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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司法保护 
有关问题的思考

祝建军

内容提要：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件是知识产权案件中最难审的一类案件，有许多基础
性的问题有待研究清楚。以法院生效判决为研究素材，通过分析指出，只有具有独创性的布图设计才
受到专有权的保护，法院判决在布图设计内容的确定、独创性的认定、布图设计侵权对比等方面，还
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标准与方法。根据布图设计的基本法律制度及原理，提出并论证解决上述争议问题
的具体方法。

关 键 词：布图设计内容   登记   独创性   举证   相同比例

Abstract: It is the thorniest task to trial the cases concerning infringement of layout design of integrated 
circuits among all IP-related cases. Many rudimentary problems still wait for further researches. The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a collection of relevant effective judgments, pointing out that only original layout designs 
deserve exclusive protection. Different judgment standards and methods in determining layout design content, 
establishing originality, and making contrast to the infringing layout design exist in court judgments. The paper 
suggests and demonstrates a number of concrete methods in solving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based on the 
basic legal system and principles of layout design.      

Key Words: the layout-design content; registered; originality; put to the proof; same ratio values

引 言

当今世界已进入微电子信息时代，微电子

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工业、农

业、服务业、国防建设均开始大范围使用微电子

信息技术。而集成电路产业是微电子信息技术

发展的核心和基础，集成电路产业水平已经成

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a受“中

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发展创新战略的

驱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近些年来发展迅猛。

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5年度，我

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3609.8亿元，同比增长

19.7%。但毋庸置疑，与欧美日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产能亦

比较低。我国每年花大笔外汇用于进口集成电路

产品，以此来满足国内电子信息产业的迅猛发

展。根据海关统计，我国2015年度进口集成电路

3139.96亿块，进口金额2307亿美元；出口集成

电路1827.66亿块，出口金额693.1亿美元，集成

电路进出口逆差为1613.9亿美元，集成电路产品

仍以进口主导型为主。b由此可见，加快我国集

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提升集成电路产业的水平，

已是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发展集成电

路产业，需要知识产权立法与司法提供完善的保

护，但我们注意到，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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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护的过程中，对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存在

着很大争议。本文拟以全国各地法院裁判的几起

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件为素材，就审

理该类案件遇到的困惑以及相应解决思路，提出

己见。

一、审理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案件的依据和处理思路

（一）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界定及

法律规范依据

集成电路是指半导体集成电路，即以半导体

材料为基片，将至少有一个是有源元件的两个以

上元件和部分或者全部互连线路集成在基片之中

或者基片之上，以执行某种电子功能的中间产品

或者最终产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是指集成电路

中至少有一个是有源元件的两个以上元件和部分

或者全部互连线路的三维配置，或者为制造集成

电路而准备的上述三维配置。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特点决定不适合用《专

利法》、《著作权法》对其提供保护，许多国家

通过单独立法来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在我

国，国务院单行制定《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

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来赋予和保护民事主体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

权。从布图设计的保护以独创性作为标准，并不

延及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来

看，对该类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一定意义上更接近

于对著作权的保护。c我国通过上述单行法律规

范，搭建起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制度体系，

从而为人民法院处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提供

法律依据。

（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权能

范围

所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是指民事主体

对其创作的具有独创性的布图设计享有的排他性

专有权利。所谓独创性，是指该布图设计是创作

者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并且在其创作时该布图

设计在布图设计创作者和集成电路制造者中不是

公认的常规设计。我国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

权遵循登记取得原则。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人享有复制权和商

业利用权两项权利，即对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的全

部或者其中任何具有独创性的部分进行复制；以

商业目的进口、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受保护

的布图设计、含有该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或者含

有该集成电路的物品。他人未经许可不得实施上

述受专有权控制的特定行为，否则就构成对布

图设计专有权的侵犯，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三）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案件的特点

从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专有权案件的司法实践来看，这类案件呈现出以

下特点：

案件数量非常少。自《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

护条例》2001年10月1日开始实施以来，我国法

院审理的涉及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的案

件不超过十宗，且多以调解或撤诉方式结案，最

终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更是少见。d这与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的快速发展及芯片海量进出口的现状形

成极大反差。

案件审理难度大。在目前的知识产权司法实

践中，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件，对于

知识产权法官来说，是最棘手也是最难审理的一

类案件，法官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

审理一边研究。“难”体现在，在具体案件中确

定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内容和专有权的范围非常

难；判断权利人主张的布图设计是否具有独创性

非常难；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侵权对比，往往需要

司法鉴定，其中需要解决许多问题。

案件审结时间比较长。由于当事人在我国法

院起诉的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案件数

量非常少，几乎无先例可循，加之案件审理难度

大，导致法官裁判这类案件的经验严重匮乏，这

些因素导致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件的

审理周期也相对比较长。

案件的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由于集成电

路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所以尽管法院受

c 于晓白、郃中林、夏君丽、罗霞：《知识产权民事案由的理解与适用》，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编：《知识产权审判指

导》（2008年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版，第95页。

d 目前受理涉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的法院主要有广东、上海、北京、江苏等地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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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件非常少，

但因法院裁判案件具有为该行业经营树立游戏规

则的意义，故一旦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案件的司法判决做出后，即会引起业界和社会的

广泛关注，从而成为知识产权领域里的“明星”

案件。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

华润矽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诉南京源之峰科

技有限公司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e 

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知识产权

案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钜泉光电科

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等诉上海雅创电子零件有

限公司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f被最高

人民法院评为2014年度全国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同时，该案件还被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

法院报》评为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案件。g  
（四）处理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专有权案件的思路

对于审理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件

的法官来说，其可能总在纠结与思考一个基础性

的问题，即该依什么样的方法和规则来审理侵犯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件呢？该问题看似简

单，但却让人充满了迷思与困惑。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处理某一类知识产权

案件时总是要遵循一定的判断经验和逻辑思维规

则，审理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件亦不

例外，这是保证正确处理该类案件的前提。本文

认为，处理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件的

基本规则为：“接触加实质性相似”原则，即在

具体纠纷中，权利人欲指控行为人侵犯其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必须要证明其创作了涉案布

图设计，并且权利人就该布图设计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进行了布图设计登记（或者证明其为涉案布

图设计的继受权利人），该布图设计的整体或部

分具有独创性，而行为人接触了该布图设计，行

为人在后的布图设计与权利人在先的具有独创性

的整体或部分布图设计相对比，二者相同或实质

性近似，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合法依据，据此可以

依法判定行为人的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专有权。

e 具体案情详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宁民三初字第435号民事判决书。

f 具体案情详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书，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

高民三（知）终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

g 参见人民法院报：《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案件》，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7日版。

h 具体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第16条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14、16条的规定。

二、确定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内容

遇到的困惑与思考

（一）实务中确定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内容的观点分歧

当发生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

时，原告作为权利人欲指控被告侵权成立，其首

先应举证证明以下两项事实：原告的涉案布图设

计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了布图设计登记并获得

授权；原告申请登记的布图设计的具体内容。

对于上述第一项证明事项，原告通过向法

院提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即可证

明其布图设计进行了登记并获得授权。但对于上

述第二项证明事项，原告该如何举证呢？在司法

实践中，原告为举证其主张权利的布图设计的具

体内容，其通常会请求受理案件的法院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调取其登记备案的布图设计，以确定涉

案布图设计的具体内容。根据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及实施细则的规定，h原告申请调取的布图设计

有可能呈现为三种载体：纸质、电子版和芯片样

品；同时，根据布图设计登记备案的要求，同一

布图设计登记中的上述三种载体所体现的布图设

计，应当是相同的。但实务中的情况总是很复

杂，比如，在具体的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

权的案件中，有些当事人不知什么原因，其提交

的同一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中的纸质、电子版和芯

片样品所反映的布图设计并不完全相同，在这种

情况下，该如何确定原告涉案布图设计的具体内

容呢？对此，出现了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的涉案布图设计专

有权应被认定为无效，其不应获得法律的保护。

理由是，依据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

定，同一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中的纸质、电子版和

芯片样品所反映的布图设计应当是相同的，但因

为原告自身提交的原因，导致上述载体所反映的

布图设计出现不完全相同的情形，这种做法破坏

了同一布图设计登记的同一性原则，该布图设计

登记应属于无效登记，基于此，原告不应该获得

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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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认为，此时应以原告纸质载体所

反映的布图设计的内容，作为确定原告涉案布图

设计的具体内容。理由是，根据布图设计保护条

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申请布图设计登记时，纸

质复制件或图样是“应当”（必须）提交，电子

版布图设计是“可以”提交，而芯片样品是布图

设计在申请日之前已投入商业利用的才需提交，

鉴于此，纸质复制件或图样的法律地位高于电子

版复制件和芯片样品，当这三种载体所反映的布

图设计出现不完全相同的情况时，自然应以纸质

载体所反映的布图设计作为原告涉案布图设计的

具体内容。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提

交的同一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中的纸质、电子版和

芯片样品所反映的布图设计应当具有同等地位，

原告可以选择全部或其中任何一个载体所反映的

布图设计，作为确定原告涉案布图设计的具体内

容。换句话说，只要是原告独立创作的，且均提

交了布图设计登记，就应该都被看作是原告独立

创作的布图设计，并都应该获得法律的保护，换

句话说，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原告享有的多个布图

设计专有权，均应获得法律的保护。

（二）解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内容

争议的思考

本文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同一布图设计登

记中的纸质、电子版和芯片样品所反映的布图设

计是相同的，当发生布图设计侵权纠纷案件时，

权利人可选择其中任何一个载体所反映的布图设

计内容来作为维权的依据。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出现同一布图设计登记中的上述载体所反映的布

图设计不完全相同时，只能以纸质载体所反映的

布图设计内容作为请求权基础，理由如下：

在我国，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实行登记

取得原则，未经登记的布图设计不受法律保护。

布图设计必须通过登记取得权利，该制度设置的

主要目的有三个：首先，固定布图设计的完整内

容。由于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保护，在

一定意义上更接近于对著作权的保护，所以，登

记能够全面、完整地固定布图设计的具体内容，

当发生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行为时，该

登记的内容可以作为权利人证明其权利的一项重

要证据，从而为权利人主张侵权救济提供权利依

据。其次，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进行公

示。对社会公众来说，通过查询已登记的布图设

计，可以学习他人先进的布图设计技术，从而为

提高改进自己的技术提供借鉴；同时，通过查阅

已登记的布图设计，还可以确定自己的布图设计

技术是否被他人侵犯，以及自己是否侵犯了权利

人的布图设计专有权，从而为市场交易行为提供

比较明确的行为准则。再次，布图设计登记资料

为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基础。集成电

路产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国家以布图设计登记信息库作为重要依据，

可以比较直观地了解布图设计技术的现状、发展

动向、存在的问题以及努力方向，从而为国家制

定各项指导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上述论述可知，对于同一布图设计登记

中因不同载体所反映的布图设计不同所带来的困

惑之解决方案，不仅要从微观的视角考虑处理个

案纠纷中当事人利益的平衡问题，而且还应从宏

观的视角考虑具体方案的解决应有利于贯彻执行

上述布图设计登记制度目的的实现，凡有利于该

制度目的实现的，就属于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

反之，则不适宜作为解决方案。

根据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

申请布图设计登记，申请人必须要提交该布图设

计的纸质复制件或图样，该纸质复制件或图样应

当至少放大到用该布图设计生产的集成电路的20
倍以上。布图设计登记公告后，社会公众可以请

求查阅该布图设计的复制件或图样的纸件。申请

布图设计登记时，申请人在提供布图设计纸质复

制件或图样时，可以自愿提供该复制件或图样的

电子版本，但对于该电子版本，除侵权诉讼或者

行政处理程序需要外，任何人不得查阅或者复

制。布图设计在申请日之前已投入商业利用的，

申请人在申请布图设计登记时，应当提交含有该

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样品。

由上可见，我国布图设计法律规范对布图设

计纸质复制件的登记态度为“必须”提交，且其

提交的布图设计的放大倍数应可以让社会公众看

清，且登记公告后社会公众可以对之进行查阅。

而布图设计法律规范对布图设计电子版的登记态

度为“自愿”提交，申请人可以选择提交也可以

选择不提交，即使申请人选择提交，在布图设计

登记公告后，社会公众也不可以查阅该电子版的

布图设计。而布图设计在申请日之前已投入商业

利用的，申请人必须提交该布图设计的芯片样

品，但社会公众却无法通过该芯片样品获知布图

设计的三维配置信息。如此一来，只有登记完整

的布图设计纸质复制件才能满足布图设计登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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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具体案情详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宁知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知民终字

第0180号民事判决书。

j 具体案情详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745号民事裁定书。

k 具体案情详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

事人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完全可以通过提交纸

质、电子或芯片三种载体的三种布图设计，来获

得三项不同的布图设计专有权，这不仅会严重破

坏“同一布图设计登记应只取得一项专有权的原

则”，而且还将严重破坏“布图设计登记的公示

原则”。《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实施细

则》第17条第1项规定，未提交布图设计登记申

请表或者布图设计复制件或者图样的，已投入商

业利用而未提交集成电路样品的，或者提交的上

述各项不一致的，登记机关不予受理。可见，上

述第三种观点亦不符合布图设计登记的要求。

三、确定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

标准遇到的困惑与思考

当经营者未经许可实施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专有权控制的行为时，即属于侵犯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专有权的行为。那在具体的案件中，该如何

判断涉案布图设计是否具有独创性？以及被控

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专有权呢？这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同的判断

标准。

（一）实务中判断布图设计具有独创性
及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标准的
几种做法

通过梳理各地法院的生效判决，可以归纳出

以下几种判断方式：

1.不查明涉案布图设计的独创性，直接将登

记的布图设计与被控侵权布图设计进行相似度对

比，然后根据该相似度对比的比例，来判断被控

经营者是否构成侵权。

在深圳中院审理的原告深圳市天微电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微公司）诉被告深圳市明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微公司）侵

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件中，k原告

于2009年2月26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

TM9936的布图设计登记，并于2009年5月13日
获得BS.09500108.5号布图设计登记证书。被告

于2008年12月9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

SM9935B的布图设计登记，并于2009年6月24日
获得BS.08500671.8号布图设计登记证书，被告

度的目的，单独的布图设计电子版或芯片样品无

法完成该登记制度的目的。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出现申请登记的

纸质载体与芯片样品所反映的布图设计不一致的

情况。例如，在原告昂宝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昂宝公司）诉被告南京智浦芯联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浦芯联公司）等侵

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一案中，原告

申请登记的纸质布图设计，仅包含两层金属层的

图样，在该金属层图样中不含任何有源元件。原

告未对布图设计的电子版进行登记。由于布图设

计在申请日之前已投入商业利用，所以原告提交

了布图设计的芯片样品进行登记。原告以登记备

案的芯片所反映的布图设计内容，指控被告以复

制、商业利用的方式侵犯其布图设计专有权。江

苏高院二审判决驳回昂宝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

是，昂宝公司申请登记的纸质布图设计图样仅包

含两层金属层，并不包含任何一个有源元件，不

符合布图设计的基本定义，虽然昂宝公司在国家

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了芯片样品，但不能以昂宝

公司登记时提交的样品来确定涉案布图设计的保

护内容，否则，将变相鼓励布图设计申请人只提

交样品，而对应给予社会公众查阅应公开的内容

不予公开，这违反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的基本价值

取向。i昂宝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

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无视布图设计登记

制度中关于纸质复制件或图样的要求，必然会使

社会公众通过查阅方式获知布图设计内容的相关

规定形同虚设，直接依据样品确定布图设计保护

内容，极有可能引发轻视复制件或图样法律地位

的错误倾向，引发登记行为失范，产生不良导向

作用。昂宝公司申请布图设计登记时，没有按照

规定提交完整齐备的复制件或图样，属于履行登

记手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应自行承担相应

法律后果，裁定驳回昂宝公司的再审申请。j可

见，司法实务中已有生效判决认定，同一布图设

计登记中纸质和芯片样品所反映的布图设计不同

时，坚持以纸质载体反映的布图设计作为权利保

护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前述第三种观点作

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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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具体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20条的规定。

m 具体案情详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56号民事判决书。

n 具体案情详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宁民三初字第435号民事判决书。

o 具体案情详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深中法知民初字第1120号民事判决书。

根据其布图设计生产出SM9935B芯片。原告指控

被告生产、销售的SM9935B芯片侵犯了其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基于当事人申请，法院通过

司法鉴定查明，被告SM9935B芯片中的布图设计

与被告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样品的布图设计相

同，与原告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样品的布图设

计相似度为60.66%。

深圳中院认为，根据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实

施细则的规定，l布图设计专有权自申请日起生

效。该案原、被告均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布图设计登记证书，但被告布图设计申请日早

于原告，这表明被告获得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时间

早于原告。被告SM9935B芯片的布图设计与被

告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布图设计相同，但与

原告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布图设计相似度为

60.66%。因此，被告生产、销售SM9935B芯片

的行为不侵犯原告的布图设计专有权，判决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广东高院维持该一审判决。m 
2.在经营者自认布图设计相同的情况下，认

定涉案布图设计具有独创性，并认定被控经营者

构成侵权。

在南京中院审理的原告华矽威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诉被告南京源之峰科技有限公司侵犯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件中，n原告于

2007年7月4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登记取得了

BS.08500231.3号布图设计登记证书。原告根据

其布图设计生产出PT4115型芯片。被告对原告

销售的PT4115芯片进行反向剖析，获取1360型
布图设计版图。接着被告依据与案外人华润半导

体公司的约定，以10万元价格将1360版图卖给华

润半导体公司，华润半导体公司依据该布图设计

版图生产芯片并卖给被告，被告将该芯片编号为

PE6807、6808进行销售。被告自认，1360布图设

计与原告的PT4115布图设计相同。原告指控被

告以复制和商业利用的方式侵犯其布图设计专有

权，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南京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申请布图设计登

记时提交了PT4115布图设计图样及芯片样品，

并获得授权，故该图样和样品均可用来确定布图

设计专有权的范围。原告PT4115芯片的布图设

计具有独创性，获得了布图设计专有权，被告自

认1360布图设计与原告的PT4115布图设计相同。

被告以反向剖析方式获取并复制PT4115布图设

计，并销售含有该布图设计的芯片，侵犯了原告

的涉案布图设计专有权，判决被告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3.权利人主张布图设计的整体具有独创性，

在被控经营者提不出相反证据的情况，认定布图

设计具有独创性，并根据登记的布图设计与被控

侵权布图设计对比相同或相似的比例，判断被控

经营者是否构成侵权。

在深圳中院审理的原告南京微盟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微盟公司）诉被告泉芯电子技

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芯公司）侵

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件中，o原告

于2007年3月26日提交布图设计图样和ME6206
芯片样品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登记取得了

BS.07500011.3号布图设计登记证书，登记证书

记载，原告的布图设计于2006年6月5日投入商

业利用。原告主张其涉案的ME6206布图设计

是使用常规设计并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集

成电路布图的整体设计，故该整体布图设计具

有独创性。被告未提供证据否认原告的布图设

计具有独创性。原告指控被告销售的QX6206芯
片的布图设计侵犯其布图设计专有权。被告抗

辩其销售的QX6206芯片来源于案外人深圳京众

公司销售的JZ6206芯片并通过更改标贴而来。

基于当事人申请，法院通过司法鉴定查明，被

告销售的QX6206芯片的布图设计与原告登记的

ME6206芯片的布图设计相似度为89.04%，被告

销售的QX6206芯片的布图设计与深圳京众公司

的JZ6206芯片的布图设计相似度为96.91%。

深圳中院认为，原告主张其登记的布图设计

作为常规设计的组合在整体上具有独创性，而被

告对此未提出抗辩，因此认定原告ME6206芯片

的布图设计具有独创性。被告销售的QX6206芯
片的布图设计与原告登记的ME6206芯片的布图

设计相似度为89.04%，故认定两芯片的布图设计

相同。由于被告销售的QX6206芯片与深圳京众

公司销售的JZ6206芯片二者型号不同，且两芯片

的布图设计也有所区别，因此，原告合法来源抗



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司法保护有关问题的思考 

.43 .

p 具体案情详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231号民事判决书。

q 具体案情详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书。

r 具体案情详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

s 直接接触多为一对一的接触，比如，权利人能够举证证明被控经营者直接将其布图设计的载体带走，或通过接收其跳槽员工的方

式，直接接触其布图设计；推定接触多为被不特定的主体接触，而被控经营者是不特定主体中的一员，比如，权利人能够举证证明，其

布图设计芯片产品在先上市，而被控经营者作为众多买家中的一员，其有条件购买该芯片产品，从而有可能接触涉案布图设计。

辩的主张不成立，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泉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广东高

院二审认定，一审关于微盟公司主张涉案布图设

计具有独创性的事实认定予以支持。但由于泉芯

公司提交了从深圳京众公司购买JZ6206芯片的对

账单、送货单、增值税发票，且在实际鉴定中，

由于多环节存在误差，不宜仅以相似度未达到

100%就认定不是使用同一个布图设计所生产出

来的芯片，因此，泉芯公司销售的QX6206芯片

是从深圳京众公司购买JZ6206芯片后，更改标贴

为QX6206而来，其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泉芯公

司的行为不视为侵权，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

驳回微盟公司的诉讼请求。p 
4.在案件当事人充分举证的基础上，通过司

法鉴定查明被控侵权的布图设计与权利人登记的

布图设计是否相同或实质性近似，以及如存在相

同或实质性近似则该部分的布图设计是否具有独

创性，以此判断被控经营者是否构成侵权。

在上海一中院审理的原告钜泉光电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泉公司）诉被告

上海雅创电子零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创公

司）、深圳市锐能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

能微公司）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

件中，q原告于2008年7月2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请登记取得了BS.08500145.7号布图设计登记

证书。原告指控被告锐能微公司制造、销售的，

被告雅创公司销售的RN8209型芯片的布图设计

侵犯了其涉案ATT7021AU布图设计专有权。原

告指出其具有独创性的布图设计有十个部分，并

详细说明其具有独创性的理由，被告根据原告的

陈述反驳其具有独创性并提供反驳证据。基于当

事人申请，法院通过司法鉴定查明，RN8209型芯

片的布图设计与原告主张布图设计的独创点5、7
相同，原告主张的这两个独创点具有独创性。

上海一中院认为，被告锐能微公司的个别

员工原在原告处从事研发等工作，有条件接触

原告的布图设计，被告锐能微公司未经许可复

制原告芯片中具有独创性的布图设计，用于制

造RN8209芯片并进行销售，其行为侵犯了原

告的涉案布图设计专有权，责令其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被告雅创公司销售

的RN8209芯片有合法来源，其行为不应视为侵

权，判决驳回原告对被告雅创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海高院维持该一审判决。r 
（二）分析法院生效判决遇到的问题

由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非常复杂且案

件数量少，法官审理这类案件的经验比较匮乏，

从已审结的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件来

看，还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在如何判断布图设计具有独创性方面，有的

法院判决在引导当事人对涉案布图设计独创性进

行举证方面不够充分，对涉案布图设计独创性进

行说理方面亦不够充分，有的判决甚至忽略对涉

案布图设计独创性事实的查明。这样有可能导致

将本属于公共领域、不具备独创性的布图设计，

纳入到权利人专有权的保护范围之内，从而有可

能不恰当地扩大专有权的保护范围，进而阻碍集

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在将涉案布图设计与被控侵权布图设计进行

对比方面，有的判决直接根据被控侵权的布图设

计与权利人登记的布图设计是否相同或实质性近

似的比例值大小，来判断被控经营者是否构成侵

权，这种做法在整体布图设计具备独创性时，还

比较恰当。但问题在于，如果涉案布图设计仅是

其中一部分具备独创性时，使用上述方法来判断

涉案布图设计与被控侵权布图设计是否相同、相

近似，就欠妥当，因为此时的对比对象，应是布

图设计中的独创性部分与被控侵权布图设计中的

相应部分，而不是对整体布图设计进行比较。

在判断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件

的裁判规则方面，有的判决忽略了“被控经营者

接触布图设计”这一重要因素的论证。前面已述

及，判定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基本规

则为“接触加实质性相似”原则，这里所说的接

触包括两类，直接接触和推定接触，s权利人只

有举证证明被控经营者接触了其布图设计，且该

经营者在后的布图设计与其登记的在先布图设计

相同、相近似时，这样才有可能认定被控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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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侵权。如果权利人登记的布图设计与被控侵

权布图设计虽然相同，但权利人没有证据证明

被控经营者有可能接触其布图设计，而被控侵

权布图设计是经营者自己独创的，则后者仍不

构成侵权。

（三）如何判断布图设计具有独创性

及判定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标准的

思考

根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的规

定，只有具有独创性的布图设计才受到专有权的

保护，而布图设计中的常规设计不受保护。一般

来说，布图设计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

行再创新。布图设计具有独创性，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是指整个布图设计中的某一或某些部分的布

图设计具有独创性，或者是指由常规设计组成的

布图设计其组合作为整体具有独创性，只有在极

少数情况下是指整个布图设计具有独创性。

由于布图设计本身的复杂性及专业性，以及

布图设计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等原因，在布图设

计授权阶段，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对

布图设计实行初步审查登记制度。这就意味着，

在该授权阶段虽然布图设计的整体内容可以被确

定下来，但布图设计中的独创性部分并未被清晰

地说明和划定。在布图设计侵权诉讼中，由法官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举证来查明涉案布图设计中

具有独创性的部分。由于布图设计中具有独创性

的部分在授权阶段未被清晰划定，这意味着在侵

权诉讼阶段查明布图设计中的独创性部分，是一

项艰难而复杂的技术事实查明程序。

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判断布图设计

是否具有独创性应以完善的举证程序作为保证。

本文认为，具体的举证过程为，首先应由权利人

（原告）确定如下事实：陈述并划定其布图设计

中哪些是其独创性部分，并详细说明业界中相应

的常规设计是什么，这些独创性的布图设计与常

规设计的区别是什么、独创性如何体现，使用独

创性的布图设计对于产品性能和功效的提高、成

本减少等起到了什么作用。原告对其陈述的上述

事实，还应提供相应的证据来予以证明。原告完

成上述举证后，举证责任转移到被控经营者（被

告）身上。针对权利人陈述的事实和提供的证

据，如果被控经营者认为权利人主张的事实和提

供的证据不成立，比如，涉案布图设计不是权利

人创作的，或该布图设计属于常规设计，其可以

陈述其认为的事实，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来反驳原

告的证据。

上述举证过程的设计符合布图设计本身的

特点，理由是，权利人欲指控他人侵犯其布图设

计专有权，其应负有义务证明其布图设计具有独

创性，而权利人作为布图设计的创作者，其自然

最应当知道其主张权利的布图设计之独创点是什

么、在布图设计中的什么位置，相应的常规设计

是什么；权利人完成举证后，被控经营者面对复

杂的布图设计技术，其才有可能根据权利人的陈

述和固定的证据有针对性地举出反证。通过上述

举证程序的设置，使纠纷当事人就涉案布图设计

是否具有独创性进行充分阐述与举证。

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完成举证后，由办案人

员根据双方的举证，查明以下两个重要事实：权

利人主张的布图设计的独创性能否成立？如果成

立，被控经营者复制、销售的布图设计之相应部

分与权利人的独创性布图设计进行对比，二者是

否相同或实质性近似。办案人员查明这两个技术

问题，通常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法：在法庭上，

组织原、被告双方对证据进行质证，在听取原、

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或专家证人对技术问题进行讲

解、辩论的基础上，逐步弄清楚涉案的两个技术

问题；在上述方法仍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可以启

动法院专家库咨询程序，通过请教布图设计领域

的技术专家来解决技术问题；如果上述两种方法

仍无法解决，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法院委

托鉴定机构通过司法鉴定来查明上述两个技术问

题。最终判断侵权的标准为：如果登记的布图设

计整体具备独创性，则应依据登记的整体布图设

计与被控布图设计按对比相同比例值的大小，来

判断二者是否相同、相近似；如果登记的布图设

计只有部分布图设计具有独创性，则应将登记中

具有独创性的那部分布图设计，直接与被控布图

设计中相应的部分直接进行对比，以此来判断二

者是否相同、相近似，进而判断被控经营者的行

为是否构成侵犯布图设计专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