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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委员会成员

尼康映像仪器销售（中国）
有限公司

威可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日东电工（中国）有限公司 三菱重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丰田纺织(中国)有限公司
花王(中国)研究开发中心

有限公司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阿尔卑斯（中国）有限公司 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AGC（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本田技研工业（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技术中心

佳能（中国）
富士胶片商业创新
（中国）有限公司

松下电器中国
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矢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三菱化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路浩国际专利事务所
上海博邦

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启源国际专利商标事务所

IP FORWARD
法律专利事务所

NGB株式会社
日本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

驻上海代表处
北京万慧达

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林达刘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上海分所

上海金天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北京天达共和法律事务所 永新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共32家公司（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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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状与课题

了解现状

•了解法院的判断标准非常有益于制定知识产权诉讼战略。

课题

•每年的诉讼判决数量极大，仅凭一家公司的力量，很难
掌握法院最新判断标准的变化趋势。

•即便只针对特定主题，要想了解法院判断标准的变化趋
势，一家公司单打独斗也存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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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目的

为各公司制定知识产权诉讼战略提供参考

对特定主题感兴趣的企业组成团队，
就该主题收集判例，展开研究。

凝聚各成员企业的合力，研究有关知识产权的重要判例，
时刻掌握法院判断标准的变化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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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查研究方法

•委员会全体成员

•研究最新重要判例
判例
研究

•委员会成员自愿参加

•基于需求深挖特定主题

特定
主题
研究



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案件（合计133件）中，
每个月的会议各选取3起进行发表和讨论。

发布单位 判例一览名称 判例数量等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10件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件 50件

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 10大技术类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10件

最高人民法院 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件 6件

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57件

3．调研方法

判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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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研方法

特定主题研究

主题 目的 参与企业数

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查找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的赔偿倍数计算标准等。因此，通过研究
惩罚性赔偿所适用的实际案例，加深对制度的理解。 16家

中国专利侵权诉讼的司法鉴定
对司法鉴定实务加深理解，为今后的专利侵权诉讼提供参考。主要针对化学与材
料等领域的参数专利的侵权判断问题，梳理鉴定流程和实务方面的注意要点。 8家

对抢注的异议不服复审及
无效复审的行政诉讼研究

在商标抢注问题上，有时知识产权局的判断与法院判断并不不同。通过研究判例，
对复审阶段和诉讼阶段的判断标准和要件的不同点加以梳理。 4家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研究
关于“恶意”，并无明确定义，但是有的判决对恶意作出了认定，并命令当事人
支付惩罚性赔偿金。因此，我们通过研究相关法律、论文、判决，梳理相关法律
的适用、恶意诉讼的应对及留意点等，加深理解。

3家

知识产权领域当事人间纠纷解决手段
研究——重点着眼于调解

在参与企业等相关方内，统计关于调解等仲裁程序的关注点，共享运用情况等信
息，开展专家访谈工作，以加深对制度的理解。 8家

根据不同主题确定相应的工作方法，分别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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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成果（判例研究）

判例一览名称
发表数量

（有重复）

2020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4件/10件

2020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件 8件/50件

10大技术类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6件/10件

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件 5件/6件

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17件/57件

清单以外案例 2件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 12件

商标 ： 13件

著作权 ： 2件

商业秘密 ： 3件

其他 ： 2件

共计 ： 32件

➢ 参与企业兴趣范围较广，选取的判例多种多样。
➢ 惩罚性赔偿相关主题的6个案例中选取了5个，可见关注度之高。
※详情参见“【研究成果】已研究判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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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成果（特定主题研究）

主题名 牵头人

惩罚性制度研究
佳能（中国）→

IP FORWARD法律专利事务所

中国专利侵权诉讼司法鉴定 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对抢注的异议不服复审及无效复审的行政诉讼研究 三菱重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研究 林达刘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上海分所

知识产权领域当事人间纠纷解决手段研究——重点着眼于调解 Jetro北京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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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惩罚性赔偿制度

参与企业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AGC（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技术中心、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三菱化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路浩
国际专利事务所、上海博邦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启源国际专利商标事务所、IP FORWARD法律专利事务所、NCB株式会社、
北京万慧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上海金天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天达共和法律事务所
共16家公司（19人）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因故中途退出

工作目的 就惩罚性赔偿制度，汇总并共享对各企业实务工作有参考意义的知识见解。

工作流程
①调查法律法规，列出疑问，整理出主要调查事项；②专家访谈；③围绕疑问及主要调查事项，调查并分析典型案例；④确认
并共享法院报告。

意见交流对象 北京万慧达法律事务所

工作总结

■通过本次工作，加深了对惩罚性赔偿全貌、适用要件及计算方法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了解了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通过法律法规调查（包括惩罚性赔偿的司法解释及各地方法院的意见），了解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计算方法等基本信
息。
・通过意见交流对象的讲演，加深了对惩罚性赔偿的理解。同时，通过支持了惩罚性赔偿的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律师的介绍，获
得了活生生的一手信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通过调查和分析典型案例，对判断惩罚性赔偿适用要件充足性时的考虑因素、实际使用的计算方法（基数、倍数）、认定惩
罚性赔偿时使用的证据情况等惩罚性赔偿的实务运用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通过确认法院公布的惩罚性赔偿研究报告，了解了中国惩罚性赔偿的历史、适用规则与现状、举证规则等概况，对惩罚性赔
偿的全貌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4．研究成果（特定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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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成果（特定主题研究）

主题 中国专利侵权诉讼司法鉴定

参与企业

AGC（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金天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村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三菱重
工业（中国）有限公司、林达刘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上海分所、三菱化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启源国际专利商标事务所、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因故中途退出

工作目的
加深对中国特有的司法鉴定实务的理解，作为今后在华专利侵权诉讼的参考。主要针对化学与材
料等领域的参数专利的侵权判断问题，梳理鉴定流程和实务方面的注意要点。

工作流程

・学习中国司法鉴定制度
・拜访北京和上海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沟通交流（事前制作问题大纲）
・（如有可能）与诉讼类法律事务所沟通交流

意见交流对象 中国司法鉴定机构（未实施）

工作总结
・整理司法鉴定机构名单及对司法鉴定机构的提问内容。
・拜访司法鉴定机构事宜正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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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对抢注的异议不服复审及无效复审的行政诉讼研究

参与企业
林达刘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日本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上海金天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三菱重
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工作目的 就抢注商标的撤销与无效，探讨行政判断与司法判断的差异。

工作流程
针对抢注商标的撤销与无效，研究典型判例（共计10件），探讨行政阶段与司法阶段判断不同的
原因和标准。

意见交流对象 参与该研究的成员之间进行讨论

工作总结

１．抢注商标的撤销与无效的适用条文（行政与司法的判断的不同点）
（1）商标法第7条（诚信原则）、第10条第1款第8项（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等属于总括性条款或有关违反公序良俗的条
文。因此，对于将其作为当事人双方纠纷所涉及的撤销和无效的依据而言，普遍趋势是规避。商标法第4条因法律刚刚修订不
久，尚无判例。
（2）但是，存在依据商标法第44条（欺瞒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宣告商标无效的判例。法院针对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分别
进行审理后作出判断。积极的伪造，适用有关欺瞒手段的规定的可能性较大，因失误而提交申请的，只要能够证明申请人的真
实使用意图及使用事实，补充真实证据，则有可能被视为例外。不属于积极伪造，但是属于消极的不作为（隐瞒事实和文件
等）的，可能适用其他不正当手段规定。
（3）商标法第32条（侵犯在先权利）有依据著作权和姓名权的适用案例。依据商品化权的撤销未得到认可，但是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反射法益保护尚有讨论余地。经过立法过程的条文规定的直接权利以及反射权利属于“在先权利”的适用对象。

4．研究成果（特定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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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研究

参与企业 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日本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林达刘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工作目的 了解有关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定，确认并探讨恶意诉讼认定因素及恶意诉讼应对方法。

工作流程
就恶意诉讼问题，梳理专利法、商标法、民法等相关法律，研究典型判例（共计22件）和论文
（共计9篇）。

意见交流对象 参与该研究的成员之间进行讨论

工作总结

1．恶意诉讼的本质是侵权诉讼。其表现是权利的滥用，并非正当行使权利。其目的是谋求非法或不正当的利益。

2．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损害赔偿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共4个。
①侵权行为、②主观过失、③损害结果、④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3．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典型表现：
（1）注册发明专利后，权利人主动放弃或修改部分請权利要求，然后以放弃或修改前的专利权，起诉其他公司；
（2）利用在先技术，故意申请无需实质审查的实用新型专利，并在获得授权后，提起侵权诉讼；

4．研究成果（特定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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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总结

（3）利用公知或已有的设计（他人设计）或侵犯他人商标权的外观设计，故意申请无需实质审查的外观设计专利，并在获得
授权后，提起侵权诉讼；

（4）故意将相关行业的通用名称申请为商标，或恶意抢注，并在获得授权后，提起侵权诉讼（追究知识产权领域侵权责任时，
除了恶意提起侵权诉讼外，其滥用商标注册制度，恶意注册商标，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行为，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盗用他人作品，故意注册著作权，然后提起侵权诉讼。

4．从以往判例来看，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损害赔偿金，基本依据被侵权人因恶意诉讼而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合理支出等，进行计
算。所研究案例的终审判决中，支持2到25万以内损害赔偿金的案例占绝大多数。100万以上的案例很少。我们期待今后能够针
对恶意诉讼认可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5．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主张侵权诉讼为恶意诉讼，直接提起反诉的，反诉一般会被拒不受理。但是，主张该知识产权侵
权诉讼为恶意诉讼，然后另行提起侵权诉讼并追究损害责任的，该诉讼可能被认可。

6．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多发地：中国东部地区（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北京、上海等）。

4．研究成果（特定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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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1 “判例概况”部分内容

4．研究成果（特定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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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2

“相关法律法
规”部分内容

4．研究成果（特定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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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知识产权领域当事人间纠纷解决手段研究——重点着眼于调解

参与企业

三菱重工业（中国）有限公司、AGC（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西村朝日法律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天达共和法律事务所、北京万慧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Jetro香港事务所、Jetro北京事务所（秘书处） 共计8家（12人）

工作目的

◆参与人员自行展开调查，举行学习会，进行专家访谈，从而加深对中国ADR制度及其运用等问题
的全面理解

◆对中国ADR制度及运用，尤其是调解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必要时向CCPIT等调解机构提出制度
运用等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工作流程
◆邀请专家就中国仲裁与调解制度进行讲演
◆与中国仲裁机构及调解机构展开交流（与CCPIT等沟通交流）

意见交流对象

①《ADR制度与运用概要》（讲演）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专家
②《中国的调解制度与运用》（讲演） CCPIT调解中心专家
③《对中国调解制度与运用的期待》（沟通交流） CCPIT调解中心专家

工作总结

✓ 其间共开展5次活动（会议2次，讲演2次，外部沟通交流1次）。
✓ 通过上述工作，我们了解到中国知识产权领域中长期战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及《“十

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均已提及制度与运用的完善问题等，并了解了引发广泛
关注的“调解”的最新趋势。

✓ 同时，我们认为CCPIT调解中心与政府机构关系密切，向其表达日企的意见与建议，定会有助于
推动该领域的制度与运用的改善。

4．研究成果（特定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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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务建议

•通过研究重要判例，在一定范围内了解了各领域（专利权、
商标权等）最新判例趋势。

判例研究

•通过课题成员对法律法规与案例进行研究，并开展法律事
务所访谈等工作，我们获得了有关诉讼实务的更多知识与
见解。

特定主题研究

希望能够为各成员企业制定知识产权诉讼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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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待解决课题

➢在最新判例研究和特定主题研究两个方面，掌握了当前阶
段的最新趋势。

➢但是，伴随着修订后的新法施行和多个司法解释不断得到
落地，今后必然会继续出现更多重要判例。

➢下一年度以及今后的持续性研究依然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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