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02 - 经验交流  Experience Exchange Experience Exchange 经验交流  - 103 -

 PATENT AGENCY 专利代理

一、案情简介

该案涉及专利号为 97196762.8 的发明专利权，

发明名称为“发光装置及显示装置”，专利权人为日

亚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被授予

专利权。该专利授权公告后，被第 19300 号无效宣告

请求审查决定宣告部分无效，在专利权人于 2012 年

02 月 14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 1~16 的基础上维持有效。

北京都城亿光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04 月 05 日向

原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亿光电子（中

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07 月 27 日向原专利复审委

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原专利复审委员会于 2017

年 09 月 08 日作出第 33344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宣告该专利权全部有效。

该案在第二次无效审查中所针对的独立权利要求

1 的内容如下：

1．一种发光装置，包括发光元件和光致发光荧

光体，发光元件的发光层为半导体，光致发光荧光体

吸收所述发光元件所发出光的一部分，而发出波长与

所吸收的光波长不同的光，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元

件的发光层由氮化物系化合物半导体组成，所述光致

发光荧光体包括含有从 Y、Gd 一组中所选出的至少

一种元素与自 Al、Ga 一组中所选出的至少一种元素

的、以铈活化的石榴石系荧光体，所述发光元件的发

光光谱的峰值是在 400nm 至 530nm 的范围，且所述

光致发光荧光体的主要发光的波长比所述发光元件的

主峰值长。

下面通过表格将该申请权利要求 1 的技术特征

与请求人提出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R1）进行比较，

结合案例和图示法浅议评判创造性时
技术启示的判断

方艳平*   江耀纯*

 摘 要：�是否具有创造性是专利能否授权的关键，因此无论专利是处于实审、复审、无效或者诉

讼的阶段中，针对创造性判断的争议从未停歇。《专利审查指南》中关于评判创造性提

出“三步法”，而“三步法”中最具争议的往往又是现有技术是否对本申请的方案存在

技术启示。本文结合案例，通过图示的方式对是否存在技术启示的判断进行探讨，以期

能够更加形象化地理解如何对是否存在技术启示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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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深圳新创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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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特征对比表

特征

序号
特	 征 R1

A 一种发光装置，包括发光元件和光致发光荧光体

B

发光元件的发光层为半导体，光致发光荧光体吸收所

述发光元件所发出光的一部分，而发出波长与所吸收

的光波长不同的光

C 所述发光元件的发光层由氮化物系化合物半导体组成

D
所述发光元件的发光光谱的峰值是在400nm至530nm

的范围

E
所述光致发光荧光体的主要发光的波长比所述发光元

件的主峰值长

F

所述光致发光荧光体包括含有从Y、Gd一组中所选出

的至少一种元素与自Al、Ga一组中所选出的至少一种

元素的、以铈活化的石榴石系荧光体

通过上述对比，得出区别技术特征为特征 F。因

此，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对于区别技术特征 F，现

有技术是否给出了相应的技术启示。

无效请求人主张，特征 F 所限定的荧光体在所举

证的证据中被公开，或者说该种荧光体及其性质已为

本领域所公知，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将其应用到前述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中，从而得到独立权利要求 1 的技

术方案。

合议组认为：虽然特征 F 所限定的荧光体作为受

波长较短光例如蓝光的激发而发出波长较长的光这一

性质被多篇现有技术所公开，但是，上述各现有技术

均未揭示出将其与蓝光 LED 相配合可以形成稳定发

光的发光装置的技术启示；并且上述证据中也没有明

示或暗示权利要求 1 所限定的荧光体材料与蓝光 LED

配合后是否能够具有相应的物理、化学和光学稳定性，

本领域技术人员从上述证据中并不能得到启示将特征

F 限定的荧光体应用在前述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中并预

期其技术效果。

二、图示分析

上述无效请求人和合议组的看法对于现有技术对

该申请是否具有技术启示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下面针

对上述案例采用两种图示法来进行分析。

（一）特征分解式图示法

特征分解式图示法将上述案例的方案以及对比文

件的方案分别拆解为多个技术特征以进行图示，如图

1 所示。

图 1  特征分解式图示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上述案例中的特征 A、B、C、

D、E、F（如表 1 所示）相互结合限定了一个闭合的

区域，即为该案的保护范围，以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图

中中心的问号）。无效请求人检索了证据 2.1、2.2、2.3

分别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其中证据 2.1 公开了技

术特征 a1、b1、c1、d1、e1，证据 2.2 公开了技术特

征 a2、b2、c2、d2、e2， 证 据 2.3 公 开 了 技 术 特 征

a3、b3、c3、d3、e3，其中特征 a1、a2、a3 分别相当

于特征 A，特征 b1、b2、b3 分别相当于特征 B，特

征 c1、c2、c3 分别相当于特征 C，特征 d1、d2、d3

分别相当于特征 D，特征 e1、e2、e3 分别相当于特

征 E。因此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当于图中的开放区域，

该开放的区域并不能解决上述案例中所解决的技术问

题。无效请求人另外检索到了证据 2.4~2.7、2.14，其

分别公开了技术特征 f4、f5、f6、f7、f8，这些特征貌

似都相当于上述特征 F，但是特征 f4、f5、f6、f7、f8

在其相应的证据中所公开解决的技术问题分别都是其

特征本身的固有作用或者是解决证据中各自相应的技

术问题（图中虚线上的小问号），而这些技术问题（图

中虚线上的小问号）与该申请所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图中中心的问号）并无关联，其也不能通过结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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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所限定的开放的区域以形成闭

合的区域，因此，合议组最终的结论均是无法从证据

2.4~2.7、2.14 给出上述特征 F 解决该申请实际解决的

技术问题的技术启示。

（二）进阶式图示法

进阶式图示法将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方案和发明

的方案分别表示为不同高度的线条，箭头表示不同的

技术特征通过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以从最接近的现有

技术的方案的高度出发，最终是否能够达到发明的方

案的高度以判断现有技术对该申请是否具有技术启

示，如图 2 所示。

图 2  进阶式图示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所公开的内容如图中的线条 M

所示，上述案例的方案的内容如图中的线条 N1 所示，

就是通过在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结合特征 F 以

使得能够在线条 M 的基础上沿着箭头 Q1 上升到线条

N1 的高度。要判断现有技术对该申请是否具有技术启

示，就是判断在线条 M（即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公开的

内容）的基础上是否能够结合所检索到的其他对比文

件或公知常识上升到线条 N1 的高度，如果可以，则现

有技术对该申请具有技术启示，如果不可以，则现有

技术对该申请没有技术启示。其中，无效请求人主张

的意见可以总结为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所检索到

的其他对比文件或公知常识能够在线条 M 的基础上沿

着箭头 Q2 上升到线条 N1 的高度；而合议组的意见可

以总结为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所检索到的其他对

比文件或公知常识只能在线条 M 的基础上沿着箭头 Q3

上升到线条 N2 的高度，而线条 N2 所示的方案的高度

与线条 N1 所示的该案的方案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图示 2 的箭头也表示区别技术特征所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在上述案例的方案中，特征 F 所实际解决的

技术问题是：使在较高亮度、长时间使用环境下，发光

光度与发光光率的降低和色偏差极小，也即箭头 Q1 表

示该技术问题；上述案例的方案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

通过解决该技术问题从而上升到线条 N1 的高度。无效

请求人主张认为现有技术已经公开了特征 F 所限定的

荧光体的性质，其认为通过其自身的性质特点，本领

域技术人员有动机采用该荧光体与蓝光 LED 配合，从

而形成性能较好的发光装置；所以，无效请求人将该

申请所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定义为：如何找到一种荧

光体与蓝光 LED 配合以形成性能较好的发光装置，也

即箭头 Q2 表示该技术问题。其中该定义的技术问题一

方面过于上位，“性能较好”的发光装置具体是指哪方

面的性能是不清楚的，另一方面技术问题手段化，该

技术问题的确定很明显是在看到该发明方案以后，再

从现有技术中分别寻找相应的技术特征予以“结合”

来确定的。而实际上，特征 F 在证据 2.4~2.7、2.14 中

仅公开其所限定的荧光体作为受波长较短光例如蓝光

的激发而发出波长较长的光这一性质，即使将该性质

结合到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中，本领域技术人员也是无

法预料结合后的技术方案能够解决该申请实际所解决

的技术问题（箭头 Q1），而只是可能预料到该荧光体

作为受波长较短光例如蓝光的激发而发出波长较长的

光（箭头 Q3），相当于只能到达线条 N2 的高度。

合议组最终评述，从制造一个发光稳定的发光装

置触发，需要考虑的不仅是荧光体对蓝光 LED 光强和

温度的耐候性，还包括其他很多方面的性质，这些性

质并不能通过几个简单的参数就能清楚全面地表达出

来。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基于一个或几个简单的参数

就能够从现有技术中筛选出理想的用于与蓝光 LED 配

合的荧光体材料。事实上，现有技术存在大量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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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体，在该申请现有技术（线条 M）的基础上选择

哪一类，上述检索到的其他对比文件并没有给予明示

或暗示，因此，实际上上述检索到的证据 2.4~2.7、2.14

中所公开的区别技术特征 f4/f5/f6/f7/f8 均对应所解决的

技术问题（箭头 Q3）与该申请实际所解决的问题是有

偏移方向的，如图 2 所示，在线条 M 的基础上沿着箭

头 Q3 只能上升到 N2 的高度，其与上述案例的方案 N1

的高度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现有技术对于上述案

例的方案并没有技术启示。

三、图示法对于答复审查意见的启示

本文提出了两种图示法来对创造性判断时针对现

有技术对于发明是否存在技术启示进行形象化地示意。

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可以采用上述图示法对于

创造性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以期能够提供一些答复审

查意见的思路。

在使用特征分解式图示法时，首先将权利要求中

所限定的多个技术特征分别列出，然后找出最接近现

有技术的方案中所公开的对应的技术特征，通过对比

相应得出区别技术特征有哪些，然后从图中可以将这

些区别技术特征在对应的对比文件中所起的作用与该

申请中这些区别技术特征所起的作用进行对比，如若

不同，即可得出没有技术启示。而且，该图示法可以

引导我们在确定该申请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时，不应该

仅考虑区别技术特征，而应该从发明方案的整体出发，

考虑整体方案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这也对应着 2019

年《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进一步完善“三步法”评述

创造性的相关规定，其中明确了要“根据该区别特征

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中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来确定发明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并且补充规定“对于功能上彼

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的技术特征，应整体

上考虑所述技术特征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要求保护的

发明中所达到的技术效果”。通过该图示还提醒我们

在确定技术问题时，综合考虑各个技术特征之间的相

互关系；在判断现有技术对发明是否具有技术启示时，

分析审查员是否将技术问题确定为对应该区别技术特

征的固有属性作用，或者将技术问题确定为该割裂的

区别技术特征所单独解决的技术问题，如果是，则以

此为突破口进行答复。

在使用进阶式图示法时，首先将发明的方案的进阶

路线绘制出来，即图 2 中从线条 M 沿着箭头 Q1 的方向

上升到 N1 的高度；然后结合审查通知书，查看审查员

的审查思路中是如何绘制的，是否也是如图 2 中从线条

M 沿着箭头 Q2 的方向上升到 N1 的高度，而结合所检

索到的对比文件，这条箭头 Q2 实际上应该是不存在的，

或者事实上应该是箭头 Q3 的方向只能上升至 N2 的高度

的，也即现有技术对发明是不具有技术启示的。

四、结 语

针对现有技术对发明是否具有技术启示，本文从

上述案例出发，通过两种图示法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区别技术特征本身被现有技术公开并

不能说明现有技术对发明有技术启示，还需要结合现

有技术中采用该技术特征所应用的环境及其作用是否

与该专利相同，一方面，环境的不同可能会存在一系

列的差异，使得将该区别技术特征应用到不同的环境

中可能存在某些问题，这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所不能预

期的；另一方面，现有技术中存在多种具有该区别技

术特征的上位概念的物品，在该申请的环境中需要选

择哪一种，上述证据没有给出本领域技术人员以明示

或暗示。所以，在判断现有技术是否存在技术启示时，

应注意将技术方案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中的应用环

境可能已经被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公开，但这并不妨碍

将区别技术特征与该公开的环境进行结合能够解决实

际的技术问题时所带来的创造性。

因此，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即使遇到审查

员针对所有技术特征都相应检索到对比文件时也不必

慌张，可以将发明的方案和审查意见作为基础，绘制

以上两种图示，形象化地分析审查员的意见的正确性，

并寻求答复意见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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