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知识产权或技术纠纷，
您是否考虑过使用WIPO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服务？

WIPO仲裁和调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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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促进创新

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建立一个平衡而有效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

WIPO提供知识产权服务，以鼓励个人及企业
的创新。

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ADR)服务旨在减少
争议/纠纷给创新过程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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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仲裁和调解中心

通过采用诉讼之外的其他程序，例如调解和仲裁，促进私人主体
之间涉及知识产权或技术的商事纠纷的解决。

中心位于日内瓦，并在新加坡设有办事处

WIPO ADR的使用者来自世界各地

专业于解决知识产权及技术纠纷的ADR 提供者

WIPO调解员、仲裁员和专家具备丰富的知识产权及技术领域
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高效地解决或协助解决纠纷。

国际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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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纠纷的解决程序

Are you involved in an IP 
/ technology dispute?

In the context of a 
contract?

Contract includes dispute 
resolution provisions?

Follow dispute resolution 
provisions in contract

Agree with other party to submit 
dispute to other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Contract does not include 
dispute resolution 

provisions?

Agree with other party to 
submit dispute to other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Start court proceedings 
in relevant jurisdiction

No contract 

(e.g., infringement)?

Agree with other party to 
submit dispute to other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Start court proceedings 
in relevant jurisdiction

Mediation

Arbitration 

Expert Determination

WIPO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

Mediation

Arbitration 

Expert Determination

Agree with other party to 

submit dispute to other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gree with other party 

to submit dispute to 

other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Mediation

Arbitration 

Exper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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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纠纷的种类
合同纠纷

非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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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

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有一个（商事）合同

许可合同（例如：商标、专利、著作权、软件）

研发协议

技术转让合同

IT协议

经销协议、特许经营协议

电影制作

电视节目发行及安排

艺术相关的协议

联合经营协议

咨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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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合同纠纷

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一个合同

IP 侵权（例如商标、专利、著作权、软件）

例如

发明专利所有人发现他人未经其允许擅自使用他的发明。

商标所有权人发现他人未经其允许擅自使用与他的商标非

常相似的商标，容易造成混淆

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作者发现他人未经其允许擅自使用

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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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WIPO调解？

基于当事各方合意的非正式的程序

居间中立，调解员：

协助当事各方就纠纷达成和解

基于当事各方的利益

不能强加决定给纠纷当事人

和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

即使采用了调解程序，也不会影响当事人此后寻求司法诉讼或者仲

裁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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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调解程序的优势

当事人自治

中立性

时间和费用

创造性解决方案

专业性

维护商业关系

保密性



10

WIPO中心的角色

WIPO中心可以：

提供相关信息及程序上的建议

帮助当事各方考虑采用WIPO程序解决纠纷

协助当事各方选择专业的调解员、仲裁员及专家。

提供支持性服务，包括安排会议室等。

WIPO中心不可以：

就纠纷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或者成为当事人的代理人

强迫任何一方当事人采用WIPO程序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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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中心可以如何帮助您？

Contact WIPO Center

WIPO provides information and 
procedural advice

Consider dispute resolution 
options

File Request for WIPO Mediation

Other party does not reply or agree to 
participate in WIPO Mediation

Case terminated

Other party agrees to participate 
in WIPO Mediation

Mediation process

No fees need to be 

paid at this stage

WIPO may assist 

parties in identifying 

suitable mediator

Download Request for 

WIPO Mediation
WIPO may assist 

parties in considering 

Request for Mediation

E: arbiter.mail@wipo.int

T: +65 6225 2129

+41 22 338 8247

WIPO Good Offices

http://www.wipo.int/amc/en/docs/request_mediation.docx
mailto:arbiter.mail@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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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Good Offices

纠纷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考虑将纠纷提交进行调解或仲裁

此前没有就如何解决纠纷达成合意。

侵权纠纷

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

程序上的建议

不收取费用

使用者:

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或中小型企业

艺术家

发明者

初创企业

研发中心

大学

集体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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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中心可以如何帮助您？

Contact WIPO Center

WIPO provides information and 
procedural advice

Consider dispute resolution 
options

File Request for WIPO Mediation

Other party does not reply or agree to 
participate in WIPO Mediation

Case terminated

Other party agrees to participate 
in WIPO Mediation

Mediation process

No fees need to be 

paid at this stage

WIPO may assist 

parties in identifying 

suitable mediator

Download Request for 

WIPO Mediation
WIPO may assist 

parties in considering 

Request for Mediation

E: arbiter.mail@wipo.int

T: +65 6225 2129

+41 22 338 8247

WIPO Good Offices

http://www.wipo.int/amc/en/docs/request_mediation.docx
mailto:arbiter.mail@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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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调解的进行

当纠纷的所有当事方均同意进入WIPO调解程序解决纠纷后

当事方可以合意选择调解员。若无法达成合意，WIPO可以协助指定

调解员。

WIPO确保调解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纠纷当事方可以合意决定调解将如何进行，并与调解员进行协调。

调解会议可以面对面进行或远程进行（如电话或视频会议）

纠纷任何一方如果不想继续参加调解，可以退出调解。

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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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WIPO调解程序，可能达成的结果

若当事各方在调解程序中均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则可能达成：

双赢结果

合作机会

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维护了商业关系

示例

与所称侵权当事方达成许可协议

进入新的市场

商标共存协议

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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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方当事人不愿意参与调解程序？

提交《WIPO调解申请书》

可能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和解磋商

可证明申请方当事人有希望通过采取司法之外的其他途径解决

纠纷的善意意向

在一些国家，法庭可以对拒绝参与调解的当事人处以罚款

或其他惩罚。

不收取费用（对于单方提出调解申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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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咨询：arbiter.mail@wipo.int

更多信息：www.wipo.int/amc

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
日内瓦，瑞士
新加坡，新加坡

WIPO驻外办事处
里约热内卢，巴西
北京，中国
东京，日本
莫斯科，俄罗斯
新加坡，新加坡

mailto:arbiter.mail@wipo.int
http://www.wipo.int/am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