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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专利制度改革的三个维度
李明德

内容提要：自1985年4月以来，我国专利制度已经运行了近35年。面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要求，无论是专利法律体系，还是专利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都应当进行改革。本文建议，改革我国
的专利法律体系，仅仅对于创造性程度较高的技术发明提供专利保护，而对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则
提供其他权利保护。同时，应当改革专利行政体系，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专利的审查、批准和相关的服
务上；改革专利司法体系，通过新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的建设，协调和统一专利有效与否、侵
权与否的标准。本文认为，专利法律体系、专利行政体系和专利司法体系应当准确定位，各司其职，
进而实现严格保护专利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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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pril 1985, the Chinese patent system has been operated for almost 35 year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patent legal system,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judicial system, must all be reformed. This paper suggests dividing the current Patent Law into 
three parts, i.e. Patent Law, Utility Model Law, and Design Law, and only awarding patent protection to the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which is of higher innovative degree. Meanwhile, the pat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should focus on the patent examination, granting, and relevant services. The patent judicial system,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harmonizing and unifying the standards for patent invalidation infringement judgement. 
It is believed that only when the patent legal system,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judicial system can fulfill 
their respective job, the purpose of strict protection of patent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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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专利法》自1979年开始起草，

于1984年3月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通过，于1985年4月开始实施。在此之后，

我国《专利法》又于1992年、2000年和2008年
三度修正。目前正在进行《专利法》第四次修

订。随着专利法的起草和实施，我国在国务院之

下建立的专利行政部门，受理专利的申请、从事

专利的审查和授权等业务。同时，随着专利法的

实施和专利审判实践的需要，我国还建立了专门

从事专利审判的法院体系。大体说来，《专利

法》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专利管理部门，以

及从事专利审判工作的法院体系，构成了我国

现行专利制度的主体部分。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

的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专

利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专利申请数

量的持续增加，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现行专利法

律法规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国家重新组建专

利行政体系和专利司法体系，又促使我们重新

思考二者的关系。本文将从专利法律体系、专

利行政体系和专利司法体系三个维度，探讨我

国专利制度的改革。

一、专利法律体系的变革

我国现行的专利法律体系，主要由以下三

个部分构成：第一，《专利法》《专利法实施

细则》《专利代理条例》《国防专利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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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行政法规；第二，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

《专利行政执法办法》《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

等行政规章；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

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

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等司法解释，以及相关的典型案例。

显然，在这样一个专利法律体系中，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和修正的《专

利法》位于核心地位。由国务院制定的专利行政

法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专利行政规章、

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专利司法解释，都是围绕

着《专利法》的相关规定作出的。例如，由国务

院制定的《专利代理条例》是围绕着《专利法》

中有关专利代理的规定而制定的。又如，国家知

识产权局发布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则

是围绕着《专利法》中有关专利强制许可的规定

而制定的。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对

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

定》，又是围绕着《专利法》中关于诉前责令停

止侵权、诉前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规定而制定

的。至于各级人民法院的一系列典型判决，也是

依据《专利法》有关专利权归属、专利权无效宣

告、专利侵权和救济等的规定作出的。

然而，面临我国技术成果保护和政治体制改

革的需要，现行的专利法却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之

处。例如，关于职务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关于

奖励职务发明创造人的规定，存在着很大的模糊

性，不利于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a又如，推

广应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的规定，反映

了计划经济的思维，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b

再如，没有要求专利申请人必须在申请文件中写

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姓名，不利于保护发明人

或者设计人的精神权利。同时，将标明专利标识

作为权利而非义务，也不利于向社会公众通告相

关专利权的存在。c事实上，在本文看来，现行

专利法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将发明、实用新型和外

观设计放在同一部法律中保护，而且统称为“专

利”。这种做法，既没有充分反映我国科学技术

水平的现状，也难以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

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以《专利法》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并且统称为“专利”，有其历史的原因。《专

利法》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草之初，曾经拟将其

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专利法》，并且打算在

时机成熟时另行起草法律，保护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d显然，这是借鉴了日本的做法，分别制定专

利法、实用新型法和外观设计法，以保护相关的发

明创造。然而，经过多方面讨论和权衡利弊，最后

采取了《专利法》的名称，并且在《专利法》中保

护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统称为“发明创

造”。当然，为了区别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和

外观设计专利，在审查程序和保护期限上，又作出

了不同的规定。例如，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外

观设计专利申请，只进行形式审查，不进行关于实

用新型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或者外观设计的

新颖性（不相同）、独创性（不近似）的实质性审

查。又如，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为自申请之日起15
年，而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期限为

5年，可以申请再续展3年。e

大体说来，我国于1984年制定的《专利法》

（以下简称1984年《专利法》），将发明、实用

新型和外观设计统称为“专利”，反映了我国当

时的科技发展状态。例如，限于我国当时的技术

发展水平，可以申请发明专利的“大发明”不会

很多，但可以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小发

明”则比较多。又如，保护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

设计专利，有利于我国中小企业申请专利，进而

调动其创新的积极性。事实上，当时的立法者比

较担心，如果《专利法》只保护发明专利，并且

只把“发明”称之为专利，而不把实用新型和外

观设计称之为“专利”，则有可能80%以上的专

利申请者都是外国人。与此相应，如果绝大多

数发明专利的所有人都是外国人，显然不利于

a 参见《专利法》第 6 条和第 16 条。

b 参见《专利法》第 14 条。1984 年《专利法》还规定了自然人、集体所有制单位发明专利的推广运用（已经于 2008 年删除）。

c 参见《专利法》第 17 条。

d 参见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0 页。

e 参见我国 1984 年《专利法》第 22 条、第 23 条、第 45 条以及其他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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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充分利用专利技术。f正是基于以上种种

考虑，立法者采纳了以《专利法》保护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方案。

我国《专利法》于1985年4月开始实施，迄今

为止已经有近35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国专利申请的图

景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根据笔者掌握的数据，

自1985年4月《专利法》实施之后，发明、实用新

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的申请数量，经过14年零9
个月的时间，于2000年达到了第一个100万件。这

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随后，三种

专利的申请数量快速增长，第二个100万件经过了

4年零2个月，第三个100万件经过了2年零3个月。

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三种专利申请为

1,222,286件，首次突破每年100万件大关。g而到了

2018年，三种专利的申请数量则达到了432.3万
件。h三种专利的申请量，从1985年的14,372件，到

2018年的432.3万件，呈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增长。

就其中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来看，近年来也有

了大幅度的增长。例如在2010年，发明专利申请

量为391,177件。i而到了2018年，发明专利申请量

则达到了154.2万件。j从1985年的数千件到2018年
的154.2万件，我国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在过去三十

多年间，也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而且，在

发明专利的申请方面，在一开始确实是外国人的

申请量大于中国人的申请量，大约为70%以上。

然而到了2007年，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发明专利申

请量第一次超过了50%，近年来更是达到了70%以

上。同时，在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中，中国企业

和个人也超过了60%。例如在2018年，我国的发明

专利授权量为43.2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

为34.6万件。k这样，我国曾经存在的外国人的发

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大于本国国民的情形，

早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鉴于我国三种专利申请数量的大幅度增

长，以及我国企业、个人在发明专利申请和获得

授权方面的变化，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

反复提出应当改革我国的专利法律体系，分别保

护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事实上，近

年来社会各界所主张的“提升专利质量、提升专

利的技术含量”，也表明了我国自1984年以来所

形成的专利法律体系，尤其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专

利法，应当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大体说来，我国

专利法的改革可以有三个方案。

第一，将现行的专利法一分为三，制定

单独的《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和《外观设

计法》，分别提供对于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

设计的保护。按照这个方案，《专利法》仅仅

保护技术发明，只有获得了授权的技术发明，

才可以称之为“专利权”。至于实用新型和外

观设计，在符合《实用新型法》或者《外观设

计法》的条件下，可以获得“权利证书”的保

护，但不再成为“专利权”。这样，获得授权

的技术发明“专利权”，都是经过了新颖性、

创造性和实用性审查的权利，而且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都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权利。

第二，保持现行专利法的框架，仍然在一部

法律中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但是，只

有技术含量较高且经过了实质性审查的发明专利申

请，才可以授予“专利权”。至于实用新型和外观

设计，在经过了法定的程序之后，虽然可以获得专

利法的保护，但不再称之为“实用新型专利”或者

“外观设计专利”。事实上，早在2000年修订《专

利法》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提出过类似的方案，

仅仅对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提供“权利证书”

的保护，但没有得到国务院的认可。l应该说，在

2000年就提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不再称之为“专

利”，具有令人称道的前瞻性。

第三，以《专利法》保护发明和实用新型，

同时制定单独的外观设计保护法。这是因为，发

明和实用新型都是关于技术方案的创新，而外

观设计则是将美学的观念和设计适用在工业品

上。在这方面，无论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

约》还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

f 参见汤宗舜：《回忆专利法的起草》，载刘春田主编：《中国知识产权二十年》，专利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g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二○一○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h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二○一八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i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二○一○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j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二○一八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k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二○一八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l 笔者曾经参与过 2000 年修订《专利法》的讨论。

论我国专利制度改革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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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TRIPS协议》），均单独规定了对外观设计保

护的要求。与此相应，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

以单独立法的方式来保护工业品的外观设计。近年

来，我国立法机关关于外观设计性质的态度，似乎

也发生了变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18年10月通过的《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

序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受

理来自全国的技术类知识产权二审案件。其中提到

了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但并没有提到外观设计。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改革我国现行专

利法律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至于在具体的改

革上，是采取分别制定《专利法》《实用新型

法》和《外观设计法》的方案，还是在现行法

律体系之下仅仅对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提供

证书保护的方案，或者是采取单独制定《外观

设计法》的方案，则可以进行进一步讨论。

二、专利行政部门工作重心的转移

不同于著作权的获得，专利权的获得要经

过一定的行政审查程序。正是由此出发，世界上

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专利局”“专利商标

局”或者“工业产权局”，以处理专利的申请、

审查、授权和无效宣告等事宜。在这方面，我国

早在1980年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

（以下简称中国专利局），以便在专利法实施之

后，从事有关专利申请的受理、审查、授权和无

效宣告，以及其他的行政管理事宜。除此之外，

1980年成立的中国专利局，还承担起了起草《专

利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任务。根据相关的记

载，在1984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通过之前，《专利法》草案曾经起草了25稿，其

中的绝大多数草案都是由中国专利局起草的。m

这样，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专利局或者专利商标

局相比，我国的专利行政管理部门至少承担了两

项职责，受理专利的申请、审查、授权和无效宣

告，以及《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条例》等行

政法规的起草，包括法律法规修订草案的起草。

自1984年《专利法》实施以来，我国的专利行

政部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专利事业的不断发

展，除了国务院层面的“中国专利局”，还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政府中（甚至在某些地级市

和县级市）建立了地方的专利管理部门。1998年，

中国专利局更名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国务

院管理知识产权行政事务的机构，下设处理专利

事务的“专利局”。然而，原本拟定的下设商标

注册机构的计划，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

随后，地方各级政府中的专利管理部门，也相应

更名为地方的“知识产权局”，主管地方的专利

事务。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重新组建“国家知

识产权局”，将原属于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的商标管理职责和原属于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的原产地地理标志管理职责，纳入“国家

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下设机构就有

了“专利局”“商标局”和处理地理标志注册等事

宜的部门。n这样，除了著作权（版权）的事宜，

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成为了有关专利、商标和原产地

地理标志的行政主管部门。

自1984年《专利法》实施以来，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的职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照1984
年《专利法》的相关规定，中国专利局受理和审

查专利申请案，并且对于符合法定要件的发明创

造授予专利权。同时，中国专利局设立专利复审

委员会，负责专利申请复审和专利无效请求审

查。如果复审或者无效请求审查的决定涉及发明

专利，则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涉及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则为终局决定。

然而，这个规定不符合国际上有关专利权利获得

和无效宣告的通行做法。至少按照世界贸易组织

《TRIPS协议》的规定，行政机关有关知识产权获

得和维持的决定，应当接受司法的复审，而非终

局决定。o到了2000年，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正《专利

法》，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无论是

关于申请案的复审决定还是关于专利权无效宣告

的决定，无论是关于发明专利的决定，还是关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决定，当事人不服都可以

向法院提起诉讼。正是基于这样的规定，在有关

专利复审决定和无效宣告决定的诉讼中，专利复

m 参见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9-300 页。

n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www.cnipa.gov.cn）。

o 参见《TRIPS 协议》第 62 条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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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委员会频繁作为被告，而对方当事人则作为第

三人参加诉讼。

或许，专利行政管理机关职责的最大变化，

还是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问题上。按照1984年
《专利法》的规定，如果发生专利侵权，权利人

可以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请求专利管理部

门处理。至于专利管理部门处理专利纠纷，既可

以确定被告是否侵权，又可以责令停止侵权和支

付损害赔偿。至少是在有关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理

方面，专利管理部门具有的职能与法院相同。显

然，1984年《专利法》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

在当时我国专利人才奇缺，而有限的专利人才又

汇聚在专利行政机关中。然而，随着专利法的实

施，我国专利司法人才不断增加，最高人民法院

和各个高级人民法院以及一些中级人民法院中的

知识产权审判庭，逐渐成为了专利侵权纠纷处理

的重要力量。在这种背景之下，专利侵权纠纷的

处理不再作为专利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已

经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2000年修正《专利法》时，基于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地方各级专利管理机关的建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保留了专利行政管理机关处理专

利侵权纠纷的部分职责。具体说来，发生专利侵权

纠纷之后，权利人仍然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

理，但专利管理机关在确定侵权与否之后，只能给

予禁令的救济，而不能给予损害赔偿的救济。如果

专利权人想获得损害赔偿的救济，则应当向法院提

起诉讼。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此

类案件，人民法院仍然应当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

行全面审查。p这就意味着，法院在有关损害赔偿

的审判中，并不认可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侵犯专利

权或者不侵犯专利权的决定。这样，专利管理机关

的行政执法的职责就大大削弱了。

2018年3月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专利执法

职责交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具体来

说，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将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的职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的职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执

法职责，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以及国

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同时，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由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管理。q按照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的分工，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保护

知识产权工作，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负

责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的注册登记和行

政裁决，指导商标、专利执法工作等。至于侵犯专

利权、商标权和地理标志权的行政执法职责，则由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属的执法稽查部门负

责，国家知识产权局仅负有业务指导的职责。r

随着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重组和纳入“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地方专利行政部门

纳入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何重新定位

各级专利行政部门的工作重心，就成了一个必

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按照中央编制办公室发布

“三定方案”《国家知识产权局职能配置、内

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职责主要有：负责拟订和组织实施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负责保护知识产权；负责促进知识产

权运用；负责知识产权的审查注册登记和行政裁

决；等等。其中的“负责保护知识产权”，包括

拟定专利保护制度、起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指

导专利执法；其中的“审查注册登记和行政裁

决”，包括专利审查、复审和无效宣告等。s

显然，重组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设定国家

知识产权局的职责，以及将各级专利行政部门纳

入市场监督管理体系，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技术领

域中的发明创造，进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认为，从保护技

术创新的角度来看，从专利的获得、运用和保护

的角度来看，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将工作重

心放在专利的审查授权上，地方专利行政部门

则应当将工作重心放在专利技术的转化和运用上。

p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第 21 号），第 25 条。

q 参见《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载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17/c_1122552185.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20 日。

r 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www.samr.gov.cn）。

s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载 http://www.cnipa.gov.cn/gk/gkzzjg/1121359.htm，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6 月 20 日。

论我国专利制度改革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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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各级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切实采取措

施，从注重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量，转移到偏重

专利申请和授权的质量。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

注重市场规律和以市场杠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尽快放弃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的财政补贴。同

时，各级专利行政部门不再以专利的申请量作为

考核的指标，各级人民政府也不再以专利的申请

量作为政绩的指标。

注重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的质量，还应当对

“专利质量”有正确的认识。近年来，随着专利

申请和授权数量的急剧增加，理论界和实务界着

力探讨了“专利质量”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

“专利质量高”意味着专利申请案和最终授予的

专利应当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并且能够为企业

带来相应的市场利益。然而，相关的专利申请案

是否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却不是专利审查部门

可以左右的。在专利审查实践中，专利审查部门

只能依据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审查申请案中的发

明创造是否符合授予专利权的条件，进而作出授

权与否的决定。正是由此出发，国际上所说的“专

利质量高”，主要是指经过审查授权的专利，充分

反映了相关的技术发明，使之能够获得强有力的保

护。同时，“专利质量高”还意味着，经过审查授

权的专利权，具有较为稳定的权利状态，不会在后

续的司法或者行政程序中被判定为无效，或者不

会在权利保护范围上发生较大的变化。

因此，提升“专利质量”，还意味着专利

审查部门应当通过相关的审查和授权活动，引导

专利代理机构大幅度提高专利代理的质量，在权

利要求书中恰当界定权利保护的范围，在专利说

明书中准确描述相关的技术发明。近年来，笔者

参加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论证，遇到一个

非常突出的问题是，权利要求书往往没有恰当界

定专利的保护范围，专利说明书往往没有清晰描

述涉案的技术发明，以及权利要求书中的某些技

术特征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专利代理质量的低

下，显然与各级政府追逐专利数量密切相关，也

与专利代理机构在追逐专利数量背景下的低价竞

争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之下，一方面很多难以获

得专利的申请案进入了审查渠道，加重了专利审

查部门的负担；另一方面，很多申请案即使获得

了专利授权，也因为没有充分反应相关的技术发

明而存在着瑕疵，并且权利状态极不稳定。从某

种意义上说，专利代理质量的低下，已经成了我

国技术创新成果保护的瓶颈。

专利代理质量的提高，显然又与市场主体

的发明创造水平密切相关。只有企业或者个人

做出创造性程度较高的技术发明，并且进入了

专利申请的轨道，才有可能产生高质量的专利

代理文件，包括恰当界定专利保护范围的权利要

求书和准确描述发明的说明书。或许，无论是专

利审查部门还是专利代理机构，都无法左右市场

主体的发明创造及其技术含量。但是，通过提升

专利审查质量和专利代理质量，专利审查部门和

专利代理机构，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市场主

体从事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而将技术含量

较高的发明纳入专利申请的轨道。

三、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的建设

按照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属于国家行政机

关的专利商标局或者工业产权局，受理和审查专

利申请案，并且在符合法定要件的前提下作出授

予专利权的决定。然而，如果当事人之间发生了

有关专利权属的纠纷，发生了有关专利侵权的纠

纷，则是由法院予以审理。在很多国家，已经获

得授权的专利是否应当被宣告为无效，也是由法

院在相关纠纷的审理中判决的。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说，在技术发明审查授权的过程中，在处理专

利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中，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

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

1985年4月，我国《专利法》开始实施，各级人

民法院也随之从事了有关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审

理。如前所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院和专利

管理机关共同承担了处理侵权纠纷的职责。随着

知识产权审判事业的不断发展，大量的专利审判人

才得以培养，并且充实到了各级人民法院之中，专

利侵权纠纷处理的重心，也逐步转移到了法院。这

就是通常所说的专利保护中的“司法主导”。

在一开始，有关知识产侵权纠纷的审判工

作（包括有关专利侵权纠纷的审判工作），属

于经济审判庭的职责范围。1993年8月，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率先成立

了知识产权审判庭。随后，上海、广东等地的

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也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截至2012
年6月，全国四级法院中设立了420个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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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t针对专利案件不仅涉及特殊的法律问

题，而且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的情况，最高人民

法院还指定了一些中级人民法院和个别基层人民

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管辖有关专利侵权纠纷

的一审案件。截至2013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指定

了87家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专利纠纷的一审案件，

另外指定了7家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有关实用新型

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纠纷的案件。u

应该说，自1993年以来在各级人民法院中设立

知识产权审判庭，使得我国的专利审判走上了一条

专业化的道路，也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了专利审

判的水平。然而，就专利侵权纠纷的一审案件来

说，由87家中级人民法院和7家基层人民法院分别

管辖，显然过于分散。根据相关的资料，最高人民

法院一开始指定了31个省会、直辖市、自治区首府

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4个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

法院，以及个别沿海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专

利一审案件。v应该说，考虑到专利纠纷案件的特

殊性，同时也是考虑到地域分布的问题，由这些中

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管辖专利纠纷的一审案

件，然后上诉到相应的高级人民法院，是一种比较理

性的做法。然而后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扩大受理专

利一审案件中级人民法院的范围，从三十多家到五十

多家，最后达到了2013年底的87家，甚至还另外指定

了7家基层人民法院。这造成了受理法院过于分散，

不利于统一和协调侵权认定的标准。同时，以如此之

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专利一审案件，也使得专利案

件的统一上诉几乎成为不可能。事实上，按照当时的

做法，如果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又可以向相应的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直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

审。显然，由32个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专利纠纷的二

审案件，同样难以统一和协调裁判制度。w

正是针对以上的情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于2014年8月31日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

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随后，最高人民

法院又于2014年10月27日通过了《关于北京、上海、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按照这两个

文件，设立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知识产权法院，

属于技术类知识产权一审法院，专门审理专利、植

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和计算

机软件的民事和行政案件。自2017年1月至2019年7
月，又在南京、苏州、武汉、成都、杭州、宁波、

合肥、福州、济南、青岛、深圳、天津、郑州、长

沙、西安、南昌、兰州、长春、乌鲁木齐、海口和

厦门的中级人民法院之中，设立了21个知识产权法

庭，同样管辖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技术秘密和计算机软件等技术类知识产权的第

一审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x

设立三个知识产权法院，以及若干个知识产

权法庭，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集中管辖专利的

一审案件，但仍然应当上诉到相应的高级人民法

院。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协调专利等技术类案件的

裁判尺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8年
10月26日作出《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

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技术性较强的民

事、行政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

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y为了落实这个决定，最高

人民法院设立了一个专门受理上诉案件的“知识

产权法庭”，已经于2019年1月开始受理案件。

随着3个知识产权法院和21个知识产权法庭的

设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我

国大体建立起了一个专门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

（包括专利案件）的法院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

个新的法院体系，是抛弃原来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案

件的审判体系而重新建立的。由于新的法院体系不

仅集中了专利等一审案件的管辖，而且设立了一个

统一上诉的知识产权法庭，从而有助于统一和协调

裁判的尺度，有效和有力地保护专利等技术创新成

果。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批复，在中级人民

法院中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做法，也引起了学术

t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2012 年 12 月 25 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

会议上》，载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3-04/17/content_181107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7 月 15 日。

u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二○一三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v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革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7 页。

w 包括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高级人民法院。

x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网站（www.chinacourt.org）。

y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载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
detail/2018/10/id/354938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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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实务界的担忧。具体说来，北京、上海、广

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是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的决定而设立。从程序上说，如果有必

要设立新的知识产权法院，还应当经过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定程序，因而不会出现

失控的情形。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的《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的决定》，无论是三个知识产权法院，还是最高

人民法院批复设立的“知识产权法庭”，都可以

跨域管辖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在此前提

之下，是否有必要设立如此之多的“知识产权法

庭”，值得进一步探讨。至少在本文看来，过多

地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有可能再次造成专利类一

审案件的管辖过于分散，进而不利于裁判尺度的

统一和协调。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吸取2013年以

前最高人民法院过多地指定专利一审案件管辖法

院的教训。

新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也

为加快审理专利侵权案件带来了新的契机。按

照以往的做法，在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一旦

被控侵权人提出专利无效的抗辩，则受理一审

案件的法院有可能中止审理，等待专利复审部

门作出涉案专利是否有效的决定。而且，一方

或者双方当事人不服专利复审部门的决定，又

可以起诉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上诉到最高人

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z当然，受理专利侵权纠

纷的一审案件，也可以在认定专利权有效的前

提下，作出被告是否侵权的判决。然而，这又

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一旦在一审或者二审的过

程中，专利复审部门作出了宣告专利权无效的

决定，又会使得审理侵权纠纷案件的法院陷入

被动状态。显然，无论是一审法院等待专利复

审部门作出专利权是否有效的决定，还是假定

专利权有效而审理相关的侵权纠纷，都不利于

尽快确定专利权是否有效，不利于尽快解决侵

权纠纷和有效保护专利权。

然而，在新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的背景

下，则有可能避免上述的被动局面。具体说

来，如果被告在一审案件中提出了专利无效的

抗辩，则受理案件的知识产权法院或者知识产

权法庭，可以直接确定涉案的专利权是否有效，

或者是否部分有效。如果认定涉案专利权无效，

则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认定专利有效或者

部分有效，则可以进一步审理被告是否侵权。而

且，无论是关于专利权是否有效的一审判决，还

是关于侵权与否的一审判决，都可以上诉到最高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由其作出二审判决，进

而协调专利权是否有效和是否侵权的裁判标准。

显然，由新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作出专利权

是否有效的判决，不存在法律上和技术上的障

碍。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和若

干个知识产权法庭，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知识

产权法庭，是专门审理专利等技术类案件的机

构，能够熟练和准确地适用专利法的相关规定。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新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或者

法庭，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法庭，都有

技术调查人员的配备。@7专门的技术调查人员，再

加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辩论，完全可以让审理

案件的法官理解相关的技术问题，进而作出有关

专利权是否有效或者是否部分有效的判决。

应该说，由知识产权法院或者知识产权法

庭在一审案件中直接认定专利权是否有效，不

同于专利复审部门作出的专利权是否有效的决

定。大体说来，由专利复审部门作出的专利权是

否有效或者是否部分有效的决定，都会反映在专

利局的相关公告中，具有针对社会公众的效力。

而知识产权法院或者知识产权法庭作出的专利权

是否有效的判决，其效力仅限于对方当事人，不

具有针对社会公众的效力。在相关案件终结之

后，专利权人甚至可以针对其他人再次提出侵权

的指控。当然，在后续案件的审理中，知识产权

法院或者知识产权法庭可以参考以往的判决，进

而作出原告专利权是否有效、被告是否侵权的判

决。从这个意义说，知识产权法院或者知识产权

法庭作出涉案专利权是否有效的决定，仅仅

是针对双方当事人确定了一种权利状态或者

法律状态，使得相关的侵权纠纷案件或者终

结，或者继续进行。知识产权法院或者知识

产权法庭，并没有将专利复审部门审查专利权

无效请求的职责纳入审判范围。

z 参见李明德：《关于我国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的几个问题》，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 3 期，第 14-26 页。

@7 参见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 3 期，第 8-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