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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法中的专利标示义务
陈向军
（ 湖北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要：美国专利法中的专利标示规则散见于其《专利法 》及有代表性的判例之中。 美国专利法规
定了专利权利人和被许可人的专利标示义务 ，标示义务及于产品专利和方法专利。“实质性总体 ”标
摘

准、替代性标准（ alternative marking provisions） 、“足够清晰的纽带”（ the sufficiently clear nexus） 标准是专
利标示是否合法的判断标准。美国专利法还规定了专利权人实施不当标示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责任的
承担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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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权人在获得国家专利管理机关授权之后 ，享有对其发明创造独占的使用权，专利权人当然可以
在其产品上标注其是专利权人或者关于专利授权号等信息 ，但是专利权人是否必须进行专利标示 ，从而
使专利标示成为专利权人的法定义务 ，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美国专利法中的专利标示规则散见于
其《专利法》及有代表性的判例之中。
一、美国专利标示义务规定
（ 一） 标示法规
美国第一版专利法（1790） 并没有关于专利标示义务内容的规定 ，如果人们想要知道哪些商品属于
专利商品还需要自己去查找，这给人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更麻烦的是在 1836 年，能查找相关内容的这样
［1］

一座建筑物竟然毁于大火，包括其中的专利文案

。

美国法院在案例中（ Boyden v． Burke） 表态：认为专利属于公共记录，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处于公开
状态下的专利内容。随后在美国 1842 年专利法中，规定了专利权人的专利标示义务，该法规定所有的
专利权人及其受让人须在出售的每件产品上标注专利日期 ，违者将被处以一百美元以上的罚金。1842
年专利法中的关于刑事处罚规定在 1861 年专利法中予以去除，取而代之的法律规定为： 除非经由标示
之推定通知或对侵权人有实质通知 ，专利权人不得请求损害赔偿。其后的各次修订并未做实质性改变 ，
但为便于从专利局查询并获取专利文献的复制件，1927 年将专利日期的标示修订为“专利 ”及“专利
［2］
号” 。现在美国适用的专利标示义务条款见于现行美国 1952 年专利法第 287（ a） 条规定，在 1927 年

的基础上，确认将“Patent”缩写为 pat，也视为合格标示、成立充分的推定通知，该条全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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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及任何经专利权人许可 （ for or under） 而在美国境内制造、许诺销售或销售专利商品 （ patent article） 之人，或 进 口 任 何 专 利 商 品 进 入 美 国 境 内 之 人 ，须 在 该 商 品 之 上 标 明“专 利 ”或 其 缩 写
“pat． ”，以及专利号。如依商品之属性而无法标示者，则可在其包装上予以标示，或以含有标示内容之
标签予以标示，或在网站上进行标示，只要该标示可以为公众免费提供一个到达该专利信息的地址即可
（ 黑体部分为 2011 年 9 月奥巴马修正案新加内容） ，以此而告知公众。 未为上述标示者，专利权人不得
在任何侵权诉讼中请求损害赔偿 ，但侵权人被告知侵权事实之后仍继续从事侵权行为的 ，其损害赔偿的
范围自告知侵权之日起计算。侵权之诉构成上述告知。
这一条款后蕴藏着这样的政策考量 ：（1） 有助于避免无辜侵权；（2） 鼓励专利权人向公众提示自己
的产品为专利产品；（3） 帮助公众区别专利产品与非专利产品 。
（ 二） 专利标示义务主体
负有专利标示义务的人，我们从法条中可以看到专利权利人是负有标示义务的人 ，除此之外，还包
括制造、销售专利商品的被许可人。对于正处于审查状态的专利申请是否需要在产品上标注“专利申
请”的字样，尽管美国《专利法》第 287 条并未明确规定，但我们可以从 Steinthal v． Arlingto Sample Book
Co． 案中，法院认为，专利权人如果想要从授权之前的被告处获得损害赔偿 ，则须在其商品上标示“专利
86 F． 3d （1996） 案中，法院承
申请中”（ patent pending） ，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 Maxwell v． J． Baker Inc． ，
认专利权人在监视被许可人在专利标示方面的合理努力 。该案中专利权人在授权之后，一直努力督促
被许可人标示专利号；在专利申请中，即已在产品上标示了“patent pending”字样，在专利授权之后，产
品上的标示改为专利号。所以，在生产及外包装作业时，有时难免有疏忽之处，但已尽努力监督之责，
95% 以上的产品都予以了专利标示。此案中的专利权人已尽标示义务。
专利权人如果将自己的专利许可他人使用 ，或者允许转许可，那么，该专利权人必须督促被许可人
标示其专利商品，如果不如此，即使专利权人在自己生产的专利商品上已标注了专利标示 ，那他也不能
从侵权人那里得到全部人赔偿。既使专利权人尽了相应的努力，他的该种责任与义务并不能得到任何
缓解。
（ 三） 专利标示的范围
法条中规定：任何的专利商品之上均需标示。这些专利商品包括机器及类似工具、计算机软件、化
合物等，只要该商品在美国境内制造、许诺销售或销售。
但由于最近美国可专利客体的变化 ，如方法获得的专利、软件专利等等，这些无实质专利产品表现
形式专利使用方式如何标示专利 ，是否需要进行标示？ 诸如此类的无形的专利产品比如由代码及程序
组成的计算机软件是否是处于专利标示条款之下的专利产品 ？ 很多学者开始撰文讨论诸如此类的专利
标示问题，进行标记的是否必须是有形的产品或者是制造产品 ？ 如果如此，那因不标示而产生的对赔偿
的限制之规定是否对无形产品及非制造品更不利 ，比如对整个软件行业的发展是否更不稳妥 ，并且也不
［3］
利于专利权人来阻止其他人的非故意侵权行为的发生 ？
在 IMX，Inc． v． Lendingtree 案中，IMX 拥有一项名为“交互性抵押与贷款信息和适时交易系统 ”的专
利权，IMX 于 2003 年向法院起诉 Lending Tree 公司侵犯该专利权。 在该案的审理结果中我们可以知
道，计算机系统通过网络销售必须按照美国专利标示条款的规定在网站上显眼处标注该专利标示 。
IMX 自专利申请的 1997 年至 2000 年，向其掮客客户通过 CD-ＲOM 的方式销售了 IMX 交易系统软件。
尽管在 1999 年至 2000 年间销售的 CD-ＲOM 之上未能予以专利标示，但其后采基于网页版的 IMX 交易
系统软件，由该网站产品信息网页所设置的层层链接最终指向了专利标示的网页 ，该网页甚至还包括了
PDF 版的专利文献复制件。原告最先称自己的产品为无形产品 ，无须标示，后称在网站上的标示也属于
标示。随后的案件 Soverain Software LLC v． Amazon． com，Inc 中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美国法律实务界与
理论界对此发表了大量的观点，并对在不同商品上标示的情形及专利的方法进行了讨论 。
1． 有形专利商品必须进行标示。
有观点认为，专利标示条款在两个方面不适用，专利权人及许可人并未制出专利商品 （ 无商品可标
记） 、获得专利的是一个纯粹的程序或者是方法专利 （ 无产品可供标示 ） 。 否定的两个方面都体现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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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专利标示必须要有一个有形实体 ，即（ “tangible item”rule） 有形物规则。
2． 方法专利的处理。
但当一件制造物既包括方法专利还包括其他的专利时 ，如果只对方法专利有异议，当如何处理，此
时的有形物规则当如何适用？ 在 Hansen v． Alpine Valley Ski Area，Inc． 案中，专利权人 Hansen 被许可使
用方法专利与仪器专利，包含两种专利的机器被制造，Hansen 起诉 Alpine，使用未授权的机器制造，Alpine 则提出 Hansen 未在其得到授权的产品上进行标示。 法院最终没有适用标示条款，理由是只发现
Alpine 对专利方法进行了侵权，而专利方法是不需要进行标示的，法院随后“以这只是一个小范围的判
定”来缓和它作出的如此肯定的结论。 在法院面临另外一起也包括方法与设备专利的案例 Devices for
Medicine，Inc． v． Boehl 中，专利权人也未在其产品上进行专利标示，因为产品的方法专利与设备专利均
被侵权，所以法院适用了标示条款，限制了被侵权者得到损害赔偿。 而在 American Medical Sys． Inc． v．
MedicalEng． Corp． 中，法院摒弃了在以往案例中的观点，认为一个专利产品既包括方法专利部分也包括
装置部分，那必须要进行标示，而且此种提示将及于方法专利。 在此案例中法院对有形物“tangible items”进行了解释即可以在其上进行标示的即为有形物 ，反之不能在其上进行标示的则为无形物“intangible items”。此案例与上一个案例的区别，有专家认为它们各自适用的规则不一样［4］。在 Mosel Vitelic
Corp． v． Micron Technology，Inc． ，案件中，专利权人及其授权者没有在其包括专利方法与专利装置的专
利产品上作标记，专利权人只要求获得方法专利侵权的赔偿时 ，法院还是适用了标示条款，明确地拒绝
了专利权人作出的种种努力（ 证明本案 American Medica 的区别） 。
（ 四） 标示是否符合条款规定的判断
专利标示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形也许不能简单地被第 287 条所包罗。标示条款规定的标示不仅包
括在专利商品上进行的标示，还包括在专利商品的包装上及以标签形式进行的标示 ，尽管如此，仍然有
很多的专利标示情形是专利条款所无法预知的 ，这是法条及法条陈述的有限与现实复杂性永不可调和
的矛盾。符合专利法规定的标示条款或其精神的标示是一个合法的 、充分的标示。 但如何判断一个复
杂的标示行为是否合法，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1． 判断标准一：“实质性总体”（ substantially all） 标准。
“实质性总体”标准的基本含义是，专利商品从实质性总体来看须依法律规定而标示，标示的细微
处与法律不合，不视为违反了法律规定。 如果原告能够证明未能标示之专利商品数量是微不足道的
（ insignificant） ，第 237 条之规定不能限制损害赔偿。 在上述 Am． Med． Sys． 案中，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指
出：“一旦着手标示，就必须（ 内容上） 实质一致性地予以持续标示，以利于当事人确立法律上的推定告
示（ constructive notice） 。”如果专利权人或其被许可人予以了标示 ，但未销售已标示之商品，则告示之条
件并未满足。如果专利权人或其被许可人在所有商品上予以了标示 ，且未再销售未标示之商品，一致性
且持续性条件就得以满足。当专利权人未及标示的专利商品在数量上是具有实质性的 ，或明显超出最
［5］
低门槛要求，则专利标示不符合法律规定 。
2． 判断标准二：专利商品上标示的替代性标准（ alternative marking provisions） 。
这条标准是在美国专利法第 287 条（ a） 之规定下，扩展而来，在第 287 条 （ a） ，专利标示除了可以标
注在专利商品上，也可以标注在商品的包装上，或以其他的形式进行标注。关于这个标准的讨论最早见
于 Sessions v． Ｒomadka 案中，在 Sessions v． Ｒomadka 案中，原告获得的关于紧固件的专利在标示时 ，当紧
固件尺寸较大时，原告作了恰当的标示，而当紧固件尺寸较小，以至于原告无法在其上作出专利标示时 ，
法院认为，这种情况应当留给专利持有人自己来判断 ，如何进行其他替代性标示以处理该困难情形，而
且法院还认为，只要在与其相关的比如运输与出售该紧固件的包装上作出了相应的标示即可 。随后，在
Stryker Corp． v． Intermedics Orthopedics，Inc． ，法院又再次肯定了在第 287 条款之下所能列举的所有的标
示方法并不是完全的，可能还需要其他的方式去公示。并指出：专利权人可以通过印制在报纸上或商业
杂志的商品广告，这些广告中带有专利标示，尽管没有在商品包装上进行这样的标示，这样的做法也是
满足专利标示条款的要求的，当然，标示条款第 287 条并没有预示这种情形的存在。同样适用替代性标
准的还有 Calmar，Inc． v． Emson Ｒesearch，In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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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足够清晰的纽带”（ the sufficiently clear nexus） 标准。
此标准为 IMX，Inc． v． Lendingtree 一案所确立，IMX 是位于美国休斯敦的一家软件供应商，该公司
旨在为抵押贷款业务提供在线服务 。Lendingtree 也是从事抵押业务，该公司提代贷款与物业在线服务。
消费者既可能通过 IMX 也可以通过 Lendingtree 找到贷款者，两家公司也都在为证券商与贷款人提供门
户服务。1997 年 12 月 12 日 IMX 公司提交了“交互性抵押与贷款信息和适时交易系统 ”专利，并于
1999 年 11 月 30 日获得专利局授权公告。而在 2003 年 11 月 24 日，IMX 公司针对 Lendingtree 公司向法
院提出了该项专利的侵权诉讼。Lendingtree 公司在答辩中称，IMX 公司能得到的赔偿仅限于其提出诉
讼之后的侵权损害。与本案相关的案情，IMX 公司从 1997 年至 2000 年向其经纪客户通过 CD-ＲOM 的
方式销售了 IMX 交易系统软件，该 CD-ＲOM 上没有专利标示；在 2000 年 3 月，IMX 公司通过网站（ 不再
通过 CD-ＲOM） 向客户提供该系统服务，该网站上有专利标示。该专利标示在网站中是如此显示的 ：

图1

对美国专利标示位置产生影响的案例

注：以上图示根据案情介绍的描述及结合该公司网站绘制，意图形象揭示此层层链接导致公众得到一个专利标示极
其费劲

法院在对该案进行审理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 其一，该案的网站能否运用“有体物规则 ”？ 最后认
为网站本身并不能是一个专利商品 ，而且网站也不是一个运用专利方法制成的商品 ，所以，在网站进行
的专利标示不能按有体物规则进行认可 。其二，是否可以适用“替代性标准 ”？ 因为网站也是一个人们
通过它得到专利商品的渠道，类似于专利商品的包装。IMX 公司的专家们认为本公司的系统应当是一
种专利方法而不需要进行标示，且不能以不标示来限制本公司获得赔偿 。 法院最终以 IMX 公司在本公
司的专利系统与’947 专利之间没有建立一个足够清晰的纽带而终案。 对这样一个看似适用但实际上
并没有将问题搞清楚的案例，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标示义务人有在包含专利商品的网站上进行标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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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而在 IMX 案之前的 Soverain Software LLC v． Amazon． com，Inc． 案中，虽然专利权人的许可人已经
在网站上就专利方法作出了标示 （ 专利包括方法专利与设备专利 （ 已标示 ） ，依然被适用了专利标示条
款。美国律师 Carraway 由此给了三条建议（ 如果你网站上有专利商品 ） ：（1） 在主页上或与主页紧紧链
接的页面上进行专利标示，使之像一个便于得到的法律文件；（2） 在许可文件中对专利标示进行规定，
［6］
以保证被许可以进行专利标示；（3） 如果有标示问题产生，首先要主张方法专利无须标示 。 看来，文
字清楚表述的专利标示条款随着专利客体的变化 ，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

2011 年 9 月奥巴马签署的《美国发明法案》对此部分进行了修订，增加了虚拟标示的规定，此规定
是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专利权人之标示义务实为披露其专利信息 ，使想得知专利信息
之人可以借此途径找到信息。该条修正案签署后即生效，并适用于正提起诉讼或正在审理中的案件。
为对虚拟标示的效果进行追踪，法案同时要求从该条生效之日起在不超过 3 年时间里，司法部长必须向
国会提交一份关于该条适用过程中以下问题的报告 ：其一，关于虚拟标示替代实物标示所产生的效果的
说明；其二，对虚拟标示是否有助于或限制公众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作出分析说明 ； 其三，如果有，对虚拟
［7］

标示产生的法律问题作出说明；其四，如果有，其他有关虚拟标示规定的不足之处
（ 五） 合法标示

。

合法标示的时间要求，在专利申请阶段，可在产品上标示“专利申请中 ”，在已获得授权的专利上，
自获得授权之日起即可以开始在产品上开始标示 ，获授权的专利产品自标示之日起，在被侵权时，损害
赔偿就不再受到限制。对于已过专利保护期的，如再在产品上标示相应的任何标示 ，则视为违法。合法
标示的形式要求，在 1842 年至 1927 年之前的美国专利法，其专利标示的内容均为已获专利及紧随的获
1927 年美国专
专利的年月日（ the word “patented”along with “the day and year the patent was granted”） ，
1952 年美国专利法第 287 条规定
利法则改为“the word ‘patent’together with the number of the patent”，
专利商品标示“专利”或其缩写 pat． ，以及专利号，在 1927 年美国专利法的基础上确认了可以用 pat． 这
种缩写形式来代替 patent。
（ 六） 专利标示的法律效果
专利标示条款的规定实质上是对专利权人损害赔偿救济的限制 ，如专利权人没有在其专利商品之
上按第 287 条之规定进行标示，则其所受到的侵权损害有可能不能得到救济 ，除非专利权人对专利侵权
人进行了实际告知；而且对于未在其专利商品上进行专利标示的专利权人也不可能按照美国专利法第
284 条的规定得到三倍惩罚性赔偿以及第 289 条之规定的相关合理费用，除非专利权人对专利侵权人
进行了实际告知。
专利标示条款是否影响了美国专利法确定的严格责任 ？ 因为一人专利权人如果在出售专利商品，
并且可以从侵权人那里得到赔偿 ，则该权利人必须做到其中之一： 第一，提起一个侵权诉讼； 第二，在诉
讼之前向侵权人提出切实、具体的侵权通知； 第三，提供一个建议性的告知，比如第 287 条所规定的标
示。在第二个条件中，一个切实的、具体的侵权通知中对侵权通知的认知并不是以侵权人的知识为标准
的，只要该项通知具体指明了侵权的事实 ，向被控侵权人公开其专利的存在。 指明侵权事实的存在，主
要是指向被控侵权人表明专利号 ，或被控侵权人所复制的侵权之产品 。除了以上三个条件之外，被控侵
权人自己获得的专利信息并不能证明被告的故意侵权 ，原告如不能做到如上三点之一，则原告也不能获
得被侵权之损害赔偿。
而对未被商业化的专利而言，因为无标示之对象，则应严格按照专利法中的严格责任来要求被控侵
权人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美国专利法中的虚假标示规定
美国专利法的第 292 条是关于虚假专利标示的规定：
（ a） 任何人不得为仿冒、伪造专利人的标示，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在美国境内制造、使用、许诺销
售或销售的商品上，以及进口至美国境内的商品上，标示、添附或在广告中使用专利权人的名字 、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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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专利、专利权人或类似用语；或为欺骗公众，诱使其相信产品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至美国的
行为为专利权人所同意；或任何人不得为欺骗公众而在非专利商品上标示 、添附或在广告中使用专利或
类似词语以及专利号等；或任何人不得为欺骗公众而在任何并未申请专利 、或虽已申请但未予审查的商
品上标示、添附或在广告中使用“正申请专利、专利审查之中 ”或其他类似词语； 违者，将对每次违法行
为处以 500 美元以下的罚金。仅美国国家可获得该项罚款（ 黑体部分为 2011 年 9 月奥巴马修正案新加
内容）
（b） （ 任何人均可起诉上述违法行为，罚金的一半为起诉人所有，另一半归美国政府。 被新的条款
替代） 任何人因为虚假标示行为而致其竞争受损害的 ，可以向美国地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补偿所
受到的损害。（ 黑体部分为 2011 年 9 月奥巴马修正案新加内容）
（ c） 新增加条款：以本条 a 款的规定在专利商品上作标示，即使专利到期，只要在商品涵盖了该失
效专利，也视为合法标示。（ 黑体部分为 2011 年 9 月奥巴马修正案新加内容）
但自第 292 条关于虚假专利标示的规定制定以来 ，一直到 2009 年下半年，关于该条款的诉讼案件
的数量非常之少。 在 2009 年 11 月的 Forest Group Inc． v． Bon Tool Co． 案之后，从 2010 的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5 月 17 日的时间里，美国全国依该条提起诉讼的案件达 200 多宗，可见该案对美国专利法适用
方面的影响之大。因为在 Forest Group Inc． v． Bon Tool Co． ，法院对于每件案子的不高于 500 美元的罚
款的解释作了扩大，将每件案子 500 美元，扩大至每件虚假标示的专利商品应当以一定的金额来计算，
这样，整件案子就不仅限于不高于 500 美元的罚款了。
突然涌现的如此多的虚假标示的案例 ，使得一些拥有快过期专利的专利权人小心翼翼 ，也使人不得
不怀疑诸如此类案件中的原告是否有专利钓鱼的意图 ？ 其他的一连串问题也即被抛出来了： 虚假标示
的构成要件究竟有哪些？ 原告是基于什么样的身份来提起诉讼的 ，原告主体地位的适格性体现在哪里 ？
现代产品如手机与电脑上的专利数量如此之大 ，对其中的过期专利，如果及时更换，则需要一定的花费，
如果更换不及时，则可能面临数额巨大的罚款？ 虚假标示条款中的最高不超过 500 美元的罚款，对于借
助大量的虚假标示产品的获利人而言是否恰当 ？
问题尽管很多，但专利标示条款是为了提示公众，而虚假的标示 （ 没有有效专利支持的 ） 则剥夺了
潜在专利权人对社会的贡献。不当的标示如果标示在一个属于公有领域的商品 ，则不仅会阻止创新，潜
在的发明者看到了商品上的标示 ，会决定放弃继续研究，以避免可能发生的侵权； 而且会扼杀正常的市
场竞争秩序，因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将不再进入同一个商品市场 。
（ 一） 不当标示的构成要件
如果提起虚假专利标示诉讼的原告想要获胜 ，则他需证明：（1） 被告在非专利商品上进行了专利标
示；（2） 被告有欺骗公众的意图。据此，一个标示行为如果被认定为虚假，可以适用第 292 条款，则该行
为一定是：
（1） 进行了专利标示；
（2） 在非专利商品上进行了专利标示 。
产品从未获得专利保护，或者产品上所列举的专利并不包括该产品 ；在专利申请日之前生产的产品
上标示“专利审理中”，或专利保护期届满之后仍然在其产品上标示专利标识； 产品为方法专利直接获
得的产品，产品本身并未获得专利保护却标示了专利标识 ；产品制造者将其所有的专利号都标示于产品
［8］
之上，而不管专利是否为该产品所使用 。非专利商品还被认为包括在其上没有正在申请的或已经颁
［9］

发的国内的或国外的，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标示的是已过期的专利
（3） 有欺骗公众的意图。

。

美国专利法中关于专利标示的相关规定实质上都是为了防止欺诈 ，第 292 条关于不当标示的规定
也正是如此（ the statute’s purpose of preventing fraud） ，法院 Clontech 案件中对该条款的非严格责任清楚
地说明了这一点。欺骗公众的意图主要体现在一个对不当标示有相当知识的人 ，故意颠倒是非，并诱使
他人相信他的行为，所以，一个非故意的错误标示行为不可能引起标示条款上的责任发生 。虽然意图是
一个主观状态，法院在适用过程中却想给这种意图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 （ 因为意图可通过两个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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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其一，不当标示已经作出；其二，当这个标示被用时，这个作出不当标示的人知道它的不当性或他
自己没有理由相信标示是正确的 ） 。 这个客观的判断标准（ “objective standard”） 最终被确立了起来。
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事实加上有证据证明标示者能认识到这种虚假标示的不当 ，两者一
起即可证明标示方的欺诈意图成立 。其中对证明标示者认识到虚假标示的不当的证据要求是 ： 标示者
没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他的标示是正确的 ，否则不能适用 292 条。在 Pequignot v． Solo Cup Co． 案中，法院
对意图的推断适用的是：原告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而被告是否能证明自己所为出于善意，因为被告的善
意，也可以不受第 292 条的约束。所以，对于有证据证明的对意图的推断，被告还可以以善意来推翻该
推断。当然，证明自己属于善意则需被告提出大事的证据来进行证明 ，否则还是要承担第 292 条之下的
法律责任。在 Pequignot v． Solo Cup Co． 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法院认为标示一个已过期的专利与
其他的虚假标示行为相比，其欺骗的意图就弱了很多，相应地，善意的证明要求也将不一样。
2007 年 Solo 被控在其商品上标示了一个过期的专利 （ Solo
说明：在 Pequignot v． Solo Cup Co． 案中，
有一个专利是 1988 年到期，有一个专利是 2003 年到期） ，这个过期的专利的标示是由一个模型标示机
器标示上去的，而这个机器持续使用的时间是 15 到 20 年，如果替换它，将需要一定数额的花费，而且，
在 Solo 的未来商业计划里，也有替换该设施的计划。所以 Solo 认为自己目前的标示行为并不是一个有
意欺骗公众的行为。
2011 年 9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的美国专利法案在第 292 条中增加的第三款内容，对于标示过
期的专利依然是一个合法的标示行为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二） 原告主体的适格性
第 292 条款被视为美国法条中四个告发共分罚条款之一 ，qui tam 源自拉丁语 qui tam pro domino rege quam pro se ipso in hac parte sequitur，意思是以国王和自己名义来从事，虚假专利标示行为本质上是
一个损害到了国家利益，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任何人不限于受到损害的人都可以提起诉讼，这符合宪
［10］
法的精神，任何私人提出该类诉讼都可以与国家共分罚款 ，只是受到了五年不得再提起诉讼的限制 。
在原告主体资格适格性上的争论来自两个方面 ：
其一是 qui tam provision 是否违反了宪法的有关规定。
法院在具体的审案过程中认为 qui tam provision 按照美国宪法第二节第三条“注意条款的规定 ”违
宪了。理由是 qui tam provision 下，在虚假标示诉讼中，利益关系的一方美国并没有提供一个部门来控
制该诉讼，反而，政府还可能会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被卷入诉讼或排除出诉讼 。
其二是原告是否能代表国家起诉 。
在案件中（ Stauffer v． Brooks Brothers，Inc． ） 原 告 主 体 资 格 的 适 格 性 即 受 到 了 质 疑，专 利 代 理 人
Stauffer 在 2010 年起诉 Brooks Brothers，认为 Brooks Brothers 生产的领带所标记的专利标示已早在 50 年
前就失效（ 他本人购买了一些作了该标示的领带 ） ，第一审法院以 Stauffer 不是一个在本案中实质利益
受到损害的人并应 Brooks Brothers 的请求驳回了此案。联邦巡回法院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指示第一审
法院受理此案，并认为，原告 Stauffer 虽然自己没有受到损害，但美国国家受到了损害，因为专利法也担
负着促进国家发展与维护公平竞争的任务 ，标示条款也负责美国国家权利与利益的配置，所以，原告可
以接受美国国家的指派来提起诉讼 。尽管上诉法院给出了此类意见，国会在 2010 年针对第 292 条修正
案中依然提出了：有资格提起虚假标示诉讼的原告应当是受到一定损害的人 。2010 年 3 月 4 日发表的
两党提案中关于第 292 条也有类似的修正建议。 在随后的 FLFMC，LLC v． Wham-O 案中法院以不当标
示损害的是美国国家利益（ 并认为该利益不是一个具体的经济方面的损害 ） ，而否认了原告的适格性。
2011 年 3 月 8 日参议院通过并提出了关于第 292 条的修正案 Senate Bill S． 23，修正案中关于原告
的规定是：只有美国国家可以提起获得罚款的诉讼 ，并提出了一个新的规定： 任何受到有竞争性质的损
害，仅能得到足够的补偿。2011 年 3 月 14 日众议院也通过了关于第 292 条的修正案，专利过期后依然
标示的，只要原专利权人没有改变商品的制造方法与程序，则可以免予处罚。2011 年 9 月 16 日，美国
总统奥巴马签署发布美国专利改革法案中明确规定 ，只有美国国家才能提起罚款之诉，这一规定的尘埃
落定，也使得以往关于此方面规定的种种讨论 （ 比如任何一个可能是与虚假标示完全不相关的人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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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数额巨大罚款是否合适、任何个人为什么能代表国家 ） 烟消云散。 而对于确实因为虚假标示行为
而在竞争中受到伤害的人则可以向美国地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获得赔偿 。
（ 三） 关于罚款的数额
1． 每件案子与每件商品。
在现行的第 292 条的条款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对每件指控最后给出的处罚是不超过 500 美元的。
这是一个只有上限，没有下限，也没有计算基准的规定。 而在现行的第 292 条制定之前，在 London v．
Everett H． Dunbar Corp． 案中，法院判决对于每一个虚假标示商品都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 最初的法律
规定是给予每个专利标示商品最低 100 美元的罚款，这会导致生产了大量廉价商品的作了虚假标示的
公司承受大额的罚款甚至会破产 ，这是不公平的。 在 1952 年制定的现行的第 292 条之下，则是对每项
指控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 美元的罚款，这也存在问题，有可能导致原告为此付出的诉讼费用都得不到回
收。关键在于对 every such offense 理解不一致，如果对 every such offense 作缩小解释，则以一个连续的
标示行为作为一个诉讼控告。但在 Forest Group Inc． v． Bon Tool Co． 中，法院则认为罚款应以每件商品
为基础来进行计算，对 every such offense 作扩大解释 （ the statute’s plain language requires the penalty to
be imposed on a per article basis） 。能这样进行解释，正是基于法规所给予法院判定时的自由裁量权 。
“对每个标示的商品给予 500 美元的罚款。第 292 条规定给予每个指控不超过 500 美元的罚款，是
允许地区法庭在给定范围内作出自由裁量 ，从而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与处理小巧 、廉价大量的不当标示罚
款间达到一个平衡。在本案中法庭给予的每件商品一美分的罚款是恰当的 。”
在 Forest Group Inc． v． Bon Tool Co． 之前，对（ “every offense”） 每项指控的解释是指一个连续的标示
行为，而不考虑原告所受到的损害的恢复问题 。而之后，法院则认为每项指控既可以是一个连续的标示
行为，还可以是每一个标示的专利商品 。
2． 确定具体的罚款数额。
虽然现在关于第 292 条的所有修正案中均未提及罚款数额问题 ，但无疑，罚款的数额也是一个专利
法调节经济活动的杠杆。不恰当数额的罚款也会引起很多的麻烦 ，罚款数额太少，不一定会有人愿意仅
为国家利益而提起该类诉讼。自 Forest Group Inc． v． Bon Tool Co． 之后，美国的不当标示案件大量增加，
又使人们怀疑这些提起诉讼的原告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而为的 ，并将他们形象地称为“标示流氓 ”
（ marking trolls） 。看来确定一个恰当的罚款数额是非常重要的［11］。
而确定正确的罚款数额需考虑不当标示带来的影响 ，不当标示错误地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 ，并阻
碍了后续创新的创新及做出不需要的相关创新 ；因为商品上不存在的专利而增加开发成本 ，不当标示欺
骗了信赖专利产品质量的消费者 。
对不当标示所带来的对创新的阻碍影响而言 ，对不当标示人进行大数额的罚款好像并不过分 ，因为
专利法的立法目的是通过保护专利权人的权利来激励创新 。
对不当标示欺骗信赖专利产品质量的消费者此方面的影响而言 ，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并不明确，即
［12］
消费者是否一定认为专利产品的质量一定胜过非专利产品 。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需要从虚假标示的
商品的数量、时间、造成的社会影响来看。2011 年美国的发明法案并没有对此问题做出回应 ，而据以往
的案例来看，作为美国国家来提起罚款之诉，最后是以每件商品还是以每宗指控为基数来计数具体的罚
款数额，依然是留给法院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裁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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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Marking Obligation in the American Patent Law
Chen Xiangjun
（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Hubei435002）
Abstract：The American patent marks in the patent law refers to its “patent law”and some typical cases． The
American patent law regulates the patent marking obligation of the patent holder and the licensee，obligation
concerning product patent and method patent．“substantial totality”，alternative marking provisions and the Sufficiently Clear Nexus are the standards to judge the legitimacy of the patent marks． The American patent law also regulates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patent holders and legal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for their improper implementation of patent marks．
Key words：the United States；the patent law；patent marks；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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