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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产权概论

知识产权是什么 知识产权保护什么 为什么要保护？



工业产权的保护对象有专利、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服务商标、厂商

名称、产地标志或者原产地名称和制止不正当竞争。

1、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年）

1 知识产权是什么？



本协议所称的"知识产权"一词系指第二部分第1至第7节所列举所有种类的知识财产。

第1节 版权、第2节 商标、第3节 地理标志、第4节 工业设计、

第5节 专利、第6节 集成电路的外观设计、第7节对未泄露之信息的保护

2、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1993年）

1 知识产权是什么？



3、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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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产权是什么？



效力等级 名称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部门规章 专利审查指南
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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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二)
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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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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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军事法规 国防专利条例
部门规章 专利行政执法办法

部门规范性文件 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技术合同认定规则》的通知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商标评审规则
部门规章 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
部门规章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注册商标权进行财产保全的解释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商标案件管辖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行政法规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行政法规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行政法规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印刷业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电影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出版管理条例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及录音录像制品有关问题的批复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专利相关法律法规

商标相关法律法规

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部门规章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

部门规范性文件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问题的答复
部门规范性文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劳动争议案中涉及商业秘密侵权问题的函

行政法规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部门规章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部门规章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执法办法

行政法规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
行政法规 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
部门规章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
部门规章 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

国际条约 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国际条约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国际条约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国际条约 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
国际条约 世界版权公约
国际条约 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
国际条约 专利合作条约
国际条约 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
国际条约 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
国际条约 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定
国际条约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国际条约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国际条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国际条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相关法律法规

植物新品种相关法律法规

商业秘密相关法律法规

地理标志、特殊标志相关法律法规

其他类

我国参与的知识产权相关国际条约



2 知识产权保护什么？

专利保护什么？

专利不保护什么？

A

B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

新设计。

第五条 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第二十五条 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一）科学发现；（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三）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方法；（四）动物和植物品种；（五）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六）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

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

对前款第（四）项所列产品的生产方法，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授予专利权。



2 知识产权保护什么？



2 知识产权保护什么？

商标保护什么？

商标不保护什么？

A

B

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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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一）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国歌、军旗、军徽、军歌、勋章等相同或者近似的，以
及同中央国家机关的名称、标志、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图形相同的；
（二） 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等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经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
（三） 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名称、旗帜、徽记等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经该组织同意或者不易误导公众的除外；
（四） 与表明实施控制、予以保证的官方标志、检验印记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经授权的除外；
（五） 同“红十字”、“红新月”的名称、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
（六） 带有民族歧视性的；
（七） 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
（八） 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2 知识产权保护什么？

第十条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一） ……同中央国家机关的名称、标志、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
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图形相同的；
（二） ~（七）；
（八） 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申请人已决定撤回注册申请



2 知识产权保护什么？

本案诉争商标虽然仅由同一声音元素“嘀”音构成，但整体在听觉感知上形成比较明快、连续、短促的效果，具有特定的节奏、音效，且并非生活中所
常见，因此，其并不属于被诉决定所认定的声音整体较为简单的情形。
QQ软件持续使用的时间长、范围广泛、市场占比份额较大、使用群体所涉及的领域众多，随着QQ软件、“QQ”商标知名度的提升，诉争商标作为QQ
软件默认的新消息传来时的提示音已经与QQ软件之间形成了可相互指代的关系，诉争商标的声音亦已经在即时通讯领域建立了较高的知名度、识别性进
一步增强，诉争商标与QQ软件、腾讯公司之间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诉争商标在指定使用的“信息传送”服务项目上起到了商标应有的标识服务
来源的功能



3 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

第一条 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

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本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



3 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

第一条 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

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特制定本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



3 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

第一条 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

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

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



4 知识产权在往强保护的方向发展

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了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集专利、商

标、地理标志于一体，并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

1、机构改革



4 知识产权在往强保护的方向发展

专利、商标和地理标志三合一



4 知识产权在往强保护的方向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2015-12-02 送审稿）

第六十八条 第一款 （故意侵权的惩罚性赔偿）

……对于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规模、损害后果等因素，在按照上

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第六十八条 第二款（提高法定赔偿额度）

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

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第六十八条 第三款（完善举证制度）

人民法院认定侵犯专利权行为成立后，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

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

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

2、立法层面



4 知识产权在往强保护的方向发展

3、司法层面



2 高校知识产权
高校知识产权诉讼统计分析 燕山大学知识产权诉讼案例



1、高校知识产权诉讼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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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知识产权诉讼统计分析

5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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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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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第六十五条 第二款

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

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第六十三条 第三款

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

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3）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第四十九条 第二款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

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现行法律的法定赔偿额度



1、高校知识产权诉讼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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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燕山大学知识产权诉讼案例

受理日期 裁判日期 案号 审级 法院 判决结果
2011年 不明 （2011）榕民初字第205-2号 民事诉讼一审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涉案专利被无效，原告撤诉

2012/3/7 2013/3/15 （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1301号 行政诉讼一审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维持第1771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2013/5/7 2013/8/15 （2013）高行终字第1224号 行政诉讼二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不明 2015/11/24 （2015）知行字第211号 行政诉讼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 驳回燕山大学的再审申请

燕山大学诉上海重矿连铸工程有限公司

及福建三钢集团侵犯发明专利纠纷案



2、燕山大学知识产权诉讼案例

涉案专利



2、燕山大学知识产权诉讼案例



2、燕山大学知识产权诉讼案例

受理日期 裁判日期 案号 审级 法院 判决结果
2011年 不明 （2011）榕民初字第205-2号 民事诉讼一审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涉案专利被无效，原告撤诉

2012/3/7 2013/3/15 （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1301号 行政诉讼一审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维持第1771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2013/5/7 2013/8/15 （2013）高行终字第1224号 行政诉讼二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不明 2015/11/24 （2015）知行字第211号 行政诉讼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 驳回燕山大学的再审申请

受理日期 裁判日期 案号 审级 法院 判决结果
2011年 不明 （2011）榕民初字第205-2号 民事诉讼一审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涉案专利被无效，原告撤诉

2012/3/7 2013/3/15 （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1301号 行政诉讼一审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维持第1771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2013/5/7 2013/8/15 （2013）高行终字第1224号 行政诉讼二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不明 2015/11/24 （2015）知行字第211号 行政诉讼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 驳回燕山大学的再审申请



3、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转化案例

1、西北大学签订两个亿的科技成果转化意向协议

成果名称：（1）全长胶原蛋白的发酵合成及其

衍生生物医用材料的精细制造技术；（2）高效抗肿

瘤、降压、降血糖的系列稀有人参皂苷的生物发酵合

成与酶法修饰转化的产业化制备技术。

两项系列技术及专利成果转让价格为每项1亿元

人民币，总额合计为2亿元人民币！

受让方：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西北大学

成果完成人：范代娣教授团队



3、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转化案例

2、中南大学刘楚明教授团队以1.068亿元转让变形镁合金及制备技术成果

成果名称：变形镁合金及制备技术（包括3项国

内授权发明专利）

中南大学以专利号为ZL201410021998.3的发明

专利作价7000万元出资入股至青海北通镁业有限责任

公司，另2项专利整体作价3680万元，由成立后的青

海北通镁业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技术转让费由青海北

通镁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学校支付

受让方：青海北通镁业有限责任公司

转让方：中南大学

成果完成人：刘楚明教授团队



3、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转化案例

3、郑州大学5000万签约转让一专利技术及研究开发

成果名称：治疗肝纤维化创新药物ADN-9

专利转让费5000万，相关研究成果申请和授权中

国境内外发明专利20余项。

受让方：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转让方：郑州大学

成果完成人：戴桂馥教授和徐海伟博士



3 知识产权与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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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业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式

在互联网时代下，传统的商标注册模式俨然已不能有效保护企业的知识产
权，企业在商标布局时，也应当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



1、专利与商业秘密

工艺创新型企业不愿申报专利，原因：

一是工艺创新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工艺创新企业的生产设备大同小异，工艺创新成果一旦被

竞争对手知悉，基本不需要固定资产投资，仅需要调整相关工艺参数和简易的技改投入，创新成

果就很容易被模仿和抄袭。

二是专利申报易被驳回。公司担心专利申报书过于详细造成技术泄露，因此在专利申报过程

中，技术人员对于技术方案的关键问题一般会有所保留，导致专利申请失去创新性而被专利局驳

回。

三是侵权行为取证困难，难以维权。竞争对手的侵权行为一般发生在生产现场，取证困难，

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导致被侵权企业难以维权。



1、专利与商业秘密

工艺创新型企业在决定是否申请专利前，要考虑以下问题：

第一，工艺流程本身是否需要申请专利。“如果某些工艺通过商业秘密的方式能够获得比较

长期的保护，对企业来说就要衡量是通过保密的方式获得市场优势地位还是通过申请专利的方式

获得市场优势地位。”，“比如可口可乐，它的配方目前还是作为商业秘密在使用。”

第二，无论是工艺的专利权人还是其他创新的专利权人，都需要加强专利保护的意识。需要

有这样一种意识，申请专利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成本，要进行投资的话，在获得专利权之后，需

要利用专利权去获得市场效益，如果有竞争对手进行模仿，要有维权意识。



在互联网模式下，企业广告宣传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增加了被抢注的风险。因此，对于具有独创
性的宣传语，应当及时作为商标进行注册。

农夫山泉那句经典的“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红遍大江南北，目前农夫山泉又
开始通过类似摄制电影的广告方式进行品牌造势。姑且不论该短语的显著性，但是，很遗憾，农夫山泉
并没有针对这句经典的广告语进行任何形式的注册，目前该类似短语已经被他人成功注册。

2、具有独创性的宣传语与商标



2、创业公司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对

1、深圳市呤云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3
月

呤云科技就摩拜单车

的侵权行为分别向北

京市知识产权局提交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

求，以及向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提起侵权诉

讼

2017年
04月01

日

摩拜针对涉案专利

“网络门禁身份识

别系统和方法”向

专利复审委员会提

出无效宣告请求

2017年
12月6

日

呤云科技向北京市
知识产权局申请撤
回了对摩拜单车的
处理请求

2017年
03月23

日

摩拜针对涉案专利

“互联网门禁临时

用户授权装置和方

法”向专利复审委

员会提出无效宣告

请求

2017年
07月07

日

摩拜针对非涉案专

利“互联网门禁系

统”向专利复审委

员会提出无效宣告

请求

2017年
12月20

日

涉案专利“互联网
门禁临时用户授权
装置和方法”及非
涉案专利“互联网
门禁系统”被全部
无效

2018年
02月07

日

涉案专利“网络门
禁身份识别系统和
方法”被全部无效



2、创业公司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对

1、深圳市呤云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2、创业公司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对

1、深圳市呤云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2、创业公司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对

1、深圳市呤云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公开号 专利标题 专利权人 法律状态

CN103679887B 网络门禁身份识别系统和方法 深圳市呤云科技有限公司 全部无效

CN103679884B 互联网门禁临时用户授权装置和方法 深圳市呤云科技有限公司 全部无效

CN103679886B 互联网门禁系统（非涉案专利） 深圳市呤云科技有限公司 全部无效

原始专利权人：大连智慧城科技有限公司



2、创业公司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对

2、胡某诉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1.一种电动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由微型摄像头、图形解码器、存储器及二维码比

对器构成二维码识别器，微型摄像头与图形解码器电

连接，图形解码器和存储器同时与二维码比对器电连

接，二维码比对器对存储器储存的二维码数据与图形

解码器解码的微型摄像头拍摄的图像数据比对并发给

控制器， 比对信号一致时控制器控制电动车的启动或/

和多媒体播放，比对信号不一致时控制器控制防盗报

警器报警。



2、创业公司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对

2、胡某诉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立
案；

2017年8月16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了原告胡某诉被告摩拜（北京）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拜公司）侵害发明
专利权纠纷案

2017年9月14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对本
案进行了宣判，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2、创业公司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对

2、胡某诉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判决书全文：http://www.iprdaily.cn/article_17234.html



2、创业公司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对

3、摩拜公司专利现状

发明专利：82

（授权09

件）
实用新型：61

外观设计：59

广东省专利大数据、Innography，检索时间：2018-05-02



2、创业公司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对

3、摩拜公司专利现状



4
常用专利信息资源及其应用



1 中国专利检索与分析-主页面



1 中国专利检索与分析-高级检索

可对各检索
项进行
“或”与
“和”的逻
辑关系搜索
专利

可在下方查看检索式，并进行
便捷的编辑。

可对所需的
检索项进一
步添加。



1 中国专利检索与分析-筛选



1 中国专利检索与分析-二次检索



1 中国专利检索与分析-分类号检索



1 中国专利检索与分析-批量检索



1 中国专利检索与分析-下载

可根据需要
下载专利信息
与全文



1 中国专利检索与分析-专利数量分析



1 中国专利检索与分析-申请人分析



1 中国专利检索与分析-浏览



1 中国专利检索与分析-对比



2 中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主页面



2 中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检索方式



2 中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检索报告



2 中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审查意见通知书



3 中国专利复审与无效审查决定查询-主页面



3 中国专利复审与无效审查决定查询-检索字段



3 中国专利复审与无效审查决定查询-检索结果



3 中国专利复审与无效审查决定查询-决定书



4 中国专利诉讼查询



4 中国专利诉讼查询-专利标题检索



4 中国专利诉讼查询-专利号检索



4 中国专利诉讼查询-决定号检索



4 中国专利诉讼查询-裁判文书浏览



5 中国专利信息资源小结

广东省专利大数据
http://www.cnipsun.com/quick/quickSearch.do

中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
http://cpquery.sipo.gov.cn/

国知局专利复审委 复审、无效审查决定检索
http://app.sipo-reexam.gov.cn/reexam_out1110/searchIndex.jsp

无讼案例
https://www.itslaw.com/bj

http://www.cnipsun.com/quick/quickSearch.do
http://cpquery.sipo.gov.cn/
http://app.sipo-reexam.gov.cn/reexam_out1110/searchIndex.jsp
https://www.itslaw.com/bj


1 国外专利检索与分析-主页面



1 国外专利检索与分析-检索字段

检索字段 关键词 示例

Title TTL TTL/aluminum

Abstract ABST ABST/"titanium steel"

Claims ACLM ACLM/"cardboard box"

Assignee Country ACN ACN/JP or ACN/US

Assignee Name AN AN/smith

Filing Date APD Single Date: APD/1/5/2012
Range: APD/1/1/1790-

>12/31/2001
Math: APD/NOW-20YEAR->NOW

Application Number APN APN/123*

IPC Classification IPC IPC/A63F13/*

Kind Code KCOD KCOD/b1

Patent Number PN PN/6954235



1 国外专利检索与分析



2 国外专利审查信息查询



2 国外专利审查信息查询

只需输入一个专利号，
检索在五大局的同族专利审查信息



2 国外专利审查信息查询
美国专利审查信息 欧洲专利审查信息



3 国外专利复审与无效审查决定查询



3 国外专利复审与无效审查决定查询

罗氏制药作为专利权人，
其美国专利被提起无效的情况

审查结果



3

国
外
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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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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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外专利诉讼查询-主页面



4 国外专利诉讼查询-专利诉讼检索



4 国外专利诉讼查询-检索结果



4 国外专利诉讼查询



5 国外专利信息资源小结

Free Patents Online
http://www.freepatentsonline.com/

Global Dossier
https://globaldossier.uspto.gov/#/

PTAB
https://ptab.uspto.gov/#/login

RPX
https://insight.rpxcorp.com/advanced_search

http://www.freepatentsonline.com/
https://globaldossier.uspto.gov/#/
https://ptab.uspto.gov/#/login
https://insight.rpxcorp.com/advanced_search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