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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拒绝交易的反竞争审查
吕明瑜
（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知识产权拒绝交易的反竞争审查是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垄断认定中面临的共同难题 。 知识

产权保护与市场垄断控制之间的张力以及契约自由与公平竞争在反垄断法中的博弈 ，使得评价知识产
权拒绝交易行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极具模糊性特征 ，特定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反垄断
法上的违法行为，判断与评估的复杂性非同寻常。以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同等对待原则为基础 ，构建
对知识产权人市场支配地位、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方式、知识产权拒绝交易竞争危害、知识产权拒绝
交易正当理由四方面要素进行系统评估与认定的四维分析方法 ，是推动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反竞争审查
走向合理与科学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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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识产权垄断表现形式之一的知识产权拒绝交易 ，是指知识产权人凭借其知识产权优势 ，在市
场交易中拒绝知识产权授权或者拒绝出售依其知识产权技术制造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 ，妨碍、限制或消
除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规模报酬递增、网络效
应、锁入效应等知识经济特有的运行模式 ，使得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能在特定市场上产生严重的反竞
争后果，迫切需要反垄断法予以规制。但产生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 ，并无针对知识产权人
拒绝交易中垄断控制的具体规则 ，从而使实践中知识产权拒绝交易的法律适用困难重重 。 探讨并确立
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反垄断控制的具体规则体系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本文尝试就其中的知识
产权拒绝交易反竞争审查方面的相关规则进行归纳 、拣选与提炼，就如何确立评估和认定特定知识产权
拒绝交易行为的违法与否的判断标准 、分析方法、程序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
知识产权人拒绝就自己的知识产权及其产品与他人进行交易 ，本是其行使法定排他权的表现。 但
因其在特殊情况下会产生严重的反竞争后果 ，故要受到反垄断法的约束与限制 。然而，如果这种限制超
过合理限度，又会损害知识产权的创新激励功能 。那么，究竟应在何种程度上限制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
易权？ 怎样确定法律所要控制的这种“合理限度 ”？ 诸如此类难点问题使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审查充满
挑战。同时，契约自由与公平竞争在反垄断法中的博弈又使得评价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合法与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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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极具模糊性特征，有时甚至主要取决于执法者对契约自由与公平竞争两种不同价值的取舍与选
择，往往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有完全类似的两个知识产权拒绝交易案件 ，法院
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的情况 ①。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反竞争审查的高度复杂性以
及探索具体认定方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 基于此，本文认为，依照“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同等对待 ”
［1］
这一知识产权垄断法律控制的一般原则 ，构建评估和认定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反竞争性的具体规则体
系，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该规则体系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 ： （ 1） 判断知识产权人是否具有市

场支配地位； （ 2） 分析知识产权人是否实施了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 ； （ 3） 评估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
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危害了竞争 ； （ 4） 认定知识产权拒绝交易是否具有正当理由 。
一、判断知识产权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知识产权人市场支配地位的评估与认定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 一是界定知识产权的相关市场，即从
产品市场、地区市场等不同方面界定知识产权人从事某种市场经营活动 、开展市场竞争的领域或范围；
二是确定知识产权人的支配能力 ，即具体认定知识产权人在特定的相关市场中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
（ 一） 界定知识产权相关市场
1． 知识产权的产品市场 ②
产品市场是指根据产品的性能、用途及其价格，从消费者的角度可以相互交换或相互替代的所有产
品或服务 ③。从世界各国的反垄断实践来看，确定产品市场重点考察两个要求 ： （ 1） 合理的可替代性，即
所有在性能、用途、价格、购买渠道等方面具有替代关系的产品构成了一个产品市场 。 对不同经营者之
间就某一特定知识产权或知识产权产品的可能替代品进行分析时 ，需要考虑其功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
适应性以及价格等因素，其具体的产品市场范围会因不同案件所涉及的具体情况而不同 。例如，在微软
垄断案中，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杰克逊在 1999 年 11 月 15 日所做出的《事实认定书》中指出： 当前没
有什么产品，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产品 ，可以付出巨大成本而替代英特尔兼容个人电脑操
作系统在全球范围的大比例的客户群 ，因此，在确定微软市场支配力时，将产品市场界定为全球范围内
［2］
英特尔兼容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许可证市场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由于知识产权本身具有合法的独
占性与排他性，而知识产权产品又具有更新快等特点 ，因此，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产品在相关市场上自

然地具有较低的可替代性。如果完全依照传统的产品替代性标准来评估 ，有可能将具有较低可替代性
的知识产权或知识产权产品的市场范围确定得过于狭窄 ，甚至得出有知识产权就拥有市场支配力的不
科学与不合理结论 ④。因此，应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产品可替代性的认定
上进一步拓展范围，不仅考虑现有市场上的替代品，还应考虑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潜在替代品。
（ 2） 需求交叉弹性，即如果一种产品的价格稍稍发生变化，就会引起消费者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则表明
这些产品之间存在重要的竞争关系而可被视为属同一产品市场 。就知识产权的产品市场界定来看，如
果一项知识产权的需求交叉弹性越高 ，意味着当其价格上涨或供应受限时 ，购买者将越易转而购买其他
替代品，也即表明其可替代性越强，其产品市场范围就越大； 如果一项知识产权的需求交叉弹性越低 ，则
意味着即使出现价格波动或供求变化 ，购买者也难以转而购买其他替代品，也即表明其可替代性弱，其
产品市场范围相应就小。
①

美国 1997 年的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v． Eastman Kodak 案与 2000 年的 CUS v． Xerox Co． 案，均是从事复印或影印设备的制造、

销售与服务的经营者，对从事独立维修服务的经营者实施专利零配件产品的拒绝供应，以排除或限制维修市场的竞争，维持自己在设备
维修市场的竞争优势与垄断地位。但法院判决同样作为被告的 Kodak Co． 承担反垄断责任，而 Xerox Co． 却不承担反垄断责任。
②

知识产权相关市场既包括知识产权本身的市场，即技术市场； 也包括利用知识产权技术所形成的产品的市场，即产品市场。为

简便起见，本节将知识产权视为无形产品，将知识产权产品市场看做包括知识产权这一无形产品和利用知识产权技术所形成的有形产
品在内的广义产品市场。
③ 参见《关于界定欧共体竞争法意义上的相关市场的委员会通告》第 7 条。欧共体公报 OJC 372 on 9 /12 /1997．
④ 美国的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和法院早期在分析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案件时，曾使用过“有知识产权就有市场支配力”的推定，但后
经激烈争论，认识到其所具有的不科学与不合理性而放弃了这种推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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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传统经济领域与新经济产业中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产品的替代性会有所不同 。 在传统经济
中，众多经营者均可依据市场需求和自己的判断去独立地开发技术和产品 ，产生功能相同或类似的知识
产权或知识产权产品则不足为怪 ，其彼此间的替代性可直接影响知识产权的产品市场范围 。 但在具有
互连互通特点的新经济产业中，由于网络效应、锁入效应等的客观存在，知识产权技术的替代品往往很
有限，某些知识产权技术甚至几乎没有替代品 ，其拥有者拒绝交易极易封锁市场 ，危害竞争，因而成为反
垄断法关注的重点。
2． 知识产权的地区市场
地区市场是指相关企业供给或者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地域 ，且它们在这个地域内的竞争条件是基本
一致的 ①。确定地区市场的主要方法是考察企业的销售范围 ，在某种意义上，企业的销售范围也就是其
地区市场范围。同时，产品的特征、运输成本、消费者的偏好、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以及是否具有消费者方
便选择竞争产品的条件等都是影响地区市场范围的因素 。当某一知识产权的效用是针对国内的特定区
域时，那么，该特定区域可被确定为该知识产权的地区市场 ； 当某一知识产权的效用针对全国时 ，该全国
范围即可被认定为该知识产权的地区市场 。例如，在欧共体的 IMS Health Inc． v． Commission 案中，由于
IMS 拥有版权的“1860 区域结构”信息资料，是把德国划分为 1860 个地理区域，专门针对德国的这些地
理区域开发的医药销售信息，因此，该版权的地区市场就被界定在德国境内 。但与一般产品的地域市场
相比，知识产权的地区市场往往更加宽泛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越国界的知识产权申请、获
准与交易以及巨额知识产权产品的跨国销售 ，使许多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产品的地区市场已经超出了
国界范围。一些高科技产品，尤其是软件产品，在网络效应作用下，其地区市场的范围甚至是全球性的 。
例如，在微软垄断案中，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杰克逊在 1999 年 11 月 15 日所做出的《事实认定书》中，
将微软的英特尔兼容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许可证这种产品的地区市场确定为“全球范围 ”； 欧共体委员会
在处理美国太阳微型系统公司指控微软封锁网络兼容性信息一案时 ，由于微机操作系统的市场是全球
性的，竞争的客观条件在全球基本上是相同的 ，因而欧共体委员会将整个世界范围确定为微软操作系统
的地区市场。
（ 二） 确定知识产权人的支配能力
关于市场支配能力，各国普遍采用“以市场份额为主，兼顾反映企业综合经济实力的其他因素 ”的
认定标准。这些其他因素主要包括： （ 1） 市场进入障碍； （ 2） 企业财力； （ 3） 企业垂直联合的程度； （ 4） 企
［3］
业转产的可能； （ 5） 交易对象的选择； （ 6） 市场行为的差异性 。其中，第一种其他因素即“市场进入障
［4］
碍”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有时甚至可与市场份额并列，被视为影响市场支配能力的两大因素 。 就知
识产权拒绝交易中知识产权人市场支配力的认定而言 ，市场进入障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即当知识产权

或知识产权产品对特定市场的进入与竞争而言 ，已构成必不可少的“关键设施 ”时，知识产权人有可能
因形成市场进入障碍而被认定具有支配能力 ，其拒绝交易行为有可能依据“关键设施 ”规则而受到反垄
断法的追究。
1． 市场份额因素
市场份额是评估经营者市场支配能力最主要的因素 。虽然不同国家关于市场份额的具体量的规定
不同，而且同一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法律对市场份额的要求或规定也有差异，但各国依据市场
份额来判断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评价标准却具有很大的趋同性 。一般来讲，如果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
过 70% ，其市场支配地位是明显的； 如果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足 30% ，一般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如果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 30% —70% 之间，必须考虑其他能够进一步说明企业竞争地位的因素。 同时，市
场份额的时间因素对确定市场支配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较高的市场份额仅仅是企业在特定时间内市场
相对优势的快速反映。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变化得相当大 ，就说明市场上存在着有效竞
争，企业的市场支配能力就难以形成或缺乏稳定性 ，企业只有在一定时间内能够不断维持其基于市场份
额所形成的优势，才能形成稳定的市场支配能力。例如，在美国微软案中，地区法院法官杰克逊在认定
①

参见《关于界定欧共体竞争法意义上的相关市场的委员会通告》第 8 条。欧共体公报 OJC 372 on 9 /12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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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市场支配地位时，就特别强调了微软的市场份额数量与时间因素。 他指出： 微软的英特尔兼容 PC
操作系统在全球范围居于市场支配地位 ，而且市场份额还在稳定地持续上升。 在过去 10 年中的每一
年，微软在英特尔兼容 PC 操作系统市场中的份额都超过了 90% 。 在最近几年中，这一数字则超过了
95% ，而且分析人士估计在接下来几年中这一份额还会更高 。即使将苹果的 MAC 操作系统也包括到相
［5］

关市场中，微软的市场份额依然在 80% 以上
2． 市场进入障碍因素

。

知识产权是否形成市场进入障碍 ，主要是判断其是否构成“关键设施”。“关键设施 ”原则自美国于
1912 年在 United State V． Terminal Railroad Association 案中确立至今［6］，虽然长期受到美国法院及学界
的广泛关注，但究竟何为“关键设施”却仍未能就其确切含义达成共识，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一是
将“关键性”解释为对公众或消费者是至关重要的 ，认为大多数公众需要并希望能获得的商品或服务可
构成“关键设施”，如果没有这些设施，竞争者将无法向其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 ； 二是从市场控制力角度
出发，认为某个设施对于拥有者维持市场支配地位至关重要 ，但却是其他竞争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障碍
时，即可被认定为“关键设施”； 三是从可否重建与复制的角度来定义，认为如果某个设施是唯一的、不
可重建的，或者重建在经济上是不可行或会导致严重损失的 ，则可被认定为“关键设施 ”。 综合业界、学
界以及欧美司法实践可以看出，认定某一特定知识产权构成“关键设施 ”重点应考察以下三方面要素：
（ 1） 该知识产权对于市场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基于反垄断法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的理念，这种必不可
少是针对竞争而非竞争者而言的 ，也就是说，只有当该知识产权相对于该市场的其他所有竞争者而言都
是其参加竞争活动所不可或缺的，离开了该知识产权，市场的竞争将难以开展时，才可能将其认定为
“关键设施”； 如果该知识产权对于某个特定的竞争者是必不可少的 ，但对于其他竞争者却并非如此，则
未必被认定为“关键设施”。（ 2） 该知识产权对于市场竞争是不可替代的 。这种不可替代性涉及三方面
问题： 一是首先要确定市场上不存在该知识产权的现实替代品 。二是要确定市场上不存在该知识产权
的潜在替代品，也即竞争者不能开发出替代品。相反，如果竞争者能够很快或在不远的将来开发出替代
品，其即可以新开发的替代品进入市场 ，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就未必会阻碍该市场竞争，即使新开发
的替代品在功能上尚未达到同样理想的程度 ，但其也足以对该知识产权形成竞争压力 ，从根本上动摇其
垄断地位。三是这种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可替代性并非是暂时的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看不到有产生替代
品的现实可能性。（ 3） 该知识产权具有不可复制性。 这种不可复制性包括两方面含义： 一是这种不可
复制性是指市场上其他所有竞争者都不能复制 ，而非某个特定的竞争者自己不能复制。 某种重要的知
识产权，对于某个不具备开发该技术能力的企业来说可能是不可复制的 ，但对于其他具有技术实力的竞
争者来说，他们很有可能以自己的研究实力实现重新复制 ，此时，该知识产权就不能被认定具有不可复
制性。二是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包括虽然从理论上讲该知识产权是可以复制的 ，但实践中却要付出过高
的成本或严重影响效率，那么，该知识产权也有可能被视为不可复制。 事实上，认定知识产权的不可复
制性，重点是准确把握法律赋予知识产权人的合法独立性与排他性 ，而非传统“关键设施 ”原则中所考
虑的物理、技术以及经济意义。例如： 在思科公司诉华为公司一案中，从技术意义上来看，华为公司完全
有能力通过解码的方式来实现与思科公司路由器的兼容 ，但是由于思科公司的私有协议是受知识产权
法保护的，对思科专利技术、商业秘密的解码意味着对思科知识产权的侵犯 ，这就产生了该知识产权的
不可复制性。
二、分析知识产权人是否实施了不正当拒绝交易行为
（ 一） 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行为的分类及其在反竞争评估中的意义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对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进行不同的分类 。主要包括：
1． 单方拒绝交易和联合拒绝交易
依据实施拒绝交易的主体不同，可将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分为由单个知识产权人独自实施的单方拒
绝交易和由多个知识产权人联合实施的联合拒绝交易 。由于单方拒绝交易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在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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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主要取决于单个知识产权人在市场中的地位和能力 ，因而，只有那些对市场具有控制能力或具有市
场支配地位的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 ，才可能产生危害竞争后果而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而联合拒绝
交易作为经营者之间以联合的力量对市场竞争施加影响的行为 ，属于一种协议限制竞争行为，更容易受
到反垄断的约束与限制。本书讨论的知识产权拒绝交易仅指单方拒绝交易 。
2． 纯粹拒绝交易与条件式拒绝交易
依据实施拒绝交易是否附有其他条件或要求的不同 ，可将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分为不附加任何条件
或要求的纯粹拒绝交易和附加实施价格歧视 、搭售、独家交易、地区限制、客户限制等条件或要求的附条
件式拒绝交易。其中，条件式拒绝交易往往是知识产权人以拒绝交易相要挟 ，意图实现其他诸如搭售等
限制竞争行为，在客观上更加复杂，对竞争的危害也比纯粹拒绝交易更大，因而也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反
垄断法的规制。
3． 自始拒绝交易和中止性拒绝交易
依据实施拒绝交易时双方之间是否已经存在交易关系的不同 ，可将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分为不存在
先前交易关系的自始拒绝交易和已存在先前交易关系的中止性拒绝交易 。这种分类在判断知识产权人
拒绝交易的垄断意图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般而言，中断原来已经存在的知识产权或知识产权产
品交易关系，较自始拒绝交易更能凸显拒绝者控制市场 、排斥竞争的垄断意图，反竞争后果也更加明显，
会受到反垄断法更为严厉的控制 。特别是对具有突出网络效应的行业而言，知识产权人往往会在最初
推广自己技术阶段积极许可其知识产权 ，而当自己的技术借许可获得了强大的市场占有率之后 ，又企图
通过中断已有交易关系，控制市场谋求利益最大化。此时，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往往是其图谋垄断的具
体措施，应引起反垄断法的高度关注。
（ 二） 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不正当性”的主要表现
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不正当性 ”的表现复杂多样，具体可通过拒绝交易行为产生的背景与条
件，行为人的目的与手段以及行为导致的后果等来分析和评估 。从实践中看，以下拒绝交易行为的“不
正当性”表现突出： （ 1） 专利联营的某个成员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向新的加入方或现有的特定
联营方授权，阻碍其正常使用该技术； （ 2） 某项在市场上具有影响力的技术，已有众多企业正在使用，而
某企业就该技术获取知识产权，并拒绝向其他企业许可授权，阻碍该技术的使用； （ 3） 知识产权拥有者
以欺骗等方式使自己的知识产权技术成为公共招标采购中采购产品必须使用的技术 ，而其却拒绝授权，
使其他参加投标的企业无法获得该技术而不能制造出符合要求的产品 ，阻碍其他企业参加投标； （ 4） 某
经营者就特定技术或产品领域的知识产权进行全部收购 ，垄断该领域所有可能被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
者使用的技术，并拒绝许可，以阻止竞争者使用这些技术； （ 5） 知识产权获得者在知道其竞争对手正在
商业活动中使用该知识产权技术 ，并且竞争对手难以就此找到替代性技术的情况下 ，通过拒绝交易阻止
竞争对手使用该技术，妨碍公平竞争； （ 6） 知识产权人以欺骗等方式促使其他企业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
技术，当因此使其他企业对其技术形成依赖 ，难以改换其他技术时，知识产权人再通过拒绝交易使其他
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或置其他企业于侵权境地 ； （ 7） 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知识产权人，为了将其市场支
配力扩展到其他市场而采取知识产权的拒绝交易 ，此时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行为直接服务于其拓展
与强化垄断地位的目的，不正当性极为突出； （ 8） 知识产权人为胁迫相对交易方接受其销售、维持独家
交易、限制转售价格等条件而实施拒绝交易等 。
三、评估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危害竞争
（ 一） 评估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竞争影响所涉及的因素
评估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是否危害了竞争或在多大程度上危害了竞争 ，需综合考虑以下主要因
素： （ 1） 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的内容与方式。 例如： 是拒绝许可知识产权技术，还是拒绝出售知识产
权产品； 是自始拒绝交易，还是中止性拒绝交易； 是为实施其他限制竞争行为而拒绝交易 ，还是纯粹的拒
绝交易等。（ 2） 被拒绝提供的知识产权技术或知识产权产品在商业中的应用情况。 例如： 该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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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或产品是在局部使用还是大范围使用 ； 是个别企业使用，还是众多企业使用； 是早已使用还是近期
使用等。（ 3） 被拒绝提供的知识产权技术或产品对市场的影响情况。 例如，该知识产权技术或产品在
市场上的认可度是高还是低； 其先进性程度如何； 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效果如何等。（ 4） 与知识产权拒绝
交易行为相关的主体之间的关系 。如拒绝提供知识产权技术或产品者与被拒绝方之间是竞争关系还是
非竞争关系，这需要从三个方面考察： 一是分析拒绝者与被拒绝者以前是否具有竞争关系 ； 二是分析拒
绝者与被拒绝者是否存在潜在竞争关系 ； 三是分析拒绝者与被拒绝者是否因拒绝行为而改变既存关系
或状况。（ 5） 具有竞争关系的知识产权与产品的拒绝提供者与被拒绝者的市场地位。 例如： 拒绝者与
被拒绝者的市场份额的大小以及排名情况 。（ 6） 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影响市场的范围 。 这涉及新产
品市场与老产品市场、现有市场与潜在市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以及技术市场与产品市场等 。（ 7） 市
场整体竞争情况。例如： 与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相关的主体的个数 、市场的集中度、涉及技术与产品
的特征、差异度、销售渠道、市场进入难易程度等。（ 8） 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是否产生激励研发与创
新的正效应等。
（ 二） 判例法实践对评估知识产权拒绝交易竞争危害判断标准的探索
这里主要讨论欧共体判例法实践中就评估知识产权拒绝交易竞争危害所尝试采用的判断标准以及
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争论。
1． 新产品标准
这里的新产品标准是指如果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客观上阻碍了一种存在消费者潜在需求的新产
品的出现，那么，其则会被认定为具有竞争危害而应受到反垄断法的限制 。适用新产品标准来评估知识
产权拒绝交易行为的竞争危害需满足三个条件 ： 一是被拒绝方拟提供的必须是一种新产品 ； 二是这种新
产品必须存在消费者的潜在需求 ； 三是拒绝交易行为致使新产品不能出现 。 新产品标准是欧共体法院
在 1995 年的 Magill 案中确立的。法院针对该案的具体情况认为： 当时知识产权人所提供的电视指南只
预告平日的 24 小时和周末的 48 小时的电视节目，而遭受拒绝许可的原告则拟提供的是每周的电视指
南，这一产品在当时市场上没有，但却存在着巨大的消费需求，被告拒绝提供拥有版权的节目预告信息
致使周电视指南这一新产品无法出现 ，危害了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因而违反了反垄断法。 新产品
标准对于评估知识产权拒绝交易竞争危害情况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它所体现的促进创新与保护消费
者利益的理念，既反映了知识产权法的本质，又符合反垄断法的宗旨。 就知识产权法而言，其本质就是
一种促进与鼓励创新的机制，如果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行为客观上阻碍新产品的出现 ，抑制创新，则
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宗旨 ，此时的知识产权保护应让位于进一步创新的需要 。就反垄断法来看，
促进和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其根本宗旨之一 ，如果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行为阻碍了新产品的出现 ，损害
了消费者使用新产品的权益，反垄断法理应对其予以规制。
当然，新产品标准的适用尚在探索之中 ，一些深层次的具体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主要体现在：
（ 1） 什么是新产品以及如何确立判断新产品的标准 ，尚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例如，如果被拒绝
者拟提供的产品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改造的 ，他不同于现有产品，但又与现有产品有关，是否可认定为
新产品； 在新产品标准未能统一确定的情况下 ，由法院自由决定是否构成新产品是否存在自由裁量权过
大而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或不公平的问题 ； 是否会产生被拒绝者假借生产新产品而要求对知识产权
人实施强制交易问题等。（ 2） 并非只有阻碍新产品出现的知识产权拒绝交易才会损害竞争，其他不涉
及新产品的知识产权拒绝交易案件也同样会产生竞争危害 ，也需要反垄断法的规制。因此，新产品标准
只能解决涉及新产品产生的这类案件 ，而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2． 二级市场标准
这里的二级市场标准是指，处于一级市场的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行为 ，阻碍了其他竞争者进入二
级市场，损害了该二级市场的有效竞争，因而会被认定具有竞争危害而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适用二
级市场标准来评估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的竞争危害应满足三个条件 ： 一是该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
涉及两个市场； 二是该两个市场之间存在上下游关系 ； 三是一级市场中的拒绝交易行为阻碍或损害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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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市场的竞争。二级市场标准在欧共体的 Magill 案、Bronner 案①以及 IMS 案中均有涉及。 在 Magill 案
中，上游市场是广播电视服务市场，下游市场是电视节目指南周刊产品市场。 欧洲初审法院认为，电视
公司通过拒绝电视节目预告信息的版权许可 ，排除在电视指南周刊产品市场上的所有竞争者来为自己
保留该下游市场，也即电视公司通过拒绝版权许可以其在电视服务市场的垄断地位来阻碍或损害电视
节目指南周刊这一二级产品市场的竞争 ，以扩展或强化其垄断地位，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在 Bronner 案中，一家企业集团 Mediaprint 在奥地利日报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并经营着该国唯一的“送报上
门”服务体系，即每天早晨将报纸送到订户手上，这比通过邮局投递报纸快得多。 经营另一家日报的
Bronner 由于发行量小，没有能力自己建立这样的体系，因而请求以支付合理费用为条件利用 Mediaprint
的“送报上门”服务体系来投递自己的报纸，但遭到拒绝。 法院认为该案中的上游市场是投递服务市
场，下游市场是日报产品市场，二者之间相互联系，投递市场为日报市场提供服务。 在 IMS 案中，上游
市场是 1860 区域结构，下游市场是药品地区销售额资料市场 ，该 1860 区域结构是为提供药品地区销售
额资料服务的。在二级市场标准中，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行为影响竞争的方式主要表现为权利人通过
拒绝提供一级市场中的知识产权技术或产品 ，使竞争者无法进入二级市场或无法在二级市场展开竞争 。
从欧共体的实践中看，法院对于二级市场的认定具有相当大的弹性 。例如，在 IMS 案中“1860 区域
结构”作为一种数据制作模式，其本身很难说就构成一个独立的市场 ，因而也难以界定与之对应的二级
市场。对此，欧洲法院的解释是： 就一级、二级市场的界定而言，只要存在一个潜在的市场 （ Potential
Market） ，甚至是假定的市场（ Hypothetical Market） 即可，并不要求其真实且当下存在，也未必完全独立存
在，即使是一个生产过程的两个阶段也可以被认定为两个市场 ，只要第一个阶段的产品对于第二个阶段
的产品供应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基于此，IMS 案中的“1860 区域结构 ”即被视为上游市场，而以此为基
础的数据制作与销售则被视为下游市场 。
二级市场标准所体现的理念在于 ： 知识产权人对其依法获得的知识产权享有独占权与排他权 ，其在
特定市场上的拒绝交易行为一般被视作其拒绝交易权的正常行使 ，未必受到反垄断法的干预。 但当权
利人超越法律规定或背离法律宗旨 ，不适当地扩张其特有的独占权或排他权 ，阻碍另一市场也即二级市
场的竞争时，则会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这既体现了对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垄断权的认可与尊重 ，也兼顾
了对市场竞争的保护，有利于协调和平衡创新与竞争、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福利之间的关系，对合理
评估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的竞争危害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但是，该标准的适用也存在争议和问题 ，特
别是欧洲法院关于二级市场的认定 ，从“真实存在的市场 ”到“潜在假定的市场 ”，从“两个市场 ”到“两
个阶段”，从“独立市场”到“未必独立”等等，判断的标准越来越模糊，二级市场的认定范围越来越宽泛，
似乎任何一个知识产权或知识产权产品均可找出一个上 、下级市场来，这是否会产生过分干预知识产权
的后果，也是一个令人不无担忧的问题。
关于新产品标准和二级市场标准在评估某项特定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的竞争危害时 ，应当单独
适用还是同时并用，尚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学者中有的主张单独适用新产品标准或二级市场标准 ，
也即只要符合阻碍新产品或阻碍二级市场中的任何一个条件 ，即可认定构成竞争危害，予以反垄断规
制。有的则主张两个标准同时适用，也即必须同时具备阻碍新产品出现和损害二级市场竞争两个条件 ，
才能被认定构成竞争危害而予以反垄断规制 。而欧共体的判例数量有限，其中有被理解为单独适用的，
也有被理解为同时并用的。笔者基于对传统经济领域和新经济产业中知识产权拒绝交易采取宽严不同
的标准这一观点，主张在传统经济领域中采用新产品标准与二级市场标准同时并用的方法 ，以体现对知
识产权保护的足够关注； 而在具有产品兼容、网络互联互通需求的新经济产业中，采用单独的新产品标
准或二级市场标准，以体现对市场竞争的有效保护，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3． 产业技术创新与发展标准
产业技术创新与发展标准是指，如果特定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行为阻碍了整个产业技术的创新
与发展，则会被认定具有竞争危害而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在适用技术创新与发展标准过程中 ，一个关
①

Case C － 7 /97，Oscar Bronner v． Media print，［1998］ E． C． R． I － 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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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问题是要比较和衡量作为拒绝交易人的特定知识产权人的创新与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发展之
间，何者的利益更为重大，如果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行为阻碍了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那么，从
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发展优位于特定知识产权人的创新出发 ，应对该拒绝交易行为给予反垄断规制 。
这一标准在新经济产业中，特别是涉及产品兼容与网络互通情况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例如，在
2007 年的欧共体微软案中，针对微软拒绝向太阳公司提供兼容性信息这一拒绝交易行为，欧共体委员
会指出： 微软拒绝提供兼容性信息，在其已巩固的市场中具有窒息创新的后果 ，对整个产业的技术发展
及消费者福利带来损害。“由于缺乏兼容性，在服务器操作系统上，大量的客户被锁定在同质的‘窗口 ’
解决方案中。这损害了客户从微软竞争者创新操作系统特征中受益的能力 ，限制了竞争者成功销售其
创新因而阻止开发新产品的前景 。如果竞争者获得了兼容性信息，他们可以使用制造具有先进特征的
产品，事实上以前正是这样做的。对消费者重要的、竞争带来的不同的产品特征，由于微软行为的结果，
被人为地忽视了。从长远看，如果微软的策略成功，微软工作组服务器操作系统外的新产品，将被限制
于极小的存在 （ Niche Existences） 或根本不可能存在。 除可能来自于微软创新外几乎不存创新的可
［7］

能。” 欧共体委员会最后得出结论： 综合起来，命令微软提供兼容性信息虽然有可能对激励微软的创
新产生负面影响，但对包括微软在内的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的促进和鼓励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显然更加
突出和重要，此时，反垄断法应当作出的选择是使对微软的创新保护让位于对整个产业的创新保护 。正
因如此，欧共体委员会认定微软的拒绝提供兼容信息为违法 ，责令其依合理和非歧视的条件向服务器行
业的竞争对手开放“完全准确 ”的技术信息，以使他们的软件产品能够与微软视窗操作系统“充分兼
容”。
四、认定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行为是否具有正当理由
由于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在多数情况下是权利人正常行使其拒绝交易权的结果 ，一般不涉及反垄断
法的适用问题。因此，对其在特定情况下违法性的评估与认定适用“合理原则 ”，也即被指控实施知识
产权拒绝交易行为的被告，可以就自己的交易行为进行抗辩 ，如果被告能对自己的拒绝行为提供正当的
理由，那么，反垄断主管机关和法院将不认定其构成违法 ； 反之，如果被告的拒绝交易行为无正当理由，
其拒绝交易行为则可能被认定为违法 。
（ 一） 常见的可作为抗辩的正当理由
1． 知识产权人自身供应能力不足或受限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知识产权人 ，其支配地位未必完全来自于知识产权。 当知识产权人的知识产
权或知识产权产品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欠缺供应能力 、甚至难以满足自身需要时，其终止已经存在的供应
关系或拒绝向新的请求者提供，可被视为拒绝交易的正当理由。为了防止知识产权人以此为借口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易，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供应能力不足或受限是有理由的 。 一般而
言，拒绝向原有的客户继续供应比拒绝向新的客户提供供应更难以证明其商业合理性 。
2． 被拒绝方欠缺必要的信誉与质量保障
知识产权人因交易对方信誉与业绩不佳 ，难以保持足够的库存与稳定的售后服务 ，资金与质量缺乏
保障等而实施拒绝交易，以确保自己的知识产权技术与知识产权产品 、服务的质量和市场影响。此时的
拒绝交易有利于向消费者提供质量 、价格和销售条件稳定的商品，并保证最终消费者得到商品的信息和
其他销售服务 ①，应被认为具有正当理由，不会对市场竞争产生危害。
3． 知识产权人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通过拒绝交易实现选择性销售
此时的拒绝交易在给知识产权人带来效率的同时 ，可能使一些经销商失去选择机会 ，而消费者也会
因为销售者减少、销售市场的竞争程度相对降低而承担相应提升的价格。 但如果“产品的性质决定了
［4］
从价格竞争到非价格竞争的变化具有合理性时 ” ，拒绝交易一般不会损害竞争，特别是在有关产品具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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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的技术性或具有复杂的销售要求以及有价值的品牌形象等情况下 ，通过拒绝交易实现选择性销
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限制销售商之间进行价格竞争 ，以便能够实施最低服务标准或其他相应职能，
以强化非价格竞争，一般不会对市场竞争产生负面效应 。需要强调的是，此类价格竞争的限制应当是增
加非价格竞争的努力的必要组成部分 ，否则，将有可能产生竞争危害。
前述所列事由只是实践中常见的有可能作为被告抗辩的正当理由 ，至于在具体案件中这些理由是
否会被反垄断主管机关或法院援用而成为免于反垄断追究的依据 ，尚需具体案情具体分析。 由于特定
事由是否“正当”、“合理”，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具体背景、条件等的影响，更多情况下需要在个案中根
据具体案情进行评估、认定，因此很难形成统一的固定标准。
（ 二） 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商业合理性”的推定
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知识产权拒绝交易通过判例确立了直接推定其具有“商业合理性 ”的原
则。这是因为，美国法院认为企业没有义务将自己的知识产权许可给其竞争对手 ，从而丧失了自己因该
技术而获得的竞争优势，这既不符合经济人本性，也不符合现实的商业理性。 在该原则下，实施拒绝交
易行为的知识产权无须就自己的“正当理由”先行举证，而是要求被拒绝方必须有充分证据证明知识产
权人的拒绝交易行为具有垄断意图并产生竞争危害 ，从而推翻有关“商业合理性 ”的假定。 这种举证责
任分配显然有利于知识产权人而不利于被拒绝方 。
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商业合理性 ”推定原则，适用于一般的知识产权人并无不妥。 但对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知识产权人来说 ，由于其具有危害竞争的特殊风险 ，法律应赋予其承担举证责任的
义务，即由其就自己拒绝交易行为的商业合理性提供证据 。这对存在已有供应关系的知识产权拒绝交
易合理性的认定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双方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技术或产品的供应关系 ，具有市场支配
地位的知识产权人一方中断该交易 ，拒绝继续提供过去曾提供的技术或产品 ，往往可以直接表明其通过
拒绝行为垄断市场的意图。此时，知识产权人需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拒绝交易具有正当理由 ，方可免于
反垄断法的追究。在具备网络效应的产业，一些企业往往通过事先许可，甚至是免费许可来推广自己受
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方案，待该技术得到广泛的市场认同以及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后 ，再拒绝授权，以实
现垄断该技术市场或相关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目的 。微软拒绝提供兼容性信息的行为是这方面的典型例
子。微软作为工作组服务器操作系统这一市场的后进入者 ，在进入市场之初，为了借助已有技术在市场
中立足并获得客户的信任，积极披露“窗口”NT 域的相关界面技术规范，推动其客户微机操作系统与非
微软工作组操作系统的兼容。然而，一旦微软的工作服务器操作系统在市场中获得了接受 ，微软的动机
变了，意欲排挤竞争对手，垄断市场，开始拒绝提供与“窗口 ”环境兼容的相关信息，使其竞争者在工作
组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处于极不利的地位 ，从而产生了消除竞争的危险，并阻碍产业技术创新，损害消
费者福利，因而受到欧共体反垄断法的规制 。
结

论

知识产权拒绝交易的反竞争审查 ，涉及对法律所要求的主体条件、行为条件、后果条件和除外条件
的系统评估和认定。首先，就主体条件而言，重点是审查实施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的经营者是否具有
市场支配地位。由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有限 ，其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
所产生的危害也有限，欠缺法律干预之必要性，不被认为构成违法。 因此，只有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
营者才会成为实施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的违法主体 。其次，从行为条件来看，重点是审查是否存在拒
绝交易行为及其性质。如果有证据足以确认经营者客观上确实实施了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 ，而且这
种拒绝交易行为具有“不正当”或“不公平”性，那么，其则会成为法律管制的对象。再次，从后果条件来
看，主要是审查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对竞争是否造成危害及危害的程度 。其中，评估知识产权拒绝交
易行为竞争影响所涉及的因素以及判断标准至关重要 。如果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未造成竞争危害或
竞争危害未到法定程度，均不构成违法，只有当知识产权拒绝交易的竞争危害超过反垄断法所能容忍的
限度时才会被认定为违法。最后，知识产权拒绝交易审查中的“除外条件 ”是指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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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实施了严重危害竞争的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时 ，如果这种拒绝交易依法被认定具有正当理由 ，
则会排除反垄断法对该行为的适用 ，也即不认定该行为构成违法；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则会被认定构成违
法。需要强调的是，在具体审查程序与步骤上，前述四个条件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 1）
主体条件、行为条件、后果条件需依次进行，且当前一个条件具备时才可以进行下一个条件的审查 ； （ 2）
只有当主体条件、行为条件、后果条件都具备时，才进入除外条件的审查； （ 3） 只有当主体、行为、后果、
除外四个条件都具备时，才会认定知识产权拒绝交易行为构成反垄断法上的违法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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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icompetitive Examin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fusal of Transaction
Lv Mingyu
（ Law Schoo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01）
Abstract： The anticompetitive examin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fusal of transaction is a common difficult
issue in antimonopoly law all over the world． The standard of evaluating whether it is illegal to refuse to license
is pretty indistinct because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ntrolling of market
monopoly，as well as the clashes between principle of fair competition and freedom of contract in antimonopoly
law． Meanwhile，it is extremely complicated to evaluate and decide if a particular action of refusal of transaction
is illegal． A very important way is to promote the examining system and make it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with
the principle of equating intellctual property and others property right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method by which we can assess property by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r in the market，the ways of refusal of transaction，harms to competition of the refusal，the reasonable justifications of refusal．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fusal of transaction； competition；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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