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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伊西康内外科公司。  

  法定代表人查尔斯 E.奥斯汀,总裁兼董事。  

  委托代理人陈文平,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娟,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州市智业医疗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沛,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俞伯俊,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海芬,常州市维益专利事务所专利代理人。  

  原告伊西康内外科公司(简称伊西康公司)诉被告常州市智业医疗仪器研究所

有限公司(简称智业公司)、北京火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火人公司)、滋恩康

瑞(北京)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滋恩康瑞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

本院于 2011年 10月 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2年 4月 10日公开开

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伊西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文平、苏娟,被告智业公司的委

托代理人俞伯俊、贾海芬,被告火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兼滋恩康瑞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李洪利到庭参加了诉讼。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原告伊西康公司于 2012年 9

月 19日书面申请撤回对被告火人公司、滋恩康瑞公司的起诉,本院裁定准许。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伊西康公司诉称:原告是世界知名的全球性医疗器械公司,拥有名称为"

弯曲切割固定器所用的带槽销导向道具"的第 200410103279.2号发明专利(简称

本专利),该专利于 2004年 12月 30日申请,于 2009年 6月 24日获得授权。原告

发现被告智业公司在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与原告本专利技术相同的一次性弧形

切割吻合器。原告委托他人于 2010年 11月 4日在火人公司处购买了智业公司的

产品,购得 3盒智业公司生产的 HX-45型"一次性弧形切割吻合器",现场取得加盖

滋恩康瑞公司财务用章的发票一张。2010年 10月 13日,受托人与公证人员来到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在智业公司展柜参观并索要宣传册。该宣传册中介绍了包括"

一次性弧形切割吻合器"在内的智业公司的一系列产品。另外,在智业公司的网站

上长期宣传其包括"一次性弧形切割吻合器"在内的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原告许可,被告擅自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被控侵

权产品、火人公司和滋恩康瑞公司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已构成了对原告所拥

有的本专利权的侵犯。关于侵权所得,即便以被告自认的自 2009年 10月 26日至

2011年 11月共 1065把的销售数字为准,结合原告公证购买单价 3960元的价格计

算,其销售收入至少是 422万元。如从 2009年 2月 9日起开始计算至 2011年 11

月共计 33个月,销售收入至少是 580万元。此外,在本案及相关的(2011)一中民

初字第 16752号案件共同进行证据保全过程中,被告智业公司不予配合,应承当相

应的法律后果,即可以推定智业公司的非法所得超过了原告同时起诉的两案诉求

的 200万元赔偿总额。据此,原告诉请法院:1、确认由被告生产、销售的一次性

弧形切割吻合器侵犯原告本专利的专利权；2、判令被告立即停止生产、销售、

许诺销售侵权产品；3、判令被告销毁制造侵权产品所使用的图纸、专用设备、

模具以及专用工具；4、判令被告销毁全部库存的侵权产品,追回并销毁销售商尚

未售出的侵权产品；5、判令被告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每个

专利各 100万元人民币,并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原告为此诉讼所支出的

其它一切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律师费)。  

  被告智业公司辩称:智业公司对原告的专利权并不知情,主观上无侵权故意。

智业公司通过对产品本身的不断研究、改进,已经取得了与原告本专利完全不同

的制造方法,并已于 2011年 1月开始使用新方法制造产品。原告的两个专利系装

配于一个产品中的不同部件,其据此提出两个侵权诉讼不合理。智业公司自 2009

年 10月 26日至收到本案诉状的 2011年 11月止,总计销售产品 1065把,其中截

止智业公司按自身研发方法制作产品止,共销售 390把。据此,请求法院公正处

理。  

  本院审理查明:  

  原告于 2004年 12月 30日申请了名称为"弯曲切割固定器所用的带槽销导向

道具"的发明专利(简称本专利),专利号为 200410103279.2号,2009年 6月 24日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授权,专利年费缴纳至 2011年 12月 29

日。  

  本专利的权利要求内容如下:  



  "1.适用于将多个外科紧固件施加到身体组织上的外科装置,该外科装置包

括:  

  具有近端和远端的支架,手柄置于所述近端且端部受动器置于远端；  

  端部受动器的形状和尺寸设计成用于支撑钉筒壳(121)和基座(122),钉筒壳

和基座在相互靠近的第一相间隔的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相对运动,并且钉筒壳包

括用于通过在钉筒壳和基座之间移动来切割生理组织的刀具(126)；  

  激发机构与端部受动器和钉筒壳相关联以用于有选择性地致动；和  

  与钉筒壳和基座相关联的生理组织保持特征,该生理组织保持特征包括在治

疗期间将生理组织保持在端部受动器内部的上销(125)和下销(124),其中,上销和

下销分别包括用于刀具(126)的端部(126a、126b)布置在其中的槽(147b,147a),

以用于在钉筒壳和基座之间导引该刀具来切割组织。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外科装置,其特征在于,上销是保持销。  

  3．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外科装置,其特征在于,下销是导引销。  

  4．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外科装置,其特征在于,上销和下销在钉筒壳和基座

之间延伸。"  

  2010年 10月 13日,在辽宁诚信公证处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原告委托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参加了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第 64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

会,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E1馆智业公司的展柜参观并索要了宣传册。该宣传册中

介绍了包括"一次性弧形切割吻合器"在内的智业公司的一系列产品。  

  2010年 11月 4日,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原告委托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来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0号凯旋城小区内的 F座 508室,共

购得 3盒智业公司生产的 HX-45型"一次性弧形切割吻合器",单价 3384.62元,共

计支付 11880元(含税额 1726.15元)。原告现场取得加盖"滋恩康瑞(北京)医药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发票一张及印有"北京火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等字样的销售人员名片一张。  

  2011年 4月 21日,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原告委托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使用该公证处的电脑登录了显示版权所有者为智业公司的公司网

站,网站的网页上显示有包括"一次性弧形切割吻合器"在内的产品宣传内容。  

  2011年 10月 25日,原告伊西康公司向本院提出证据保全申请,并提供了相应

担保,本院据此出具民事裁定书,查封、扣押智业公司 HX-45型"一次性弧形切割

吻合器"产品设计图以及 2009年 10月 26日至 2011年 11月 16日的有关生产、



销售该产品的财务账册、凭证、合同等材料。2011年 11月 16日,本院前往智业

公司送达民事裁定书。因智业公司未能当场提供上述材料,本院要求智业公司于

收到民事裁定书之日起 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述材料,并说明了不在限期内提交将

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此后,智业公司曾给本院来电要求延期提交,因其无正

当理由,本院未予准许并再次强调了超期提交的法律后果。但智业公司仍然迟至

2011年 11月 26日方向本院寄出 HX-45型"一次性弧形切割吻合器"产品的财务销

售资料复印件。  

  本案庭审过程中,经本院主持将本专利与被控侵权产品进行了勘验对比。被

告智业公司认可经公证封存的被控侵权产品系自己产品。  

  在本院庭审过程中,被告智业公司对原告关于被控侵权产品落入了本专利保

护范围的具体比对意见没有异议。  

  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发明专利说明书；2、专利登记薄副本；3、

(2010)京方圆内经证字第 26905号公证书及实物；4、(2010)辽诚证民字第 1921

号公证书；5、(2011)京方圆内经证字第 09984号公证书；6、火人公司的工商登

记资料；7、律师费发票。  

  被告智业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1、财务凭证资料；2、医疗器械注册证。鉴

于原告证据 1系诉讼保全类证据,而原告提交的时间已超出本院指定的诉讼证据

保全期限,故本院不予采纳。  

  另查,伊西康公司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诉讼支出为原告为此诉讼所支付的

代理费。经查,代理费发票的付款单位为本案原告,收款单位为原告代理人所在的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该发票显示的费用为 808166.5元,开票时间为 2012年 4

月 19日。原告已确认该笔代理费系两案费用,本案代理费为 404083.25元。  

  上述事实有发明专利证书、发明专利说明书、公证书、被控侵权产品实物、

发票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经审理,鉴于被告智业公司认可被控侵权产品落入了本专利权的保

护范围,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在于:一、被告智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停止生产、销

售、许诺销售侵权产品的民事责任；二、被告智业公司应承担的侵权赔偿数额的

确定；三、原告伊西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  

  一、被告智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停止生产、销售、许诺销售侵权产品的民事

责任  

  《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



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

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

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

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

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鉴于被控侵权产品已落入了本专利的保护范围,且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

议。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被告智业公司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被控侵

权产品的行为侵犯了原告伊西康公司的发明专利权。智业公司应当承担停止生

产、销售、许诺销售侵权产品并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虽然智业公司辩称其已停止销售侵权产品,且此前实际销售的 1065把被控侵

权产品中仅有 390把构成侵权,但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至迟在本案审

理过程中已经制作了新的产品设计图及 1把相应产品,仍不能证明其在伊西康公

司起诉之前已经停止生产、销售、许诺销售侵权产品以及仅有 390把被控侵权产

品构成侵权的事实,故本院对其前述主张不予采信。  

  二、智业公司应承担的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  

  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

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

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

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

合理开支。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智业公司停止侵权行为的诉

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

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

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所受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实际利益。鉴于在

本院已经明确相应不利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智业公司仍然拒绝在指定限期内提交

涉及侵权产品的相应财务资料。而且,智业公司在其提交本院的书面代理意见中

亦确认在本院进行诉讼保全的当天即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上述工作,故本院有充分



理由确信其侵权所得已超过了法定赔偿额的上限。同时,由于原告伊西康公司主

张上述证据属于被告智业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在限期内提交的对其不利的证据,

本院依据上述规定推定原告伊西康公司关于智业公司的非法所得超过了法定赔偿

额上限的主张成立。据此,本院确定被告智业公司向原告伊西康公司赔偿人民币

一百万元。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相关律师代理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对其中合理的

部分予以支持,对过高的部分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伊西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  

  关于原告伊西康公司要求判令智业公司销毁制造侵权产品所使用的图纸、专

用设备、模具以及专用工具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智业公司仅仅持有相应图纸并

不构成对本专利权的侵犯,伊西康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智业公司拥有制造侵权产

品的专用设备、专用工具,伊西康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智业公司制造侵权产品

的相应模具系制造涉案侵权产品所专用,故本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告伊西康公司要求收回并销毁所有侵权产品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

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

四条第一款第(一)、(七)项、2009年 10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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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常州市智业医疗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制造、许诺销售、销

售侵犯原告伊西康内外科公司第 200410103279.2号发明专利权产品 HX-45型"一

次性弧形切割吻合器"产品的行为；  

  二、被告常州市智业医疗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

偿原告伊西康内外科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整(包含律师代理费用二

十万元整)；  

  三、驳回原告伊西康内外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万五千六百元,由被告常州市智业医疗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伊西康内外科公司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



告常州市智业医疗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  

  审判长强刚华  

  代理审判员孙超  

  人民陪审员郭桂云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周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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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知产宝用户注册的服务条款：本网站中所含的资料、文书供您在线阅读，引用时应以正式文本为

准，提交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时请以司法文书正本为准。由用户超出在线阅读范围而使用本网站内资料、文

书引起的一切法律纠纷，均与使用者本人相关，本网站概不负责。 

  用户只对‘知产宝’数据库及数据库软件享有占有权和内部的使用权，未经知产宝公司的允许，任何用

户不得将数据库、数据库软件、资料及文书，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让、出售、发布、汇编、整理，也不得以

任何方式提供给第三方。 

  当用户依据知产宝（IPHOUSE）平台中的裁判文书做出任何书面研究成果时，请于文章显明位置标注数

据来源，明确标注以下元素：（1）“数据来源”字样；（2）“知产宝（IPHOUSE）”字样；（3）知产宝网

站“www.iphouse.cn”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