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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介绍

Managing IP 大标题

专利号 ZL 01234722.1 授权公告日 2002年10月2日

发明名称 无水银碱性钮形电池 专利权人 何永基—>新利达

权利要求 1.一种无水银碱性钮形电池，包括

正极片、负极盖、负极锌膏、密封
胶圈、正极外壳和隔膜，其特征在

于，在电池负极片上电镀上一层
铟或锡原料，并在锌膏中加入金属
铟以代替水银。
2．权利要求1所述的钮形电池，其

特征在于所述负极盖由铁片或不锈
钢片制成。
3．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钮形电池，
其特征在于所述正极片为锰片。
4．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钮形电池，

其特征在于所述正极片为氧化银片
或氧化银锰混合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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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无效案情

无效宣告请求人 时间 复审委 决定内容

松柏电池
横岗松柏企业一厂

2002年12月18日 2004年5月31
日作出第
6121号无效

宣告请求审
查决定

认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4相对
于证据《HANDBOOK OF 
BATTERIES》和公知常识的结合

不具有创造性，进而宣告涉案
专利权利要求1-4全部无效

刘金洪 2003年10月31日

四会永利公司 2003年12月31日

诉讼阶段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4）一中行初字第794号行政判决 维持第 6121号决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5）高行终字第120号行政判决

认为涉案专利中基片与镀层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附着关系，这种结构关系不同于证据
《HANDBOOK OF BATTERIES》中因压制而形成的两个压制层之间的特定接触关系，据此判决撤
销一审判决和第6121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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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无效案情

无效宣告请求人 时间 复审委 决定内容

符琼 2004年4月5日 2007年4月3日
作出第9684号
无效宣告请求
审查决定

权利要求l中的负极片应当被理

解为由金属片制成并且未电镀
镍或铜的单层结构，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1-4不具有创造性

四会永利公司 2005年11月5日

简凤萍 2006年3月10日

许楚华 2006年8月17日

松柏广东公司 2006年12月11日

诉讼阶段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7）一中行初字第925号行政判决 判决维持第 9684号决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8）高行终字第78号行政判决

认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电池负极片”是指“已电镀镍或铜的金属片”，据此判决撤销
一审判决和第9684号决定。



5

第三轮无效案情

无效宣
告请求
人

时间 复审委 决定内容

东莞佳
畅公司

2007年
4月12
日

在二审法院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电池负极片解
释为已电镀镍或铜的金属片的基础上，于2008年6
月19日作出第13560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专利权利要求
1-4不具有创造
性全部无效

诉讼阶段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2010年12月21日作出（2009）
一中知行初字第2300号行政
判决（委托鉴定）

认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不具有

创造性所依据的前提条件不存
在。据此判决撤销第13560号决
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1年10月31日作出（2011）高行终字第676号行政判决（采
信鉴定结论）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区别技术特征所解决的技术问题认定有误，直接影响到对涉案专利创
造性的评述，一审判决撤销第13560号决定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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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无效案情

无效宣
告请求
人

时间 复审委 决定内容

东莞佳
畅公司

2007年
4月12
日

在二审法院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电池负极片解
释为已电镀镍或铜的金属片的基础上，于2008年6
月19日作出第13560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专利权利要求
1-4不具有创造
性全部无效

诉讼阶段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2010年12月21日作出（2009）
一中知行初字第2300号行政
判决（委托鉴定）

认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不具有

创造性所依据的前提条件不存
在。据此判决撤销第13560号决
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1年10月31日作出（2011）高行终字第676号行政判决（采
信鉴定结论）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区别技术特征所解决的技术问题认定有误，直接影响到对涉案专利创
造性的评述，一审判决撤销第13560号决定并无不妥

区别技术特征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采用在
金属片上镀镍或铜的方式能保
证后续良好的镀铟效果，从而

防止漏液结论：电镀易漏液，
层压克服漏液



高院观点

Managing IP 大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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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2012年12月20日（2012）
行提字第29号行政判决书

维持第13560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宣告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4全部无效

争议焦点 权利要求1中的“电池负极片”
的解释

（一）已电镀镍或铜的金属片

（二）泛指实现电池负极功能的片状物

四
点
解
释

一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未对电池负极片的结构及成型方法进行具体的限定

二 工作主要是探索在负极片上电镀哪种金属能够成功地控制电池负极锌膏
和负极片的接触，而并未针对电池负极片本身的结构变化进行任何尝试
性的探索

三 申请人认为在电池的负极片上镀上铟或锡，就可以防止锌与负极片接触
而产生气体膨胀，就已经完成了其发明的任务，而没有认识到其已经完
成的该项发明是否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诸如要对电池负极片本身的结
构作进一步的改进并为此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

四 负极片既可以是未镀镍或铜之前的金属裸片也可以是镀完铟或锡的最终
产物

结论 涉案专利并非对电池负极片的结构做出的改进
鉴定结论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采信



说明书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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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明
内
容

……，在负极片上进行镀金、镀银、铜、锡、铟等实

验，最后发现在负极片上镀铟或锡成功地控制了电
池负极锌膏与负极片接触时产生的气体，……

（二）

本实用新型是在电池的负极片上镀上一层铟稀有金
属或锡，镀上铟或锡后的负极片，可以防止“锌”
与负极片接触时所产生的气体膨胀。

（二）
（一）

电镀方法是（1）可将金属片（铁片或不锈钢片）制
成负极片，……。（2）……，再镀上一层铟或锡，……，
然后制成负极片

（二）
（一）

具体
实施
方式

按照常规工艺，将金属片制成负极片，电镀镍或铜，
然后用滚镀的方法镀上一层金属铟……装上已电镀铜
或镍的电池负极片……即可得到用于生产无水银的钮
形碱性锌/锰或锌/银锰电池的负极片。

（二）
（一）

……生产含有镀铟负极片的无水银碱性锌/锰钮形电
池……可以得到本实用新型的含有镀锡负极片的无水
银钮形碱性锌/锰电池。

（一）



案例评析

本
案
意
义

根据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
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
利要求

在利用说明书和附图解释权利要求时，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使其
保护范围与说明书公开的范围相适应

在撰写申请文件时，说明书的内容应当自洽，否则不但不能很好的
解释权利要求，还会影响到专利权的稳定性

在说明书中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等内容有明确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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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Suite 1601, Tower E2, The Towers, Oriental Plaza
No.1 East Chang An Ave.,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738, P.R.China

Tel : +86-10-85189318
Fax:+86-10-85189338
Info@beijingeast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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