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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法院判定专利权效力的界限
——专利无效判断方式的原则与例外

闫宇晨

内容提要：学界对于专利侵权纠纷与确权纠纷解决“双轨制构造”批评颇多，有关问题的解决
思路也争议良多、尚难以达成统一意见。专利法需要改革，但改革离不开理论支撑，不可违背基本法
理“自说自话”。学者们尚未足够重视专利权有效性推定对于专利无效判断方式所带来的影响。明晰
“双轨制构造”背后存在的法理基础，为专利法改革提供基础理论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在现有的法
理基础上进行专利法改革，法院原则上应充分尊重专利局的确权职能，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也即当
然无效的情形下才能直接判定专利权效力。

关 键 词：专利无效制度  双轨制  专利权有效性推定  当然无效

Abstract: Academic circles have frequently criticized the “dual-track system”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patent validity.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putes about how cases 
involving ideas should be settled, and even now it has still been difficult to reach a unified opinion on the 
subject. Chinese patent laws certainly need to undergo reform, but reform cannot be made which violates the 
basic jurisprudence of making legal changes based solely on the face value of the ideas of a select few without 
theoretical support. Few scholars have noticed the impact that the presumption of patent validity has had on 
the patent confirmation system.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at the legal basis behind the existence of the “dual-
track system” is clarified and basic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atent law reform is provided. Reforming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jurisprudence, the court should, in principle, fully respect the power of the patent office, and only in 
exceptional cases, that is, the defense of definite invalidation of patents in litigation.

Key Words: patent invalidity system; dual-track system; presumption of patent validity; the defense of 
definite invalidation of patents

一、问题的提出

早年我国专利申请量小，专利侵权纠纷与专利确权纠纷交织案件量较少，“双轨制构造”弊病

尚未引起广泛关注，a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以下简称专利局）专业技术优势突出，而法

院缺乏技术专家，在解决专利权有效性争议方面能力也明显不足。近年随着法院专业技术人才队

伍的扩充、专家辅助人等制度的建立，社会对于“双轨制构造”改革的呼声不断，我国理论界和实

务界关于专利无效判断方式改革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经笔者梳理，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

（1）从专利确权程序的法律性质谈我国专利无效程序改革；b（2）借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之机探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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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双轨制构造”即人民法院不能在侵权诉讼中直接判定专利权效力，被控侵权人须通过专利复审委员会管辖的专利无效宣告程序

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张鹏：《我国专利无效判断上“双轨

制构造”的弊端及其克服——以专利侵权诉讼中无效抗辩制度的继受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2期，第126-135页。

b 刘洋、刘铭：《判例视野下美国专利确权程序的性质研究——兼议我国专利无效程序的改革》，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5期，

第95-108页；任凡：《从行政法视野看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效力》，载《电子知识产权》2016年第5期，第86-93页；范晓宇：

《宣告专利权无效决定的本质及其效力限定——兼评我国专利复审制度的改革》，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3期，第684-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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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司法于专利确权方面的职能分工；c（3）从2011年美国专利无效制度改革经验谈我国专利确权

程序的改革方向；d（4）基于司法裁判实践，对现行专利确权制度带来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以寻求

改革出路；e（5）集中就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法院建设探讨专利确权程序弊端的克服；f（6）对德

国专利法院建设和日本当然无效制度构建进行梳理分析，试图得到改革启示；g也有不少学者仅从宏

观的角度就专利纠纷解决司法、行政“双轨制构造”带来的问题及如何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h

概言之，现阶段“双轨制构造”的弊病表现为：诉讼循环冗长、专利纠纷解决效率低下，而解决

路径大致可分为：（1）改“双轨制”为“单轨制”。继续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建立统一的专利

纠纷上诉审理法院，法院可直接处理专利权有效性争议；（2）维持现有“双轨制构造”。优化专利

确权程序制度设计，拓宽专利权人在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范围，合理扩大专利确权程序的

“依职权审查”范围等；（3）引入当然无效抗辩。法院可以部分处理专利权有效性争议，给予专利

局行政行为合理的尊重。归纳来看，各方争议焦点在于：法院有无权力直接介入到应由行政机关处理

的具体事务当中，替代行政机关针对专利有效性问题作出裁判。

2019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专利民事、行政纠纷合并审理的方式审理了“乐金电子上诉

案”。在该案的审判过程中，法院实际上已经触及了专利权效力的认定，开始以司法判决的方式“分

担”专利局的确权职能。i本文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专利法改革需要充分的理论支撑，

对专利无效判断方式的改造必须明晰“双轨制构造”背后存在的法理基础，在不违反基本法理的前提

下探讨改革出路，才能做到名正言顺。有学者在论及专利无效判断“双轨制构造”时注意到了其存在

的法理依据：“‘双轨制构造’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实践性制度，其背后存在着支撑性的理论，即传统

行政法教义学上的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j本文赞同上述观点，并通过进一步发掘公定力理论在专

利法中的现实表现及影响，寻求建立在专利无效判断“双轨制构造”法理基础上的正确改革思路。

二、以公定力为核心内涵的专利权有效性推定

（一）对专利权有效性推定误读的批判

专利权是被推定有效的，如此论断在已有研究成果中时有提及，也已被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对

于专利权有效性推定的法律含义少有深入研究分析。k有学者提出，专利权有效性推定是专利审查机

构授予、驳回、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证明方法。l本文不赞同这样的看法，这实际上将专利权有效性推

c 易继明：《评中国专利法第四次修订草案》，载《私法》2018年第2期，第2-81页；刘银良：《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的弊

端：历史的选择与再选择》，载《知识产权》2016年 第3期，第33- 44页；陈锦川：《从司法角度看专利法实施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载

《知识产权》2015年第4期，第14-19页；郭禾：《专利权无效宣告制度的改造与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协调— —从专利法第四次修订谈

起》，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3期，第14-19页。

d 张怀印：《美国专利确权双轨制的分殊与协调》，载《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5期，第31-37页。 

e 唐仪萱、聂亚平：《专利无效宣告请求中止侵权诉讼的问题与对策——基于2946份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载《四川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47-56页；董涛、王天星：《正确认识专利权效力认定中的“行政/司法”职权二分法》，载《知识

产权》2019年第3期，第80-86页。

f 管育鹰：《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优化问题探讨》，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11期，第18-30页。

g 黄超、韩赤风：《德国专利纠纷诉讼解决机制及其借鉴》，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13期，第9 3-1 00页；李扬：《日本专利权当

然无效抗辩原则及其启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168-177页；易玲：《日本专利无效判定制度之改革及

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第173-181页。

h 李明德：《专利权与商标权确权机制的改革思路》，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 第5期，第12- 18页；郃中

林：《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载《人民司法.应用》2010年第19期，第86-91页。

i 最高人民法院（2019）知行终142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知民终366号民事判决书。

j 同注释a，第130页。

k 专利权只是一种推定成立的财产权，专利获得授权之后，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专利法规定的“瑕疵”，那么该专利权将一直

被推定为有效。邓洁、崔利刚著：《中国发明专利无效行为及专利权稳定性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经过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授予的专利权，其效力是不确定的，只是依法推定有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编：《〈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三次修改专题研究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745页。

!2 夏淑萍：《专利权有效性推定规则的概念论证及其展开——论专利权的证明方法》，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8期，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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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看作是专利授权审查与专利权能否被授予的逻辑推理过程，把发明创造是否符合授权条件的推论方

法——反证法——误认为法律推定。具体来说：首先专利局假设专利申请文件中存在不符合授予专利

权的情况，之后，专利申请经过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等步骤，若未发现存在可以导致专利权无效的情

况，则专利局的假设不成立，专利局应当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若发现专利申请中存在不应当授予

专利权的事项，则专利局的假设成立，专利局应当作出不予授权的决定。

专利审查人员在实际审查工作中面对海量的专利申请，因正面证明专利申请全部符合授权要件

存在现实困难，因而以反证法的形式来开展专利授权审查活动。但如果将该推论视为专利权有效性推

定，这将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专利审查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专利授予或驳回会建立在推论证明充分

性的基础上。当专利审查员面对沉重的审查任务时，可以进行更为严格的可专利性审查，也可以借该

推论进行较为宽松的专利审查，进而草率授予专利权、逃避审查任务。如此一来，专利授权行为不再

是“法定”的结果，而是主观“意定”的结果。综上，专利权有效性推定性质上是一种法律推定而非

事实推论，其产生应当是法定的结果。

（二）专利权有效性推定的真实法律内涵解读

有学者对专利权有效性推定内涵作了诸多有益的探讨。陈武指出，专利权有效性推定包括两层

含义：“第一，除非被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的程序撤销或宣布无效，否则其权利就将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二，这种推定有效的权利受公众和相关行政机关的质疑有合理性，制度上应该为这种质疑提供程序

保障。而后者则为第三方挑战专利以及司法机构或准司法机关的介入提供了条件。”m从其分析可以

推断出以下几层含义：其一，专利权一旦被依法授予即获得一种法律保护，对外界产生拘束力量；其

二，这种法律保护具有“对世”效力，要求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予以充分的尊重，只有法

定的权力机关才可以予以否认；其三，专利权有效性推定是可以被推翻的，具有被质疑的可能性。可

见，专利权有效性推定是依照专利行政机关授权行为而产生的法律效力，从内容上看，是一种行政行

为效力。有学者参照日本行政法相关理论指出，“专利授权行为是一种有公定力的行为”，n即专利

授权行为作出后，依其法律行为的性质产生了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进而引发了以公定力为核心

内涵的“有效性推定”。o换言之，专利授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是行政行为效力在专利法领域的一种具

体体现，是以行政行为公定力为核心内涵的一种“有效性推定”，而这种“有效性推定”在专利法中

即表达为专利权有效性推定。p专利权有效性推定的法律含义可解读为，专利局依其在授权审查方面

的专业性、权威性而要求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对专利授权决定予以足够的尊重，不得擅

自否认专利权效力，但专利权的推定效力只是形式上的，第三方在获得法定理由时可以法定方式对其

提出质疑、甚至推翻该效力。

三、“尊重”应当是原则：专利权有效性推定对“双轨制构造”形成的决定性影响

（一）“双轨制构造”形成的历史演绎

公定力的产生会导致撤销诉讼的排他性管辖，q即行政行为公定力支配着民事纠纷处理的程序性

事项，当未被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构成民事纠纷解决的先决问题时，法院必须给予其应有的尊

重。r本文认为，“双轨制构造”的衍生深受行政公法理论的影响，专利权有效性推定保证了专利复

!3 陈武：《问题专利与专利权的重构——拟议中的“美国专利改革法案 ”思想评述》，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4期，第55页。

!4 同注释b，第694页。

!5 关于公定力的理解，章志远教授认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除自始无效外，即获得有效性推定，在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撤销之

前，要求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对其给予承认、尊重和服从并不得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其无视、否定或抵抗的效力”。章志

远著：《行政行为效力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6 梁志文：《论专利授权行为的法律效力——兼评〈专利法〉改革中的制度选择》，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

第5期，第157-161页。

!7 [日]盐野宏著：《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8 同注释!5，第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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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委员会（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一元化管辖专利无效宣告的权力，并体现在

专利法上无效宣告审查前置主义的立法例上，s这样说，是有其现实依据的。

在德国引入专利制度时，政治体系采用普鲁士官僚制度，行政传统力量比较强大，法院独立裁判

体系不甚发达，专利制度建构深受传统行政公法理论影响。@0“行政法院中所提供的权利保护中涉及

的诉讼种类的结构，是完全严格依照分权原则所导致的行政机关与行政法院之间的关系而设定的。法

院应监督行政，而非亲自行政”。@1这种理念在专利权无效性判断中则具体表现为专利局对于确权事

项的排他性管辖，而法院仅处理侵权纠纷的“双轨制”架构。

在1877年德国颁布的第一部专利法中，建立了专利无效宣告制度，由皇家专利局下设的无效委员

会主管。依据1881年《德国专利法》第10条所作出的规定，对于专利局无效委员会所作的决定不服，

当事人可以向帝国高等商事法院上诉，即专利局无效委员会的审查作为帝国高等商事法院的前置审查

阶段。但该法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与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程

序。专利无效宣告前置主义真正的建立，源于德国最高法院于1882年和1887年作出的两次判决。德国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专利局作出专利授权决定时对发明创造的状况已有较为全面的

理解，在处理专利权有效性争议时具有专业性优势，而法院则应专注于法律问题的审理，即处理侵权

纠纷争议。@2

虽然近代以来德国为避免专利局行政决定终局性违宪而建立起了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宣告专利无

效的请求统一由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受理，指控侵犯专利权的请求则交由德国联邦州法院审理，@3但德

国联邦专利法院自身架构仍十分注重对技术性问题的认定和判断能力，并设置了独具特色的技术法官

制度。技术法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法官一样，二者有着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专利

审判工作对法官的技术知识和法律知识都有着较高的要求，技术法官一般会从德国专利商标局的资深

技术审查员中选任，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立法者对于专利局行政行为的信赖和对普通法院能否胜任

专利确权职能的担忧。@4这也间接地说明专利权效力判定的权威来源于技术的权威，而不是法律的权

威。@5德国立法者在传统行政公法理论的影响下，在专利制度构建之初表现出了侵权与确权判断应当

严格分离的态度。继承和沿袭德国传统行政法理念的我国与韩国、日本等国，在建立专利制度时便也

选择了德国模式，“双轨制构造”的形成便来源于此。@6如此，因专利权有效性推定的存在，如果专

利局未对专利权作出无效判定，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仍应推定该专利为有效，法院根据现有的专利

权保护范围判断被控侵权人是否侵权，此时被控侵权人不能以任何无效之理由针对专利权有效性进行

抗辩。@7

（二）法院应当充分尊重专利局授权行为法律效力的内在机理
如前述，专利权有效性推定可以理解为一种法律保护，而这种法律保护要求包括法院在内的主体

对其予以充分地尊重，只有法定的权力机关经法定程序才可予以否认。换言之，法院原则上是不能随

意突破公定力的界限涉足行政权行使的领域，“尊重”应当是一种法定的原则，而“尊重”的背后则

有其以下深层次的原因。

!9 同注释a，第130页。

@0 郭寿康、李剑：《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专门化问题研究——以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为视角》，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第

59-65页。

@1 [德]平特纳著：《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2 王虎：《专利确权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6页。

@3 同注释g，第94-95页。

@4 同注释@0，第60-61页。

@5 同注释e，第84页。

@6 尹新天著：《中国专利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页。

@7 易玲：《日本〈专利法〉第104条之3对我国的启示》，载《科技与法律》2013年第3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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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权力的授予来看，立法机关已用明文规定的形式告知法院在特定法律问题上采取对专利

行政机关行为尊重的态度，法院则应当尊重专利局对该问题所作出的解释。这是法治主义原则下对权

力分工的普遍要求，自不待言。

其次，从解释能力上看，实践中存在着行政机关某种相对于法院的解释优势：行政机关对特定领

域的法律了解多于法院。@8其一，行政机关在立法时充当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充分参与了相关法律法

规的起草。这一方面可以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立法者进行密切地联系，很有可能使他们正确把握立

法者的看法；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可能拥有形成该项法律的相关文件资料，或者清楚地知道制定该法的

内部详细情况，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技术性术语或条款的含义。以我国专利法立法实践来看，数

次专利法修订过程中，专利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都深度参与到立法活动当中。由技术专家组成的课题组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实际上也多次左右了专利法改革的方向。@9其二，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生活的

复杂化和科学技术的深入运用，法律规定日益复杂，不少法律用语也带有浓厚的技术色彩。在很多情

况下，被解释的法律文本是技术性的、复杂的，专利法便是其中之一。面对这样的法律，专利局的解

释往往会优于法院。这是因为，作为专门执行相关法律和政策的专利局常常已形成了某种专业技能和

技术知识。#0相反，作为“通才”的法院往往缺乏来自于专业的优势。简言之，如果就专家、专业或

二者兼有之而言，专利局在解释某一法律文本时明显具有优于法院的资格，尊重其作出的合理解释无

疑也是正当的。#1

最后，从解释的过程上看，行政机关解释的产生可能源于不同的程序，对于那些经过严格而复杂

的程序由行政机关慎重考虑作出的解释往往值得法院去尊重。#2众所周知，专利授权审查活动是一项

专业性强、程序复杂的行政活动，专利局投入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努力保证授权结果的客观真实性。法

院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行政审查程序是谨慎的、是值得被尊重的，“法院应推定专利局的审查员尽到了

善良的审查义务”。#3

由上可知，“双轨制构造”的形成深受以公定力理论为基础的专利权有效性推定的影响，专利局

的授权决定要求包括法院在内的社会主体予以充分的尊重，不得任意否认。但在我国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的几种情形下，法院可以自行对专利权有效性作出判断而无须等待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4就此

有学者认为，行政纠纷的解决已经不能成为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前提，这可看作是已完全突破了公定

力理论。#5本文不赞同上述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及专利权有效性争议处理方式态度的变化，是出

于对专利纠纷解决效率的考量，其本质上是对公定力的界限作出了正确的理解，在有限的范围内承认

专利权有效性推定，但大体仍是在公定力的理论范畴下进行专利权有效性判断。那么，如何在现有理

论框架下、不违背基本法理的基础上提升专利纠纷解决效率，是我们当下应当思考的问题。

四、“尊重”可有必要地例外：“有限公定力”理论下的专利当然无效抗辩

公定力的先验优越性因素是由公权力的本质推导而得，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存在，使得行政行为需

更强大的权力才能予以否定，而撤销程序排他性的公定力须建立在实定法的基础上。#6换言之，“行

@8 杨伟东著：《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行政审判权纵向范围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9 同注释!1，第710-839页。

#0 See Willison, David H.,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4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14(1986).

#1 同注释@8，第65页。

#2 同注释@8，第65页。

#3 See Northern Telecom，Inc. v. Datapoint Corp.，908 F. 2d 931 (Fed.Cir.1990).

#4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法发〔1992〕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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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法释〔2016〕1号）。

#5 杜强强：《从恭敬到不从命——在知识产权审判中法院对待行政行为公定力的态度变迁》，载《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第58-59页。

#6 王天华：《行政行为公定力概念的源流——兼议我国公定力理论的发展进路》，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3期，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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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诉讼审查强度问题的提出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之上，即法院无权对行政行为进行彻底审查，司法对

行政的介入存有限度”。#7至于司法审查强度大小则取决于某一瑕疵对行政行为在构成要件中功能发

挥的影响程度，由立法机关进行权衡考量后在技术规范层面对“更强大的权力”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

式作出判断，而法院不得随意介入到行政事务中。#8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法院直接处理专利权有效

性争议在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条件尚不成熟，#9在现有体制下，应当探讨法院在何种情况下能够代替

专利局作出“有效性判断”，而不能任意突破公定力之界限。本文认为，对于“双轨制”的改造宜分

两步进行，在现阶段可首先引入专利当然无效抗辩，让法院在其适当的能力范围内和正确的法理基础

上开始直接判定专利权效力，当法院技术审判能力与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等条件成熟时再重新考虑专利

无效判断方式。

从理论上看，对于公定力界限之理解分为两种：其一，认为公定力的产生是确定无疑的，一切行

政行为一旦成立就具有公定力，称之为“完全公定力论”；其二，认为公定力的产生只具有相对性，

并非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公定力，严重且明显瑕疵的无效行政行为则不具有公定力。现此种学说为

主流意见，谓之“有限公定力论”。$0“有限公定力论”之于专利法则意味着，专利授权行为的法律

效力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绝对的公定力，当专利局的授权决定存在重大、明显的瑕疵时属于无效

行政行为，法院不必给予其行政决定合理的尊重，可对专利权有效性作出当然无效的判断。将当然无

效法理应用到专利侵权诉讼中则可推出：专利局违反专利法的规定，授予了本不该授予的专利权，其

授予的专利权理所当然无效，受该授权行为及其结果拘束的行为人在诉讼阶段应当有权进行不侵权的

抗辩，即当然无效的抗辩。《日本专利法》第104条第3款之法理基础即采纳此种理论。$1已有学者对

我国引入专利当然无效抗辩的独立价值和意义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讨论，$2本文将着重关注“有限公定

力论”给予我国专利法改革引入当然无效抗辩提供的合理性。

第一，权力间应有必要的尊重。近代“分权理论”要求司法不得擅自闯入行政领地，“如果司

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3在行政诉讼中，法院通过审查具体行政行为

是否合法的方式来制约行政权，但不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法院就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

度都设置了合理的限制。例如，美国司法实践中所确立的谢弗朗尊重（Chevron Deference）及其以后

演化而成的“合理遵从”标准；德国行政法学发展出的“判断余地理论”；日本在借鉴德、美两国的

基础上所提出的“判断过程审查方法”。$4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法院拥有最终的解释权威，但并不意

味着法院的解释万无一失。由于立法所涉及内容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增加，法院可能因缺乏必要的专

业知识而丧失解释的优势，尤其在涉及复杂和高度专业内容的立法时更是如此，$5在复杂的技术性案

件中，防止不合理或者错误的行政决定的最好办法并不是由法官自己审查每一项技术问题。$6法官乃

法律专家而非技术专家，如法官Neely在Monongahela Power Co. v. PSC案中所言：“我们须注意的是，

法院中每五个法官平均每年要审理大约1,262个案件。我们并非会计师、电力工程师、金融家、银行

家、股票交易员或是系统管理分析家。期望法官去明智审理有关公共行政运作详情的五千页（行政）

案卷真是荒唐透顶”。$7但在“有限公定力论”下法官可以适度地介入到行政裁判活动当中，对那些

#7 同注释@8，第15页。

#8 吴亮：《“先行政后司法”中的公权力滥用及其审查规则》，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11期，第103-105页。

#9 同注释g，第181页。

$0 黄全：《论行政行为形式效力之完全公定力——兼论无效行政行为制度不适合我国》，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第121页。

$1 [日]田村善之著：《知识产权法》（第5版），有斐阁2010版，第272页，转引自注释g，第169页。

$2 同注释g，第168-177页。

$3 [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3页。

$4 刘东亮：《过程性审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法研究》，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第122-140页。

$5 See Russell L. Weaver, The Undervalued Non-Legislative Rule, 2 AdministrativeLaw Review 54(2002).

$6 同注释$4，第133页。

$7 Monongahela Power Co. v. PSC, 276 S.E.2d 179,189(W. Va.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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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明显违法”情形的案件才挺身而出实现对权利的保护，而不必过分纠葛于技术问题使得司

法活动困顿不堪。

第二，传统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自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传入大陆，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影响颇大，

并对民事、刑事等领域具体技术性规范构建产生了诸多影响。例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确认

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会间接地影响到私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处理不当则会激化民事纠纷，

是否因公定力的存在而一律采取“先行政、后民事”的解决模式的确值得我们深思。$8但可以肯定的

是，如果在专利法领域冒然地根本性否定公定力，采取由法院完全主导专利权有效性认定的方式，势

必会对其他法律领域产生系统性影响。本文认为，在现有体制下，需要一条较为温和的道路来应对公

定力问题给专利无效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有限公定力论”不论是在行政法领域，还是涉及行政

行为司法审查的民事、刑事等领域，都未有太大的争论，将其适用于专利法领域不会破坏法律的统一

性、协调性。

第三，如果坚持“有限公定力论”则意味着无效行政行为始终不产生法律效力，任何机关、组

织或个人都可以无视它的存在或不予理睬。按此逻辑来讲，任何人无须采取措施处置无效行政行为，

也就谈不上对无效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了。那么，一项“有效性”严重缺失的专利权，社会公众则可径

行无视专利权有效性推定的存在，当然无效抗辩自无存在之必要。这样来看，专利当然无效抗辩似乎

有“多此一举”之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采用这种无视无效行政行为存在，不通过法律途径

来解决的做法，在实践中具有相当大的风险。社会公众并非专业性的专利授权审查主体，面对高度复

杂的技术性问题，由于自身客观能力的限制，即使是专利权有效性存在“明显错误”也不免判断出现

失误，很可能招致更为严重的民事、行政等责任。也正因如此，在“有限公定力论”占主流意见的德

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都规定了行政行为无效确认之诉。$9其原理在于，虽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公

定力，但存在法律效力之表象——事实上的不利负担。行政无效确认之诉内在机理在于对该不利负担

的排除，而非对公定力的排除。%0“无效确认诉讼之立法目的乃在藉由法院判决之权威性确认，用以

消除行政处分法律效力之外观以及事实上之不利效果，进而创就法律明确和安定之状态”。%1“有限

公定力论”之旨趣在于——形式正义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追求实质正义，这也合理解释了为何专利

权有效性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属于当然无效范畴，而被控侵权人仍须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即提

起当然无效抗辩）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可见，专利权有效性推定与当然无效抗辩在法理上并不相违

背，二者可以在“有限公定力论”下共同得以留存。

五、问题的出路：吸收现有技术抗辩为当然无效抗辩，法院在有限范围内处理

有效性争议

由上可知，专利侵权纠纷与专利确权纠纷解决“双轨制构造”背后的法理基础乃是以公定力理

论为核心的专利权有效性推定。专利权无效判断方式的改革不能忽视专利权有效性推定存在的基本法

理而空谈制度构建。现阶段，专利权的推定效力在程序性事项方面（撤销诉讼的排他性管辖）仍有其

存在的现实价值。当前我国法院同时处理专利侵权纠纷与专利权有效性争议“一元化”的制度构想，

不仅在实践层面尚存在困难，理论层面也缺乏足够地法理支撑。由于司法权与行政权有职能分工和区

别，法院对于具有技术性优势的专利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决定仍应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加之我国

深受传统行政公法理论影响，贸然性地完全否认公定力理论，法院以司法审判的方式替代专利局作出

专利权有效性判断，似乎一时也难以被接受。

$8 沈岿：《行政行为公定力与妨害公务——兼论公定力理论研究之发展进路》，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第76-78页。

$9 叶必丰著：《行政行为效力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

%0 梁君瑜：《行政行为无效确认之诉的理论内核与制度前景》，载《理论月刊》2016年第7期，第114页。

%1 刘淑范：《论确认诉讼之备位功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三项之意涵与本质》，载《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03年第1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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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应以一条较为温和的道路推进我国专利无效制度改革，法院应在其技术能力范围内有

限地开展专利权有效性判定。如果专利行政机关就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较为详尽地进行了审查，法院

就应当倍加尊重专利行政机关的意见，宜把该类问题留给行政机关去解决。当然，若专利行政机关所

授予的专利权效力存在重大明显瑕疵，属当然无效情形，法院自不必予以尊重，可自行对专利权有效

性作出判断。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划定当然无效的范畴。在实践中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

将已实施的现有技术抗辩吸收为当然无效抗辩，对于那些明显看来就未受到专利行政机关严格审查

（专利技术疑似为公知技术等）而导致错误发生，注入公权力意志较少的专利，法院可在诉讼中直接

判定其效力。

我国因“双轨制构造”导致的纠纷解决效率低下而在侵权诉讼中设立了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其存

在的一项理论基础也即专利权有效性推定导致的撤销诉讼排他性管辖，有学者依照此种理论从法律性

质上将该制度定位为不侵权抗辩。%2本文不赞同这样的看法，法院之所以能够接受现有技术抗辩，是

因为在专利侵权纠纷中，将被控侵权人实施的技术与公知技术进行比对，并不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

也不涉及复杂的技术判断。一方面，专利行政机关的先验优越性因素无法在这里得到体现；另一方

面，法院因其自身技术能力可以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不会有损司法权威。现阶段法院接受现有技术

抗辩并作出判断，事实上也肯否了专利行政行为的效力。

有学者曾指出，现行的现有技术抗辩存在诸多制度性弊端，诸如混淆了现有技术抗辩作为权利抗

辩的性质、引起执法不统一以及违反专利权有效性推定等。从本质上看，现有技术抗辩应当是专利无

效抗辩。%3日本著名法学家中山信弘提出，专利当然无效抗辩适用后，现有技术抗辩即失去了其独立

存在的价值。%4我们可以参照这样的思路对其加以改造，将现有技术抗辩吸收为当然无效抗辩，使得

法院可在此范围内对专利权效力进行肯否。理由在于：在专利授权审查过程中，专利行政机关有关新

颖性的判断——是否属于现有技术的判定——对其而言是较为简单的，专业性难度也是较低的。若专

利行政机关因此而出现授权错误，可认为是专利授权行为的“明显错误”，属于当然无效的范畴。这

样做还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第一，2008年修改后的《专利法》第6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等相关规定，为现有技术抗辩的适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及操作

规范，加之多年来的相关司法审判经验，这为我们具体实施当然无效抗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破除了法院在诉讼中既认定了专利技术属于公知技术，又无法对已经作出的事实认定进行

专利权效力判定的尴尬境地。将现有技术抗辩纳入当然无效抗辩中，可以极大提升专利纠纷解决的效

率，直接避免了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有关现有技术抗辩的一审、二审、再审之后还要在回到行政程序

中处理专利权有效性争议的困顿。

第三，按照此种做法，可以将法院判定专利权效力的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未任意突破现

有专利权有效性推定背后的公定力界限，同时给予了专利局的授权行为以充分地尊重。法院原则上仍

承认专利局在专利权有效性判定方面的权威性地位，在有限地例外中合理行使自己的司法审查权。

%2 朱旭云：《也谈现有技术抗辩的适用——从现有技术抗辩法律制度本源出发》，载《知识产权》2011年第7期，第28页。

%3 和育东、甫玉龙：《专利相同侵权下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反思》，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11期，第50页。

%4 同注释g，第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