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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情曝周刊：第��期��������（麒麟芯

⽚）

封⾯图⽚

刊⾸语

案例

资讯

⼯具&资源

荐书&知识产权博物馆

字体

⼈物（空缺）

图⽚

⽂摘

⾔论

顾问单位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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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重要的是：我们交朋友吧！

本杂志开源，欢迎提交问题交流，投稿或推荐好的内容。也欢迎你通过评论/邮件的⽅式来分享你的看法，

投稿邮箱：aogo#outlook.com（#替换为艾特） 。欢迎留下邮箱或者添加微信订阅（⽅便推送PDF版周

刊）

本周主题：选择和表达

编者：⽼⾼

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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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0年7⽉11⽇ 宁波办公室

麒麟，（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瑞兽）

麒麟，是指中国传统瑞兽。古⼈认为，麒麟出没处，必有祥瑞。有时⽤来⽐喻才能杰出、德才兼备的⼈。 

《礼记·礼运第九》：“麟、凤、⻳、⻰，谓之四灵”，可⻅麒麟地位起码与⻰同等，并不低于⻰。

从其外部形状上看，集狮头、⿅⻆，⻁眼、麋身、⻰鳞、⽜尾就于⼀体；尾巴⽑状像⻰尾，有⼀⻆带⾁。

但据说麒麟的身体像麝⿅，它被古⼈视为神灵。

近⽇，检索中国商标局系统，看到华为注册了⼀个麒麟的图案商标。

华为麒麟芯⽚（HUAWEI Kirin）是华为公司于2019年9⽉6⽇在德国柏林和北京同时发布的⼀款新⼀代旗

舰芯⽚。众所周知，Y近随着美国针对华为芯⽚禁令升级，华为的麒麟芯⽚陷⼊了困境，很多⼈甚⾄猜测

如果禁令未解除，那么可能在今年的麒麟1020后，很难再有旗舰芯⽚了。

“求⽣存是华为现在的主题词。”5⽉18⽇，华为轮值董事⻓郭平⾯向全球媒体和分析师回应称。特别是即将

推出的华为Mate 40的⼼脏——5nm麒麟芯⽚，将影响到华为⼿机的出货，这关乎与苹果的竞争、⼿机的

销量、华为的市场份额甚⾄中国的5G战略。

1、知产北京 ｜知产er告诉你：奇思妙想不等于胡思乱想

刊⾸语

案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A%92%E9%BA%9F/5574?fr=aladdin
https://mp.weixin.qq.com/s/0D-UmakWwJEG7maqp2dh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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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北京晚报整版报道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针对专利申请问题的讲解，⽂章结合三个案例介绍了可申

请专利的技术⽅案和胡思乱想之间的区别，强调了专利申请的要点。

允许发明⼈将发明创造申请为专利，这是国家对于科学技术进步、创新的认可和保护。但事实上，专利申

请并⾮都如⼤家所想的“⾼端”，有些专利读起来就像是在看⼀本科幻⼩说。当然，过于 “天⻢⾏空”的想法

很难Y终被获准注册。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助理陈⼀平表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案和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的判断标准之

⼀，在于专利法中的⼀项规定——专利的实⽤性。

驳回案例：“永动机”：

理由▶ ▶  违背⾃然规律不具备实⽤性

在初中的物理课堂上，“永动机”就被作为⼀个典型的违背能量守恒定律的例⼦。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的⼀起专利纠纷中，申请⼈提出的专利竟是⼀个“靠⾃身产⽣⾼压，液压循环⾃⾏⼯作的发动机”。申请⼈

表示，在不出故障的情况下，这台发动机可以“以后永远不靠外⼒帮助起动”。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装置在后期不靠外⼒⻓期⾃⾏⼯作过程中，必然会因机械摩擦、发热等

耗散⼤量的能量，直⾄耗散殆尽，停⽌⼯作，不可能仅依靠机器内部部件，在外⼒提供原始起动能量后，

不消耗外来能量的情况下就能维持⻓期⽆限的⾃⾏⼯作，这明显违背能量守恒定律，不具备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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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应当符合⾃然规律，违背⾃然规律的发明是⽆法实施的，因此也就不具备专利法所要求的‘实⽤

性’。”陈⼀平表示，永动机这类专利申请没有现实基础，是⽆法被授予专利的。

但就是这个只需具备基础科学素养就能分辨的问题，却依然不断有⼈将“永动机”包装成各种形态，进⾏专

利申请。

在提供启动能量后⽆需补充能源，依靠内部发电机、超能电动机相互作⽤，便能源源不断输出能量的“电磁

永动机”；利⽤⼀系列杠杆连接机件，让机器⼈实现持续⾏⾛的“⾃⾛机器⼈”……这些都是北京知产法院曾

审理过的“永动机”类案件，这些专利也毫不意外地均被驳回。

驳回案例：沙漠增⾬、航天⺟舰：

理由▶ ▶  只是设想层⾯脱离社会需要

驳回案例：让产妇“⾃⼰⽣娃”：

理由▶ ▶  不属于技术⽅案更没有创造性

2、评析“⽤于移动通信设备的图形⽤户界⾯（分享）”的外观设计专利权⽆效宣

告请求案

作者：钟华   2001年8⽉进⼊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现任复审和⽆效审理部外观设计申诉⼀处

⼀级调研员。

　

　　2018年6⽉，乔某针对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的⼀件名称为“⽤于移动通信设备的图形⽤户界⾯

（分享）”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730667916.7）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和⽆效审理部（下称复

审和⽆效审理部）提起⽆效宣告请求。复审和⽆效审理部经审理作出审查决定，宣告涉案专利权全部⽆

https://mp.weixin.qq.com/s/1zUrCUlB82bMaz14p-T5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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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涉案专利涉及短视频分享平台的图形⽤户界⾯（下称GUI），其运⽤⼗分⼴泛，该案审理也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度关注，复审和⽆效审理部为此组织了⼝头审理的观摩活动。

　　随着GUI的迅速发展，该类型专利申请数量与⽇俱增，⽆效案件也时有发⽣，然⽽由于相应法律法规的

滞后，GUI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仍处于摸索阶段，亟需在审查实践中填补和完善。同时，由于互联⽹技术的

⼴泛运⽤，⽹络证据在⽆效案件中使⽤率⼤幅上升，在该案中，对于⽹络证据的认定是本案的焦点问题之

⼀。该案合议组在上述两⽅⾯进⾏了有益的探索，特此撰⽂分享。

确定GUI的保护范围

　　⽬前，我国尚未将部分外观设计纳⼊外观设计产品的保护范畴，因此，现阶段GUI需要和有形载体结合

才能获得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为尽量淡化有形载体的作⽤，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相关规定，即对于包

括图形⽤户界⾯的产品外观设计，如果涉案专利其余部分的设计为惯常设计，其图形⽤户界⾯对整体视觉

效果更具有显著的影响。

　　该案中，双⽅当事⼈对该⼿机的形状为惯常设计均⽆异议，审查决定中亦认定该⼿机形状对整体视觉

效果不具有显著的影响。涉案专利的主视图显示其内容界⾯为空⽩，⽽在使⽤状态参考图示出分享内容后

的界⾯，结合简要说明，可以确定该GUI为分享界⾯，空⽩处表示随分享内容⽽变化，因此其参考图中分享

的具体内容并⾮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在与现有设计对⽐时，也⽆需考虑现有设计中分享内容的不同。此

外，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的中英⽂⽂字的区别是针对不同语⾔使⽤者所作的适⽤性调整，主要作⽤是功能

标签或者标识其上⽅的应⽤、功能图标的功能，由于外观设计专利并不保护⽂字的字⾳字义，仅将⽂字作

为图案看待，因此当其相对于整个图形⽤户界⾯⽽⾔属于局部细微的差别时，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不具

有显著的影响。

对GUI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启示

　　对于GUI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申请⼈在申请时应注意选择有形产品为载体，为强调保护图形⽤户界⾯，

载体以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为宜，对于⽆意列⼊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内容，可在照⽚中以空⽩框表示，同

时在使⽤状态参考图中示意出实际使⽤时的状态，并在简要说明中说明。更为重要的是，申请⼈要充分认

识到专利权与著作权、商标权的不同，在申请专利前作好相应的保密⼯作，在申请专利后才能公开，否则

在⽹络上任何形式的公开，都可能会构成对其⾃身不利的证据，导致在后申请的专利被宣告⽆效。

3、“图解电影”侵犯信息⽹络传播权判赔3万  

提示：此案是全国⾸例涉及将影视作品制作成⽹络图⽚集⽅式侵权的案件，对

于明确影视市场商业化开发和合理使⽤的边界有重要意义。

案情简介：

https://3g.163.com/news/article/FFG1E5V605129QAF.html?from=history-back-list
https://mp.weixin.qq.com/s/FAyLNRypGpgYh8ZUK-t-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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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酷公司享有上述两部作品《三⽣三世⼗⾥桃花》《⼤军师司⻢懿之军师联盟》的信息⽹络传播权。

蜀⿉科技公司运营的“图解电影”APP和“图解电影”⽹站为在线图⽂电影解说平台，宣传“⼗分钟品味⼀部好

电影”，在其⽹站上提供了上述两部作品的“图解电影”图⽚集。

优酷公司认为其⾏为侵犯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络传播权，诉⾄法院。⼀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图解电影”被

诉侵权⾏为成⽴，并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万元。蜀⿉科技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法律分析及法院判决：

⼀、被告是否实施了被诉侵权⾏为？

被告主张其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涉案剧集为⽹络⽤户上传，但其提供的证据不⾜以证明涉案图⽚集

为真实⽤户所上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提供⽹络图⽚集也侵犯信息⽹络传播权吗？

虽然被告的⾏为改变了涉案剧集作品原有的表现形式，提供的为⽹络图⽚集⽽并⾮视频本身，但对著作权

法第⼗条第⼗⼆项规定的“以有线或者⽆线⽅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为，不应狭隘地限定为以不改变作品

形式的⽅式向公众提供完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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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案⽹站截图

涉案剧集是连续动态的影视画⾯，⽽涉案⽹络图⽚集是静态图⽚，虽然两者表现形式不同，但并不意味着

改变了类电作品的形态就不存在提供作品的⾏为。⽽且根据现有制作技术，流动画⾯的类电作品的实质，

是静⽌画⾯的集合和连续播放，类电作品中⼀帧帧的画⾯亦应是该作品的组成部分。

因此，判断被告是否存在提供作品的⾏为，关键还是在于考察涉案图⽚集是否使⽤了涉案剧集具有独创性

的表达且能基本反映剧集的全部内容。

⬆ 涉案侵权图⽚集

本案中，涉案⽹络图⽚集截取了涉案剧集中的382幅画⾯，系涉案剧集中具有独创性表达的内容，能够反

映剧集的完整内容，构成提供作品的⾏为，且通过⽹络在线⽅式，使公众可以在其个⼈选定时间和地点获

得涉案图⽚集。

故法院认定，被告实施的上述⾏为，已侵犯原告对涉案剧集的信息⽹络传播权。

三、涉案⽹络图⽚集是否构成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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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主张的涉案图⽚是否构成新的作品与本案侵权是否成⽴⽆关。被告提供涉案图⽚集的⾏为已超过适当

引⽤的必要限度，亦⾮出于评论性引⽤的⽬的，公众可通过浏览⽹络图⽚集快捷地获悉涉案剧集的关键画

⾯、主要情节，已经影响涉案剧集的正常使⽤，损害权利⼈的合法权益，不属于合理使⽤。

据此，北京知产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此案是全国⾸例涉及将影视作品制作成⽹络图⽚集⽅式侵权的案件，对于明确影视市场商业化开发和合理

使⽤的边界有重要意义。

1、2020年⼆季度全国省市县商标主要统计数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7⽉7⽇发布2020年⼆季度全国省市县商标主要统计数据。

1、2020年⼆季度各省、⾃治区、直辖市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申请注册统计表

说明：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申请件数、注册件数指2019.12.16-2020.6.15的商标统计情况

资讯

省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申请件数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件数

  2459 993

北京市 66 5

天津市 5 24

河北省 125 40

⼭⻄省 29 8

内蒙古⾃治区 26 20

辽宁省 10 2

吉林省 23 9

⿊⻰江省 11 5

上海市 6 1

江苏省 1037 464

浙江省 163 50

安徽省 45 15

http://sbj.cnipa.gov.cn/sbtj/202007/t20200707_319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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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年⼆季度各省、⾃治区、直辖市商标注册申请量、注册量统计表

⼴东好多，浙江也不少 ，⼭东还可以，澳⻔需要努⼒啊。

说明：申请件数、注册件数指2019.12.16-2020.6.15的商标统计情况，其他指截⾄2020.6.15的统计情况

福建省 42 36

江⻄省 71 14

⼭东省 114 69

河南省 26 5

湖北省 49 44

湖南省 56 19

⼴东省 245 55

⼴⻄壮族⾃治区 21 3

海南省 14 15

重庆市 7 10

四川省 86 34

贵州省 27 4

云南省 60 16

⻄藏⾃治区 6 6

陕⻄省 23 7

⽢肃省 17 11

⻘海省 28 0

宁夏回族⾃治区 0 2

新疆维吾尔⾃治区 21 0

省 申请件数 注册件数 有效注册量

  4169951 2545215 25699034

北京市 259916 176210 2065073

天津市 39385 23738 265812

河北省 134340 78102 748250

⼭⻄省 37802 20493 19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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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治区 32161 21375 220624

辽宁省 61678 37523 426798

吉林省 35168 20484 232845

⿊⻰江省 42420 27628 295199

上海市 226801 146185 1595979

江苏省 280487 163439 1680043

浙江省 407181 260385 2712098

安徽省 132197 77431 678367

福建省 255717 148714 1408213

江⻄省 91490 53907 450929

⼭东省 270315 152727 1429475

河南省 189596 125666 988332

湖北省 88384 65807 605659

湖南省 109948 66592 636564

⼴东省 813657 488643 4896930

⼴⻄壮族⾃治区 54553 28905 261324

海南省 18307 11147 109311

重庆市 71342 50900 529292

四川省 156128 94475 916520

贵州省 52944 26250 236322

云南省 62165 39113 393895

⻄藏⾃治区 6564 3435 33902

陕⻄省 75532 42791 441392

⽢肃省 20422 12230 109911

⻘海省 7183 4228 44073

宁夏回族⾃治区 10469 5468 60300

新疆维吾尔⾃治区 39003 16095 198393

中国⾹港 78399 48438 644224

中国澳⻔ 693 435 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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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X3的滑盖设计后，⼩⽶申请了新的滑动相机专利以增加屏幕占⽐    

⾸提全⾯屏后，近年来，⼩⽶⼀直在寻找提⾼屏占⽐的新的⽅案，2020.06.23公开了了⼀项新专利，专利

描述了⼿机摄像头的滑动模式，前后都可以有。该摄像头模块允许⽤户同时推倒两个摄像头，以提⾼屏占

⽐。

⼩⽶申请了滑动相机专利，⼿机背⾯设置⼀个滑动条，上⾯装了三个摄像头。要⽤前置摄像头时，滑动条

会⾃动滑出，这样⼿机正⾯就可以实现全⾯屏。

中国台湾 7604 6256 176940

https://mp.weixin.qq.com/s/Aq9kr8GL7EMJ1OOGMnE9SA
https://mp.weixin.qq.com/s/MYJ81V9lQqRskhmmE5O5Ow


13

3、平流层⻜船

https://www.geekwire.com/2020/space-perspective-reboots-vision-flying-passengers-stratosphere-bal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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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私⼈公司提出了“平流层⻜船”计划，让游客乘坐⻜船上升到平流层（距离地⾯30公⾥），体验⼀

下太空的感觉，票价预计为每⼈12.5万美元。⻜船可以乘坐⼋名乘客和⼀名⻜⾏员，先进⾏⻓达两个⼩时

的上升，然后在空中停留两个⼩时，Y后再花两个⼩时下降。

⻜船的上升动⼒，主要来⾃⼀个巨⼤的充满氢⽓的⽓球。⻜船内部有酒吧，还有⼀个“拥有世界上Y佳视

野”的厕所，甚⾄有 Wifi。该公司计划⻜船在2024年完⼯，⽬前已经在官⽹接受预订。

https://thespaceperspective.com/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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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深度｜每颗北⽃卫星都有⾃⼰的功⽤！

https://mp.weixin.qq.com/s/oUCq7VDQQJyu9WA9bkjq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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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夜空中的北⽃七星，还是如今的北⽃系统，星座中的每⼀颗“星”都独具特⾊，都有⾃⼰的功⽤。北

⽃三号全球星座由地球静⽌轨道（GEO）、倾斜地球同步轨道（IGSO）、中圆地球轨道（MEO）三种轨

道卫星组成，北⽃⼈称这三种卫星为“北⽃三兄弟”。根据三种轨道卫星名称英⽂⾸字⺟的发⾳，⼜被亲昵

地称作“吉星”、“爱星”和“萌星”。3颗“吉星”，3颗“爱星”，以及24颗“萌星”，共同构成了北⽃三号星座

⼤家族。每颗卫星根据各⾃运⾏轨道特点和承载功能，既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共同为全球⽤户提供⾼

质量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GEO卫星站得⾼，覆盖⼴：

  吉星——GEO卫星，位于距地球约3.6万千⽶、与⾚道平⾏且倾⻆为0°的轨道。GEO卫星定点于⾚道上

空，理论上星下点轨迹（即卫星运⾏轨迹在地球上的投影）是⼀个点，因其运动周期与地球⾃转周期相

同，相对地⾯保持静⽌，所以称作地球静⽌轨道卫星。

  GEO卫星单星信号覆盖范围很⼴，⼀般来说，三颗GEO卫星就可实现对全球除南北极之外绝⼤多数区域

的信号覆盖。GEO卫星始终随地球⾃转⽽动，对覆盖区域内⽤户的可⻅性达到100%。同时，GEO卫星因

轨道⾼，具有良好的抗遮蔽性，在城市、峡⾕、⼭区等具有⼗分明显的应⽤优势。

IGSO卫星爱漫步，⾛“8”字：

  爱星——IGSO卫星，与GEO卫星轨道⾼度相同，运⾏周期也与地球⾃转周期相同，但其运⾏轨道⾯与⾚

道⾯有⼀定夹⻆，所以称作倾斜同步轨道卫星。IGSO卫星星下点轨迹呈现“8”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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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GEO卫星同为⾼轨卫星，IGSO卫星信号抗遮挡能⼒强，尤其在低纬度地区，其性能优势明显。IGSO

总是覆盖地球上某⼀个区域，可与GEO卫星搭配，形成良好的⼏何构型，⼀定程度上克服GEO卫星在⾼纬

度地区仰⻆过低带来的影响。同时，由于我国地处北半球，GEO在⾚道平⾯内运⾏，由于⾼⼤⼭体、建筑

物的遮挡，在其北侧的⽤户难以接收GEO卫星信号，即存在北坡效应问题，⽽IGSO卫星可有效缓解这⼀问

题的影响。

MEO卫星全球转，动的快：

  萌星——MEO卫星，星如其名，⼩巧灵活。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多由MEO卫星组成，运⾏轨道在约2

万公⾥⾼度轨道。MEO卫星像极了不知疲倦的⼩萌娃，在⾃⼰的跑道上绕着地球⼀圈⼜⼀圈地奔跑，星下

点轨迹不停地画着波浪线，以便覆盖到全球更⼴阔的区域。

  MEO卫星因其全球运⾏、全球覆盖的特点，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实现全球服务的Y优选择。

随着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三种不同轨道⾼度的北⽃卫星各放异彩，各显神通，

基于各⾃的⼩功⽤，实现北⽃的⼤功⽤，助⼒“中国的北⽃”成为“世界的北⽃、⼀流的北⽃”。

5、IUCN濒危物种红⾊名录更新，冬⾍夏草⾸上名录  

https://mp.weixin.qq.com/s/8Gr8xRc6cS4fWykUtYYj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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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世界⾃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了⼀年更新⼀次的濒危物种红⾊名录。根据此次更新，⻢达加斯

加近三分之⼀（31%）的狐猴物种现在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距离灭绝仅⼀步之遥，其中98%的狐猴⽣存

受到威胁。⽽我国的冬⾍夏草出现在了易危物种之列。

近三分之⼀狐猴濒临灭绝

整个狐猴下⽬的60多个物种全部⽣活在⻢达加斯加及周边⼩岛上，宛如⼀个世外桃源。它们的祖先在⼤约

6000万年前起源于⾮洲，它们中的⼀部分渡过海峡，来到⻢达加斯加，在这⾥开枝散叶、繁衍⽣息。但根

据Y新红⾊名录，⻢达加斯加的107种狐猴中有103种被列⼊名单，其中33个狐猴物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13种是在今年列⼊。IUCN认为发⽣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达加斯加的森林砍伐和焚烧以及狩猎。

冬⾍夏草成为易危

冬⾍夏草被红⾊名录称为“世界上Y昂贵的真菌”。IUCN发布的新闻稿中提到，“在过去的20年⾥，这种真

菌已成为其原产地成千上万⼈的主要⽣活来源。在过去15年⾥，由于过度采摘，冬⾍夏草的数量⾄少减少

了30%。”

此外，由于⼤量采摘，松茸也⾸次被IUCN列⼊了易危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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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商标使⽤在指定服务上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哪些？商标使⽤在指定商品上的具

体表现形式有哪些？

　　商标使⽤在指定服务上的具体表现形式有：

　　1.商标直接使⽤于服务场所,包括使⽤于服务的介绍⼿册、服务场所招牌、店堂装饰、⼯作⼈员服饰、

招贴、菜单、价⽬表、奖券、办公⽂具、信笺以及其他与指定服务相关的⽤品上；

　　2.商标使⽤于和服务有联系的⽂件资料上，如发票、汇款单据、提供服务协议、维修维护证明等；

　　3.商标使⽤在⼴播、电视等媒体上，或者在公开发⾏的出版物中发布，以及以⼴告牌、邮寄⼴告或者

其他⼴告⽅式为商标或者使⽤商标的服务进⾏的⼴告宣传；

　　4.商标在展览会、博览会上使⽤，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该商标的印刷品及其他资料；

　　5.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商标使⽤形式。

　　商标使⽤在指定商品上的具体表现形式有：

　　1.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式将商标附着在商品、商品包装、容器、标签等上，或者使

⽤在商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册、价⽬表等上；

　　2.商标使⽤在与商品销售有联系的交易⽂书上，包括使⽤在商品销售合同、发票、票据、收据、商品

进出⼝检验检疫证明、报关单据等上；

　　3.商标使⽤在⼴播、电视等媒体上，或者在公开发⾏的出版物中发布，以及以⼴告牌、邮寄⼴告或者

其他⼴告⽅式为商标或者使⽤商标的商品进⾏的⼴告宣传；

　　4.商标在展览会、博览会上使⽤，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该商标的印刷品以及其他资

料；

　　5.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商标使⽤形式。

7、⼀句话消息

华为麒麟芯⽚商标曝光? 看那傲娇的⼩眼神！

今天企XX检索到1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注册的图形商标，按照商标号与商标局数据对照，确定确有其

事。图形如下图。注册内容为： 

中央处理器（CPU）(0901)

已录制的计算机程序(0901)

计算机服务器(0901)

⽹络服务器(0901)

图形加速器(0901)

计算机硬件(0901)

中央处理器⽤散热器(0901)

图形处理器（GPU）(0901)

计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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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处理器(0901)

处理信息、数据、声⾳和图像⽤中央处理器(0901)

计算机存储装置(0901)

计算机软件（已录制）(0901)

半导体存储器(0901)

英国科学家发表研究成果，每天盯着红光看⼏分钟，有助于防⽌⽼年⼈视⼒下降。发表在《⽼年医学

杂志》上的⼀项新研究，观察深红光⼏分钟可以有效防⽌随着年龄的增⻓⽽导致视⼒下降。

https://www.cnn.com/2020/06/30/health/declining-eyesight-red-light-scn-wellnes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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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消毒“⼩坦克”助⼒丰台社区智慧“战疫”

⼯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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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及分析⽹

果汁局出品，精品。⽇常专利管理和查询都够⽤了。可以下载完整的专利PDF⽂献。 

仅需要注册⼀个账号即可。注册对公众开放。

多种语⾔，多个国家。你可以试试。

http://pss-system.cnipa.gov.cn/sipopublicsearch/portal/ui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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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哪些情形不被视为《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

以下情形，不被视为《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

　　1.商标注册信息的公布或者商标注册⼈关于对其注册商标享有专⽤权的声明；

　　2.未在公开的商业领域使⽤；

　　3.仅作为赠品使⽤；

　　4.仅有转让或许可⾏为⽽没有实际使⽤；

　　5.仅以维持商标注册为⽬的的象征性使⽤。

哪些证据不被视为《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

仅提交下列证据，不被视为《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

　　1.商品销售合同或提供服务的协议、合同；

　　2.书⾯证⾔；

　　3.难以识别是否经过修改的物证、视听资料、⽹站信息等；

　　4.实物与复制品。

3、Mowned

⼀个⼿机数据库，可以⽣成免费的个⼈⻚⾯，让你展示⾃⼰⽤过的⼿机。

https://mown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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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吉搜索

⼀个新的国产搜索引擎，个⼈作品，知乎评价挺⾼。有⼈说是纯粹⼭寨DuckDuckGo。DuckDuckGo就是

主打隐私搜索的，在外国因为隐私原因不想Google的⼈很多都⽤它。

继续荐书

我的帖⼦中使⽤的链接是电商链接，这意味着您单击该链接并进⾏购买时，我将获得少量佣⾦，⽆需您⽀付任何额

外费⽤。

1、商业知识产权战略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for Business) （汉英对照） 出版时间：2020-

05-01

  [美] 罗伯特.莫，杰思，

荐书&知识产权博物馆

https://dogedoge.com/
http://www.chinabiaoju.com/2020/07/book/intellectual-property-strategy-for-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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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语：

本书由太平洋两岸法律界的知名⼈⼠精⼼编撰，以美国和中国为重点，为全球读者奉献了关于知识产权商

业决策的实⽤指南。如果您负责企业知识产权组合的构建，或希望企业免遭相关侵权的指控，相信您能够

通过阅读该书，解决知识产权领域的商业决策问题。

——⾕歌公司专利顾问Kurtis MacFerrin

这是⼀本启迪法律智慧、⿎励知识创新、引⼈⼊胜的优秀著作。它将“商业”与“知识产权”、“战略”与“战

术”的思想精髓融为⼀炉，并进⾏了完美的结合和阐释。这也是⼀本难得的跨国著作，享誉国际知识产权界

的著名学者莫杰思教授与公司并购领域的法律新秀刘律师联袂，以通俗易懂的⽅式将蕴含着深厚理论功底

和实践经验的知识分享给了读者，值得点赞。

——中国⼈⺠⼤学商法研究所所⻓、教授 刘俊海

2、知识产权与国防使⽤

国防领域内关于知识产权的第⼀部专著，知识产权领域内关于国防的第⼀部专著。 

欧宁 等著    出版时间：2019-12-01

http://www.chinabiaoju.com/2020/07/book/intellectual-property-for-national-defens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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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度的⼀般规则是赋予专利权⼈专有权以促进创新并帮助其获得投资回报，⽽国防采购政策的⽬标是

通过扩⼤竞争性采购，提⾼国防采购质量效益，为国⺠提供优质、⾼效、低成本的国防公共产品。本书通

过系统介绍世界主要国家⽴法例，阐述了为国防⽬的使⽤专利的国际通⾏规则，并从法理学和经济学的⻆

度对其合理性进⾏分析，填补了我国专利制度理论与国防知识产品采购中的空⽩。

免费商⽤中⽂字体：优设标题⿊。 ⼀款免费字体，适⽤于标志、标题和海报。  

字体

http://www.chinabiaoju.com/2020/07/tm-font/uisdc-first-fre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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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HucPr6mk4uwvji-cQpo6g  提取码: fkf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盘⼿机App，操作更⽅便哦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盘⼿机App，操作更⽅便哦

⼈物（空缺）

https://pan.baidu.com/s/1ZHucPr6mk4uwvji-cQpo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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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于1995年的塔克拉⻢⼲沙漠公路

建于1995年的塔克拉⻢⼲沙漠公路，全⻓552公⾥，穿越世界第⼆⼤流动沙漠。两旁的绿化带采⽤滴⽔灌

溉，防⽌公路被沙漠吞没。（ 出处：Instagram）

1、太⼼急！只因提前发了朋友圈，设计师四项专利被宣告⽆效！

近⽇，中国（苏州 ）知识产权保护中⼼（以下简称“保护中⼼”）就处理了⼀件关于专利的纠纷，申请⼈因

为在申请专利前将⾃⼰的设计公开，导致了其申请的专利⽆效。

2019年，苏州某专利权⼈（以下简称“请求⼈”）向苏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以下简称“保护中⼼”）投诉

⾼新区某家具店（以下简称“被请求⼈”）侵犯其4项家具外观设计专利，并现场提交了侵权证据材料。

图⽚

⽂摘

https://www.instagram.com/p/CBkHgHlBGmT/
https://mp.weixin.qq.com/s/wRU2NySTy_glUHTecLYe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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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保护中⼼受理后⽴即成⽴合议组对案件进⾏处理，并于当⽇前往该家具店送达材料，并现场拍照取

证调查。

合议组组织双⽅进⾏⼝头审理。在⼝头审理过程中，双⽅当事⼈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被请求⼈提供的公

证⽂书中的证据材料（请求⼈发布的抖⾳视频作品、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朋友圈发布的信息以及微信

个⼈聊天记录）能否作为现有设计抗辩的依据。

审理过程中，被请求⼈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复审和⽆效审理部对涉案4个外观设计专利提出专利⽆

效申请。专利复审和⽆效审理部依据被请求⼈提交的公正⽂书（⼝头审理中提交）以及部分补充的证据，

于2020年6⽉10⽇宣告4项外观设计专利权全部⽆效。Y终，4个案件以请求⼈主动申请撤案⽽结案。

明明应该是⾃⼰的专利，为什么Y后却被宣告⽆效呢？办案⼈员介绍，根源还是申请⼈“太⼼急”。据调

查，本案中4个家具外观设计专利，请求⼈王先⽣在申请⽇之前就已经通过⽹络（抖⾳视频、微信公众号、

微信朋友圈及微信个⼈聊天记录）的形式对外发布专利产品信息，能够明显看出⽤户发布信息的⽬的是为

了销售或者推⼴产品，符合产品销售⼴告的性质特征。据此，可以认定产品从发布之⽇起就处于对社会公

众公开的状态。王先⽣的⾏为导致了其4项外观设计专利丧失新颖性，专利权全部⽆效。⾟勤付出⽽申请的

专利，Y终竟因⾃⼰的提前公开⽽被核定⽆效，令⼈惋惜。

⾟勤付出⽽申请的专利，Y终竟因设计者⾃⼰的提前公开⽽被宣告⽆效，可谓“功亏⼀篑”。据悉，本案不

仅是现有设计抗辩成功的典型案例，同时也是当前⽹络技术⾼速发展背景下⽹络侵权证据收集与认定的参

考案例，对专利权⼈在今后专利申请与维权⽅⾯具有很好的现实指导意义。

为什么已取得的专利权会被⽆效？

通过⽹络发布信息是否构成专利法上的现有技术，取决于该⽂件是否已经处于专利法上的公知状态。

根据《专利法》第⼆⼗⼆条：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

⼈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新型在申请⽇以前向国务院专利⾏政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以后（含

申请⽇）公布的专利申请⽂件或者公告的专利⽂件中。

本法所称现有技术，是指申请⽇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专利法》第⼆⼗三条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就

同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以前向国务院专利⾏政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以后公告的专利⽂件

中。

本法所称现有设计，是指申请⽇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专利审查指南》（2010）第⼆部分第三章2.1对现有技术进⾏规定：“根据专利法第⼆⼗⼆条第五款的规

定，现有技术是指申请⽇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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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众是否知晓相关技术信息的评判，只需要公众具有能够知晓技术信息的可能性，⽽不需要真正确定

⽆疑地获取到该信息，该标准实为⼀种推定标准，⽽⾮法定标准。

对于信息能否被判定为“为公众所知”，还是要与时俱进，因为在新媒体时代，所有的信息来源发⽣了变

化，传播的⽅式也随之发⽣了变化，变成了以⼤众参与，⼈⼈互动⼝⼝相传的形式。想要在新媒体时代将

这个标准制定好，还是需要深刻了解新时代信息扩散的特征。

2、专利三问 

⼀问▶ ▶  何为专利？

专利制度起源于英国，当时，⼯业⾰命使得技术发展突⻜猛进，当时的⼈们注意到了⼯业技术对于国家的

价值，因此建⽴起⼀整套保护发明者的制度。发明者投⼊时间、⾦钱进⾏研发，并将⾃⼰的专利通过专利

⽂献的形式详细披露，以换取国家所给予他的⼀段时间内的垄断收益。但给予这种保护的前提，便是专利

必须具备⼀定的社会、经济价值。

⼆问▶ ▶  如何申请专利？

要想申请专利，必须先撰写详细的专利申请⽂件，将提交审核的专利⽅案写清楚。陈⼀平解释道，专利申

请⽂件需要让该专利所在领域内的⼀般技术⼈员能够理解，因为专利是⼀种“以公开换保护”的制度，要想

获得专利法的认可，前提就是要将技术⽅案充分公开。

随后，申请⼈便可以将专利申请⽂件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由专业的审查⼈员进⾏审查，在这⼀步，审

查⼈员需要判断专利的实⽤性、新颖性和创造性。陈⼀平表示，缺乏实⽤性是专利申请被拒的常⻅情形。

如果申请⼈对此不服，可以申请复审，对复审决定不服的，还可以以国知局为被告提起⾏政诉讼。

陈⼀平表示，随着近些年的普及宣传，⼤众已经有了申请专利保护的概念，但对专利法及专利制度的需求

理解还不透彻，因此才会出现“奇葩专利”申请。

“创新思路千万条，实⽤可靠第⼀条。”陈⼀平笑称，专利要具有在产业中被制造或使⽤的可能性，能够解

决技术问题，具有积极有益的技术效果。从⼀个天⻢⾏空的想法到具体可实施的技术⽅案之间，是有很⻓

的路要⾛的。

当然，⼀些⼩发明、⼩点⼦虽然不符合专利申请的标准，也同样能产⽣其他的价值。被⽹友们称作“发明界

泥⽯流”的⽹红“⼿⼯耿”，就常常⽤不锈钢等废弃材料做出⼀些奇怪的“⽆⽤良品”。陈⼀平认为，这些创意

可能在娱乐等领域产⽣意义，不过⽆法被纳⼊专利评价体系之中。

https://mp.weixin.qq.com/s/0D-UmakWwJEG7maqp2dh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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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 ▶  如何判断是否能成为专利？

如何判断⼀个专利申请是否具备实⽤性、新颖性和创造性呢？这是专利审查和专利⾏政案件审理的核⼼问

题。但专利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极其⼴泛，可谓是“隔⾏如隔⼭”，没有任何⼀个⼈能够⼴泛涉猎全部学科。

因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了技术调查官制度，在专利案件中，聘请相应领域的专家参与庭审。截⾄

2019年底，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共有75名技术调查官参与了2068起案件的技术事实查明⼯作。

3、为什么⻦类可以⻜越珠穆朗玛峰？

斑头雁之迷

斑头雁（bar-headed geese）冬季⽣活在印度中部，夏季⽣活在哈萨克斯坦或蒙古。每年，它都要从印

度⻜到蒙古，然后再⻜回来。

从印度到蒙古，斑头雁必须越过世界Y⾼的喜⻢拉雅⼭脉，现在已知这些⻦类的⻜⾏⾼度可以达到8500

⽶。这是如何做到的？

http://nautil.us/issue/86/energy/why-birds-can-fly-over-mount-ev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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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以上的⾼度，氧⽓极为稀薄，⼈类呼吸⾮常困难。但是，斑头雁可以顺畅地呼吸，这就是它们能⻜

越喜⻢拉雅⼭的主要原因：它们的肺远⽐⼈类的肺强⼤⾼效，即使在那样的⾼度，身体也能得到⾜够的供

氧。

⻦类的肺

事实上，所有⻦类（蜂⻦，鸵⻦，鸽⼦）都有超⾼效的肺部。⼈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肺，跟它们⼀⽐，看

起来都很低级。

⼈类和哺乳动物的呼吸，进出都是同⼀个⼝，嘴和⿐⼦同时⽤于呼⽓和吸⽓。但是，⻦类不这样，呼吸的

进⼝和出⼝是分开的，有两个⼝，⽓体在体内永远是单⽅向流动，空⽓被吸收氧⽓后，不会再次经过肺

部，这样的效率更⾼。

⽽且，⻦类的⻣头⾥⾯有⽓囊和中空的空间，可以储存空⽓，进⼀步使得呼吸更容易。

恐⻰的肺

⻦类是如何获得这样强⼤的肺呢？

答案很简单，它们从恐⻰那⾥继承来的。⻦类的祖先是恐⻰！恐⻰的肺也是⾼效的，所以它们的体积才会

变得这么⼤！它们的肺可以⽀持庞⼤身体的供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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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氧量的变化

恐⻰的肺的进化，与地球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亿年前，陆地上刚刚出现植物，这时地球⼤⽓的氧⽓含量很⾼，超过了30%。相⽐之下，今天空⽓⾥的

氧⽓含量只有21%。

由于氧⽓太多，使得呼吸效率低下的昆⾍，可以繁殖得很⼤。蜻蜓的翼展能达到1⽶左右，蜈蚣⻓2⽶多，

⻘蛙等两栖动物像饭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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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太多就容易发⽣燃烧，也容易与腐烂植物⾥⾯的碳元素结合，产⽣⼆氧化碳。因此时间⼀⻓，地球⼤

⽓的氧⽓含量就开始下降了，从⽯炭纪（3亿年前）30％的⾼点，快速下降到⼆叠纪（2.5亿年前）的12％

左右。地球上百分之九⼗五的⽣命体，由于⽆法适应氧⽓含量的下降⽽死亡，这是地球历史上Y⼤的⽣物

灭绝事件。

还活着的5％的⽣命体，必须适应低含量的氧⽓，才能⽣存下去。恐⻰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慢慢进化出

了⾼效的肺系统。

后来，空⽓的含氧量⼜开始回升，达到20％以上。恐⻰由于具有强⼤的肺，体积就越⻓越⼤。⽽且，它们

空⼼的⻣头，也有助于减轻整体重量。

⻦类从恐⻰演化⽽来，具有同样的肺系统，专⻔适应低含氧量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能⻜越珠穆朗玛

峰的原因。

1、拉丁语中，“激情”的意思就是“受苦”。如果你热爱⼀样东⻄，却不感到痛苦，那就不是激情。

2、知识使⼈⾃由，或者起码渴望⾃由。

-- [南⾮] 特雷弗·诺亚《天⽣有罪》

⾔论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12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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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些书只需尝⼀⼝，有些书可以吞下去，有些书要咀嚼和消化。

-- 弗朗⻄斯·培根。这段镶刻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前的地⾯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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