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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的产物。 
它无处不在，而且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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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定义： 

知识产权指人类智力的产物。

活动：

现在请环顾四周，说出目光所及所有

人类创造的产品。它们都包含着知

识产权。 

知识产权存在于：
 • 你听到的音乐

 • 驱动你手机的科技

 • 你爱车的外观设计

 • 你运动鞋上的标识

法律上，人类智力的产物通常就是创作者的

知识产权。但就像其他产权一样，知识产权

也可以被权利人租赁、赠予或出售给他人。

知识产权为何重要？因为它帮助我们最喜

爱的设计师、音乐家、艺术家、作家、电影

导演和发明家继续创作各种作品，供我们

享用。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创作者就无法以

作品谋生。因为不管他们创作了什么，任何

人都能立刻将其复制。

所以知识产权需要保护。以下是保护知识

产权的不同方式：

•• 版权保护艺术家、音乐家和作 

家的作品。

•• 专利保护发明。

•• 注册外观设计保护产品的外观、 

造型和触感。

•• 商标保护标识、名称和品牌。

让我们进一步探索知识产权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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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人类智力的产物通常是
创作者的知识产权。我们所说
的创作者，一般是指作家、音
乐家和画家，即通过艺术工作
维持生计的人们。他们创作的
艺术受版权保护，也就是说，
只有他们有权决定谁能复制和
出售他们的作品。

在大多数国家，艺术家、音乐家或作

家的作品所受的版权保护在他们去

世之后，延续至少五十年之久。有些

国家的版权保护期限更长。这意味着

创作者可以把版权传让给他人，比如

家庭成员，令其从中获益

你知道吗？

J.K.罗琳写第一部《哈利·波特》时还很穷困，但这

部作品的版权归她所有。所以只有她有权复制和出

售这部书。当然，她并不是亲自动手，而是授权给一

家出版社，并从中获取报酬。

J.K.罗琳不只是拥有文字的版权，她还拥有故事情

节和人物的版权。这就意味着只有她有权制作和出

售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电影。同样，她也没有亲身

参与，而是授权一家制片公司来制作和出售电影，

她则从中获取报酬。

如果没有版权，这部书一经出版任何人就可以复制；

电影一经发行，任何人就可以拷贝放映。这些人可以

不向作者支付报酬，而从作者创作的故事中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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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艺术作品

定义：

版权赋予所有者决定谁可以复制

和出售其原创作品的权利。

活动：

写下你最喜欢的书籍、电影或歌

曲的名称。你能找到它们的版权

所有者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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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失去版权意味着作品不再受版权保

护——也就是版权过期了。

版权保护过期后，作品就“失去版权”了。

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复制和出售该

作品。举个例子，任何人只要愿意，都能

复制和出售自己编辑的莎士比亚戏剧，因

为莎士比亚早已去世。

你知道吗？

 • 迈克尔·杰克逊2009年去世之前的五年里，

他的唱片销量大约是400万张。而他死后的

五年里，销量达到了1300万张。

 • 去世多年的雷鬼巨星鲍勃·马利死后赚的钱

比他生前还多。

 • 伊恩·弗莱明创作的14部詹姆斯·邦德系列

中，有两部是在他死后出版的。

因为有了版权法，这些人去世之后还在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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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只有作家和音乐家才会创作——怎么能忘了发明
家呢？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制造新工具、新产品和新玩意
儿的奇思妙想。如果发明了确实新颖的东西，他们就可以
申请专利。专利权人有权决定谁能制造和出售包含其发明
的产品。专利权人有时是个人发明家，有时是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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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发明

为什么专利是个好东西？

1.	 专利让发明者能够从自己的发明中获得财富

和嘉奖。

2.	 专利鼓励公司投资研发新技术。

3.	 专利能够确保有关一项发明的科学知识得到

记录，并向公众开放。为了获得专利，发明者

必须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详细描述自己的发明。

所以即便一项发明专利还在保护期内，其他发

明者仍可从中学习科学知识，以帮助他们进行

新的发明。

你知道吗？

一件产品可能受许多不同专利的保

护。比如，苹果公司就持有1,000

多项与iPhone有关的专利。其中包

括：

 • 语音控制功能

 • 相机功能

 • 用户界面

 • 电池/电源技术

 • 设备间数据同步技术

定义：

专利是对一项发明的描述，说

明了其所含知识产权由谁所

有，防止任何他人不经专利权

人许可擅自使用、实施或出售

这项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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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假设世界上没有自行车，而你发明

了全世界第一辆自行车。你能列出

多少个可能需要单独专利保护的

零件？

你知道吗？

出于种种原因，很多发明家都选择不为自己的发明

申请专利。

万维网——蒂姆·伯纳斯-李爵士发明了万维网，并

于1990年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站。现在，全世界

几十亿人每天都在使用网络。但伯纳斯-李爵士从未

为其申请专利，因为他认为万维网应该“属于每一

个人”。

火柴——19世纪20年代，化学家约翰·沃克发明

了火柴，但他没有为此申请专利。他意识到火柴将

会对人类非常有用，于是希望这个发明尽快传播开

来。他本人没从这项发明中赚到多少钱。

卡拉OK——想象一下，没有卡拉OK的世界会是什

么样？卡拉OK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日本商人井上

大佑发明的。同样，他也没有申请专利，因此未曾从

中赚取分文。

专利的期限通常为20年。此后，这项发

明就成为公共财产——任何人都可以

使用、制造或出售包含该发明的产品。

有些发明迅速走红，有些始终未获

成功。还有一些，则走在了时代前

面。1960年，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发

明了鼠标。不幸的是，专利期内，鼠标

的使用者寥寥无几，直到这项专利在

1987年过期之后，鼠标才开始普及，其

销量超过1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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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推出某个新产品时，其独创
之处可能并非其使用的技术。产品
的价值和吸引力经常在于其外观感
受、形状和风格，所谓其“外观设
计”。所有新产品中的外观设计元
素，只要是独创的且经其设计者或
制造商注册，也受保护。

注册外观设计可涵盖从时装到食品
包装的任何产品——任何经由设计
而成的产品。此种保护意味着设计
人可以阻止任何人未经许可复制其
外观设计。

10

保护外观设计

定义：

注册外观设计保护产品的外观感受，这意

味着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复制。

你知道吗？

宝马公司推出新款车型时，会利用各种专利

来保护发动机、变速箱、仪表显示器等部件

的各种功能。而汽车的外观设计——外观特

点——也将作为工业品外观设计受到保护。

这样任何人都不得设计可能与宝马新款车型

混淆的新车了。

图片：© iStock.com/kurmyshov



如果某人、某公司或某地在生
产某种有价值的产品方面享有
声誉，那么该产品的来源地和生
产者就变得非常重要。

商标是识别某产品或其生产公司的独

特标志。它可以包括颜色、数字、形

状、声音，甚至味道和气味，但大多数

是文字、图片或文字和图片的组合。例

如，索尼公司创建了PlayStation电脑游

戏系统，并为“PlayStation”这一名称

及其标识注册了商标。未经索尼公司

许可，任何人将其开发的电脑游戏系统

命名为“PlayStation”即属违法。

地理标志可以告诉你，一个产品是否

来自同类产品的著名产地。例如，哥伦

比亚咖啡因优良品质而闻名于世，因此

只有真正来自哥伦比亚的咖啡才能被

称为“Café de Colombia”（“哥伦比亚

咖啡”。

商标和地点

定义：

商标是识别某产品或其生产公司的标

识、文字或其他独特标志。

定义：

地理标志告诉你，一个产品是否来自

同类产品的著名产地。

你知道吗？

香槟是最著名的地理标志之一。只有产

于法国官方香槟区的起泡葡萄酒才能

被称为“香槟”。 近年来，法国当局建

议扩大该地区的范围。如果重新绘制

地图，则加入香槟区的土地将在一夜

之间增值200倍！所以，作为地理标志

的“香槟”价值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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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能够保护艺术家创造

的知识产权？

2. 什么能够保护设计师创造

的知识产权？

3. 什么能够保护发明家创造

的知识产权？

4. 什么是地理标志？

5. 什么是商标？

6. 版权的期限有多久？

7. 专利的期限有多久？

8. 你能说出一个未受专利保

护的伟大发明吗？

9. 苹果公司持有多少项与

iPhone相关的专利？

10. 什么是知识产权？

11. 我们是如何受益于版权和

专利的？

12. 如果现代公司开发出一种用

于车轮的新型滚珠轴承，它

应如何阻止其他公司抄袭

该发明？

13. 假设某足球运动员设立了

自己的公司，推出和销售自

己的系列服装。他用什么证

明这些服装是由其公司生

产的？

14. 假设某电子公司生产出一

款足球鞋形状的MP3播放

器，该公司应如何阻止其他

公司抄袭其外观设计？

15. 以下哪项保护iPhone的知

识产权？

 • 专利

 • 注册外观设计

 • 商标

 • 版权

 • 地理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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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试
你已经阅读了所有关于知识产权的基础知识，不
妨通过下面这个小测试，看你记得多少。答案可
以在第14页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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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什么能够保护艺术家创造的知
识产权？ 

答案：版权能够保护艺术家所创造的

知识产权。

2. 问题：什么能够保护设计师创造的知
识产权？ 

答案：工业品外观设计能够保护设计

师创造的知识产权。

3. 问题：什么能够保护发明家创造的知
识产权？ 

答案：专利能够保护发明家创造的知

识产权。

4. 问题：什么是地理标志？ 
答案：地理标志可以告诉你，一个产品

是否来自同类产品的著名产地。只有来

自该地的产品才能标有该地理标志。

5. 问题：什么是商标？ 

答案：商标是识别某产品或其生产公司

的独特标志。

6. 问题：版权的期限有多久？ 

答案：在大多数国家，创意作品的版权

至少在创作者去世后延续50年。

7. 问题：专利的期限有多久？ 

答案：专利的期限通常为20年。

8. 问题：你能说出一个未受专利保护的
伟大发明吗？ 
答案：答案有很多。本指南提及的未申

请专利保护的发明包括卡拉OK机、万

维网和火柴。

9. 问题：苹果公司持有多少项与iPhone相
关的专利？ 
回答：苹果公司与iPhone相关的专利有

1,000多项。

14

测试答案



10. 问题：什么是知识产权？ 

答案：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的产物。

11. 问题：我们是如何受益于版权和专利
的？ 

答案：版权和专利让艺术家和发明家能

够以创作谋生，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创造

更多的艺术、音乐、文学作品，发明更多

的产品，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

12. 如果现代公司开发出一种用于车轮的
新型滚珠轴承，那么它应如何阻止其
他公司抄袭该发明？ 

答案：现代公司可以为自己的发明申请

专利，从而获得控制其销售或使用的合

法权利。

13. 问题：假设某足球运动员设立了自己的
公司，并推出和销售自己的系列服装。
他用什么证明这些服装是由其公司生
产的？ 

答案：他可以通过商标为这些服装创

立品牌，以证明这些服装是由其公司

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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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问题：假设某电子公司生产出一款足球
鞋形状的MP3播放器。该公司应如何阻
止其他公司抄袭其外观设计？ 

答案：该公司可以通过注册外观设计

来保护该设计。

15. 问题：以下哪项保护iPhone的知识产
权？

 • 专利
 • 版权
 • 注册外观设计
 • 商标
 • 地理标志。

答案：苹果标识是商标。手机的外观感

受是注册外观设计。保护iPhone各种技

术要素的专利有数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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