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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东 

高级合伙人、管理合伙人 

法学博士 

 

执业经验 

于海东律师，法学博士、工学学士。现任北京市立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管理

合伙人，并曾先后就职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三星等著名跨国企业。具有 15 年以上知识

产权从业经验，并具有 3 年海外工作经历。于律师在知识产权领域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

和丰富的实务经验，专注并擅长于为重大、疑难、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提供专业的解决

方案，并因此先后入选《知识产权资产管理》（Intellectual Asset Management， IAM）、《商

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等榜单。 

于律师具有中国乃至全球有重要影响知识产权案件的处理经验，包括苹果与三星全

球系列专利诉讼案、索尼与全球创新聚合（iPEL 子公司）系列专利诉讼无效案、搜狗

与百度系列专利诉讼案（“中国互联网第一案”）等。主导代理或参与的多件案件获评最

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10 大案件、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五周年典型案例等。代理的部分案件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具

有里程碑意义，其中的代理观点被法院采纳并成为审理类案的新标准。 

代表性案例 

· 作为主办律师代表搜狗公司处理其与百度公司之间的系列软件专利侵权案件。

“搜狗诉百度”软件专利侵权案是中国互联网行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专利侵

权诉讼，涉诉索赔高达 2.6 亿，是互联网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里程碑事件，被

誉为“互联网专利第一案”。本案中，共主办 6 起案件，并在其中 5 起案件中

为客户赢得了胜诉，胜诉率高达近 85%。本案先后入选最高人民法院 2018 年

“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五周年典型案例

【专利案件仅两件入选】、《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9 年“年度

杰出交易和案例”。本案是互联网行业首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入选最高人

民法院典型案例的专利侵权案件。 

· 作为主办律师代表索尼公司处理其与全球创新聚合之间的系列专利侵权诉讼

案件和专利无效案件。本案是迄今为止国外著名 NPE 在中国首次进行的大规

模诉讼，被视为 NPE 试水中国专利侵权诉讼司法保护环境的“试金石”。通过

在各案中采取有针对性的诉讼与无效策略，在代理的全部 4 起案件中为客户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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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胜诉。 

· 作为主要负责人处理三星公司与华立通信公司之间的“CDMA/GSM 双模式移

动通信方法专利侵权案”。本案是国际知名大型通信企业遭受同行业国内企业

起诉的首起案件，索赔高达 5000 万，是截至当年的最高索赔额，被视为“通

信行业第一案”，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本案被评为中国法院平等保护中外

当事人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典型案例，也被评为浙江省全省优

秀裁判文书一等奖。本案先后入选浙江省高院 2012 年十大知识产权案例、最

高人民法院 2012 年度十大知识产权案例。本案是通信行业首个也是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例的专利侵权案件。 

· 作为主办律师代表奇虎 360 公司处理其与 2345 集团公司之间的系列专利侵权

诉讼案件和专利无效案件。本案被视为互联网行业继搜狗百度案后的另一最具

影响力和标志性的案件，本人也成为唯一主办过互联网行业最为著名的两大案

件的律师。本案先后入选人民网 2018 年度十大典型专利案件、《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20 年“年度杰出交易和案例”。 

· 作为主办律师代表旭虹光电处理其与旭硝子株式会社之间的系列专利侵权案

件、专利无效案件以及不正当竞争案件。作为全球第二大玻璃制造商的旭硝子

株式会社意欲通过系列专利诉讼遏制国内光电龙头旭虹光电的迅猛发展。通过

专业的无效辩护，最终使涉案的所有专利均被宣告无效，法院也据此驳回了旭

硝子株式会社的全部诉讼。本案对国际巨头专利打压行为的成功反击，为国内

产业突破国际巨头构筑的专利壁垒提供了典范。 

· 作为主办律师代表摩拜单车（美团单车）处理其与滴滴（青桔单车）之间的系

列专利侵权案件和专利无效案件。本案是共享单车领域巨头之间爆发的第一起

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起专利纠纷。本案入选人民网 2018 年度十大典型专利案

件。 

· IPO 项目：成功协助九号公司（股票代码：689009）、大博医疗（股票代码：

002901）等公司顺利实现 IPO 上市；代表海天瑞声成功应对竞争对手在 IPO 审

核过程中针对核心专利所提出的无效宣告，使涉案 10 件专利均被维持有效，

扫除了 IPO 审核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 专利分析项目：先后为微软、索尼、三星、蚂蚁金服、小米、紫光、美的、摩

拜、搜狗、360 奇虎、金风科技、中国建筑、金沙江投资、航科院等公司提供

专利预警、专利稳定性等专利分析服务；协助摩拜等公司就“智能锁专利预警

项目”等项目获得北京市海淀区国内专利预警项目资金资助、协助极智嘉等公

司就“无人智能仓储相关方案海外知识产权预警”等项目获得北京市海外知识

产权预警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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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利许可与交易项目：先后为英特尔、中兴通信、OPPO、大唐电信、NTT、

TIVO、中科国通、中信国安等公司提供专利许可、专利交易等服务。 

· 模拟法庭项目：先后为京东方、SK 海力士等公司提供模拟法庭服务。 

社会职务/会员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研究会网络分会委员、秘书处执行副主任 

国家知识产权局区域专利信息服务中心顾问专家 

海淀区政府专家库知识产权专家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会员 

荣誉/奖励 

连续多次入选国际权威知识产权杂志《知识产权资产管理》（Intellectual Asset 

Management, “IAM”）的“全球领先专利律师”榜单； 

入选《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100 位中国业务优秀律师榜单；  

入选强国研究院 2019 年度“十佳”专利律师。 

主要著作 

独著《专利实务工作指南》（ISBN 978-7-5130-6365-4，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 年 9

月出版）； 

独著《企业知识产权实务操作》（ISBN 978-7-5130-2605-5，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 3 月出版），该书被评为思博网 2014 年十大知识产权图书； 

《专利法不正当行为原则的功效及正当性研究》，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 刊）2019 年第 5 期，该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专利权利的不确定性与专

利诱饵的法律规制研究(13BFX122)》中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专利挖掘的策略和方法》，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9 年第 2 期； 

《专利侵权诉讼之现有技术抗辩事由及其司法适用》，载《中国法律透视》第 83 期

（总第 118 期）； 

《不正当行为抗辩制度之移植可行性及设计构想——基于<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中

的“诚实信用原则”》，载《东方法学》（C 刊、法学核心期刊）2018 年 06 期（主要

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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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侵权诉讼中权利用尽抗辩及其司法适用》，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7 年第

9 期； 

《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及其对反竞争效果之考察》，载《知识产权》（C 刊）2017 年

3 月； 

《专利何以运营：创新、市场和法律》，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 刊）

2016 年第 6 期，该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专利权利的不确定性与专利诱饵的

法律规制研究(13BFX122)》中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专利侵权判定原则：变化发展中的中国司法实践》，载《中德法学论坛》（C 集刊）

第 13 辑，该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专利权利的不确定性与专利诱饵的法律

规制研究(13BFX122)》中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专利许可合同的起草与审核》，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6 年 12 月； 

《专利交易过程中的专利价值评估》，载《中国知识产权》2016 年 12 月； 

《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进行商标维权的利弊》，载《知识产权报》2014 年 12 月 12 日； 

《建筑工程招投标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载《甘肃政法学报》2005 年 03 期。 

主要演讲 

2020 年 9 月 17 日，在威科线上平台以《互联网行业专利权的保护及风险防范》为

主题发表演讲； 

2019 年 11 月 24 日，在“中国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清华论坛 2019（专利法专场） 

”上围绕相关主题发表观点； 

2018 年 8 月 2 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主办的“2018 重点领域知识产权

分析评议报告发布会”上以《信息技术领域专利诉讼策略》为主题发表演讲； 

2017 年 6 月 23 日，在瑞士苏黎世“苏黎世•2017 中国商事争议解决高峰论坛”中

以《中国知识产权案件的执行：选择与解决方案》为主题发表演讲； 

2017 年 6 月 3 日，在北京强国知识产权论坛上以《专利许可策略的制订与实施》为

主题发表演讲； 

2016 年 12 月 18 日，在“中国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清华论坛 2016（著作权法专场） 

”上围绕相关主题发表观点； 

2016 年 11 月 23 日，在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中国技术交易所承办的 2016 年专

利价值评估分析培训会上以《专利许可谈判中的专利价值评估》为主题发表演讲；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3&recid=&FileName=FMYZ201709025&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URLID=&bsm=QK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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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5 月 3 日，在 2016 年中关村知识产权论坛上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为主

题发表演讲。 

教育背景 

南京大学 知识产权法法学博士  

执业资格 

中国律师执业资格 

专利代理人资格 

工作语言 

中文/英语/韩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