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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记录每周值得分享的知识产权案例，⾏业动向，科技发展，⼈⽂思考，⼯作交流等，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交朋友吧！

本杂志开源，欢迎提交问题，投稿或推荐好的内容。

本周主题：院⼠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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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图©新华社 5.14拍摄的珠峰 出处  

⽼⾼于2020年5⽉16⽇ 宁波办公室

时间过的很快，知识产权情曝周刊已经到了第三期，虽然命名周刊，但实际实际也就是⼀个阅读和学习的

读书收藏和整理。

很感谢朋友们的⽀持，我希望这个周刊可以持续的更新。实话说这三期编辑完，真的是花了⽐预想更⻓的

时间，这对我来说也是⼀个警示。所以接下来我对⾃⼰的时间整理术会再次升级，形成新的⼯作为中⼼，

多点扩散的时间效率表。

本期的主题：院⼠。

选择院⼠作为⼀个学习内容，是因为申⻓⾬局⻓。

惭愧的说，作为⼀名从业知识产权奔⼗年的⼈⼠，我本周才知道，他还是⼀名中国科学院院⼠，还是奋战

在科研⼀线的科技⼯作者，⼀名教授。

他的作品我相信是中国⼈都看过，全世界也都关注过，那就是神⾈七号宇航员翟志刚出舱太空⾏⾛时头戴

的航天⾯窗。就是申院⼠作为⾸席科学家带队研究的。

你是不是也刚知道？

 

1、先⾏判决确定侵权 后续判赔700万元  

陈颖颖 上海知产法院

2019年1⽉22⽇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上海知产法院）⾸次依法运⽤先⾏判决⽅式，对原告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

（以下简称瓦莱奥公司）与被告厦⻔卢卡斯汽⻋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卢卡斯公司）、被告厦⻔富可汽

院⼠

案例

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20-05/15/c_1125990309.htm
https://www.yuque.com/__workers/laogao-ycuv3/nuh761/zxk0q2/pdf?key=exports%3Apdf%3Adoc%3A6812939%3A1589719360000&x-yuque-fc-token=wsxNsvZ02O1wn9N-gap1tA%3D%3D%7CDypL4XGbxYSSb2K0U7_lfxYfSchc9GuOOBNE_520pB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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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可公司）、被告陈某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侵权事实部分作出先⾏判决，及

时制⽌侵权⾏为、维护权利⼈合法权益。

2020年5⽉15⽇

上海知产法院在侵权事实部分先⾏判决的基础上，对该起案件的损害赔偿部分作出⼀审判决，判令被告卢

卡斯公司、富可公司赔偿原告瓦莱奥公司经济损失600万元及合理费⽤100万元。

2、【国知局】2019年度专利复审⽆效⼗⼤案件发布 

2019年度专利复审、⽆效⼗⼤案件是：

　　01、专利号： ZL97196762.8  发明名称：发光装置及显示装置

　　专利权⼈：⽇亚化学⼯业株式会社

　　请求⼈：亿光电⼦（中国）有限公司；北京都城亿光贸易有限公司

　　审查结论：维持专利权有效

　　该专利涉及⽩光LED领域的基础技术。决定认为，创造性的审查中，在判断是否存在技术启示

时需要考虑技术发展过程的影响。

 

　　02、专利号：ZL01807269.0  发明名称：吡咯取代的2-⼆氢吲哚酮蛋⽩激酶抑制剂

　　专利权⼈：苏根有限责任公司、法玛⻄亚普强有限公司

　　请求⼈：⽯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审查结论：维持专利权有效

　　该专利涉及⼀种新型的⼝服抗肿瘤药物。该案涉及在创造性判断中对有益的技术效果产⽣争议

时，应当由谁承担举证责任，该案的审理突出强调了⽆效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和思路。

 

　　03、专利号：ZL200880112278.0 发明名称：⽤于传送上⾏链路信号的⽅法

　　专利权⼈：光学细胞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请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审查结论：维持专利权有效

　　该专利涉及移动通信领域的热点技术。决定认为，判断优先权是否成⽴时，不应当仅仅局限于

⽂字本身的描述，⽽是应当判断技术⽅案是否实质相同。

 

　　04、专利号：ZL200680042417.8 发明名称：⽤于治疗糖尿病的⼆肽基肽酶抑制剂

　　专利权⼈：武⽥药品⼯业株式会社

　　请求⼈：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查结论：维持专利权有效

　　该专利涉及治疗糖尿病的药物组合物。决定强调，在医药⽣物领域，对技术⽅案是否实质相同

的认定不仅要考虑药物的组分本身，还应当考虑其所带来的技术效果。

 

　　05、专利号：ZL200680037518.6 发明名称：餐馆服务系统

　　专利权⼈：海妮⻨克有限责任公司

　　请求⼈：失重（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审查结论：在修改的基础上维持专利权有效

http://reexam.cnipa.gov.cn/alzx/fswxsdaj/index.htm


5

　　该专利涉及⼀种新式“过⼭⻋餐厅”。决定强调，在创造性审查中要充分把握发明构思。同时，

该案与⾏政机关相关侵权案件进⾏了联合审理，尝试通过联合审理模式缩短专利维权周期。

 

　　06、专利号： ZL201730667916.7  发明名称：⽤于移动通信设备的图形⽤户界⾯（分享）

　　专利权⼈：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请求⼈：乔⾦

　　审查结论：宣告专利权全部⽆效

　　该专利涉及当前⼴泛应⽤的视频分享界⾯。图形⽤户界⾯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直是这类

案件审理的重点和难点，决定认为，使⽤状态参考图中的分享内容对图形⽤户界⾯的保护范围没有

限定作⽤。

 

　　07、专利号：ZL201220686731.2 发明名称：多旋翼⽆⼈⻜⾏器

　　专利权⼈：深圳市⼤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请求⼈：深圳市道通智能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审查结论：宣告专利权全部⽆效

　　该专利涉及快速发展的多旋翼⽆⼈机技术。决定认为，当多个不同来源的⽹络证据能够相互印

证时，则可以确认这些证据的证明⼒。

 

　　08、专利号：ZL201310556488.1　发明名称：⼀种旋流⼲煤粉⽓化炉

　　专利权⼈：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请求⼈：王翀

　　审查结论：维持专利权有效

　　该专利涉及业内备受关注的⾼转化率⼲粉煤⽓化技术。决定强调，在创造性判断中，不能将现

有技术进⾏简单的拼凑，⽽是要客观地分析是否给出了结合的技术启示。

 

　　09、专利号：ZL201621037804.X  发明名称：⼀种产⽣按压声⾳的键盘开关

　　专利权⼈：东莞市凯华电⼦有限公司

　　请求⼈：同⽅国际信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伍冬梅

  　审查结论：维持专利权有效

　　该专利涉及改善⽤户体验的计算机设备。决定认为，在创造性的判断过程中，不应当将权利要

求中相互关联的技术特征割裂开来，⽽是应当将其作为⼀个整体进⾏考察。

 

　　10、申请号：CN201710733227.0   发明名称：⼀种改善接触孔插塞氧化物凹陷的⼯艺⽅法

　　复审请求⼈：⻓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审查结论：撤销驳回决定

　　该专利涉及半导体制造⼯艺。该案体现了在创造性审查过程中，应当基于现有技术来判断是否

能够产⽣改进动机，否则将会陷⼊“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误区。

3、【上海】想了解在先销售商品构成使⽤公开的认定？

通过分析本案，可⻅在先销售商品是否构成使⽤公开的认定或举证难点之⼀在于销售⾏为完成之⽇⾄公证

封存实物之⽇的期间，该实物的状态如何，是否有所改变。对于某些⼤型机械设备或特种设备，其维修记

http://reexam.cnipa.gov.cn/alzx/scjdpx/fswxjdpx/222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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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可反映其是否发⽣变化或变化的内容；对于某些涉及内部结构的产品，是否需要特定⼈员或特殊⼯具进

⾏拆卸，或是否可以明显识别拆卸痕迹等，可反映其状态是否完好；⽽对于体积较⼩的产品或其他产品，

保全对象的选取多样性、样本数量的多少、保全的委托⽅与保全物品的提供⽅是否存在利益关系，以及证

⼈证⾔佐证等，亦可以作为综合考量因素，来判定在先销售使⽤公开证据的证明⼒。

4、⼀句话知识产权

1、重磅！《2020年深⼊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

划》印发

仅凭商标许可⾏为不能够认定成为注册商标的商业性使⽤，⽽应当根据被许可⼈具体的商标使⽤⾏为

来认定注册商标是否进⾏了真实、有效、合法的商业性使⽤。(by⽼⾼)

5⽉10⽇，云上2020年中国品牌⽇活动拉开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活动

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加强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中国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影响⼒，是坚定实施扩

⼤内需战略、推动⾼质量发展的重要⽅⾯。

⼀句话商标：企业申请商标时，应规范使⽤汉字，虽可对汉字进⾏艺术化设计，但不能将汉字笔画随

意增减，从⽽将标志中的汉字成为错字，此举将有损于我国汉字的规范书写，将不予核准注册。(by

⽼⾼)

资讯

http://www.cnipa.gov.cn/gztz/11486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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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制定出台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质量发展的政策⽂件，... ...，打造服务业品牌机构。

39．加快出台商标侵权判断标准。

55．加强专利审查能⼒建设，完善质量评价机制，⾼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减⾄16个⽉以内。

59．形成打击⾮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囤积⾏为的⻓效机制。推动地⽅全⾯取消实⽤新型、外观

设计和商标申请注册环节的资助与奖励。

2、美国拟限制全球芯⽚供应商向华为供货！消息⼈⼠：若实施，中⽅将予以强

⼒反击

据《环球时报》报道，有接近中国政府的消息⼈⼠透露，如美⽅最终实施上述计划，中⽅将予以强⼒反

击，维护⾃身合法正当权益。《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中⽅可能使⽤的具体反制选项包括：将美有关企

业纳⼊中⽅“不可靠实体清单”，依照《⽹络安全审查办法》和《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对⾼通、思科、苹

果等美企进⾏限制或调查，暂停采购波⾳公司⻜机等。

3、蚊⼦喜欢咬那些⼈？

Why Do Some People Get Bitten By Mosquitoes More Than Others? Science Has A Surprising

Answer

https://mp.weixin.qq.com/s/_6W9gKA-qapnv6c_qFaCtQ
https://www.bustle.com/p/why-do-some-people-get-bitten-by-mosquitoes-more-than-others-science-has-a-surprising-answer-992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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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散发⼆氧化碳（严格地说，还包括乳酸、丙酮和雌⼆醇）越多的⼈，越容易被蚊⼦咬。这解

释了为什么较胖的⼈、孕妇被蚊⼦咬得⽐较多。

4、18000年前的狗  咬⽛的表情是不是很可爱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058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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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亚冻⼟带融化，使得科学家可以得到很多保留在冻⼟中的标本。最新的发现是⼀个18000年前的

狗。这只狗死的时候只有两个⽉⼤，保存状况⾮常好，⽑⽪、⿐⼦和⽛⻮都完好⽆损。

DNA 测序发现它跟现在的狗不⼀样，属于狼到狗之间的过渡品种，因此算是已知最古⽼的狗。早前的⼀项

研究认为，⼈类在20,000⾄40,000年前开始训化狼，使其变成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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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画⽪”成真，“⼈⼯仿⽣⽪”纤维⾯膜

⽇本花王公司推出号称是全球⾸款喷式滋润性⾯膜。这款由花王（Kao）集团出品的纤维⾯膜历经10年研

制⽽成，其厚度仅为⼈类⼀根头发的百分之⼀。

据介绍，这款⾯膜⼀喷上脸就会迅速形成如同“⼈类第⼆层肌肤”的半透明薄膜。研究⼈员指它能作为我们

⽪肤的“温室”，协助⽪肤吸收⽔分，并允许⽪肤呼吸。

它可以⽤来掩盖⾊斑，⽪肤保湿，另外也可以直接在上⾯化妆，卸妆时只要直接撕下即可。该产品价格不

菲，每罐售价⾼达5万⽇元（约合⼈⺠币3239元）。

https://gulfnews.com/photos/news/watch-a-second-skin-for-your-face-to-mask-scars-1.157544359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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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句话消息

1、全国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学习平台   http://www.ipmsstudy.cn

获取⽅式：免费注册

国家知识产权局：为进⼀步落实《关于规范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认证⼯作的通知》（国知发管字

〔2019〕34号），汇聚有效学习资源，规范培训学习渠道，助⼒知识产权贯标认证辅导咨询和培训服务转

型升级，我局定于2020年5⽉15⽇正式上线全新的开放式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学习平台（以下简称“学习平

台”）

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取消实⽤新型、外观设计和商标申请注册环节的资助与奖励。  

欧洲专利局拒绝⼀项⼈⼯智能产⽣的塑料容器设计，理由是专利的发明者必须是⼈，不能是机器。

统计发现，过去50年，美国⼈的平均身⾼⼤约⾼了2厘⽶，但是平均体重增加了13公⽄。

⼯具

http://www.ipmsstudy.cn/
http://www.ipmsstudy.cn/
http://www.cnipa.gov.cn/gztz/1148642.htm
https://www.ipwatchdog.com/2020/01/07/epo-ukipo-refuse-ai-invented-patent-applications/id=117648/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dec/20/americans-are-getting-fatter-but-not-taller-study-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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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quoosh

⾕歌推出的图像压缩⼯具，代码开源。官⽹可以在线压缩图⽚，⽽且可以转换图⽚格式（⽐如 webp 转

jpg）。

https://squoosh.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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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ic Hance

https://pich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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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将低分辨率图⽚增强为⾼分辨率的⼯具，可以将分辨率增加4倍（即⻓和宽各增加⼀倍）。

1、8年商标之争 “乔丹”是“⻜⼈”乔丹的

⽂章

https://mp.weixin.qq.com/s/7uLMNq-26NOdVMJ6DHJE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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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三级法院审理，前后持续8年，“⻜⼈”乔丹的系列商标纠纷案终于有了新的结果。

2020年3⽉4⽇，最⾼⼈⺠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定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丹体育”）损害

了美国NBA前球员迈克尔·杰弗⾥·乔丹的在先姓名权，判决撤销⼀审、⼆审判决，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就争

议商标“乔丹及图”重新作出裁定。

“中国乔丹案再审改判”迅即冲上微博热搜，不少⽹友评论：“‘⻜⼈’乔丹再次绝杀。”

2、清华博⼠是怎么看动画的？ https://mp.weixin.qq.com/s/DVMc3uMgRFgHhUjdeOHcvg

王府井

2、精彩！刘慈欣⾸次英⽂演讲，⽂稿深情优美，看完想背诵全⽂（中英双语）

值得⼀提的是，刘慈欣这次的获奖演讲全部⽤英⽂完成。

他的英⽂有多好呢？中国⽇报记者此前问过《球状闪电》和《三体2》的译者周华（Joel Martinsen），得

知，书的英译本⼤刘是全⽂看过的。

⽽这篇英⽂演讲稿也⾮常精彩，刘慈欣⽤诗意和深沉的⽂字表达了⾃⼰对于“想象⼒”（imagination ）的

理解，以及对宇宙和星⾠⼤海的向往。

https://mp.weixin.qq.com/s/DVMc3uMgRFgHhUjdeOHcvg
https://mp.weixin.qq.com/s/DVMc3uMgRFgHhUjdeOHcvg
https://mp.weixin.qq.com/s/EXhDBWWddq7DlFkylf6X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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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fi was writing about the ag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it eventually became true. I now

look forward to the time when space travel finally becomes the ordinary. By then, Mars and the

asteroid belts will be boring places and countless people are building a home over there.

Jupiter and its many satellites will be tourist attractions. The only obstacle preventing people

from going there for good, will be the crazy price.

我期待有那么⼀天，像那些曾经描写过信息时代的科幻⼩说⼀样，描写太空航⾏的科幻⼩说也变得平淡⽆

奇了，那时的⽕星和⼩⾏星带都是乏味的地⽅，有⽆数⼈在那⾥谋⽣；⽊星和它众多的卫星已成为旅游胜

地，阻⽌⼈们去那⾥的唯⼀障碍就是昂贵的价格。

中国第⼀枚⽩酒商标

知识产权博物馆

http://ip.people.com.cn/n/2014/0117/c136655-24150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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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商标注册证

可放⼤观看

⾛进汾酒博物馆，我们找到那枚商标，仔细⼀看，⼀张商标注册登记证保存完好⽆损，⼤约有⼀张A4纸那

么⼤。注册证上注明：“据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杨得龄呈请，以⾼粱穗商标专⽤，于商标法施⾏细则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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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38类之，汾酒商品业经本局依法审定核准注册取得专⽤权……”商标注册证上，还有当时的商标局局⻓

李澄签发时的签名，注册证号是828号。

再仔细端详当时的汾酒商标，与现在的商标不太⼀样，⾥⾯承载的信息⾮常丰富。商标主图案由五株⾼粱

穗和23颗饱满的⾼粱组成。商标上印有汾酒荣获巴拿⻢赛会甲等⾦质奖章的图案，还有⼭⻄展览会最优等

奖章图案，并注明“总酿造场⼭⻄汾阳县杏花村义泉泳记”、“总发⾏所⼭⻄太原省桥头街晋裕公司启”等字

样，商标四⻆印有“环球驰名”四字。同时，还有⼀段⽂字说明：“此杏花村汾酒前在美洲巴拿⻢万国博览会

经世界化学、医学名家确实化验，共称品质纯粹，⾹味郁馥，酒精虽多，确于卫⽣有益。本公司为保持名

誉、便利顾客起⻅，特设总发⾏所于⼭⻄省城，凡⼤雅客商须认明本公司⾼粱穗商标，惠顾是荷。”在该商

标最下⾯还印有晋裕汾酒公司的“消费者热线：电话⼆百七⼗⼀号”。

免费商⽤中⽂字体：鸿雷板书简体

百度⽹盘: https://pan.baidu.com/s/163PsnwobmJbPqzJ2JHTtPg 提取码: nbqe

作为⼀个书写爱好者，也作为⼀个设计从业者，或许都会想着有属于⾃⼰的⼀套字库。

去年中旬开始了解字库后边愈发的想要完成这么⼀件，哪怕不是那么完美，也很想拥有⼀套⾃⼰的字体。

-----------------------------------------

字数：>6800

简繁：简体

命名：鸿雷⼿书简体

-----------------------------------------

都说做字不易，写字也不轻松，

此套字体将会免费，可商⽤，望喜欢！

字体（可商⽤）

https://pan.baidu.com/s/163PsnwobmJbPqzJ2JHTtPg
https://pan.baidu.com/s/163PsnwobmJbPqzJ2JHTt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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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中国科学院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局⻓

中国科学院院⼠，国家杰出⻘年科学基⾦获得者，“973”项⽬⾸席科学家。2013年12⽉⾄今，【兼】任国

家知识产权局局⻓。

作为知识产权从业者，应该都知道申⻓⾬，他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局⻓。但是有多少⼈⼜知道，他同时也是

⼀名教授，院⼠，曾担负起为航天员太空⾏⾛研究塑料航天⾯窗的科学家呢？可以说每⼀个中国⼈都⻅过

他作为院⼠主导研究的产品。

⼈物

http://casad.cas.cn/sourcedb_ad_cas/zw2/ysxx/jskxb/200912/t20091203_2681410.html
http://www.cas.cn/zjs/201610/t20161021_45785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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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还是郑州⼤学的⼀名专职院⼠

图为郑州⼤学官⽹截图

1、中国新⼀代载⼈⻜船试验船成功返回

国家“973”计划“⾼聚物成型模拟及模具设计制造中的关键问题研究”项⽬是由申⻓⾬院⼠作为⾸

席科学家，联合国内11家单位共同承担，以国家战略领域和国家⽀柱产业⾼聚物制品成型和模具

设计制造为背景，致⼒于解决⾼聚物结构制品的“成型”“成性”“服役性”和“⼯艺控制及模具优

化”等关键问题，为我国由制造⼤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提供理论和技术⽀撑。

图⽚

http://www.zzu.edu.cn/lir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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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代载⼈⻜船试验船返回舱5⽉8⽇13时49分在东⻛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2、平铺平⾯的五边形

有⼀个数学难题，怎样的多边形可以铺满⼀个平⾯？数学家已经证明，任意三⻆形和四边形都可以，五边

形不确定，六边形只有三种可以，其他都不⾏。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alexs-adventures-in-numberland/2015/aug/10/attack-on-the-pentagon-results-in-discovery-of-new-mathematical-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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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前找到的所有15种五边形，可以平铺平⾯。

Illustration: Casey Mann

其中的第15种五边形，2015年发现的。

3、互联⽹诞⽣的地⽅

1969年10⽉29⽇，互联⽹诞⽣于加州⼤学洛杉矶分校 Boelter Hall ⼤楼三楼的3420室。

那天晚上10点半，⼀位名叫 Charley Kline 的研究⽣坐在 ITT 电传打字机前，有史以来第⼀次，将数据发

给560公⾥以外斯坦福研究所的⽐尔·杜瓦尔（Bill Duvall）的电传打字机。这是美国 ARPANET ⽹络的起

源，ARPANET 则是后来互联⽹的雏形。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423457/50-years-ago-today-the-internet-was-born-in-room-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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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2室已经恢复成1969年的样⼦，供⼈参观。[照⽚：⻢克·沙利⽂（Mark Sullivan）]

1969年，那时采⽤的电传打字机终端。[照⽚：⻢克·沙利⽂（Mark 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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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达芬奇的求职信

1483年，31岁的达芬奇离开故乡，来到⽶兰。他没钱，需要找⼯作，就给⽶兰公爵写了⼀封求职信。

这封信写得极好，公爵⼀看就认定达芬奇是⼀个⼈才，从⽽给他资助。即使在今天，这样的信依然能帮你

找到⼯作。

⽂摘

尊敬的，显贵的公爵阁下：

我是来⾃佛罗伦萨的作战机械发明者达·芬奇，希望可以成为阁下您的军事⼯程师，同时求⻅阁下，以便

⾯陈机密：

⼆、我能制造出围攻城池的云梯和其他类似设备。

三、我能制造⼀种易于搬运的⼤炮，可⽤来投射⼩⽯块，犹如下冰雹⼀般，可以给敌军造成重⼤损失和

混乱。

四、我能制造出装有⼤炮的铁甲⻋，可⽤来冲破敌军密集的队伍，为我军的进攻开辟道路。

http://www.twoeggz.com/news/6839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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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电路板⼤多是绿⾊的？

电路板实际上并不是全部都是绿⾊的。唯⼀的绿⾊部分是被称为焊料掩模或焊料电阻/油的树脂外层。这是

⼀种带有彩⾊颜料的硬化树脂，以丝⽹印刷的⽅式涂在电路板上。焊料掩膜的⽬的是为了保护下⾯的电⼦

线路不受潮⽓和灰尘的影响，并控制熔融焊料的流动。

焊料掩膜有多种颜⾊，如蓝⾊、红⾊、⻩⾊、⿊⾊和⽩⾊。甚⾄还有更奇特的颜⾊，如橙⾊、粉⾊、紫

⾊、哑光版、甚⾄是混合⾊板等。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选择绿⾊呢？

电路板是否印刷正确，依赖于⼯⼈的裸眼检查。整天看这么微⼩的电路，⾮常伤视⼒。绿⾊最有利于减轻

视觉疲劳。此外，⼈眼或视锥细胞对绿光⾮常敏感。绿⾊电路板的视觉对⽐度更⼤，⽽对⽐度越⾼，错误

越容易发现。绿⾊电路板往往⾁眼就可以轻松识别电路的缺陷。

另外，绿⾊电路板也有更好的性能。⽬前，绿⾊阻焊膜是唯⼀可以可靠地⽣产 0.1毫⽶（4mil）焊接掩模坝

的颜⾊。接下来是红⾊，⻩⾊和蓝⾊，可以产⽣0.12毫⽶，然后才是⿊⾊和⽩⾊，只能达到0.15毫⽶。焊

接掩模坝在防⽌焊桥形成⽅⾯很有价值。

五、我能设计出各种地道，⽆论是直的还是弯的，必要时还可以设计出在河流下⾯挖地道的⽅法。

六、倘若您要在海上作战，我能设计出多种适宜进攻的兵船，这些兵船的防护⼒很好，能够抵御敌军的

炮⽕攻击。……

九、如果战⽃发⽣在海上，我打算建造能够抵抗最猛烈炮⽕和烟尘的船只。

⼗、和平时期，我相信在建筑上，以及从⼀地到另⼀地的引⽔⼯程上，我⼀样可以像其他⼈那样令您完

全满意。……

此外，我还擅⻓建造其他⺠⽤设施，同时擅⻓绘画和雕塑。

如果有⼈认为上述任何⼀项我办不到的话，我愿在您的花园，或您指定的其他任何地点进⾏试验。

谨此⽆限谦恭之忱，向阁下问安!

列奥纳多·迪·⽪耶罗·达·芬奇

http://www.seeedstudio.com/blog/2017/07/23/why-are-printed-circuit-boards-are-usually-green-in-c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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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绿⾊是历史上默认的电路板颜⾊，所有⼚家都⽀持，所以批量⽣产绿⾊电路板的成本是最低的。

万⽂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这个周刊每周六发布，同步更新在万⽂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中国标局和微信公众号。

微信搜索“中国标局”或者扫描⼆维码，即可订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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