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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心理认知视角下商标反淡化保护的反思与完善*

姚鹤徽

摘 要：商标淡化导致消费者识别商标的速度和精确度的降低，影响消费者对商标的

心理态度。但是，根据情景效应、专家技能、重申效应、卷入程度的心理认知理论，消费

者的认知具有主动性，能够根据商标使用的具体环境进行调试，从而降低淡化对其商标识

别和购物决策的影响。据此，商标淡化对消费者心理的影响并不严重，对商标权人造成的

损害也较为有限。在商标反淡化保护的制度设计上，应当依据消费者心理认知的这一规律

来界定商标反淡化的保护对象、保护条件和证明标准。在保护对象上将之限定为中国境内

为一般公众广为知晓的商标；在保护条件上要求被诉商标的消费者与驰名商标的消费者具

有相当程度的重合、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构成相同或高度近似；在证明标准上承认消费者

调查的证据效力，并综合运用各种间接证据证明淡化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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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商标淡化，是指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将商标权人的商标使用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导致

商标权人商标的独特性（uniqueness）或惟一性（singularity）受到削弱或污损。①  我国《 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驰名商标解释》）

第 9 条第 2 款通过对我国《商标法》（2001 年）第 13 条第 2 款中“误导公众”的解释 ②  ，将商标反

淡化保护制度引入我国。尽管这一解释顺应了国际发展趋势 [1]，明确了我国注册驰名商标能够获得反

淡化保护，但是围绕我国的商标反淡化制度，依然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

首先，商标淡化的概念和本质具有模糊性。尽管我国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引入了商标反淡化制度。

然而，立法并没有明确地采用“淡化”一词并界定其概念。《驰名商标解释》第 9 条第 2 款中“减弱

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规定，仅是

概括淡化行为导致的后果。有法官认为，淡化是对商标标示能力的侵蚀（erosion），是减少（diminishing）

商标的显著性、独特性和有效性。③  还有学者认为淡化是对商标独特的特征（unique character）的削弱，

作者简介：姚鹤徽，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 2018 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消费者心理认知视阈下的商标法基本范畴研究”

（XSP18YBZ133）阶段性成果，受湖南省重点学科、湖南师范大学一流学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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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驰名商标解释》第 9 条第 2 款：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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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Tiffany&Co. V. Boston Club, Inc.,231 F. Supp. 836,844(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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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了商标的销售力（selling power）。①  这些界定仅描述了商标淡化的危害，并未清楚阐释淡化的本质。

有学者不无遗憾地承认：“淡化可能是所有商标法规则中 模糊的概念。”②  “是让人难以捉摸的概念”

（elusive concept）。③  

其次，商标反淡化保护的正当性尚未明确。2001 年《商标法》并未规定商标反淡化制度，但是

司法实践先行一步，在一些案件中运用了淡化理论来裁判商标案件 [2]。自 2009 年《驰名商标解释》

将商标反淡化保护制度化以来，反淡化已经成为法院保护驰名商标的重要依据 [3]。然而，商标反淡化

保护的正当性依然需要检视。尽管有学者对商标反淡化保护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会使商标权的性质发

生改变，阻碍自由竞争 [4]，可能加剧驰名商标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失衡状态 [1]，但这仅

是从限定商标反淡化保护适用范围的角度提出的意见，学界尚未深入探究淡化造成的损害是否真实的

存在以及是否需要商标法的介入。

第三，商标反淡化制度的适用范围与证明标准尚不统一。司法实践中尽管法院对商标反淡化制度

有所运用，但是不同法院在反淡化适用的范围和证明标准上依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正如法官所言：

“多数适用反淡化保护的案件中，法院虽 终得出了淡化这一结论，但对于这一结论的得出理由及其

过程却较少涉及。”[5] 商标反淡化保护的对象是什么？如何解释《驰名商标解释》第 9 条第 2 款中“具

有相当程度的联系”？如何证明淡化中所谓“减弱显著性、贬损市场声誉、不正当利用市场声誉”的

损害后果？这些问题都尚待澄清。对此，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我国法院在论证驰名商标淡化时，往

往缺乏详细论证。”[6]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我国商标反淡化保护制度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制度设计缺乏合理性，导致

司法实践分歧较大。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确定商标淡化在消费者心理认知中的真实状态，核实这种

状态是否会对消费者基于商标的购物决策形成影响或干扰，从而损害商标权人的利益。只有从第一性

上厘清这一问题，才能够明确商标反淡化的适用范围与证明标准。循此逻辑，本文将运用消费者心理

认知的有关理论，揭示商标淡化的本质，检视商标反淡化制度的正当性，反思目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

适用范围和证明标准，探讨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商标反淡化法律制度。

一、消费者心理认知视角下商标反淡化保护的本质厘清

尽管有学者运用符号学、心理学等原理，对商标淡化的本质进行了探讨，④  但是依然没有从第一

性上揭示商标淡化对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影响。在商标法上，“商标淡化是一种心理现象，它造成了法

律上能够确定的经济损失。”⑤  正是由于商标淡化的心理学本质，使消费者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成

为分析商标淡化的有力工具。“随着法官越来越强调实证主义，对现实的预测将更少地依赖于直觉，

更多地依靠真实的证据和建立在行为学基础上的论据。”⑥  

（一）商标淡化的发生机理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原理，驰名商标在消费者大脑中占据着有利的地位。“世界上 强的商标在消

①    Frank I.Schechter, The Rational Basis of Trademark Protection, 40 Harv. L. Rev. 813, 819(1927).
②    Barton Beebe, A. Defense of the New Federal Trademark Antidilution Law, 16 FORDHAM INTELL. PROP. MEDIA &. ENT. L.J. 

1143, 1144 (2006).
③    Alexander F. Simonson, How and When Do Trademarks Dilute: A Behavioral Framework to Judge "Likelihood of Dilution," 83 

Trademark Rep.149,150(1993).
④    相关文献参见：Barton Beebe, The Semiotic Analysis of Trademark Law, 51 UCLA L. Rev. 621 (2004).Jacob Jacoby, The Psycholog-

ical Foundations of Trademark Law:Secondary Meaning, Genericism, Fame, Confusion and Dilution,91 Trademark Rep. 1013,1047(2001). 彭
学龙：《商标法的符号学分析》，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⑤    Alexander F. Simonson, How and When Do Trademarks Dilute: A Behavioral Framework to Judge "Likelihood of Dilution," 83 
Trademark Rep.149,149(1993).

⑥    Alexander F. Simonson, How and When Do Trademarks Dilute: A Behavioral Framework to Judge "Likelihood of Dilution," 83 
Trademark Rep.149,149(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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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大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①  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较强，在消费者的大脑中拥有庞大的以驰名商

标为节点的认知网络。当消费者看到驰名商标时，就能够迅速激活大脑中储存的有关驰名商标的信息，

激发消费者对驰名商标的美好情感。那么，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商标淡化中的弱化是如何发生

的呢？一般而言要经历三个心理阶段。

其一，在驰名商标被淡化之前，它在市场中具有很强的显著性，能够迅速激活消费者大脑中有关

驰名商标的认知网络。这时商标是独特的或者独一无二的，具有很强的销售力。

其二，当他人未经驰名商标权人许可，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

或者近似的商标，就会在消费者大脑中已有的驰名商标认知网络中添加新的认知网络。这样，对于同

一驰名商标而言，消费者大脑中就形成了两套认知网络。

其三，在消费者大脑中形成以驰名商标为节点的两套认知网络后，消费者将受到侵权人认知网络

的干扰，识别驰名商标的速度和精确度将会降低。这是因为，当消费者在市场中遇到驰名商标时，将

会同时激活大脑中的两套认知网络，一套是商标权人的认知网络，另一套则是侵权人的认知网络。消

费者需要进一步动用认知资源，去判断市场中的商标究竟需要适用于哪一套认知网络，然后才能提取

该认知网络所存储的商品信息，为购物决策提供指导。在这种情况下，驰名商标激活消费者大脑中对

应的认知网络的能力就受到了损害，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和销售力相比淡化之前将有所下降。

淡化中的丑化与弱化的情形相类似，与弱化相比，丑化还兼具有消费者情感的转移和对商标权人

驰名商标评价的降低。当他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将其驰名商标使用在污秽、下流和不洁的商品上时，

消费者大脑中的认知网络就会发生变化，除了驰名商标的认知网络外，还会形成侵权人的污秽、下流

和不洁商品的认知网络。尽管消费者对两种商品的来源不会发生混淆，但当两套认知网络形成之后，

消费者在购物中识别驰名商标时，就会同时激活这两套认知网络，消费者对驰名商标美好的情感和对

驰名商标使用在低俗下流商品之上的厌恶的情感就会同时产生。消费者就可能将厌恶的情感转移到驰

名商标之上，从而造成驰名商标声誉的降低，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刺激泛化（stimulus generalization）

和评价转移（evaluation transfer）。②  

（二）商标淡化对消费者识别能力的影响

心理学实验证明了消费者在商标淡化后的心理变化。在该实验中，心理学家预设了两种假设：

1. 消费者接触到商标淡化的广告之后，与接触到这种广告之前相比将会发生更多的认知错误。2. 消费

者接触到商标淡化的广告之后，与接触到这种广告之前相比其认知的反应时间更慢。③  如果这两种假

设成立，则说明消费者在商标淡化之后的认知状况确实发生了商标权人不希望看到的改变。在该实

验中，心理学家找到了 64 位大学生，以向其播放的广告的不同将之分为三组，通过向这三组学生播

放不同的广告测试其心理状态。心理学家选择了三个驰名商标进行该项实验：歌帝梵巧克力（Godiva 
Chocolate）、喜力啤酒（Heineken beer）、凯悦酒店（Hyatt hotel）。对于第一组学生，心理学家向其

播放了有可能造成商标淡化的广告：歌帝梵狗饼干、喜力爆米花、凯悦法律服务。还有三个与这三个

品牌没有任何关系的其他品牌的广告。显然，这是在模拟真实市场环境中，他人在不相关的商品上使

用驰名商标的情景。第二组学生，心理学家向其播放了歌帝梵、喜力和凯悦这三个驰名商标的原版广

告，同样也播放了三个其他品牌的广告，但是并没有向其播放可能造成商标淡化的广告。第三组学生，

心理学家既没有播放这三个驰名商标的原版广告，也未播放可能造成淡化的广告，而是播放了任意其

①    Rebecca Tushnet, Gone in Sixty Milliseconds: Trademark Law and Cognitive Science, 86 TEX. L. REV.507,515(2008).
②    Alexander F. Simonson, How and When Do Trademarks Dilute: A Behavioral Framework to Judge "Likelihood of Dilution," 83 

Trademark Rep.149,160-161(1993).
③    Maureen Morrin & Jacob Jacoby, Trademark Dilution: Empirical Measures for an Elusive Concept, 19 J. PUB. POL'Y & 

MARKETING 265, (2000).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1023，p10, 2019-4-10.



姚鹤徽：消费者心理认知视角下商标反淡化保护的反思与完善第 4 期 51

他几个品牌的广告。在向这三个小组播放完广告之后，心理学家开始利用计算机来检测商标淡化对大

学生的影响。该测试有一个计算机软件来执行。首先，电脑屏幕上会短暂地出现上述驰名商标，如歌

帝梵。然后，会出现该驰名商标对应的商品信息，如出现各种巧克力。这时需要测试者确定歌帝梵这

一品牌是否与巧克力匹配（Match），并尽可能快速和精准地按下是或者否的按钮。显然，这是测试

这些大学生是否在看到驰名商标时能准确地匹配该驰名商标对应的商品。测试结果显示，接触可能造

成淡化的广告的第一组无论是反应的精确度和反应时间都低于第二组和第三组。在精确度方面，第一

组的正确率是 73.1%，低于第三组的 84.3% 和第二组的 88.9%。在看到驰名商标按动按钮的反应时间

方面，第一组耗时 770 毫秒，长于第二组的 675 毫秒。①  总体而言，该心理学实验证明了心理学家之

前关于商标淡化的假设。亦即，消费者受到商标淡化的影响之后，由于增加了认知的负担，对驰名商

标进行识别的精确度和反应时间都有所下降。

（三）商标淡化对消费者心理态度的影响

心理学在消费领域的发展也为论证商标淡化问题提供了契机。所谓消费心理，是指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和消费商品过程中一系列心理活动 [7]（P.3）。在消费心理之中，对消费者购买决策影响较大的是消

费者对商标的心理态度。态度，是指一个人对某些事物所持的认识上的评价、情感上的感受和行动上

的倾向 [8]。消费者对商标的心理态度就是消费者对商标的认知、情感的体验和在购买行动上的倾向性。

态度表明了消费者对某个商标喜欢或者不喜欢，亲切或者反感，决定消费者 终的购买行为，关系到

商标的生死存亡。心理学理论认为，态度兼具三种成分，包括认知（Cognition）、情感（Affect）和行

为（Behavior）[8]。其中，对购物决策影响 大的是情感这一因素。情感是消费者对商标的喜好、厌恶、

热情、冷漠等的心理评价。情感是由情绪（Emotion）升华而来。情绪是消费者对商标和商品暂时的、

局部的和表层的心理体验。各种情绪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就会逐渐变为稳定的情感，从而形成对

特定商标的好恶之情，指导消费者的购物决策。 
情感在消费者的购物决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情感通常明确了目标和欲望，指导消费者有意识

的或者无意识地追求这些欲望。”②  心理学研究表明，消费者通过对商品的使用体验、售后经历、亲

友介绍和推荐、广告宣传等，就会形成对特定商标的情感。在消费者对各种品牌的商品作出选择时，

消费者需要一种决策机制，从各种选择中作出自己满意的决定。“面对几乎无限的在日常购物环境下

可供选择的机会和决定，消费者为降低不确定性，通常会在有限的一组选择中作出决定，而排除掉其

他的选择。”③  而情感就是 直接的决策标准。在消费者的潜意识里，已经为各种商品贴上了各种情

感的标签。当消费者在购物环境中遇到某一商标时，就会激活记忆中存储的该商标的认知网络，使消

费者迅速意识到自己对该商标所持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反应几乎是自动和瞬时产生的，消费者可能完

全没有意识到。

消费者对商标的情感在本质上是消费者对商标的一种综合性的评价。在商标法上，驰名商标之所

以显著性较强，主要是其在消费者记忆中拥有着强大的认知网络，许多对驰名商标的情绪体验、使用

评价、售后服务经历等，都内化在消费者的认知网络中，成为稳定的、表达一定态度倾向性的情感。

联系到谢希特所言驰名商标的“销售力”，情感实质上就对应着谢氏理论中驰名商标的销售力。这种

情感能够激活消费者对驰名商标美好的联想，激发消费者的购物欲望，从而增加商标的销售力。

驰名商标权人之所以主张商标的反淡化保护，根本原因在于维护其商标在消费者心目中美好的情

感。在商标弱化的情况下，他人将驰名商标使用在不相关的商品之上，会使消费者对驰名商标的情感

①    Maureen Morrin & Jacob Jacoby, Trademark Dilution: Empirical Measures for an Elusive Concept, 19 J. PUB. POL'Y & 
MARKETING 265, (2000).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1023，p14,2019-4-10.

②    Laura R. Bradford, Emotion,Dilution,and The Trademark Consumer, 23 Berkeley Tech. L.J. 1227,1261(2008).
③    Laura R. Bradford, Emotion,Dilution,and The Trademark Consumer, 23 Berkeley Tech. L.J. 1227,126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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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产生情感反应上的不一致，从而损害驰名商标的显著性。驰名商标在消费者的大脑中拥有

强大的认知网络。消费者已经对驰名商标形成了稳定的态度和印象。消费者每一次对驰名商标的消费

体验、心理感受和情感反应等都基本相同。而将驰名商标进行淡化性使用，其使用的环境与驰名商标

权人对其商标的使用环境会有所区别。这种环境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商品的特征和风格、售后服务的质

量、销售环境、店面布置等。这种区别会造成消费者的认知失调。在认知失调的影响下，消费者对驰

名商标的情感可能就会改变，影响到对驰名商标的评价， 终导致消费者不再依靠这种情感来做出购

物决策。“如果我们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遇到某一商标，即便我们有意识地评价这个新的环境或者其

与熟悉的商标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这个商标有多了解的信心也开始受到损害。”①  

心理学实验证明了在认知失调的情况下，消费者对驰名商标的情感会发生变化。在实验中，当观

察者认为，标有驰名商标但并非商标权人提供的商品与商标权人的商品在特征和风格上存在不一致时，

大脑有关于冲突和负面情绪的区域就会变亮。②  显然，消费者在面对商标淡化时，大脑潜意识里对驰

名商标的情感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该驰名商标被一个或多个商标权人以外的主体任意使用在各种商

品之上，消费者面对驰名商标时被激活的正面的情感就不会像以往那么强烈。可见，在商标淡化的情

况下，消费者对驰名商标识别的精确度和反应时间的降低只是一种心理上表层次的体现。精确度和反

应时间降低会带来消费者内心情感的变化，这种内心情感的变化会对消费者的购物决策产生重大的影

响。商标法的反淡化保护针对的正是这种消费者对商标情感乃至态度的转变。

综上，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不管是商标弱化还是丑化，都会导致消费者对商标识别速度和精确

度的降低，使消费者对驰名商标的情感反应向负面的方向发展， 终损害谢希特强调的商标的“销售

力”。这一理论为商标反淡化保护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正当性的基础。

二、消费者心理认知视角下商标反淡化保护的理论反思

尽管商标淡化的认知心理学理论描述了淡化发生的机理，论证了淡化所可能造成的损害，为商标

反淡化制度提供了正当性的支持。但是，这些理论对消费者识别商标时的心理状态的认识并不全面。

实际上，消费者情景效应、专家技能、重申效应、卷入程度的存在，会大幅度减弱商标淡化对消费者

心理造成的影响。商标淡化对商标权人造成的所谓“销售力”的损害并没有那么严重。这为我们反思

商标反淡化保护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契机。

（一）情景效应对商标淡化的影响

情景效应（Context effects）是认知心理学中的基本理论，它是指人们对某一刺激进行识别时会

受到周围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的影响。③  亦即，人的识别并不只是单独对某一刺激进行

信息加工。人在识别时，也同时对该刺激周围的各种环境因素进行信息加工，从周围环境中推导出相

关信息，用于识别该刺激。例如，对于“ca”这个单词，将之放置于不同的环境，人会将之识别为不

同的词语。如将“ca”放置于宠物店，人会将之识别为“cat”，放置于汽车店，又会识别为“car”。 
这些事例均表明了环境因素对人的识别具有重要的影响。

根据情景效应原理，消费者在对商标进行识别时，会根据该商标周围的环境因素来推导出相关信

息，帮助其识别商标。即便该商标被他人使用在不相关的商品之上，按照淡化理论构成了商标淡化，

但是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增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情景效应所抵消。例如，“凤凰”牌自行车的“凤凰”

二字，就标示着除了中国著名自行车品牌之外的其他的含义，包括：（1）湖南著名的湘西土家族旅

游景点凤凰县；（2）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3）著名的香港凤凰卫视电视台；（4）美国西

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在这些含义中，至少凤凰被用做了三个不同商品或者服务的商标，即凤凰旅

①    Laura R. Bradford, Emotion,Dilution,and The Trademark Consumer, 23 Berkeley Tech. L.J. 1227,1265(2008).
②    Laura R. Bradford, Emotion,Dilution,and The Trademark Consumer, 23 Berkeley Tech. L.J. 1227,1273(2008).
③    Context effects,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text_effects,2019-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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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景点、凤凰卫视电视台和凤凰牌自行车。但是，凤凰存在的多重含义阻碍了凤凰这一商标被消费者

正确地识别吗？事实上，消费者在识别凤凰商标时，并不会由于凤凰被很多主体同时使用而增加认知

上的负担。这是因为，由于情景效应的存在，消费者会根据该商标周围的环境因素去推导该商标标示

的来源。

情景效应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常见。碧毕教授为此也认为：“当两个相同的商标在相同的市场上存

在，明显会使各自的独特性（Uniqueness）丧失，但他们不会彼此弱化。他们不会使消费者增加搜索

成本，或者使消费者花费时间思考（Think for a moment）各自商标的不同来源。”①  麦卡锡教授也直

言不讳地指出：“淡化理论中的弱化假定一个弱小的使用者能够淡化驰名商标标示一种来源的能力，

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弱小使用者能够也将会这样做，就好比被一百只蜜蜂蛰后造成严重伤害的累积效应

（Cumulative effect）。然而，这种比喻精确地反应了现实世界吗？我们很多人都曾经被一只蜜蜂蛰过，

但却并没被随后更多蜜蜂接着蛰。”②  

由此可见，所谓商标淡化导致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增加和使消费者反应精确度的下降和反应时间延

长的观点，有夸大之嫌。这些观点关注消费者在商标淡化之后心理负担的增加，是为商标法反淡化制

度寻找正当性依据，但是却没有揭示市场环境下消费者真实的认知状态。

（二）专家技能和重申效应对商标淡化的影响

不仅情景效应可以减轻商标淡化给驰名商标带来的危害，专家技能和重申效应的存在也使商标淡

化给消费者心理带来的冲击变得微乎其微。

认知心理学认为，专家在大脑知识的数量、组织和使用上，要胜于一般人。对于某个特定领域来

说，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能够大大提高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9](P.277)。国外心理学家曾经做过实验，

比较国际象棋大师和普通棋手的差异。心理学家分别给前者和后者一个象棋的残局，然后将棋局移去，

让两者去回忆棋局的布局。象棋大师正确恢复的棋子数是 20-25 个，普通棋手只有 6 个。但是，当棋

局上的棋子是任意排列，不遵守象棋规则时，两者能够恢复的数量都是 6 个。心理学家还组织物理学

专家和物理学初学者进行实验。该实验要求两者把 24 道物理习题进行分类。结果表明，初学者往往

将表面相似（例如题中都含有三角形）的习题归为一类，而专家则根据物理定理和解题思路将题目分

类 [9](P.278)。

上述实验表明，专家与非专家相比，大脑中已经存在着大量用以解决问题的认知网络，专家在面

对问题时能够很快地调用记忆中已经存储的信息，根据相关信息去解决问题。在象棋实验中，当给象

棋大师和普通棋手展示的是象棋残局时，因为象棋大师大脑的记忆中已经存储了大量的象棋棋局，对

应给出的象棋残局，能够很快地激活大脑中相关的认知网络，对象棋残局进行有组织的记忆，从而能

够在残局移去后恢复更多的棋子。而当给象棋大师和普通棋手展示的是任意排列的象棋棋局时，由于

毫无规律可循，象棋大师头脑中有关棋局的认知网络将不再起到作用，因而专家与新手都只能恢复相

同数量的棋子。可见，专家与非专家的差异就在于大脑中是否具有相关的认知网络，用以识别、记忆

外在的刺激并解决问题。对于专家来说，解决其专业领域内的问题时采用的信息加工方式是直接和自

动的，从而显示出比新手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精确度。而根据专家技能的有关理论，非专家通过一定

的训练和练习，也会形成与专家相同或者类似的认识网络，在解决问题时会变得越来越高效而准确。

与专家技能相关的另外一项认知心理学基本规则是重申效应（Reaffi rmation effects）。人类大脑

识别外在刺激的能力虽然有限，在外界大量刺激的输入下有可能发生信息的过载。但是人类并非不能

够通过自己认知上能动的努力获得更好的记忆、识别和回忆效果。对于某些刺激而言，人们在 初接

①    Barton Beebe, A. Defense of the New Federal Trademark Antidilution Law, 16 FORDHAM INTELL. PROP. MEDIA &. ENT. L.J. 
1143, 1149(2006).

②    J. Thomas McCarthy, Proving a Trademark Has Been Diluted: Theories or Facts? 41 Hous. L. Rev. 713,73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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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到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认知上的困难，无法从大脑记忆中提取有用的信息用于识别刺激。但是，当个

体正确识别了该刺激，或者日后多次重复识别该刺激，就会在大脑中形成稳定的关于该刺激的认知网

络，后续识别该刺激的速度和精确度都会大幅提高。这就表明，人 初对于某些刺激在认知上的困难

并不会一直持续，假如该刺激较为重要或有所重复，人会通过认知的努力进行强化识别、记忆、回忆，

加强对该刺激的识别能力。在这种认知努力下，个体对特定刺激的识别能力将大为改善。因此，“一

些检索的困难会促使更多的心理加工，导致对相关概念更长时间的记忆。”①  联系专家技能理论可以

发现，个体 初对某个刺激识别的困难会使个体更加努力地去记忆，从而使对该刺激的记忆更为牢固。

个体在这种认知的重申和努力之中，慢慢会由一个认知上的新手向专家过渡。通过一定时间的训练和

反复识别，个体对于某些特定刺激的认知能力将类似于专家对其专业领域内刺激的认知能力。

根据专家技能和重申效应理论，消费者的识别能力并非立法者假定的那么低。在驰名商标被淡化

之后，即便消费者在初次面对驰名商标时会发生识别上的迟延，也并不意味着这种迟延会永远存在。

消费者能够通过认知上的努力强化对该驰名商标的记忆，以便在下次遇到该驰名商标时能够很快地识

别出驰名商标的来源。实际上，消费者完全有能力避免在识别特定商标时发生延迟。由于需要长期购

物，消费者的大脑中拥有很多驰名商标的认知网络。即便某一个驰名商标被他人使用在不相关的商品

之上，可能导致淡化的发生，消费者也能够很快地调整自己的认知，加强对驰名商标的记忆，以便在

下次购物时能够准确地识别该商标。

（三）消费者认知卷入程度对商标淡化的影响

消费者认知卷入（cognition involvement）是指消费者主观上感受品牌、商品、消费过程或者消费

环境与其自身的相关性。对于高卷入（high involvement）度的商品，消费者会施加更多的注意，积极

了解该商品的性能、价格、服务等。同时，在购买时也较为理性，会在审慎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决策。

而对于低卷入（Low involvement）度的商品，消费者为追求认知成本的 小化，不会施加太多的注意力，

往往是根据自己对某品牌直接的反应完成消费。可见，产品与消费者的关联度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

认知，关联度越高，消费者的学习越主动，认知效果越好 [8](P.61)。例如，购买别墅或轿车，消费者就

处于高卷入度状态，而购方便面或口香糖，就处于低卷入度状态。对于前者，消费者会对商品的性能、

质量、价格、消费环境等方面进行很高程度的关注，购买决策过程比较复杂；对于后者，消费者不需

要花费太长的时间与精力，决策过程相对简单。

显然，高卷入度商品往往价位较高，风险较大，攸关消费者切身利益，消费者会施加更多的注意

力。这样，理性的消费信息加工和消费决策在高卷入度商品中成为主要的认知模式。在此影响下，消

费者受到广告劝诱的可能性更小，消费者更加关注产品的性能、质量、售后服务等，消费者 终消费

决策的作出主要会基于理性和审慎的思考，不会单纯地依赖于广告塑造出的商品的美好形象。而对于

低卷入度商品，消费者由于时间限制、信息局限、或者缺乏动机，往往有着较少的认知资源，主要是

依靠诸如情绪冲动（emotional impulse）的启发法（heuristics）来作出购物决策。②  因此，对于低卷入

度商品而言，广告更为重要，广告形塑品牌形象的效果更为明显。

消费者卷入程度的区分对于分析商标淡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商标反淡化制度并没有提及消费者

卷入程度，未将商品区分为卷入度高和卷入度低的商品，而是给予所有的驰名商标以同等的法律保护。

其中所暗含的观点就是消费者在商标淡化之后，对于所有驰名商标的反应时间都会延迟， 终造成驰

名商标在消费者心目中形象的受损和地位的降低。然而，结合消费者卷入程度理论可以发现，对于高

卷入度商品而言，即便他人对驰名商标进行了淡化性使用，消费者在实际购物中也会对商标所代表的

①    Rebecca Tushnet, Gone in Sixty Milliseconds: Trademark Law and Cognitive Science, 86 TEX. L. REV.507,539(2008).
②    Laura R. Bradford, Emotion,Dilution,and The Trademark Consumer, 23 Berkeley Tech. L.J. 1227,1263-126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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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性能、质量、售后服务等进行理性而审慎地评估和调查，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出购物决策。

就此而言，商标淡化对消费者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并不显著。这就表明，不同驰名商标由于其各自代表

不同的商品种类，自然也就在消费者心目中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在商标遭受淡化时对消费者心理造成

的影响也千差万别。对于汽车、住宅、游艇、珠宝首饰等昂贵商品、以及对消费者人生、财产、社交

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商品 ①  ，消费者在购买之前会经过足够的调查，施加高度的注意力，这些商品的商

标在商标淡化时所受到的冲击就较小。而对于日用生活品、小额零售商品，消费者为了节约时间和认

知成本，往往采取认知上的捷径，通过对商标的直观感受和情感反应，利用有限的资源作出效益 大

化的选择。由于消费者不会对这些商品进行细致的调查和评估，这些商品的商标受到商标淡化的影响

更大。

当然，对于每个消费者个体来说，高卷入度和低卷入度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对于一个收入很高的

人来说，可能汽车和住宅也属于低卷入度商品。不仅如此，即便对于同一类别的消费者，高卷入度和

低卷入度的划分也并非泾渭分明，尤其是中间过渡地带的商品例如高级皮具、名品手表、高端手机等，

很难将之划分为高卷入度与低卷入度。因此，立法无法根据卷入程度之不同将驰名商标划分为“三六九

等”予以区别性保护。但是，消费者卷入程度理论对于理解商标反淡化制度依然具有启示性：理论上

更需要商标反淡化保护的是那些低卷入度商品的驰名商标。在具体案件中，如果涉案商标是低卷入度

商品的商标，则相比高卷入度商品的商标，更容易成立商标淡化。易言之，商标淡化对驰名商标的损

害不可一概而论，要结合商标所具体使用的商品的类型和消费环境，分析相关消费者对商标的认知状

况。消费者的注意程度越高，越不容易发生淡化。

三、消费者心理认知视角下商标反淡化保护的制度改进

消费者心理认知的分析表明，商标淡化对消费者认知的冲击并不像立法者想象的那么严重。消费

者的认知具有主动性和自我纠错能力，能够根据商标所使用的具体环境进行自我调试，从而降低淡化

对其商标识别和购物决策的影响。既然如此，在商标反淡化制度的设计和适用上，就应当依据消费者

心理认知的规律来界定商标反淡化的保护对象、保护条件和证明标准。

（一）商标反淡化保护的对象

我国《驰名商标解释》第 9 条第 2 款通过对我国《商标法》第 13 条的解释，将商标反淡化制度

引入我国。由此，我国商标反淡化保护的对象就是《商标法》第 13 条所规定的驰名商标。根据《商

标法》第 13 条、《驰名商标解释》第 1 条对驰名商标的界定，我国立法中的驰名商标指的是在中国境

内为相关公众所知晓的商标。因此，只要某一商标为其标示的商品或服务的相关公众所知悉，成为《商

标法》第 13 条所界定的驰名商标，就满足了商标反淡化制度在保护对象上的要求。

实际上，根据本文对消费者情景效应、专家技能、重申效应、卷入程度理论的分析，商标淡化对

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法学界一些学者也指出，商标反淡化保护还需要处理商标权人利益

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1]。过度保护会造成商标权权利性质的改变， 终阻碍自由竞争 [4]。故此，

在保护对象上应严格限定能够受到反淡化保护的商标的范围。只有那些高度驰名的、在消费者记忆中

形成庞大认知网络的商标，才更有可能受到淡化侵权的影响。而我国商标反淡化制度仅将反淡化的保

护对象设定为驰名商标，对受反淡化保护的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没有额外的要求，这将使大量的只

在局部市场或相关商品或服务市场上驰名的商标被纳入反淡化的保护范围，可能造成反淡化保护范围

过宽，不仅使商标权过于强化，有危害公共利益之虞，而且不符合消费者心理认知的客观规律。在商

标反淡化保护对象的认定上，美国就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标准。美国《商标反淡化法修正案》明确规

①    例如攀岩用的绳索就属于对人生有重大影响的商品，尽管攀岩用的绳索的价格相对汽车等较低，但由于其关系到生命安全，
消费者在购买时仍然会施加高度的注意力，通过分析商品的性能、质量等作出购买决策，而不会仅仅依赖于广告和心目中对特定绳
索品牌的美好情感作出购买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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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受反淡化保护的商标必须为美国的普通消费公众（general consuming public）所广为知悉（widely 
recognized）。①  那些仅在特定市场上驰名的商标被排除在了美国反淡化法的保护范围之外。美国立法

正是考虑到商标淡化对消费者识别商标和进行购物决策的影响并不大，因而只有那些极为驰名的商标

才更可能受到商标淡化的损害，对在局部市场和相关公众中驰名的商标并没有必要给予反淡化保护。

由于我国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在《商标法》第 13 条驰名商标保护条款之中引入商标反淡化

制度，所以对受反淡化保护的驰名商标的范围并没有做特别的规定。然而，“《商标法》第 13 条完

全是以混淆理论为基础而构建，”[1] 在立法时并不含有商标反淡化保护的功能。反混淆保护对驰名商

标的要求不能太高，只要商标在相关公众范围之内达到驰名，即可受《商标法》第 13 条的反混淆保

护。但是，在这一条款中增加反淡化的功能之后，实际上就造成反淡化保护的驰名商标范围与反混淆

保护的驰名商标范围完全相同，这不符合商标反淡化的基本原理。考虑到消费者情景效应、专家技能、

重申效应、卷入程度的存在，商标淡化对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商标反淡化保护的驰名商

标范围应与反混淆保护的驰名商标范围有所区别。据此，立法应当遵循消费者认知的基本规律，提高

反淡化保护对象的认定标准，防止反淡化保护范围的扩大给市场竞争带来不利的影响。《商标法》第

13 条应当增设规定：在中国境内为一般公众广为知晓的商标，可以获得商标反淡化保护。

（二）商标反淡化保护的条件

由于《驰名商标解释》第 9 条第 2 款的规定并不清晰，不同的法院在适用这一条款时意见并不统

一。“法院虽 终得出了淡化这一结论，但对于这一结论的得出理由及过程却较少涉及。”[5] 为此，

同样应当依照消费者心理认知的规律，对商标反淡化保护的条件进行明确的界定。

根据《商标法》第 13 条第 3 款和《驰名商标解释》第 9 条第 2 款的规定，我国商标反淡化保护

的条件可以归纳为：（1）被诉淡化侵权的商标与驰名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2）被诉淡化侵权的商

标与驰名商标所使用的商品类别不类似；（3）被诉淡化侵权的商标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其与驰名商

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4）损害后果是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

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在具体个案中，如果被诉侵权方的行为符合上述构成要件，则构成

商标淡化侵权。可见，问题的关键是对这四项要件的解释。

反淡化条款适用的首要条件是被诉淡化侵权的商标与驰名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这里的争议点主

要是商标近似的程度问题。亦即，这里的商标相同或近似，是否需要与《商标法》第 57 条第 2 款混

淆可能性认定中的商标相同或近似做同一解释。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在美国，淡化侵权中对商标近似

程度的要求呈现放松的趋势。在 2002 年，美国法院采取的标准是“相同或几乎相同”的标准，要求

被诉淡化侵权的商标与驰名商标必须相同或构成足够的相似性。例如，2002 年的 Playboy 案中，法院

认为驰名商标与被诉商标并不构成相同或几乎相同，所以被诉商标的使用行为不构成淡化侵权。②  而

在 2011 年的 levi’s 案中，法院否定了“相同或几乎相同”的标准，认为“相同或几乎相同”不是判

断商标淡化的 低门槛，相似程度仅是判断商标淡化的因素之一。③  在我国，意见并不统一。有学者

认为：“‘相似性’应采取一种客观判断标准，并且承认较低程度的‘相似性’就可能导致淡化的成

立 [10]。有法官认为，商标淡化应要求两商标相同或具有很高的近似程度。“只有两商标相同或具有

很高的近似程度时，相关公众才可能在看到被诉商标的情况下仍能联想到在先的驰名商标。”[5]

实际上，从消费者心理认知的角度考虑，只有被诉侵权的商标与驰名商标构成相同或者高度的近

似性，消费者才有可能联想到驰名商标。不仅如此，由于消费者大脑中已经存储了以驰名商标为节点

的认知网络，只有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者高度近似，消费者才有可能将被诉侵权商标所标示的

①    15 USCA §1125 sec.2(2).
②    Playboy Enterprises, Inc. v.Wells, 279 F.3d 796, 806(9th Cir.2002).
③    Levi Strauss & Co. v. Abercrombie & Fitch Trading Co., 633 F.3d 1171,1164(9th Ci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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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务作为新增加的信息补充进驰名商标节点之中，以驰名商标为中心形成新的认知网络。而这

种新的认知网络会对驰名商标的原有认知网络形成影响或干扰，这才是淡化发生的根源。如果双方商

标不相同或者并不构成高度近似，则消费者在识别被诉商标时不一定会联想到驰名商标，或者即便在

识别被诉商标时能够联想到驰名商标，但基于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区别，消费者也并不一定会将被

诉商标补充进驰名商标为中心的认知网络。换言之，由于被诉商标和驰名商标之间存在差异，消费者

很可能会以被诉商标而非驰名商标为节点形成新的认知网络，从而与驰名商标的认知网络并行不悖。

故此，在商标反淡化保护中，商标的相同或近似不能与《商标法》第 57 条第 2 款混淆可能性认定中

的商标相同或近似做同一解释，而应解释为相同或高度近似。

反淡化条款适用的第二项条件是被诉淡化侵权的商标与驰名商标所使用的商品类别不类似。如果

系争双方商标所使用的商品类别构成相同或类似，则通过《商标法》第 57 条第 2 款的混淆可能性条

款就能够对驰名商标施以救济，并不需要借助于商标反淡化保护。如果系争双方使用的商品类别不构

成类似，形成了跨类，但是跨类的商品类别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表现为驰名商标商品所属行业

有跨类生产的惯例、或者驰名商标的生产厂商已经在不同的商品类别上进行了生产，则消费者可能依

然会认为跨类的两种商品之间具有关联性，从而导致混淆 [3]。例如“摩托车”与“润滑油”就是跨类

但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商品类别，通常摩托车的生产厂商也会生产润滑油，而消费者对摩托车和润滑油

由同一厂商生产的市场惯例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认知。这样，如果生产润滑油的企业未经许可使用摩托

车厂商的驰名商标来标示润滑油的来源，消费者就很有可能会发生混淆。这种混淆的形态既可能是商

品来源的混淆，也可能是认为润滑油厂商与摩托车厂商之间具有授权等关联关系的混淆。这种情况下，

商标权人依然可以依据《商标法》第 13 条第 3 款，通过来源混淆或关联关系混淆理论对其驰名商标

进行跨类保护。考虑到混淆理论可以解决商品类别相同、类似以及商品类别虽然不类似但具有内在联

系这几种情形下的侵权问题，因此只有在商品类别不类似并且也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商

标反淡化条款适用的空间。“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不需要适用淡化，因为传统的侵权理论就能解决相

关问题。”[11]

反淡化条款适用的第三项条件是被诉淡化侵权的商标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其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

程度的联系，这里需要解释何为相当程度的联系。首先，相当程度的联系并不是指商标混淆意义上的

联系。亦即，消费者不会误认为被诉侵权商标和驰名商标系同一来源，或具有关联关系。如果将相当

程度的联系解释为商标混淆意义上的联系，则就属于商标反混淆的保护范围，《驰名商标解释》第 9
条第 2 款就不能称之为反淡化条款。其次，相当程度的联系指消费者联系的速度和精确度。消费者认

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却没有发生混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认知状态呢？笔者

认为，相当程度的联系这一要求，实际上是指消费者在识别被诉商标时，能够快速而准确地联想到驰

名商标。亦即，尽管不会发生混淆，消费者却认识到被诉商标和驰名商标联系地如此紧密，以至于在

市场中遇到被诉商标时能够非常自然地联想到驰名商标。 终的落脚点仍应是（商标）此种近似程度

是否足以唤起社会公众对在先驰名商标自然且毫无障碍的联想 [12]。欧盟法院在判例中也认为，商标

这种近似程度尽管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但是却制造了某种联系。如果没有这种联系，淡化的损

害是不可能发生的。①  可见，所谓相当程度的联系，实际上是指被诉商标的相关消费者和驰名商标的

相关消费者重合度较高，同时被诉商标和驰名商标构成相同或高度近似，以至于被诉侵权商标的消费

者能够迅速而准确地联想到驰名商标，从而为淡化的发生提供了可能。相关消费者的重合度高，表明

被诉商标的相关消费者曾经接触过驰名商标，能够联想到驰名商标。例如，如果他人未经许可，将冶

金业中的驰名商标注册在服装类商品之上，由于服装类商品的相关消费者根本没有接触过冶金业中的

①    Case C 323/09 Interfl ora, paragraph 65(ECJ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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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商标，就无法联想到该驰名商标，淡化也就无从发生。被诉商标和驰名商标构成相同或高度近似，

表明消费者在市场中遇到被诉商标时能够自然地联想到驰名商标，这就增加了发生淡化的可能性。故

此，这一要件实际上可以转化为：（1）被诉商标的消费者与驰名商标的消费者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合。（2）

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构成相同或高度近似。换言之，《驰名商标解释》第 9 条第 2 款意在表达由于被

诉商标的消费者和驰名商标的消费者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合，被诉商标和驰名商标构成相同或者高度近

似，消费者能够迅速而准确地联想到驰名商标，因而使用了“相当程度的联系”这一表述。而要构成

“相当程度的联系”，仍应当回归到被诉商标和驰名商标涉及的消费者的重合程度和两个商标是否构

成相同或高度近似。只有如此，才可能由于达到“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引发消费者对驰名商标的联想。

（三）商标反淡化保护的证明

驰名商标权利人需要证明淡化的损害后果，才能够获得商标反淡化保护。《驰名商标解释》第 9
条第 2 款将损害后果界定为“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

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故此，驰名商标权利人应举证证明被诉人的行为将给驰名商标带来上述损害。

然而，商标淡化与商标混淆并不相同。商标混淆是直接影响商标的标示力和显著性，造成消费者无法

区分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而商标淡化是一种极为缓慢的对商标权人商标标示力和显著性的侵害，它

终影响的是消费者识别商标的时间、精确度以及内心的情感。这种识别时间的延迟、精确度的降低和

对商标情感的改变极为缓慢和微小，这也就造成驰名商标权利人很难在个案之中举证证明被诉人的行

为会减弱或丑化其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证明要件也是采取推定的方式，并没

有要求当事人举出被诉人的行为会减弱或丑化驰名商标的直接证据。例如，有法官归纳了商标淡化的

三项构成要件：相关公众对驰名商标与其所有人在特定商品或服务上的惟一对应关系有所认知；被诉

行为的相关公众在看到被诉商标时能够联想到在先驰名商标；被诉商标的相关公众能够认识到被诉商

标与在先驰名商标并无关系 [5]。只要符合这三项要件，被诉人的行为即构成商标淡化侵权。但是细加

分析可以发现，这三项要件中，第一项要件是要求驰名商标需要为公众所知悉，具备较强的显著性。

第二、三项要件是要求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相同或高度近似，并且消费者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混淆。可

见，这三项要件都不直接涉及减弱或丑化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而仅仅是造成弱化或丑化驰名商标的前

提条件，而 为重要的淡化损害要件却被省略了。这也难怪有学者会认为“法院往往在缺乏详细论证

的情况下即认定淡化发生。”[6]

为了更好地论证被诉人的行为对商标造成的损害，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地进行判断，有学者提出应

当采取消费者调查的方式，更好地还原商标在消费者认知中的真实状态。①  在商标淡化方面，有学者

列举了证明商标淡化存在的商标联想实验、典型性实验、价值实验，详细论证了如何通过消费者的调

查实验来证明商标淡化损害的发生 [6]。商标联想实验主要是向被调查的消费者展示被诉商标，然后询

问消费者联想到了什么商标或商品。如果消费者能够快速而准确地联想到驰名商标，则表明被诉商标

和驰名商标之间可能构成“相当程度的联系”。商标典型性实验主要是将调查对象区分为接触过被诉

商标的消费者（测试组）和尚未接触过被诉商标的消费者（对照组），向两组消费者展示驰名商标，

如果测试组中同时提及驰名商标商品和被诉商标商品的消费者比重大于对照组，则表明驰名商标的指

向性不再惟一，发生了淡化的效果。商标价值实验同样将调查对象区分为接触过被诉商标的消费者（测

试组）和尚未接触过被诉商标的消费者（对照组），向两组消费者展示驰名商标，请两组消费者说明

在看到该驰名商标时有何种情绪或态度。如果测试组中持负面、消极情绪或态度的消费者比例大于对

①    提倡用消费者调查的方式来证明商标显著性、混淆或淡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杜颖：“商标纠纷中的消费者问卷调查证据”，
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 年第 1 期；张爱国：“商标消费者调查的正当性研究—从 49 份商标侵权纠纷民事判决书谈起”，载《知识产权》
2011 年第 2 期；金海军：“商标与通用名称问题的消费者调查方法—实证与比较”，载《暨南学报》2013 年第 10 期；姚鹤徽：“论
商标侵权判定中的消费者调查”，载《电子知识产权》2015 年第 7 期；陈贤凯：“驰名商标淡化的科学测度—调查实验在司法中的运用”，
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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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则表明商标发生了丑化。

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法院对消费者调查证据并没有予以普遍的认可，甚至有学者经

过统计，在四千余份商标侵权判决书中，仅有 49 份涉及到消费者调查证据 [13]。这表明目前司法系统

整体对消费者调查证据持审慎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消费者调查尚未在我国规范化，在调查对象、调查

方法、调查程序等方面尚未形成共识，消费者调查结果的人为可操纵程度较大。尽管如此，由于消费

者调查直接考察了消费者识别商标时的心理认知情况，因此它是理想的认定淡化是否会造成损害的证

据类型。随着学者的提倡和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法院对消费者调查证据的逐步重视，我国已经有法律

规范对消费者调查的证据予以承认。例如，《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3 条就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

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对这一证据类型予以了肯定。

在 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美国篮球运动员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

议行政纠纷案中，原被告均向法院提供了消费者调查报告。 高人民法院认可了迈克尔·杰弗里·乔

丹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完成的消费者调查报告证据，认定这份调查报告由公证机关进行了公证，调查程

序比较规范，调查结论的真实性、证明力相对较高，能够证明消费者对“乔丹”的认知情况。①  故此，

商标立法需要明确认可商标淡化损害的消费者调查的证据效力，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消费者调查的方

法和程序，以提高这一证据的证明力。

除了运用消费者调查这一直接证据以外，法院还可以通过间接证据证明淡化损害的发生。本文前

述商标淡化的三项构成要件就是司法实践总结的规则。考虑到消费者情景效应、专家技能、重申效应、

卷入程度的存在，商标淡化并不会对消费者购物决策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法院在审理商标淡化侵权

案件中，需要综合考察诉请反淡化保护的商标的驰名程度、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程度、

被诉商标的相关消费者和驰名商标的相关消费者的重合程度、消费者是否能够快速而准确地联想到驰

名商标等因素。只有诉请反淡化保护的商标在在中国境内为一般公众广为知晓、被诉商标和驰名商标

相同或者高度近似、被诉商标和驰名商标的相关消费者重合程度较高，消费者在识别被诉商标时能够

快速而准确地联想到驰名商标，该驰名商标方很有可能遭到淡化的损害，需要商标法予以救济。

结 语

商标反淡化保护一直以来就是商标法中存在争议的疑难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商标淡化描述的是消

费者面对商标时的微妙的心理变化。从法律制度的设计上看，我们需要研究消费者的心理认知状态，

透过消费者面对商标时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将商标淡化转化为法律上可以界定的事实和适用范围清晰、

判断标准明确的规则。我国现有的商标反淡化保护规则是嫁接在《商标法》第 13 条驰名商标反混淆

保护条款之上，导致商标淡化的保护对象、保护条件和证明标准的错位，不完全符合消费者心理认知

的原理。立法需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商标反淡化保护制度，并与驰名商标反混淆保护制度完全分离，

明确商标淡化的保护对象、保护条件和证明标准，以利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①    高人民法院再 27 号（2016）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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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 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rademark Anti-dilution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s'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Yao Hehui

Abstract: Trademark dilution will lead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speed and accuracy of consumer 
identification of trademarks and affect consumers' psychological attitude towards trademarks.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of context effects, expert skill, reaffi rmation effects and 
degree of involvement, consumers' cognition is proactive and can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 in which trademarks are used, so as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terference of dilution to 
their trademark recognition and shopping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the effect of trademark dilution on 
consumers' psychology is not serious, and the damage to the trademark owner is limited. In terms of the 
system design of anti-dilution protection of trademarks, the objects, conditions and standards of proof of 
anti-dilution protection of trademarks should be defi n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consumers'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The trademark that is widely known to the general public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China as the limit 
of the object of protection; In terms of protection conditions, consumers of the sued trademark and those of 
well-known trademark are required to have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coincidence and the sued trademar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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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validity of consumer surveys and use a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o demonstr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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