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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信用原则”引入专利驳回和无效理由的法律构造
——兼评专利法第四次修正案（草案）第二十条

饶先成

（南京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0093）

摘 要：《专利法第四次修正案（草案）》新增第二十条中引入了诚实信用原则，但缺乏具体化的适用路径。基于专利契约理

论，将专利权视为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契约，从而将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视为违反先契约义务的行为，专利权人应

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将专利申请的驳回和专利权的无效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形式，从而实现诚实信用原则在《修正

案（草案）》中的具体化适用。本文认为，应考察美国不正当行为原则和日本关于冒认专利的法律规定，并结合我国《商标

法》的立法实践，通过设置衔接条款，来限定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的具体情形，实现《专利法实施细则》对衔接条款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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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8年 12月 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专利

法第四次修正案（草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于 29日对其进行了审议，并于 2019年 1
月 4日公布了《专利法第四次修正案（草案）》（以下简

称《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修正案

（草案）》与现行《专利法》相比，新增第二十条：“申请

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

用专利权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或者排除、限

制竞争。”①从而将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引入专

利法条文。在此之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制定了《关

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

定》），其中规定了多种非正常专利申请的行为方式及

处理措施②。针对非正常专利申请，《若干规定》的处

理措施主要涉及费用减缓、奖励资助等方面措施，未

涉及专利审查中对非正常专利申请的处置。在专利

申请过程中，涉及诸如冒认他人专利、抄袭现有技术

等不诚信行为，并未纳入《若干规定》所规定的非正常

专利申请中。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 7月 9
日公布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第六条的规定，将存在“因非正常申请专

利行为 5年内受到 2次行政通报或者其他严重情节

的”的失信人列入失信名单③。但对于通过不诚信行

为提起的专利申请或因此获得的专利权，国家知识产

权局尚无查处途径和手段，被控侵权人只能通过启动

专利无效宣告程序或者提出现有技术抗辩等来对抗

通过不诚信申请行为获得的专利权[1]。诚实信用条

款的引入，为进一步规制专利申请中的不诚信行为提

供了法律依据。然而，《修正案（草案）》却没有提出

“诚实信用条款”的具体化适用，容易造成诚实信用原

则在专利法中的空洞化或泛滥适用，难以达到引入该

条款的立法目的。

一、“双轨制构造”下《修正案（草

案）》第二十条的适用困境

在我国现有法律和司法实践框架下，专利侵权诉

讼往往又伴随着专利确权纠纷，作为被告会向专利局

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提起无效请求，形成专利侵权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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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利确权纠纷交织的现象。一方若对专利局复审

和无效审理部公布的无效决定书不服，可在法定期限

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但专利侵权诉讼的解决

需以专利的有效性为基础，有赖于专利确权纠纷的裁

判结果。有学者将这种专利权有效性判断与司法机

关对于侵权与否判断相分离的制度架构称之为“双轨

制构造”[2]。如果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无效程序之间

的交叉和循环成为专利侵权方拖延诉讼的有效手段，

一方面，将消减专利权人对专利制度的信赖；另一方

面，诉讼程序冗长，也极有可能成为专利诱饵实施敲

诈的工具[3]。
《修正案（草案）》第二十条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

规定，可以在包括专利申请审查程序和专利无效确权

程序的行政程序中适用，也可在专利侵权诉讼的司法

程序中适用，但如何在这两个程序中发挥作用仍然值

得进一步考察和研究。在专利申请程序中，除了主动

撤回和视为撤回的情况，驳回和授权是一项专利申请

的最终结果。我国现行《专利法》已经规定了专利的

授权条件，且《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3条和第 65条分

别通过援引专利法中相关条款，作为专利申请的驳回

理由和专利无效请求的理由，即将专利驳回和无效的

理由法定化。《修正案（草案）》第二十条虽有意规制不

诚信的专利申请行为，但因《修正案（草案）》并未将诚

实信用原则作为专利授权的条件，即便对《专利法实

施细则》作修改，也难以将《修正案（草案）》第二十条

纳入专利驳回理由和无效理由，从而导致规制不诚信

专利申请行为的愿望落空。

从专利侵权诉讼来看，“双轨制构造”限制了法院

利用诚实信用原则来决定专利权的有效性。随着司

法改革和实践的深入④，退一步说，即便法院拥有了

这样的权利，仍然需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驳回和无效

理由的法律规定为基础，才能否决专利权的效力。因

此，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的《修正案（草案）》第二十条

无论在行政程序中，还是在司法程序中，都难以实现

规制不诚信的专利申请行为和不诚信行使专利权的

目的。

二、诚实信用引入专利法的理论

基础：专利契约理论

“诚实信用条款”的具体化适用有赖于将诚实信

用引入专利法的理论基础，在此理论基础上才可为

“诚实信用条款”的具体化适用提供正当性依据。从

法律部门的归类来看，专利法属于民法领域。专利权

的归属和使用中的法律问题，首先应依专利法的规定

解决，若专利法中没有规定，则应适用民法中的一般

规定[4]。然而，专利法有其特殊性，包含诸如专利申

请、审查和无效等程序性规定，这些规定的调整对象

并非平等主体，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即使专利法没有

规定，也难以直接适用民法相关法律中的一般规定和

原则。根据《修正案（草案）》新增二十条之规定，引入

诚实信用原则来规制专利申请行为和专利权行使行

为，纵然可以概而言之地认为是民法基本原则在专利

法中的成文化，但细究诚实信用原则对专利申请行为

的调整，仍尚缺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撑。

（一）诚实信用调整专利申请行为的理论

选择
从行政法上看，专利申请行为涉及行政机关，对

于专利的审查、驳回、授权等行为属于行政机关的行

政行为，因此，从行政法上寻求诚实信用原则调整专

利申请行为是可能选择。诚实信用原则源于私法，随

着公私法的融合，其有向公法扩张的趋势。徐国栋教

授在《论诚信原则向公法部门的扩张》一文中就论述

了诚信原则向公法诸部门扩张的概况，其中就包含了

诚信原则向行政法部门的扩张[5]。即便如此，诚信原

则在行政法中的适用仍然需要溯源至民法的相关基

本理论。这样舍近求远的循环论证，不仅缺乏说服

力，同时也难以为“诚实信用条款”的具体化适用提供

理论支持。

从专利制度诞生至今的近四百年间，在理论发展

上虽难以企及民法、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但仍然涌

现出一些具有其自身特质的理论。专利契约理论便

是专利制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并被用来解释专利制

度和论证其正当性。专利契约理论认为，发明人通过

④ 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544 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认定：专利权保护范围明显不清楚，并判定不侵

权，是对“双轨制构造”的一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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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其发明创造的技术内容作为对价，获取以国家为

代表的社会所赋予的排他垄断权。基于专利契约理

论，申请人的专利申请行为和国家专利行政部门的专

利审查行为就是双方专利契约的达成过程。在法制

史上，诚实信用原则曾长期以商业习惯的形式存在，

其适用范围经历了由契约法领域扩展至整个债法领

域再及于整个民事领域的发展进程[6]。因此，将专利

契约理论作为诚实信用原则调整专利申请行为的理

论基础，能从源头上论证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在专利

申请行为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后果亦可基于

专利契约理论予以建构。专利契约论使得专利权进

入市场，授予财产权利可以交易，激励的创新的产出

和应用，增进人类社会知识增量。

（二）专利契约理论的产生及内涵
1.专利契约理论的产生

专利说明书是技术公开的载体，因此，专利契约

理论建立在专利说明书制度基础之上。专利制度源

于英国，在英国 1624年的《垄断法案》中并未明确规

定说明书制度，说明书制度是专利制度发展至一定阶

段的产物。1778年，英国曼斯菲尔德勋爵在 Liardet
诉 Johnson一案的判决中规定：说明书应该足够完整

和详细，以使本发明所属领域的任何人都能够理解和

应用本发明而无需进一步的实验[7]。以该案件为标

志，授予专利的公认交换条件为发明技术内容的公

开。1852年的英国专利法首次在法律中规定了专利

说明书的出版公开。随着专利说明书的公开正式引

入专利法，专利契约理论中的技术公开在法律中获得

了确认。

2.专利契约的实质是拟制的民事契约

学者们通常将社会契约论视为专利契约理论的

依据。如有学者指出，西方学者将信息公开与权利专

有的现象解释为契约对价关系，其思想观点导源于社

会契约论[8]。法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的核心与

本质是解释政府起源问题或社会基本结构问题，为政

府起源或社会基本结构提供正当性解释[9]。社会契

约论之于专利契约论的贡献在于其关于财产权制度

的论证，即社会契约论可以用来解释专利权，但难以

用来解释同样用于解释专利权的专利契约理论。社

会契约论与专利契约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契约”，无论

专利契约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专利契约理论都将

专利权视为一项发明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契约。因

此，笔者认为，正是基于社会契约论与专利权正当性

的密切关系，人们才从社会契约论中将“契约”引入专

利契约理论当中。这也难怪有学者将专利契约理论

视为政治哲学上的社会契约理论和私法上的民事契

约理论二者内容耦合的产物[10]。然而，专利契约理论

的内容实质则是民事契约中的“对价”，对价理论在英

美合同法占据统治性地位，所以，专利契约实质上是

拟制的民事契约。

3.不诚信行为对专利契约的影响

专利授权时，专利契约则已经达成，专利授权后，

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等不诚信行为可以在反不当正

竞争法中得以规制。因此，通过专利法对专利申请人

的不诚信行为进行规制，主要发生在专利申请过程

中，包括专利申请、答复、复审和无效过程，即专利契

约的达成和变更过程。专利申请人在专利申请中违

反了诚实信用往往会破坏专利契约中的对价，造成获

得排他权的范围大于其公开的技术内容，专利权人与

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就会失衡。契约的对价表征了

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平衡的状态。在知识

产权的立法中，诚信原则反映了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

衡这一价值追求[11]。

三、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违反

契约义务的法律责任机制构造

（一）违反诚实信用的专利申请行为类型

化表现
若要利用诚实信用原则对专利申请行为进行规

制，势必要对专利申请中的不诚信行为进行类型化识

别和分析。《若干规定》中虽然规定了六种非正常专利

申请行为，但均局限于批量申请，而且其规制的出发

点是批量化的非正常申请行为，是专利行政主管部门

依法行政的需要，以避免大量非正常申请对审查秩序

和授权质量的影响。而在专利法中引入诚实信用条

款，则是为了规制专利契约达成前以及破坏专利契约

等不诚信行为，以维护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

益平衡。

1.故意公开不充分的专利申请行为

很多时候，专利申请人为了避免关键技术细节的

公开，往往在申请文件中隐瞒关键技术细节，造成公

开的技术内容小于其获得的权利范围。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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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后，专利权人给公众带来的信息供给少于他本应

披露的信息。对于公开不充分的问题，虽然在专利法

第26条第3款中予以规定，并将其作为专利驳回和无

效理由。然而，由于专利申请人与审查员掌握的技术

信息不对称，导致公开不充分的缺陷很难在专利审查

过程中被识别出来，授权之后也增加了无效的难度。

现有规则对于申请人故意不披露相关的重要信息，或

提交虚假信息等显然缺乏足够的规制，假如申请人使

用撰写技巧使得虚假数据比较隐蔽，或在实施例中编

造了虚假数据，则审查员难于发现[12]。
2.将明知或明显不符合授权条件的技术申请专

利的行为

明知或明显不符合授权条件的技术包括故意编

造的技术、抄袭现有技术、隐瞒重要现有技术的相关

技术等。这种类型的行为不仅危害审查秩序，还大规

模侵入了公共知识领域。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关于广东省涉嫌非正常专利申请情况的通报》（国知

办函管字〔2018〕611号）中对此类行为的具体案例进

行了说明，其中涉及大量编造技术进行专利申请的行

为⑤。在审查实践中，国家专利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对

这些情况的识别，从严审查的方式予以处理。但易发

生审查中的误识别，对一些正常的专利申请施以非常

的审查方式，造成正常申请人的权益受损。

3.冒认专利的专利申请行为

冒认专利的专利申请行为是指非发明人在没有

获得专利申请权、未经发明人许可或盗窃他人技术信

息而提出专利申请的行为。我国现行《专利法》第 24
条为“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情况设

置了 6个月的新颖性宽限期，但该条只是为实际发明

人之专利申请提供了些许的新颖性上的宽限时间，不

具有法律救济的功能。现阶段，我国专利法和司法实

践主要通过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属权纠纷来为实际

发明人或具有专利申请权的其他人提供法律救济⑥。
但是这种纠纷的处理方式存在弊端，在冒认专利申请

为“在先申请”的情况下，在“在先申请”未授权时，发

现其冒认专利的行为，但却缺乏驳回的理由，在“在先

申请”授权后，发现其冒认专利的行为，但却找不到无

效的理由[13]。再者，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属权纠纷的

救济方式并不能满足实际发明人的诉求，实际发明人

选择不申请专利也是其专利申请权的行使方式之一，

而冒认专利申请的公开破坏了实际发明人的选择权。

众所周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记载的内容

为准，专利文件的撰写质量极大地影响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哪怕实际发明人通过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属权

纠纷要回自己的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其实际保护范

围可能也非实际发明人所想要的。

4.专利申请答复、复审和无效中的行为

专利申请的答复、复审过程属于专利申请过程中

的环节，也是专利申请人与社会公众之间达成专利契

约前的博弈过程，因此也应纳入诚实信用规则予以规

制。在无效中，专利权人可以修改权利要求书和提交

相关证据，在这个程序中，存在部分无效、全部无效和

维持有效的结果。从专利契约的视角上看，则是专利

契约无效、变更或维持有效的过程，是专利申请过程

的延续。在我国专利司法实践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禁

止反悔原则是指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程序中，专利申

请人或专利权人通过对权利要求、说明书的限缩性修

改或者意见陈述的方式放弃的保护范围，在侵犯专利

权诉讼中确定是否构成等同侵权时，禁止权利人将已

放弃的内容重新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⑦。禁止反

悔原则的法理基础来自于诚实信用原则[14]，但是尚不

足以对这个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予以规制和惩戒。

（二）违反诚实信用的专利申请行为在契

约中的性质
根据前面的论述，专利申请行为以及专利无效行

为均为达成专利契约之前或变更专利契约的行为，所

谓变更专利契约是指原有专利契约被无效、部分无效

或维持有效。本文所指的专利无效行为是指在无效

程序中专利权人的行为。在专利无效程序中，虽然有

无效请求人参与，但是博弈的关键仍然是专利权人与

社会公众之间的专利契约，是对专利授权时的专利契

约作再次检视。因此，专利无效行为仍然可以被认为

是新契约达成之前的行为。

1861年，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主编的《耶林学说

⑤ 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广东省涉嫌非正常专利申请情况的通报》（国知办函管字〔2018〕611号）。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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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号。

⑦ 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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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第 4卷中发表了《缔约上过失、契约上无效与未

臻完全时之损害赔偿》，首次提出了缔约过失责任[15]。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

依据的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

赖利益的损失，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缔约过失责

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制度，既不同于违约责任，也不

同于侵权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的基本前提“先契约义

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缔约双方所付出的

缔约上之信用的不平衡，由此导致双方信赖的不平

衡，故需通过缔约过失责任进行法律上的纠正[16]。专

利申请行为作为契约达成前的行为，专利申请人具有

先契约义务，其表现形式为诚实信用。专利申请人的

不诚信申请行为违反先契约义务，即便在专利契约达

成后，即专利授权以后，仍然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在缔约过失责任之下，势必会涉及专利契约有效性的

问题，因此，构建专利契约中具体缔约过失的责任形

式将围绕专利申请是否正当和专利权有效性问题

展开。

（三）缔约过失在专利契约中的责任形

式：将违反诚实信用作为专利驳回和无效的

理由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产生的初衷就是使缔约过失

人对因其缔约过失行为导致的受害人损失进行赔

偿[17]。专利申请人因不诚信的申请行为而违反先契

约义务时，其受害人则是社会公众，损失则为专利权

对公共知识领域的侵害。例如，专利申请人因不诚信

行为而不当取得专利权，社会公众会因专利权的排他

性而被禁止实施落入该专利权范围的技术方案，不利

于公共知识的传播和应用。虽然存在多种类型的不

诚信的专利申请行为，但其危害均是破坏了专利契约

的利益平衡。

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不当的

专利权，对于已经获得的专利权，则应推翻该不当授

权的专利权，专利无效便是实现程序和路径，诚实信

用原则引入专利无效程序中，从而作为对社会公众利

益的赔偿。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发生在专利授权之

前，则可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驳回理由来驳回此类专

利申请，以避免利益失衡的专利契约达成。正如美国

司法实践对不正当行为的规制一样，专利申请人向美

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专利的过程就像是个体与政府之

间进行合同谈判，如若合同诈骗成立可使合同无效或

者被撤销，那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所为的不正当行为也

可使专利不具有可执行力⑧。但是，针对专利申请过

程中的不诚信行为，应当以是否对专利权或潜在专利

权的正当性造成实质性影响予以区分。因此，对于未

对专利权或潜在专利权的正当性造成实质性影响的

不诚信行为，则应通过现有制度予以规制，如禁止反

悔原则的适用。

自现代意义专利制度建立伊始，发明人就作为市

场主体，参与到技术的产业化当中。专利权是发明人

以公开来换取权利的私权，权利化后的发明创造只有

进入市场才能“变现”，从这个角度来说，申请专利的

行为本身就是市场主体的商业化行为。由于诚实信

用原则长期作为商业习惯而存在，因此，用诚实信用

原则来规制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具有合理性，将诚实

信用原则在专利法中法条化也就容易得到广泛认可

和执行。

（四）将“诚实信用条款”作为专利驳回和

无效理由的意义
将“诚实信用条款”作为专利驳回和无效理由，是

对《修正案（草案）》新增二十条“诚实信用条款”所提

出的具体化适用。“诚实信用条款”的具体化适用为平

衡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提

供依据和路径，有利于专利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司法机

关对不诚信申请行为的处置，同时为利害关系人和社

会公众提供更直接的救济方式。

针对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根据发现的时间节

点，可以分为专利授权前发现的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

和专利授权后发现的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专利授

权前发现的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包括由专利行政主

管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和由第三人发现并向专利

行政主管机关提供的公众意见两种情况，此时，专利

行政主管机关可以援引诚实信用原则来驳回该专利

申请。这样可以更快速有效地处理非正常申请和恶

意申请，减少了从严审查所带来的审查成本和后续复

审程序的纠缠。专利授权后发现的不诚信专利申请

⑧ See A.B. Dick Co. v. Burroughs Corp., 798 F.2d 1392（Fed. Ci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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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只能由第三人向专利行政主管机关提起无效请

求，现有专利法中的无效理由难以有效规制，如不易

被发现的编造技术方案、技术效果或数据等不诚信行

为，而这些通过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而获得的专利

权，本就不应当被授予专利权，通过将诚实信用原则

相关条款引入无效理由来无效此类专利权能有效地

维护公众的利益，使得对价失衡的专利契约自始

无效。

以冒认专利的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为例，若该冒

认专利申请还未公开或已公开但尚在新颖性宽限期

内，实际发明人选择向专利行政主管机关提供的公众

意见，专利行政主管机关可以在核实情况后驳回冒认

专利申请，此时实际发明人可选择自行申请专利，还

避免了专利申请权纠纷所带来的诉累。即使实际发

明人通过专利申请权纠纷方式要回该冒认专利申请，

但该冒认专利申请的技术内容或声称的权利要求保

护范围未必能达到实际发明人的预期，因此，通过专

利行政主管机关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相关条款来

驳回冒认专利申请是规制冒认专利申请的有效途径。

若该冒认专利申请已经获得授权，按照我国的司法实

践，只能通过专利权属纠纷的诉讼途径来解决。这种

针对冒认专利的专利权属纠纷之解决方式，因缺乏请

求权基础，常常受到民法学者的诟病[18]。而实际发明

人通过诚实信用相关条款来无效被冒认的专利权，则

可与民法基础理论并行不悖，也能使专利法的相关理

论和实务更贴近民法的基础理论。

四、“诚实信用条款”作为专利驳

回和无效理由的具体规则设计

（一）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规制的域外经

验检视
1.美国对不正当行为规制的考察

美国的专利不正当行为原则是在司法程序当中

构建的。当法院认定专利权人在专利申请的审查期

间存在不正当行为时，就会认定与该不正当行为相关

的权利要求不具有可执行性，并拒绝对其禁令、赔偿

等请求提供司法救济[19]。不正当行为是针对专利侵

权的合理抗辩理由，如果被证实，则会妨碍专利执行，

与就有效性的抗辩针对的是具体的权利要求不同，与

一项权利要求相关的不正当行为会使得整个专利不

可执行⑨。与本文所讨论的将“诚实信用条款”作为

专利驳回和无效理由之构想相比，二者从本质上均是

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在现有驳回和无效的具体

审查和审理中，均采用逐项审查权利要求的方式进

行，在考虑将“诚实信用条款”引入专利驳回和无效理

由时，仍然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逐项权利要求来判断是

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还是以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来

驳回或无效整个专利。美国对不正当行为的规制回

避了专利有效性的问题，从整体上否定专利的可执行

性，值得在以“诚实信用条款”驳回和无效专利程序中

予以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在其 2013年
公布的《专利判定指南（2013）》中就规定了“滥用专利

权抗辩”，并在《专利判定指南（2017）》中保留。其中

规定了：“被诉侵权人提供证据证明涉案专利为专利

权人恶意取得的，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关

于“恶意取得专利权”则列举了多种专利申请中的不

诚信行为。基于上述规定，我国学者通常会将美国的

不正当行为原则与我国专利司法实践中的滥用专利

权抗辩作比较[20]，在上述规定的语境之下，滥用专利

权抗辩与美国不正当行为抗辩确实存在相同之处，二

者的法律效果也相当。但权利滥用实际上是对权利

行使方式和边界的限定，基于合法有效的权利之上，

因此，将专利不正当申请行为取得的专利权之行使视

为“滥用专利权”是值得商榷的。北京高级人民法院

所公布的《专利判定指南（2013）》和《专利判定指南

（2017）》关于针对“恶意取得专利权”之“滥用专利权

抗辩”，其实质上仍为“不正当行为抗辩”。据此，有学

者提出借鉴美国不正当行为抗辩，并以我国现有技术

抗辩制度为模型设计中国版的不正当行为抗辩制

度[21]，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日本关于“冒认专利”处置的司法实践

日本关于“冒认专利”的问题，按照日本《特许法》

第 49 条第 7 项的规定，专利申请人如果不是实际发

明人，并且没有承继专利申请权时，特许厅不得授予

其专利权；如果由于特许厅的错误进行了授权，则按

照日本《特许法》第 123 条第 1款第 6项的规定，冒认

⑨ See Therasense, Inc. v. Becton, Dickinson and Co.,649 F.3d 1276（Fed. Ci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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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构成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理由，任何人都

可以请求宣告该专利权无效[22]。虽然，实际发明人是

否享有冒认专利的返还请求权在理论上尚存争议，但

日本最高裁判所在 2001年 6月 12日对“含有水分的

垃圾处理装置”一案的判决中，支持了实际发明人返

还专利权的诉讼请求，由冒认专利行为人协助其完成

变更手续⑩。那么，在我国现有司法实践的基础之

上，是否可以吸收和借鉴日本关于“冒认专利”的法律

规定呢？首先，冒认专利行为属于不诚信专利申请行

为之一，将“诚实信用条款”引入专利驳回和无效理

由，则意味着可以此来驳回冒认专利申请和无效冒认

专利权。其次，也需要注意到冒认专利行为本身的特

殊性，其无论在授权前和授权后都有着与正常专利申

请一样的外观表征，在无其他缺陷的情况下，对社会

公众的利益并无实质损害。从专利契约理论来进一

步阐释，因冒认专利而获得的排他权与社会公众获得

的技术信息是符合对价原理的。因此，关于冒认专利

的无效请求人，应当以实际发明人或利害关系人为

限。对于未授权的冒认专利申请，可将冒认专利申请

的行为人视为无权处分人，其行为若获得实际发明人

的追认或协商后补办申请权专利转让手续，则不应驳

回相关申请。

（二）“诚实信用条款”作为专利法《修正

案（草案）》专利驳回和无效理由的具体条款

设计建议
1.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与《专利法实施细则》

之间的衔接

根据我国现行《专利法实施细则》之规定，第 53
条规定了驳回条款，第 65条规定了无效条款，因此，

只有依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3条所列的驳回条款

才能驳回相关专利申请，同样地，所有的无效条款均

规定在第 65条当中。按照现行立法架构，直接将《修

正案（草案）》新增第二十条列入《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3条，作为驳回条款之一，将其列入《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 65条作为无效条款之一，则是设计思路之一。

但是《修正案（草案）》新增第二十条只是起到诚实信

用原则的引入功能，如果直接将其作为驳回和无效理

由，可能造成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可见，在立法技术

上还应当设置具体化的衔接条款与《专利法实施细

则》实现衔接，暂且称其为衔接条款。《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 53条可以援引该衔接条款作为驳回理由，第 65
条可以援引该衔接条款作为无效理由。

2.《商标法》立法技术之借鉴：衔接条款的引入

关于衔接条款的设计，我国《商标法》给出了较好

的范式。我国《商标法》同样存在诚实信用原则条款

的引入经历，其具体条文设置可供《修正案（草案）》参

考和借鉴。2013年修正的商标法第七条第一款规

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相当于《修正案（草案）》的新增二十条之规定。在此

基础上，商标法在具体条文中引申出了若干关于诚实

信用原则的延伸原则和具体规定[23]，在《商标法》的无

效规定中将这些延伸原则和具体规定作为其无效理

由。由此可见，若要将“诚实信用条款”真正引入专利

驳回和无效理由当中，需要对具体不诚信行为进行类

型化，并将其视为不符合专利授权条件的情形，作为

衔接条款。这些衔接条款还承担了不诚信行为是否

对专利权或潜在专利权的正当性造成实质性影响的

区分功能，即规定某一类型不诚信行为的具体情形，

从而有利于确定适用的边界。

3.衔接条款的具体立法建议

衔接条款具体内容涉及专利审查和确权程序的

可操作性，并考虑对专利申请人不诚信行为规制的预

期效果，将不诚信申请行为的具体类型作为不授予专

利权的情形仍应避免在专利程序中被滥用。虽然本

文主张借鉴《商标法》立法技术中的衔接条款，但对于

条款的具体构成和形式则应符合《专利法》自身的体

例。现行《专利法》第 5条和第 25条分别规定了不授

予专利权的情形，可见《专利法》立法体例中将同一类

型的情形归置统辖于一个条款当中。基于这样的考

量，建议衔接条款具体体例如下：“在专利申请过程

中，申请人存在下列各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之

一，不授予专利权：（一）类型一；（二）类型二；（三）类

型三。”，将本文提及的违反诚实信用的专利申请行为

⑩ 日本最高裁判所平成13.6.12，《判タ》第1066 号，第217 页，生ゴミ処理装置事件。

由于《专利法》修改之后，《专利法实施细则》也将随之修改，因此，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关于规定驳回和无效条款的

法条序号可能存在变化，这里仅为表述和论证需要采用现行《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法条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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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信用原则”引入专利驳回和无效理由的法律构造饶先成

类型化表现置于上述各项类型中。类型化的研究和

类型化的条款项存在差异，故在立法中应当关注二者

的差异。以“明知或明显不符合授权条件的技术申请

专利的行为”为例，若存在技术方案明显抄袭现有技

术，则审查员可引证相关文献，并通过二者技术方案

表达上的重复来进行认定，具有可操作性。将“冒认

专利的专利申请行为”归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类型中，能为实际权利人提供权属纠纷之外的救济。

结 语

我国《专利法》的第四次修订工作已经持续多年，

现在已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阶段。改革开放

40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演进基本上没有离

开过中美的互动[24]。随着中美贸易协议的签署，中美

贸易协议的相关内容可能也会在今后的修正案中得

到部分体现。关于诚实信用原则和惩罚性赔偿，中美

两国显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美国不正当行为的

规制固然对我国《修正案（草案）》中诚实信用原则的

规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通过司法的形式来查明情

况并判断专利是否具有可执行性，与我国现有行政确

权和司法侵权判断的双轨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专利

法司法改革中虽然试图破解这种双轨模式所带来的

循环诉讼问题，但囿于实务上业已成形的司法实践以

及相关理论的不足，暂且尚难破局。本文基于我国的

立法传统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发挥，提出了诚实信

用原则切实的具体化路径，但相关探讨仍有待学界进

一步论证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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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Structure of Introducing Patent Rejection and Invalidity Reasons
into "Good Faith Principle"

——Remarks on Article 20 of the Patent Law the Fourth Amendment (Draft)

RAO Xian-cheng
(Law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s introduced into the new 20th article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draft) of the pat⁃
ent law, but there is no specific application pat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atent contract, the patent right is regarded as
a contract between the patentee and the public, thus the dishonest patent application is regarded as violation of the ob⁃
ligation of pre-contract. The patentee shoul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ntracting fault. The rejection of patent appli⁃
cation and invalidity of patent righ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liability form result from contracting fault liability, so as to
realiz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good faith principle in the amendment (draft). By examining the principles of im⁃
proper conduc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Japan on counterfeiting patent, and combining with the
legislative practice of China's trademark law, a cohesive clause is set up to limit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dishon⁃
est patent application, and realize the citation of cohesive clause in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of the Patent Law.
Key words：principle of good faith; patent contract theory; pre-contractual obligations; liability for contracting fault;
grounds for patent rejection and in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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