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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外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一）不同法系的特点 

1.英美法系 

判例法系：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

包括判例。诉讼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和代理人为重

心，具有抗辩式的特点，同时还存在陪审团制度。在司法制

度上，各国的法律体系不尽相同，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 

适用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地区。 

2.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

定法的方式存在，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具有纠问程序的

特点。在司法制度上，各国的法律体系差异性较大，并没没

有统一的程序。 

适用国家：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拉丁美洲和亚洲大

部分。 

（二）国内法和条约公约 

1.国内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现已建立起

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法律体系。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一直采用

民事特别法的立法方式，如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版权）

https://www.baidu.com/s?wd=%E9%99%AA%E5%AE%A1%E5%9B%A2%E5%88%B6%E5%BA%A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9B%BD/11733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5%9B%BD/147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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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还涉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

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常见的法律法规如

下图所示： 

知识产权

类型 
法律法规 

专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国防专利条例 

商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 

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出版管理条例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其他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

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业

部分）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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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2.国际条约 

中国在制订国内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同时，加强了与世

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加入了十几项知识产

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其知识产权对应的相关国际条约如下表

所示： 

知识产权类

型 

相关国际条约 

专利 《专利合作条约》（PCT）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专利国际分类协定》（IPC） 

商标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 

版权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简称“尼

泊尔公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WPPT） 

《世界版权公约》 

工业品外观

设计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协定》（简称《洛迦

诺协定》）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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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识产权预警三步走 

（一）知识产权注册 

1.定义 

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就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

有权利，通常是国家赋予创造者对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时期内

享有的专有权或独占权。知识产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无形财

产权，他的客体是智力成果或是知识产品，是一种无形财产

或者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是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所创造

的劳动成果。 

2.类型 

专利 

定义：专利是授予发明的专有权利，发明通常是一种提供新

的处理方式或为问题提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产品或过程。要

获得专利，必须在专利申请中向公众披露有关发明的技术信息。 

注册方式：通过 PCT 国际专利制度，巴黎公约或各国专利

局进行申请。 

 PCT 国际专利 巴黎公约 

涉及国家 148 个国家 173 个国家 

专利保护

类型 
发明，实用新型 

发明，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商标 

申请办理

国家阶段

首次提交专利申请

后的 30 个月内 

首次提交申请后，

外观设计 6 个月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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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绝限 明或实用新型 12 个月

内 

注册地点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请方式 
一表多国，方便省

力 

一表一国，分别申

请 

缴费方式 

只需向受理局缴纳

国际费用，国家阶段再

分别缴纳 

向所有要求获得专

利保护国家的专利局缴

纳专利申请费用 

申请风险 

小，评估时间长，

可以对人、物和财力进

行合适配置 

较大，评估时间

短，一旦判断失误或未

得到授权，成本损失较

大 

申请文件

要求 
申请材料可用母语 

申请材料需要指定

语言 

审查方式 

提供国际检索报告

和书面意见参考，评估

后决定是否进入国家 

国家正常程序 

授权所需

时间 
时间长，可控性强 时间相对较短 

授权难易

程度 

国际阶段通过后、

国家阶段较易 

严格，国家正常程

序 

费用及优

惠 

额外付费，由政府

补助；某些国家对 PCT

国家阶段申请的费用比

正常费用，有政府

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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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申请要低 

成本 

申请国家数量 2~3

件， 

选择巴黎公约更划

算 

申请国家数量较

多， 

PCT 更划算 

相较而言，通过 PCT 条约申请的优势较为明显： 

1.递交一份申请即可在多个国家抢先登记。 

2.获得一份国际性检索报告，方便企业评估自己专利授权

前景。 

3.优先权日保留时间长于巴黎公约，企业有宽裕的时间考

虑进入哪些国家。 

4.对于二者的成本问题，申请国家数量较多时，PCT 优于巴

黎公约。 

5.建议所想要去国外申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都通过

PCT 途径申请，获得一份国际检索报告，了解风险后再考虑进入

的各个国家。 

商标 

定义：商标是一种能够将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

商品或服务区分开的标志。商标受知识产权保护。 

注册方式：直接向各国的商标局注册申请，或通过 WIPO的

马德里体系注册申请。 

著 作

权 

定义：著作权是用来表述创作者因其文学和艺术作品而享

有的权利的一个法律用语。版权是对计算机程序、文学著作、音

乐作品、照片、电影等的复制权利的合法所有权。 

注册方式：根据《伯尔尼公约》，无需注册或其他手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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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获得版权保护。 

不过大多数国家还是有一个允许自愿注册作品的系统。 

工 业

品 外

观 设

计 

定义：工业品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

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

用的新设计。 

注册方式：通过巴黎公约进行各国的注册，部分国家可申请

外观设计专利；通过海牙协实现一次申请多国注册（中国不是成

员国，但若在 71 个海牙协定成员国有经常居所，依然可以申请） 

3.注册流程 

常见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工业品

外观设计。其中，除了著作权无需注册便可获得保护以外，

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外海注册申请，具备较完善

的国际注册流程。 

（1）海外专利注册流程——专利合作条约（PCT） 

PCT 体系为寻求跨国专利保护的申请人提供了便捷的程

序，具有诸多益处。递交一份申请即可在多个国家抢先注册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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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商标注册流程——马德里体系 

马德里体系为在多个辖区获得和维持商标保护提供了

一种便捷的程序。该程序可以通过一次国际商标申请，便可

以获得多个指定国家的商标保护（最多涵盖 116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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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工业设计注册流程——海牙体系 

海牙体系使成员国的申请人能够通过向产权组织提交

单一申请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同时申请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并非成员国，但若在海牙协定成员

国有经常居所，依然可以使用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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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产权风险防范 

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知识产权竞争形势，企业在“走出

去”之前应认真评估其面临的知识产权风险，尽早做好战略

布局。本文提供知识产权纠纷的应对策略建议如下： 

1.了解海外知识产权制度与执法情况 

积极了解海外知识产权制度，熟知并尽快适应目标市场

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则，合理利用这些法律规则以规避相关知

识产权风险。收集并分析海外知识产权执法情况，包括目标

市场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构、执法力度和动态，以及司法

保护力度、司法裁判标准及司法保护成本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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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检索与分析 

首先是海外本行业知识产权状况的搜集与分析，包括海

外目标市场的知识产权总体情况、主要的知识产权人、各类

知识产权的分布情况，在目标市场主要的知识产权竞争对手

和潜在的诉讼对手。其次海外竞争对手知识产权行动的搜集

与分析，包括其知识产权许可、转让等交易情况，其知识产

权维权情况。 

3.提高出口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比重 

对大部分国内企业而言，提高出口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

比重可以更好地防范知识产权风险。通过提高海外自主知识

产权比重，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在事实上侵犯知识产权的概率

会减少；即便在被控侵权时会有较强的对抗和反制能力。 

4.科学进行境外知识产权布局 

企业还应对这些知识产权进行科学布局，才能对当地竞

争对手形成很大制约。科学的境外知识产权布局应符合以下

要求：（1）根据其在不同国家的业务特点和竞争对手情况，

就知识产权类型、数量、申请时机等作差异化的布局。（2）

与境外企业的专利联盟或交叉许可，利用联盟的力量对抗其

他竞争对手。（3）通过内部专业人员的储备、境外专业人才

的搜集与沟通，为应对境外知识产权风险准备好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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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产权纠纷应对 

1.专利纠纷多发环节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持续加快，在海外

开疆拓土的同时，遭受的知识产权摩擦纠纷也逐渐增多。目

前而言，国内企业在“走出去”时，一些专利纠纷多发的环

节应当予以注意，这些环节包括海关，展会和电商平台等。 

（1）海关 

我国企业出口到欧美的产品在出口时经常被海关查扣，

主要是涉及商标侵权。涉案企业大多为从事出口加工贸易且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差的中小型加工贸易企业，它们以“代工”、

“贴牌”生产为主，对国外企业供的图样、商标涉及的知识

产权情况没有仔细鉴别就盲目接单。 

海关环节的知识产权纠纷常见的是商标侵权，主要的应

对策略有：1）双方达成和解；2）提出不侵权抗辩；3）提起

相关知识产权的无效程序。 

（2）电商 

由于跨境电商已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途径，电商平台

的侵权纠纷事件与日俱增。国内企业的产品在海外的电商平

台售卖时，因未及时注册国际商标而引起的纠纷、或因专利

侵权导致产品下架的情况屡见不鲜。 

电商环节的知识产权纠纷类型较多，有商标侵权、著作

权侵权和专利侵权。电商环节的应对策略有 1）双方达成和

解；2）提出不侵权抗辩；3）提起相关知识产权的无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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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会 

欧盟的展会侵权调查也是中小企业频频遇到的纠纷。欧

盟执法部门在接到申请后往往会在国际展会上对我国参展

产品进行大面积搜查；申请如果成立，便立即下达临时禁令

并强制执行，主要的专利纠纷类型为商标侵权和专利侵权。 

企业需要注意的是，展台没有救济程序，收到禁令即刻

撤柜，不服从者将会遭警方拘留的风险。事后可以根据情况

选择应对策略 1）达成和解；2）正式起诉；3）临时禁令程序

的复议；4）对费用部分提起复议 

2.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策略 

（1）积极协商，达成许可协议 

若侵权成立，则应积极与对方谈判，了解对方意图，力

争达成和解，避免损失的扩大。 

（2）停止侵权，改用规避设计 

通过减少产品与专利权相同的部分技术特征或者替换

一些技术特征来规避侵权行为。 

（3）积极反抗，发起专利诉讼 

若已经遭到起诉，但是产品并不侵权，则考虑对专利权

人提出恶意专利权主张的反诉，指出其虚假的指控并要求承

担诉讼费用。 

（4）主动出击，提出专利无效 

对现有技术进行全面的检索和调查，寻找该专利缺乏新

颖性和创造性的证据，并提出专利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