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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DABUS案的最新進展初探以 AI機器作為發明人的國際實務見解 

 

一、前言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技術

在近幾年來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不僅廣泛應用於

各種領域的技術上，更進一步利用 AI 機器來進

行發明創造，甚至已經開始由 AI 機器獨立完成

發明創造。自 2018 年 10 月 17 日起，Stephen L. 

Thaler 教授 (下稱 Thaler 教授) 將 AI 機器所自

行創造的兩項發明陸續向各國提出專利申請。

Thaler 教授指出該些專利申請案之發明人係名

為 DABUS 的 AI 機器。從對於發明提供實質上

貢獻的角度來看，DABUS 似乎應為發明人，但

在人格法益方面似乎又有所不妥？因此，

DABUS 案一提出就引發各界的討論。雖然

DABUS 案在歐洲、英國、德國、美國、韓國、

台灣、中國目前暫時都是取得負面的結論，但在

南非與澳洲則有了正面的消息，因此又釀起了一

波討論。 

本文擬整理DABUS案目前在各國的最新發

展並從其審理意見初探以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的

國際實務見解，至於各主要國家目前對於發明人

之相關法規的整理，有興趣的讀者可逕行查閱本

所第 33 期「從 DABUS 案淺談以 AI 機器作為發

明人之疑問與衝擊」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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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審理情況及實務見解 

(一)、歐洲 

1. 案情發展： 

歐洲專利局於 2020/1/27 發出決定書對

DABUS 案處分不受理； 

歐洲專利局上訴委員會於 2021/12/21 駁回

上訴申請。 

2. 主要理由： 

從 EPC 立法歷程可以得知歐洲專利公約的

權利主體僅限自然人和法人，且專利申請的發明

人僅限自然人。 

AI 機器不是人類，發明人必須是自然人 

(Natural Persons) 是國際間的標準。 

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19條第1項規定，

發明人應具備完整「地址」及「姓、名」。單純

幫一個機器取名字，並不會使之符合歐洲專利公

約施行細則的發明人要件。 

自然人因為有生命而擁有人格，而法人的法

人格則是來自於法律擬制 (Legal Fiction)。這些

法律擬制的人格來自於立法者的授權或者眾多

司法判決的演進，而 AI 機器並不具有此般的法

律擬制人格。 

發明人需要承擔許多法律責任與義務，諸如

取得專利權後衍生的法律權利。專利所有權還涉

及更新專利、更新記錄等動作，這些都是 AI 機

器無法做到的。AI 機器也無法利用雇傭關係或繼

承來轉讓其權利。 

AI 機器與未成年人也不同，未成年人僅是其

權利行使須由成年人代行，未成年人的權利及人

格仍是完整的，可以完整行使，但是 AI 機器則

不具備任何權利。 

(二)、英國 

1. 案情發展： 

英國智慧財產局於 2019/12/4 做出駁回決

定； 

英國高等法院於 2020/9/21 判決駁回； 

英國上訴法院於 2021/9/21 判決 AI 機器不

能作為發明人在該國申請專利； 

目前申請人已上訴至英國最高法院。 

2. 主要理由： 

根據法律，只有人類才能擁有權利，機器不

能擁有權利。AI 機器不是人類。 

法院強調，判決並非認為 DABUS 並不具有

發明概念，而是認為即便 DABUS 完成發明，但

由於 DABUS 不是自然人，而不符合發明人之定

義。 

即使對發明人之定義給予退讓，承認

DABUS 可為發明人，亦不代表 DABUS 具有擁

有財產之能力，更不可能說明 DABUS 具有能力

可將專利權讓與 Thaler 教授。 

即使 Thaler 教授為 DABUS 的所有人，亦不

表示其具有專利申請權，因為系爭專利並非發明

人所申請，Thaler 教授亦沒有自發明人受讓專利

申請權。 

最終，法院認為較有可能取得專利權之方式

是依據 Thaler 教授擁有完成發明的 AI 機器

DABUS，而以 Thaler 教授為發明人來申請專

利。 

3. 少數不同意見： 

DABUS 案在上訴法院主要由伯斯大法官、

萊恩大法官及阿諾德大法官進行審理，其中伯斯

大法官有一些不同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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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斯大法官認為在考慮 Thaler 教授是否有

權根據第 7 條申請並被授予專利時，伯斯大法官

建議起始立場是讓 Thaler 教授推定有權。他解

釋說，第 7(4) 條規定提出申請的人應被視為有

權獲得專利的人。類比於雇主針對雇員發明，

Thaler 教授可以作為權利的第一所有者 (一旦

專利成立)。 

伯斯大法官認為更指出如果申請人出於善

意而無法確定發明人，則申請不太可能受到損害。

沒有理由認為法律對申請人強加了任何比陳述

他們對發明人是誰的真實信念更高的義務。伯斯

大法官認為根據 Thaler 教授的真實信念將

DABUS 列為發明人，他已遵守了法律的規定。 

(三)、德國 

1. 案情發展： 

德國專利商標局於 2020/3/24 做出駁回決

定； 

德國聯邦專利法院於 2021/11/11 判決 AI 機

器不具專利發明人資格 (尚非終局審判)。 

2. 判決理由： 

法官說明這項系爭發明確實有得到 AI 的幫

助，但儘管 AI 機器在系爭發明研發過程中協助

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但法官仍認為專利發明人

必須為自然人。 

專利發明人必須包含自然人，但 AI 機器可

以作為共同發明人列入發明人名單之中。法官指

出，雖然此項發明得到了 AI 機器的輔助，但 AI

機器仍不可以作為單獨發明人被寫入專利申請

書中。 

(四)、美國 

1. 案情發展： 

美國專利商標局於 2020/4/22 駁回審定；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於 2021/9/2 判決不得以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 (尚非終局審判)。 

2. 判決理由： 

35 U.S.C 115(a) 規定依第 111 條或第 371

條規定提出之專利申請案應包括發明人的名

字。 

根據 Burroughs Wellcome Co. v. Barr Labs. 

Inc 判例，自然人才有展現心智形成的行為，發

明者必須是自然人而不得是公司或主權國家。 

根據 Beech Aircraf Corp. v. EDO corp.判例，

只有自然人得作為發明人。 

專利法規及聯邦巡迴法院判決先例中均已

明確要求發明人必須是自然人。 

MPEP 更明訂：發明概念是創造行為在心智

部分的完整表現，是發明人在腦海中形成對於發

明明確且永久的構想，並於之後可以被實施。

MPEP 使用心智 (mental)、心神 (mind) 等字眼，

即表示構想必須源自於自然人。 

法官表示「對於 AI 機器在法律下是否有資

格成為創作者」，明確的答案就是「不行」。 

AI 機器的創作不能獲得專利權，認為這種權

利「只能保留給人類」。法律僅允許「個人」擁

有專利，而人類才屬於「個人」，機器並不是人

類。 

法官更指出，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未來 AI

細緻複雜的程度可能可以媲美公認的發明人資

格，但這樣的時刻目前尚未到來。一旦時機成熟，

將由國會決定如何擴大法律的適用範圍。 

(五)、韓國 

1. 案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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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智慧財產局於 2021/5/27 駁回專利申

請。 

2. 主要理由： 

韓國智慧財產局於 2021/6/3 在官網發佈了

韓國首例將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的專利申請的審

查意見，認為AI機器作為發明人違反了專利法，

要求其將發明人修改為自然人。申請人若不同意

修改，將導致專利申請無效。 

由此可知，韓國專利局也是採取 AI 機器不

得作為發明人的立場。 

(六)、台灣 

1. 案情發展： 

智慧財產局於 2020/6/29 處分不予受理； 

經濟部訴願會於 2020/12/2 訴願駁回；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於 2021/8/30 判決 AI

機器不得作為發明人。 

2. 判決理由： 

法官表示發明人應為自然人。創作為人類精

神活動成果的統稱，依不同創作的內容及性質可

能得以不同的權利型態予以保護。此外被告專利

法逐條釋義第五條【專利申請權】中第 13 頁第

2 段敘明「由於法人之研發工作，係透過自然人

進行，所以本法所稱之發明人、新型創作人及設

計人，均僅限於自然人。」專利審查基準第 1 篇

第 1-2-1 亦規定：「發明人必為自然人，如有多

人時，應於申請書上全部記載。」由此可知依據

我國現行相關法規之規定，發明人不僅應為就申

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進行精神創作而有實質

貢獻之人，且應為自然人。 

法官進一步認為AI機器不是法律上之「人」。

人之所以可以行使權利能力及為行為能力，要透

過意思表示為之，而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將其所

欲發生一定私法上效力之意思，表現於外部的行

為。就本件審判長所詢：「原告對『人』的定義

為何？」原告訴訟代理人答稱：「法律上規範的

人是自然人、例外是法人，此為法規上的規定。」

因法人非依民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不得成立

（民法第 25 條），然 DABUS 並非依我國法律所

設立之法人，所以，本件要探究的是 DABUS 是

不是我國法律上之自然人。原告訴訟代理人復稱：

「因 DABUS 在法律定義上非法人及自然人，原

告自無法受其委任，但對 DABUS 得否擁有專利

申請權利與擁有權利能力仍得去探討。」綜上所

述，可知本件 DABUS 非我國法律上之非法人及

自然人，而此亦為原告訴訟代理人所自承。 

法官說明系爭申請案有專利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應不予受理。原告雖然亦質疑無

國籍可否作為處分之依據，惟由原處分內容可知，

被告不僅因為無國籍而為不受理處分，係因發明

人非自然人，導致申請文件欠缺才為處分不受理，

若發明人為自然人不會僅因無國籍而受到不受

理處分，可知本件爭點應在於 DABUS 若不是我

國法律上之自然人，系爭申請案有無專利法第

17 條第 1 項之適用。 

又原告雖主張國外有認為 AI 創作應受到保

護，但由其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法律分

析及各國處分書觀之，除南非外，其他國家對於

AI 為發明人之案件均屬於不受理或核駁。因為專

利權應保護自然人所為之精神創作，本件人工智

慧 DABUS 在我國法律上被視為「物」，屬於權

利客體，不能成為權利主體，無享受權利能力與

資格，是以，本件欠缺自然人為發明人情況下，

應認原處分所為不受理並無違法。 

(七)、中國 

1. 案情發展： 

國家知識產權局審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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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查意見： 

國家知識產權局就DABUS案的發明人身份

問題簽發了補正通知書，指出將 DABUS 作為發

明人不符合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十三條以及專利

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1.2 節的規定。 

雖尚未完成審查，但可以得知國家知識產權

局也是採取 AI 機器不得作為發明人的立場。 

3. 修法實務： 

此外，2020 年 11 月 10 日，國家知識產權

局發佈《專利審查指南修改草案（第二批徵求意

見稿）》，以回應科技快速發展對於專利審查規則

的新訴求。修改草案敘明：「發明人應當是個人，

請求書中不得填寫單位或集體，以及人工智慧名

稱，例如不得寫成 “XX 課題組” 或 “人工智慧

XX” 等」。從該草案可以發現官方更欲通過法律

條文明確拒絕將 AI 機器作為發明人。 

(八)、南非 

1. 案情發展： 

南非公司暨智慧財產權委員會(Compan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ission, CIPC) 

核可了專利的申請並於 2021/7/28 頒發專利。 

2. 各界評論： 

QUARTZ、富比士等媒體的報導則指出，南

非並沒有實質的專利審核系統，官方也沒有給出

核准專利的理由。專利的獲取在南非是非常容易

的事情，如果南非官方有確實檢查和審理的話，

那麼這項專利申請就不會被通過了。 

(九)、澳洲 

1. 案情發展： 

澳洲智慧財產局於 2021/2/9 駁回申請； 

澳洲聯邦法院於 2021/7/30 判決 AI 機器可

以作為發明人； 

澳洲智慧財產局已表明對聯邦法院提起上

訴。 

2. 判決理由： 

發明人 (inventor) 在法條中沒有特別定義，

專利法並未明確拒絕 AI 機器可以是發明人，發

明人「inventor」只是一代理名詞 (agent noun)，

可以是人或事物 (an inventor is an agent noun; 

an agent can be a person or thing that invents.)。

字尾有「or」或「er」，如電腦 (Computer)、控

制權人(controller)、管理者 (regulator)、經銷商 

(distributor) 等都是代理名詞、行為者的意思。

代理名詞可以為人或物。AI 機器是產生了發明，

那它就可以被稱為發明人 (inventor)。 

Inventor 這字的意義也可能隨時代而不同，

如同 computer 的定義，在過去是指進行計算的

人，後來變成計算機，現在則是指根據一系列指

令執行數學計算的電子裝置。 

讓 電 腦 有 發 明 人 資 格  (computer 

inventorship) 可鼓勵電腦開發更多創造性的機

器，讓其他人享受這類機器輸出的便利，並帶來

新的科技優勢。更何況由機器自動或半自動產生

可專利性的成果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所以將 AI

貼上 inventor 的標籤，只是回歸事實而已。 

專利法不像是著作權法要求作者是人，或是

有精神上的權利，其立法並未排除「非人類」。 

專利局的決定混淆了所有權及專利的控制

權問題，誰可以是發明人及誰可以是專利權人，

這是兩個問題。只有專利權人必須是自然人或法

人，進而推論發明人必須是自然人是荒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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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發明人僅可以是自然人，則會導致一些

具有可專利性的發明，因缺少自然人發明人而無

法申請專利。 

除非法律有明確規定，否則不應該認定其法

律定義，由法規的上下文涵意中無法得出人工智

慧系統無法成為發明人之結論。 

對於發明人 (Inventor) 名詞的界定，說明

名詞內涵本就隨時代而改變。如同 Computer 一

開始指的是負責計算的人，後來演變成指幫助計

算的機器，最後演變成專指電腦。 

以往的詞意解釋及部分規定的描述可以解

釋發明人 (Inventor) 是指人類，但並無僅限定

為人類。 

澳洲專利法僅規定須有發明人 (Inventor) 

姓名，而不是「人類」發明人姓名。法官從立法

目的、文義解釋、歷史根源層面解析與發明人相

關的法律，並不認為法律有明確規定發明人必須

是自然人。 

法官認為人工智慧的產出如同土地或是動

植物的孳息，從孳息產出的那一刻起就屬於其所

有人。這是一種原始所有權，無須讓與過程和轉

讓證明。類推適用雇主與雇傭關係，職務上發明

屬於雇主的觀念，AI 機器的擁有者自始即處於支

配地位，取得 AI 機器產出的所有權利，因此 AI

機器的所有者無須證明其權利來源。 

現今在醫藥及太空科技或其他領域中，借助

AI 機器進行發明已是常態。 

如果發明人僅限定為自然人，將導致許多發

明因此無法申請專利，相關專利反而傾向保密，

不利專利制度保護創新性及平衡創造者、生產者

及公眾利益的原始目的。 

澳洲專利法第 15 條(1) 規定： 

「在本法限制下，發明專利只能授予以下之

人 (a person)： 

(a) 發明人 (inventor)；或 

(b) 在授予發明專利時，有權要求將專利轉

讓給該人；或 

(c) 從發明人或(b) 款之人處獲得發明之權

利 (derives title to the invention from) ...」。 

法官認為，第 15 條(1)(a) 的是規定當發明

人是人 (person) 時可成為專利權人；但是，若

發明人不是人 (既非自然人也非法人) ，只是不

能按照第 15 條(1)(a) 成為專利權人，但並不表

示，不能按照第 15條(1) 其他款成為專利權人。 

第 15 條(1)(b) 並不要求是從發明人那邊轉

讓，只規定在核准專利時，有權要求轉讓給他就

足矣。 

法官說明，假設一發明本身就有財產利益 

(proprietary rights)，可以被佔有和擁有。Thaler

教授作為 DABUS 的所有者和控制者，Thaler

教授因為佔有 DABUS、擁有 DABUS 原始碼之

著作權、擁有且佔有 DABUS 運作的電腦，因而

可以從 DABUS 這個發明人處獲得其權利 

(derive title from inventor)。 

澳洲專利法第 15 條(1)(b) 只有寫「申請人

有權要求轉讓給他」，而不是寫「有權要求發明

人轉讓給他」；第 15 條(1)(c) 寫「申請人從他處

獲得權利」，用的是「獲得」，而不是寫「移轉取

得」，導致法條有較大的解釋空間。 

再者，少數條文雖有提到「權利繼受人 

(successor)」，法官認為那只是說，若發明人是

自然人時可適用該條文；但若發明人不是自然人

時，就不適用那些條文。 

(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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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發展： 

日本、以色列、印度、加拿大、巴西等國尚

無審查結果。 

 

三、結語 

DABUS 案在多國的審理尚未到達終局階段，

多數國家的初步結論是拒絕AI機器作為發明人。

在各國審理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各國對於此議

題都是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進行審查，作成意見

時多參考了其他國家已經作成的意見。 

但在審理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了一些不同的

聲音，諸如英國伯斯大法官認為在考慮申請人時，

應讓 Thaler 教授推定有權；德國法官認為專利

發明人必須包含自然人，但 AI 機器可以作為共

同發明人列入發明人名單之中；澳洲法官也點出

在評斷 AI 機器能不能行使權利時，不該混淆「誰

可以是發明人」及「誰可以是專利權人」這兩個

問題。未來在其他國家的審理過程中，這些不同

意見也可能會成為討論的焦點。 

筆者認為倘若該國在法律已有明定發明人

必須是自然人的情況下，即便仔細考慮該些不同

意見，DABUS 案顯然仍難以符合該國現行規定。

然美國法官指出未來 AI 細緻複雜的程度可能可

以媲美公認的發明人資格，一旦時機成熟，可由

國會決定如何擴大法律的適用範圍。Thaler 教授

真正想挑戰的想必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是否已經

迎來修法的適當時機呢？」 

 

 

 

 

 

從美國聯邦上訴巡迴法院之 SEABED GEOSOLUTIONS (US) INC.  

v. MAGSEIS FF LLC判決探討請求項用語的解讀 

 

一、前言 

專利挑戰者Seabed Geosolutions有限公司

對美國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  (PTAB) 之

Seabed 未能證明美國再發證 (reissue) 專利號

RE45,268 之被挑戰的請求項為可預知的 

(anticipate) 或為顯而易見 (obvious) 的最終書

面決定提出上訴。參見 Seabed Geosolutions 

(US), Inc. v. Magseis FF LLC, No. 

IPR2018-00960, 2019 WL 6442060  (P.T.A.B. 

Nov. 26, 2019)。由於 PTAB 對系爭 ‟268 專利之

請求項的解讀錯誤，故 CAFC 撤銷 PTAB 的決

定並發回重審。 

 

二、背景 

系爭 ‟268 專利是針對用於勘查地震的地震

儀。地震勘查技術一般是傳送聲音訊號至陸地中，

並使用稱為震波檢測器 (geophone) 的地震接

收器偵測 “來自地下結構的地震波反射”。系

爭 ‟268 專利的每個獨立項描述相關的技術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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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地固定在地震儀的 “殼體” 或 “內隔間” 之

中的震波檢測器 (a “geophone internally fixed 

within” either a “housing” or an “internal 

compartment” of a seismometer)”。 

專利權人 Magseis FF LLC 在美國德克薩斯

南區聯邦地區法院控告 Seabed 侵權專利 

(Magseis FF LLC v. Seabed Geosolutions (US) 

Inc., No. 4:17-cv-01458 (S.D. Tex. filed May 11, 

2017))。於 2018 年 4 月 27 日，Seabed 以數個

論點對系爭 ‟268 專利提出多方複審程序 (inter 

partes review；IPR)。PTAB 立案多方複審程序，

並發現先前文獻未揭露震波檢測器的限制。根據

所發現的事實，PTAB 判定專利挑戰者 Seabed

未能證明被挑戰的請求項為不具可專利性。

Seabed 不服 PTAB 的決定，並向 CAFC 提出上

訴，主張 PTAB 對震波檢測器的限制解釋錯誤。 

 

三、CAFC 的判決內容 

針對在 2018年 11月 13日之前提出申請的

多方複審程序，PTAB 是使用最寬廣合理解釋 

(broadest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BRI) 標準

解讀請求項的用語。在此標準下，“請求項是被

賦予符合說明書的最寬廣合理解釋，並不必為

Phillips 案件中所規定準則下的精確解釋 ” 

(claims are given their broadest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specification, 

not necessarily the correct construc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laid out in Phillips)。參見判例

PPC Broadband, Inc. v. Corning Optical 

Commc’ns RF, LLC, 815 F.3d 734, 742 (Fed. 

Cir. 2016)  (引用判例 Phillips v. AWH Corp., 

415 F.3d 1303 (Fed. Cir. 2005) (en banc))。但

CAFC 仍將內部證據 “放在首要考量”，對於外部

證據則只有當其符合內部證據時才採用來解釋

請求項。參見判例 Tempo Lighting, Inc. v. Tivoli, 

LLC, 742 F.3d 973, 977 (Fed. Cir. 2014)；並且

參見判例 Phillips, 415 F.3d at 1318  (“[A] court 

should discount any expert testimony „that is 

clearly at odds with the claim construction 

mandated by the claims themselves, the 

written description, and the prosecution 

history.‟” (quoting Key Pharms. v. Hercon Labs. 

Corp., 161 F.3d 709, 716  (Fed. Cir. 1998)))。 

PTAB 將 “內部地固定在地震儀的殼體之中

的震波檢測器 (geophone internally fixed within 

[the] housing)” 解釋成必需為非以萬向架固定

的震波檢測器  (non-gimbaled geophone)。

PTAB 完全基於外部證據，發現在發明實現的當

時，在相關領域中 “固定 (fixed)” 是具有特定的

意思的，亦即是具有 “非以萬向架固定的 (not 

gimbaled)” 之涵意。而 CAFC 是以內部證據來

開始進行請求項的解釋，內部證據包含請求項、

書面說明以及申請歷史。如果請求項的用語基於

內部證據是清楚的話，就沒有理由去採用外部證

據。參見判例 Profectus Tech. LLC v. Huawei 

Techs. Co., 823 F.3d 1375, 1380 (Fed. Cir. 

2016) (“Extrinsic evidence may not be used „to 

contradict claim meaning that is unambiguous 

in light of the intrinsic evidence.‟” (quoting 

Phillips, 415 F.3d at 1324))。 

請求項描述 “內部地固定在地震儀的殼體

之中的震波檢測器”。CAFC 的結論是，系爭專

利的用字 “固定 (fixed)”，基於內部證據係表示

一般的意思，亦即為連接  (attached) 或鎖固 

(fastened)。和用字 “固定 (fixed)” 並用的副詞 

“內部地 (internally)” 與介系詞 “之中 (within)” 

表示其具體說明震波檢測器與殼體的關係，而不

是震波檢測器的類型。此字面用語  (plain 

language) 能支持 “內部地固定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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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ly fixed within)” 的 意 思 為 安 裝 

(mounted) 或鎖固 (fastened) 在內部。 

這樣的解釋係與說明書符合一致的，說明書

為  “爭議性用語的意思的單一最佳指南  (the 

single best guide to the meaning of [the] 

disputed term)”。參見判例 Phillips, 415 F.3d at 

1320–21 (quoting Vitronics Corp. v. 

Conceptronic, Inc., 90 F.3d 1576, 1582 (Fed. 

Cir. 1996))。說明書描述安裝震波檢測器在殼體

內部係為發明的關鍵特徵。然而，說明書並未提

到 關 於 震 波 檢 測 器 為 以 萬 向 架 固 定 的 

(gimbaled) 或 為 非 以 萬 向 架 固 定 的 

(non-gimbaled)。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根據說明書的內容，能理解請求項的用

語 “內部地固定在地震儀的殼體之中的震波檢

測器” 只具體說明震波檢測器的安裝位置，而無

關於萬向架固定。 

系爭專利的說明書描述 “一般的想法” 是將

震波檢測器從地震儀的其它組件分離，以最大化

與陸地的耦合作用。這需要使用外部的電纜，而

說明書評論這是昂貴、難以處理和維持的作法，

且在極端的環境中容易失效。說明書揭露，為了

避免這些問題，此發明是將震波檢測器 “設置” 

且 “內部地安裝在” 地震儀殼體 “之中” (“[A]ll of 

the electronics are disposed within or on the 

case, including a geophone package . . . .”)。據

稱這在先前技術中從未被做過 (“[N]one of the 

prior art devices comprise a self-contained 

seismic recording unit as described herein. 

Rather, the prior art units separate the 

geophone package from the electronics of the 

rest of the unit.”)。說明書重複 18 次讚揚發明技

術是 “獨立式的 (self-contained)”，並解釋發明

技術 “不需要外部的導線或連接件”。說明書並未

揭露震波檢測器的特定類型 (說明書描述發明

是使用 “傳統的震波檢測器”)。這些揭露內容清

楚指出，發明的關鍵技術為安裝一般的震波檢測

器在殼體的內部。這個部分支持請求項的 “內部

地固定在地震儀的殼體之中的震波檢測器” 解

釋為，需安裝任意類型的震波檢測器在殼體中。 

說明書從未提及以萬向架固定或非以萬向

架固定的震波檢測器，也未提出排除萬向架的理

由。這樣的未說明並無法支持將請求項解讀為排

除掉以萬向架固定的震波檢測器。參見判例 Cf. 

Santarus, Inc. v. Par Pharm., Inc., 694 F.3d 

1344, 1351 (Fed. Cir. 2012) (“Negative claim 

limitations are adequately supported when the 

specification describes a reason to exclude the 

relevant limitation.”)。參見判例 Williams v. Gen. 

Surgical Innovations, Inc., 60 F. App‟x 284, 287 

(Fed. Cir. 2003) (non-precedential) (“The 

absence of a requirement to leave the 

expander in place is not a teaching to remove 

it.”)。專利權人 Magseis 承認以萬向架固定的震

波檢測器在相關領域中是一般技術，但未在說明

書中提及。然而系爭專利的說明書揭露以萬向架

固定的時鐘，這表示在發明產生的時間點，申請

人已知曉萬向架。倘若專利權人欲將以萬向架固

定和非以萬向架固定的震波檢測器做區隔，其會

知道該如何去做，並會在說明書中盡量表明。但

專利權人並未這麼做。 

專利權人 Magseis 引用第 1 圖 (如下所示) 

及其相關的書面說明，提出說明書將請求項限定

至非以萬向架固定的 (non-gimbaled) 震波檢測

器的論點並不具說服力。CAFC 並不同意說明書

被引用的部分有描述非以萬向架固定的震波檢

測器。第 1 圖是粗略的示意圖，其中的震波檢測

器 18 僅以黑色方塊標示在隔間 6 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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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 Magseis 的專家 Rocco Detomo

證實第 1 圖  “ 並非機械設計圖  (not a 

mechanical drawing)”。而相關的書面說明僅揭

露 “一般的震波檢測器” 為 “內部地安裝在分離

腔10之中，且因此不需要外部的線路或連接件”。

書面說明未提及萬向架係無法證實不具有萬向

架。因此 CAFC 否決專利權人 Magseis 所提出

之說明書只描述非以萬向架固定的震波檢測器

的論點。 

系爭專利的申請歷史是建議將用字 “固定 

(fixed)” 解釋為  “安裝  (mounted)” 或  “鎖固 

(fastened)”，這與說明書相符合。在申請歷史中，

當每次用字 “固定 (fixed)” 被提出時，申請人和

審查委員是以普通的意義理解用字  “固定 

(fixed)”，亦即為 “安裝 (mounted)” 或 “鎖固 

(fastened)”。舉例來說，為了支持震波檢測器的

限制，申請人引用說明書揭露之震波檢測器為

“設置且電性連接地，在內隔間之中 (disposed, 

and electrically connected, within the internal 

compartment)”。申請人這麼做是表示了將請求

項用語 “內部地固定…在之中 (internally fixed 

within)” 等同於  “設置且電性連接…在之中 

(disposed, and electrically connected, within)”。

此等同關係表示申請人了解用字 “固定 (fixed)” 

的意思為 “安裝 (mounted)”。在申請歷史中，其

它對用字 “固定 (fixed)” 的討論也類似。因此申

請歷史支持請求項根據用字 “固定 (fixed)” 的

一般使用做解釋。 

CAFC 否決專利權人 Magseis 提出之上訴

者Seabed由於未提及申請歷史有關的某些論點

因而放棄的觀點。放棄原則  (the doctrine of 

waiver) 並不排除一方以新的引證資料，從內部

證據支持原始的請求項解釋。參見判例

Interactive Gift Express, Inc. v. Compuserve 

Inc., 256 F.3d 1323, 1346  (Fed. Cir. 2001)。

Seabed 在上訴時提出的論點並未改變解釋的範

圍，也就是 “內部地固定在….之中” 並未排除以

萬向架固定的震波檢測器。並且 Magseis 並未主

張Seabed的論點是根據沒有被記錄的內部證據。

因此 CAFC 並未發現放棄的論點。 

內部證據始終如一地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理解請求項中的  “固定 

(fixed)” 意思為  “安裝  (mounted)” 或  “鎖固 

(fastened)”。由於內部證據清楚，因此並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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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諸於外部證據。因此 PTAB 將基於內部證據就

能清楚的 “固定 (fixed)” 的意思，而根據外部證

據來改變意思的觀點是錯誤的。 

結論 

內部證據整體支持 “內部地固定在地震儀

的殼體之中的震波檢測器” 未排除以萬向架固

定的震波檢測器的解釋。PTAB 以較窄的解釋來

解讀請求項係為錯誤。因此 CAFC 撤銷 PTAB

決定，並發回以符合 CAFC 的觀點重審。 

 

四、淺析 

由此判決可知，請求項的解釋是以內部證據

為優先考量。內部證據包含申請案的請求項、說

明書的書面說明以及申請歷史。如果請求項的解

釋基於內部證據是清楚的話，就不需要訴諸於外

部證據。而外部證據只有在其符合內部證據時才

得採用來解釋請求項。 

 

判決主文及參考資料： 

CAFC 於 2021 年 8 月 11 日發出之判決 SEABED 

GEOSOLUTIONS (US) INC. v. MAGSEIS FF LLC 

https://cafc.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opinions-
orders/20-1237.OPINION.8-11-2021_1817421.pdf 

 

 

 

 

從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之 2020最高法知行終 279號行政判決書 

探討專利創造性 

 

一、前言 

依據中國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規定：

「創造性」，是指「同申請日以前已有的技術相

比，該發明具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

該實用新型有實質性特點和進步。」 

在中國大陸的專利實務中，三步法係作為判

斷發明是否具有創造性的有效工具而被普遍採

用。例如：在《專利審查指南》中規定「判斷要

求保護的發明相對於現有技術是否顯而易見的

三個步驟」，包括：步驟 1：確定最接近的現有

技術；步驟 2：確定發明的區別特徵和發明實際

解決的技術問題；步驟 3：判斷要求保護的發明

對本領域的技術人員來說是否顯而易見。 (註：

與 歐 洲 關 於 進 步 性 判 斷 採 用 

“problem-solution approach” 的 3 個步驟、

美國關於顯而易見性判斷的 3 個步驟、我國關於

進步性之判斷採用 5 個步驟類似。) 

在判斷要求保護的發明相對於最接近的現

有技術的區別技術特徵時，要從該發明的發明構

思出發，認定該發明與最接近的現有技術之間所

存在的技術差異。如果該發明的發明構思就在於

所對應的各個技術手段的結合，並且現有技術既

沒有直接或者隱含公開這種結合的教導，也沒有

公開這種結合所能產生的技術效果，則在確定區

https://cafc.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opinions-orders/20-1237.OPINION.8-11-2021_1817421.pdf
https://cafc.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opinions-orders/20-1237.OPINION.8-11-2021_18174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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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技術特徵時，應當將該發明保護的這種技術手

段的結合予以整體性對待，不宜以其中的單個技

術手段作為判斷是否構成區別技術特徵的基本

對象。 

在最高人民法院之 2020 最高法知行終 279

號行政判決書中指出：「如果將區別技術特徵與

最接近的現有技術相結合形成發明所要保護的

技術方案的過程，需要本領域技術人員的創造性

勞動，僅根據該發明的各個技術手段分別被其他

現有技術所公開或者屬於公知常識的事實，不足

認定現有技術或者公知常識已經給出了將區別

技術特徵與最接近的現有技術結合以形成發明

所要保護的技術方案的技術啟示」，以及，「在創

造性判斷過程中，應當避免將發明技術方案不當

地理解為僅僅是多項現有技術的簡單疊加，從而

導致發明的創造性高度被低估或者『後見之明』

的情形發生。」 

本文將從此判決來進一步瞭解中國大陸關

於專利創造性之判斷方式，進而探討實務面的相

關作法。 

 

二、背景 

系爭專利申請號為 200810175561.2 號，專

利名稱為「假撚變形機」，系爭專利的申請日為

2008 年 7 月 25 日，授權公告日為 2013 年 8 月

28 日，專利權人為歐瑞康紡織有限及兩合公司 

(以下簡稱歐瑞康公司)。 

浙江越劍智能裝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越劍公司）於 2017 年 2 月 17 日向國家知識產

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提出無效宣告請求。 

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於 2017 年 

8月1日作出第32984號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

維持系爭專利權有效。 

越劍公司不服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

員會的第 32984 號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向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於 2019 年 5 月 24 日作

出（2018）京 73 行初 787 號行政判決，其判決

結果為：（一）撤銷國家知識產權局作出的被訴

決定；（二）國家知識產權局針對越劍公司就系

爭專利提出的無效宣告請求，重新作出審查決

定。 

上訴人歐瑞康公司、國家知識產權局因與被

上訴人越劍公司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一案，

不服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的（2018）京 73 行初 787

號行政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歐瑞康公司上訴請求：1. 撤銷原審判決 

(（2018）京 73 行初 787 號行政判決)；2. 維持

國家知識產權局作出的第 32984 號無效宣告請

求審查決定（以下簡稱被訴決定）。 

國家知識產權局上訴請求：撤銷原審判決，

維持被訴決定，駁回越劍公司的訴訟請求。 

系爭專利授權公告的獨立權利要求項如

下： 

1. 用於使多根複絲絲線變形的假撚變形機，

具有多個輸送機構 (3、9、14)、一個加熱裝置 (4)、

一個冷卻裝置 (5)、一個假撚裝置 (8) 和一個捲

繞裝置 (10.1)，用於其中至少一根絲線 (11) 的

抽出、拉伸、變形和捲繞，所述捲繞裝置具有一

個被驅動的傳動輥 (26)，其中，在一個第一輸

送機構 (3) 和一個第二輸送機構 (9) 之間構成

一個組合的變形/拉伸區，並且在第二輸送機構 

(9) 與一個設置在捲繞裝置 (10.1) 之前的第三

輸送機構 (14) 之間構成一個後處理區，其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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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輸送機構 (3) 和第二輸送機構 (9) 分

別構成為一個纏繞輸送機構 (15.1、15.2)，而第

三輸送機構  (14) 構成為一個夾緊輸送機構 

(20)。

 

代表圖：圖 1

針對系爭專利，越劍公司於 2017 年 2 月 17

日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出無效宣告請求，同時提

交以下參考文獻作為無效宣告之證據： 

證據 1A：公開日為 2007 年 04 月 05 日，

公開號為WO2007/036242A1 的 PCT 專利申請

之公開說明書； 

證據 2：公開日為 2004 年 07 月 21 日，公

開號為 CN1514891A 的中國發明專利申請之公

開說明書。 

越劍公司於 2017 年 3 月 1 日提交意見陳述

書，同時提交證據 1A 的翻譯文本：證據 1B。 

證據 1B：公開號為 CN101272975A 的證據

1A 進入中國階段的同族專利申請之公開說明書。

證據 1A 與證據 1B 合稱為證據 1。 

基於前述文件，國家知識產權局於 2017 年

7 月 12 日進行口頭審理，並於 2017 年 8 月 1

日作出被訴決定：「維持系爭專利有效」。 

然而，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在其後之行政判決

中，認為： 

（一）同意系爭專利相對於證據 1 具備新穎

性 

（二）被訴決定認定的區別技術特徵不完全

正確 

被訴決定中認定系爭專利與證據 1或 2的區

別技術特徵為：第一輸送機構和第二輸送機構分

別構成為一個纏繞輸送機構；而第三輸送機構構

成為一個夾緊輸送機構。 

在系爭專利中，第一、二輸送機構與第三輸

送機構各自承擔不同的功能，且彼此之間為簡單

的機械連接，在結構、功能以及相互之間的配合

關係上相對獨立，並不存在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繫，

故在確定區別特徵時，「不應當將三個輸送機構

組合成一個整體進行比較」。 

1. 關於系爭專利與證據 1 的區別技術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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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 1 揭露第一實施例及第二實施例兩種

實施方式，其中： 

(1) 系爭專利與證據 1 之第一實施例的區別

技術特徵：系爭專利之第一、第二輸送機構均為

纏繞機構，其作用完全相同。雖然，歐瑞康公司

強調由於系爭專利權利要求 1 限定了兩種輸送

機構的組合，同時產生兩種較好的效果——既能

在前端對絲線損傷較小，又能在後端實現張力恒

定易於換筒。但上述效果並非由於兩種輸送機構

組合後產生某種協同作用而產生，而是兩種輸送

機構各自效果的疊加，故「歐瑞康公司的上述主

張或發明構思並不能影響對區別技術特徵的客

觀認定」。綜上分析，二者的區別技術特徵僅在

於：「系爭專利的第三輸送機構為夾緊輸送裝置，

而證據 1 之第一實施例的第三輸送機構為纏繞

輸送裝置結合氣動輸送裝置。」據此，「國家知

識產權局對上述區別技術特徵的認定有誤」。 

(2) 系爭專利與證據 1 之第二實施例的區別

技術特徵：系爭專利之第一輸送機構和第二輸送

機構均為纏繞輸送裝置，第三輸送機構為夾緊輸

送裝置，而第二實施例第一輸送機構和第二輸送

機構均為夾緊輸送裝置，第三輸送機構為夾緊輸

送裝置與氣動輸送裝置的組合，故「國家知識產

權局對此認定正確」。 

2. 關於系爭專利與證據 2 的區別技術特

徵： 

系爭專利與證據 2 的區別技術特徵在於：

「系爭專利的第三輸送機構為夾緊輸送裝置，而

證據 2 為纏繞輸送裝置。」故「國家知識產權局

對該區別技術特徵的認定有誤」。 

（三）系爭專利相對於證據 1 與公知常識的

結合不具備創造性 

系爭專利與證據 1 第一實施例的區別技術

特徵在於：系爭專利的第三輸送機構為夾緊輸送

裝置。而證據 1 第二實施例係將第一實施例的三

個纏繞輸送裝置替換為夾緊輸送裝置，故第二實

施例中的第三輸送機構為夾緊輸送裝置與氣動

輸送裝置的組合。夾緊輸送機構的優點是本領域

技術人員所熟知的，在第二實施例的第三輸送機

構中，在夾緊輸送裝置後面增設氣動裝置所起到

的作用是進一步強化夾緊輸送裝置的握持力，以

便在後處理區取得更好的張力恒定的效果。故本

領域技術人員基於簡化機械裝置結構，抑或節省

製造成本等方面的考慮，容易想到省略掉複雜的

氣動裝置，而僅用夾緊輸送裝置單獨作為該第二

實施例的第三輸送機構，從而獲得更為簡化的裝

置。 

無論是系爭專利，還是證據 1 的第一實施例、

第二實施例，其第三輸送機構均相對獨立於各自

的第一、第二輸送機構，空間上並不產生相互干

擾，亦不存在協同作用，且各個輸送機構的相對

位置亦完全相同，故上述簡化後的第二實施例可

以對系爭專利相比第一實施例的區別技術特徵

提供技術啟示，使本領域技術人員容易想到，將

簡化後的第二實施例中的第三輸送機構，即夾緊

輸送裝置，應用到第一實施例，從而得到系爭專

利的技術方案。 

在關於證據 1 結合公知常識用以評價系爭

專利新穎性、創造性的考量中：「證據 1 已經給

出了可以將纏繞輸送裝置替換成夾緊輸送裝置

的技術啟示，本領域技術人員根據上述技術啟示，

很容易將其中一個或者幾個輸送機構替換為夾

緊輸送機構。」故對證據 1 結合公知常識的證據

方式進行評價時，可以將證據 1 第一實施例、第

二實施例結合考慮。 

綜上分析，系爭專利實質上是結合證據 1 第

一實施例中第一、第二輸送機構的優點，以及第

二實施例中第三輸送機構的優點，所進行的簡單

組合，歐瑞康公司所強調的「既能在前端對絲線



 

Page. 15 www.sundial.com.tw 

損傷較小，又能在後端實現張力恒定易於換筒」

的有益效果，並非由於上述組合產生的某種協同

作用導致，而是兩種輸送機構本身分別產生的技

術效果疊加，所組合的兩部分之間，既沒有產生

協同作用，也沒有產生新的技術效果，更未產生

預料不到的技術效果。此種組合並不需要創造性

的勞動，不具備發明所必需的突出的實質性特點

和顯著的進步，故不具備創造性，被訴決定相關

認定有誤。 

同理，證據 1 第一實施例也能夠對系爭專利

與第二實施例之間的區別技術特徵給出技術啟

示，即將第一實施例中的第一、第二輸送機構，

替換已省去氣動輸送裝置的第二實施例的第一、

第二輸送機構，從而得到系爭專利。 

（四）系爭專利相對於證據 2 與證據 1 的結

合亦不具備創造性 

對於證據 2結合證據1用以評價系爭專利創

造性的主張，基於與前述認定相類似的理由，系

爭專利與證據 2 相比較，區別技術特徵在於系爭

專利第三輸送機構為夾緊輸送裝置，而證據 2 為

纏繞輸送裝置。將證據 1 第二實施例省去氣動裝

置後，其第三輸送機構為夾緊輸送裝置，能夠對

上述區別技術特徵給出技術啟示，故系爭專利相

對於上述證據組合方式，亦不具備創造性。 

綜上，系爭專利權利要求 1 不具備創造性。

而國家知識產權局在認定系爭專利權利要求 1

具備創造性的基礎上，認定權利要求 2-12 具備

創造性，未對從屬權利要求進一步評述。故北京

知識產權法院對相關從屬權利要求不予直接評

述。 

依據前述理由，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作出以下

判決：（一）撤銷國家知識產權局作出的被訴決

定；（二）國家知識產權局針對越劍公司就系爭

專利提出的無效宣告請求重新作出審查決定。 

而後，上訴人 (歐瑞康公司)、國家知識產權

局不服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的判決，向最高人民法

院提起上訴。 

 

三、判決內容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問題是：

（一）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認定的區別技術特徵是

否正確；（二）系爭專利是否具備創造性。關於

此二爭議焦點，最高人民法院的理由如下： 

（一）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認定的區別技術特

徵是否正確？ 

關於創造性的判斷：首先，要確定最接近的

現有技術；然後，分析要求保護的發明與最接近

的現有技術之間存在的區別技術特徵，根據該區

別特徵在要求保護的發明中所能達到的技術效

果確定發明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最後，從上述

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出發，判斷要求保護的發明

對本領域技術人員來說是否顯而易見。 

在判斷要求保護的發明相對於最接近的現

有技術的區別技術特徵時，要從該發明的發明構

思出發，確定該發明與最接近的現有技術之間所

存在的技術差異。如果該發明的發明構思就在於

所對應的各個技術手段的結合，並且現有技術既

沒有直接或者隱含公開這種結合的教導，也沒有

公開這種結合所能產生的技術效果，則在確定區

別技術特徵時，應當將該發明保護的這種技術手

段的結合予以整體性對待，不宜以其中的單個技

術手段作為判斷是否構成區別技術特徵的基本

對象。 

在本案中，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認為，系爭專

利與證據1或證據2的區別技術特徵僅在於：「系

爭專利的第三輸送機構為夾緊輸送裝置」，歐瑞

康公司和國家知識產權局上訴主張：「應將不同

類型的輸送機構配合使用，即輸送機構的整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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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作為一個區別技術特徵。」對此，最高人民法

院認為： 

首先，根據系爭專利說明書的記載，系爭專

利相較於證據 1 的改進和完善在於：「將纏繞輸

送機構與夾緊輸送機構這兩種不同類型的輸送

機構進行組合，構成新的絲線輸送機構，實現對

絲線的高品質變形和處理。」具體而言，根據說

明書第 [0011] 段記載的內容，通過將第一輸送

機構和第二輸送機構設置成纏繞輸送機構，使得

絲線在變形和拉伸區中進行引導，並且不損傷地

將其引導到後處理區中，再通過夾緊輸送裝置，

使得絲線張力在後處理區能夠保持恒定，在捲繞

換筒過程中不會導致後處理區內的鬆弛。由此可

見，系爭專利的發明構思是：「通過不同類型的

輸送機構的組合配置，即將第一輸送機構和第二

輸送機構設置為一個纏繞輸送機構，將第三輸送

機構設置為一個夾緊輸送機構，實現『將絲線不

損傷地引導到後處理區，並保證絲線張力在後處

理區能夠保持恒定，在捲繞換筒過程中不鬆弛』

的技術效果。」 

證據 1 揭露一種假撚變形機，其說明書所公

開的第一實施例中三個供料裝置均為纏繞輸送

機構；第二實施例中三個供料裝置均為夾緊輸送

機構。因此，證據 1 之第一、第二實施例中所公

開的絲線輸送裝置均系由單一類型輸送機構組

合構成，並未給出由不同類型輸送機構組合配置

而成的供料裝置的教導，也沒有公開由不同類型

輸送機構組合配置所能達到的技術效果。因此，

在確定系爭專利與最接近的現有技術的區別技

術特徵時，應將系爭專利不同類型輸送機構的組

合配置作為一個整體予以對待。 

歐瑞康公司二審提交的《現代變形絲加工》

一書中記載：「對絲線輸送裝置、絲條的接觸面

及包繞角等進行細緻的優化，對於獲得穩定的高

速加工和高質產品是非常重要的」，證明組成供

料裝置的各個輸送機構之間並非相互獨立，輸送

機構的類型和工序配置關係等，均會對最終產品

的品質以及效率產生重要影響，由此亦印證組成

系爭專利供料裝置的各輸送機構之間構成緊密

的配合關係，在認定系爭專利與最接近的現有技

術的區別技術特徵時，宜將系爭專利不同類型輸

送機構的組合配置作為一個整體予以對待。 

綜上，系爭專利相對於證據 1 的區別技術特

徵應為：「第一輸送機構和第二輸送機構分別構

成為一個纏繞輸送機構；而第三輸送機構構成為

一個夾緊輸送機構。」 

另外，證據 2 揭露一種假撚變形機，其三個

輸送裝置均為纏繞輸送機構。如前所述理由，北

京知識產權法院未從系爭專利的發明構思出發，

忽略系爭專利三個輸送機構的內在配合聯繫及

其所能帶來的技術效果，未能將系爭專利不同類

型輸送機構的組合配置作為一個整體予以對待，

不當地將每一個輸送機構單獨作為判斷是否構

成區別技術特徵的基本對象，認定有誤。歐瑞康

公司和國家知識產權局的上訴主張成立，最高人

民法院予以支持。 

（二）系爭專利是否具備創造性？ 

在創造性判斷的三步法中，確定現有技術是

否已經給出將區別技術特徵與最接近的現有技

術結合的技術啟示時，應當基於本領域技術人員

的知識和能力，考察現有技術是否給出區別技術

特徵中不同技術手段的相互配合和結合之啟示。

如果將區別技術特徵與最接近的現有技術相結

合形成發明所要保護的技術方案的過程，需要本

領域技術人員的創造性勞動，僅根據該發明的各

個技術手段分別被其他現有技術所公開或者屬

於公知常識的事實，不足以認定現有技術或者公

知常識已經給出：「將區別技術特徵與最接近的

現有技術結合，以形成發明所要保護的技術方案」

的技術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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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進一步認為，在創造性判斷過

程中，應當避免將發明技術方案不當地理解為僅

僅是多項現有技術的簡單疊加，從而導致發明的

創造性高度被低估，或者「後見之明」的情形發

生。系爭專利是否具備創造性的考量如下： 

1. 系爭專利相對於證據 1 與公知常識的結

合是否具備創造性。 

系爭專利相對於證據1的區別技術特徵為：

第一輸送機構和第二輸送機構分別構成為一個

纏繞輸送機構；而第三輸送機構構成為一個夾緊

輸送機構。故系爭專利基於該區別技術特徵所帶

來的技術效果確定的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是，使

絲線在前端損傷較小，並且在後端能夠保持張力

恒定易於換筒。為了解決上述技術問題，證據 1

採用的是額外設置氣動輸送裝置的技術手段。證

據 1 的第一實施例與第二實施例僅提供多個相

同類型輸送機構完成假撚的技術方案，並沒有給

出將不同類型的纏繞輸送機構與夾緊輸送機構

進行組合以解決上述技術問題，亦未給出結合或

者結合所能帶來的技術效果的技術啟示。而且，

證據 1 利用額外設置氣動輸送裝置，解決絲線張

力恒定的技術問題，本領域技術人員在證據 1 的

基礎上，沒有動機改進或採取其他技術方案。因

此，系爭專利相對於證據 1 與公知常識的結合具

備創造性。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關於系爭專利是對

證據 1 第一實施例中第一、第二輸送機構與第二

實施例中第三輸送機構的簡單組合的認定有

誤。 

再者，越劍公司在無效階段主張的是系爭專

利相對於證據 1 與公知常識的證據組合方式不

具備創造性，故應當以證據 1 中的第一實施例和

第二實施例分別與公知常識組合以評價系爭專

利是否具備創造性，但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卻將證

據 1 第一實施例與第二實施例相結合用以評價

系爭專利的創造性，已超出無效宣告請求人的請

求範圍，違反行政訴訟的請求原則。 

2. 系爭專利相對於證據 2 與證據 1 的結合

是否具備創造性。 

證據 2 亦沒有公開系爭專利：「第一輸送機

構和第二輸送機構分別構成為一個纏繞輸送機

構；而第三輸送機構構成為一個夾緊輸送機構」

的技術特徵。如前所述，證據 1 也沒有公開前述

區別技術特徵或者給出結合的技術啟示。而且，

系爭專利通過採用不同類型的輸送機構的結合

方式，解決了紗線損傷以及保持張力恒定易於換

筒的技術問題，取得有益的技術效果。因此，系

爭專利相對於證據2與證據1的結合亦具備創造

性。 

綜上所述，歐瑞康公司和國家知識產權局的

上訴請求成立，應予支持。原審判決關於系爭專

利區別技術特徵的認定和創造性的判斷存在錯

誤，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糾正。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撤銷北京知識產權法院

的判決，並駁回浙江越劍公司的訴訟請求。 

 

四、淺析 

在本案的系爭專利中，主要牽涉到的兩個問

題是：(1) 區別技術特徵的確定方式；及 (2) 創

造性的判斷方法。 

在此案中，由於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錯誤地將

每一個技術特徵單獨作為是否構成區別技術特

徵的基本對象，而認為發明技術方案僅是多項現

有技術特徵的簡單疊加，忽略多項技術特徵組合

後所達到的技術效果，以及所解決的技術問題，

導致發明的創造性高度被低估，此即所謂的「後

見之明」，因而對於創造性的判斷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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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是專利性的必要條件，而判定區別技

術特徵對於創造性判斷極為關鍵，這是因為區別

技術特徵得以體現專利案相對於現有技術所做

出的貢獻。 

區別技術特徵的認定需要能充分理解專利 

(申請) 案的整體技術方案、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

了解專利權利要求的相關技術特徵與現有技術

相應技術特徵之間的異同，更要在對相關技術特

徵在整體技術方案的作用、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

所產生的技術效果以及跟其餘技術特徵的關聯

關係等方面進行技術分析後作出綜合判斷。 

在本案中，證據 1 解決了技術問題，本領域

的技術人員在證據 1 的基礎上，並沒有動機改進

或採取其他技術方案；因此，系爭專利相對於證

據 1 與公知常識的結合具備創造性。此外，系爭

專利通過區別技術特徵，解決技術問題，取得有

益的技術效果；因此，系爭專利相對於證據 2 與

證據 1 的結合亦具備創造性。 

故而，在專利審查過程或訴訟過程中，如發

現審查委員或承辦法院錯誤地認定專利 (申請) 

案的區別技術特徵，則建議專利申請人/專利權

人要明確地確定專利 (申請) 案的區別技術特徵，

以用於說明專利 (申請) 案的確具有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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