上的 AI 领域的论文，综述月 93000 篇。例如，

图中显示，美国的研究机构或个人作者参与写作的论文中，有 12.7% 

的共同作者之一是中国的机构或个人。 

  从 AI 论文的“国际合著率”来看，美国和中国之密切联系很鲜明。

NEDO 截至 2016 年 5 月的调查显示，从 2011 年至 2015 年间，美

国作者的 AI 论文中，有 12.7% 是与中国人合著的，位列第一名。第

二名的英国只有 5.1%。同样，中国作者的 AI 论文中，合著者国籍首

位也是美国。 

  福布斯：中国 AI 崛起，因为抓住了 ImageNet 这一机遇 

  或许，证明中国在 AI 领域崛起的最佳证明之一，便是我们在 

ImageNet 竞赛上取得的成绩。 

  《福布斯》报道称，在今年的 ImageNet 竞赛中，27 支参赛队

伍里超过一半都来自中国，企业和高校都有，并且最终结果排名前几的

也都是中国团队或华人。这基本是去年赛况的重现：2016 年，参与 

ImageNet 竞赛的 84 支队伍中，华人科学家占了一大半。 

  当然，文章写道，诸如谷歌等领先 AI 玩家（也是 2014 年 

ImageNet 冠军）并没有参加最后几届 ImageNet，但最后几年 

ImageNet 参赛情况恰恰反映了中国对于 AI 工作的热衷以及认真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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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ImageNet 竞赛物体检测项目，最佳平均准确率比去年

有了大约 6% 的提升（从 66.3％ 到 73.1％）。其中， 

  用提供的训练数据进行物体检测，前三名都被 BDAT 团队包揽，

DBAT 团队由 8 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成员和 2 名帝国理工学院的

成员组成 

  使用额外训练数据进行物体检测，前两名是 BDAT 团队，第三名

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奇虎 360 组成的 NUS-Qihoo_DPNs（DET） 

  ImageNet 竞赛的另一个子项目物体定位， 

  a. 使用提供的训练数据进行分类+定位，结果 

  根据定位错误率，第一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奇虎 360 合作团队 

NUS-Qihoo_DPNs (CLS-LOC)。第二名、第三名来自 

Trimps-Soushen（公安部三所） 

  按照分类错误率，中国公司 Momenta 与牛津大学合作团队提交

的结果包揽了前四名 

  b. 使用额外训练数据进行分类 + 定位 

  按照定位错误率排列，第一名、第三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奇虎 AI 

研究院的合作团队 NUS-Qihoo_DPNs (CLS-LOC)。第二名是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与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合作团队 B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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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分类错误率排列，结果类似：第一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奇虎 

360NUS-Qihoo_DPNs (CLS-LOC)，第二、第三名是 BDAT 

  第三个子类，视频中的物体识别： 

  a. 给定训练数据条件下，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悉尼大学合作团队 

IC&USYD 包揽前三名。值得一提，IC&USYD 总共 6 名队员中有 5 

名是华人 

  b. 使用额外训练数据， 

  按照识别出的物体种类排名：IC&USYD 仍然是第一，新加坡国立

大学、奇虎 360、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合作团队 

NUS-Qihoo-UIUC_DPNs（VID）第二，第三名 GeorVision 成员来

自南洋理工大学、清华大学、伯克利、北航、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11 名团队成员全部是华人 

  按照平均准确率排名：第一名和第二名是 IC&USYD；第三名 

NUS-Qihoo-UIUC_DPNs（VID） 

  c.视频物体识别/追踪，IC&USYD 第一和第二，

NUS-Qihoo-UIUC_DPNs 第三 

  去年的 Ima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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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体检测：CUImage（商汤科技和港中文）包揽所有子项冠军所

有子项 

  物体定位：公安部三所包揽所有子项冠军 

  视频物体检测：NUIST（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包揽所有子项冠军 

  可以看出，在过去几年，ImageNet 已经成了中国团队的竞技场。 

  上月，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 

  到 2020 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

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成为改善民生

的新途径； 

  到 2025 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

力，智能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到 2030 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正如上文所说，2018 年将迎来又一次的完整统计数据，届时更新

的统计数字，包括 AI 专利数量和应用成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曾辉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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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专利】从「专利」看 OPPO 如何超越苹果！ 

                        （发布时间: 2017- 08 -04  ） 
 

IPRdaily 导读：OPPO 品牌注册于 2001 年，2011 年开始进军智能机领域，短短六七年的

时间，OPPO 何以打败外来品牌如苹果、三星，以及国内品牌华为、vivo、小米等，独占

鳌头？ 

首先我们来看三组数据。 

 1、IDC 互联网数据显示，2010 年到 2016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率分别为

74%、49.2%、45%、38.4%、23.1%、10.2%、0.6%。 

 

 

2、Trustdata《2017 年上半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发展分析报告》表明，OPPO 超越苹果，

以 19.5%的市场保有量，一跃成为中国智能手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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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 年《中国手机消费者需求研究报告》显示，在选购手机时，消费者最看

重外观，而在手机功能方面，消费者最关注拍照。 

 

 

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的市场无疑是庞大的。据统计，2016 年我国就生产手机

21 亿部，出货量 5.22 亿部。然而第一组数据也表明了市场已趋于稳定，增长变

得缓慢，而竞争则会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时候，国产品牌 OPPO 却突破重围，

赶超近几年的市场老大苹果，成为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占有量第一。品牌注册于

2001 年，2011 年开始进军智能机领域，短短六七年的时间，OPPO 何以打败外

来品牌如苹果、三星，以及国内品牌华为、vivo、小米等，独占鳌头？ 

  

智能手机普及以后，相关的技术功能一直在飞速地发展和进步。在这个过程中，

用户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根据调查，2013 年，用户更多地追求软件功能、

分辨率、尺寸；到了 2016 年，正如第三组数据表明，关注点变成了外观和拍照。

销量增长，说明产品顺应了需求的变化，抓住了用户的胃口。 

  

为了了解在这个过程中 OPPO 的策略，如同标题中所说，我们从专利方面切入，

对其技术信息进行搜索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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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OPPO 所属的公司，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共拥有 14743 项专

利技术。在这 1 万多项专利中，就拍照、拍摄、摄影三个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

的数据分别为 664、932、15（暂时无法排除重复项）。其中，共有外观设计专

利 215 项。 

  

单单有 OPPO 的数据，很难看出端倪，为了进行比较，接下来我们对华为的数

据进行查看：华为共有 87295 项专利技术，就拍照、拍摄、摄影三个关键词进

行搜索，相关的专利数据分别为 42、192、1（同样暂时无法排除重复项）。其

中，共有外观设计专利 1323 项。 

  

比较之下，OPPO 的专利申请和布局开始时间晚于华为，到目前为止专利总数

少于华为，和拍照相关的技术却远远多于华为（但是华为的外观设计专利远多于

OPPO，这一点不可否认）。以同样的方式和 vivo、小米等品牌进行对比，OPPO

无论是在专利总量，还是在拍照、外观方面的专利分布数量，数量都处于领先。 

  

市场需求一直在变化，在客户关注点从分辨率、软件等转向外观、拍照的这一段

时间里，OPPO 手机相应地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明确了需求并调

整了自身策略的 OPPO，顺利地成为 2016 年国内增长最快的手机品牌，并于

2017 年上半年在市场保有量方面夺得桂冠。 

  

当然，手机功能只是影响销量的因素之一，品牌、价格、质量、宣传、渠道等等

因素无不影响着手机的销售，良好的销售数据是所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

OPPO 为例，技术研发和改进是一方面，在宣传方面， 也会配合着专利进行推

广，才能达到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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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因素都很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随着手机市场更进一步的完善和竞

争更进一步的激烈，想要让自己的品牌在众多竞争对手的围攻中突出重围，根

据市场变化进行的技术研发和专利申请、保护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OPPO

在这两年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根据 Axway 的最新调查显示，随着手机支付等方式的逐渐普及，七成用户希望

手机开发更注重数据安全。从这一点看来，也许接下来的手机市场竞争，就会

变成数据安全的竞争，而能在这一点进行技术突破的品牌，很有可能成为接下

来的行业领头军。 

 

【 李茂林    摘录】  

 

 
 

1.6 【 专 利 】 上 半 年 全 国 新 增 专 利 权 质 押 融 资 318 亿 元                        

（发布时间: 2017- 8 - 9 ） 

 

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上半年，全国新增专利权质押融资

金额达到 318 亿元，同比增长 92%；质押项目数 1493 项，同比增长 41%，实

现了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辽宁、江苏、山东、北京、天津五省市

专利权质押融资金额位居前列，山东、陕西、安徽、江苏、广东专利权质押项目

数排名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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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三五”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社

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的相关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

策理论研究、实践实例分析和经验总结，加强与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的工作

沟通与协调，并组织各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联合本地相关部门，协同推进创新型

企业融资需求调查和项目对接等工作，推动质押融资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开展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需要各地各部门携手合作扎实推进。今年 5 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明确关于推进 2017 年度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重点事项，组织各

地推进构建市场化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补偿、保险、担保机制，建立完善质押融

资工作长效机制，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与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

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向市场化、规模化发展。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建立适合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特点的考核机

制，适当放宽风险容忍度，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投放力度，

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同时，将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服务业、康复医疗产业以及留学归国人员，通过加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工作

力度，进一步支持高端产业发展和高智人才创业创新。（知识产权报 记者 王

宇 通讯员 余博） 

 

 

 

【  陈强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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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专 利 】 2017 年 上 半 年 热 门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大 合 集 ！                        

（发布时间: 2017-8- 9） 
 

社会对知识产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大家也越来越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自身的权益被侵犯时，我们能想到的是以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所以知识产

权案件不断增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人目不暇接。IPRdaily 在此为您汇集 2017

年上半年最值得关注的热门案件，一同回顾这 6个月以来的诉讼风云。 

专利 

永安行对于“顾泰来专利侵权案”公告（附原文&判决书） 

摘要：2017年 6月 6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2017）苏 05民

初 271号）：认为原告顾泰来在本案中未有充足证据证明被诉的无桩共享单车租

赁运营管理系统、有桩公共自行车租赁运营管理系统使用了被诉专利，依据被告

永安公司的证据可以认定前述被诉租赁运营管理系统均未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

范围；故，判决驳回原告顾某的诉讼请求。 

专利年费未缴足致专利无效，赔偿 50 万！(附二审判决书) 

摘要：在《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宣告无效、涉案专利权

应予返还的情形下，中信博公司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就与涉案专利权返还相

关的事宜，承担相应的协助、通知义务。在涉案专利权返还睿基公司前，中信博

公司负有妥善维护涉案专利的善良义务，而其未尽妥善注意义务，对涉案专利权

因未缴费而被提前终止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专利权人用知识产权局侵权结论成功获赔 20万元（附判决书全文） 

摘要：专利权人徐和全在维权过程中，首先请求知识产权部门作出侵权处理决定，

再以此决定到法院诉讼要求赔偿，并且在两级法院审理过程中，事实上也直接采

信了知识产权部门作出的侵权结论。历时近六年的专利维权之路终于画上圆满句

号，侵犯其专利权的宝鸡某公司被判赔付 20万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60672&idx=1&sn=c722ede16bc613d197b3e0c387bdabe2&chksm=ba3afdf78d4d74e1b29908d2bc5da73b3686201f70084a0660d0407f611c9f1d4a0a5d65bbc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60574&idx=1&sn=46252e549852cc2b9ac984a88d1eea39&chksm=ba3ae2698d4d6b7f42098f9008ce3f5fd648087df9c40975c9205162f315670269c699e2a1bc&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60453&idx=4&sn=8c747fa9e25771322845ad9b8e001a4f&chksm=ba3ae2d28d4d6bc45c9a5f354db92e591788ac94e43205628f12bc52ee84e8969bf65c9ae93b&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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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充电宝」打响技术专利争夺战！（附判决书） 

摘要：来电科技诉云充吧专利侵权，打响共享充电宝专利维权战！这是自共享单

车摩拜与深圳呤云科技的专利侵权案发生后的第二起“共享”技术下的专利侵权

案！ 

判赔 910 万元！索尼因侵犯西电捷通无线通信 SEP一审败诉（附判决书） 

摘要：3 月 22日上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索尼移动（中国）公司侵犯

西电捷通公司涉 WAPI标准必要专利案。该案审判长为宿迟院长担任，与姜颖法

官、芮松艳法官、杨静法官、许波法官组成五人合议庭。最终判定过错在专利实

施方，即本案被告。在此基础上，支持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具有事实和法

律依据，支持原告“以许可费的 3倍确定赔偿数额”的主张，确定经济损失赔偿

数额为 8,629,173元。此外，原告因提起本案诉讼而产生的维权合理支出共计

4,74,194 元，法院予以全额支持。以上两项共计 9,103,367元。 

一件工业缝纫机专利获赔 550 万元 

摘要：6 月 30日下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就一起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件作出

一审宣判，被告某机电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对原告兄弟工业株式会

社享有的发明专利权的侵害，并赔偿原告兄弟工业株式会社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550万元。本案的判决显示了法院对权利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力度，也体现了法院

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态度和决心。 

索赔五千万! 「格力」诉「美的」等实用新型专利侵权 

摘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格力公司）诉

北京天昂伟业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天昂公司）、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简

称美的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该案涉案专利系名称为“空调器室内

机”的实用新型专利，被诉侵权产品为“制冷王”系列空调。该案标的额较大，

且格力公司和美的公司属于同业经营者，市场竞争激烈，相关纠纷案件均受业界

广泛关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9427&idx=1&sn=2c3cb3230660b08a4fc499c3b879f054&chksm=ba3ae6d48d4d6fc249fcf6924df33a24b06001125356304f1857b135bfdbf13a53341da0919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8807&idx=2&sn=3367a6fed9a4a75a69c28b2d6076a32c&chksm=ba3ae5408d4d6c56cc9593aacbe59c7968c4bcc5825aee886f5b68ccca242a9bc99779d6f75c&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61395&idx=4&sn=2e70870f95fd3d1fa6cab43becafb1eb&chksm=ba3afea48d4d77b20cae5a9bb714436298bd2eafe951bb0dcd3d937a2592f0230309c1675cbb&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61093&idx=6&sn=90c4f123c936f10b9f8d3a99d49d571e&chksm=ba3afc528d4d7544d57a0c49e38fcac4e18634f60bbe413e4e23b97e9b2e1567f7be07f74034&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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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充电宝行业起狼烟：来电科技状告街电科技专利侵权 

摘要：来电科技以专利侵权为由，对街电科技和湖南海翼电子商务股份公司（以

下简称“海翼股份”）发起诉讼。来电科技创始人袁炳松向记者介绍，此案涉及

的专利共计 6项，其中最关键的包括两项核心技专利，并表示“除了产品形态不

一样、大小不一样，他们整个逻辑都是照抄我们的。”而街电回应则称硬件软件

都是自主研发，“收到法院通知后我们会按正常渠道正常途径来解决问题”。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获赔 8000 万元！华为维权首案宣判，三星侵权成立！ 

摘要：泉州中院受理的华为公司维权案一审宣判——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等三被告构成对华为终端有限公司的专利侵权，需共同赔偿 8000 万元。记者了

解到，这是泉州中院民三庭成立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大的案件，也是华为公司在

全国系列维权案中第一个宣判的案件。 

佰利公司“手机”外观设计专利权有效！苹果诉讼请求被驳回！ 

摘要：3 月 24日，北京知产法院对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简称苹果

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深圳

市佰利营销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佰利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进

行宣判，判决驳回苹果公司的诉讼请求。 

摩拜「多项专利侵权」遭起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立案！ 

摘要：国内手机门禁品牌“令令开门”日前正式宣布，对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侵犯其多项发明专利提起侵权诉讼和行政处理请求，包括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以及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已受理此案。假如此次诉讼成功,则摩拜单车将被要求停止侵

权行为,届时摩拜在全国投放的超过 100万辆单车将面临停用风险,这对正在攻

城略地的摩拜而言将是巨大打击。 

创纪录! 美国苹果公司在深圳被诉侵权遭索赔约 9 亿人民币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9367&idx=4&sn=c792562bc79bfdc474c32d975d4aacac&chksm=ba3ae6908d4d6f86cd7396c8210531c481ab7f6459c1e5b3f9f54c0c035e0dfeb6cb069f2d7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9120&idx=1&sn=e258c5bd2205e706872fdaf74e62fa65&chksm=ba3ae7878d4d6e91bd63e433eafdbd4d7b8e0ea36b375465b371529ee56223833a6d2ed6381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8885&idx=2&sn=81ec5a9c7a5d82c172a7272361123d44&chksm=ba3ae4f28d4d6de4a8e8cd8c951c0a62c9e89311de08985a047ba281c3a56388ce8dd046ad8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8777&idx=1&sn=89ee5f6012a89a92236222ef8edf0055&chksm=ba3ae56e8d4d6c787c4bca2f37392470895cbd3c43122665facecdc1fbd0cca6d97511c66510&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6772&idx=2&sn=ec3c81814995d03da173c1f6d3b2ef09&chksm=ba3aecb38d4d65a504c6268a17b276ca1a89fd9df5d478d4991488f1f7544fe7d76d252d03e7&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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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Phone和 IPad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被起诉专利侵权案，索赔数额被追

加到 1.29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9亿元，创下我国内地知识产权侵权索赔额最

高纪录。起诉苹果的同样也是一家美国公司，名为 GPNE，同类的起诉在美国本

地也有进行。该案从 2013年开始在深圳中院立案审理，经过了长达 4年的审理，

Iphone 已经从 4代发行到第 7 代了，但目前该案仍未有结论。 

商标 

「纽巴伦」诉「新百伦」商标案二审判决（附判决书） 

摘要：本案中，纽巴伦公司公证购买涉案侵权产品时，新百伦领跑公司尚未核准

受让第 4897840号注册商标，且该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经商标权利人授权许

可使用该注册商标，故原审法院认定新百伦领跑公司在本案公证保全涉案侵权产

品时，并无合法使用第 4897840 号注册商标依据的结论并无不当。二审依旧维持

原判。 

「美团」被「呷哺呷哺」起诉商标侵权！索赔 50 万! 

摘要：近日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获悉，知名餐饮公司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简称呷哺呷哺公司）于近期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北京

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美团）及武汉市青山区吧哺吧哺火锅店（简称吧哺吧哺火锅

店）商标侵权，索赔 50万元。 

尘埃落定！《中国好声音》名称判给荷兰公司 

摘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庭在经过多轮听证之后，于香港时间 2月 27日下

午做出最终裁决，裁定包括《中国好声音》这一中文节目名称在内的所有知识产

权属于原版权方荷兰 Talpa公司所有。裁定中指出拼音“zhong guo hao sheng 

yin”和汉字“中国好声音”的名称权都属于 Talpa公司，而唐德购买了荷兰原

版模式，那么这个名称也就属于唐德影视。这也就是说浙江卫视和灿星都失去了

《中国好声音》名称使用权。 

「vipabc 」涉嫌商标侵权，被迫更名为「tutorab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60504&idx=5&sn=59721be32627e5c9f2b0ad461fcfccdd&chksm=ba3ae22f8d4d6b3993f8176b6c1a9dfa1261f04b2a41d901ac4914ec117b3ab039f1c74539b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60610&idx=7&sn=80aff884f60c146b87d3dd3539885dde&chksm=ba3afdb58d4d74a3840fbdead79f3e637c756bed84666a80903d1642c5b69f1fee62edc115d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8260&idx=6&sn=18121eb2fdce01249a878098596db09a&chksm=ba3aeb638d4d6275e2f6b7cf027e24af689343baa37702cbaee04b01ea60d7c591063c467a8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60448&idx=3&sn=e1d02b4e7b16eb443e34b18effabdfa4&chksm=ba3ae2d78d4d6bc10e58ee5789967f02196146e924c03ed3970217df417c16117e109b1c521c&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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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在线教育领域，首起教育商标的争夺战尘埃落定，以其中一方改名而

告终。iTutorGroup 集团宣布，正式将其在中国大陆运营的在线外教英语品牌 

vipabc 更名为“ tutorabc ”，原 vipabc 将转型致力于公益在线教育平台，

与慈善团体一同持续为偏远地区提供更多教育资源。 

两个“苏泊尔”什么关系？ 广佛三家公司被“苏泊尔”商标权人告上法庭 一

审被判赔 16 万元 

摘要：“苏泊尔”的商标权人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发现，佛山市顺德区某电

器有限公司擅自在其生产销售的电磁炉产品上标注“苏泊尔电器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字样。此外，苏泊尔公司还发现，顺德区某电器经营部、广州市番禺区某贸

易商行从电器公司进货销售该款电磁炉产品。苏泊尔公司还认为，电器经营部和

贸易商行构成对其“苏泊尔”注册商标的侵犯。因此，苏泊尔公司将电器公司、

电器经营部和贸易商行告上法庭，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的三家公司合共赔偿

16万元。 

法院判决北京盘古七星酒店“盘古”商标侵权，停止侵权行为 

摘要：朝阳法院一审判决盘古氏国际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盘古氏公司）

经营的北京盘古七星酒店大楼顶部、户外广告及宣传册中突出使用“盘古”字样，

侵犯了他人在先注册的商标专用权。法院同时指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并非判

定商标侵权的先决条件。无论兰先生是否是恶意注册，盘古氏公司商标已经侵权

了。此侵权的事实已经成立。 

北知院二审判决京东金融胜诉（附判决书全文） 

摘要：本案中，京东公司使用的商标与原告享有权利的涉案商标相比，在读音、

字形、整体视觉效果均存在明显差异，且“小金库”本身属于有固定含义的词汇，

显著性较弱，因此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不构成近似商标。 

版权 

暴风公司盗版《好声音》被判赔 606 万元（附判决书）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9367&idx=5&sn=cc6181721b5a8211a10d05541412d78c&chksm=ba3ae6908d4d6f866c112a1cfa6c9d9aa146d641960d4d48c6828e937fd3ff2bce124a4dc01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9367&idx=5&sn=cc6181721b5a8211a10d05541412d78c&chksm=ba3ae6908d4d6f866c112a1cfa6c9d9aa146d641960d4d48c6828e937fd3ff2bce124a4dc01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9785&idx=3&sn=a09657d4c75cfa52b1ccc8fd5e8a0e3e&chksm=ba3ae17e8d4d686833d2594ade363e98512ef0939650c45762da8ac596cd3210b18391ad05a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6772&idx=5&sn=dcea9f5eda32b4e900208c8b2ba00a43&chksm=ba3aecb38d4d65a55d5cfc3d0c9bab2c20a267ed4db8c1d0ae7c1b306c1d835dfb3f682b950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60190&idx=5&sn=cc82b8f70dbe0eaf9e05243941bb46d3&chksm=ba3ae3e98d4d6aff389639b898675dde967a46f53d962a683adf9be8e7f89f39fbe803698b91&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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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5 月 16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暴风侵犯腾讯公司《中国好声音

（第三季）》信息网络传播权系列案件宣判。判决暴风公司未经授权盗播节目的

行为构成侵权，依法赔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 606万元，每期节目赔偿金额达 101

万元。该系列案件系该院在著作权案件中超出法定赔偿上限确定赔偿数额的典型

案件，其单期综艺节目赔额在北京市地区创历史新高。 

「今日头条」被判 287宗案件侵权！「腾讯网」获赔 27万元！ 

摘要：6 月 29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就腾讯网起诉今日头条 287宗侵权案做出

判决，判定今日头条侵权，赔偿腾讯 27万余元。庭审中今日头条辩称公司基于

授权协议从第三方转载了涉案作品。 

《西游记》作曲家许镜清讨著作权获赔 17 万元 

摘要：2016 年，86版电视剧《西游记》片头曲作者许镜清将某家科技公司起诉

至法院，许镜清以该公司在网络游戏中使用剧中乐曲侵犯著作权为由，要求对方

赔偿 160 万元，记者从石景山法院获悉，法院判决作曲家获赔 17万余元，目前

该案判决已经生效。 

商业秘密及其他 

"老干妈"重大商业秘密遭窃取！ 嫌疑人已被刑拘！ 

摘要：5月 8日，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一举将涉嫌泄露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商业机密的贾某抓捕归案。该案历经三个多月的侦查，涉案金额

高达千万元。 

「浙江广电」起诉「唐德影视」不正当竞争 诉求索赔 1.2 亿元 

摘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已经正式针对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唐德国

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唐德影视）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不正当竞

争之诉。据了解，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主要诉请为要求唐德影视停止使用《中国

好声音》电视栏目名称等系列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进一步要求唐德影视赔偿 1.2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61291&idx=4&sn=e89192cee057576e7688d80f1ece2a18&chksm=ba3aff1c8d4d760ac8f5a169f7bb7eaf3f641382a64a97166f12757bcf3589738ab97a29ec62&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9427&idx=4&sn=4dccce89230991aea107b11de775fe43&chksm=ba3ae6d48d4d6fc252109dea4c451be06224804b345b6d9989e176ce0f739cd08b537e42a222&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9922&idx=1&sn=c53cb6f36c04592f6d2be1e6f515a83d&chksm=ba3ae0e58d4d69f3cb18ee1245cedde033bd295c1e803e4584a107d704a052baf01b4d07294a&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60205&idx=6&sn=a88e8e8d2b40b5731adcc1213a2ab22d&chksm=ba3ae3da8d4d6acc56da0fdafff994474f98fd29ea9ba2f5a82a7d5a70a971ba666566c97353&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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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经济损失。这是浙江广播电视集团首度拿起法律武器捍卫《中国好声音》电

视栏目名称的权益。 

商家售假，「天猫」要不要连带赔偿？(附二审判决书) 

摘要：针对天猫入驻商家莎菲公司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广州天河法院一审认为，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对卖家莎菲公司承担的债务及本案受理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美国药企 Codexis」Vs「苏州汉酶生物」侵犯专利权及商业秘密案 

摘要：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生物制药行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特别涉

及侵犯专利权及商业秘密的案件，由于存在诉讼成本高、诉讼周期长、败诉风险

大等特点，所以该类诉讼的结果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涉诉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证

券交易价格。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美国制药企业 Codexis VS苏州汉酶生物侵犯专

利权及商业秘密一案，正是该类诉讼的一起典型案例。 

大数据引发不正当竞争第一案 

摘要：“脉脉非法抓取使用新浪微博用户信息”案近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终审

宣判。法院驳回了脉脉的上诉，维持原判，认定北京淘友天下技术有限公司和北

京淘友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均为脉脉的经营公司）未经用户允许和微博平台

授权，非法抓取、使用新浪微博用户信息，非法获取并使用脉脉注册用户手机通

讯录联系人与微博用户的对应关系，构成不正当竞争。这是我国首例大数据不正

当竞争纠纷案，不仅再次警醒第三方开发者必须遵守道德、商业秩序，也提醒互

联网平台、消费者要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 李晴  摘录】 

1.8【专利】高价值专利开启“智造”新时代（发布时间: 2017-8- 9） 

 

一台拥有 13 件中国专利的抛光机，虽然结构并不十分复杂，但一举改变了陶瓷行业抛光工

序“脏乱差”的局面，还提高了优质品率和工作效率，收获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如今，许许多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9378&idx=4&sn=33504dc3c6f6cb11abb0a9c8bfbd8ff7&chksm=ba3ae6858d4d6f935a97002944754ea6646cc2b758d7fa33330180fe3d0ce81a4e45a18bae28&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zMjcyOA==&mid=2686658380&idx=1&sn=055f0661c9d4475f598f3f45fd475430&chksm=ba3aeafb8d4d63edbc55fea28786c5ad8a48117c4dd0b792d061939be2f3094593a9ce1da97c&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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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样的由高价值专利演绎的故事，不断在广东涌现和流传，为企业转型提供保障，为产业

升级增添动力，令人心生感慨。 

  高度重视，政策引导。“作为知识产权大省，广东在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方面的成绩有

目共睹。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国内总量的 55%，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7.5 件等

一系列亮眼的成绩，是广东省知识产权局高度重视、注重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引导的结果。”

近日，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局长马宪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广东省知识产权

系统紧紧围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大局，以“让知识产权成为激励

创新的基本保障”为指南，为建设引领型知识产权强省提供了有力支撑。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为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作出了明确指引。 

  务实重干，措施得力。确定了目标和方向，如何贯彻落实最为重要。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围绕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从专利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全链条积极制定工作措

施，重点狠抓落实，务求见到成效。不难发现，无论是开展产学研结合式高价值专利培育工

作，还是努力培育壮大专利密集型产业，以及结合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推动高价值专利的

创造运用工作，无一不是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部署专利链。 

  齐心协力，奋发有为。政策措施到位，形成巨大合力，激发创造活力，增添运用动力。

“转型升级破茧成蝶，靠的是创新，靠的是高价值专利。”如今，这样的理念在广东创新主体

中不仅达成共识，而且深入人心。在华为公司、中兴通讯、朗科科技等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成

功“走出去”之后，光启科技、柔宇科技、大疆科技等一批拥有高价值专利的后起之秀同样在

国际化道路上迅速成长。 

  数据显示，2016 年广东研发经费投入达 2035.14 亿元，总量位居全国首位，PCT 国际

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 15 年位居国内第一。创新驱动，专利特别是高价值专利的作用至关重

要。广东省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的实践再次证明，只要拿出锐意创新的勇气，目的明确、思

路清晰、措施得当，认识到位、谋划到位、工作到位，就一定能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不平凡

的业绩，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变书写时代的新篇章。（知识产权报 记者

 赵建国 通讯员 吴勇） 

 

【封喜彦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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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专利】CRISPR 专利之争出现新对手：默克集团子公司获欧洲专利                       

（发布时间: 2017- 08-09  ） 

 

（原标题：CRISPR 专利之争出现新对手：默克集团子公司获欧洲专利）  

近日，在围绕“基因魔剪”CRISPR-Cas9 展开的专利争夺中，德国制药巨头默克集团的

子公司 MilliporeSigma 成为欧洲场的新竞争者。 

这场专利战的核心是革命性的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RISPR 被称为 “基因魔剪”，它

可以实现对 DNA 片段的敲除、加入等，在可预计的未来，将在治疗疑难杂症上大有市场。 

欧洲专利局（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在 7月 27 日表示，将授予 MilliporeSigma

在真核细胞中使用 CRISPR 技术进行基因编辑的专利。 

MilliporeSigma 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将 CRISPR技术用于改变人类生殖细胞的遗传

信息。2015年，默克集团收购美国生物公司 Sigma-Aldrich（西格玛奥德里奇）后，将其与

默克集团生命科学部门 Merck Millipore（默克密理博）合并，并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以

“MilliporeSigma”名称运营。 

比起美国本土场的争夺，欧洲场似乎更为复杂，也不只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博

德研究所两者之间的战争。 

 

欧洲专利局将授予 MilliporeSigma在真核细胞中使用 CRISPR技术进行基因编辑的专利。  微信公众

号“DeepTech深科技” 图 

除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博德研究所，MilliporeSigma 是早期向欧洲专利局提交

CRISPR 专利申请的 6 家单位之一。此外还有韩国生物技术公司 ToolGen、立陶宛的维尔纽斯

大学（Vilnius University）和美国哈佛大学。 

专利代理人凯瑟琳·库伯斯（Catherine Coombes）曾处理过 CRISPR 技术的相关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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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科学》杂志表示，在欧洲不可能出现“赢家通吃”的情况，“更可能的情况是 6 家申

请单位拥有相互重叠的权利。这对于 MilliporeSigma 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将获得很多

基础的知识产权，借此可用于商业。”  

《科学》杂志援引纽约法学院专利专家雅各布·舍尔科（Jacob Sherkow）的说法称，

MilliporeSigma 的研究结果和博德研究所于 2013年 1 月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结果

十分相似，但 MilliporeSigma 提交申请比博德研究所早了 6天。舍尔科表示：“这太疯狂

了，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解决。不过这场欧洲专利大战很有看头。” 

CRISPR 专利之争回顾： 

早在 2012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学家詹妮弗·杜德娜（Jennifer Doudna）

和法国微生物学家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就合作在《科学》杂

志上率先发表论文。他们认为，CRISPR 技术能在试管中精确切割细菌（原核细胞）的 DNA。 

仅隔半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张锋课题组于 2013 年年初在

《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首次在人类细胞（真核细胞）上实现 CRISPR 基因编辑的论文。 

专利之争就此拉开帷幕。科学专利一般在论文发表前夕开始申请。2012 年 5 月 25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与 CRISPR 相关的专利申请。同年 12月 12 日，

张锋与博德研究所也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申请，申请对象是在哺乳动物细胞的基因组上

进行 CRISPR-Cas9 基因编辑这一方法。 

由于申请了快速通道，尽管张锋与博德研究所专利申请时间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晚几

个月，但在 2014 年，博德研究所率先获得了美国专利商标局关于 CRISPR 的第一个专利授权。

专利权限包括在真核细胞或者任何细胞有细胞核的物种中使用 CRISPR。这意味着张锋拥有

在除细菌之外的所有生物，包括老鼠、猪和人身上使用 CRISPR 的权力。 

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关于 CRISPR用于编辑细菌、植物、动物和人类等所有类型细胞

的专利申请迟迟没获批。因此，2015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提起诉讼，以争夺这一专利的

归属权。 

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文件显示，在这场纷争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称自己的 CRISPR 专

利技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细胞，而博德研究所认为，CRISPR 技术只有运用在真核细胞中才

能获得专利，因为这是研发人类新型药物的主要市场。 

今年年初，美国专利局审查与上诉委员会就 CRISPR 的专利纠纷案做出裁决，裁定张锋

所在的博德研究所保留 2014 年获得的 CRISPR 专利权，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利申请没

有冲突，这使得卡彭蒂耶和杜德纳拥有的基因编辑专利失去广泛性。 

尽管在本土没有取得胜利，但后续欧洲专利局称，有意将 CRISPR 在欧洲的专利权授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德国亥姆霍兹传染病中心组成的国际团队，该团

队拥有该技术用于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所有细胞和生物的专利权。 

而中国方面似乎也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一边。今年 6月，杜德娜创立的 Intel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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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s 公司和卡彭蒂耶与人联合创立的 CRISPR Therapeutics 公司相继发布消息称，

其已经获得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在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上的专利。 

据两家公司公布的消息，此次在中国被授予的专利覆盖利用 CRISPR-Cas9 单向导基因编

辑技术修改细胞和非细胞环境下的目标 DNA，包含较为核心的——对脊椎动物如人类或其他

哺乳动物细胞的修改，还涉及使用 CRISPR 技术生产用于治疗疾病的药物。 

今年 7 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向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提交诉书，对美国专利审判和上诉

委员会今年初做出的裁定表示异议。 

 

     

 

【 沈建华  摘录】 

1.10【专利】   如何做好市场情报分析与研究？这里有新的切入点！                      

（发布时间: 2017- 8-10 ） 
    在全球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中，知识产权的贡献份额不断上升，以知识产

权为核心的无形资产对全球 500 强企业发展的贡献率已经超过 80%（如下图显

示）。在投资尽调过程中，知识产权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尤其是公司在

做投资决策的关键阶段及风险分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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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分析知识产权数据？ 

成功的市场情报分析会集成所有有价值的信息，构建一副完整的市场图景。知识

产权数据，与财务数据、政策信息等一样，包含着丰富的信息情报，从而越来越

得到投资机构、尽调部门的关注。也下雨在以下方面会发现关键信息： 

    1.    能发现市场上最新的技术动向，也许有些冷门的技术细分领域在悄然改

变市场 

    2.    判断一家公司是否在投资最前沿的技术领域，与竞争对手相比是否占据

先机 

    3.    判断一家公司是否使用恰当的 IP 管理策略在创造最大价值 

    4.    判断一家公司是否正采取措施在维护自身 IP 价值 

接下来，我们将具体来看看如何从 IP 数据中发现这些情报。 

一、剖析市场 

1. 明确市场定位 

大多数市场都很复杂，包括着多样化的细分领域和子部分，能够准确定位市场，

对清楚把握竞争形势及行业发展趋势都很重要。 

专利数据的结构意味着一套完善的分类体系，这就是国际统一化、标准化的 IPC

分类法（或是更精确的 CPC 分类法）。将不同行业中的细分技术领域分割开来，

即使不是知识产权专家，也能通过结合一些分类号关键词进行搜索，快速了解一

个行业的组成，并分析该行业的特定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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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市场动向 

市场的走势决定着企业或组织所面临的一切发展机遇及潜在的挑战，一家公司是

怎样根据市场方向进行调整，以及面临机遇公司未来的创新计划，这些都将提供

给投资方或尽调方有益的情报信息。 

专利信息中最常见的关键词或语句，可能会隐藏着公司所在科技领域的关键创新

点；这些高频技术词的出现代表着研发投入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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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断市场成熟度 

通过将一系列专利文献信息转化为数据情报，我们追踪不同技术维度的创新效

率。创新效率是决定一个技术在其生命周期中所处阶段的重要因素。通过评判技

术所处的成熟程度和发展创新速度，可以预测大该技术未来的市场潜力和增长空

间。也许有一些技术已经到达其巅峰状态，那市场份额的下降几乎成为必然走势。

下面图表显示了同一行业中三个互相竞争的技术（技术 A、技术 B、技术 C）的

创新效率，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领域进行趋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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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具体来说，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例，技术 A（蓝色）正呈下降趋势，技术 B（深

绿色）已经到达成熟阶段，但我们可以预见，这两种技术均会因技术 C（绿色）

而快速失去市场份额。因此，和拥有技术 C 的公司合作是值得推荐的，即 CRISPR

是一个适宜的选择。 

  

二、进行竞争分析 

为了评估一个公司的竞争能力，进行优劣势对比分析是必须的。在进行 IP 分析

时，可以绘制一张显示公司在某一技术领域相较于竞争者的可视化图表。这张图

表能清晰对比两家公司的技术布局差异，找到需要加以利用或改进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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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投资并购项目中，很多公司都表现出自身的愿景，要超越竞争对手在行业

中成为领袖。而对于投资者或研发人员来说，有个问题一直环绕耳边：他们能否

真正做到？真能实现这样的愿景？ 

寻找问题的答案，从公司的 IP 情报中或许能找到蛛丝马迹。举个例子，华为和

中兴很早就开始在中国市场竞争。然而，华为最后成功地以更快的速度登上国际

舞台并成为全球知名品牌，他的研发数据及专利信息早已暴露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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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形资产评估 

无形资产对于一个公司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关注，这样一来，对预无形资产价值的

准确评估成为了大家的必修课。 

就像不动产根据其年限或大小等特性被评估的方式一样，公司的专利组合同样也

可以按不同维度进行综合评估，诸如一个专利引用了多少其他专利，专利的年限，

全球覆盖率以及很多其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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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风险预判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指出：“对于知识产权体系的恰当运用，可以成为减少投资风

险的有力工具。” 

对风险进行评估，可以按短期和长期风险确定几个最关键的因素。举个例子，从

短期风险来看，一个新的专利的专利权被竞争对手抢先占得，或者一个诉讼案件

的成败，都会对公司的股票产生直接的影响。专利诉讼案件一旦被带至法庭，这

个案件的索赔金额都可能高达约 50 万美元。 

苹果和三星之间的竞争就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在 2012 年的纠纷中，三星涉嫌

侵权苹果的 6 项专利，这个声明使三星的股票市值下降了 5%，苹果的股票市值

上涨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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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诉讼信息、创新速度、许可授权机会和投资组合价值都会对一个公

司的整体估值产生影响。如果一个公司正在增加创新投入，那么很可能这个公司

对自己的投资领域十分自信。知识产权数据在商业交易中产生着关键作用，(就

像我们看到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的例子一样)，可以构成商务谈判和决策的一个关

键部分。同样，一个公司的突破性创新也可以导致股票价格的即时波动，例如苹

果申请自动汽车相关的专利就会被认为是对汽车市场的潜在冲击。 

综上，知识产权数据分析可以在 4 个关键领域洞察市场情报： 

 剖析市场 

 竞争分析 

 无形资产评估 

 风险机遇预判 

 

 

【  叶龙飞   摘录】 

1.11【专利】把握攻防技巧 应对德美诉讼（发布时间: 2017- 8- 10） 

 

    如果我国企业与外国专利权人不能就专利许可达成协议，则可能爆发专利诉讼战。海外

专利权人提起专利诉讼，通常选择在最大的两个产品销售市场，即德国和美国。 

一、德国应诉策略 

海外专利权人在德国起诉时，偏爱选择德国曼海姆法院、杜塞尔多夫法院和慕尼黑法

院。可使用功能性专利和标准必要专利两种专利分别或同时提起专利诉讼，应对这两种专利

诉讼的方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所区别。 

防止侵权判决早于专利无效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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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功能性专利侵权诉讼中，应对基于功能性专利提起的侵权诉讼时，常见的抗辩

理由有不侵权抗辩和专利无效抗辩。不侵权抗辩由侵权诉讼的管辖法院负责审理，专利无效

相关抗辩需要被告另行在位于慕尼黑的德国专利法院提出。德国专利侵权一审判决大约耗时

8 至 12 个月。由于德国法院专利侵权案件审理相对迅速，常常存在侵权案件的一审判决早

于并行的专利无效案件判决，这时我国厂商如果侵权则可能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为避免

出现这种情况，我国厂商需要向审理侵权诉讼的法院证明涉案专利有很大概率会被无效判

决，此时侵权诉讼法院可能中止侵权案件审理以等待无效判决。由于中国专利无效程序的审

理速度远远快于德国，我国企业可以考虑通过令涉案德国专利的中国同族专利获无效判决方

式，向德国法院证明该德国专利有很大概率被无效。 

充分利用专利权人的无歧视承诺 

在应对标准必要专利诉讼时， 

如果专利权人使用功能性专利起诉我国企业并获得胜诉，我国企业可通过规避设计，

去掉侵权功能后继续销售手机产品。所以为产生更大威胁，海外专利权人常常使用标准必要

专利起诉我国企业的产品侵权。由于标准必要专利涉及手机接入无线通信网络所必须使用的

技术，无法通过规避设计绕过，所以一旦被判定侵权，我国企业产品将有很大概率不能继续

销售产品。 

为了应对标准必要专利提起的诉讼，除了上述应对功能性专利诉讼的方法之外，必须

充分利用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做出的公平合理无歧视的承诺（FRAND Commitment）。该承诺的

具体是指专利权人为了使其专利技术被纳入某项通信标准，必须向标准化组织承诺，其愿意

将拥有的专利技术以公平合理非歧视的许可条款许可给所有实施该项专利的标准实施者。 

根据欧盟法院在 Huawei v. ZTE 案件中做出的判决，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必须遵守下述

FRAND 要求及程序，才能获得禁令： 

1.专利权人首先要将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告知给对方； 

2.专利权人要基于 FRAND 原则提供一个具体的书面要约； 

3. 起诉前权利人必须对被诉侵权人提出警告，在警告中明确被侵权的专利以及专利被

侵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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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起诉前如果被诉侵权人已经明确表示愿意签订 FRAND 条件的许可协议后，给予被诉

侵权人一个具体明确的、书面的 FRAND 条件的许可要约，尤其在要约中要明确许可费及其计

算方式。 

如果我国企业发现专利权人没有满足上述 FRAND 要求或程序，则专利权人的起诉将不

能获得禁令支持，但不能排除法院对专利权人损失赔偿的判决。 

另外，根据欧盟法院在 ZTE v. Sisvel 案件中的判决，如果专利权人自认为满足了上

述要求并提起专利诉讼要求禁止我国企业产品的销售，欧洲国家的法院还需要考量专利权人

的报价是否公平，如果我国厂商能够证明专利权人的许可费报价并不符合 FRAND 原则，则即

使产品侵权也可以避免被欧洲法院颁发禁令。 

上述两个欧洲判例有助于我国企业在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诉讼中进行合理应诉，避免

产品被判决禁止销售。 

二、美国应诉策略 

海外专利权人另外一个常常发起专利诉讼的地点是美国。 

主动提起 DJ Action和 IPR Action 

专利权人尤其是非运营专利实体（NPE）喜欢在美国德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专利侵

权诉讼，原因是德州东区拥有倾向于专利权人的陪审团和深厚的专利诉讼传统。为避免于己

不利的管辖法院（比如德州东区法院），我国企业可以考虑利用美国法律体系下的 DJ Action

（确认不侵权之诉）。如果预计专利诉讼不可避免，在收到专利权人的警告信后，我国企业

可以主动向自己选定的不会偏向专利权人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起 DJ Action，请求法院确

认我国企业的产品不侵犯美国专利权。提起 DJ Action后如果专利权人再提出专利侵权诉讼，

则案件应由处理 DJ Action 的法院管辖。 

另外一个应对美国专利侵权诉讼的技巧是在被诉后提起 IPR Action（多方复议程序）。

IPR Action类似于我国的专利无效请求，是美国专利局根据 2011 年实施的 AIA 法案新设立

的一种审理专利有效性的程序（过去美国专利诉讼中专利侵权与专利无效在同一个法院审

理）。由于其效率高、费用低，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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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厂商如果在美国法院被起诉专利侵权，建议积极应诉并尽快提起 IPR Action。提

起 IPR Action 后可以请求美国法院暂缓专利侵权案件审理并等待专利无效决定，以节省诉

讼费用和律师费用。如果能够通过 IPR Action 无效对方专利，则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善用案例法和适时主场作战 

根据 2006 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 eBay 案的判决，专利权人即使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获

得胜诉，也不能默认直接拿到针对侵权产品的永久禁令。专利权人必须同时满足救济不充分、

损失不可弥补、原被告利益均衡和保护公众利益等 4 个法律要素，才能获得法院颁发的禁止

被告产品生产销售的禁令。在不颁发禁令的案件中，美国法院会根据该侵权对原告造成的损

失、被告的非法获利、相关许可费等因素做出侵权损失的赔偿判决。 

美国作为一个案例法的国家，根据上述 eBay 案的在先判决，如果涉案专利是标准必要

专利，则专利权人能够获得永久禁令的概率更加渺茫。如果中国厂商在美国面临标准必要专

利的侵权诉讼，建议直接提请法院为原被告确定一个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费率。 

最后，如果遭遇海外专利诉讼，我国厂商不要忘记利用其在中国国内的专利储备，在

中国大陆发起专利战反击，利用主场作战的优势获得与海外专利权人谈判的筹码。如果海外

专利权人诉使用的是标准必要专利，依据广东法院做出的 Huawei v. InterDigital 案件判

决，我国厂商还可在中国大陆提起反垄断诉讼，要求海外专利权人为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行为做出赔偿。 

 

 

【 周君  摘录】 

1.12【综合】到 2020年建成知识产权强市（发布时间: 2017-8-10 ） 

 

    南方日报讯 （记者/傅鹏）日前，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官网挂出《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关于

印发〈广州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通知》，对广州知识产权“十三五”

规划进行了解读，并提出到 2020 年将广州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强市和具有集聚、引领、辐射

作用的知识产权枢纽城市。 

 

    具体来说，广州知识产权“十三五”期间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0年，基本实现知识产

权创造活跃、运用高效、保护严格、管理科学、服务优良、人才集聚，知识产权与广州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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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发展深度融合，知识产权对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作用充分显现，将广

州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强市和具有集聚、引领、辐射作用的知识产权枢纽城市。 

 

    为此，广州将显著提升知识产权创造数量和质量。例如，“十三五”期间，广州全市专

利申请量将年均增长 20%以上，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 25%以上，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专利密度）达到 30件，PCT（专利合作协定）专利申请年均增长 25%以上，支柱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大幅增加。 

 

    同时，广州将有效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水平。具体来说，到 2020 年，广州将建立市场化

的知识产权运营体系，支持 3 家以上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机构做大做强，培育一批专利密集型

产业，获得一批核心专利、高价值专利。成功注册 3—5 件地理标志商标，培育 3—5 个具有

较高知名度的区域品牌，打造 2—3个具有广州文化发展特色的公共品牌，激活、做强一批

广州老字号企业。 

 

    此外，广州还通过全面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注重增强知识产权管理效能、着力夯实知识

产权服务业发展根基、大力推动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措施推动广州知识产权的发展。 

 

    本次《广州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出现了诸如高价值知识产权、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区域布局、知识产权运营基金、双创、众筹等融入了具有时代发

展要求的一些新概念、新表述、新举措，成为了一大亮点。  

【 王叶娟 摘录】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做抵押！这家大平台套路有点深（2017-8-10） 

 

昨日，有网友发帖称，妙资金融疑似跑路。很快下午就有传言，妙资金融因杭州经侦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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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调查，无法正常运营，并附上疑似被经侦调查妙资金融办公地点的照片。 

  今日，官网确实打不开了，经侦雷的传言似乎坐实。 

  具体情况如何，我没有去关注，不做评价。不过，经侦雷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2015

年的 e 租宝，2016 年的 e 速贷都是这么玩完的。 

  经侦雷往往容易引发争议，当年的 e 速贷，如今还有投资人愤愤不平。此处，我不展开

说，有机会的话，再来详细分析一波。 

  

 一 

  好了，闲话不多说，开始评测。 

  今天，我们聊的这家平台比较特殊，挺具有争议性的，一起来看看。 

  知商金融于 2015 年 6 月成立，累计投资金额近 27 亿元， 行业排名 100 多名，目前年

化综合收益率 8%~16%，还是可以的。（网贷之家公布的 7 月网贷行业平均年化收益率 9.41%） 

  知商金融分为活期理财和定期理财，其中活期理财，我就不去分析了。量少无所谓，权

当增加平台的灵活性，方便投资人；量大的话，则容易发生挤兑危机，风险不可控。 

  而定期理财有分为新手标、知商创新券、知商交易宝和知商贷。其中新手标，没啥好说

的，知商贷早在 2016 年就不发布标的了，也不再多提。 

  以目前的情况看，标的主要集中在知商创新券和知商交易宝上。 

  什么是知商创新券？ 

  据官网信息，知商创新券是指知商金融联合广州博鳌纵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联瑞

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合作推出的一款企业信用消费券。 

  什么是知商交易宝？ 

  知商交易宝业务是指面对专业的有一定实力的知识产权运营机构的授信产品，运营机构

以自有或者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含商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作为质押担保。 

  说白了，就是一个给企业放贷，一个给机构放贷。 

  细看标的后，我有点小惊讶，知商金融的信息披露做的非常好，直接把借款企业名字告

诉了大家。我评测了这么多家平台，好像还是第一次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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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借款企业名字都知道了，那就好好扒一下，不然都觉得对不起它。 

  我翻看了最近发布的标的信息，发现借款企业的资质基本上还可以，没有看到明显的老

赖企业。 

  当然，问题还是有的，比如七月份的一个标的，借款金额 84,420 元，借款期限 8 个月。 

  据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借款企业为佛山市南海雅事达模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5

月，注册资本 50 万，实缴资本 50 万。财务状况一般，甚至有亏损的风险。 

 

不过，由于不是大额标，涉及的金额较少，我就不深聊这块了。 

   

二 

  但有个问题需要特别重视！ 

知商金融的标的有点怪异，尤其是知商创新券。我发现这些借款企业的资金用途都有一

个共同点，那就是用来买知商会员！ 

 

 

 

借钱成为会员！ 

  成为会员！ 

  会员！ 

  知商会员就这么牛逼，哪怕是借钱都在所不惜？  

  查阅资料了解到，所谓的知商是指所有创造、保护、运用、投资、营销知识产权与知识

产权成果的企业、企业家和个人。 

而这里的知商会员特指的是汇桔网会员，成为会员可共享连接五大资源库，工商财税服

务库、仪器设备库、创意图库、专家库、知商认证。看来，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不过，这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知商金融是否存在自融？ 

  为啥这么说呢？还得从平台背景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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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企查查信息，知商金融的运营公司是广州知商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2 月，企业法人陈晓丹，注册资本 10000 万，实缴资本 10000万。 

  其股东是广州博鳌纵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占股 100%），成立于 2013 年 7 月，企业法

人谢旭辉，注册资本 740.75 万元，实缴 740.75 万元。 

而广州博鳌纵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是汇桔网的运营公司。 

 

 

 

 

发现了吧，我们投资人的钱绕了一圈后，最后到了知商金融母公司手里。 

这种情况算自融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借款人详情，借款企业表示公司实际控制人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还款来源为公司当年经营收入和公司自有资金。 

 

 

 

如果最终的还款人确实是借款企业的话，那么就谈不上自融。 

  但是，我觉得有些别扭，老感觉哪里不对劲。 

  有几个点： 

  1、部分借款企业实力不算差，它会连几万元的会员费都交不起吗？（诚心要交的话） 

  2、汇桔网和知商金融先后成立的时间相差不大（两年不到）。 

  3、汇桔网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强吧（很多人都没听过），每天有这么多企业来付费成为

会员？ 

  后来，我仔细梳理一下，有了个猜测，但文章里不敢说，大家先自己想想。 

  最后，说一下知商交易宝吧！ 

多的我不提，就说一个风险点，运营机构以自有或者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含商标，发明

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作为质押担保。如果到期不还，知商金融的合作机构广州合硕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对质押物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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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有一个问题，知识产权真的值钱吗？我不是很了解这块，总觉得知识产权抵押，有

点太虚了。 

   

  总结：知商金融实力不错，信息披露透明，但是业务模式存在质疑，知识产权抵押风险

未知！建议观望，谨慎投资。（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P2P 投资家。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

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文|鸿哥） 

 

【 张倩楠   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