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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更换液晶显示卡的装置的实用新型侵权案看
对等同特征的判断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

• 等同特征，是指与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
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所属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想到的技术特征。

• 基本相同的手段，一般是指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日前专利所属技术领域惯常替
换的技术特征以及工作原理基本相同的技术特征。

• 基本相同的功能，是指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的替换手段所起的作用与权利要求
对应技术特征在专利技术方案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相同的。

• 基本相同的效果，一般是指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的替换手段所达到的效果与权
利要求对应技术特征的技术效果无实质性差异。

• 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想到，即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被
诉侵权技术方案中替换手段与权利要求对应技术特征相互替换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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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侵权的相关法律



Managing IP 大标题

当事人 身份

申请再审人：
（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

专利权人（刘少宏）

被申请人：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

被诉侵权人（梁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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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当事人



涉案专利介绍

Managing IP 大标题

授权公告号 CN2526904Y

发明名称 可更换液晶显示卡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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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Managing IP 大标题
5



被诉侵权产品——YD693型游戏机

Managing IP 大标题
6

设在液晶显示卡管脚内的短路点，通过导电橡胶条
与节目输入输出编码触点相连接，从而向电路板上的
微处理器传递显示类别选择信号。



相关案情介绍——关注点

Managing IP 大标题
7

（一）刘少宏提交的有关香港短期专利的证据在一
审程序中是否经过质证。

（二）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本案专利的等同保护
范围

（三）关于二审判决对公证购买的实物产品的事实
认定缺乏证据证明的申请再审理由是否成立



相关案情介绍——（一）有关香港短期专利的证据

Managing IP 大标题
8

角色 观点

专利权人 一审法院对此证据予以认可，但在判决时却回避该主要证据，
主要证据未经质证。

被诉侵权人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均已经过质证，程序合法。

最高院 一审法院于2007年7月23日组织的证据交换程序中，双方当事人

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未涉及该证据，有
所不当。但是，该证据只能证明与本案专利有关的专利申请在
香港获得专利授权，与本案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本案专利权
保护范围不具有关联性。



相关案情介绍——（三）关于公证购买的实物产品

Managing IP 大标题
9

角色 观点

专利权人 二审判决关于公证购买的实物产品的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
公证购买的产品并未作为本案证据，作为本案证据的是广东省
深圳市知识产权局应申请再审人的请求查扣的被申请人的产品。

被诉侵权人 申请再审人关于公证购买的实物产品的申请再审理由在原申请
再审书中未提及，只是在本案听证时才正式提出，已经超过两
年的申请再审期间。

最高院 二审判决明确记载以梁均培提交的YD693型游戏机作为被控侵

权产品进行侵权与否的比对，并未以公证购买的实物产品作为
比对对象。而且，刘少宏在本院当庭提出上述申请再审理由时，
距本案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已经超过二年。



相关案情介绍（二）——争议焦点

Managing IP 大标题

• 涉案专利

电路板上有多个触片式

开关，可被液晶显示卡
外框上的凹凸件触发，
向微处理器输出选择信
号。

• 被诉侵权产品

设在液晶显示卡管脚内的

短路点，通过导电橡胶条
与节目输入输出编码触点
相连接，从而向电路板上
的微处理器传递显示类别
选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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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诉侵权人的观点

• 被诉侵权产品由于缺少“凹凸件”和“触片式开关”两个装置
而结构简单，成本较低，而且后者的触点是与导电橡胶条直接
连接传输信号的，因此连接更可靠。不通过创造性劳动是无法
联想到的。



12

最高人民法院观点

• 在本案专利权利要求2中，部件“导电橡胶条”只具有一个功

能，即将微处理器的显示输出信号通过液晶显示卡的管脚传递
给液晶显示卡。

• 在被控侵权产品中，部件“导电橡胶条”具有两个功能，第一
个功能和涉案专利一样，即将微处理器的显示输出信号通过液
晶显示卡的管脚传递给液晶显示卡，这是信号输出功能；第二
个功能如上所述，即将液晶显示卡管脚内的短路点与电路板上
的节目输入输出编码触点相连接，从而向电路板上的微处理器
传递显示类别选择信号，这是信号输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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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观点

• 尽管被控侵权产品的“短路点”、“导电橡胶条”、“节目输
入输出编码触点”等技术特征实现了与涉案专利“凹凸件”、
“触片式开关”基本相同的功能，但是二者运用的手段不同。

• 而且，由于被控侵权产品中的“导电橡胶条”兼具信号输入和
输出功能，因而和本案专利相比，被控侵权产品减少了部件，
简化了结构，信号的输入输出更加稳定可靠，达到的技术效果
与本案专利也不相同。



• 最高法——等同侵权

• 被控侵权产品的“短路点”、
“导电橡胶条”、“节目输入
输出编码触点”等技术特征实
现了与涉案专利“凹凸件”、
“触片式开关”基本相同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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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诉侵权人和最高法观点对比

• 被诉侵权人——全面覆盖
原则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
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
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
特征。）

• 缺少“凹凸件”和“触片
式开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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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七条

•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
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
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
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
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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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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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等同判定

• 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
，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
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 判断是否构成等同侵权时，即便相应技术特征所实现的功能相同，只要实现
该功能的技术手段不同，或者技术效果不同，则认为不构成等同侵权。

•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的那样，
等同侵权应以手段、功能和效果基本相同并且对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显而
易见为必要条件。

• 对于专利权人，应当举证被诉侵权产品和涉案专利满足三基本一普通中的所
有条件。

• 对于被诉侵权人，只要抗辩被诉侵权产品相对于涉案专利不满足三基本一普
通中的任一个条件，就可以主张不构成等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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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同族专利

• 与涉案专利相关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族专利，并不能作为判
断该涉案专利和被诉侵权产品是否等同的依据。判断被诉侵权
产品是否落入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时，需要比对的是被诉侵权产
品的技术特征和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与该涉案专利
相关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族专利，不作为比对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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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诉讼时效

• 在侵权诉讼中，当提出理由和证据时，需要注意诉讼时效。

• 在本案中，专利权人主张以公证购买的产品作为被诉侵权产品
与本案专利进行比对，然而，专利权人在最高院当庭提出上述
申请再审理由时，距本案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已经超过二年
，即，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而未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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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判定等同侵权的时间点

•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的规定，对于
包含功能性特征的权利要求，以专利申请日为判断等同的时间
点，除此之外，对于其他的权利要求，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
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是否等同的时间点，应当以
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日为界限。

• 对于本案来说，权利要求1、2都是以结构特征限定的，因此，

应当以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日为判断等同侵权的时间点，专利权
人的理解并没有错误。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

• 52. 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是
否等同的时间点，应当以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日为界限。

• 54. 对于包含功能性特征的权利要求，如果被诉侵权技术方案

相应技术特征不但实现了相同的功能，而且实现该功能的结构
、步骤与专利说明书中记载的具体实施方式所确定的结构、步
骤等同的，应当认定构成等同特征。

• 上述等同的判断时间点应当为专利申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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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



21

讨论

• 被诉侵权人对涉案专利提出了三次无效。
• 权利要求1具有创造性，但是从说明书中所声称的所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出发，缺少必要结束特征，从而，权利要求1被无效。

• 专利权人只能以权利要求2来控告对方侵权，导致了被动的局面
• 如果撰写申请文件时，注意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部分的描述，
保证权利要求1有效，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无效决定时间 主要理由 判决

2005-11-17 创造性 有效

2007-04-28 重复授权、创造性、缺少必要技术
特征

权1无效，权2~5有效

2009-04-15 创造性、缺少必要技术特征 权3也无效，权2、4、5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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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幻灯片编号 19
	幻灯片编号 20
	幻灯片编号 21
	幻灯片编号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