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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青年具有不可思议、源源不断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未被充分利用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且不说
青年对更美好未来的向往，单是他/她们的新颖观
点、精力、好奇心和“无所不能”的态度，已经在重
塑创新和变革的方法并推动相关的行动。

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日（4月26日）为青年提供
机会，使之了解知识产权如何支持他/她们的目
标，帮助他/她们将想法变成现实，创造收入，创
造就业机会，并对周围的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有了
知识产权，青年人就可以获得推进抱负所需的一
些关键工具。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网
页：www.wipo.int/ip-outreach/zh/ipday。参与到今
年的活动中来。何不在你所在社区组织一次2022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活动？

在Twitter（#worldipday）、Facebook（www.facebook.
com/worldipday）和Instagram（@wipo）上加入我们，
分享对知识产权的想法和观点，讲述你和其他青年
人锐意创新，建设未来的故事。

亲爱的读者：

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从2023年1月起，
《WIPO杂志》将转为纯数字格式。精编
的《WIPO杂志》季刊将继续以PDF格
式提供给希望按需打印的读者。此举将
使我们能够更规律地向读者提供与知
识产权、创新和创造有关的热点问题的
内容。这也符合本组织减少碳足迹的承
诺。请在以下网址订阅《WIPO杂志》数字
版：https://www3.wipo.int/newsletters/
en/#wipo_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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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着手探索知识
产权的时机已到
娜丁·哈基齐马纳和爱德华·夸夸，产权组织全
球挑战和伙伴关系部门

略加思索可知，知识产权无处不在。甚至在说
唱歌手Quavo写的歌词中也有：“为文化创作，
他们会像秃鹰一样咬人”，这句话出自Migos
的歌曲《T恤》。在这首歌中，Quavo、Offset
和Takeoff这一说唱三人组致敬的“文化”即
嘻哈文化，这一文化作为黑人赋权的重要驱
动力之一已经成为一场全球运动，影响遍及
时尚、语言、涂鸦、霹雳舞、口语诗等各个方
面。“为文化”创作音乐意味着制作新的声
音供世界各地民众欣赏，拓展创造力的边界。
社区的价值是这一构想的核心。Migos还暗
指鄙视“咬人”，即改编另一位艺人的作品却
不注明原作者的行为。对“咬人”的蔑视源于
嘻哈音乐人对原创性的重视，表明他们致力
于增进完善自己的创作能力。原创是知识产
权的精髓——我们不“咬人”。用嘻哈乐迷的
话来说，“知识产权超酷！”

Quavo的歌词呼应了打造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
的根本目的，即鼓励创新和创造，为全民利益服
务。全球知识产权制度认可并奖励创造者和发
明者的工作，确保我们可以有机会利用他们的
成果，有助于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大力推动
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受益。因此与年轻人交流知
识产权制度如何支持他们实现理想时，Quavo
的歌词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

知识产权为年轻人服务

当今世界互联互通水平日益提高，为创造性表
达开拓的机遇振奋人心，便于年轻人消费和
创造知识产权。

着手探索知识产权后，年轻人可以了解如何维
护自身利益，避免侵犯他人权利。知识产权制

“为文化创作，他们会像秃
鹰一样咬人”，这句话呼应

了打造平衡的知识产权制
度的根本目的，即鼓励创
新和创造，为全民利益服
务，与年轻人交流知识产
权问题时这是一个有价值
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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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组织的青年项目

2021年，邓鸿森总干事向成员国介绍
了产权组织2022–2026年中期战略计划，
强调年轻人的作用。

“青年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他们是
我们未来的创新者、创造者和企业家，
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占人口的很大
比例。我们需要确保青年了解知识产
权是如何与其生活相关联，并支持其
愿望，无论是通过创新和创造来谋生，
还是应对全球挑战。”

2022年2月，产权组织迎来产权组织青
年专家计划的第一批青年专业人员。他
们将在产权组织日内瓦总部度过两年时
光，拓宽对知识产权的了解。他们将成
为未来的知识产权领导人。

产权组织还通过产权组织替代性争议
解决机制青年项目为青年知识产权从
业者提供渠道，与600多名志同道合的
成员建立联系，受益于知识产权和替
代性争议解决办法的培训机会。

展望未来，年轻人有很大的空间参与
产权组织的活动，确保全球知识产权
制度继续跟上由技术驱动的世界中
不断变化的现实。在未来几个月里，产
权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将推出一系列以
青年为重点的激动人心的倡议和培训
计划。敬请关注！

度及其赋予的权利（见第4页）让青年人有能力把自己
的创意和才能转化为宝贵的经济资产。换言之，他们
可以利用自己的创意获得收入，并继续投入时间和精
力磨炼自己的才能。他们甚至可以在独创性的基础上
创业，创造就业机会，支持当地社区和国家经济增长。

Ocean Tomo公司的金融专家认为，如今全球范围内
90%的商业价值来自无形资产。这就解释了许多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努力通过促进高价值知识型产
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无形资产是知识型经济的
支柱，有了知识产权就有可能保护和利用无形资产的价
值，因此知识产权在年轻人生活中的地位会愈发凸显。

青年人口

非洲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陆，7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
下。对于正在建设美好未来的非洲国家，这一巨大机遇
也为政策制定者带来重大挑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
统计，全世界30亿年轻人中大约有7,300万人失业，不
断上升的青年失业率以及经济移民和随之而来的“人
才流失”都是重大政策挑战，具有深远的社会和经济
影响。引导年轻人发挥独创性，投入精力应对当地挑
战并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将有助于为年轻人创造更好
的工作和更好的前景。

释放青年潜力的时机已到

当代年轻人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大量潜力有待开发。
他们的崭新视角、活力、好奇心、“敢闯”的态度以及
对更美好未来的渴望，已经开始重塑行为方式，推动
创新和变革的行动。

如今，从小就是数字原生代的年轻人可以说是有史以
来最具创业精神、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的一代。很多人
重视目标甚于利润，意在通过创业解决我们这个时代
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卫生服务可及性、食品安全、
教育、失业等等。但是，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一
路充满挑战。对知识产权的正确认识可以引导年轻人
顺利度过这段旅程，让他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知识产
权资产（即他们的创新和创造），发挥价值，扩大影响。

http://ocms.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541373
http://ocms.wipo.int/jobs/en/young-experts-program.html
http://ocms.wipo.int/jobs/en/young-experts-program.html
http://ocms.wipo.int/amc/en/center/wipoadryoung/index.html
http://ocms.wipo.int/amc/en/center/wipoadryoung/index.html
https://www.oceantomo.com/intangible-asset-market-value-study/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youth-employment/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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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组织认识到此类挑战，正与各成员国合作发展国家知识产
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通过赋能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充分发挥自身
潜力等种种方式，让发明者和创造者能够茁壮成长。

为确保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和服务的可负担性和可及性，正在开
展大量有益的工作。然而，向民众宣传知识产权可以为年轻人
带来的各种帮助，仍然是一项挑战。因此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
活动的主题定为“知识产权与青年：锐意创新，建设未来”。

这场宣传活动为各地年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了解知识产权如
何帮助他们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以此谋生，创造就业机会，
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有了知识产权，年轻人可以获得推进自身
目标所需的部分关键工具。

产权组织认识到，青年是变革的关键力量，可以帮助解决当今
的挑战，建立有效的全球伙伴关系，塑造我们的未来。因此青
年参与现在是产权组织工作的重要焦点。我们将通过新的青
年参与活动，吸引年轻人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辩论，向他们展示
知识产权如何支持年轻人奋力塑造自己想要的生活。

青年创造者正在发挥影响

世界各地已有无数年轻人在支持创新生态系统，采用的方式
精彩纷呈。例如18岁的塔托·哈特兰耶，她来自南非勒斯滕堡
莫格瓦塞镇。她开发了一项创新本地解决方案，应对全球能源
匮乏和贫困所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挑战。她利用再生塑料发
明的耐用书包嵌入太阳能技术。学童得到更结实的书包，而更
重要的是，家中有了太阳能照明，他们不必再担心天黑后学习
的问题。塔托因此项创新赢得非洲“创新青年企业家最高奖
项”——Anzisha奖。

黄深铭和李键邦这两名香港学生发明了一种消毒门把手，采用
集成LED灯、外层涂有氧化钛的玻璃管。LED灯激活氧化钛中的
一种化合物，可以杀死99.8%的细菌。这种门把手利用推拉门产
生的动能，可节约能源。他们的灵感原本得自2000年代的SARS
疫情，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又赋予这项发明新的意义，为此
2019年两人获得詹姆斯·戴森奖。

同样，2020年初，出于加强肯尼亚医院急救治疗能力的迫切需
要，一群内罗毕肯雅塔大学工程和医学专业的学生制造了该国

知识产权制度支持创
新创造的方式

不同的权利保护不同类型的
知识产权，如发明、外观设计
和创意作品。一般而言，这些
权利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创新
者和创造者能够从自身工作中
获得公平回报并以此为生，从
而鼓励更多的创新和创造。

知识产权权利允许权利人阻
止他人未经许可抄袭或使用其
知识产权。这意味着权利人能
够对利用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
产权的行为合理定价。获得经
济回报的前景鼓励个人和企业
投资开发有用的创新和创造。

大多数知识产权权利存续期
有限，且只有满足某些条件时
才能获得。还有一些规则允许
在特定有限情况下使用不同类
型的知识产权，而无须事先获
得权利人许可。这些安排有助于
确保创新者和创造者的利益与
公众利益实现平衡，让所有人
都能受益于知识产权。

http://ocms.wipo.int/about-wipo/en/activities_by_unit/index.jsp?id=118
http://ocms.wipo.int/ip-outreach/en/ipday/
https://www.forbesafrica.com/entrepreneurs/2016/02/01/ceo-rethaka/
https://anzishaprize.org/
https://www.sciencenewsforstudents.org/article/door-handle-kills-germs
https://mymodernmet.com/self-sanitizing-door-handle/
https://www.jamesdysonaward.org/fr-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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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为加强肯尼亚医院的急救治疗能力，一群内罗毕肯雅塔大
学工程和医学专业的学生制造了该国第一台呼吸机。

黄深铭和李键邦的自消毒门把
手性价比高，可以替代其他化学
品清洁方法。

来自墨西哥的绍希·瓜达卢佩·克鲁斯·洛佩斯采用回
收材料发明了一种太阳能热水器，称为暖水浴。本
地社区因此获得经济上可以承受的可持续热水供应。

来自南非勒斯滕堡莫格瓦塞镇的
塔托·哈特兰耶为当地学童开发了
嵌入太阳能技术的升级改造塑料
书包，让他们可以在天黑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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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呼吸机。这台呼吸机价格低廉，符合国
际标准。他们现在每个月生产大约100台呼吸
机。在肯尼亚法律学会的帮助下，这些学生向
肯尼亚工业产权局申请了专利。

墨西哥8岁儿童绍希·瓜达卢佩·克鲁斯·洛佩
斯天赋惊人，她采用回收材料发明了一种太
阳能热水器。她居住的农村社区圣克里斯

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资源有限，这种所谓的 
“暖水浴”机器每台售价约13美元，提供了一

种经济上可以承受的热源。暖水浴机器提供
了替代木柴的环保方案，木柴燃烧会给当地
居民带来严重的呼吸道问题。2018年，绍希
因其杰出成果而成为第一位获得ICN女性奖
的儿童，这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核科学研
究所颁发的知名奖项。

https://www.rfi.fr/en/africa/20200425-kenyan-students-innovate-to-fill-covid-19-ventilator-shortage-coronavirus-innovation-ghana-uganda
https://www.kenyans.co.ke/news/51968-ku-ventilator-inventors-get-assistance-after-migunas-p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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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数年轻人挺身而出，应对所在社区以及整
个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些只是其中几例。我
们需要鼓励并帮助年轻人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创造力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为此，各地政策
制定者需要倾听他们的关切，制定培养和支持
年轻人的政策和计划。

前方挑战

利用世界青年的巨大潜力建设更加美好的未
来，这方面若要取得进展需要先回答一些棘
手的问题，通过政策有效应对。为什么各经济
体不能为年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成为经济上
活跃的公民？我们如何能让他们过上独立而富
于创造性的生活，支持经济和社区发展？我们
如何为他们提供未来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和过去一样，如今的年轻人也表现出动员和鼓
励民众支持变革的能力。从气候行动、环境污染
到“Me Too”（反性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人权运动）等紧迫的社会问题，年轻人在大
张旗鼓地推动各方面的变革。他们挺身而出，争
取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其中有许多人投入时间
和精力开发尖端发明和创新，塑造了我们的未来。

这令人又回想起Quavo的歌词以及我们相提
并论的知识产权制度；提醒我们，知识产权制
度旨在确保创新者和创造者能够从自身工作
中获得公平回报并以此为生，从而鼓励更多
的创新和创造。

总结

全世界青年蕴含大量创新潜力尚待开发，可
以帮助推动我们需要的变革，从而实现更具
可持续性的发展。时机已到，现在年轻人应
当开始着手探索知识产权，了解知识产权如
何帮助他们将自己的想法变为现实。各地政
策制定者也应即刻开始支持青年发明家和
创造者，确保他们拥有所需的知识产权知识
和工具，能将自己的未来愿景变成现实。我
们的未来有赖于此。

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寄托着我们创造美好明天的
最大希望。美国国家青年桂冠诗人奖得主阿曼
达·戈尔曼在2021年拜登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

了《我们攀登的山丘》，正如诗中所云，“永远有
光，只要我们足够勇敢就能看到，只要我们足够
勇敢就能化身为光。”

2022年2月，产权组织迎
来11位产权组织青年专
家计划的第一批青年专
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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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社会结构和人们对自身存在的体验产生
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彼此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创造、
沟通和消费正在适应数字转型的加速。这场大流行也是一个机会，让我
们反思如何思考更加明智，如何做事效果更好，决策时更多考虑自己的
未来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利益。

城市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指出：

“……包括设计师、艺术家和高技能知识工作者在内的‘创意阶层’作为
创新和城市发展的引擎，为其所在城市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构建了创意中心和创意网络。”

对于创意和文化产业来说，这次大流行突出表明“艺术家的工作不稳定”， 
以及他们容易受到“危机造成的经济冲击”。

对于那些已经就业或开始创业的人，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要找到做好保
障、生存下去的途径，有些人还需要重新开始的方法。但下一代的变革
者、创新者和思想领袖呢？他们如何为自己想要去面对的现实情境做好
准备？为了协助宣扬他们的意见，教育工作者须承担哪些责任？

面对未来的创意实践

在职业发展的关键时刻，新涌现的创意人员不得不适应与教育者互动的
新方式，减少在工作室的创作时间，通过自然顺畅的交流建立联系的机
会减少。然而，这些限制因素的延续也鼓励人们通过创新的方式培养共
同创造的行为模式，工作出现新的开端，形势令人鼓舞。

从创意到产业： 
宣扬下一代的意见 
罗克珊·彼得斯，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创
意与文化产业专业知识产权教育专家

https://www.vogue.co.uk/miss-vogue/article/fashion-graduates-pandemic
https://www.vogue.co.uk/miss-vogue/article/fashion-graduates-pandemic


8 2022年3月

创意人员的工作日益趋向于跨学科和国际化；创
建社区和相互学习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容易培养。集体思考和集体行动正在塑造未来。
合作行为成为文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这一背
景下，“数字化”可以是一种沟通工具，一个起
到促进作用的平台，或是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全球实践的动态发展中，知识产权对于创新、
经济增长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至关重
要的资产。如同无形的商业伙伴，知识产权润
滑贸易的车轮，鼓励创造性和文化的交流。知
识产权也具备在以人为本和具有社会意识的
倡议举措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潜力。

知识产权与设计、创新和技术相互交织。隐性
知识等无形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世界
各地对保护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伦理和经济
考虑，都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企业内部的知识产
权。这一点，加上小企业联网带来的优势，表
明现在正是将知识产权思维嵌入创意企业教
育的最关键时刻。

通过知识产权教育引发积极变革

迄今为止，知识产权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专门针
对未来法律专业人士的学习。随着最近创意经
济的发展，其价值得到公认，人们方才开始考虑
将知识产权教育嵌入商业、创新和企业教育的
跨学科课程。在全球范围内将知识产权教育纳
入非法律课程的工作中，日本表现突出，于2002
年出台法律规定“大学等类似机构应促进知识
产权教育和学习”。澳大利亚许多大学的课程中
也加入了知识产权问题这一单元。

在毕业生创业人数方面，伦敦艺术大学在英
国名列前茅。作为创意企业教育领域的领导者，
这所大学鼓励国际学生从实践中认识创意代
理公司的价值。它为加速器和孵化项目提供财
政和商业支持，并与领先行业合作伙伴共同设
计干预措施。

伦敦艺术大学的小型知识产权教育团队与在
校学生和毕业生沟通，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并
在创作和与他人合作时做出明智决定。他们
独有的支持和指导方法并非在教学框架内由
知识推动，而是认可有必要响应激励创意人员
的方式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知识产权在两大
领域的潜力受到关注。

首先，在由实践主导的空间中，知识产权发挥
着积极作用，创意人员从实践中学习，从构思
走向创新并影响全球市场所必需的批判性思
维受到鼓励。其次，知识产权对于制定商业战
略、确定并保护个人价值观和精神气质、责任
和声誉而言不可或缺。

伦敦艺术大学的创意人员为下一代设计的知
识产权电子学习资源体现了这种方法。这项资
源汇集的声音和经验来自刚刚开始发展专业实
践的人员，提供空间用于自我反思和理解知识
产权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定义我们未来的生活
方式，找到收入流，确立可持续的实践。

对时尚的重新构想和重新设计

不同类型的权利保护不同类型的创新和创意
制作，如版权（创意作品）、商标（品牌和声誉）、 
外观设计权（造型）和专利（发明）。对创意人
员而言，重要的是版权保护构思的表达而非
构思本身，例如艺术作品或网站的设计。因此，
在决定使用哪种知识产权时，关键在于创意人
员要考虑自己想要保护的对象、保护原因以及
保护方式。

学生在创意实践中的许多构思超越了主要由经
济利益驱动的传统商业模式。其中包括谋求解
决社会或文化问题的公益创业，以及通过可持续
工艺流程对自然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环保创业。

在创意产业中，重新构想时尚的未来或许是采
取行动呼声最高的领域。慈善家兼男装设计师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
https://www.hitachicapital.co.uk/business-finance/invoice-finance/invoice-finance-blog/uk-university-s-students-most-likely-to-start-or-manage-a-business/
https://www.arts.ac.uk/
https://www.arts.ac.uk/students/student-careers/funding-and-mentoring/creative-business-accel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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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萨妮·威廉斯倡导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她
承认，时尚“涵盖从农业到通信等所有产业，每
年生产800亿件新服装，地球上每六人中就有一
人受雇于时尚业，因此对地球有着巨大影响。”

相反，2020年时尚行业的利润估计下跌93%， 
此时企业在重新思考其商业模式，精简业务，并
针对消费者行为重新调整定位。

时尚教育为下一代提供了与全球技术和商业创
新相联系的空间，可以利用他们的直觉和想象
力引导这一行业的行为更具可持续性，透明度
更高和包容性更强。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初次涉足时尚业务需
要考虑的问题多种多样，要了解版权法如何适

用于时尚传播，要提高品牌形象的知名度，要认
可蕴藏在见解、方法和服务中的无形知识产权。
与技术专家、科学家和其他业界专家合作将构
思变成现实、并最终转化为可扩展的业务时，
在构思的这个阶段往往就需要明确产权归属。

从以下案例研究中可以一窥在校学生和毕业生
从教育向产业、从构思向市场过渡时必须考虑
的部分知识产权相关因素。

设计师兼技术专家阿什维尼·德什潘德（@
aforashwini）2021年毕业于伦敦时装学院。她
认为，“所有行业的未来都在于技术，需要在创
造循环产业方面有所作为”。在与微软的合作中，
她创立了Art-Z软件公司。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减
少版型裁剪阶段的面料消耗，目的是实现零浪

在伦敦工作的时装和面料设计师埃伦·罗克以其夺目的印
花图案代言，与全球社区合作开发由工匠主导的产品和项
目。她认为知识产权“对于品牌进步和发展必不可少”。

阿什维尼·德什潘德是一名设计师兼技术
专家。她创立的Art-Z软件公司利用人工智
能减少版型裁剪阶段的面料消耗，目的是
实现零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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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high-price-of-fast-fashion-11567096637
https://www.forbes.com/sites/celiashatzman/2019/10/04/fashionopolis-author-dana-thomas-on-how-fast-fashion-is-destroying-the-planet-and-what-you-can-do-about-it/?sh=37f81abd3b97
https://www.forbes.com/sites/celiashatzman/2019/10/04/fashionopolis-author-dana-thomas-on-how-fast-fashion-is-destroying-the-planet-and-what-you-can-do-about-it/?sh=37f81abd3b97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retail/our-insights/state-of-fashion
https://www.arts.ac.uk/colleges/london-college-of-fashion/stories/centre-for-sustainable-fashion-launch-fashion-values
https://www.arts.ac.uk/colleges/london-college-of-fashion/stories/centre-for-sustainable-fashion-launch-fashion-values
https://www.instagram.com/aforashwini/
https://www.instagram.com/aforashwini/
https://www.forbes.com/sites/brookerobertsislam/2019/06/18/accelerating-the-future-of-fashion-creatives-deliver-much-needed-tech-disruption/?sh=44f71c2f7110
https://www.artzsoftware.com/
https://www.ellenrock.com/
https://www.artzsoft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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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合作是创意实践的
核心，必须以此为前提考
虑知识产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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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作为一名创业的国际学生，阿什维尼承认，
想把自己的创意用于创业时，她得到了关于保
护自身知识产权的指导。随着她的创意开始引
起关注，阿什维尼遇到了敏感问题，在对自己
工作的控制力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要决定向希
望争取支持的对象披露多少信息。“关键在于
签署保密协议，但也要讲究策略，因为保密协
议可能执行有困难，特别是面对大公司时。我
发现知识产权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能有导师和
法律顾问的支持我很欣慰。”

对阿什维尼来说，在产品开发初期就具备知识
产权意识，有助于她将知识产权置于公司商业
战略中的关键地位。随着软件的发展，她将认
真考虑如何实现向国际推广的雄心壮志，让这
一减少面料浪费的解决方案得到普及。

对于在伦敦工作的巴西设计师和品牌所有者若
昂·马拉斯金（@joaomaraschin）而言，他的做
法是“呼吁社区行动，基本原则是维持真实的
联系和尊重全球各地处于边缘化境地的工匠
作品，通过以人为本的设计和保护钩织和刺
绣等手工技艺探索社会和环境可持续理念，以
及研究新发现的原材料。”

“我发现，许多工匠看到自己的技能因需求不足
而走向消亡。因而年轻一代缺乏延续这些技能
的动力。我还看到有年长的从业者失去行业地位，
在很多方面成熟工匠被制度排除在外，”他指出。

若昂的愿景体现在为助力打造自身品牌形象的
商标自我保护当中，也反映出知识产权和健康
的道德参与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伦敦时装学
院的毕业生，他认真考虑了透明度和包容性承
诺的最佳表达方法。他在线上提出积极影响声
明，成为一马当先采取行动解决不平等和文化
可持续性问题的创意人员典范。

将知识产权思维纳入企业战略至关重要，但也
要保证知识产权起到推动作用，不能影响企业

对于在伦敦工作的巴西设计师和品牌所有者若
昂·马拉斯金而言，他的做法是“呼吁社区行动，
基本原则是维持真实的联系和尊重全球各地
处于边缘化境地的工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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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oaomaraschin.com/
https://www.joaomaraschin.com/
https://www.instagram.com/joaomaraschin/
https://www.joaomaraschin.com/positive-impact
https://www.joaomaraschin.com/positive-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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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宏图。由于合作是创意实践的核心，必须
以此为前提考虑知识产权问题。在伦敦工作的时
装和面料设计师埃伦·罗克以其夺目的印花图案
代言，与全球社区合作开发由工匠主导的产品和
项目，她认为，合作的“核心在于相信通过汇聚
能量最终可以实现更强大的成果。相对于个体
努力，合作能让构思走得更远，合作也鼓励知识
转移和共享共同目标。”埃伦（@ellenrockstudio）
通过在国际平台上管理自己的商标和注册外观
设计权来应对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她认为知
识产权“对于品牌进步和发展必不可少；知识产
权确立设计领导者的权利，在企业的根基中融
入着眼于未来的愿景。当你代表客户工作时，知
识产权的作用是保障，是信心的象征。”

若昂和埃伦积极致力于认识商业实践中文化保
护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意义，这正是知识产权教
育的核心。对于与当地和原住民社区合作，努力
保护和弘扬传统工艺技术和知识的人来说，这
是道德和伦理层面的问题。虽然这些社区“有
权维护、控制、保护和发展他们的文化遗产、传
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但这一概念的背
后充满复杂的技术和法律不确定因素，主要表

现在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定义、保护目的以及保
护受益者的问题上。

知识产权可以被视为一种保护形式，以及为此
类社区保留价值的一种方式。然而，许多社区的
习惯做法代代相传；这些习惯不属于个人，而是
共同信仰和传统的一部分。由于传统上知识产
权被视为对个人创造性成果的保护和奖励，在
这一领域有所不足。

随着全球经济开始自我修复，未来的企业家准
备从事专业实践，他们必须认识到自身愿景离不
开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教育不是要解决所有问
题。知识产权教育要做的是鼓励下一代奋勇当
先，认识到创意代理机构的价值，在决策时运用
批判性思维和观点，或许并非总能取得经济成
功，却会产生更为长远的积极影响。

正如若昂承认的，“总的来说，我把自己对社
会和环境的影响作为衡量企业成功的主要标
准，即使在不会带来盈利的情况下也以其为先。
我相信，时尚的未来依赖于对地球和人类的尊
重，可持续发展绝对不容讨价还价。”

https://www.ellenrock.com/
https://www.instagram.com/ellenrock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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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回收塑料建
设更美好的未来
保罗·欧蒙迪，自由撰稿人

年轻的肯尼亚企业家恩赞比·马泰正在通过回收塑料生产建筑材料的创
新解决方案影响肯尼亚的建筑环境。最近接受WIPO杂志采访时，她解
释了自己受到已故环境保护主义者、诺贝尔奖得主旺加里·马塔伊的启发
成立Gjenge Makers公司的历程，这家企业生产经济实惠的铺路材料，是
一种可持续的替代性建筑产品。

有哪些因素让你看到循环经济创业的可行性？为什么选择建筑行业？

当今世界，回收已经成为规模庞大、必不可少的行业。我们必须考虑生
产的所有产品和材料生命周期结束之后处理的问题。垃圾填埋场的容
纳能力终究有限。大自然也在迫使我们提高工艺流程的效率。若要成
功实现循环经济，回收是关键。我想改变回收属于昂贵小众市场的概
念。我决定侧重于建筑业，因为安居是人类最重要的需求之一，这一行
业至关重要。

我还热衷于环境保护，这是受到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已故的旺加里·
马塔伊启发，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女性。她信奉行动
主义，成就斐然。我决定利用科学和工程学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自己
的作用。这两门学科是我的工作法宝。

“Gjenge”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Gjenge改自斯瓦希里语jijenge，意为“自己建造”。它与我们的业务完美
契合，因为我们身处建筑行业，所以“建造”这一概念恰如其分。我们希
望看到人们创造可持续的未来；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受到污染、不断退化
的环境之中。我们的再生铺路材料因此就有了用武之地。

http://ocms.wipo.int/wipo_magazine/en/2015/04/article_0005.html
https://www.gjenge.c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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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梦想是拥
有一条自动化装配
线，提供多样化产
品组合，满足日益
增长的需求，增加
公司市场份额。”

Gjenge的铺路材料由聚合物混凝土制成，基本原料是沙子和塑料。沙子是
骨料，塑料为粘合剂。这种铺路材料的强度比混凝土高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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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自称变革实现者。您想看到什么样的变革？

我们的公司设在肯尼亚内罗毕，那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废旧金属材料，因
为有明确的废旧金属回收制度。我的愿景是通过类似方式管理其他材料
的回收，特别是塑料。这就是我们想要实现的变革，环境影响和社会影
响兼顾。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回收了20多吨塑料，为拾荒者、妇女和青
年团体创造了100多个就业机会。

您过去是否曾设想过经营这样的企业？

我的专业背景是物理学。我学过地球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但现在更倾向
于自然科学。我自学了机械和液压工程，这正是我最终选择经营建筑材
料施工企业的原因。我一直想提供建筑解决方案，并在保护环境方面发
挥作用。有了Gjenge，这两个理想都有可能实现。

您如何确保得到最好的人才？

我们有26名全职员工，其中有电子、液压、机械和生产方面的工程师。
培训是关键。我们坚持对员工进行工艺流程和业务培训。为保持领先
地位我们还成立了研究和开发部门，不断创新，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为
市场增加价值。

请介绍一下成立Gjenge公司时开展的研发和营销工作。

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花了大约三年时间研究和开发这一产品。研发
是关键，因为我们是行业先锋，以优质产品和工艺流程为他人铺平道
路，提供的创新解决方案实现了住房建设的可负担性和环境可持续性。

至于营销，幸好公司的合作伙伴对我们的愿景有信心。他们为公司承担了
大部分营销工作，但同时极好的口碑也对我们助益良多。公司还得到国
际组织的支持，包括一些联合国机构、可口可乐等跨国企业、东非啤酒厂
和伦敦酿酒公司肯尼亚酿酒厂等区域蓝筹股企业，也有肯尼亚交通、基
础设施、住房、城市发展和公共工程部所代表的公共部门支持。这样的
认可扶持让我们得到了渗透市场亟需的信誉。

进入市场之前贵公司的研发活动重点是什么？

首先，我们专注于做好产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新出现的解决方
案。然后我们必须确保内部生产技术没有漏洞，符合肯尼亚标准局规
定的标准规范。我们还必须开展研究，明确定义公司目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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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讲讲生产流程。

我们的铺路材料由聚合物混凝土制成，基本原料是砂子和塑料。在我
们的工艺中，砂子是骨料，但也可选择其他任意骨料，而塑料是粘合剂；
它相当于传统混凝土中用来粘合砂子、砾石和碎石的波特兰水泥。

我们将砂子、粉碎塑料和色料混合后将混合物送入挤出机并加热至近
400°C高温。混合物离开挤出机时为糊状化合物，冷却后放入不同形状
的模具。随后使用100至200吨液压机压装制成铺路材料，冷却后打包。

公司当前的生产能力如何？

目前公司每天生产1,000至1,500件铺路材料。但我们需要十倍产量才能
满足当前需求，扩大生产规模的速度却跟不上。公司希望到2022年12月
时每天能生产约5,000件铺路材料。为此我们有意通过收入分成、特许
经营等各种模式的伙伴关系复制工艺流程，快速增加公司产量。这样
我们可以充分服务于市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肯尼亚的三个主要
城镇建立了这种伙伴关系。

这种铺路材料的独特卖点是什么？

塑料本身算不上非常坚固。但用作骨料时，纤维状塑料的粘合性能良好。
我们的铺路材料没有气孔；压装时会去除气孔。因此其强度最高可比传
统混凝土高七倍。

贵公司如何保护创新？

我们正在努力为公司的机器、产品和工艺流程申请专利。一旦专利到手，
我们就会开始扩大生产规模。公司希望能在2022年完成这一目标。可惜
专利成本很高，所以任何选择这条路线的人都需要确保申请专利具有经
济效益。我们正在争取资金用于支付专利申请费用，因为公司希望扩大
规模。因此，申请专利是否派上用场取决于公司扩张所采取的商业路线，
考虑收入分成模式时尤其有用。

公司面临哪些挑战？

我们的挑战在于供应，而不是需求。这是件好事，但仍旧是为了维护公
司在业界中的信誉而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正在开发效率更高、
速度更快的机器，以便提高生产能力。在正式进入市场的第一年，也就
是去年，我们测试了公司的铺路材料，计划在2022年扩大产品范围。我

http://ocms.wipo.int/paten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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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梦想是拥有一条自动化装配线，提供多样化产品组合，满
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增加公司市场份额。我们的设想是开发一
种即插即用模式，向全球推广公司生产流程。

众所周知，肯尼亚的非正规部门会抄袭发明并低价出售山寨产
品。Gjenge公司是否为此感到困扰？

恰恰相反；如果当地或非洲工匠抄袭我的创新，事实上我会以
此为荣。挑战在于找到方法，让我们从这些人的创收中分一杯
羹，用于支付公司已完成的研发工作费用。

为确保他人能生产你们的铺路材料公司做了哪些工作？

我们目前正在为不同部门制定培训手册，如jua kali（非正规）部
门、学术界、企业和政府。手册有助于确保用户了解获得许可使
用我们的生产技术后的正确做法。

粉碎塑料、砂子和色料
混合后送入挤出机并加
热至近400°C高温。混合
物随后放入模具，用液压
机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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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走向数字化，计划提供在线培训课程，
有意者可以注册获取公司关于回收和循环经济
的培训资源。随后的培训内容从设计和生产所
需机器开始。

体量更大的商业对手扩大经营规模的速度更
快，覆盖的市场更广泛，您怎么看待这种竞争？

我相信企业能做到的最佳防范措施在于市场份
额。这是根本之策。如果你的市场份额大，一切
都会水到渠成。企业还需要声誉良好、易于识
别和值得信赖的品牌。这正是我们的工作内
容——培育强大的品牌，让品牌成为质量、诚
信和可靠的代名词。这样的品牌会让我们有能
力保护并扩大公司市场份额。一旦这些目标实
现，即使有大公司插足也无所谓，因为我们已经
占领了市场，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与我们合作。

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支持Gjenge这样的中
小企业？

在非洲，专利的价值还未得到充分认识，作为争
取市场优势的途径也未得到充分利用。这可能
是我们的文化所致。传统上，非洲的所有权属于
集体性质，作为个人，即使是发明者本人，也不
能要求对创意作品、工艺流程或设备工具拥有
知识产权。我们的创造和发明都是为了社区的

共同利益。但世界已经变了，对知识产权的传统
观念导致我们未能及时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必
要基础设施，必须克服这种观念。知识产权得
不到有力的保护，企业家就不得不足智多谋。我
们必须确保公司拥有大量市场份额和强大品牌。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工作。

您如何倡导可再生能源，这与公司业务有何
关联？

没有能源我们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事实
证明，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给气候带来了灾
难。化石燃料造成污染，是地球最主要的供暖来
源。非洲的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蕴藏丰富，可供
选择。Gjenge公司希望支持这种转变，计划用
太阳能满足公司所有能源需求，仅将电网作为
备份。这一路线具备长远的经济效益。可再生
能源是未来的趋势。这种能源也是公司未来
发展的方向，我们计划涉足这一领域，从事可
再生能源的生产、转化甚至传输。

您对决心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有何建议？

我的建议很简单。现在就开始！这通常就是最
困难的环节。你需要克服对未知的恐惧，开始
行动，之后再应对挑战。证明某个想法可行的
唯一途径是着手实践。就这么简单。

http://ocms.wipo.int/trademarks/en/
http://ocms.wipo.int/about-i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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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来自藤壶的粘
合剂帮助阻止快速
失血
卡里·贝特，自由撰稿人

过去十年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科学家、工程师陆贤宇一直在研究如
何解决每年200万人因重伤或创伤手术导致快速失血而死亡的问题。怎
么做？他热衷于解决困难问题。他的研究有个人因素的推动。这位科学
家喜欢烘焙，喜欢琢磨新创意。而且他的思维方式不拘一格。

“工程师喜欢利用科学工具和知识解决问题，”他说。“发现尚未完善解
决、接近本人专业领域的重要问题时，我总会有研究的动力——如果因个
人因素产生共鸣，就会更加积极。”

22岁时，陆贤宇的弟弟从五楼跌落受伤，主动脉破裂造成大出血。他后
来发现，弟弟接受多次手术，由于止血困难，手术时间比计划长了一倍。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有强烈的个人因素推动我[去解决]，这有助于我
寻找灵感，去发现更好的解决方案。”

爱好家庭烘焙也为他的创造工作带来启发。“我特别喜欢做松饼。松饼
做起来简单，添加不同食材也很有意思。这可能反映了我作为材料科学
家/工程师的偏好，因为我喜欢制作成分相对简单但性能更好的材料。”

即开即用的快速失血解决方案

在过去七年的研究生学习中，陆贤宇一直在研究组合生物粘附技术，快
速为外伤患者或密集接受手术的患者止血和控制出血。

四年来他研制的最新发明是一种类似于牙膏的白色胶状物或糊状物，可
以粘附在沾有血迹的物体表面。这种粘合剂可以即开即用。推动他创新
的灵感正是来自于不起眼的藤壶——一种附着在岩石上的微小甲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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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藤壶和动物组织及人体组织都暴露
于相似的潮湿不洁环境。藤壶会接触水和污垢，
而血液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被污染的液体，动物
组织和人体组织也因与血液相互作用而潮湿和 

“不洁”。藤壶设法粘附在物体表面的方式引起
了陆贤宇及其研究团队的关注。

他们发现藤壶通过粘性蛋白质分子设法粘附或
附着在潮湿不洁的表面，这种蛋白质分子悬浮
于能排斥水分和污染物的油性物质之中。这一
功能启发陆贤宇及其团队想出了一种粘性解
决方案，以类似的方式发挥作用，帮助密封出
血的动物组织。

他们试验粘合剂时没有使用真正的藤壶蛋白质，
而是将粘性微粒和硅油混合，硅油可排出组织
中的血液。陆贤宇解释说：“为了让粘合剂发挥
作用，组织不能沾上受污染的血细胞。”

他强调说：“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违反直
觉、即开即用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意义，其性
能超越传统止血方法，实现了突破。”

这项发明与市场上其他发明有何不同？

在发表于《自然生物医学工程》（2021年8月）
的一项研究中，陆贤宇及其团队介绍了他们的

陆贤宇和研究员同事们混合粘性微粒和硅油，排斥组织血液。该
解决方案在组织周围形成强大的密封效果，性能超越传统止血
方法，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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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1-021-0076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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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合剂数秒止血的功能。实验对象是心脏和肝脏受伤出血的老
鼠。陆贤宇使用外科医生所用标准产品治疗处理的老鼠出血未
停止。使用他们研制的油性粘合剂治疗处理的老鼠出血持续10
秒左右。试用粘合剂的老鼠和猪均告存活。

除了节省时间以外，陆贤宇声称，这项创新也比其他类似产品更
为稳健，因为在组织周围形成的密封效果更好。而且，他说这种
糊状物有可能对因病而自身无法凝血的患者迅速发挥作用。阻
止危险性出血的现有解决方案依赖于人体的天然凝血能力。在形
成技术概念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希望止血能够完全不依赖血凝
块的形成。陆贤宇说：“在我们看来，依靠血凝块自然形成这种
方法速度不够快，会让情况复杂化，对特定疾病患者不起作用。”

未来走向商业化的步骤

尽管这家初创企业尚未达到能够签署商业协议的阶段，但陆贤
宇称亚洲和美国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目前公司团队正积极开展
工作，继续试验这种灵感来自藤壶的粘合剂。

在企业和私人投资者的持续资助下，研究人员计划对体型较大
的动物（猪）进一步开展临床前研究，以便更好地针对特定临床
适应症优化这项技术，并为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试
验用器械豁免收集必要数据，进行首次人体临床试验。他们希
望能够在18个月内开展粘合剂人体试验。他们的重点将是试验
其粘合剂在实体器官（如肝脏、脾脏和肾脏）、心血管以及内窥
镜（胃肠道出血等）手术中的止血能力。他们还计划探索军队治
疗枪伤和撞击伤的应用需求。

为患者和照护者带来乐观前景的创新

关于这种粘合剂对动物组织出血的影响，研究证据的积累仍
处于初级阶段，但对于需要手术的血液、心脏和肝脏疾病人类
患者而言预示着希望。

这种粘合剂有可能帮助外科医生减少手术中控制出血的时间。在
没有手术资源的地方也可能发挥作用，如战区或资源有限的地区。

陆先生的发明离出炉还有一段距离，但从成分的角度看前景乐
观。对这项发明有强烈需求的人必然成千上万。

https://www.fd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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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是各类技术初创企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与大
公司开展有成效的合作以及吸引
急需投资的核心要素。” 

陆贤宇

过去七年中，陆贤宇一直在研究组合生物粘附技术，快速为外伤患
者或密集接受手术的患者止血和控制出血。他的最新发明是一种类
似于牙膏的白色胶状物或糊状物，可以粘附在沾有血迹的物体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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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贤宇关于知识产权重要意义的观点

知识产权对于贵公司的重要意义何在？

知识产权是各类技术初创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与大公司开展有成效的合作
以及吸引急需投资的核心要素。公司和投资者想要首先了解的情况之一是我们的技术
是否受到专利保护。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经验，如果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没有得到
专利保护，很难想象如何为下一步的商业化开展常规工作。

贵公司如何保护知识产权？

我们以传统方式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国内和国际都在申请专利。如今，实验室研发技术
的产业化司空见惯，因此，保护知识产权不仅限于发表学术论文的范围，这方面的教育工
作和民众意识都在加强。由于在我们的学术生涯中，保护构思的新颖性和所有权不受同
行竞争对手侵害非常重要，所以理解在我们的商业体制中以专利形式保护知识产权的重
要意义对我而言并不困难，顺理成章。

贵公司专利申请流程的体验如何？

在美国，最初的临时申请快捷简单。通过技术许可办公室申请专利很容易，通常在提
交国家申请的同时也提交PCT申请，让我们能够在国际上获得优先保护。正式提交专
利申请所需时间要长得多，通常需要我们与专利律师和学校的技术许可办公室密切互
动，确保知识产权有足够的商业价值，值得为之支付法律费用。

贵公司是否有知识产权战略？

我们将借鉴麻省理工学院更宽泛的知识产权战略，对技术进行分组和整合，通过共享核
心技术防止侵权行为。虽然现在对于我们而言制定详细的知识产权战略为时过早，但我
们的初创企业未来将把这件事作为重点工作。我了解到，从许可协议条款开始（如果衍
生自大学技术），知识产权战略对整个商业化进程可产生决定性影响。我们正在富有经
验的导师和法律顾问的帮助下谨慎处理这个程序。

迄今为止关于知识产权您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分享？

我的体会是，在知识产权的商业化方面，专利要比研究论文重要得多。我投入大量精力
完善最近的发明专利申请，同时发现本人以前的专利在某种程度上比较薄弱，因为我
过去更注重发表学术论文而不是完善专利申请。我了解到，专利申请材料不是，也不应
当是研究手稿的复制粘贴。申请材料在发明的技术层面以外还应包括商业考虑，设定
宽泛的权利要求范围，防止基于微小改动的侵权行为等等。

http://ocms.wipo.int/patents/en/
http://ocms.wipo.int/pc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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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拉·斯普林穆尔为自己的品牌Down to 
Xjabelle所做的设计富于创意，风格独具，在时
尚界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她今年25岁，在世
界最大的时尚盛会之一伦敦时装周上亮相的设
计师当中，她是第一位唐氏综合征患者。因为自
己的身体状况，她亲身体验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和
社会歧视，希望利用时尚的力量挑战这一切。最
近接受WIPO杂志采访时，这位年轻的设计师谈
到了自己的品牌Down to Xjabelle、品牌所代表
的团结精神以及知识产权对其业务的重要意义。

请做个自我介绍。

我就是你眼中这个样子。我是一名设计师，也
是一名歌手，是家人的女儿、姐妹。我非常健谈，
擅于社交，爱玩，是唐氏综合征患者，一名热爱
本职工作的年轻女性。我常常说X染色体是爱
的染色体。残疾让我更加坚强，因为我不得不
比别人更加努力才能换来今天的成就。我正在

伊莎贝拉·斯普林穆尔
为时尚界带来充满包容
性的危地马拉设计风格
曼努埃拉·拉莫斯·卡恰托雷，产权组
织信息和数字外联司

伊莎贝拉·斯普林穆尔（上图）希望通
过自己的品牌Down to Xjabelle促进多
样性和包容性，打破时尚界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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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cms.wipo.int/about-i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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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时尚界必须
具有包容性，”伊莎
贝拉·斯普林穆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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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权利
对于我的顾客
而言是一个信
号。购买Down 
to Xjabelle品牌
的设计时，他们
知道自己得到的
作品独一无二。”

创意是伊莎贝拉的品牌Down to Xjabelle的核心。
她设计的传统刺绣服装huipiles色彩斑斓，灵感
来自危地马拉丰富多彩的织物传统文化中的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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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个项目，对我的品牌和个人发展抱有许多理想。我个人的梦想是成为社会
典范，展现危地马拉的风采。危地马拉是世界上织物品种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您对时尚的热爱源自何处？

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妈妈告诉我，小时候我一看时尚杂志
就是几个小时，还在纸上描画裙子，为我的布娃娃做衣服。我会尝试各种颜色、
造型和质地。我的设计根源就是由此而来。我的外婆也是设计师，所以说设计
根植于我的血脉之中。儿时的游戏现已化为创业的努力。

在职业生涯中您不得不克服的障碍有哪些？

最大的挫折是被大学拒收。我很愤怒，但并未放弃。因身体状况我失去了接受
正规教育的机会。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可能无法实现梦想。但现在我认为这
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最终我进入一家制衣学校学习，在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机
器、缝纫、制版、交朋友等等。在这所学校我意识到，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可以
有不同的方法。

您如何化解对于身体状况可能阻碍梦想实现的担忧？

有家人以及Down to Xjabelle团队的支持，加上我的自信，担忧因身体状况而受
到歧视和排斥从未让我停滞不前。毕竟我已经实现了一直以来的理想。我对自
己的设计感到满意，也知道时尚界适合我。但人们有时会怕我。上学时我的同学
害怕，因为他们认为我的身体状况属于一种疾病。为此妈妈和我做了一本小册子，
告诉大家我和他们没什么差别，只不过需要更多时间去学习。毕业时，同学们
选中我在毕业典礼上致辞——没想到吧！在那一刻我终于感到自己被学校接纳。

您对残疾人有何建议？

我会告诉他们别再说“不”，要说“我能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曲线，唐
氏综合征患者需要更多时间学习实现目标所需的技能。我们并不完美，会出错，
但生而为人就需要不停进步。我们的技能发展或许更慢，但有了恰当的支持帮
助，做好长大成人的准备，我们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我有自己的设计
流程；我画出设计草图，用照片把我的构思传达给工作室员工，由他们把我的
设计制作成型。

身为时装设计师，在职业生涯中您得到了哪些经验教训？

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永远要抱着积极的心态，明白因为心怀疑虑而哭泣、感
到沮丧和恼火都很正常。我鼓励所有人都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放飞自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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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时尚界变得不再那么肤浅，我感到欣慰。人
们看到我的设计时，他们关注的不是唐氏综合
征，而是一位设计师的作品。这种共情让我感
到自己得到了认同，能够通过自己的设计敞开
心扉给我带来快乐。

给我们讲讲Guatextraordinaria。这个项目
是如何开始的？

我的姑姑马鲁邀请我参加危地马拉城伊什谢尔
博物馆举办的一场时装秀时，Guatextraordinaria
这个项目应运而生，当时我展示了采用危地马拉
织物、流苏、绒球和多色配饰的包具设计。那是
我第一次参加时装秀，2016年伦敦时装周的大
门随后向我敞开，让我作为新晋时尚艺术家展
示了自己的作品。同年，我入选BBC世界100位
最有影响力女性榜单。

Guatextraordinaria之后您创立了Down to 
Xjabelle品牌。为什么一定要创立自己的品牌？

我为时尚界做的每一个设计中都有自己的想法
和创意，Down to Xjabelle品牌是我传递这些想
法和创意的途径。Down一词（唐氏）源自我的身
体状况，而Xjabelle是我外婆29年前工作时所在
作坊的名称。起初这个品牌专门服务于唐氏综
合征儿童患者，这也是品牌名称的由来。唐氏
综合征患者四肢和躯干短小，身材与常人不同，
所以我创立本品牌为这个人群制作服装。因为
设计广受欢迎，现在我们既有成年女性、少女
和女童服装，也有部分男童和成年男性服装。

Down to Xjabelle品牌代表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的品牌蕴含的价值观在于对祖国危地马拉的
热爱；热爱本国纺织品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

我出品的每一件huipiles（刺绣服装）都有危地
马拉传统风格。我的品牌名称甚至还采用了土
著语言的词汇。Down to Xjabelle中的“Xja”这
个音节源自危地马拉西北部使用的一种称为
Mam的玛雅语言。它的意思是“衣服”。时尚世
界的多样性在我的品牌中也得到体现。

为什么必须通过知识产权权利保护您的品牌？

我决定注册Down to Xjabelle这个品牌的原因是，
我通过自己的品牌制作销售设计作品，采用色
彩斑斓的危地马拉面料。这样做，我可以支持工
匠们以及公司裁缝师、针线工和刺绣工的精妙手
艺，确保每件作品都名副其实。由于有了Down 
to Xjabelle这个品牌，我的设计开始声名远扬。

这个品牌的关键特色之一是可持续的生态时尚，
保持我的这个设计特色也很重要。我的huipiles
没有使用任何新材料，都是旧布料——我的品
牌对环境负责。在我的工作室里有一些纸箱，
里面装满旧布料和旧材料，我将它们随意搭
配，进行设计创作。一切都不是新的；所有材
料都循环利用。

商标等知识产权如何支持贵公司的发展？

知识产权帮助我获得认可和声誉，我付出的所
有努力、我的创意、优质的危地马拉纺织品、团
队的工作和每件产品背后的公平贸易都得到了
回报。知识产权权利也支持团结奉献的价值观，
这是Down to Xjabelle品牌所主张的价值观，认
可工匠们美好的作品，支持保护危地马拉丰富
多彩却默默无闻的纺织品。所有这一切让我能
够正确判断为我的品牌提供面料和huipiles的工
匠们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而工匠付出的劳动也
让他们有能力养家糊口，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http://ocms.wipo.int/trademarks/en/
http://ocms.wipo.int/trademark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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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品牌如何支持土著民族和社区？

我与危地马拉萨卡特佩克斯省的一群工匠一同工作，把
他们制作的流苏、穗饰、珠子、网袋和绳结融入我的设
计元素。和我合作的还有一群有智力障碍和身体残疾
的工匠，我的设计采用的所有珠绣都由他们制作。这
些人都很优秀。我非常喜欢他们，支付公平合理的报
酬，对他们的手工艺表示认可。于我而言，最重要的事
情是强调指出，制作出我们的设计采用的面料需要有
非凡的手艺和技巧，所用材料的来源也必须一一标明。

时装设计师是否必须明确指出设计的灵感来源？

我的所有面料都曾经为人所用。即便如此，我也必须了解
其来源，确认我所用的元素具有独特性，也有历史和传统
底蕴。完全相同的事物并不存在。我们作为设计师必须明
确灵感的来源，认可所有设计元素背后的价值观和付出的
努力。因此我坚持要求供货商告知我所用面料从何而来。

您目前在开展哪些项目？

大流行期间，我设计了最新的时尚系列，名为“坚持”， 
2021年10月在墨西哥圣米格尔德阿连德时装节上推出。
当时整个城市为这场美好的活动装扮一新，在当地一
家葡萄园举办了时装秀。“坚持”系列的灵感来自大流
行：坚持下去，义无反顾。

您未来有哪些计划？

我准备与一个手袋品牌合作设计mashatates（危地马拉
手袋），灵感是危地马拉土著女性头顶的包裹，呼应我
设计的第一个作品系列。我还想设计一组能体现我个性
的帽子，采用羽毛和流苏——这是我本人独有的冷门风
格，令我设计的作品看起来似乎想要高飞。而且我想为
小狗设计一组“爱宠”产品。我还会继续演讲，为残疾人
争取融入的机会，鼓励他们追逐自己的梦想。

伊莎贝拉·斯普林穆尔坚持标明所用
材料的来源，以公平合理的报酬回
馈土著人民的手工艺作品。

图
：

©
Is
ab

el
la

 S
p
ri
ng

m
uh

l

https://fashiondays.com.mx/


30 2022年3月

何为元宇宙？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虚
拟空间，无论现在和将来，用户不必离开舒适
的沙发就可以在元宇宙中互相交流和互相联系，
其形式多种多样——游戏、合作、购物和探索。
其中部分功能在游戏平台上早已实现。

设想中的虚构世界可谓奥妙无穷，消费者可
以在其中体验虚拟生活。例如，顾客可以购
买虚拟产品，用真实物品的线上拟像装饰自
己的数字化身，或者作为虚拟贵宾参加音乐

会和体育赛事，购买价格昂贵、独一无二的
艺术品，驾驶虚拟汽车或游艇，到别具特色、
异国风情的地方旅行和用餐等等。元宇宙每
天都在发展壮大。

种种虚拟新体验或新商品中会有很多是非同
质化代币，这种独一无二的数字创作吸引力倍
增。在新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中，消费者尽
管以数字货币的形式购物，花费的却是真金白
银，由此创造的大量价值不再仅为幻想。

元宇宙中的商标 
凯瑟琳·帕克，商标战略倡议负责人，
美国康涅狄格州

元宇宙尚在发展之中，但在许多领域已经站稳脚跟，有望继
续扩大，对用户而言会成为一个越来越丰富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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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尚在发展之中，但在许多领域已经站稳
脚跟。例如，游戏元宇宙一直领导着新空间的开
发，玩家可以使用虚拟游戏内的货币在游戏中
购买“皮肤”这样的数字物品。

体育联盟正在加入这一行列，提供机会购买非
同质化代币集换卡牌，或参加下一代梦幻联赛。
参与者可以观看虚拟音乐会，比如美国说唱歌
手特拉维斯·斯科特的演唱会。这仅仅是个开
始。元宇宙有望继续扩大，对用户社区而言这
个环境会越来越丰富多彩。

马克·扎克伯格领导的Facebook母公司Meta正
专注于开发工作，想要在元宇宙中大赚一笔。但
微软、Nvidia和Roblox等游戏公司这样的科技企
业也同样渴望在元宇宙中尽其所能占据空间。

与现实世界一样，在元宇宙中也会涌现大量法
律问题。例如隐私和数据收集、反垄断或反竞争、
言论自由和诽谤，以及版权、专利和商标等知识
产权问题。对于品牌所有人而言，在元宇宙中
保护自己的品牌至为重要，而准备在元宇宙这
个新沙盒中一展身手之前需要制定法律战略。

在元宇宙中保护自己的品牌——注册以及注
册之后

如果贵公司正在考虑在元宇宙中销售品牌虚
拟商品和服务，应尽快提出商标申请。但应如
何申请保护自己的数字运动鞋品牌？虚拟手袋？
商品和服务应如何描述合适，如何合理归类？

一些企业已经实施了内容宽泛的申请计划。其
中有几家是鞋类巨头，如耐克和匡威，这两家
公司最近都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若干申请。
意料之中的是，时尚、化妆品、体育和娱乐行业
也有企业在申请将其商标用于虚拟产品。虽然
此类申请尚须接受审查，但已然可以看到虚拟
商品商标注册潜在方式的路线图。

目前各公司正在按以下商品类别（见32页）申
请保护——可下载的虚拟商品，即计算机程
序（第9类），虚拟商品零售店服务（第35类），
娱乐服务（第35类），线上不可下载的虚拟商
品和非同质化代币（第42类），以及包括数字
代币在内的金融服务（第36类）。在各商标局
审查此类申请的过程中，商品和服务描述以及
分类问题或将趋向于标准化，相关指南可供未
来申请人参考。

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首先提出申请的人拥
有商标权。在美国，虽然商业中实际使用胜过
在先申请日期，及早申报意向使用也至关重要，
因为申报日期将确定首次使用日期，即便实际
使用时间更晚。

不出所料，不轨之徒正试图抢先申请，霸占元宇
宙中价值宝贵的商标权。恶意申请元宇宙商标
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最近发现美国有针对时
尚品牌普拉达和古驰的元宇宙商标恶意申请。对
于商标所有人而言，这些恶意申请构成重大挑
战，因为与这些恶意申请者斗争需要付出代价：
可能发生巨额法律费用，大量消耗企业资源。

部分企业对于在元宇宙中使用自己的品牌并
不积极。例如，爱马仕的品牌定位是客户珍爱
的精美手工皮具、真丝织物等商品。提供爱马
仕虚拟产品被该公司视为破坏爱马仕的商品
定位。但元宇宙中销售虚拟爱马仕商品的海盗
行为并未因此却步。

爱马仕出品的柏金 包广受追捧，辨识度极
高，2021年底，爱马仕对MetaBirkins的销售提
出抗议，由艺术家梅森·罗思柴尔德创造、在
OpenSea上销售的这件虚拟非同质化代币外观
与柏金包几乎一模一样。爱马仕柏金包的售价
为数千美元。MetaBirkin非同质化代币同样售价
很高，据说在OpenSeas上销售额接近100万美
元。爱马仕已经提出抗议并诉诸法律。

http://ocms.wipo.int/copyright/zh/
http://ocms.wipo.int/patents/zh/
http://ocms.wipo.int/trademarks/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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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不打算在元宇宙中使用其品牌，那么能否确定知名商
标地位，从而避免元宇宙中的使用？爱马仕也许有能力辩称未经
授权在元宇宙中使用玷污了爱马仕这个独特的品牌。但其他知
名度较低的品牌面临的法律问题可能会更加棘手。这些品牌或
许不得不依赖混淆可能性分析作为商标侵权索赔的依据。在这
种情况下，商标所有人可能会面临不利裁决；法院也许仅关注虚
拟和现实的商品和服务是否相似，或者仅关注交易渠道的截然
不同，就像商标局在考虑驳回虚拟商品申请时的做法一样。商标
所有人及其律师需要权衡是否也应提出虚假广告索赔，以及是
否根据普通法以盗用和假冒等名目提出索赔。

在元宇宙中，品牌监管之难前所未有。非同质化代币市场早已
充斥着欺诈行为，用户纷纷表示失望。民众正在呼吁各个非同
质化代币市场加强业务监管，例如规模最大的OpenSeas。在这
种蛮荒环境中，商标风险无处不在。首先，正如MetaBirkin的例
子所示，依靠品牌商誉进行的销售可能是他人得利，而非品牌所
有者。其次，购买伪造非同质化代币的顾客可能会因为所购昂贵
商品并非授权品牌而最终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投资于非同质化
代币的价值不复存在。

关于尼斯分类

个人或企业按照国际分类
表所列特定商品和服务注
册商标，该分类表定期
更新，称为尼斯分类。尼
斯分类共分45大类，其中
34个为商品相关，11个为
服务相关。1957年6月《商
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
分类尼斯协定》签订后确
定尼斯分类。

非同质化代币在所有权方面须给予特殊考虑。如果
出了问题，其天价无疑会引发极具争议的法律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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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设想，元宇宙这一空间将越来越广阔，参与者众多。毫无
疑问，托管服务会发展出特殊模式搜索元宇宙中的商标欺诈行
为。客户参与是各品牌发现滥用行为的途径之一。而且，执法工
作至少在现阶段会采用老办法，即停止侵权通知函和后继诉讼。

权利用尽是否适用于品牌虚拟商品的销售？

买家购买有形物品后有权随意处置，无论是服装、家用电器或
是汽车。此人可能会改变所购物品的外观或功能，赠予他人或
在二级市场上出售，甚至将其销毁。权利用尽原则意味着商品一
旦售出，商标所有人在市场上对其就不再拥有控制权。但商品若
为虚拟物而非有形财产时情况如何？在这件事上目前疑问多于
答案。例如，买方对所购虚拟物品有何权利，或许更重要的问
题是，买方认为自己有何权利？商标所有人的权利在出售时是
否已用尽，抑或商标所有人是否继续拥有转让的那部分知识产
权权利？商标所有人是否继续对买方或后继受让人负有义务？

《堡垒之夜》等电子游戏是元宇宙的先驱，这些游戏销售玩
家线上化身使用的虚拟饰品、皮肤或“化妆品”为时已久。因
此，这种模式可能对元宇宙具有指导意义。游戏皮肤不会过
期。玩家“拥有”皮肤，当然，前提是《堡垒之夜》版本迭代
后他们还在玩。拥有此类财产的条件是连续缴纳许可费参与
游戏，似乎更接近于授权许可，而非现实世界中的物品真实
转让。如果当前互联网的“围墙花园”消失，会发生什么？这
些皮肤是否会成为买方拥有的物品，可以在元宇宙各处使用，
而非仅限于特定平台？穿虚拟耐克鞋和背虚拟古驰包的人在
元宇宙中有何期待？

非同质化代币在所有权方面须给予特殊考虑。作为独一无二的
虚拟物品，其价格可达数百万美元。在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位
元宇宙收藏家以6900万美元的价格拍得艺术家Beeple的一件
非同质化代币。如果出了问题，这种天价虚拟财产无疑会引发
极具争议的法律质疑。

品牌所有人计划在元宇宙中发展业务时应当考虑如何通过正
确商标注册，有力的监管策略，以及适当的许可和使用条款 

（注意避免法律术语，确保不会打消用户参与的意愿）构建其虚
拟市场。如果消费者对品牌虚拟商品在元宇宙中的营销方式感
到失望，这些商标问题处理不当会削弱商誉。就像现在的社交媒
体一样，元宇宙中一招不慎可能会对品牌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对于品牌所有
人而言，在元
宇宙中保护自
己的品牌至为
重要，而准备在
元宇宙这个新
沙盒中一展身
手之前需要制
定法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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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男子音乐团体BTS（“防弹少年团”）是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乐队组合之一。自2013年发
行第一张专辑《2 Cool 4 Skool》以来，组合的
七名成员——金南俊、金硕珍、闵玧其、郑号锡、
朴智旻、金泰亨和田柾国——已经建立起了庞
大的全球粉丝群。BTS植根于韩国的地下嘻
哈舞台，通过《血汗泪》《假爱》和《偶像》等
歌曲成功地跨越了语言和文化障碍。

如今，该组合的成员在世界各地巡演并赢得
多项音乐奖项，其中既有韩语歌曲也有英语
歌曲（还有部分以日语录制）。BTS曾两次
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并与联合国一起发起

了“爱自己（LOVE  MYSELF）”这一强大的
反霸凌运动。BTS已经成为大韩民国的一支
经济力量，促进了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对韩
国时尚、食品、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兴趣。韩

男子音乐团体BTS如何
运用知识产权来打造自
己的遗产
安娜·克拉拉·里韦罗，知识产权律师，巴西库里提巴

男子音乐团体BTS（“防弹少年团”）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乐
队组合之一。该乐队运用其知识产权来加强其品牌、开发其
创意潜力并创造多样化收入来源的能力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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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观光研究院的一项研究估算，BTS为该国国内经济
贡献了约50亿美元。

BTS的艺术性和成功体现在多个层面。他们与粉丝建立情感连
接的能力首屈一指。被称为“ARMY”的乐队粉丝的热情和投入
远远不止于经济支持；他/她们是BTS积极而热情的推动者。乐队
运用其知识产权来加强其品牌、开发其创造潜力并创造多样化
收入来源的能力也令人瞩目。

BTS正在通过创造一个充满乐趣的音乐和内容宇宙，为粉丝提
供多种参与方式来扩大其粉丝群。音乐是乐队的生存之本，但
他们也正在扩大其知识产权资产组合，并向其他娱乐领域延伸。
大韩民国领先的娱乐管理机构HYBE负责管理该团队及其知识
产权。音乐、娱乐和教育构成了BTS正在打造的遗产。有效的知
识产权管理是这些活动的基础。

版权

版权是音乐人的一项重要知识产权。它保护音乐人职业生涯中
最重要的一些元素：音乐人的音乐作品、表演和录音制品。受版
权保护的音乐作品可以从表演版权使用费、机械复制版权使用
费（音乐作品每一次被复制时即产生）、影音同步权（例如，当
在电影、电视节目或广告中播放一首歌曲时）和其他出版权中
产生大量收入。

乐队中至少三名成员——闵玧其、金南俊和郑号锡——由于其作品
的受欢迎程度，已经成为著名的韩国音乐著作权协会（KOMCA）
的正式会员。

BTS的每个成员都是歌曲创作者。他们的音乐充满了个人人生
体验和富有创意的文字游戏，并可与粉丝产生共鸣。歌迷们对
歌词的含义以及如何解释和翻译歌词进行热烈的讨论，这使
乐队成员能够与歌迷建立起强烈的情感连接，并在歌迷群体
之间建立起相互连接。

在2020年和2021年，BTS在唱片业的全球唱片艺人排行榜上
位居榜首，该排行榜根据实体和数字销量对全球最畅销的艺
人进行排名。BTS是在这一榜单上登顶榜首的首支韩国乐队，
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主要以非英语语言演唱的音乐占据这一
位置的乐队。自2018年以来，该乐队的专辑一直是世界上最

乐队的标志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变，
体现着乐队的身份认同和宗旨。它
代表“青年迈向新世界的大门”，是
其品牌的核心。

BTS在形象权方面创造
了法律历史

形象权（控制对个人身份商业
使用的权利）对于高知名度的
音乐人和艺人来说显然极为重
要。2020年，BTS在大韩民国创
造了法律历史，当时韩国最高法
院开创了一个先例，裁定宣传 

（形象）权属于明星及其管理机
构。该裁决预计将有助于防止
未经授权的第三方对BTS等组
合的成功搭便车。该裁决现在
为娱乐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可
以起诉未经授权的带有乐队名
称和形象的商品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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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cms.wipo.int/copyright/en/
https://www.ifpi.org/bts-announced-as-the-winners-of-2020s-ifpi-global-recording-artist-of-the-year-award/
https://www.ifpi.org/bts-announced-as-the-winners-of-ifpi-global-recording-artist-of-the-year-award/
https://www.ifpi.org/bts-announced-as-the-winners-of-2020s-ifpi-global-recording-artist-of-the-year-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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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的专辑之一，在2021年，BTS占据Spotify
流式播放量第三位。

除了音乐上的成功，BTS的版权组合还延伸到
书籍、漫画、音乐视频、综艺节目、纪录片、移动
游戏、DVD和流媒体。BTS甚至创造了自己的
虚拟宇宙“防弹宇宙”（“Bangtan Universe”， 
也称BU）。

BU是乐队跨媒体战略的基础，该战略通过在多
个平台上开发和提供内容，创造有凝聚力的粉
丝体验。BTS通过短小的社交媒体“笔记”和
插在乐队实体专辑中的实体卡片讲述自己的故
事。BU还助力BTS的音乐视频，并生成了两本
书（《笔记1》和《笔记2》），以及数字漫画系列

《救救我》（2019年）。

该乐队的粉丝群被称为ARMY，是网上最活跃
和最具影响力的社群之一，并且已经成为一个
拥有自己注册商标的品牌。

商品销售通常是音乐人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BTS
创造了大量虚拟角色和产品系列供粉丝购买。通
过这种方式，乐队正在运用其知识产权创造多
种机会，以扩大其宇宙并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包
括通过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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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BTS发布了数字漫画《Hip Hop Monster》，随后在
2019年发布了“BTS世界”移动视频游戏，同时还发布了一系
列从其歌曲中获得灵感的图画书。随后在2022年1月，又发布了
新的数字漫画小说《7Fates：CHAKHO》，这是一个城市幻想
系列，灵感来自于韩国民间文艺，可在Webtoon和 Wattpad平
台上阅读。

乐队丰富多样的内容策略也创造了更多的音乐创作机会，包
括“BTS世界”的原声带，以及由田柾国和闵玧其为CHAKHO
系列创作的单曲《Stay Alive》。

BTS还举办各种年度活动，包括乐队出道周年庆典活动“BTS 
FESTA”，乐队为该活动发布特别歌曲并组织拍照——“Muster”
活动、面向粉丝的特别音乐会（并以DVD形式发行），以及综艺
节目《奔跑吧防弹》（Run BTS）。

乐队复杂的多媒体结构创造了多种机会与其粉丝建立连接，并
产生新的创意产出。

商标

BTS正在建立的创意世界包括许多以注册商标为基础的品牌。
商标是将一个公司的商品和服务与竞争者的商品和服务区分
开来的标志。注册商标是发展品牌的一个坚实基础。

乐队名称BTS是“방탄소년단”（韩文“防弹少年团”）的缩写，是
其商标组合的核心所在。由于该乐队的名称和标志被用于识别
其音乐以外的许多商品，因此在大韩民国，两者都被注册为与多
个商品类别有关的商标，包括化妆品、家具、电信、教育和娱乐软
件及其他（见第32页）。

乐队的粉丝群ARMY是网上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社群之一。 
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己注册商标的品牌。

BTS还申请了商标权，以保护代表其与粉丝关系的不同短语，如
BTS成员金泰亨创造的“보라해”（代表紫色的新词）这一短语。

BTS多管齐下的品牌战略还延伸到用于BTS运营的活动和
项目的注册商标，如BANGBANGCON、ARMYPEDIA、BU、 
7FATES和BTS UNIVERSE STORY。

“2021年，BTS
在韩国特许
厅注册的商
标比任何其
他流行组合
都多。”

https://www.webtoons.com/en/
https://www.wattpad.com/
https://btsw.netmarble.com/
http://ocms.wipo.int/trademarks/en/
http://ocms.wipo.int/classifications/nice/en/
http://ocms.wipo.int/classifications/nic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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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韩国国会的数据，BTS在2021年在韩国特许
厅（KIPO）注册的商标比任何其他流行组合都多。

专利

为了提高BTS粉丝的娱乐体验，HYBE正在与
各种高科技初创公司合作，并投入大量资金
开发专利新技术。广义而言，专利保护具有创
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的技术。专利性的门槛
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在娱乐业，专利保护一
系列支持创造性产出的尖端技术。

2021年，HYBE投资了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Supertone，其唱腔合成（SVS）技术可以创造
出BTS乐队成员的克隆唱腔。它还与另一家人工
智能初创公司Neosapience合作，为其“Learn! 
Korean”学习包开发教育内容，该学习包用BTS
及其TinyTAN字符来教粉丝们基本的韩语。学习
包配备了一支装有Neosapience专利的跨语言语
音克隆技术的电笔（motipen）。当电笔悬停在一
个文本上时，就会产生一个模拟BTS乐队成员声
音的韩语、英语、日语和西班牙语的音频版本。

HYBE还投资于支持BTS商品销售活动的新技术
的开发，例如，与粉丝在现场表演期间用来表达
应援的“荧光棒”有关的技术。2020年，HYBE
为用于传输数据和控制荧光棒颜色的方法申请

了多项专利。在撰写本报告时，韩国特许厅尚没
有对这些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外观设计

就外观设计权保护BTS品牌体验的重要元素
这点而言，它们是对乐队不断扩大的知识产权
组合的重要补充。商品销售通常是音乐人的一
个重要收入来源。在设计商品上投入的时间和
金钱也可以产生受保护产品美学方面的外观设
计权保护的新的知识产权资产。

例如，作为粉丝对BTS应援最主要象征的ARMY 
Bomb已经发布了多个不同版本。韩国知识产权
信息系统（KIPRIS）可查到，HYBE目前拥有三
项ARMY Bomb外观设计权。每个韩国流行乐
队组合通常都有自己的官方荧光棒，有自己的
设计和名称。BTS的ARMY Bomb是电池充电的，
当通过蓝牙与BTS官方应用程序配对时，它就会
在音乐会期间随着乐队歌曲的节奏改变颜色。

许可和其他知识产权战略

在有效利用其知识产权的过程中，BTS正在创
造多种机会，以扩大其宇宙并创造新的收入
来源，包括通过许可。为此，BTS创造了许多虚
拟角色和产品系列。例如，BT21是一个与LINE 
FRIENDS CREATOR平台合作的未来主义合作
创作项目，包括模拟BTS乐队成员的人偶，出
现在视频动画以及各种时尚、文具、化妆品和
食品中。BTS借助BT21，与许多全球品牌合作，
包括匡威、锐步、凯蒂猫、Antisocialsocialclub、 
Neighborhood、优衣库、梅丽莎、The Crème 
Shop、Olive Young、Jandaia、Riachuelo、美
迪惠尔、唐恩都乐等等。

同样，反映BTS乐队成员形象和艺名的TinyTAN
动画角色也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和品牌合作。
在“Learn Korean with TinyTAN（和防弹一起学
习韩语）”和各种动画电影等项目中，它们展现
的就是BTS的“面貌”。

结语

BTS通过保护自己的艺术作品和培养与粉丝的
独特连接，展示了战略性运用知识产权如何能
够增强品牌体验、创造收入并创造新的创意机
会。商业创新和知识产权显然是乐队成功的重
要驱动力，在打造和保存其遗产方面发挥着关
键作用。

https://n.news.naver.com/article/003/0010108441
https://www.wipo.int/patents/zh/
https://www.musicbusinessworldwide.com/big-hit-invests-3-6m-in-supertone-an-ai-firm-that-just-cloned-a-dead-superstars-voice/
http://ocms.wipo.int/designs/en/
http://ocms.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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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一图胜千言。摄影是一种强大的传播手段，提供了认识和观察
世界的新视角。在全球范围内，每天都有无数的照片捕捉到人类最好
和最坏的一面及其对自然世界的影响。例如，现在许多摄影师都在捕
捉气候行动的严酷现实，以激励积极的变化。但首先，最重要的是，摄
影是一种创作行为，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在决定照片的所有者及其
使用方式和用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摄影、土著文化和
气候行动

丽贝卡·费德勒，产权组织传统
知识司

在全球范围内，每天都有无数的照片捕捉到人类最好和最坏的一面及其对自
然世界的影响。许多摄影师正在捕捉气候危机的严酷现实，以激励气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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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cms.wipo.int/copyrig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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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土著和当地社区的摄影师可以利用摄影的力量，提高人们对其
社区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在与气候变化作斗争中可以发挥的核心
作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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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按下相机快门的那一刻起，你就拥有了这
张新创作图像的权利，并能够决定其他人可以
如何使用这张图像。然而，许多摄影师对版权法
的这一核心原则还不甚了解。在如今日益数字化
的世界里，鉴于这些图像有可能接触到全球受
众，了解这些权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摄影师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作品从创作的
那一刻起就受到版权保护，”国际作者和作曲者
协会联合会（CISAC）高级法律顾问Leonardo de 
Terlizzi表示。“在当前的数字生态系统中，照片
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接触到全球的大量受众，
因此承认这些权利确实很有必要。”

需要提高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知识产权
意识

虽然这对世界各地的摄影师来说都是如此，但
对版权如何保护土著人民社区摄影师利益的
正确理解则更为迫切。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这
些社区已经积累了丰富多样的传统知识和相
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和
生活都至关重要，并且越来越被认为是有效气
候行动的关键。

如果这些文化资产得不到保护，未经有关社区
同意而被他人利用，这些社区及其遗产就面临
着被滥用或歪曲的风险，从而可能产生深远的
影响。在传统知识具有神圣性或神秘性的情况

下，一个社区能够保护和维护他们的权利，防
止这种滥用或不必要的披露，就显得更加重要。
从财务角度来看，缺乏保护会打击这些社区的
经济前景，甚至可能使他们无法从自己的文化
遗产中获益。在充分了解了如何从版权中获益
后，土著和当地社区的摄影师可以利用摄影的

力量，提高人们对其社区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
们在缓解气候变化影响方面所能发挥的核心
作用的认识。

记录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动力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的通过带动了一场以文件形式记录

（记录、登记和数字化）世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的热潮。气候危机造成文化损失的风险让这
项任务愈加紧迫。

一般来说，汇编和维护登记簿、名单和清单是
这些社区维护和保存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保
障其权益的切实可行方法。然而，这种包括摄
影在内的文献编制并非总是简单易做的。首
先，因为这项工作往往是由个人（民族学家、民
俗学家和人类学家）、机构（博物馆和档案馆）
和政府（文化部）进行，他们与所代表的土著
人民或当地社区没有文化联系。其次，因为这
种举措有时会把这些社区的妇女和年轻成员
排除在外，他们的观点可能没有得到代表。第
三，如果要以文件形式记录自己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就需要有这样的技
术能力，以及完备的知识产权知识来管理从这
一过程中获得的权利。

传统知识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文献编制本身
并不意味着终点，而是可以融合到维护和保护土
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权利的更广泛方法之中。例如，
为了从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中获益，这些社区可以
制作其文化的视觉记录或快照，并对其传统知
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其他形式的当代改
编。这类作品将自动获得版权保护，而且根据
其性质，还可以获得商标和/或外观设计保护。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E%2FC.19%2F2021%2F5&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E%2FC.19%2F2021%2F5&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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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2022年产权组织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青年摄影奖

为庆祝2021年国际青年日，产权组织传统知识司围绕“气候变化和气候行动：镜头
下的地球母亲”这一主题，推出了2021-2022年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青年摄影奖。该
奖项展示并庆祝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青年成员的创造力，并旨在使这些社区提高
认识，了解如何利用版权来保护他们的照片。

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是年轻人特别
关注的问题。针对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产权组织邀请参赛者使用包括手机在内
的任何类型的设备提交原创照片。还要求参赛者提供一份声明，说明他们的照片
如何表达他们对气候变化和气候行动这些具有全球意义的主题的感受。

产权组织任命了一个四人评审团，评委都是来自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国际知名
摄影师。评审团评估提交的作品，并选出获奖者。

获奖者将获得多种奖励，包括摄影设备和相关软件许可，以及产权组织的合作伙
伴提供的摄影相关培训和指导机会。

摄影奖的所有参赛者都将得到邀请参加一次关于摄影与版权的虚拟培训，该培
训由产权组织与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合作举办。这一互动式
课程将就版权及其管理对摄影师的作用提供实用指导。

将在2022年4月22日的国际地球母亲日宣布摄影奖的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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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万全之策，但对一些土著人民和当地社
区的成员而言，这能给他们带来收入。因此，至
关重要的是，增强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权能
并为其提供支持的举措，应帮助这些社区更好
地了解他们能够如何利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
来保障其利益。

在目前的形式下，知识产权制度不允许保护“基
础”或“先有”传统知识。多年来，产权组织的
国际谈判者一直在努力解决与遗传资源、传统
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这
些传统创造和创新形式主要通过口头传播，而
且这种知识由集体持有，这为这场复杂的知识
产权辩论增添了更多层次。

创建文化遗产的视觉档案

摄影可以成为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成员，特别
是年轻成员的有力方式，为保护其传统知识和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做出贡献。

克丘亚艺术家和视觉故事讲述者埃利·法里南戈
出生在厄瓜多尔的基多，成长于加拿大的特托
岛。他表示：“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我
们可以利用技术来帮助我们创建视觉档案，在
没有中介的情况下代表我们的身份。”

法里南戈女士谈到：“重要的是增强我们自身
的能力，细心慎重地用视觉的方式讲好这些故
事，因为我们创造的视觉材料将滋养子孙后代。”
她用自己的艺术重拾祖先记忆，创造与她的拍
摄对象分享知识的空间。

“我是一名土著摄影师，这意味着要学会有意识
地利用摄影，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将我们社区的
快乐、斗争和历史以视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意
味着要永远铭记，我在完成工作的同时，要征

得那些选择与我分享他们故事的人的同意，秉
持互惠和尊重的原则，”法里南戈女士解释道。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在网上发布和分享图像
十分方便，因此提高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成员
对如何利用版权保护其照片的认识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将土著和当地社区的故事讲述者纳入到框
架中

无国界摄影师协会创始人兼执行董事达妮埃
尔·达席尔瓦在谈到摄影时认为，土著故事讲述
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出现在照片中。她
表示：“重要的是，土著人民的声音得到扩大，这
意味着每个机构都必须有意识地建设能力，以
实现这一目标。”

鉴于土著人民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所发挥
的作用，这种观点尤其重要。

虽然土著人民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不到5%，但
数千年来，他们一直负责保护全世界80%以上
的生物多样性。达席尔瓦表示：“我们正处在
一个十字路口，终于承认了我们所面临的气候
危机的破坏性，也对未来之路做出了关键选择。

产权组织认识到这一呼吁的重要性，在2021年
推出了一项摄影奖，以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年
轻成员为目标，邀请他们拍摄与气候变化和气
候行动相关的图像（见第42页）。

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都
有影响，是这些社区的年轻成员特别关注的问
题。肯尼亚的获奖多媒体记者杰里迈亚·基派诺
伊解释说，尽管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对正在进
行的斗争至关重要，但他们往往是受气候变化

http://ocms.wipo.int/tk/en/youth_priz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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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知识司

产权组织的部分工作涉及保护
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以造福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以
及发展中国家。这项工作还包
括遗传资源和数据。产权组织
直接与土著人民、当地社区以及
政府合作，帮助他们保护和促
进土著和当地社区的创新和创
造，以促进其经济、文化和社会
发展。产权组织摄影奖就属于
这项工作的范围。

致谢

产权组织摄影奖经与咨询委
员会协商设计，该委员会由土
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成员以
及从事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摄影、知识产权、媒体和创业
的组织、政府和个人成员组成。
产权组织对他们的建议和支持
深表感谢。

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基派诺伊先生出生并成长于马赛社区，他
因能够捕捉到肯尼亚土著社区的动人故事而闻名。

“我的游牧社区经历了长期的严重干旱、人口压力和经济冲突，在
这些时期内，[产权组织摄影奖的]主题非常突出，”基派诺伊先
生表示。“因此，非常有必要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讲述气候变化
影响的故事，”他补充道。无论是拿起相机记录自己的文化，还
是为那些直接受到这些全球挑战影响的人发声，土著人民和当
地社区都处于独特地位，可以利用他们的创造力——以及在创作
过程中得到的权利——以凸显当前危机的严重性。

土著和当地知识往往是找到气候危机解决方案的关键。正如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2020-2022年）成员阿列克谢·齐卡
列夫所言，产权组织摄影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促进了土
著人民对气候变化观点的分享[……]并将土著青年定位为减轻
气候变化后果的新兴领导者。”他表示，这场比赛“不仅仅关乎
于艺术和认识”，而且是“在[土著和当地]社区在气候谈判桌上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时候，让他们变得更强大、更有思想”。

用摄影讲述故事，推动气候行动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摄影师、故事讲述者和保护主
义者纳伊拉·阿兹米说：“土著人民属于最脆弱的群体，所以必
须拥护和扩大他们的声音，以了解我们所处状况的紧迫性以及
我们需要如何改变。

阿兹米女士在该领域工作了十多年，对保护和增强妇女及其他
边缘化社区的权能充满热情。她极力主张有必要认可与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传统知识。这些知识代代相传，是社区韧
性的一种形式，从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角度出发，支持他们的
保护工作。这些知识还是他们重拾身份认同，并提醒自己（和
其他人）在保护他们的土地方面的作用的一种方式。阿兹米女
士说：“我把我的照片和故事讲述视为我的力量，用来推动改
善地球环境的变化”。她也鼓励其他人紧跟她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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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保护网络品牌：
给新创业者的建议
凯瑟琳·帕克，商标战略倡议负责人，
美国康涅狄格州

您已经成功了！在线开店，接入YouTube频道，
开发应用程序，排定一些投资者，还开发了绝
佳的内容和商品。现在，您正努力打造一个让
人眼前一亮的品牌形象，这将有助于您快速
地将辛勤努力变现。在为您选择的品牌确立长
期受保护权利方面，商标保护尤为关键。品牌
形象包括名称、商标、标识、口号，以及配色方
案等其他品牌标志（统称为“品牌”）。根据每
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的商标法，这其中的大部
分元素均受到保护。

请勿完全选用描述性短语

任何新企业的命名和品牌建设通常都被视该企
业发展过程中一个有趣的方面。您或您的朋友
会构思一个巧妙的名称和标志。或者您会聘请
一位品牌顾问，助您挑选一个能够持久发展的
品牌。下文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建议。

请勿完全选用描述性短语。您的技术可能是各
种明智之选中最出类拔萃的，但如果使用这样
的短语，就无法获得受保护权利。通用名称，即
描商品或服务分类的名称，从来都不受保护，所
以如果只是追求极简而将您的新香水命名为 

“香水”，您将无法得到任何受保护权利。褒义词

通常也不受保护，所以将您的品牌命名为“最佳”
也不会为您带来太多受保护的权利。

如果有第三方助您开发品牌，无论是您的好友
还是营销和品牌顾问，请确保您与参与其中的
每个人都能达成适当的一致，将所有这些权利
转让给您或将拥有和运营该品牌的公司。否则，
一段时间后，当您需要申请保护您的新品牌但又
不清楚谁是合法所有者时，就会感到非常头疼。

假设您已经避免了这些常见的错误，现在需要
采取措施，确保您能在您的新形象中开发受法
律保护的权利，避免因无意中抄袭另一方的品
牌而最终陷入法律挑战。

检索商标

大多数国家的商标法都为与特定商品或服务有
关的品牌授予专有权，只要该品牌或与该品牌
十分相似的名称（即使不完全相同）还未被第三
方用于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或服务。

第一步是进行商标可注册性检索，以确定是否
存在竞争性使用，这可能对您的使用构成挑
战。如果不首先采取这一步就申请注册您的

http://ocms.wipo.int/copyrig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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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可能会造成代价极高的错误，因为申请费概不退还，而
且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商标局的质询中，为品牌辩护的费
用都可能会极为高昂。

那么，您如何为拟议的新品牌进行检索和可注册性查询呢？

首先，考虑您主要关注的地理区域。您的目标是否是中国和印
度尼西亚的新客户？您的市场是美国还是欧盟？即使您计划
大展宏图，希望打造全球性实体，但即使是超大型企业也无法
在全球范围内检索类似的品牌，所以要确定出发点。

其次，考虑进行这种可注册性查询的选项。所有的商标局都有
注册商标和待处理申请的数据库，可以免费在线检索。许多第
一次拥有品牌的人都会试图根据这种检索来确定品牌是否可供
使用。虽然这种努力值得赞扬，而且可能是很好的第一步，但还
不足以确保您想要的品牌就是可使用的。

如果您检索发现有类似的品牌，或者相似的品牌下通常有大
量的商品和服务，要如何去解读检索结果？

商标可注册性查询或检索公司可以对拟议的品牌进行全面的
检索。这些报告通常非常冗长，其审阅和解释可能很复杂。虽
然检索公司一直在完善他们的产品，使其更方便非商标专家使
用，但即便如此，控制面板和风险评估工具也可能无法准确反映
您的品牌将要去竞争的市场。此外，重要的是，检索公司通常不
提供关于商标可用性的法律意见，但是如果您的权利受到挑战，
商标的可用性可能是关键。

获得法律指导

最好的办法是预留部分预算，寻求法律指导。一位优秀的商标
专家可以为您按需定制可注册性检索，用商标法的知识对其进
行审查，然后提供指导，指出潜在的陷阱，也许还可以制定主动
管理这些陷阱的战略。

虽然律师事务所的收费可能会很昂贵，但许多律师事务所在进
行品牌选择并就此提供建议方面有统一的收费标准。如果您所
在的是一家小型初创企业或非营利组织，一些公司以及律师事
务所还会提供无偿援助。法学院也可能提供有助于解决此类问
题的讲习班。

“只要投入
一点时间
和资金，再
加上可靠的
法律建议，
您的品牌
发展就指
日可待！”

https://branddb.wipo.int/branddb/en/
https://branddb.wipo.int/branddb/en/


47WIPO杂志

提交商标注册申请

假设您已确定品牌可注册，并渴望开始使用它，还需要做别的工作吗？
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在将品牌投入使用之前无需再等待，但您应该立
即提交商标申请，注册您品牌的商标、标语和标志，以保护其用于您销
售或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在大多数国家，最先申请商标的一方将被视为该商标专有权的所有者，
但美国是最大的例外。一旦确定可以注册您的品牌，您就应该尽快提
出申请，这十分重要。在美国，需要实际使用才能获得注册，如果您提
交一份声明，表明您可证实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使用该品牌，则在使用
意图的基础上及时提交申请可以保护您的品牌不受后来的申请者的影
响，即使其他人已开始使用该品牌。

应该在何处申请？在全世界每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申请您的新品牌的
做法根本不符合成本效益。首先，在您计划使用该品牌和/或制造该品
牌所标识的产品的司法管辖区进行申请。

虽然大多数商标局允许所有者直接在线申请，但有理由考虑使用法律专
家。申请将需要一些具体信息，如确定与该品牌的使用相关的商品和服
务分类，品牌描述性部分的潜在免责声明，以及用正确的术语写出将提
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标识等。

任何新企业的命名和品牌建
设通常都被视该企业发展过
程中一个有趣的方面，但在为
您的新形象确立受法律保护的
权利方面，还是需要遵循一些
重要的步骤，以避免因无意中
抄袭另一方品牌而最终陷入
法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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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官方商标局的在线门户网站提供辅导
帮助，但自行申请（以自己的名义）可能导致下一
步的困难。更有问题的是，在无数法律服务公
司中选用其中一家，这些公司虽不是律师事务
所，但提供快速申请帮助。通常，这些公司只要
求您提供提交表格所需的信息，而不会特别指
出商标的任何潜在问题，如描述、通用名称、不
可注册性，或者其他原因。即使可以通过收取额
外费用提供一些法律咨询，但这些公司可能没
有能力处理来自商标局的复杂反对意见或询问。

经济高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寻求有经验的法律
帮助。许多公司会提供统一的费用安排，也可能
提供无偿帮助。您的法律顾问还可以助您确定
是否应该在多个司法管辖区申请商标，若有必要，
还可以助您制定全面的申请策略来保护品牌。

一旦提交申请，商标局会仔细审查，并可能以审
查意见通知书的形式提出问题或反对意见。律
师应该能够为您提供建议，并起草答复来处理
这些问题和反对意见。

再过几个月的时间，您的品牌就已成功注册了！
您拥有新品牌在您的产品类别中的专有权！这
对接下来的步骤有何意义？

构建品牌认知度

首先，以一致的方式使用您的品牌，提高客户认
知度。例如，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品牌之所以能被
立即识别，部分原因在于其一致使用相同的配
色方案、字体和标志。除非品牌要不断地改变
颜色，或者需要有意地改变名称的字体，而且
客户认可这些变化是品牌属性，否则就需要保
持一致的使用。如果您申请注册一个有独特字
体的标志或名称，请使用提交申请时的标志。若

违背这一点，就意味着在您需要行使权利的时
候，可能无法依靠您的注册。

第二，通过申请注册域名来保护您的品牌，并
在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确保
您的品牌。

在线监测品牌

您应该在网上监测您的品牌，以确保其未被
盗用或误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通常会是您
的客户最先告知您。如果您确实遇到了这种
误用，您将需要评估这种使用是否达到了必须
采取行动的程度。

虽然再多的溢美之词也比不上模仿，但这种行为
可能会损害您辛辛苦苦开发和保护的法律权利。
通常是先发出要求立即停止使用的函件，同样，
这种函件最好由法律顾问发出。如果有害使用
的是侵权域名，也有程序来对这种使用提出异
议，法律顾问可以提供相对快速和低成本的协助。

如果侵权使用是实际的假冒行为，换而言之，假
冒产品被当作您的产品进行销售，您可能需要
采取更强势的法律措施，例如在法庭上寻求
补偿，或请求执法部门的协助。这类执法问题
一般不会立即出现，但通常只有在一个品牌在
其目标人群的客户群中建立良好声誉后才会出
现。如果您已经与一位经验丰富的商标律师确
立良好的关系，您就拥有了可以迅速帮助您的
资源。您的律师还可以帮助您确定是否应该主
动出击，比如向各海关办事处提交注册证书的
副本，然后在边境查获假冒商品。

只要投入一点时间和资金，再加上可靠的法律
建议，您的品牌发展就指日可待！

http://ocms.wipo.int/wipo_magazine/en/2009/06/article_0010.html
http://ocms.wipo.int/am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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