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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焦点问题。2021 年 3 月，最高

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

下简称“《惩罚性赔偿解释》”）和《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典型

案例》（以下简称“《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明确了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案件

中的适用要件和裁判思路，对于正确适用惩罚性赔偿具有很强的司法指引作用。 

 

本文在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和在先案例，以及总结我们代理的适用

惩罚性赔偿案例的基础上，对惩罚性赔偿司法实践，特别是对其适用要件进行类

型化梳理，并就证据搜集策略进行建议。 

 

一、惩罚性赔偿适用要件的法律规定 

 

2013 年 8 月修正的《商标法》系首次在知识产权法律中规定惩罚性赔偿条

款，即惩罚性赔偿性的适用需建立在构成商标侵权的基础上，并满足“恶意”和

“情节严重”两个要件。此后，《民法典》以及《种子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专利法》、《著作权法》等部门法也都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进行了规定。此

外，最高人民法院、北京高院、深圳中院、、郑州中院针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具

体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 

 

法规 颁布时间 内容 

《商标法》 2013 年 8 月 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

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注：2019 年《商标法》将上述条款修正为：对恶意侵犯



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

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种子法》 2015 年 11 月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

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反不正当竞争

法》 

2019 年 4 月 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

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

偿数额。 

北京高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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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的裁判标

准》 

2020 年 4 月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恶意实施侵

害商标权或者侵犯商业秘密等行为，且情节严重的，适

用惩罚性赔偿。 

《专利法》 2020 年 10 月 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

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著作权法》 2020 年 11 月 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

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给予赔偿。 

深圳中院《关于

知识产权民事侵

权纠纷适用惩罚

性赔偿的指导意

见》 

2020 年 12 月 本意见适用于侵权人具有故意且情节严重的知识产权

民事侵权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

《惩罚性赔偿解

释》 

2021 年 3 月 原告主张被告故意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且情节

严重，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审查处理。本解释所称故意，包括商标法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

的恶意。 



 

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分为

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为“故意”（“恶意”），客观要件为“情节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修订的《商标法》将主观要件表述为“恶意”，2019 年修

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北京高院 2020 年 4 月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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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裁判标准》亦延续了

《商标法》的表述，但《民法典》等其他法律或司法解释却均将主观要件规定为

“故意”，在表述上存在不一致。 

 

为统一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中明确“故意”

与“恶意”的含义是一致的，并规定“故意”包括《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

法》规定的“恶意”，以防止产生“恶意”适用于商标、不正当竞争领域，而“故

意”适用于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的误解。根据《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体现的裁量

标准，侵权人的“故意”指侵权人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侵权结果的发生，

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主观上“希望”即积极

追求损害结果发生为直接故意，而主观上“放任”即纵容损害结果发生为间接故

意。如果侵权人仅因过失导致侵权的，一般不构成“故意”。  

 

二、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故意实施侵权行为 

 

根据《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的

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被侵害知识产权客体类型、权利状态和相关产品知

名度、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 

 

鉴于主观要件“故意”的本质属性是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一个主观的概念，

需要根据侵权人的客观行为进行推定。《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和相关司法案例

已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类型化规定，比如《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第三条第

二款规定：对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

（一）被告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通知、警告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二）



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

际控制人的；（三）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

可、经销、代理、代表等关系，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四）被告与原

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且接触过被侵

害的知识产权的；（五）被告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六）其他可以认

定为故意的情形。 

 

根据前述规定并结合相关典型案例，认定为“故意”的情形可分为如下五类：

（一）基于通知认定“故意”；（二）基于关系认定“故意”；（三）基于盗版、假

冒认定“故意”；（四）基于知名度认定“故意”；（五）基于同一地域同领域认定

“故意”。具体分析如下： 

      

    （一）基于通知认定“故意” 

 

1.通知、警告、行政处罚：被告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通知、警告或受到行

政处罚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 

 

案例一：在巴洛克木业（中山）有限公司诉浙江生活家巴洛克地板有限公司、

太仓市城厢镇门迪尼地板商行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权利人多次发送侵权警告

函，并通过举证与侵权人存在过合同关系、侵权人因商标侵权受到过行政处罚、

侵权人未执行法院停止侵权的禁令等情形，完成了对侵权人故意的举证。1 

 

2．和解协议：达成和解协议后，再次实施侵权行为的 

 

案例二：在原告平衡身体公司诉被告永康一恋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

纠纷案中，法院认定：被告早在 2011 年已因出口西班牙的产品涉嫌侵权而被原

告发函警告，并最终与原告签署和解协议，被告承诺今后不会从事任何可能侵

犯或妨碍原告所拥有的工业产权的活动，但时隔几年之后，被告被再次发现生

                                                   
1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终 1297 号判决书。 



产销售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被告此种不信守承诺、无视他人知识产

权的行为，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背，侵权恶意极其严重。2 

 

3. 生效判决：侵权人或者其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等在生效判决作出后，

重复或变相重复实施相同侵权行为的 

 

案例三：在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与安徽纽曼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中，安徽纽曼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刘宏在关联的刑事案件

中因侵害技术秘密被追究刑事责任，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销售范围多至二十余

个国家和地区，主观故意明显。3 

 

（二）基于关系认定“故意” 

 

1. 人员关系：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

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的 

 

案例四：在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与广东智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商

标权纠纷案中，被告之一石祥文曾是广州红日公司市场部员工，其明知广州红日

公司及涉案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仍在离职后设立被告睿尚公司实施侵害广州红

日公司涉案商标权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4 

 

2.合作关系：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

经销、代理、代表等关系，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同案例一：在巴洛克木业（中山）有限公司诉浙江生活家巴洛克地板有限公

司、太仓市城厢镇门迪尼地板商行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浙江巴洛克公司根据

巴洛克木业公司的委托生产地板，在双方合作终止后，浙江巴洛克公司仍继续

                                                   
2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15 民初 53351 号判决书。 
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 562 号判决书。 
4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 477 号判决书。 



使用“巴洛克”企业字号以及巴洛克木业公司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其

明知巴洛克木业公司注册商标及企业字号享有较高知名度，以及使用相关文字会

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仍不予避让与停止使用，相反却继续刻意使用，具有明显

的主观故意。 

 

3. 业务往来：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

等进行过磋商，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案例五：在福建某公司诉上海某公司、某食品加工厂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

上海某公司明知福建某公司为涉案商标权人，仍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福建某

公司涉案商标相同的被诉侵权标识，构成商标侵权。且其明知福建某公司向其

出具的《授权书》为寄售使用，且不包含被诉侵权商品，仍然向网络销售平台提

供该《授权书》，以该欺骗手段使该平台审核通过，侵权手段恶劣，主观故意明

显。5 

（三）基于盗版、假冒认定“故意” 

 

1. 盗版假冒：被告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 

 

案例六：在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诉徐中华等人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徐

中华等人大量销售五粮液白酒的仿冒商品，其使用的标识与五粮液公司涉案商

标相同或高度近似，仿冒商品的包装装潢及标识使用位置与五粮液白酒的包装

装潢及商标使用位置几乎完全相同，具有明显全面模仿的主观故意。6 

 

（四）基于知名度认定“故意” 

 

1. 驰名商标：侵权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权利人驰名商标 

 

案例七：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米琪贸易有限公司侵害

                                                   
5 参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报道 https://mp.weixin.qq.com/s/Tr0CLOxZ7WcYrrDdzn5yMQ。 
6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1 民终 5872 号判决书。 



商标权纠纷案中，“鄂尔多斯”系列商标在字体设计上具有较强显著特征，且在

服装类商品上经过使用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曾被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米

琪公司作为“毛线、围巾线、羊绒线”等与服装存在紧密关联商品的经营者,理

应知“鄂尔多斯”系列商标的知名度，仍在自营网店及被诉商品包装上突出使用

与“鄂尔多斯”系列商标完全相同的标识，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符合惩罚性赔

偿的适用条件。7 

 

2. 申请注册近似商标：侵权人抢注权利人驰名商标，或商标注册申请被认

为与在先商标近似，驳回后继续使用 

 

案例八：在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诉福建因尔心安木业有限公司、周

福良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周福良在地板商品上注册了大量与大自然公司涉案

商标近似的被诉侵权商标，在被诉侵权商标无效宣告期间及行政诉讼一审判决

后，周福良、因尔心安公司不仅未减少对被诉侵权商标的使用，反而进行全国范

围的大规模扩张、侵权门店数量呈倍数增长。周福良、因尔心安公司属于恶意侵

权且侵权情节严重，符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8 

 

（五）基于同一地域同领域认定“故意” 

 

1. 同一地域竞争者：被告与原告处于同一地域，且属于同领域竞争者 

 

案例九：在北京炎黄盈动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亚马逊通技术服务（北京）

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亚马逊公司作为与炎黄盈动公司同在一个地域

范围内的竞争者，明知炎黄盈动公司享有涉案商标的专用权，仍与光环新网公司

共同实施本案被控侵权行为，其主观上漠视他人依法取得的合法权利，客观上挤

压了炎黄盈动公司通过商标使用行为积累商誉、开拓市场空间的可能，导致相关

公众产生混淆、误认，属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且情节严重，符合适用惩

                                                   
7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初字第 1677 号判决书。 
8 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 05 民初 60 号判决书。 



罚性赔偿的条件。9 

 

根据前述案例可知，法院系根据个案案情，通过综合考察被告实施的客观行

为从整体上认定侵权人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并鲜有仅根据某一项行为

或情形就认定成立“故意”的案例。因此，权利人在举证证明被告的“故意”时，

应重点考察被告是否无视权利人的通知、警告函、工商处罚、生效判决等继续实

施侵权行为；被告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业务往里或其他特定关系；被

告是否了盗版、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在先商标的知名度或被告是否实施过抢注

行为；被告与原告是否属于同一地域同领域竞争者等各方面情况，综合全案证据

多角度举证证明侵权人具有实施侵权的“故意”。 

 

三、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客观要件—情节严重 

 

《惩罚性赔偿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侵害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认定，人民

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

果，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等因素。被告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情

节严重：（一）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

类似侵权行为；（二）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三）伪造、毁坏或者隐匿侵权证据；

（四）拒不履行保全裁定；（五）侵权获利或者权利人受损巨大；（六）侵权行为

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人身健康；（七）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

情形。 

 

根据前述规定并结合相关典型案例，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可分为侵权

行为性质恶劣和侵权行为后果严重两类。具体分析如下： 

 

（一） 侵权行为性质恶劣 

 

1. 重复侵权：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

                                                   
9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初 127 号判决书。 



或者类似侵权行为 

 

案例十：在阿迪达斯有限公司与阮国强等人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阮国强曾

三次因销售侵害阿迪达斯公司商标权的鞋帮商品被处以行政处罚，其中第三次

查获了 6050 双鞋帮，且其明知被查获的鞋帮侵害他人注册商标权，但因销路好，

利润高，仍实施侵权行为，主观故意十分明显、侵权情节严重，符合适用惩罚性

赔偿的条件。10 

 

2. 以侵权为业：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同案例三：在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诉安徽纽曼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吴丹金等人侵权技术秘密纠纷案中，安徽纽曼自称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

被诉侵权商品的企业，且没有证据证明其还有其他产品，故一审法院认定其完

全以侵权为业。 

 

3. 证据妨害：伪造、毁坏或者隐匿侵权证据 

 

同案例三：在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诉安徽纽曼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吴丹金等人侵权技术秘密纠纷案中，安徽纽曼公司在一审阶段无正当理由拒

不提供相关会计账册和原始凭证，构成举证妨碍，足见其侵权主观故意之深重、

侵权情节之严重。 

 

4. 不履行保全：拒不履行保全裁定 

 

同案例四：在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诉广东智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

商标权纠纷案中，广东智美公司等在一审法院作出停止在消毒柜、集成灶等商品

上使用广州红日公司涉案商标的行为保全裁定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且侵

权规模较大，侵权情节严重。 

                                                   
10 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3 民终 161 号判决书。 



 

5. 全方位侵权：侵权行为方式多样，属于知识产权全方位侵权 

 

案例十一：在兰西佳联迪尔油脂化工有限公司、约翰迪尔（丹东）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等与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迪尔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

约翰迪尔北京公司、约翰迪尔丹东公司及兰西佳联迪尔公司实施的被诉侵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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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的侵权商标众多，且在商标侵权的同时实施了多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属于

商标、不正当竞争全方位侵权。特别是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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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根据 2013 年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对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三倍确定赔偿

数额。11 

 

（二） 侵权行为后果严重 

 

1. 获利巨大：侵权获利或者权利人受损巨大 

 

案例十二：在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诉中山奔腾电器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

权纠纷案中，被告被诉侵权的 23 家店铺侵权获利逾 2000 万元人民币，江苏高院

适用 3 倍惩罚性赔偿后全额支持了小米公司 5000 万元的损害赔偿诉讼请求。12 

 

2. 损失巨大：侵权行为对权利人的商誉、市场份额等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

害 

 

同案例一：在巴洛克木业（中山）有限公司诉浙江生活家巴洛克地板有限公

司、太仓市城厢镇门迪尼地板商行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巴洛克木业公司 2015

及 2016 年因被告销售侵权商品而损失的利润约为 868.708 万元，因价格侵蚀而

                                                   
11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 73 民初 93 号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 413 号判决书。 
12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终 1316 号判决书。 



损失的利润已超过 1000 万。巴洛克木业公司的实际损失已逾 1800 万元，江苏高

院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后全额支持了巴洛克木业公司主张的 1000万元损害赔偿。 

 

3. 危害公共利益：侵权行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人身健康 

 

案例十三：在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诉广州市华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侵害商

标权纠纷案中，华升公司生产、销售侵权商品除导致欧普公司授经济损失外，还

因侵权商品生产质量不合格被行政处罚，给欧普公司通过长久努力积累起来的商

业信誉带来负面评价。并且，华升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和批准的经营项目并不包

含照明灯具的制造，加上灯类产品属于国家强制认证产品，产品质量不合格极易

引发安全事故，损害消费者利益，影响社会公共安全。华升公司的侵权行为影响

大，后果较为严重，足以认定属于情节严重情形。13 

 

    根据前述案例，“情节严重”的认定分为行为性质恶劣和行为后果严重两类。

行为性质恶劣包括以侵权为业或侵权的持续时间较长、伪造、毁坏或者隐匿侵权

证据、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等情况；行为后果严重包括侵权获利巨大或给权利人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对权利人的商誉、市场份额等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对消费

者人身安全、生态环境等消费者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侵害、对行业或者社会造成

严重不良影响。据此，权利人可以围绕前述两方面来全面举证证明侵权行为“情

节严重”。 

 

四、结语 

 

惩罚性赔偿是打击恶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重要武器，适用该条款的核心策

略在于从“故意”和“情节严重”主客观要件着手，全方位多维度搜集证据来证

明侵权人明知其行为会导致侵权结果的发生，仍然实施侵权行为，且行为性质恶

劣或行为结果严重，从而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 

 

                                                   
13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再 147 号判决书。 



此外，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故意”和“情节严重”也与惩罚性赔偿数额

的基数和倍数计算直接相关，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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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

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惩罚性赔偿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当

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囿于篇幅，本文

不对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和倍数计算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因此，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核心问题，在办案过程中

要通过全面搜集证据把“故意”和“情节严重”两方面做扎实，从而实现最佳的

办案效果。我们建议，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从以下角度搜集和整理证据： 

 

主观要件的证据 

1.权利人获奖情况、销量情况、认驰裁定等知名度证据； 

2.侵权人重复侵权的证据，比如权利人曾发送的律师函、警告函，各方达成的和

解协议，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等； 

3.调查侵权人成立时间、住所地、从事行业及与权利人之间的人员关系、合作关

系等信息； 

4.调查侵权人商标注册情况，有无抢注权利人商标及驳回等情形； 

5.侵权人的具体侵权行为、侵权规模、侵权形式等证据。 

客观要件的证据 

1.侵权人重复侵权的证据，比如侵权人是否被行政处罚或已受到法院判决或保全

裁定； 

2.侵权人的具体侵权方式、销售产品的情况或是否存在证据妨害行为； 

3.侵权商品售价、销量、行业利润率等侵权获利证据； 

4.权利人销量减少、价格降低等实际损失证据以及市场份额减少的证据； 

5.侵权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等证据。 

 

在我所代理的原告平衡身体公司诉被告永康一恋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侵害注



册商标专用权民事纠纷案中，我们从被告签署协议后继续侵权以及被告全面抄袭

原告产品两个维度证明了被告具有侵权的故意，并且从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大，侵

权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对原告商誉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三个方面论证了侵权行为

“情节严重”，据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突破性地认定被告应承担惩罚性

赔偿，全额支持了原告 300 万的损害赔偿诉讼请求。 

 

该案是上海地区法院第一例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知识产权案件，并被评选为最

高人民法院 2019 年中国法院 10 大知识产权案件、2019 年度上海法院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典型案件、上海高院 2020 年度第二批参考性案例以及 2020 年浦东

法院涉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上海浦东新区法院通过对主观恶意大的重

复侵权行为人施加惩罚性赔偿，不仅给侵权人以极大的威慑力，也为惩罚性赔偿

的适用提供了很好的指引。我们期待司法实践中涌现出更多的优秀案例，进一步

规范和完善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