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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
司法确定问题研究

丁文严 张蕾蕾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5条以一般规则的形式宣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

赔偿制度的全面确立。抓紧落实惩罚性赔偿是知识产权司法面临的重大课题，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是

其中的主要问题。基数难以确定，倍数的确定缺乏统一标准，法定赔偿滥用，惩罚性赔偿、法定赔偿、

酌定赔偿适用混乱，地方性裁判指南规定的数额标准不一致导致“类案不同判”等，都是当前损害赔偿

数额确定中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建议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准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侵权获利

或者许可使用费倍数作为对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推定；明确实际损失的构成，在损失计算方法上适当借鉴

域外经验；统一侵权获利的确定标准，同时考虑技术分摊问题；明确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可以作为惩

罚性赔偿的基数，明确许可使用费确定时的考量因素；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不应包括权利人制止侵权所支

付的合理开支；酌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下的法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

赔偿的基数。综合考虑刑事罚金、行政罚款、惩罚性赔偿的关系。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规

范地方法院裁判惩罚性赔偿案件数额标准不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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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185 of China's Civil Code declares the overall establish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in the form of general rules. It is a major task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dicial department to implement punitive damages promptly, to this end,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punitive damages is a key issu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yet to be resolved, 
for example, the base for calculating damages is hard to determine; lacking unified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the times of damages; abuse of statutory damages; confusing the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statutory damages, and discretionary damages; and likely cases with different judgements 
resulting from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prescribed amount standard by local judgement guides.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suggests making the actual loss of the right owner as the base 
for determining punitive damages, and presuming the actual loss of the right owner according to 
infringement profit or times of license fee; clarifying the composition of actual loss, and appropriately 
refer to the foreign experience while calculating the loss; unifying the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infringement profit,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 technology contribution rate; making certain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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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文章《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

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强调要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施行，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本刊特邀

专家，就民法典中的知识产权有关条款展开研究，以期阐明民法典的精神内涵、基本理念及知识产权

相关规则，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贡献力量。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司法确定问题研究

.73 .

reasonable times of license fee can be used as the base for calculating punitive damages, and clarifying 
the factors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determining license fee; the base for punitive damages should not 
cover the reasonable expenses paid by the right owner to stop the infringement; discretionary damages 
can be used as the base for punitive damages; and the statutory damages meeting certain requirements 
can be used as the base of punitive damage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fine, administrative fine, and punitive damages, and proposes to issu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guiding cases to address the inconsistent standard for ruling punitive damages by local courts.

Key Words: punitive damages; the base of damages; the times of damages; liense fee; statuory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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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赔偿起源于古罗马国家，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具有教育、惩罚、威慑、赔偿、促进法的

执行等诸多功能a。近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源于英国，美国加以继承发展。英国《牛津法律大辞

典》将其定义为：“惩罚性赔偿是对补偿性损害赔偿加以补充的一种重要的损害赔偿方式，是针对被

告蓄意的、严重的或野蛮的侵权行为，法官或者陪审团进行的否定性评价。”b《布莱克法律词典》

将其定义为，“当侵权人以恶意、故意、诈欺或放任的方式实施行为，致使原告受到损失，法官或者

陪审团判定侵权人所承担的实际损失之外的赔偿，以期惩罚不法的侵权行为人或者警示他人，以实现

对可责行为的惩罚和阻却。”c《元照英美法词典》将其定义为：“当被告以恶意、故意、诈欺或放

任之方式实施行为而致原告受损时，原告可以获得的除实际损害赔偿金外的损害赔偿金。”d我国通

说认为，惩罚性赔偿是指当加害人以故意等方式实施了致使受害人遭受实际损失的加害行为时，被害

人可以额外获得实际财产损失外的损害性赔偿。e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始于2013年第三次修正的《商标法》，2020年5月28日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185条以一般规则的形式宣示了我国知识

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全面确立。2020年10月17日第四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

下简称《专利法》）和2020年11月11日第三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

权法》）也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至此，我国确立了由民事基本法和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知识

产权专门法共同构建的完整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系。2020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抓紧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

赔偿制度。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也强调，实行知识产

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激励和保护创新。当前，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成为亟待人民法院深入

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侵权赔偿是根据实际损失、侵权获利或许

可使用费的倍数来确定。对故意侵权，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倍数给予赔偿。我

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对侵权赔偿都有类似规定。据此，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

定包括基数和倍数的确定两个部分。长期以来，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合理许可费的确定始终是困扰

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以至于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基本都采用法定赔偿。f其倍数的确定更多涉及证据

与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也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本文拟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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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予以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本规定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系由民事领域综合性法典《民法典》和《商标法》《专利

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单行法的相关规定构成。2015年《种子法》、2018年《电子商务法》、

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其他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法律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2020年5月28日颁布的《民法典》第1185条对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作了一般规定：故意侵害

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2013年，我国第三次修正《商标

法》，其第63条表明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第一次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该条规定了赔偿数额的计算标

准，即先按照权利人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按照侵权人所获得利益确定；二

者均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该

条规定了可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1倍以上3倍以下确定赔偿额。同时该条规定了300万元的法定

赔偿额上限。2019年《商标法》第四次修正，将赔偿数额倍数的上限由“3倍”改为“5倍”，将法定

赔偿额的上限由“300万元”改为“500万元”。

我国《专利法》自1984年首次颁布到2008年第三次修正，一直未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直至2020
年第四次修正《专利法》，其第71条规定了侵犯专利权的赔偿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

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二者均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

定。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1倍以上5倍以下确定赔偿额，

同时规定了最高500万元的法定赔偿额。该规定打破了之前《商标法》关于实际损失与侵权获利的适

用顺位，允许实际损失或者侵权获利同时适用于计算损害赔偿额。我国《著作权法》是在2020年第三

次修正之际才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且采用了与《专利法》相似的规定。除上述知识产权单行法

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种子法》《电子商务法》都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类似规定。

（二）相关文件和司法解释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除基本法外，相关政策文件和司法解释也对惩罚性赔偿有所规定。

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

提出，建立以尊重知识产权、鼓励创新运用为导向，以实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指引，以补偿为主、惩罚

为辅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着力破解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赔偿低”问题。对于具有重复侵权、恶意侵

权以及其他严重侵权情节的，依法加大赔偿力度，提高赔偿数额，有效遏制和威慑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0条、第21条、第22条关于计算实际损失、

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是当下确定惩罚性赔偿基数的主要依据。2020年12月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6条对于故意侵害他人植物新品

种权，情节严重的，作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三）地方性办案指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方案的规定
2020年以来，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相继出台了

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地方性办案指引。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侵害知识

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

的《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惩罚性赔偿适用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

布的《关于知识产权民事侵权纠纷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指导意见（试行）》等，这些都是地方法院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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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本辖区内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统一裁判标准，依据现有法律对本辖区知识产权侵权纠

纷的损害赔偿所做的裁判指引。

二、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司法适用现状

（一）数据检索概况
为全面了解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司法适用情况，笔者于2021年1月3日适用

Alpha案例库，对侵害商标权、侵害著作权、侵害专利权纠纷和不正当竞争纠纷领域使用惩罚性赔偿

的案件进行了检索，以下是基本情况。

检索案由：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检索条件：法院认为，

惩罚性赔偿/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检索结果：此次检索到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权侵权

纠纷分别为1502件、1582件、86件，不正当竞争纠纷256件。

关于商标侵权案件，侵犯商标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裁判在2016年后呈显著增长（见图1）。

关于著作权案件，在著作权纠纷裁判赔数额中，考虑主观恶意和侵权情节的案件裁判在2015—2017
年呈上升趋势，2017—2018年有所下降，而2018—2020年增长明显（见图2）。关于专利侵权案件，

在侵害专利权纠纷裁判赔数额中，考虑主观恶意和侵权情节的案件裁判在2011—2012年呈缓慢上升趋

势，2011—2016年在曲折中上升，2016—2018年增长迅速，2018—2019年下降明显，2019年后再次上

升（见图3）。关于不正当纠纷竞争案件，在不正当竞争纠纷裁判赔数额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裁判

在2015—2019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17—2019年上升明显，2019年后下降明显（见图4）。

      

图1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侵犯商标权案件数量变化趋势图  图2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侵犯著作权案件数量变化趋势图图1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侵犯商标权案件数量变化趋势图  图2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侵犯著作权案件数量变化趋势图

      

图3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侵犯专利权案件数量变化趋势图  图4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数量变化趋势图图3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侵犯专利权案件数量变化趋势图  图4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数量变化趋势图

（二）主要裁判观点
数据检索得到的案例显示，目前，对于惩罚性赔偿数额计算等并无统一的标准，法官在判决中往

往不会在法理、计算规则和方法上作详细的阐述。法院的主要裁判观点如下。

1. 惩罚性赔偿基数确定1. 惩罚性赔偿基数确定

在确定基数时，法院判决基本上依照法律的规定选择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和合理许可费作为基

案由：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类  全文模糊：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

案由：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  全文模糊：法院认为，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

案由：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  全文模糊：法院认为，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全文模糊：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



.76 .

·2021年第2期

数，而对上述三种基数的计算，不同的法院存在不同的计算方式和考量因素。

（1）权利人实际损失

对于权利人实际损失的计算方式，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法院认定的实际损失包含

因销售流失而损失的利润、因价格侵蚀而损失的利润、未来销售利润损失、商誉损害即合理维权开支

等。如“浙江生活家巴洛克地板有限公司与巴洛克木业（中山）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g中，

法院二审判决指出：一审判决确定本案的赔偿数额时采用了因销售流失而损失的利润及因价格侵蚀而

损失的利润两种计算方法，并考虑了巴洛克公司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未来销售利润损失、商誉损害、

为禁止侵权而支出合理维权费用以及浙江巴洛克公司侵权的恶意、严重情节等多方面因素，认定浙江

巴洛克公司因侵权行为给巴洛克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合理维权开支）远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该认

定有理有据，方法科学，因果关系妥当，推理合理、清晰。同时，一审判决采用的这些计算方法及多

重考虑因素之间具有互补性而非互相排斥。二是法院认为，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除司法解释规定的销售

量乘以利润率的基数计算方式外，还可以包括广告费损失、h降价损失、侵权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预

期利润损失等，只要权利人举证证明该损失的真实性及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法院即可进行合理

的认定。如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与广东睿尚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以及

新浪集团与天盈九州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均持此观点。还有法院指出，由于在实际经营活动

中，权利人、侵权人以及整个行业商品的成本、盈利能力、销售能力等并不完全相同，有时权利人提供

的商品价格、利润和行业利润不能作为计算赔偿基数的依据，但是可以作为参考。i

（2）侵权人获利

通过对检索案例的梳理，由于实践中权利人损失通常无法计算，法院因此依照相关法律规定通过侵

权获利的计算来确定赔偿基数，这种情况下，根据侵权损害赔偿的“填平”理念，实际上是以侵权获利替

代实际损失确定赔偿。在关于侵权获利的确定中，法院基本形成如下主流观点：即侵权获利应当是被控侵

权商品销售量和被控侵权商品单位利润的乘积，并且强调要对商品单位利润与企业营业利润进行区分。如

斐乐体育用品公司诉浙江中远鞋业公司、中远商务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中二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即

持此观点。!0“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上诉案”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从字面解释，“所得”显然不是指侵权人的销售收入，“违法所

得”应指违反著作权法规定而获得的“利润”，即扣除必要成本之后的合理利润。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角

度解释，同为侵害知识产权的赔偿，著作权法中的“违法所得”与专利法中的侵权获利应作一致的理解。!1

（3）许可使用费倍数

以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计算的基数，在司法适用中存在一定困难，主要在于

权利人须举证证明侵权商品销售量、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商品的单位利润等项目，

但这些证据往往很难准确、完整地提供，由此导致适用许可使用费倍数作为惩罚性赔偿基数的情形较

少。!2除了上述的因素，没有可参照的商标许可使用费、没有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的作用也是导致较

少适用许可费倍数确定赔偿的主要原因。同时，对适用许可使用费还是适用许可使用费倍数作为基

数，实务界存在着较大分歧。如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公布的《关于知识产权民事

侵权纠纷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指导意见（试行）》中明确规定可以“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作为惩罚

g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民终1297号。

h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73民初2239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73民终1818号。

i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民终220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718号。

j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73民终1991号。

k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民终137号。

l 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佛中法知民初字第8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渝01民终1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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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赔偿的基数。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印发的《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惩罚性赔偿适用问题

的审判委员会纪要》则明确规定可以“许可使用费”作为损害赔偿的基数。

（4）其他需要考量的因素

此外，有的法院还提出了在确定赔偿额时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有的法院指出，在计算赔偿额基

数时应考虑侵权行为对权利人涉案商标的商誉价值的损害，涉案商标商誉价值越大，相应的赔偿金额

也应提高。!3有的法院指出，确定赔偿数额时需要考虑惩治侵权的社会效果。!4还有法院指出，惩罚

性赔偿计算基数不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但该开支在充分举证的前提下应当

包括在惩罚性赔偿总额之中。!5

2. 惩罚性赔偿倍数的确定2. 惩罚性赔偿倍数的确定

目前立法对于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只是规定了一定的空间，司法实践中法官考虑侵权的主客观因

素确定倍数，自由裁量空间较大。法院在确定倍数时，一般根据侵权的主观恶意程度、行为方式、影

响力、是否受过行政处罚等认定主观恶意和侵权情节等，进而确定赔偿倍数。如在“约翰迪尔案”!6

中，二审法院认为，侵权人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方式多样，不仅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涉案商标，

通过域名、企业名称等方式使用涉案商标，还通过注册商标的方式复制、摹仿、翻译驰名商标。同

时，侵权行为涉及的侵权商标众多，且行为人在商标侵权的同时实施了多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是

在行收到政处罚后依然继续实施涉案侵权行为，侵权情节严重且主观恶意明显，因此根据2013年《商

标法》第63条的规定，按照侵权获利数额的3倍确定赔偿数额。

3. 具有惩罚性的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3. 具有惩罚性的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

在检索到的案件中，虽然没有适用惩罚性赔偿，但却明确在法定或者酌定数额中体现惩罚性的案

件占有一定比例。例如，“源德胜公司诉中山品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等专利侵权案”中，法院考虑被

告重复侵权、主观恶意较大等因素，以法定赔偿方式判赔100万元。!7“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暴

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也体现了这种做法。!8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在特定情况下

实际已经具有惩罚性赔偿的功能，法院在适用这类体现惩罚性的法定赔偿时一般会考量下列因素。

第一，侵权人的主观恶意。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体现惩罚性的判决，主要是《著作权法》第三次

修订和《专利法》第四次修订之前，在著作权侵权和专利侵权案件中，一般都会考虑侵权人的主观恶

意。如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等。!9

第二，侵权情节。即便是在对惩罚性赔偿有明确规定的商标侵权纠纷案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由

于无法确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实际获利或者涉案商标许可使用费而无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

基数，从而不支持适用惩罚性赔偿，转而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体现对侵权人的主观恶意、侵权情节

的惩戒。@0如在“大润发公司与康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就指出大润发公

司实施的行为构成“恶意侵犯商标权，情节严重”，但由于无法按照康成公司的损失、大润发公司的

m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终701号。

n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718号。

o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制定的意见和建议（建议稿）》第5条。

p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民终413号。

q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357号。

r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民终1132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石民（知）初字第

752号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京知民终字第1055号。

s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海民（知）初字第29087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73民终682号。

t 参见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381民初1100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73民终2052号；广

州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73民终2097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高民（知）终字第1039号；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初6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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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利或者涉案商标的许可使用费确定赔偿数额，故计算惩罚性赔偿数额基础的数额并不存在，惩罚性

赔偿数额亦无法确定，故在认定法定赔偿时对大润发公司的主观恶意和侵权情节予以考虑。@1

第三，被侵权对象本身的价值。部分法院认为需要考虑被侵权对象自身所包含的价值，如对于

具有较高创造性的发明专利，在确定赔偿额时应当体现较高的保护水平。@2也有法院认为需要考虑被

侵权对象对被控侵权产品价值的作用大小，如“环球影画案”中，法院指出在酌定赔偿数额时考虑了

涉案著作权与商标权对被控侵权产品价值的作用大小、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等因素。@3再如“创恒

实业案”中，法院指出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注意产品获利乃是基于专利技术、专利设计、产品质量、品

牌、营销等多种因素，应特别考虑到涉案实用新型专利对于侵权获利的贡献。@4

4. 酌定赔偿4. 酌定赔偿

司法实践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的前提条件一般是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路径（即权利人实际

损失、侵权人获利或者许可使用费的倍数）确定一个基础数额，如不能确定，即排除惩罚性赔偿的适

用，但也有法院在不能确定实际损失、侵权获利或获许可使用费具体数额时，根据在案证据概括计算

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的数额，从而可以确定一个概括的惩罚性赔偿的基数。@5这种损失计算方法也被

称为裁量性赔偿。例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侵权纠纷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指导意

见》即采用了此观点。

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中的问题

（一）惩罚性赔偿的基数难以确定
各知识产权专门法均规定惩罚性赔偿原则上应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侵权所得或者合理

许可费的倍数为基础。司法实践中，几乎很少使用三种计算方法，具体情况如下。

其一，实际损失难以查明。区别于物权法所规定的动产与不动产，知识产权的价值只有投入到动

态的市场中使用才能够得以体现，而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权利人很难证明损害结果的大小以及损害或

获利的确是因侵权行为而产生。具体到个案，被侵犯专利权而导致专利无法顺利转化造成的损失、被

侵犯商标权而导致的社会商誉下降所造成的企业利润损失、@6被侵犯著作权而导致的合同履行不能、

权利人为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付出的预防性投资等情况，都无法进行精确计算。

其二，侵权获利难以确定。侵权获利情况往往由侵权人掌握，虽然法律确立了举证妨碍制度、证

据推定制度，但进行利益衡量之后是否提供相关证据的主动权仍旧掌握在侵权人手中，而多数情况下

侵权人都不会披露自己的侵权获利情况。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2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要求当事人提交有关证据，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提交虚假证据、毁灭

证据或者实施其他致使证据不能使用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对方当事人就该证据所涉证明事项的

主张成立。这种情况下法院实际上仍然无法就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或许可使用费获取具体的证据，从

而确定具体的数额，最终可能只能依据权利人的请求确定赔偿数额，但这个数额在性质上并不属于基

于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许可使用费基数计算出的数额，而是采用证据规则确定的赔偿数额。

同时，实际损失并不等于侵权获利，在适用侵权获利代替实际损失作为赔偿基数时，是直接将侵

u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73民初443号。

v 参见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5民初725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1民初1278号。

w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01民初1088号。

x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民终12号。

y 参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7民终721号；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民终278号；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73民终2132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三终字6号。

z 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基础与司法裁判规则》，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第1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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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获利认定为实际损失，还是须先证明侵权产品的销售是否侵占了专利（知识产权）产品的市场以及

侵占了多少市场份额，再据此确定以多少侵权获利代替实际损失作为赔偿基数，实践中也存在分歧。

上文检索结果显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侵权获利的计算基本都按照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操作。不

同在于，在适用上述规定时，有的案件没有考虑技术的贡献率，如“正泰股份公司诉施耐德电气低压

（天津）有限责任公司案”@7中，对于施耐德公司各时间段销售侵权产品的销售额，二审法院在判决

中采用施耐德公司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施耐德公司所获得的营业利润为355,939,206.25元。但是，鉴于

正泰股份公司对施耐德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金额低于该金额，而判决的赔偿金额不得高于诉讼请求，

因此法院确定施耐德公司的赔偿金额为正泰股份公司请求的334,869,872元。大部分的案件则考虑技术

贡献率问题，如“北京新辰陶瓷纤维制品公司与北京英特莱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专利侵权案”@8中，

法院认为，在以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具体利益来确定赔偿额时，应排除防火卷帘中无机布基防火卷

帘产品利润比例。

其三，对于许可使用费的适用，司法实践中虽然普遍倾向于认可应当以既有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为

损害赔偿确定基准。问题在于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许可、交易尚不成熟普遍，即便权利人提供了许可使

用费合同，为了防止权利人利用虚假合同诱导法院作出过高的损害赔偿额，法院在对合同的认定上也十

分谨慎。权利人的举证难度过大，导致很多权利人在提起诉讼时放弃举证，转而请求法院直接适用法定

赔偿。有学者随机选取553件涉及恶意侵犯商标权的诉讼纠纷，其中原告明确提请惩罚性赔偿的案件只

有5件，更多的原告仅仅较为笼统地提出了一个求偿金额。@9此外，尽管理论与实务界对于将受害人所受

损失、侵权人所获利润作为基数无大的争议，但将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列入赔偿金的基数存在争议。

（二）惩罚性赔偿倍数的确定缺乏统一标准
惩罚性赔偿从字面含义看侧重于惩罚性，但是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法律手段，也必须要严格遵循

经济法的一般特征，即通过适当的法律威慑达到保护市场经济的目的。“罚过相适”“罚当其过”是惩

罚性赔偿制度实现适度威慑的必然要求，“罚过其过”会导致威慑过度，“罚不抵过”则会导致威慑不

足。惩罚性赔偿额往往是在补偿性赔偿的基础上通过叠加适当的倍数而得出，目前惩罚性赔偿倍数如何

确定尚无固定的标准，现有的法律也仅作出了一个范围上的规定。如果没有特定的细化标准，法官在适

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时，不可避免会根据其自由裁量权综合确定赔偿数额，具有较大的主观任意性。#0

（三）法定赔偿被滥用
从立法本意角度看，法定赔偿“应该不用就不要用”；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法定赔偿却是“能

用即用”。本应处于补充顺位的法定赔偿成为赔偿数额主要的认定方式。#1而真正按照权利人的实际

损失或者侵权人的侵权所得来确定赔偿数额的案例却较少。#2数据检索表明，在权利人主张适用惩罚

性赔偿的案件中，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极少，绝大多数情况下，法院通过在适用法定赔偿时对

@7 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温民三初字第135号。

@8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高民终字第503号。法院查明，新辰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显示产品名称为“防火卷

帘”的，包括被控侵权产品无机布基特级防火卷帘产品及与该案无关的无机布基防火卷帘产品，结合新辰公司提供的北京市新型防火设

备厂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审计报告所审计的部分产品不是被控侵权产品。故审计报告计算出的毛利1,079,251.61元应扣除不涉及侵权的

产品之销售毛利168,416.8元，新辰公司2001年3月至2002年5月销售被控侵权产品所得毛利为8,99,163.1元。新辰公司提出的审计报告计算

出的相当部分不是涉嫌侵权的毛利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

@9 刘帅、陈芸莹：《优化营商法治环境：我国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规则完善的司法路径——以553份商标侵权类判决文书为样

本》，载2019年第十二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论文汇编集。

#0 朱理：《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政策》，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8期，第30页。

#1 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基础与司法裁判规则》，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第1482页。

#2 李扬、陈曦程：《论著作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兼评〈民法典〉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条款》，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8期，第43页。

#3 胡海容、王世港：《我国商标侵权适用法定赔偿的新思考——基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2019年判决的分析》，载《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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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恶意和侵权情节的考量体现惩罚性，且呈现整体增长的趋势。#3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

很多案件中，当事人已经提供关于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侵权获利的证据，但法院对证据的要求过

于严格而不认可当事人的证据，以法院拥有较大裁量权的法定赔偿代替；二是在面对不配合的侵权人

时，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未能提供有效手段使得权利人有效举证，加之举证妨碍制度规定得较为笼

统，具体操作困难，证据不能得到充分展示；三是长期以来，法院判决赔偿数额方面的谦抑政策也会

导致法官倾向于选择法定赔偿；#4四是被侵权人希望简化程序、及时获得法律保护；五是法官有可能

担心依据实际损失等计算不当导致改判。#5

（四）惩罚性赔偿、法定赔偿、酌定赔偿适用混乱
惩罚性赔偿是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被侵权人的侵权所得、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为基数乘以合理的

倍数，综合确定赔偿数额。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和倍数的确定是实现“比例协调、精细计算”的关键所在。

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案件因为证据问题无法实现精确赔偿，从而适用法定赔偿。从制度起源来讲，

法定赔偿本不应当具有惩罚性，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权利人的举证责任而适用，但是我国无论是立

法还是实践中，目前已经赋予了法定赔偿制度某种惩罚性的功能，由此也导致理论与实务中对法定赔

偿能否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以及法定赔偿额的幅度等问题有不同的意见。

酌定赔偿，又称裁量性赔偿，2013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力度的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将裁量性赔偿适用的典型案例向媒体发布，时任民三庭领导将“裁

量性赔偿方法”定义为“是在计算赔偿所需的部分数据确有证据支持的基础下，人民法院根据案情运

用裁量权，确定计算赔偿所需要的其他数据，从而确定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因此，裁量性赔偿不

属于知识产权领域三种法定侵权损害赔偿方式之外的第四种计算方式，而是尊重客观事实对实际损

失、侵权获利证据获取和最终核算的变通。可见，裁量性赔偿不同于法定赔偿，其适用需要一定的证

据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对“北大方正案”的裁判#6正是对裁量性赔偿这种定义的体现。彼时裁量性赔

偿方法还被命名为“酌定赔偿方法”。这也是为了防止法定赔偿的滥用，同时克服损害赔偿计算必须

百分百精确的机械思维。#7然而，不少案件却将裁量性赔偿与法定赔偿混同使用。

四、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基数的确定
基数的确定应当以权利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为准，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参照许可使用

费倍数作为对权利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的推定。

1. 实际损失的确定1. 实际损失的确定

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计算侵害知识产权的赔偿数额，源于侵权责任法的填平原则和《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第45条的规定，#8也是各国知识产权法规定的知识

产权损害赔偿的通行做法。知识产权因被侵害而发生的实际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间接损失

一般指权利人为维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一般不应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关于实际损失的构成和计

算，目前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

2020年第5期，第56页；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基础与司法裁判规则》，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第1482页。

#4 崔国斌：《专利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5页。

#5 李扬、陈曦程：《论著作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兼评〈民法典〉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条款》，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8期，第43页。

#6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三终字6号判决。

#7 朱理：《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政策》，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8期，第33页。

#8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45条第1款规定，司法部门应有权责令侵权者向权利所有人支付适当的损害赔偿费，以便补偿

由于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所有者造成的损害，其条件是侵权者知道或应该知道他从事了侵权活动。

#9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民终12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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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0条对侵害专利权中实际损失的计算有规定。

正如前文数据检索结果显示，我国法院在实践中基本据此或比照此规定计算实际损失，但各地法院具

体做法又有所不同。有的裁判仅考虑了已经发生的直接损失，有的还考虑了因销售流失而损失的利

润、因价格侵蚀而损失的利润及未来销售利润损失等#9，有的还包括了广告费损失、降价损失等。$0

其适用前提是权利人有证据证明该损失的真实性及其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总之，我国司法实

践对实际损失的确定虽然形成了一定的探索成果，但尚未形成系统、有效和一致的做法，因果关系的

证明、损失数额的查明、许可费的查明始终是实践中的难点。美国相关判例中形成的关于因果关系的

证明、增加的成本、价格侵蚀、市场份额理论、全部市场价值规则等可资借鉴。$1

（1）参考美国法中关于实际损失的确定

关于因果关系的证明。美国通过判例的形式逐渐确立了证明因果关系的标准，即如果权利人能够

证明以下四个要素，法院可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并对权利人的损害进行判赔。四要素包括：市场存

在对专利产品的需求；市场上没有不侵权的专利产品的替代品；权利人具有满足此市场需求的制造与

销售的能力；专利权人应该得到的利润额。这是美国第六巡回法院在Panduit Corp.v. Stahlin Bros. Fiber 
Works，Inc.案中确立的四要素法，$2也被称为潘迪特（Panduit）四要素，为美国以后的专利侵权案件

审理提供了参考，并该案逐渐被确定为判定因果关系的经典判例。$3

关于增加的成本。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指出，在计算利润损失额时考虑增加的成本，是专利损

害赔偿相关法律确定的一个规则。固定成本，即那些不随产量的上升而变化的成本，如管理人员的工

资、财产税和保险费等，在计算利润时应排除在案外。$4因此，权利人的利润损失应当不包括其为正

常运营而增加的固定成本，否则会导致变相增加侵权人的侵权责任。

关于价格侵蚀。价格侵蚀也是权利人在计算利润损失时可获得的一项赔偿。美国最高法院在Yale 
Lock Manufacturing Co.v. Sargent案中认为，权利人因侵权产品竞争的影响而不得不降价销售，其由于

降价而产生的利润损失，应当得到合理的赔偿。$5美国司法判例显示，价格侵蚀可分为以下几种情

况，一是因为侵权产品的出现，权利人为了竞争而被迫降价；二是权利人为了相同的原因而进行的打

折；三是由于侵权产品的竞争，导致权利人不能够按照既定的意愿来涨价。$6

关于市场份额理论。某种产品存在多个供货商的市场条件下，销售量的减少以及受到的利润损失

不易计算，美国在判例中逐渐确定的市场份额理论认为，即使市场上存在非侵权的替代品的情况下，

如果权利人能够证明在一定的市场份额中是没有专利产品的非侵权的替代品，同时权利人能够证明

Panduit要素中的其他三个要素，权利人可以依据此市场份额来确定因侵权行为而导致减少的销售量，

并计算因此而受到的利润损失。$7该理论是美国法院对Panduit四要素相对更加宽松的解释，目的是解

决司法实务中因果关系判定标准过高的问题。$8

关于全部市场价值规则。该规则认为，假如非专利产品是与专利产品相竞争的产品，或者与专利

产品相配套使用的产品，专利权人不仅对专利产品而且能够对因非专利产品减少的销售量而受到的利

润损失获得赔偿。同时，如果专利权人能证明非专利附属品、消耗品将是与专利产品一起销售的，或

$0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73民初2239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73民终1818号。

$1 刘筠筠：《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60-66页。

$2 Panduit Corp.v. Stahlin Bros. Fiber Works，Inc.575 F. 2d 1152, 197 USPQ 726 (6th Cir. 1978).
$3 同注释$1，第61页。

$4 同注释$1，第63页。

$5 Yale Lock Manufacturing Company v. Sargent, 117 U.S. 536 (1886).
$6 同注释$1，第64页。

$7 State Indus v. Mor-Flo Indus., 883 F. 2d 1573, 1578-1579, 2 USPQ 2d 1026, 1030 (Fed. Cir. 1989).
$8 同注释$1，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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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果侵权人不销售上述物品，专利权人将会实现该物品销售的合理可能性，那么专利权人可以有权

对上述物品的利润损失获得赔偿。$9

（2）关于实际损失确定的建议

首先，建议立法与司法解释层面明确实际损失的构成。通常认为直接损失更多体现为可得利益的

损失，即知识产权的价值因侵权而实际遭受的减损，只要是因侵权行为而导致的已发生的、现实已存

在的损害都应属于实际损失的范畴，而那些仅仅是有可能发生的损害则不应包括在内。由于知识产权

的价值并非由生产知识成果的劳动或成本决定，而是通过使用知识产权在市场中实现的，是由利用知

识成果产生的收益所决定。因此，因知识产权被侵害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也不能以生产知识成果的成本

所决定，而应当由利用知识成果所产生的收益所决定。%0知识产权遭受侵权后的实际损失也取决于其

市场化的状况。据此，本文认为，依照知识产权市场化的情况，可以将实际损失分为四类分别予以考

量确定：其一，知识产权人直接将知识成果用于生产经营，从而使知识成果给自己带来的收益。此种

情形下，当侵权人未经许可而使用知识成果，侵占知识产权人的产品市场时，就会导致权利人的利润

损失；其二，知识产权人没有能力或没有意图自己使用知识成果，而是通过许可将知识成果许可给他

人使用，自己则收取相应的许可费，这种情况下许可费损失即是实际损失；其三，权利人既自己实施

又许可他人实施时，既有利润损失也有许可费损失。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文件对实际损失类别

予以列举，并分别设置不同的计算方式或考量因素。

其次，建议明确实际损失确定中的考量因素。目前在北京、天津、深圳等地的地方性审判案件

指引中，已有关于实际损失考量因素的规定，%1建议在明确实际损失类别的同时，系统总结我国司法

实践对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中实际损失计算的探索成果，适当借鉴美国法中的因果关系查明的Panduit四
要素法，拓展我国知识产权法关于实际损失计算的方法，综合考量固定成本和侵权人为实现销量增加

而付出的成本等因素确定实际损失；对于权利人因价格侵蚀而遭受的降价、打折和无法涨价的损失予

以合理考虑，并对市场份额、全部市场价值等因素予以考虑，以此实现实际损失计算的精细化。对于

专利权人既自己实施又许可他人实施的情形，理论上，专利权人的实际损失可能包含“利润损失＋合

理许可费损失”，但在个案中，“利润损失＋合理许可费损失”的比例构成千差万别。例如，大学、

NPE（非专利实施体）的利润损失可能为0，许可费损失为100%；小企业的利润损失可能为40%，许

可费损失为60%；大型制造企业的利润损失可能为100%，许可费损失为0。因此，在这些情形下，应

当视不同情况确定实际损失。

2. 侵权获利2. 侵权获利

侵权法上赔偿的根本目的在于填平损害，使被侵权人的状况回到被侵权之前的状态。知识产权

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填平知识产权人因被侵权遭受的损失，即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则是指侵权人因非

法使用他人的知识成果而获取的利益，这种利益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构成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不能由侵

权人所有，而应当返还给权利人。这种不当得利的返还不仅性质上区别于损害赔偿的填平性质，在数

额上也并不一定等于实际损失。知识产权侵权发生后，侵权获利能否作为损害赔偿的依据，尽管理论

上存有争议，但由于知识产权侵权实际损失查明的困难，《TRIPS协定》第45条及各国立法都有关于

“返还侵权获利”或以侵权获利填补损害赔偿的规定。必须明确的是，这里的侵权获利实际上是以推

定实际损失的替代方法而被采纳的。因此，为了实现知识产权损害填平之目的，或精确确定惩罚性赔

偿的基数，在以侵权获利作为赔偿基数时，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使之尽量接近于实际损失。基于此，本

$9 同注释$1，第66页。

%0 范晓波：《知识产权的价值与侵权损害赔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1 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侵权纠纷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指导意见》第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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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在适用侵权获利作为损害赔偿计算基数时，首先仍要查明侵权获利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

果关系，进而确定侵权获利中有多少是源于或可分摊于侵权行为，但这个问题往往是审判实践中的难

点。对此，除可借鉴Panduit四要素法外，《美国版权法》中关于侵权人证据责任的规定亦有可借鉴之

处：版权所有人只须提供有关侵权者总收入的证据，侵权者则须证明其可扣除的费用以及因版权作品

之外的因素所获得的收入。%2

其二，鉴于目前我国各地法院对侵权获利范围的不同认识，%3建议确定侵权获利之“利”的范围，是

毛利润、纯利润还是边际利润。经济学上，毛利润是指销售收入扣除销售成本的差额，即营业利润；净利润

（收益）是指在利润总额中按规定交纳了所得税后公司的利润留成，一般也称为税后利润或净收入；边际

利润则是指增加单位产量所增加的利润，它反映了增加产品的销售量能为企业增加的收益，其计算公式为：

边际利润（M）= 销售收入（S）- 变动成本（V）。由于知识产权的价值是在市场中实现的，而市场是变动不

定的，因此边际利润更能反映侵权行为给侵权方带来的利润变化；并且纯利润的计算方式往往涉及权利人

无法获得、侵权人不会主动提供的内部资料，边际利润相较于纯利润更易查明，采取边际利润计算侵权所

得更具可操作性。当前，日本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已逐渐将侵权获利解释为侵权人的边际利润，即产品的

销售收入与相应的变动成本之间的差额。基于类似原因的考量，我国也可考虑逐渐采用边际利润的计算方

式，以此达到以更加接近权利人实际损失的侵权获利来确定赔偿基数之目的。

3. 许可使用费的倍数3. 许可使用费的倍数

对于合理的许可使用费的确定，我国法律与司法解释暂无规定，各地指南中均以合理考量因素予

以规定。美国法上规定了四种方法来确定合理的许可使用费，%4本文以专利为例进行阐述。其一，既

定许可费（established royalty）。既定许可费，是指由当事人自愿协商而达成的、由若干被许可人支

付的、统一的许可费。法院认可的既定许可费要满足以下条件：该许可费是在侵权行为发生前已经确

定并支付的许可费；存在已经支付一定数量的许可费支付的行为；若干个已支付的许可费中，被许可

的地点必须具有一致性；被许可的权利与专利权具有可比性。这种方法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有案例借鉴

采用。其二，惯例（customary rule）。美国某些行业为便于规范，逐渐会形成许可使用费的惯例，法

院可以按照该惯例来确定许可使用费。不同行业、不同专利类别许可使用费的惯例是不同的。其三，

假想协商法（hypothetical negotiation approach）。该方法是假想侵权行为并未发生，双方当事人在平

等自愿的基础上就专利许可费进行协商，并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司法实践通过判例的方式逐渐确立了

在采用假想协商法时需要考虑的十五个要素，即在Georgia Pacific Corp.v. United State Plywood Corp.案%5

中确定的Georgia十五要素。%6其四，分析法（analytical approach）。该方法按以下顺序分析，首先，

确定侵权人侵权产品的销售利润；其次，销售利润-侵权人的管理费=营业利润；最后，营业利润-该

行业一般经营利润=合理的专利许可费。%7为解决合理许可费确定的不统一问题，建议总结我国司法

实践中典型案例的经验，借鉴美国法中的相关规定，对合理许可费的确定办法予以原则规定，同时规

%2 [美] 谢尔登·W.哈尔彭、克雷格艾伦纳德、肯尼思·L.波特：《美国知识产权法原理》，宋慧献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81页。

%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明确规定：确定侵

权人的获利，一般以营业利润为准；被告完全以侵权为业的，可以销售利润为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侵权纠纷适

用惩罚性赔偿的指导意见》则列举了九类可考量因素。

%4 同注释$1，第66-68页。

%5 Georgia-Pacific Corp. v. U.S. Plywood Corp., 318 F. Supp. 1116 (S.D.N.Y. 1970), 446 F.2d 295 (2d Cir. 1971).
%6 Georgia十五要素：1.既定许可费； 2.侵权人在其他许可中交纳的费率；3.假想许可的性质和范围；4.专利权人的许可政策；5.许可人与

被许可人之间的商业关系；6.非专利产品对销售的影响；7.假想许可的期限；8.既定获利能力；9.专利发明的作用和优势；10.专利发明的性质；

能够给被许可人使用后所带来的可证实的利益；11.侵权程度；12.发明带来的利润部分；13.利润分摊；14.合格专家的证言；15.假想协商。

%7 同注释$1，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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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关的考量因素。

值得说明的是，以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还是许可使用费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历来有争议。本文

认为应当是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如前所述，基数的确定应当以权利人所受到

的实际损失为准，参照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为对权利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的推定。因此即使以许可使

用费的倍数来计算时也要以更加接近权利人实际损失为准。同时，原则上只应当考虑该许可费所针

对的许可行为与该案侵权行为在权利性质、许可时间、范围等方面的可参考程度，不应当考虑惩罚

性因素。%8一般情况下，许可使用费是权利人允许被许可人在一定时间、地域、环节、范围内使用的

费用，因此乘以合理倍数更加接近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并不是考虑惩罚性因素的结果，“欧普照明

案”%9的判决对许可使用费倍数的确定体现了这一点。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有些权利人不愿意把自己

的专利许可给其他人。例如，权利人在许可实施之前获得的是垄断利润，许可实施后变成所谓的双头

垄断，双头垄断的利润的总和是下降的。在此种情况下，许可使用费不足以抵消权利人的实际损失，

只有许可费加倍才能更加接近实际损失。综上，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不具有惩罚性，可以作为惩罚性赔

偿的基数。

4. 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下的法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4. 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下的法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

惩罚性赔偿实际上要以相对确定的补偿性赔偿的成立为前提，法定赔偿不是一种确定性的赔偿

方式，法定赔偿根据权利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其不能被有效地量

化，因此一般情况下不宜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同时，如前文数据检索显示，司法实践中法定

赔偿已经考虑了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等，如果再把法定赔偿作为计算基数会导致对当事人的

主观过错、侵权情节等进行重复评价，也会加重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美国版权法》规定，在故

意侵害版权的情形下，侵权人对侵权作品承担的法定赔偿金最高可至15万美金，如果权利人在法定赔

偿之外再主张同时适用惩罚性赔偿，法院会驳回权利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0

然而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是，目前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70%以上都是著作权纠纷，专利权纠

纷中也存在大量的创新性不高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纠纷，在当前我国著作权许可机制失灵和专利质

量短期内难以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上述情形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可能难有根本改变。对于此类案

件，要求当事人按照赔偿数额的确定顺序选择赔偿方式，并不符合客观实际。相反，对于这些案件仍

然适用法定赔偿确定赔偿额，不仅符合此类案件的实际，也符合诉讼效率原则。同时，可以预见的

是，基于知识产权本身的无形性，即使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生

效实施之后，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失证据的举证仍将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当事人虽“尽力举证”但

仍无法实现“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准确计算的情形仍将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绝对排除法

定赔偿作为惩罚性赔偿基数的适用，则有可能使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成为镜花水月。因此，对于这些

“不得已”仍需适用法定赔偿确定赔偿额的案件，是否需要保留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可能性，

值得深入思考。为此，本文认为虽然不能对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等进行重复评价，但亦不宜

将“法定赔偿”一概排除在“基数”之外。建议考虑将“法定赔偿额”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

%8 朱理：《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政策》，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8期，第32页。

%9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再147号。关于合理倍数的确定，法院认为，根据《商标授权许可协议》及

《家居照明事业部零售渠道区域运营商合同》的约定，欧普公司授权许可涉案商标给销售商使用的范围仅限于在销售商的经营场所使用

和宣传涉案商标，经营销售区域仅为销售商所在的地市。而本案华升公司被诉侵权行为的性质为生产、销售和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

销售方式包括线上和线下，范围为全国甚至全球，可见华升公司使用涉案商标的程度和范围要比欧普公司授权销售商的大得多。因此，

本案商标许可使用费至少应按“欧普公司授权给销售商的涉案商标许可使用费36.5万元/年”的2倍计算，即73万元/年。故此，该案赔偿基

数应确定为73万元/年×1.75年，共计127.75万元。

^0 李扬、陈曦程：《论著作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兼评〈民法典〉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条款》，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8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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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进行细化，结合“举证妨碍制度”对“法定赔偿额”适用情况进行相应的限制，在原告已经穷

尽举证路径的情形下，允许将“法定赔偿”纳入计算“惩罚性赔偿”的基数范围。同时，鉴于法定赔

偿本身已经考虑了侵权故意和情节，并且法定赔偿本身即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的惩罚

性赔偿倍数的确定仍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为了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建议对以法定赔偿为基数

的惩罚性赔偿的倍数予以适当限制。

5. 酌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5. 酌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

如前所述，酌定赔偿（也称裁量性赔偿）不同于法定赔偿，其本质上仍属于“对权利人的实际

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的概括计算”^1，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周乐伦诉新百伦案”^2“斐乐

案”^3“天宇案”^4“约翰迪尔案”均体现出这一点。

6. 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不应包括权利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6. 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不应包括权利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从法律规定层面来说，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在惩罚性赔偿规定之后再单独规定将其纳入赔偿范

围，说明合理开支不应当纳入惩罚性赔偿基数的计算之中。^5从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的实质层面来

说，其是在后续的维权过程中发生的，不是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与侵权行为之间无直

接的因果关系，^6因此，将其纳入惩罚性赔偿基数不合理。

（二）倍数的确定
关于惩罚性赔偿倍数的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国内外的立法与实践来看，很难对倍数进

行量化，仅仅也是能够确定影响金额确定的一些考量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其一，行为人的主观

状态；其二，侵权情节；其三，损害后果以及侵权人的获利等；其四，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如知名

度、合理的许可费、侵权对整体产品市场的影响等；其五，侵权人的偿付能力和判处的金额对侵权人

未来可能发生的影响。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大多规定为一倍以上五倍以下，倍数可以为非

整数。

惩罚性赔偿倍数的确定，由人民法院运用自由裁量权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综合确定，应当注意惩罚

性赔偿具有惩罚与遏制侵权功能、保护与激励创新功能，又要注意防范其被滥用和异化的风险。一方

面，惩罚性赔偿核心在于使赔偿总额与行为人的侵权故意和情节严重成比例，在实现惩罚和威慑侵权

行为、保护与激励权利人创新行为功能的同时，又不至于过度惩罚。总之，法官在自由裁量确定惩罚

性赔偿倍数时要体现罚过相当原则，回归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本意；另一方面，谨防惩罚性赔偿

被滥用和异化，惩罚性赔偿是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重器，要坚持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其适用范

围只能针对故意侵害行为且情节严重的情形，不能被滥用或异化，成为权利人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为了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应当秉持积极而审慎的原则，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

值得说明的是，商誉、知名度作为惩罚性赔偿倍数确定的考量因素有一定的争议，在确定惩罚性

赔偿基数时已经考虑到商誉、知名度，而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更应当关注侵权行为对权利人本身

结果的影响，而是否具有较高商誉和知名度等因素都不应当被考虑，以免加重惩罚，导致判决结果有

失公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案件都考虑了商誉、知名度等，如“小米生活案”^7中就考虑

了小米的知名度，综合其他考量因素，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赔偿5000万元。

^1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

^2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44号。

^3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申4666号。

^4 参见江苏省高级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终95号。

^5 朱理：《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政策》，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8期，第32页。

^6 李扬、陈曦程：《论著作权惩罚性赔偿制——兼评〈民法典〉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条款》，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8期，第42-43页。

^7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终13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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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欧阳福生：《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谈〈民法典〉第1185条适用的困境》，载《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10
期，第83页。

^9 李扬、陈曦程：《论著作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兼评〈民法典〉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条款》，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8期，第44页。

（三）综合考虑惩罚性赔偿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关系
根据《刑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侵权人有可能因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行政

责任，再加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侵权人有可能受到刑事罚金、行政罚款和民事惩罚性赔偿三

种处罚，且均要求行为人给付金钱。^8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将侵权人已经承担或者即将承担的刑事

罚金、行政罚款的事实考虑在内，合理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这也是注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效果

的体现。^9

此外，为了实现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中的类案同判，避免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建议充分发

挥指导性案例和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作用，适时发布指导性案例，指引、规范各地法院“类案同

判”。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当，因此，要慎重区分案件情况，允许看似相同的案

件作出不同的裁决，真正做到公平合理。

结 语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形成了较完整制度体系，全面落实惩罚性赔偿是知识产权司法实践的重

要任务。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基数方面，应当以权利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为准，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

利益或者参照许可使用费倍数作为对权利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的推定。对于实际损失的确定，建议根

据知识产权市场化的状况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别，同时系统总结我国对知识产权赔偿中实际损失计算的

探索成果，适当域外经验，对不同类别规定不同的考量因素。侵权获利的确定应当考虑专利产品的市

场需求，缺乏可以接受的非侵权替代产品，满足市场该需求的制造和销售能力，本来应该实现的利润

数额，同时应当考虑技术分摊问题。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更加接近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并不是考虑

惩罚性因素的结果，因此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不应包括权利人制止侵权所

支付的合理开支。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下的法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酌定赔偿可以作为惩

罚性赔偿的基数。在确定惩罚性倍数时，应当关注侵权对权利人本身结果的影响，而不应当考虑知名

度。同时，应当将侵权人已经承担或者即将承担刑事罚金、行政罚款的事实考虑在内，合理确定惩罚

性赔偿的数额。为解决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中的“类案不同判”问题，应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和法律

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作用，适时发现解决地方法院裁判不一致的情形，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