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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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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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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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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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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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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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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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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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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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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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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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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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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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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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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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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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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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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