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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 

 

一、侵犯“乐高”玩具著作权罪案 

被告人李海鹏等侵犯“乐高”玩具著作权罪案【上海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 03刑初 28号刑事判决，合议庭：璩富

荣、周宜俊、高卫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刑终 105

号刑事裁定，合议庭：刘晓云、刘军华、罗开卷】 

【案情摘要】 

 “Great Wall of China”拼装玩具等 47个系列 663款产品

系乐高公司（LEGO A/S）创作的美术作品，乐高公司根据该作品

制作、生产了系列拼装玩具并在市场上销售。2015年至 2019年

4 月间，在未经乐高公司许可的情况下，被告人李海鹏指使被告

人杜志豪、闫龙军、余克彬、王瑞河、张涛、王沛圳、吕沛丰、

李恒等人，购买新款乐高系列玩具，通过拆解研究、电脑建模、

复制图纸、委托他人开制模具，设立玩具生产厂，专门复制乐高

公司创作的“Great Wall of China”等 47个系列 663款拼装积

木玩具产品，并冠以“乐拼”品牌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销售。

2017 年 9 月 11日至 2019年 4月 23日，李海鹏等人生产销售侵

权产品数量 4,249,255盒，涉及 634种型号，合计 300,924,050.9

元。扣押储存在仓库的待销售侵权产品数量 603,875 盒，涉及

344 种型号，合计金额 30,508,780.7 元。2017 年被告人杜志豪

离开利豪玩具厂后，开始从事乐拼玩具的经销，其从利豪玩具厂

购进货源，在淘宝网店销售复制乐高的乐拼玩具盈利，销售金额

为 6,215,989.43 元。被告人余克彬、王沛圳在广东美致智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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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分别在其经营的淘宝网店销售复制

乐高的乐拼玩具盈利，销售金额分别为 3,560.28 元和

11,747,427.79 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海鹏伙同闫龙军、张涛、王沛圳、

吕沛丰、王瑞河、余克彬、李恒等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

人许可，复制发行乐高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非法经营数

额达 3亿 3千万余元，被告人杜志豪作为经销商之一，未经著作

权人许可，发行乐高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非法经营数额

达 621万余元，情节均属特别严重，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侵

犯著作权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闫龙军曾因寻衅滋事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应当

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李海鹏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按照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张涛、

闫龙军、王沛圳、杜志豪、王瑞河、吕沛丰、余克彬、李恒起次

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闫龙军、余克

彬、张涛、王沛圳、吕沛丰、李恒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被告人李海鹏、杜志豪、王瑞河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

告人李海鹏有立功表现，可以从轻处罚。各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

被告人李海鹏、王沛圳、王瑞河、余克彬、李恒于庭前缴纳了部

分罚金，酌情从轻处罚。一审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

李海鹏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九千万元；判处被告人闫龙军有

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十万元，撤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

区人民法院（2017）粤 0507 刑初 303 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闫

龙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的缓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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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八十万元；判处被告人

张涛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百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

王沛圳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四百五十万元；判处被告

人杜志豪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百五十万元；判处被

告人吕沛丰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判处被告人王瑞

河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判处被告人余克彬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李恒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扣

押在案的侵权商品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予以没收。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李海鹏、闫龙军、张涛、王沛圳、杜志

豪、吕沛丰不服，以乐高拼装玩具不属于美术作品、量刑过重等

理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李海鹏等九人犯侵犯著

作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因复制发行拼装积木玩具引发的侵犯著作权刑

事案件，案涉人数众多、侵权款式多样、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覆

盖设计-生产-销售各环节，加之权利人（被害单位）系全球知名

的玩具制造商——乐高公司，故该案自受理之初即受到国内外的

关注。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判处主犯李海鹏有期徒刑六

年罚金九千万元，对闫某等八名从犯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

三年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强刑事保护，严

厉打击和震慑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司法政策。本案所涉及的

作品类型认定、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区别、单位

犯罪等问题，属于拼装积木玩具类侵犯著作权罪案中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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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通过结合案件事实证据等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今

后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本案二审判决宣告后，媒

体就人民法院严格、平等、有力保护著作权做了深入报道，充分

展示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良好形象。 

 

附图：“乐高”产品和“乐拼”产品 

 

 

 

二、韩泰轮胎垄断纠纷案 

武汉市汉阳光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

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

法院（2016）沪 73 民初 866 号民事判决，合议庭：丁文联、陆

凤玉、徐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民终 475号民事判

决，合议庭：王静、陶冶、朱佳平】 

【案情摘要】 

原告武汉市汉阳光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汉阳公

司）和被告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泰公司）于

2012年签订《特约经销合同书》，由原告在被告指定区域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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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韩泰轮胎产品，但须遵守被告制定的产品最低销售价格；原

告销售韩泰轮胎的销售额应占其销售总额的 60%以上;除在签约

时经被告认可准许销售的其他品牌轮胎之外，原告若增加销售其

他品牌轮胎，应当经过被告同意。2015 年双方另签订一份《特

约经销合同书》，删除了经销商应该尊重或遵守被告最低销售价

格限制要求的规定，其余条款与 2012 年合同基本相同。  

2012 至 2016年间，中国轮胎生产企业和轮胎品牌众多，大

体分为三个梯队，韩泰品牌属于第二梯队，同时受到第一梯队与

第三梯队的竞争。2012年至 2016年，韩泰三种热销规格轮胎出

厂价格均呈现较大下降幅度；同期，其他热销品牌轮胎销售价格

亦呈持续下降趋势。 

原告诉称，被告与其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书》构成“限定

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的垄断协议，且被告同时实施了多

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故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限定

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的行为，以及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垄断行为：（1）以高于市场终端零售价格的不公平高价批发销

售轮胎商品；（2）没有正当理由，搭售滞销品种轮胎商品；（3）

没有正当理由，附加将销售数量目标与销售奖励金相捆绑、要求

原告承担没有实际发生的银行承兑利息等不合理交易条件；（4）

没有正当理由，限定区域销售；（5）没有正当理由，相同交易条

件下对原告实行价格差别待遇；（6）没有正当理由，限定原告只

能与其交易；（7）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原告与其交易。2.判令被

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 31,143,488.5 元及利息。3.判令被告承担

原告因维权产生的合理费用 109,89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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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 2012至 2013年间与经销商达成并实

施了“限制向第三人最低转售商品价格”的协议，但并未实施；

2014 年以后未达成并实施“限制向第三人最低转售商品价格”

协议。从本案被诉行为影响三个相关市场，即包含汽车初装轮胎

市场与汽车售后轮胎替换市场在内的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

市场，包含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在内的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

替换市场，以及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中的批发市

场。2012年至 2016 年，上述三个相关市场竞争充分，被告在相

关市场不具有很强市场地位，没有通过最低转售价格限制来维持

高价的动机，限定最低转售价格行为没有在相关市场产生排除、

限制竞争的效果，故系争协议不构成垄断协议；被告在相关市场

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诉行为均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

断行为。据此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公平自

由竞争是市场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反垄断立法、司法和执法所

追求的价值所在。在市场竞争充分的情况下，市场竞争秩序常处

于一种持续自我调整的动态平衡之中，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不宜轻易介入。 

一、韩泰公司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在三个相关市场中，乘用车轮胎品牌竞争充分，韩泰品牌面

临众多竞争，在被诉行为发生期间，在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

市场需求上升的情况下，仍在竞争中采取了逐年降价、允许经销

商和零售商同时代理销售其他品牌轮胎甚至采用商业贿赂等方

式来换取市场份额的做法。因此韩泰公司在三个相关市场并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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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场支配地位。汉阳公司关于韩泰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的主张，不应支持。 

二、双方当事人是否达成并实施了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

的限定最低转售价格协议 

双方当事人 2012 年虽达成了“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

低价格”协议，但未实施其中限定最低转售价格条款。2015 年

《特约经销合同书》虽已删除最低转售价格条款，但从交易惯例

及合同条款文义解释、上下文解释等角度分析，有理由认为仍对

产品售价约定了最低下限，但无证据证明双方实际实施该条款。

汉阳公司未能完成其对协议具有排除或限制竞争之效果的举证

义务，无法证明上述协议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协议。 

三、一审法院就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是否存在错误 

在个案中由法官对法律条文进行理解、选择和适用，是司法

裁判权的具体体现。一审法院对判决所涉及的法律条文进行具体

解释，并未超出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解释权限。由于本

案被诉行为并不构成垄断行为，故本案缺乏适用《反垄断法》第

五十条的前提。 

综上，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同时涉及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纵向垄断协议和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纠纷的反垄断案件。二审判决明确了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和纵向垄断协议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相关市场采

取分层论证的方法；区分不同竞争关系分析原点在反垄断分析中

的作用；区分了品牌内竞争和品牌间竞争的不同作用；对合同优

势地位和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合理区分；以不同法律解释方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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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比较分析，依法论证“具备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是垄断协议

的法定构成要件；明确因最低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竞争效果具有

不确定性，个案中对于此类协议在相关市场所产生竞争效果应采

用客观合理分析方法。二审判决事实查明细致详实、说理充分、

逻辑严密，对今后反垄断案件的审理研判具有借鉴意义。 

 

附图：韩泰轮胎 

 

 

 

 

三、搜狗输入法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 

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初字第 747号民事判决，合

议庭：商建刚、王行恒、金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

民终 134号民事判决，合议庭：薛林、马剑峰、张莹】 

【案情摘要】 

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狗公司）系名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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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户词参与智能组词输入的方法及一种输入法系统”专利

的专利权人。搜狗公司公证购买的“OnePlus 2”手机，发票开

具单位为上海天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熙公司）。百度在

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和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两百度公司）在该手机上预装了被控侵权的百度输入法软

件。搜狗公司指控百度输入法中“隐式自造词”的技术方案包含

了建立用户多元库的方法，侵犯了涉案专利权，落入涉案专利权

的保护范围，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百度公司、天熙公司立

即停止侵害涉案专利权的行为；两百度公司赔偿搜狗公司包括为

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在内的经济损失 1,000万元，其中 5

万元由天熙公司连带赔偿。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被控侵权的百度输入法记录连续两次直接上

屏词而拼接的词与涉案专利的“二元对”系不同的技术特征。百

度输入法“词频”和涉案专利统计的“概率”属于既不相同且不

等同的技术手段。两百度公司并未侵害搜狗公司涉案专利权，故

判决驳回原告搜狗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搜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仅系对权利要求全部技术特征所构成技术方

案概括之主题名称一般仅应理解为限定所属技术领域；专利权利

要求解释应结合说明书、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等进行体

系化解释；专利权利要求中出现不同的术语指代相关概念时一般

应认为属于不同的技术手段，故依据以上规则，百度输入法并未

获取具有相邻关系的用户字词对，“词频”和“概率”亦属于不

同的技术手段，两百度公司并未侵害搜狗公司涉案专利权。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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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软件发明专利侵权案件中，因被控侵权软件实现某种技术效

果及功能的过程通常为终端用户所不可见，故要结合当事人的举

证能力，案件事实的查明情况，根据高度可能性标准进行综合评

判，合理分配和移转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两百度公司已经

尽到了相应举证责任。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输入法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涉及搜狗和百度两家知

名互联网公司，被称为“输入法大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本

案进一步探索了主题名称的限定作用、专利权利要求的体系化解

释等专利权利要求解释规则以及计算机软件发明专利侵权案件的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具有典型性，对同类案件具有借鉴意义，同

时也推动了输入法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四、教辅参考材料“适当引用”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孙德斌与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上海

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 0104 民初 15960 号民事判决，合

议庭：罗涛、李金凤、黄红梅；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0）沪 73

民终 154号民事判决，合议庭：何渊、杜灵燕、陈瑶瑶；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申 2416 号民事裁定，合议庭：马剑

峰、陶冶、朱佳平】 

【案情摘要】 

原告孙德斌系诗歌《西部畅想》作者，该诗歌被选入上海世

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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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课本语文八年级第一学期（试用

本）》（2015年 5月第 4版）（以下简称语文课本）的第 5单元第

十六课。该课文署名孙德斌，并配有选自 2002年 2月 20日《解

放日报》关于孙德斌当代诗人、记者的注释说明。2018 年 8 月

18 日，孙德斌与教育出版社就《西部畅想》签订作品版权授权

书及稿酬协议，约定相关事宜。之后，孙德斌发现上述两家出版

机构出版的语文课本教辅图书《说题做题 语文课后练习精讲（8

年级上册）》（以下简称被控侵权图书）中部分使用了涉案诗歌，

且既未署名，又未支付稿酬。为此，孙德斌于 2019 年 6 月提起

本案诉讼，要求判令教育出版社就被控侵权图书的侵权行为赔偿

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教育出版社未经孙德斌许可,在出版的被控

侵权图书中使用涉案诗歌，明显超出合理使用范围，其目的主要

是为编写相关试卷习题服务，具有营利性，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

关于“法定许可”及“合理使用”的规定，故侵犯了孙德斌对涉

案诗歌所享有的著作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二审法院则认为，被控侵权图书系为配合语文课本使用的课

后练习精讲，其中被控作品虽引用了《西部畅想》部分内容，但

系为了向读者介绍、评论和分析语文课本中该诗歌，其使用方式

在适度范围内且无其他不当损害作者利益的内容。此外，被控作

品虽无作者姓名，但相关公众在使用该图书时必然要结合语文课

本相应内容才能理解和掌握，而语文课本的课文中已列明作者信

息。故被控侵权图书符合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不

构成对涉案著作权的侵害。据此，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判决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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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孙德斌一审诉请。 

二审判决后，孙德斌不服，提出再审审查申请。审查法院认

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及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判定被控作品是否

构成“适当引用”的合理使用，应当从权利作品是否已经公开发

表、被控作品引用权利作品的主要目的、被控作品引用权利作品

的具体方式、被控作品是否依法指明作者姓名及作品名称、被控

作品是否会对权利作品的正常使用和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造成

负面影响等五方面要件予以综合认定。本案中，1.权利作品《西

部畅想》已经公开发表；2.纵观被控作品内容，可以认定其主要

目的在于通过介绍、解读、评论语文课本上《西部畅想》诗歌的

内容、含义、意境以及所涉及的相关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帮

助读者更好了解、感受、体会《西部畅想》这首诗歌；3.在具体

引用方式上，判定引用适当与否的关键在于被控作品是否完全或

主要以引用他人作品来代替自身创作，而被控作品虽引用了权利

作品的部分内容，但其引用时，均融入具有独创性的介绍、解读

和评论内容，且引用的部分较被控作品整体而言仅占较少比重，

其程度尚属合理范畴；4.被控作品因与权利作品须配套使用，故

实际依法指明了作者姓名；5.权利作品的正常使用和权利人的合

法权益造成负面影响，主要指被控作品是否会因其中的引用而对

被引用的权利作品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导致读者可以以被控作品

替代对权利作品的选择，而本案被控侵权图书作为语文课本教辅

材料，从日常生活常识看，不仅不会产生替代效应，导致教师、

学生等主要读者从权利作品转而选择被控作品，相反会对读者加

深作品理解有所助益。综上，审查法院认定被控侵权图书符合著

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不构成对涉案著作权的侵犯，故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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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驳回了孙德斌的再审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的涉案诗歌和其作者在国内均具有一定影响力，案

件审理受到一定关注。同时，再审审查法院通过明确相关裁判规

则，为此后同类案件审理提供了指引与借鉴：一是本案涉及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

一款第（二）项“适当引用”合理使用情形的认定，再审审查法

院根据该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

条规定，明确了具体认定应当遵循的上述“五要件”；二是明确

了《著作权法》“适当引用”规定中“应当指明作者姓名”的具

体边界，即并不仅限于在作品中标注、载明等方式，还包括能使

读者明确知晓被引作品的作者信息的情形和方式；三是明确了认

定“适当引用”合理使用情形中，被控图书或作品是否以营利为

目的并非判定要件；四是阐释了基于《著作权法》既保护作者合

法权利、也促进作品传播利用的一体两面特性，类似本案教辅参

考材料这样的引用方式，尚未逾越《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权

利边界，亦未损害著作权人法定权益，仍在《著作权法》“适当

引用”的合理使用范畴内，教学课文的作者对此理应予以容忍，

以更好提升社会福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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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被控侵权图书 

 

 

五、“燃烧器”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案 

上海诺特飞博燃烧设备有限公司与上海华之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

73 民初 874 号民事判决，合议庭：胡宓、杨馥宇、吴惠丽；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民终 515 号民事判决，合议庭：张

本勇、陶冶、张莹】 

【案情摘要】 

上海诺特飞博燃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特飞博公司）

成立于 2005年 3月 21日，长期从事燃烧设备的研发。第三人徐

志斌系其前员工。徐志斌与诺特飞博公司签订有《保密协议和竞

业禁止合同》。2013 年 7月，诺特飞博公司与案外人签订《工业

品买卖合同》购买“200t/h 中温中压燃油气锅炉配燃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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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J07-（01）”设备 2 台。诺特飞博公司与该案外人同时签订

《48J-MX1 配套辅机技术协议——锅炉燃烧系统》，徐志斌代表

诺特飞博公司在该协议上签字。上述协议签订后，诺特飞博公司

从案外人处采购了电动调节阀、压力变送器、气体涡轮流量计等

产品。徐志斌于 2015年 4月 20日申请离职。2015年 5月 19日

其被核准离职，职位系副总。2015 年 8 月，徐志斌至上海华之

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之邦公司）工作。华之邦公司

系名称为“一种适用各种低热值/低压力燃气的低 NOx 燃烧器”

（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发明专利的申请人，发明人系华之邦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宝明以及该公司员工岳小俊、徐志斌、田莉勤，

专利申请日为 2015 年 12 月 8 日，申请公布日为 2016 年 4 月 6

日。诺特飞博公司认为，华之邦公司申请的技术方案与其在“揭

阳”项目中实施的技术方案主题一致，技术特征相似。徐志斌原

系诺特飞博公司的技术副总，在职期间全程参与了“揭阳”项目

的实施，涉案专利应属于职务发明，专利申请权应归属于诺特飞

博公司所有。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专利技术是徐志斌在与原单位劳动关系

终止 1年内作出的，涉案专利技术与徐志斌在原单位的本职工作

有关，故判决涉案发明专利申请权归诺特飞博公司所有。华之邦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职务发明所涉争

议发明创造的技术特征与发明人在原单位履行本职工作所接触

技术方案并不要求相同，只要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即可。“相关性”

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可以从技术领域和技术思路相同角度进行判

断。涉案专利与诺特飞博公司“揭阳”项目均属于低热值和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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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范围，均要解决降低燃烧器氮排放的技术问题，故涉案专利与

徐志斌在诺特飞博公司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分配的任务有关。在

职务发明权属纠纷案件中，应当将全部发明人列为案件当事人。

在原单位已经尽到相应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应由离职员工后入职

单位及其他发明人对于其他发明人对专利的实质性贡献负担举

证责任，而华之邦公司对此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审第

三人陈宝明，二审第三人岳小俊、田莉勤亦未举证证明其实际研

发了涉案专利。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涉职务发明的专利权权属纠纷一直是专利纠纷案件审理中

的难点，对于职务发明“相关性”的认定标准，发明人是否应当

被列为诉讼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在实践中均有较大分

歧。本案探索了职务发明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的实体和相关程序

规则，充分保护了原单位作为职务发明专利权人的合法权利，对

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意义。 

 

 

六、侵害斐珞尔洁面仪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 

斐珞尔（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与珠海金稻电器有限公司、中

山市金稻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卓康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

利权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 73 民初 203 号民事

判决，合议庭：凌崧、易嘉、黄田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

沪民终 34号民事判决，合议庭：刘军华、张莹、朱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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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摘要】 

原告斐珞尔（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斐珞尔公司）

是名称为“面部清洁器（二）”的外观设计专利（以下简称涉案

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申请日为 2013 年 1 月 17日。涉案专

利系形状和图案相结合的外观设计，见附图 1。 

原告经公证保全发现，珠海金稻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

海金稻公司）和中山市金稻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金稻公

司）分别在天猫、阿里巴巴和京东网络平台上经营的网店销售了

型号为 KD308的洁面仪产品（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见附图 2）。

被诉侵权产品系由中山金稻公司生产各部件并经珠海金稻公司

组装后，由上述两被告在天猫、阿里巴巴和京东网络平台上销售，

同时还授权了天猫网上的 16 家店铺[其中包括上海卓康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康公司）经营的店铺]、1688 网站上的 10

家店铺和京东网上的 8 家店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并与网易考

拉、淘宝、小红书、唯品会、聚美优品、1号店、苏宁易购、当

当网、拼多多网络平台均有合作。 

斐珞尔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对涉案

专利权的侵权行为；2.判令被告珠海金稻公司、中山金稻公司立

即销毁制造侵权产品的模具；3.判令被告珠海金稻公司、中山金

稻公司、卓康公司立即销毁所有库存侵权产品；4.判令被告珠海

金稻公司、中山金稻公司共同赔偿斐珞尔公司经济损失与合理开

支 300万元，被告卓康公司在其销售侵权产品范围内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的外观设计落入涉案专利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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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珠海金稻公司及中山金稻公司实施了制造、销售、许

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均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相应经济

损失的责任。卓康公司在收到本案诉状后继续销售侵权产品，不

能成立合法来源抗辩，其应就收到诉状后的销售行为与生产者连

带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珠海金稻公司、中山金稻公司、

卓康公司立即停止对斐珞尔公司享有的涉案专利权的侵害；珠海

金稻公司、中山金稻公司共同赔偿斐珞尔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 300万元，卓康公司对其中的 5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

判决后，被告珠海金稻公司、中山金稻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以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

平和认知能力来判断，被诉侵权设计属于涉案专利的近似设计，

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本案采用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

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的侵权获利计算方

式更为合理。依照上述方式计算珠海金稻公司、中山金稻公司的

侵权获利，并考虑斐珞尔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开支，

斐珞尔公司主张的 300万元赔偿数额依据充分。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审理的关键点在于外观设计

相同/近似判断和损害赔偿金额计算。本案判决对侵权判断标准

“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和损

害赔偿金额计算方式“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专

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的适用进行了有益探索和规则提

炼，对于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审理具有较高参考借鉴价

值，被评为 2020 年度上海法院精品案例。本案判决通过充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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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证，支持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体现了法院依法

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

果。 

 

附图 1：涉案专利              附图 2：被诉侵权产品 

  

 

 

 

 

 

 

七、“葫芦娃”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与北京四月星空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天津仙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飞狐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卓悠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10民初 11985号民事判决，合议庭：黄洋、王婷钰、吴奎丽；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9）沪 73民终 391号民事判决，合议庭：

何渊、范静波、邵勋】 

【案情摘要】 

1986年至 1987年期间，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完成动

画片《葫芦兄弟》第一集至第十三集的内容，并通过电视台、电

影院播映。七个葫芦娃动漫角色形象造型一致，其共同的特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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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脸型、赤足、头顶葫芦冠、颈戴葫芦叶项圈、身穿坎肩短裤、

腰围葫芦叶围裙，七个葫芦娃的服饰分为七种颜色。北京四月星

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月星空公司）经案外人授权，

将漫画《十万个冷笑话》改编成系列动画片《十万个冷笑话》。

动画片《十万个冷笑话》深受年轻网络用户的欢迎，在相关视频

网站具有极高的播放量。《十万个冷笑话》第一季第 4、5、6 集

为被控侵权作品《福禄篇》，于 2012年 11月至 2013年 2月期间

上线。《福禄篇》以搞笑的方式演绎了福禄娃救爷爷的故事。蛇

精在葫芦未成熟时抓走爷爷，福禄兄弟相继去救爷爷，却因过于

自信或内讧均告失败，被蛇精捉获。福禄娃被投入炼丹炉，意外

合体成福禄小金刚。福禄小金刚忘记了救爷爷的事，却与蛇精生

活在一起。《福禄篇》中有六个福禄娃，福禄娃动漫形象均为少

年形象，头身比例基本一致，身体上均有明显的肌肉线条，赤足，

身穿坎肩短裤，腰围葫芦叶围裙，除大娃外的五个福禄娃均头顶

葫芦冠。六个福禄娃的坎肩、短裤、葫芦叶服饰与对应的葫芦娃

的服饰基本相同。四月星空公司和天津仙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仙山公司）是关联公司，经仙山公司授权，搜狐视频

等视频网站向公众提供动画片《十万个冷笑话》的在线播放服务。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影厂）认为，《福禄

篇》大量使用《葫芦兄弟》动画片元素，且通过低俗、恶搞、丑

化的表达方式肆意歪曲、篡改《葫芦兄弟》动画片及葫芦娃动漫

角色形象，侵犯了其对《葫芦兄弟》动画片以及葫芦娃动漫角色

形象享有的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 500万元

及合理费用 2万元。 



21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福禄娃与葫芦娃的服饰部分构成实质性相

似，四月星空公司侵害了美影厂对葫芦娃美术作品享有的改编

权。动画片《福禄篇》与《葫芦兄弟》在人物及人物关系、主角

人物技能、故事脉络、桥段等方面高度相似，两者构成实质性相

似，四月星空公司侵害了美影厂对《葫芦兄弟》动画片享有的改

编权。一审法院判决：四月星空公司、仙山公司停止侵权、刊登

声明以消除影响、赔偿美影厂经济损失 150万元；四月星空公司、

仙山公司、搜狐公司、飞狐公司赔偿美影厂合理费用 2万元；驳

回美影厂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四月星空公司、仙山公

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迅猛发展，外来文化大量涌入，

文创热潮高潮迭起，尤其是影视剧产业，影视剧改编、翻拍屡见

不鲜，为此引发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日益增多。本案系国内首例以

无脚本影视剧为权利基础，以恶搞、趣搞方式创作的影视剧为被

控侵权作品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司法实践并无在先判例可供

参考。《葫芦兄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动画片。《十万

个冷笑话》是本案被告于 2012 年推出的系列动画片，在年轻网

络用户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福禄篇》“恶搞”经典动画片，对

《葫芦兄弟》的动漫形象和故事情节进行解构、再创作。本案准

确界定了著作权侵权和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界限，为在他人作品

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行为划清了界限。本案判决对于确定有故事

内容的影视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标准，以及划分恶搞、

趣搞型创作与“讽刺性模仿”的界限具有借鉴价值，必将助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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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文化氛围下的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附图：葫芦娃与福禄娃 

   

 

 

八、陆金所平台网络抢购服务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金

所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西安陆智投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 0115

民初 11133号民事判决，合议庭：金民珍、徐俊、姜广瑞】 

【案情摘要】 

原告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陆金所公司）是知名互联网财富管理平台，原告上海陆金所

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金服公司）系其全资

子公司。两原告均开设有金融服务网站及手机应用，债权转让产

品交易是其中的热门服务。为抢购债权转让产品，两原告的会员



23 
 

需经常登录上述网站或手机应用，频繁刷新关注债权转让产品信

息。被告西安陆智投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智投公司）

系“陆金所代购工具”软件的提供者，用户通过安装运行该软件，

无需关注两原告平台发布的债权转让产品信息即可根据预设条

件实现自动抢购，并先于手动抢购的会员完成交易。两原告认为，

陆智投公司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了两原告通过多年经营

所积累的竞争优势，导致两原告会员流失、产品关注度下降、商

誉受损，对两原告造成了较大损失。据此，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

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

合理费用共计 50万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通过运营软件提供抢购服务的行为，给

原告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一是平台流量利益的减损。抢购服务

导致用户对两原告平台的访问频度下降，客观上减少了两原告其

它金融产品的展示机会。二是用户潜在交易机会的剥夺。抢购服

务改变了债权转让产品在两原告平台用户间的收益分配，造成了

大量用户机会利益的减损。三是平台营商环境的破坏。抢购服务

将冲击两原告平台最为依赖的投资者信心，导致用户粘性降低、

投资者与资本流向其他投资渠道。同时，涉案抢购服务行为明显

具有不正当性。一方面，抢购服务对两原告平台规则的颠覆破坏

了产品抢购的公平基础。抢购成功率整体上向使用抢购服务的用

户严重倾斜，用户间公平竞争的基础丧失殆尽。另一方面，涉案

抢购服务刻意规避两原告的监管机制，反映了被告对该行为所持

的主观故意。因此，被告提供的抢购服务利用技术手段，通过为

两原告平台用户提供不正当抢购优势的方式，妨碍两原告债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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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产品抢购业务的正常开展，对两原告及平台用户的整体利益造

成了损害，不正当地破坏了两原告平台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构

成不正当竞争，该行为应给予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否定评价。一

审法院判决：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公开消除影响，并

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50万元。一审判决后，原、

被告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经营者提供网络抢购服务，应当遵循《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不得利用技术手段，

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

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正常运行。在网络抢购服务不属于反法

互联网专条明确列明的行为类型从而适用该条兜底条款时，除应

考量其对抢购服务目标平台及用户是否造成损害外，还应审查其

是否具有不正当性。网络抢购服务利用技术手段，为目标平台的

用户提供不正当抢购优势，破坏目标平台既有的抢购规则并刻意

绕过其监管措施，对目标平台的用户粘性和营商环境造成严重破

坏的，应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近年来科技金融行业不断发展，通过网站及手机应用等网络

平台推出的科技金融产品广受用户欢迎，但同时也催生了各类网

络抢购服务。网络抢购服务作为经营者实施的市场竞争行为，如

何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评价与规范，不仅关乎科技金融企业

竞争利益的保护和投资用户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更对维护金融平

台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案的审判受到业界广泛关注，中央

电视台财经频道等媒体进行了全面报道。案件宣判后，双方当事

人均未上诉。原告专程送来感谢信与锦旗，对法院依法维护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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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营商环境表示感谢。被告亦主动来电联系，表示服判息

诉，并主动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内容。案件审判取得了较好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案判决文书荣获 2020 年度上海法院

“100篇优秀裁判文书”，该案庭审荣获 2020年度上海法院“100

个示范庭审”。 

 

附图：陆金所 logo 

 

 

 

 

 

 

 

 

 

 

九、“公牛”电器商标侵权及仿冒纠纷案 

慈溪市公牛电器有限公司与上海公牛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商

标权及仿冒纠纷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04 民

初 9377 号民事判决，合议庭：于是、周衡阳、韩国钦；上海知

识产权法院（2020）沪 73 民终 305 号民事判决，合议庭：吴盈

喆、刘静、邵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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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摘要】 

慈溪市公牛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溪公牛公司）系国内

知名电器开关、插座生产企业，经过其及关联公司长期、广泛地

推广、宣传、使用，其“公牛”字号以及包含有牛头图案及“公

牛”文字要素的系列商标获得了极高的市场知名度及美誉度，消

费者已将慈溪公牛公司的“公牛”字号与其生产销售的优良电器

商品紧密绑定，成为“识牌认货”标识性联系枢纽。上海公牛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牛公司）作为成立在后的同业竞争

者，注册伊始即刻意将“公牛”文字作为自身企业字号申请登记，

其意图即为搭附承载于“公牛”字号上长期积累的商誉，通过在

电器开关类商品上长期搭配使用暗示“公牛”识别含义的商标，

进一步加深相关消费公众对二者的误认、混淆程度。慈溪公牛公

司认为，上海公牛公司的上述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

损害了慈溪公牛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

商标侵权，停止使用“公牛”文字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在《东

方早报》上刊载声明、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支

出的合理费用共计 50万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权利的“公牛”字号凭借长期、持

续的推广、宣传，早于上海公牛公司注册成立前便已在相关市场

领域具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及影响力，成为了品质优良的商业表

彰，搭载有良好商誉，符合“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字号的客观要

求。上海公牛公司作为同业竞争者，通过网站内容抄袭、使用具

有暗示“公牛”含义的商标等多种手段跟踪仿冒，其攀附商誉的

故意起止呼应，贯穿始终。上海公牛公司注册、使用“公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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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行为已构成仿冒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法院遂判决上海公牛

公司停止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公牛”文字，就所实施的仿冒行

为刊载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慈溪公牛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

不正当竞争行为支出的合理开支共计 50 万元。一审判决后，上

海公牛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典型意义】 

本案中，上海公牛公司通过长期傍附承载于慈溪公牛公司

“公牛”字号上的良好商誉，客观形成了一定的固有格局和市场

利益。此情形下，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依法保护经营者合法竞

争权益与稳定市场现有格局、提升竞争效能之间做出何种利益平

衡与取舍，直接决定着司法向社会昭示和倡导的价值立场。本案

裁判立足于良好营商环境的构建，认定商业标识间的合理共存，

应以善意注册、使用为前提，对于恶意仿冒者而言，即便凭借不

正当竞争行为持续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亦应当对其给予否

定，以维护良性的市场竞争秩序。 

 

附图：被控侵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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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众”汽车商标侵权纠纷案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与沈春健、徐炜巍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 0110民初 6040号民事判决，

合议庭：韩磊、刘燕萍、吴奎丽；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0）沪

73民终 90号民事裁定，合议庭：钱光文、邵勋、刘静】 

【案情摘要】 

原告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大众公司）经授

权享有第 205770 号图形商标 和第 G1110655 号图形商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非独占性许可使用和维权的权利。 

2018 年 4 月 24日，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就沈春健、徐炜

巍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作出(2017)浙 0282刑初 666号刑事判决书,

认定：沈春健租用徐炜巍担任副总经理的公司一楼仓库作为生产

场所，擅自组装标注第 205770号、第 G1110655号等商标的汽车

安全气囊，徐炜巍明知沈春健所组装的气囊涉嫌商标侵权，为销

售气囊袋赚取利润，仍提供场地、人员给沈春健，帮助其组装气

囊；被查获标注大众商标的副气囊 439个，以鉴定报告认定价格

基准日被侵权商品的出厂价格为 525元/只计，公共价值 230,475

元；同时查获标注大众商标的主气囊（无发生器）361个，标注

斯柯达商标的主气囊（无发生器）590 个，以及其他品牌安全气

囊若干。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认为，沈春健、徐炜巍未经注册

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

标，且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经营额达 62 万余元，情节特别

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在共同犯罪中，沈春健

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徐炜巍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根据案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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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结合沈春健、徐炜巍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依法均可

适用缓刑。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沈春健犯假冒注册商

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三十二万元；徐

炜巍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六万元。另，根据鉴定报告认定侵权大众副气囊市场售价为

2,750元/只。原告的零部件配套企业案外人延锋百利得（上海）

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出具的售价说明载明大众主气囊（无发生

器）、斯柯达主气囊（无发生器）的组件市场销售价均约为 520

元。 

刑事判决后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 45万元及

合理费用 5万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被扣押产品

包括 439 个大众副气囊（有发生器）、361 个大众主气囊（无发

生器）和 590 个斯柯达主气囊（无发生器），在本案庭审中原、

被告均予以认可，法院予以确认。关于 439个大众副气囊（有发

生器），两被告认可系属于在相同的产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

的标识构成商标侵权，法院亦予以确认。关于 361个大众主气囊

（无发生器）和 590 个斯柯达主气囊（无发生器），被告从事侵

权产品的生产销售，其在气囊上印有涉案商标明显是为销售作准

备，亦属于在相同的产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标识，构成商

标侵权。涉案刑事判决书已明确认定徐炜巍明知被告沈春健所组

装的气囊涉嫌商标侵权，为销售气囊袋赚取利润，仍提供场地、

人员给被告沈春健帮助其组装气囊，故对其没有参与生产销售的

抗辩，法院不予采信。两被告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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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其行为已构成商标权侵

权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赔偿数额，一审法院考

虑到原告商标在相关产品上具有较高知名度、产品的质量可能影

响到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并综合考量被告的主观恶意程度、侵权

行为的性质、时间、后果、侵权产品数量和单价等因素，对原告

主张的经济损失 45 万元予以全额支持。一审判决后，沈春健不

服提出上诉。后沈春健在二审中申请撤回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准

许。 

【典型意义】 

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知识产

权领域刑民交叉问题越来越多。在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刑

事处罚后民事侵权责任该如何承担，一直存在很多争议之处，在

责任方式、认定标准、赔偿金额等方面尚无统一认识。本案两被

告在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0 余万元后，原告又提起民事诉

讼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 45 万元，法院经审理后对原告主张的经

济损失予以全额支持。本案裁判厘清了以下问题：在民事责任有

无的问题上，刑事未作认定或认定未遂的部分，不能排除侵权人

承担民事责任；在民事责任大小的问题上，主从犯的认定，并不

当然意味着民事责任存在差异；在民事赔偿多少的问题上，民事

赔偿数额不能简单以犯罪数额为基准。本案确定的上述裁判规则

对于正确处理刑民交叉下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的衔接，充分发挥

知识产权三合一保护的功能优势有着积极意义，对于同类案件的

处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彰显了知识产权刑民综合适用、叠加保

护的理念，为有效地发挥公私法律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进行

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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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涉案大众、斯柯达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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