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及欧洲知识产权体系指南 

支持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化的指南 

 

                                                                  
商标律师协会（ITMA）是代表英国乃至国
际商标及设计行业的专业会员制机构。该
组织创立于1934年，现在拥有大约1500位
会员。其成员不仅包括资质完备、受到监
管的商标律师，也包括商标律师培训生和
商标及设计行业的从业人员，比如商标管
理人员及外国商标律师。其会员还包括向
商标律师及其行业提供支持服务的人员以
及相关法律领域的其他专业人士，比如与
商标/设计相关的专门律师和初级律师。 

特许专利律师协会（CIPA）是英国的专利
律师专业审查机构，实质上代表英国所有
2000多位注册专利律师，不论是行业律师
还是私人执业律师。会员总数超过3500

人，包括专利律师培训生及其他与知识产
权相关的（专利、商标、设计和版权）专
业人士。CIPA代表行业向国家、欧洲及国
际层面政策制定者提供观点和意见，其代
表就职于英国及其他国家一系列颇具影响
力的政策机构和工作小组。 



本资料已尽⼀一切努⼒力以确保提供信息的准确性，但是我们不对本资料的任何错
误、  遗漏或误导性的陈述负责。本资料仅提供概括性的信息，并应仅被作为⼀一
种指南使⽤用。它不应作为专业意见的代替品。

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业务的扩展，如
何保护其知识产权(IP)且不侵犯他人有效
的知识产权权利变得十分重要。中国企业
也渴望同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高校和研究机
构共同致力于研究项目。这份指导意见由
陕西省和英国专业人士共同推出，旨在帮
助当地企业能够从英国的管理全球知识产
权组合和成果转化的 佳实践中获得裨益。
英国有着成熟的知识产权和法律体系，以
及专业的知识产权精英。英国知识产权局
(UKIPO)负责授予国内专利权、商标权和
外观设计权，以及制定包括版权在内的各
种知识产权政策。英国法院系统、地方政
府贸易标准部门和边境措施负责英国知识
产权执法，其中边境措施针对欧盟(EU)以
外的国家进入英国的产品。 

英国和欧洲的知识产权体系 

公司通常可以选择英国知识产权局或
欧洲的申请程序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可在
欧盟成员国获得保护)。 合适的选择取
决于某些因素，例如预期市场、知识产权
商业化路径、竞争对手所在地、申请成本
和在一些国家中的知识产权组合。 

英国签署了大多数主要国际知识产权
条约和公约，这意味着可以通过欧洲专利
局、《专利合作条约》（PCT）、马德里
议定书和其他国际规则来申请知识产权。 

在考虑如何获得、维护和转化英国和
欧洲的知识产权时，强烈建议与经验丰富
的知识产权律师讨论策略。英国专利和商
标律师可以提供 恰当的策略并通过英国
和欧洲的申请渠道直接进行专利、 外观
设计和商标的申请。可通过特许专利律师
协会 (CIPA) 或商标律师协会（ITMA）网
站上的搜索功能搜索相应的律师。英国的

法律条文是强有力的，这鼓励了专业人士
诚信执业和遵守职业道德。 

英国和中国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重要
区别是专利、 外观设计和商标的有效性
的判定，在英国通常由法院决定，而不像
中国是通过单独的行政程序。法官会结合
知识产权侵权考虑权利的有效性。 

专利 

同中国一样,在英国可以对具有新颖
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产品进行专利授
权。在申请英国专利之前,申请人不得在
专利申请之前公开泄露发明。 

在英国进行专利保护的一个途径是通
过英国知识产权局直接申请英国国家专利。
授权一个专利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英国
知识产权局却极为迅速地为申请人出具一
份初始检索报告。个别情况下，比如与绿
色技术相关的发明专利，审查进程也可以
加快。 

英国是欧洲专利公约(EPC)的38个成
员国之一。另一种获得英国专利保护的途
径是向欧洲专利局申请欧洲专利。这样的
申请是一个单一的申请程序，但专利授予
的结果会覆盖申请人在申请中指定保护的
其他国家。指定英国将导致专利申请中包
括英国。专利续展费用将支付给英国知识
产权局，而专利的执行则是通过英国法庭。
欧洲专利局的费用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不
同，详细的费用请参见官网。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专利局并非欧盟机
构，因此2016年6月举行的公投欧洲专利
局并无影响。 

http://www.cipa.org.uk/pages/home
http://www.itma.org.uk/
http://www.epo.org/about-us/office.html


专利保护也可以通过《专利合作条
约》(PCT)指定英国获得，英国是签署国
之一。PCT的申请人可以通过一件PCT申
请指定其他国家保护。在PCT国际申请后
期，申请人可以通过英国国内和/或欧洲
专利局区域，以获得在英国的专利保护。
PCT国际申请同样可以开始于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SIPO）。 

如果中国企业选择首先在中国进行专
利保护,随后通过英国知识产权局或欧洲
专利局来寻求保护，可以选择其他国际机
制： 

• 根据《巴黎公约》，一个中国申请
人可以通过欧洲专利局 EPO 或英
国 知 识 产 权 局 申 请 专 利 ， 或 根
据 PCT 申请专利，并在中国首次
申请12个月内提出专利申请可保有

初优先权日。申请人也可以通过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PCT申请来
要求在欧洲专利局或英国知识产权
局的优先权。 

• 2014 年 7 月，英国和中国启动了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PPH）试点，
当申请人在英国知识产权局和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拥有等效
的申请时，可以通过PPH加速审
查。中英专利审查高速公路的详细
使用指南可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和英国知识产权局的网页上浏览。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还与欧洲专利
局和其它 IP5 办事处建立了专利审
查高速公路PPH 机制。更多关于
IP5专利高速公路的详细指导请参
见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一旦获得英国的专利授权，其保护期
限为自申请之日起的20年， 前提是向英
国知识产权局支付相应的费用。与中国不
同，英国没有实用新型专利系统。虽然某
些欧盟国家有单独的实用新型系统，但欧
洲专利局并不接受实用新型的申请。 

外观设计 

        在英国有各种类型的外观设计权的
保护。在英国知识产权局注册外观设计将
提供在英国的独占权。外观设计必须具有
新颖性,并且与其它先由设计相比具有独
特性。英国知识产权局对外观设计新颖性
没有实质性审查，但会在技术功能、道德
性和是否属于受保护的标记等方面进行审
查。如果无异议或问题，申请人通常可以
在4周内获得注册。一个英国已注册的外
观设计须每5年进行续展（包括缴纳续展
费用），保护期限长达25年。 

已注册的外观设计可以通过欧盟知识
产权局（EUIPO）在欧盟成员国的单一申
请而获得保护。EUIPO是欧盟的官方组
织，负责包括整个欧盟的商标和外观设计
的授权。经EUIPO授权的欧盟外观设计同
时也享有25年的保护，并每5年进行续
展。 

通过单一的国际申请，工业品外观设
计注册通过海牙协定可以在一些国家得到
保护。申请EUIPO的欧盟外观设计可以通
过海牙体系进行指定。英国正逐步加入海
牙体系，成为其成员国之一。 

       在特定情况下，英国和欧盟提供未注
册外观设计的自动保护。然而，保护水平
是低于注册外观设计的。只有与英国或欧
盟有“关联”（例如居住、商业存在等）和/
或“已知”符合申请资格（例如通过交易或
出售）的申请人，才有资格在英国获得未
注册外观设计的保护。 

英国特许专利代理人协会和英国商标
代理人协会一直致力于确保欧盟商标和外
观设计的权利人不会因脱欧而丧失在英国
的权利，并且确保英国的代理人能够一直
在欧盟知识产权局代理其客户。 

http://www.sipo.gov.cn/
http://www.sipo.gov.c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intellectual-property-office
http://www.sipo.gov.cn/


商标 

英国的商标权可通过国家、欧盟和国
际机制来获得。英国知识产权局仅对英国
境内的申请进行审查和授权。审查报告通
常在15天内发至申请人，如果没有收到异
议或者驳回通知，商标通常在16周内可以
获准注册。 

在英国知识产权局的商标申请自公布
后有2个月的异议期。大多数的申请案件
在15个月内可以审结。英国知识产权局
15%-20%的异议案件会采用听证会的形
式解决争议。类似的程序也适用于注册后
的争议案件。异议和注册后的程序可采用
“指定人”（当事人共同选定的经验丰富的
法律执业者，在不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下
解决争议）的形式，或通过法院解决。 

商标权也可以通过EUIPO获得涵盖整
个欧盟的权利。商标申请也可在线提交，
使用欧盟（包括英语 —也是 EUIPO官方
工作语言） 23 种官方语言之一。EUIPO
还具有异议和注册后复审的机制。 

还可以通过马德里议定书下的国际注
册体系保护在英国的商标权。 

英国法律还对未注册商标进行保护，
其中包括通过普通法的“仿冒”原则。即使
申请人还未获得注册商标，也可以阻止其
他人在他们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近似商
标。仿冒案件有时比维护一个已注册商标
更难。为了案件胜诉，申请人需要向法院
证明： 商标是您的，您已为该商标建立
了声誉，并且其他人使用该商标的方式使
您受到了损害。 

版权 

中国和英国都已签署《伯尔尼公约》，
这意味着一个符合条件的作品在一个国家
创作完成后，在另一个国家将自动受到保
护。不像在中国，英国对版权没有官方的

登记机制。版权在英国的保护期限取决于
版权作品的类型。英国与欧盟的立法对版
权规定了某些例外和限制，使在有限和特
定的情况下可以未经著作权人允许使用该
作品。版权的保护将受制于这些限制和例
外情况。然而，作品的商业使用通常要获
得著作权人的允许，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需
要 向 公 司 、 个 人 或 集 体 权 利 管 理 组 织
（“收费团体”）支付许可费。  

商业秘密和数据安全 

英国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提供一个高程
度的保护，超过欧盟商业秘密指令设定的
标准。英国有一个网络安全策略，定期审
查而且更新。相似地，英国自从1988年以
来就有一份正式的数据保护办法。 

知识产权组合管理 
企业管理知识产权组合至关重要，以确保那
些权利能够得到预算支持企业发展策略。不
相关的权利可以放弃，这样可以节约成本，
或者许可/转让给第三方以盈利。企业应该确
保他们的知识产权律师知晓其商业策略，这
样他们才可以提供 新的如何有效管理知识
产权组合的建议。英国知识产权专业人士在
全球知识产权管理上极具技巧。 

执法 

    英国有一套精密且极为成功的诉讼制度，
确保争议能够得到公正公平地得到解决。
英国签署了许多有关协议管辖的国际公约，
法院判决的认可与冲突法（例如海牙公约）
英国法律专业人士享有高度特权，因此客
户可以对其律师毫无保留。     

• 民事诉讼: 民事案件可以根据索赔数额
和争议性质的不同向专门法院提出申请。
专门的知识产权企业法院（IPEC）受
理大部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知识产权案
件，并且为低价值赔偿请求提供小额索
赔途径。高等法院审理金额较大并且更
复杂的案件。法院可以授予禁令和损害



赔偿，并命令败诉方支付胜诉方合理的
费用。 

一审判决后没有自动上诉的权利。
如果相关法官授予权限，可以通过上诉
法院和英国 高法院提出对一审判决的
上诉。苏格兰有一个区别于英国其他地
区的独立法院系统。 

英国法官因其在复杂案件处理和高
质量的书面裁决能够秉持公正、阅历和
技能在全球享有盛誉。英国诉讼处理很
快，而且在证据质证方面也有一套严格
的程序。 

• 贸易标准 & 刑事执法： 贸易标准隶属
于地方政府，用于执行英国的若干条例，
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采取的行动。
贸易标准是刑事司法系统的一部分，并
有权直接通过刑事法院起诉案件。其他
负责知识产权犯罪执法的英国机构包括
警察机关和国家罪案署（针对有组织的
犯罪集团）。 

    目前没有专利侵权的刑事制裁。刑事罪
行可能会有长达 10 年有期徒刑，以及损
害赔偿和勒令没收。 

• 边境执法： 英国边境检察署有权扣押
涉嫌侵犯当局授权的并已进行商标海关
备案的货物。在撰写此份指南时，英国
边境检察署不能扣押由欧盟成员国进入
英国的货物，只能扣押从欧盟以外的国
家进入英国的货物。 

• 英国知识产权局意见服务：英国知识产
权局可以对专利有效性和侵权案件提供
不具有约束力的意见。一份知识产权局
的意见是高级审查员对主要争议问题的
独立评估。这种意见可有助于和解或者
决定是否继续全部的法律诉讼程序。 

• 替代性纠纷解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在英国能够得到很好地尊重和认可，包

括在法院。作为全球贸易中心，英国有
一套成熟的仲裁制度。许多与英国没有
实际联系的争议也通过伦敦的仲裁庭解
决。英国还有一套已经确立了的仲裁员
体系，且大多数都是经鉴定合格的仲裁
员。 

自由实施检索及风险管理 

建议在海外-包括英国和欧洲-做生意的
中国企业寻求专业建议进行知识产权风险
管理和如何能够不侵犯他人有效的知识产
权权利。风险包括受边境滞留、法庭临时
禁令和损害赔偿。 

这些风险可以通过如下方法得到控制：

• 获得知识产权权利：例如，申
请知识产权，从其他权利人处
获得授权许可或者通过收购与
兼并。 

• 知识产权分析：令具备经验的
律师进行检索，并且分析结果。
并在其帮助下考虑在不同的海
外法域不同的专利保护范围解
释。 

• 商业合同：有时可以通过同商
业伙伴合作的方式分担风险，
比如进口商或者经销商。 

• 局部改动：可以考虑修改一些
技术特征、外观和商标，以避
免侵犯第三人的知识产权。 

• 法律途径：可以考虑在法院诉
讼程序或者异议来质疑第三方
权利的合法性。 

知识产权成果商业化 

对于英国和中国的高校和企业而言，
知识产权的“商业化”或者“使用”都是至关
重要的。英国的经验能够帮助英国-中国
知识产权交易，还可以为陕西省内的技术
转化提供一个模型和范本。 



英国因其极其成熟的技能和深具经验
的法律人士而成为知识产权交易 佳所在
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为国际知识产
权交易合同提供了一个有用的适用法律。 

学术机构开发知识产权的商业化方面，
英国过往成绩斐然。为了促进企业与大学
达成协议，英国开发了一个工具包，名为
“兰伯特工具包”（Lambert Toolkit），其
中提供了大学与企业之间 常见的知识产
权商业化协议的模板。这些模板可以帮助
使用者在英国知识产权专业人士的协助下，
更快地商定适当的协议。 

该工具包深受欢迎且大获成功，在撰
写本文之时，还正在根据特许专利律师协
会（CIPA）和商标律师协会（ITMA）的
成员提供的内容更新协议模板。我们推荐
有意与英国学术机构合作的中国企业使用
此工具包。 

英国方式的关键原则就是协议各方可
以根据各自对项目的筹资和/或背景知识
产权贡献，就合作协议中知识产权的所有
权和使用权进行谈判。兰伯特工具包提供
适合各种出资及背景知识产权安排的协议

模板。协议中也会考虑到各种不同类型的
学术活动，包括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出版。

要获取兰伯特工具包协议范本的参考
中文版本，请联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 

如欲采用此种方法实现英中合作，一
定要考虑到中国在技术进出口方面的法律
法规以及英国的出口控制法。 

尽管兰伯特工具包的开发目的是协助
企业与英国的大学展开合作，但其基本原
则同样可以帮助有意与其他国家——包括
中国——的大学展开合作的企业。这种情
况下，应该征求中国知识产权专业人士的
意见。 

        在该项目同时有外部资金来源的情况下，
协议各方清楚并遵守外部资金来源所附带的
条件至关重要。这些包括，例如知识产权权
属的限制、在特定法域提交申请的条件、许
可外部资金来源方条款等。知识产权律师可
以帮助您完成上述内容。 

 

如您需要更多的信息，请联系Su.Hong@fco.gov.uk

mailto:Su.Hong@fco.gov.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