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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法院典型判例看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
蔡步青
（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要：“商业方法”是指人们通过计算机辅助来实施经营、管理或者适用于财经信息处理流程的
技术方法。关于究竟应当依据何种标准来判定此等商业方法是否可以获得专利权，这是一个争议性问
摘

题。围绕该等争议的主要方面，从早期到后来以及最近对若干典型案例的审理，美国法院先后提出了
“商业方法专利除外”原则、“实用、具体、有形结果”标准以及“机器或转换”标准等一系列判决法理，其
中，后来的判决法理是对先前法理的否定与发展。随着电子商务产业的快速发展，关于商业方法可专利
性问题，未来不管采用何种标准，均应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并从严掌握，以免造成压抑科技创新或者
专利权人的垄断。
关键词： 美国法院; 典型判例; 商业方法; 可专利性
712
中图分类号： D93 /97． 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3275（ 2012） 05 － 0154 － 10

＊

一、引言
2010 年 6 月 28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Federal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下称 FSC） 对 Bilski v． Kappos 案①做出判决，一方面强调指出“商业方法”（ Business Method） 属于法定可授予专利权的客
体，不承认所谓“商业方法例外”原则； 另一方面，它否定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uits，下称 CAFC） 以前所提关于“机器或转换”标准②为判定商业方法可专利性
之唯一标准的意见，“State Street”标准③亦不能再用于判定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从而使美国社会各界
对于商业方法专利的审查基准莫衷一是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大法官在对本案出具的不同意见
书中，对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鉴于美国法院有关判例对于商业方法专利性的认定具
有重要影响，故本文拟以美国若干典型案例为逻辑主线 ，对商业方法可专利性引起的主要争议及其处理
原则进行分析梳理，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简要预测 。
二、商业方法专利的基本属性
( 一) 商业方法发明: 商业方法专利的权利客体
商业方法发明是商业方法专利的权利客体 ，唯有符合商业方法发明的定义，才能申请成为商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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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男，台湾台中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Bilski v． Kappos，
130 S． Ct． 3218，
561 US，
177 L． Ed． 2d 792 （ 2010） ．

或将特
② “机器或转换”标准（ the Machine or Transformation Test） 是指若涉及基础原理原则之方法请求与特定机器或设备相连结，
定物转变为不同状态或事物，即具备可专利性。
Inc． 案提出的测试标准，
③ “State Street”标准（ State Street Test） 是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
指商业方法发明应产生“实用、具体、有形结果”（ useful，concrete，and tangible 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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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依美国《“2000 年商业方法专利促进法”提案》中的定义： “‘商业方法发明 ’是指任何商业方法 （ 包
括任何软件或其他设备） 的发明或者包含商业方法专利说明的发明。”它通常通过两种方式获得： 一种
是以扩大计算机软件相关技术的应用领域获得 ，例如扩充制造业、销售业中已完成的计算机软件相关发
明的应用范围。这类发明包括利用计算机或网络的新商业方法 ，比如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实现的网上
电子商务或网上中介业务。另一种是以扩展与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相联系的经营方式获得 。 目前，不
仅制造业和销售业，甚至连传统产业上认为与专利很少关联的金融业 、保险业和服务业也逐渐提出了商
业相关发明的申请。这类发明包括金融商业方面的安全技术 、衍生性金融工具的开发、金融相关操作技
［1］
术、金融交易技术和资产管理技术等 。
( 二) 商业方法专利的定义
目前，“商业方法专利 ”尚无一个统一的定义。 美国《“2000 年商业方法专利促进法 ”提案 》规定
“‘商业方法专利’是指下列方法之一： A． 一种经营、管理或其他操作某一企业或组织 （ 包括适用于财经
信息处理流程） 的技术方法； B． 任何应用于竞技、训练或个人技巧的技术方法； C． 上述二者所描述的、由
计算机辅助实施的技术或方法”①。
大体而言，商业方法专利至少应当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的内涵 ： 第一，商业方法专利是指纯粹的商业
经营方法的可专利性。纯粹的商业经营方法———“经商、交易、做生意的策略 ”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方
法，是不能授予专利的。第二，商业方法专利是指在互联网上实现 、以电子商务为应用领域的、通过计算
机程序实现的商业经营方法。它在表现形态上有着较强的技术特征 ，是一种计算机软件，内容上涉及交
易、买卖、结算等经济活动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与上述第二项联系，在内容上更多地侧重于商业经营方
法的可专利性，同时又被那些依托于计算机软件的技术特征所遮蔽，认为“商业方法专利 ”是独立的一
［2］
种新的专利客体 。
此外，商业方法专利之申请需注意下列事项 ：

1． 商业方法与技术的组合才是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
事实上，创作发明是否为专利权的客体，必须事先查验其是否仅为描述抽象的概念，还是具体提供
了可以实施的技术或流程。只有申请人在专利说明书内容中揭露了可以具体实施的技术或流程后 ，才
可以进一步检验该商业方法究竟是否符合实用性 、新颖性以及创造性等专利权要件 。
目前，可授予专利权的商业方法通常是通过计算机软件或装置的技术加以具体化的 ，而一般的商业
方法的观念，就像演绎法本身一样，属于一种抽象的概念或者人类心智推理的流程 ，因其尚未落实于技
术特征之中，故不具可专利性，但是，运用演绎法本身的概念所产生的相关计算机软件运作程序和步骤 ，
只要其结果能够产生一定实际用途 ，则该计算机软件运作程序和步骤即可成为可专利性的客体 。
2． 商业方法的描述本身不具有可专利性 。
商业方法仅描述一种观念或者人类的思考或想法 ，其本身只是一种抽象概念，不具有可专利性，理
由是： 第一，他人无法根据单凭某种抽象概念或观念来直接产生实际的效果 ，而必须加上推理的流程与
实施的步骤。第二，抽象概念无法揭露明确的权利范围或者可用的技术内容 。第三，一个抽象概念有无
限个具体化的结果，如果对一个单纯抽象概念提供专利保护，将会限制后续产业进一步发展和有效利
用，这有悖于专利制度的基本精神。
3． 商业模式不是商业方法。
与“商业方法”容易产生混淆的名词为“商业模式 ”或“经营模式”。“商业模式 ”（ 或称“经营模
式”） 属于企业经营的策略与方向，而商业方法则为实施该策略或经营方向的具体方案选择 。 商业模式
比商业方法本身更为抽象，要实施一个商业模式，必须借由许多技术与经营的构思，透过不同商业方法
［3］
的建构才能达成，而不同的商业方法亦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特征或程序步骤才能具体实现 。

①

另参见《美国专利分类码》编号第 705 号、《国际专利分类表》（ 第八版） G06Q 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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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业方法专利在美国的发展过程
美国专利商标局（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下称，USPTO） 对商业方法发明是否授予
专利权，主要依据 FSC、CAFC 和海关与专利上诉法院① 的判决而定。 为了研究何种商业方法发明是否
可以构成专利权的客体，我们有必要了解美国的相关判例法 ，争取从商业方法专利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和
思路中有所启示。美国法院对商业方法专利性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 一) 拒绝保护阶段( 1908—1972 年)
早在 1908 年，CAFC 在关于 Hotelsecurity checking co． v． lorraine co． 一案②的判决中即明确指出“一
种商业方法如果没有与执行该方法的装置联系 ，就不是一种技术 ”。 该判决首次正式确立了专利法不
［4］
保护商业方法之原则，即所谓“商业方法除外原则 ”，从而将商业方法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 。 该原则

被以后许多案件所引用③。
受此影响，USPTO 一直认为商业方法不属于美国《专利法 》第 101 条“技术”、“机器”、“制品 ”或者
“物的组合”等四类的专利范围，不应授予专利权。 此外，网络技术的发展水平尚不足为商业活动提供
足够的技术支持，商业方法缺乏相应的根基。 因此，虽然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在美国已有突破性进
展，但商业方法（ 包括许多属于计算机软件的商业方法 ） 却一直是个例外。
( 二) 初步认可阶段( 1972—1981 年)
［5］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传统的专利法理论和专利制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FSC 关于判定商业

方法发明可专利性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 ，USPTO 开始运用“物理转换标准 ”来判定商业方法的可专利
性，原有的“商业方法除外原则”从而被打破。
1． Gottschalk v． Benson 案④。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 为了一种可以把十进制码转换为二进制码的方法，Benson 向 USPTO 提出了专
利申请。在专利说明书中其将该方法描述为“以程序来进行数据处理，特别是数字转换 ”，但未指明该
方法涉及任何特殊的装置，显然其目的在于涵盖任何普通用途的数字计算机 。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申请人请求的方法是否属于美国《专利法》中所定义的“方法”。1972 年在对该
案的判决中，FSC 首先指出，方法类发明的可专利性并无关乎是否涉及使用特定的装置 ，而是“是否可以
转变或者还原成另一状态或物质 ”。 这一观点似乎有意限制方法类发明的范围。 另一方面，该法院又
指出方法专利是否限于“必须附着于特定的机器或装置，或者必须用来将对象或材料改变成另一不同
的状态或物质”，仍然有争议，这又似乎有借此来限制方法专利适格性之意 。
FSC 坚持认为自然现象、心智活动以及抽象的概念仅为科学及技术工作的基本工具 ，故均不是可授
予专利权的客体，而本案中的发明只是把十进制码转换为二进制码的方程式 ，除了与数字计算机相关
外，其余并无任何实际用途，若予核准，则此等专利将“先占取代”（ pre-empt） 数学方程式或逻辑算法，因
［6］

此，FSC 法官一致认为本案之涉案发明不是专利的适格标的

。

2． Parker v． Flook 案⑤。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 Flook 申请的发明是一种用来在碳氢化合物的触媒反应流程中控制参数的方
法，即在触媒反应流程中，当温度、压力等流程参数超出预定警示值时 ，便会产生警示结果以表示有异常
情况产生。警示值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以参数实际值的历史纪录为函数进行周期性调整 ，且此调整是由
①

1909 年成立，
1910 年开始工作，
1982
美国海关与专利上诉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简称 CCPA） ，

年被撤销，其职能并入 CAFC。
160 F． 467 （ 2d Cir． 1908） ．
② Hotel Security Checking Co． v． Lorraine Co． ，
In Re Patton，
127． F． 2d 324 （ CCPA 1942） ． 另参见： 李晓秋著《In re Bilski： 商业方法专利的再生抑或死亡》，载《科研管
③ 例如，
理》2011 年第 3 期第 131—133 页。
409 U． S． 63 （ 1972） ． 关于对该案之中文评析，参见张乃根著《美国专利法判例选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④ Gottschalk v． Benson，
1995 年版，第 42—52 页。
社，
437 U． S． 584 （ 1978） ．
⑤ Parker v． F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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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以数学方程式来计算完成的 。该案涉案争议发明主要包含三个步骤，首先是测量现行的流程参
数值，接着以逻辑算法计算出新的警示值 ，最后再将实际的警示值调整至新的警示值 。
该案争议点在于，涉案方法发明是否仅因其中之一步骤在被隔离后断定为非可专利之标的 ，其发明
的整体即丧失其可专利性。
依 FSC 审理该案法官的少数意见，涉案发明乃可专利之标的。 多数意见则认为，流程方法并非仅
因其中包含有自然法则或数学逻辑算法就不可被授予专利 ，但是，除数学逻辑算法外，流程本身必须新
颖且实用。该案涉案发明方法的新颖部分仅为数学逻辑算法而已 ，既然逻辑算法是作为学术与技术工
作的基本工具，其即应被视为是“在先技术 ”的一部分，至于该逻辑算法在申请专利之发明产生当时是
否为人们所已知或未知，则无关紧要。FSC 由此认为本案的方法发明并非美国《专利法 》第 101 条下之
法定可专利标的。值得注意的是，该法院在判决理由部分指出符合法定定义的“方法 ”是须附着于特定
装置之上，或者被用来将材料从一种状态或物质改变为另一种状态或物质的 。 此等多数意见无疑是在
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中将新颖性与进步性引入作为判断方法是否具有专利性的要件 。
3． Diamond v． Diehr 案①。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 1975 年，Diehr 为其一种在制造橡胶产品时控制压力与时间的方法发明向 USPTO 提出专利申请。该发明意在确保橡胶压模机在某一时间内保持一定的温度与压力 ，从而让橡胶在硬
化流程中均保持精准的形状。其主要步骤为： 首先，反复测量压模机中的实际温度； 其次，将测量所得数
据输入计算机，并依据阿瑞尼斯方程式反复计算硬化时间 ； 最后，待反复计算所得之硬化时间值等于实
际时间时，计算机即发出打开压模机的信号 。
本案的主要争执点是，使橡胶成型的硬化流程步骤中所使用的数学方程式与可编程数字计算机是
否属于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所保护的可专利标的。
1981 年，FSC 判定本案涉案方法发明仍属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所保护的专利权适格标的。 它认
为在未包含有特定机器的流程方法中 ，专利要件的核心属性是该方法能否让某一对象从一种状态或物
质转变为或者还原成另一种状态或物质 ，而本案涉案方法发明即是将橡胶原料硬化成为另一种状态 ，且
其申请专利权的标的并非仅在于该数学公式 ，而还在于将橡胶硬化的流程，虽然该流程运用了“阿瑞尼
斯方程式”，但其并非意在“先占”这一方程式。更重要的是，不能仅仅因申请专利范围中涉及数学公式
或数字计算机，人们就认为其乃不可授予专利权之标的。 另外，在前述 Parker v． Flook 案与 Gottschalk
v． Benson 案的基础上，FSC 重申认为自然法则、自然现象以及抽象概念均不属于专利的适格标的 。 它
进一步认为，一项科学真理或其数学表达不是可获得专利权的发明，但是一项借助科学真理的知识创造
的新颖的和有用的结构可能是可获得专利权的发明。虽然申请人的权利要求中包含数学公式，但是并未
寻求对于这个方程式的使用“先占”，
而是对通过使用该方程式并加上其权利要求中各项步骤的物理和化
学程式予以“独占”，
因此这项程式并不因为在其中使用了计算机来协助操作，
便丧失其构成专利保护的要
件属性。与数学公式一样，
计算机软件本身不属于可获得专利的标的，但一旦与某种工序或结构的其他部
分融为一体，
那么，
作为整体的计算机程式工序将不会因此成为不可以获得专利权的标的。可专利性、新
颖性以及非显而易见性是构成专利保护的三个截然不同的要求。对一项专利权要求，人们需从该要求的
［7］

而不可任意肢解。该案成为美国甚至世界各国适用专利法保护商业方法的转折点
整体来察看，
4． Gottschalk v． Benson 案、Parker v． Flook 案以及 Diamond v． Diehr 案的影响。

。

20 世纪 70 年代 FSC 做出关于数学主题本身不能受专利保护的判决 ，试图表明这样一个理念，即某
些类型的数学主题在实际应用以前 ，无非是抽象的思想，其本身不能获得专利保护。这意味着在此时期
FSC 将商业方法理解等同于数学公式 ，认为其属于抽象思想的范畴，因而拒绝给予专利保护。 只有在法
院已认定申请专利中的“方法”是与特定装置相联系或者用来将某种材料转换为不同状态或物质时 ，该
等方法将具有可专利性。20 世纪 80 年代初，FSC 对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问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认为
计算机程序虽然包含数学公式，但不因此丧失构成专利保护的要件 。此外，如果计算机程序与某种机器
①

Diamond v． Diehr，
450 U． S． 175 （ 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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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为一体，即可以授予专利权。
FSC 在对上述三个案件的审理中，力守“技术 ”的底线，试图划清抽象的商业方法本身与运用这种
方法后发生某种物理转换或者与有形的装置相联系的方法之间的界限 。然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产业利益的需要促使 FSC 再次改弦易辙，重新考虑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问题 。
( 三) 充分肯定阶段( 1944 年以后)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美国法院在商业方法可专利性问题上的态度呈现逐步宽松的趋势 ，其在
对若干典型案件审理中提出的诸多观点构成了该国关于商业方法专利性的判例法基础 ，颇具启发意义。
1． In re Alappat 案①。
Alappat 发明了一种消除波形锯齿的系统 。该系统用数字方式来读取输入的波形 ，使得示波器屏幕
上出现的图像为平滑曲线。Alappat 为该发明向 USPTO 提出范围为第 15—19 项的专利申请，被 USPTO
的审查委员以不符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为由，予以驳回。Alappat 不服，提出申诉。USPTO 的申诉委
员会撤销了审查委员的决定，但随后 USPTO 的扩大申诉委员会经审理后又推翻了申诉委员会的决定，
而维持了审查委员的决定，审查委员关于涉案发明中的步骤构成一种用来计算像素信息的数学逻辑算
法之观点得到了支持。
依据 CAFC 的分析，从第 15 项申请的内容来看，涉案发明属于《专利法 》第 101 条中的“机器 ”，故
该案争议焦点在于该项发明是否属于被排除在专利权适格标的之外的“数学逻辑算法 ”。CAFC 认为该
发明并非抽象概念或者数学逻辑算法 ，而是一种能够进行计算并将特定数码波形转变为平滑波形的特
定组件组合，是一种能够产生“有用、有形及具体结果”的特定机器。
2． State Street Bank 案②。
1998 年的 State Street Bank 案是一件关于 Signature Financial 集团拥有的“网络金融服务数字处理
系统”专利权纠纷。其涉案发明是一套“轴幅式 ”财务服务架构的数据处理系统，即在数个共同基金
（ 幅） 中，由于投资人买卖之缘故，每日各个基金的规模均会有所改变。 为了降低各个基金 （ 幅 ） 的管理
费用，涉案发明将数个共同基金（ 幅） 汇集成为一个投资组合 （ 轴 ） ，并使发行公司能够通过计算机计算
出各个基金在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大小 。
CAFC 认为人们可以手段、
在该案判决中，
功能、
用语方式来界定出涉案数据处理系统，该系统属于美
国《专利法》第 101 条中的“机器”范畴，
并非下级法院认为的“方法”范畴。在分析该发明是否为数学逻辑
CAFC 指出，
算法或商业方法时，
人们在判断请求项是否包含有法定的适格标的时，
不应仅着重于请求标的
属于何种范畴，
而应着重于该标的的基本特性，特别是其“实际应用”，而此实际应用即是指 In re Alappat
案中所指的“有用、
有形及具体结果”。这就肯定了该请求项符合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的规定。
该案标志着美国《专利法》对于商业方法可专利性的重大进步。 理由是，CAFC 认为用计算机从事
财务计算的“商业方法”，虽然包含了不可享受专利保护的数学逻辑演绎法则，但只要该项发明能导出
“有用、具体、有形之结果”者，仍不失其可专利性。更重要的是，CAFC 对该案件的判决否认在专利保护
中存在“商业方法例外”原则。它表示任何商业方法都应遵循法律关于专利的规定 ，且商业方法的例外
违反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关于法定专利客体的定义条款，具有误导性，既无必要，又显过时，故应予
废除。在申请和接受专利审查时，商业方法应当与其他行业的专利申请处于平等地位 。 这就充分肯定
了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为商业方法的专利保护打开了大门 。
四、由 Bilski v． Kappos 案引发的关于商业方法专利的反思
( 一) Bilski v． Kappos 案基本案情
Bernard L． Bilski 及 Rand A． Warsaw 申请一种用来管理因为天气恶劣所导致的商品供货商之消费
①

In re Alappat，
33 F． 3d 1526 （ Fed． Cir． 1994） （ en banc） ．

②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Inc． ，
149 F． 3d 1368 （ Fed． Cir．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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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风险的方法。依据说明书所述，能源消费者面临着两种风险，即价格风险与消费性风险。 对于前者，
已有管理工具进行管理，但对于后者，则尚无风险管理工具，申请人的发明即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本案
涉案方法请求以下列步骤管理商品提供者以固定价格销售商品的消费风险成本的方法 ： （ 1） 在所述商
品提供者与所述商品消费者之间发生一系列交易 ，其中，所述消费者以基于以往平均值的固定价格购买
所述商品，该平均值与所述消费者的风险状态相应 ； （ 2） 确定所述商品的市场参与者针对所述消费者具
有一种反风险能力； （ 3） 在所述商品提供者与所述市场参与者之间以第二次固定价格发生一系列交易 ，
以平衡所述消费交易的风险状态 。
USPTO 的审查委员驳回了申请人的专利申请，认为该案涉案之方法请求并非专利权的适格标的 ，
因为该发明未以特定的装置或机器来实现 ，仅系抽象概念的操作，并解决单纯的数学问题，其又不属于
任何技术，不存在任何技术领域中的实际应用 。
申请人不服，提出申诉。USPTO 的申诉委员会采用下列标准分析后，得出关于涉案发明并非专利
权适格标的的结论：
1． “机器或转换”标准： 该案说明书中并未描述用来实行涉案方法的任何装置 ，且上诉人也自认无
需计算机亦可实现该方法，故既未有能量形式的转换，亦未有实体物质的转换。
2． “除外事项标准”与“先占标准”： 该请求项仅以方法形式描述了管理消费风险的计划 ，仅属于抽
象概念，且无论其借助于人类活动还是计算机 ，该方法均“先占”了任何可能执行该计划的步骤，其请求
范围过广，同时包含了适格与非适格标的。
3． “State Street 标准”： 虽然该方法可能具“有用之结果”，但仍未具“具体、有形之结果”。
( 二) CAFC 对 In re Bilski 案的判决
1． CAFC 的判决理由。
本案上诉后，为一并解决与专利适格标的相关的全部争议 ，CAFC 先就以下问题寻求各方意见：
（ 1） 涉案请求项第 1 项是不是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规定的适格标的？
（ 2） 应以何标准来决定某一方法是否为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规定的适格标的？
（ 3） 构成抽象概念或心智活动的请求项是不是非专利适格标的 ？ 当一请求项同时包含心智与实体
步骤时，何时为专利权的适格标的？
（ 4） 一方法是否必须产生对象的物理转换或者附着于机器 ，方为美国《专利法 》第 101 条规定的适
格标的？
（ 5） 是否应当重新考虑 State Street Bank 案及 AT＆T Corp． v． Excel Communications Inc． 案 （ 下称
“ATT 案”） ①？ 若应当，则有何理由将之推翻？
各方“法庭之友”的意见可大致分为两派： 一派主张应扩大专利权适格标的的范围，即不论是否具
有物理转换的效果，商业方法应当具有可专利性； 另一派则认为法院应推翻 State Street Bank 案和 AT＆T
案的判例法，并限制专利权适格标的的范围。
CAFC 法官全席审判庭的最终判决表决结果为 9 比 3，其中大多数法官持与 USPTO 相同的观点，认
为涉案请求项不是《专利法》第 101 条规定的专利权适格标的。2008 年 10 月 30 日，CAFC 作出判决，认
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专利法》第 101 条的适用标准究竟是什么。CAFC 为此提出“机器或转换”标准
是判断商业方法是否具有可专利性的唯一判断 ，即涉案方法须与特定机器或设备相连结 ，并可以将特定
物质转变至不同状态或不同物质 。若涉及基础原理原则之方法请求与特定机器或设备相连结 ，或将特
定物转变为不同状态或事物，即具备可专利性。该案申请人权利项内的程序方法目标未能将任何物质
改变成不同状态或物质。申请人第 1 权利项既不涉及任何有形物体或物质的转换，亦不代表任何有形
物体或物质的电子讯号，因此该权利项完全不符合“机器或转换 ”标准，不应被视为具有专利权的适格
目标。此外，商业风险等既不是有形物体或物质 ，亦不代表任何有形物体或物质，至多仅仅纳入了不合
格的转换部分，故其转换也不符合“机器或转换”标准。
①

AT＆T Corp． v． Excel Communications，Inc． ，
172 F． 3d 1352 （ Fed． Cir．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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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n、Mayer 及 Rader 三位法官持不同意见，他们分别认为本案例缩小或者扩大了商业方法专利
的范围，甚至认为商业方法专利不具可专利性 。其中 Mayer 法官指出，“专利制度旨在保护和促进科学
技术的进步，而非如何实施商业交易的想法。……为商业方法提供专利保护，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它
［8］
可能阻碍而非促进革新，并且占有应当属于公有领域的事物 ” 。
2． CAFC 确立的“机器或转换”标准原则。
通过对 In re Bilski 案的审理，CAFC 认为美国《专利法 》第 101 条规定的方法发明必须符合以下两
项标准之一方属专利权的适格标的 ： 第一，转换标准。此标准应以“转换“为其核心目的。 一种把“实体
物”或“物质”进行“化学或物理转换”的方法，显然是专利权的适格标的，故“实体物 ”与“物质 ”皆为可
供转换的客体，而转换则包含了化学的和物理的转换。 关于电子讯号或者以电子方式处理的数据 ，
CAFC 以 In re Abele 案①为例，指出该案的独立请求项既未明确说明数据的模式或本质，也未说明数据
的来源及其所代表的意义，故不具可专利性，相反地，另一附属项中限定了“该数据系由计算机断层扫
描仪所产生的二维 X 射线衰减数据”，其已将资料限定为实体物的表述特征 （ 例如，骨骼或人体组织 ） ，
将原始数据转换成在屏幕上显示的特定实体物的图像数据方法 ，故可被视为是专利权的适格标的。 关
于涉及法律义务、组织关系以及商业风险等的商业方法发明 ，如既未涉及任何实体物或物质的转换，也
未涉及实体物或物质的数据转换 ，将无法通过此标准的检验。第二，机器标准。由于本案请求项并未涉
及任何机器，且申请人亦自认该发明无须机器即可实现 ，故自然不符此标准的检验。
CAFC 明确表示，以往采用的 Freeman-Walter-Abele 标准、State Street 标准、Technological Arts 标准以
及 Physical Steps 标准等四种标准，不再适用于评估诸如 In re Bilski 案中的方法发明是否符合美国《专
利法》第 101 条关于专利权适格性方面的规定 。
CAFC 认为，专利权的适格标的应属于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的调整范围，它与《专利法》第 102 条
规定的发明的新颖性、第 103 条规定的发明的显而易知性无关； 此外，应以申请人请求获得专利权的发
明的整体，而非其中的部分限制条件是否构成专利权的适格标的为基础 ，来考虑请求项的整体是否为专
利权的适格标的。
根据 FSC 对 Parker v． Flook、Gottschalk v． Benson 案和 Diamond v． Diehr 案等所做的判决，CAFC 确
立了“机器或转换”标准，并把它作为判断方法发明可专利性的唯一标准 。 该标准的适用可分为两个步
骤，即先看涉案发明是否与特定机器或装置相连 ； 如果不相连，就看它是否会把某一物质转换为不同状
态或者物质； 如果不会，则该发明就不是可专利性客体。例如，对于公共的或私人的法律义务、法律关系
或者商业风险等抽象事物的转换或操纵 ，均不符合该标准，因而不是可专利性客体。
3． In re Bilski 案判决影响评价。
在 In re Bilski 案中，CAFC 仍然部分支持 State Street Bank 案结论，再次明确拒绝认定在美国专利法
中存在“商业方法例外”。尽管未明确解释何为“物品 ”或“特定的机器 ”，但 CAFC 确立的“机器或转
换”标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抽象的商业方法专利 （ 尤其是未能与特定的计算机或其他装置相联系的
商业方法专利） 构成限制。
In re Bilski 案判决后，USPTO 对 CAFC 提出的“机器或转换”标准非常重视，根据该判决对《专利审
查程序手册》第 2106 节规定标准作出修订，要求审查员在适用修订标准时应注意两点 ： 第一，如果当事
人仅对所属技术领域做出限制，将不足以使不适格的方法转变为专利标的 ； 第二，对处于发明方案之外
对技术做出的非显著性改善，亦不能够使不具专利性的方法转化为专利标的 。
( 三)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Bilski v． Kappos 案判决
专利申请人对此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况且，CAFC 在该案中确立的商业方法可专利性标准存在模
糊性，美国各界希望 FSC 能够给以厘清。
专利申请人的主要上诉理由包括 ： 第一，CAFC 判决认为涉案方法必须符合“机器或转换 ”标准，方
才符合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关于专利适格性的规定。该判决意见错误。 第二，美国《专利法 》第 273
①

160

In re Abele，
684 F． 2d 909 （ C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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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明确规定要用专利来保护“进行商业业务或商业行为的方法 ”，而 CAFC 提出的“机器或转换 ”标准将
商业方法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之外 ，则违反《专利法》第 273 条规定。
2010 年 6 月 28 日，FSC 公布了对 Bilski v． Kappos 案的判决，
9 名大法官一致认为涉案商业方法不
具有可专利性，遂驳回上诉，维持 CAFC 判决。 但 CAFC 提出的关于“机器或转换 ”标准的唯一性却被
FSC 审理法官以 5 4 的表决结果予以否决。Kennedy、Roberts、Thomas、Alito 以及 Scalia 等 5 位大法官
撰写的多数派意见中，确认争议发明仅仅属于抽象思想，不具有可专利标的地位。 他们还强调指出
State Street Bank 案不能再用于判定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机器或转换”标准并非判定商业方法可专利
性的唯一标准。最后，他们再次指出商业方法属于法定可专利标的。Stevens、Breyer、Ginsburg 以及 Sotomayor 等 4 位大法官组成的少数派，则坚持认为商业方法是不可专利主题，并认为对商业方法给予专
利保护未必有利于商业创新，且“商业方法专利可能禁止合法竞争与创新”，“社会为了保护商业方法专
利所付出的高昂成本不仅会阻碍创新 ，还可能遏制竞争 ”。即使不能获得专利保护，也存在足够的激励
［9］
因素来促使人们去开发商业方法 ，因为公司使用越多有效的商业方法 ，竞争市场对其报酬亦越丰厚 。
在判定“方法”或“流程”（ process） 是否具有可专利性方面的作用，FSC 虽然认可它是“一种重要的、

具有实用价值的线索”或“调查手段”，但却不认可它是唯一的判定标准。 该院认为，CAFC 违背了它在
Diamond v． Diehr 案中阐述的两个法律解释原则： 第一，法院在阐释法律中不应加入立法者没有明确规
定的限制和条件。第二，除非已有定义，人们对于词语都应当以其“通常、当代和普通的意义 ”加以解
释。而在通常、当代和普通的意义上，美国《专利法 》第 101 条并没有要求方法一定要与机器相联系或
者能够将一种物质转换至不同形态或物质。USPTO 建议 FSC 在理解“流程 ”概念时，应与美国《专利
法》第 101 条规定的其他三种可专利标的，即“机器、产品或者物质组成”相联系，但 FSC 认为，《专利法》
第 100 条 b 款已明确规定了“流程”的定义，而其中无任何内容要求该等方法必须与机器或者物质转换
结合在一起，文理解释原则对此不予适用。
在论述为什么拒绝将“机器或转换 ”标准作为唯一判定标准时，FSC 认为，对于在工业时代的发明
方法而言，该标准可能是足够的，但是对于信息时代的很多诸如软件 、医疗诊断方法、基于线性规划或者
数据压缩或数字信号操作的发明等之类的发明来说 ，人们在判断其可专利性时，该标准却可能带来不确
定性。但是，FSC 仍然对某些商业方法给予了专利保护。 它在解释自己这种做法正当性时的立场具有
［10］

相当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 ，即“（ 信息 ） 时代把创新的可能性放到更多的人手上，为专利法带来了新
困难。随着更多的人尝试革新和为其发明寻求专利保护 ，专利法面对着在两者之间维系平衡的极大挑
战，一是保护发明人，二是不对其他人可以独立地和创造性地应用基本原理所发现的方法赋予独占性 。
本判决不应被解读为决定在何处维系该平衡 ”。
FSC 认为，从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的规定，人们并不能得出商业方法应被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
之外的结论。从“通常、当代和普通意义”上理解，该条款中的“流程”亦不能排除商业方法。 况且，美国
《专利法》第 273 条第（ b） （ 1） 款①明确赋予商业方法在先发明人一种抗辩权 ，人们由此似乎能够推定法
律本身就认可商业方法属于一种方法 ，至少在一些情形下具有可专利资格 ，否则该条款就没有存在的必
要。如果不这样理解，就可能违背法律解释的原则之一 ，即对任何法律条款的解释都不应使其他条款成
为多余。
FSC 认为，由于上诉人的发明作为一种抽象概念而被排除了可专利性 ，它就无须进一步解释什么构
成了“流程”。针对如此敏感的议题，FSC 不希望人们对其判决有歧义性解读，遂申明人们既不应把本
案理解为是对 State Street Bank 案判例法的支持，也不应理解为企图限制 CAFC 发展新的标准，但新标
准应当能够促进实现美国《专利法》的目的，并且不与该法规定相冲突。

①

美国《专利法》第 273 条第（ b） （ 1） 款是关于“先发明者侵权行为抗辩”（ Defense to infringement based on earlier inventor） 中有关商

业方法的规定。

16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5 期

五、现状评价与未来发展模式思考
事实上，在 State Street Bank 案后，美国电子商务公司、软件公司、计算机公司、电信公司等 IT 产业，
甚至传统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凡是涉及通过电子方式开展商业经营模式的 ，均力争将有关商业方法申请
为专利，再以专利侵权诉讼手段逼迫竞争对手退出市场 。 这一方面导致商业方法专利诉讼频频发生 ①，
另一方面，由于 USPTO 缺乏商业方法专利的“在先技术 ”资料库以及经验丰富的审查员，致使许多原本
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为人所熟知的商业方法获得专利权 ，突显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批准过于粗糙与浮
滥。
CAFC 对 In re Bilski 案判决后，申请人就有关软件、通信、半导体、网络、医疗、生化类别等相关方法
提出的专利申请案，凡不符合“机器或转换”标准者，均被 USPTO 驳回。FSC 对该案的判决结果在表面
上以涉案发明属于抽象概念为由 ，维持了 CAFC 的判决结论，但在实质上，虽然它继续肯定了商业方法
的可专利性，但其明确否认商业方法需具备与实体结合或具有转换功能的技术特征 ，这极大地削弱了
CAFC 确立的“机器或转换”标准的重要性，更未认同后者在 State Street Bank 案中确立的“实用、具体和
有形的结果”标准，使得美国各级法院在关于商业方法可专利性标准方面又回到了过去标准各异 、宽严
不一的局面，这不仅无助于目前争议的解决，又重新开启了另一轮无休止的争论。 目前，商业方法专利
并没有被美国《专利法》明确地排除，一些商业方法仍可能属于可专利标的，而关于究竟何种商业方法
才能为 USPTO 和美国联邦法院 （ 尤其是 FSC） 所认可，则仍处于不确定状态，有待于今后 CAFC 和 FSC
的判决或者国会的立法来予以澄清 。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 In re Bilski 案，还是 Bilski v． Kappos 案，部分法官明确反对授予商业方法专
利，由此足见连美国法院内部也尚未就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达成共识 。在可预见的未来，该问题仍将会
持续困扰美国法院与实务界。从这一点而言，Bilski v． Kappos 案的最大贡献，可能恰恰不在于 FSC 坚
持肯定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反而在于它自行放弃了认定商业方法可专利性的标准 ，这就突显出认定商
业方法可专利性的难度，从而带给人们关于商业方法是否具有可专利性的检讨与反思 。
此外，已如有国内学者所言，法院在对 State Streeet Bank 案和 Bilski v． Kappos 案的判决中，对于商
业方法发明是否具有可专利性问题 ，均不得不通过援引过去的判决这一相当间接迂回的方式来表达自
己的见解立场，实乃因为这本应属于由国会通过行使立法权来做出政策决定的事项 ，而非法院的权责。
法院从过往判决中寻找对相关适用法条做出最适当解释的做法 ，并不适于帮助本国专利制度合理应对
由新兴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的问题 。关于商业方法发明是否应受专利保护的问题，有关国家应当从
专利政策目标、科技产业发展实情以及社会经济现状等方面出发，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商业方法发明 ”
［11］
的定义、适用范围以及专利保护的要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相关争议 。
笔者认为，商业方法如不具有技术贡献和显著技术特征 ，又未与为实现商业方法所必需的计算机设
备或计算程序相结合，而仅为解决商业经营的程序、步骤或流程者，应当属于人类智力活动的规则或者
方法，即属于思想的范畴，而不应属于专利权的保护客体。国家如贸然授予其专利，不仅会抑制科技创
新，更将造成专利权人的垄断，增加竞争者的外部成本，妨碍后进者进入市场竞争，使电子商务产业成为
无效率的市场，从而严重阻碍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 ，这也无助于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甚至更可能带来
损害。在现实环境中，目前较为成功的全球电子商务业者 ，如 IBM、谷歌、雅虎、脸书以及花旗银行等，在
经营中并不单纯依赖于将纯粹的电子商务商业方法专利作为开发新产品的动力 ，而是较多地依赖诸如
市场创新、领先时间的优势、网络效应以及互操作性等积极因素 。随着网络科技与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
展，电子商务产业未来有着无限的发展应用空间 。今后，无论采用何种具体判断标准，包括中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均应从严掌握商业方法可专利性的标准 ，这无疑是利大于弊的明智选择。

①

E． g． ，Amazon． com Inc v． Barnesandnoble． com Inc ＆ Barnesandnoble． com，LLC，
239 F． 3d 1343； 2001 U． S． App． LEXIS 2163 （ Fed．

Cir． 2001） ，Eolas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v． Microsoft Corporation，
2005 WL 2137469 （ U． S． ） ，MercExchange LLC v． eBay，Inc． ，
547 U． S．
388 （ 2006） ，Catalina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Inc． v． CoolSavings． com Inc． ，
289 F． 3d 801 （ Fed． Cir．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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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ability of Business Methods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Certain American Leading Cases
Cai Buqing
（ Law School，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 Business methods are those which are used to administer，manage，or otherwise process financial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computers． What test（ s） should be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patentability of business
methods has been a very controversial issue for decades． Due to significant influences their judgments exercised globally，American court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matter by formulating successively certain
famous principles，such as the “Business Method Exception Rule”，the “Useful，Concrete and Tangible Result
Test”and the“Machine or Transformation Test”． The paper examines these principles chronically，thus revealing where the controvercy lies in and how it has developed． It argues that the test（ s） of patentability of business methods should be laid down in regulation expressly and precisely，and be applied strictly in practice； in
particular，the threshold of the test（ s） should be set at an appropriate high level so as not only to prev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being constrained，but also to avoid market domination of business method patent owners
from coming into being．
Key words： American courts； leading cases； business methods； pate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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