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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的执法研究
孙凌云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要：《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但这样简单规定并不足
以解决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现实问题。知识产权并非一种合法垄断权，其与垄断并不天然地存
摘

在联系。笔者在比较三大重要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在知识产权反垄断的执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
平衡我国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之间关系的具体的反垄断执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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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 “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
”从此规定首先可以看
行为，
不适用本法； 但是，
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
出，
在一般情况下，
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
不适用反垄断法，
尽管这些行为可能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
果。因为这是激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所应当付出的必要代价。其次可以明确，将《反垄断法》适用于知识
产权领域时，
应区分对待正当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和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如上所述，
正当行使知识产权
的行为不受《反垄断法》的规制，
而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则可能触犯《反垄断法》。所谓正当行使知识产权
的行为，
是依法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所谓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是违法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实践中一
般表现为经营者超出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仍然以行使知识产权的名义为所谓的“行
使知识产权”。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
如果排除、
限制了竞争，则受《反垄断法》的规制。由此分析知，并非
所有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都会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最后，《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也带给了我
们困惑，即适用反垄断法于知识产权领域时，除了像认定其他垄断行为一样要分析其限制、排除竞争的效
果外，
似乎还得认定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依据《反垄断法》规定的法律逻辑的理解是： 在事先存在一个知
而且该行为同时又具备排除、限制竞争的条件时，才受《反垄断法》的规制。这样的规
识产权的滥用行为，
定不仅使得执法机构在解释什么是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问题上陷入困境从而难以将《反垄断法》适用于知
识产权领域，
而且也混淆了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和反垄断事实形成之间的关系。
一、知识产权与垄断
事实上，由于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以及知识产权领域限制竞争行为的灵活多样性，《反垄断法 》第
五十五条的规定显然不足于解决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现实问题 。妥善处理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
执法的首要问题是厘清知识产权和垄断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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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是知识产权人因创造智力成果而享有的专有权利 。据此，很多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
“合法的垄断权”。究其实质，知识产权是私权，与一般的财产权一样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 这种独占
和排他的性质，与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却是大相径庭。因为，作为一种公法，反垄断法关注是否产
生限制或排除市场竞争的影响，而产生限制或排除市场竞争的影响与知识产权“独占和排他 ”的权利状
态并无直接联系。拥有知识产权并不必然就拥有市场支配地位 ，滥用知识产权也不必然就产生限制或
排除竞争的影响。所以，知识产权是私权，而非“合法垄断权”。
那么，知识产权和垄断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呢 ？ 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是作为智力成果，知识产权是无
形的，它必须依赖一定的载体而存在。法律保护的是知识产权，而非它所依赖的物质载体，因此法律的
保护涉及所有体现知识产权的物质载体 。 这似乎与“垄断 ”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实际上，与其他财产的
权利人一样，知识产权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其财产的权利。 二是在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过程
中，知识产权人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许可他人使用。实践证明，在知识产权许可的过程中，往往限制被
许可人的权利，从而产生限制或排除竞争的效果 。由此，人们特别关注因滥用知识产权而产生的垄断问
题，似乎知识产权的滥用和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 。 而事实并非如此，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有很多种表
现，既可能危害竞争，也可能危害被许可人等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 ，危害科技的进步及人类的共同利益
等。所以，知识产权和垄断并不天然地存在着联系 ，只不过因为知识产权的复杂与专业性，必须特别注
意解决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现实问题 。
二、国外知识产权反垄断执法的比较分析
他山之石，或可攻玉。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一片空白之时 ，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实为必
要。
( 一) 美国
如反托拉斯法在美国起步较早一样，
反托拉斯法与知识产权的关系探索在美国积累的经验也最丰富，
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如何处理反托拉斯法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美国
的态度也有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1890 年《谢尔曼法》颁布之后至 20 世纪 30 年
认为知识产权就是垄断，基本不去考察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是否违背
代，美国对知识产权采取强保护政策，
所以知识产权行使行为很少受到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审查； 20 世纪 30 年代至 20 世纪
反托拉斯法，
70 年代末，
由于专利权滥用带来了社会恶果和反托拉斯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化，
使得美国提高了授予专利
权的标准，
在知识产权领域强化了反托拉斯执法，如著名的“九不”原则① 即是表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芝加哥学派替代哈佛学派占据了美国主流的经济学派地位之后，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反托拉斯执法和知识
产权之间的关系，
逐步摈弃了知识产权领域中过分倾向竞争政策的反托拉斯执法态度，转而主张“反托拉
斯执法不应阻碍知识产权权利人通过某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收回研发成本和实现利益，以保护其对技术
［1］
创新、
技术推广和商业化的热情” 。为了向知识产权人说明执法机构对知识产权领域的排除限制竞争行

为的基本立场，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分别于 1995 年 4 月联合发布了《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
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
并于 2007 年 4 月再次联合发布《反托拉斯执法与知识产权： 促进创新和竞争》
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该《指南》和《报告》从性质上讲，只是美国执法部门的政策咨询文件，并不具有
法律约束力，
但集中反映了美国处理和对待反托拉斯法和知识产权关系的态度。
《指南》第一部分即开宗明义： “知识产权法和反托拉斯法的共同目标是促进创新和改进消费者福
［2］

利。” 第二部分归纳了对知识产权领域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进行反托拉斯分析的一般原则 ，即： “与其
他有形或无形财产一样，执法机构适用同样的反托拉斯分析原则 ； 执法机构并不假设知识产权必然产生
并在 1977 年纳入《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
① “九不”原则是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 Ｒ． Donnen 在 1969 年的一次谈话中首次提出，
拉斯实施指南》之中，
成为正式的审查标准。它是指九种情况应按照本身违法原则进行反托拉斯处理。其具体内容参见王先林《知识产权
与反垄断法》（ 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04 到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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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意义上的市场垄断力量 ； 执法机构认为知识产权许可行为促使企业将生产中的各种互补要素
［3］
有机结合在一起，所以在总体上是促进竞争的。” 接着，第三部分指出了反托拉斯的关注的实质及进
行反托拉斯分析的模式，即反托拉斯关注的是许可行为是否有害于竞争 ，在对其反竞争性影响进行评估
时，第一步是认定许可行为涉及的市场范围，第二步是界定许可与被许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 横向关
系、纵向关系或者是两者都有） ，最后评估许可行为的限制条款性质的结构 （ 对于大多数的限制条款都
采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但是如果限制条款的本质和必然结果明显是反竞争的 ，就不必调查其对竞争的
影响而直接适用本身违法原则） 。
为进一步明确知识产权领域反托拉斯执法的态度 ，美国执法机构发布了《报告 》，从而对《指南 》起
到了补充完善的作用。该《报告》在序言中重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反托拉斯执法者们和法院逐渐认
识到，知识产权法和反托拉斯法都起到了促进技术创新和增加消费者福利的作用 。 这种认识表明已经
摈弃了 20 世纪早期流行的观点，即反托拉斯法和知识产权法是互不相容的 ———知识产权法授予的排他
性权利被认为是产生了垄断，而垄断恰恰是反托拉斯法要反对的 。对知识产权法和反托拉斯法制度之
［4］
间的关系，现代意义的理解是，它们能协同发挥作用给消费者带来物美价廉的技术 、产品和服务。” 具
体到《报告》的内容，它不仅继续坚持了《指南》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基本立场和反托拉斯分析的基本
原则，而且重点分析了六种具体行为（ 许可的策略性利用： 单方拒绝许可专利，设定专利为行业标准，交
叉许可和联营安排，知识产权许可实践中限制竞争的不同表现 ，知识产权搭配销售和捆绑销售，实施超
过有效期的专利增强市场力量的行为 ） 。 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美国也特别重视对创新的激励，因
此，《报告》在继续对维护竞争秩序关注的同时 ，也体现出了向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倾斜 ，这是与《指南 》
不同所在。近几年，许多案件都显示出美国执法机构和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进行反托拉斯调查的宽容
［5］

态度，如微软垄断案。但无论如何，专利制度激发创造性的努力必须遵守“自由竞争”的底线
( 二) 欧盟

。

为了协调竞争执法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欧盟不断地进行着不同尝试。 集中体现欧盟竞争
法实体规范的是 1957 年成员国签订的《罗马条约》中第 3 条、第 81 条和第 82 条的规定。其中 81 条第 3
款则涉及了欧盟竞争法豁免的规定 ，即： “本来应当适用第 1 款规定的协议，但是由于下列理由而得到
豁免： 任何协议、决定和协调一致的行为或者任何类型的协议 、决定和一致的行为，有助于改善产品的生
产或者销售，或者能促进技术进步或经济发展的协议 ，并能使消费者公平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同时没
有（ a） 对特定企业强加那些不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所必不可少的限制 ； （ b） 对特定企业提供在所涉产品
的相当大的范围内消除竞争的可能性 。”为了更好地适用上述关于知识产权许可协议条款豁免的规定 ，
欧共体委员会曾经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多次颁布规章 。其中，最新的是 2004 年的《欧盟委员会关
于各类技术转让协议适用〈条约〉第 81 条第 3 款第 772 /2004 号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 ，它集中反映
了欧盟在处理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法之间关系的态度。《规章 》在“鉴于 （ Whereas） 第 （ 4） 部分 ”指出：
“本规章应该满足两个方面的需求： 确保有效率的竞争并为企业提供足够的法律安全。 为追求这两方
［6］
面目标的实现应该考虑简化规范分析的框架及其适用的需要 。” 为此，本规章放弃了 1996 年规章关
于豁免条款“白色清单”、“黑色清单”和“灰色清单 ”之分的做法，而是吸取了美国在此方面更加成熟的
经验，即采纳了更为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规章》正文共 11 条，其中第 1 条为定义条款，对《规章 》中
使用到的“技术转让协议”、“合同产品”、“知识产权 ”和“竞争企业 ”等术语做了外延上的界定； 第 2 条
明确规定，只要知识产权符合《规章 》的有效性要求，两个企业之间订立的生产合同产品的许可协议则
不适用《罗马条约》第 81 条第 1 款的规定； 第 3 条是关于适用第 2 条协议当事人市场份额的要求，即所
谓的“安全港”规则①： 在一定市场份额标准以下，技术转让协议中的限制条款可直接得到豁免； 第 4 条
是关于核心限制，即列举了不适用第 2 条的情况； 第 8 条是针对适用第 3 条“市场门槛 （ market-share
thresholds） ”的规则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该条与第 3 条第 3 款一起给相关当事人如何适用上述规则。
此外，《规章》同时指出，并不是超过“市场门槛”的协议就一定违反《罗马条约 》第 81 条第 1 款，还要考
①

此处“安全港”的叫法是借用了王先林的观点，见其专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 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42 页。

131

2013 年第 5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虑其他对竞争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 。
( 三) 日本
日本于 1947 年颁布了禁止垄断法，虽几经修改，但协调与知识产权关系的条款却始终如一 ： 禁止垄
断法豁免适用于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 。它是在禁止垄断法内所设置的除外规定 。根据日本学
者的观点，适用除外在法律上的含义有“创设的适用除外 ”和“确认的适用除外 ”之分，而知识产权权利
行使行为的除外是“确认的适用除外 ”，是属于本来就不违反禁止垄断法规定的行为，为提醒注意而明
［7］

。根据这一理解，对于禁止垄断法第 21 条没有列举的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的权
利行使行为也豁免于禁止垄断法的规定 。同时，根据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解释，从第 21 条的规定至

示不予以适用的规定

少可以理解出如下两点含义： 一是对于被知识产权法认定为“行使权利的行为 ”不适用禁止垄断法，当
然不构成违反该法的行为； 二是即使被认为是按照知识产权法“行使权利的行为 ”，一旦被认定为是违
背了知识财产保护制度的宗旨和目的时 ，则不属于“被认定为行使权利的行为 ”，也应当受到禁止垄断
法的规制。但认定一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的权利行使行为却并非易事 ，为此，日本的
竞争执法机构———公正交易委员会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发布了具体的实施政策 ，其中最
新的是 2007 年的《在反垄断法下知识产权利用的指南》。《在反垄断法下知识产权利用的指南 》包括四
部分内容，其中第一部分序言首先申明了竞争执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关系 ，即：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能
激励企业进行产品的研究和开发 ，并且为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提供动力 。它可以被认为是有利于竞争的。
技术许可能使不同的技术结合在一起提高技术使用的效率 ，能促使该技术及相关产品的新市场的形成
和竞争者的增加，从而达到促进竞争的目的。……因此，在适用禁止垄断法于权利行使行为的限制行为
时，需要注意： 要努力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竞争 ，同时要确保技术和产品的竞争不受任何偏离知识产
［8］
权法律制度宗旨的限制行为的负面影响 。” 还规定了知识产权的范围，包括“发明，实用新型，新种类
植物，外观设计，工程和其他通过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创造的财产 （ 包括能应用于工业的自然法则和自然
现象） ，商标，商品名称或者其他在商业活动中用于表明商品或服务的符号 ，商业秘密和其他对商业活
［9］

动有用的技术或商业信息” 。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阐述了知识产权领域适用禁止垄断法应遵循的
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违反禁止垄断法的行为和权利行使行为的区分 ； 二是界定相关市场应遵循的原则；
三是分析限制行为影响竞争的原理 。此外，为了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公正交易委员会关于在知识产权
领域使用禁止垄断法的主张，第二部分还列举了对竞争有重要影响的限制竞争行为和对竞争有很小影
响的限制竞争行为的案例。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阐明了公正交易委员会关于私人垄断与不合理交
易限制和不公正交易行为的观点 。
通过以上三个法域的立法执法分析 ，可以看出： 在知识经济时代，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在竭力寻求知
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法之间的平衡点 ，以达到促进创新和维护竞争的双重目的。 因为从其历史经验可
知，过分强调反垄断执法的政策会降低生产厂商创新的积极性 ，从而影响整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范围内
的竞争力，而过分保护知识产权又会妨碍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建立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影响经
济的发展。
三、对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执法的建议
我国《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已一年有余，虽然尚未出现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法案件，如何保护知
识产权以激励创新，但同时通过实施反垄断法确保正常竞争机制的问题已经摆在执法者的面前 。 通过
比较分析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立法与执法的做法 ，我们非常有必要更进一步地理解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
之间既一致又冲突的复杂关系： 一方面，既要充分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其激励创新、鼓励知识的传
播和应用的根本目的，同时保证其专有权不致被不适当地扩大使用 ，从而妨碍竞争机制作用的有效发
挥。另一方面，切实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反对垄断，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 ，同时允许知识
产权正当行使行为。此外，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将反垄断法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态度和分
析原则也是不同的。笔者认为，自入世以来，我国采取各项措施鼓励创造自主知识产权 ，但从总体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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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技术输入型的发展中国家 ，因此我们不能像美国、日本那样更侧重于知识产权保护，而是应该坚
持更为严厉的反垄断执法政策，为我国企业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创造更有利的制度环境 。
任何权利都是有界限的。“科斯主张，在权利冲突时，法律应当按照一种能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的
［10］
方式来配置权力，或者反过来说，这种权利配置能使产出最大化。” 借用科斯定理的原则①，如何使知
识产权配置效益最大化则是制度设计的目的 。我们的法律制度承认并保护知识产权，不等于说对知识
产权的行使行为不施加任何约束 。
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不能超出知识产权权利自身的范围 。知识产权人如果超出相关知识产权法规
定的范围行使知识产权，势必违背保护知识产权的初衷，首先就构成了对知识产权法自身的违反 。然而
一直以来，国内的相关立法只是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而忽视了对知识产权的限制，“思科诉华为 ”一
案就是例证。因此，对知识产权制度重新定位已势在必行 ，禁止知识产权的滥用。
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要受到反垄断法的外部规制 。需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人违法行使知识产权
行为并不必然形成垄断，如果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那么就构成垄断，反之，则不构成垄断。 知识
产权作为一种市场竞争的工具，其行使往往与不正当竞争甚至是限制竞争联系在一起 。 而知识产权既
不是需要反垄断法特殊照顾的对象 ，也不是需要反垄断法特别限制的对象 ，因此违法行使知识产权并且
在实际上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的行为，自然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从美国、欧盟和日本关于
反垄断法的立法和实践来看，知识产权人行使权利的行为如果产生了限制竞争的效果就是违反了反垄
断法，就构成知识产权的滥用。知识产权的滥用不是垄断事实形成的前提，而是同一种行为的两个方
面。因此可以说，只要依据反垄断法的法理就可以将《反垄断法》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 笔者认为，《反
垄断法》第五十五条关于知识产权行使行为适用除外的前一部分的规定是必要的 ，正如日本学界的认
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与其他有形财产权一样，其正当的行使本身就不受反垄断法的规制 ，
在这里只是为了提醒注意而明示其是豁免于反垄断法的适用 ； 第五十五条后一部分关于“滥用 ”的规定
则是多余的，而且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完全可以删去。但鉴于立法刚刚通过的事实，修改法律显然是不
可行的，只能通过颁布具体的指南或者实施细则等方式加以合理解释 ： 知识产权所有人超越了有关知识
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行使权利的行为 ，而且在实际上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即是违
反了《反垄断法》，就是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因此，就不存在事先认定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问题 。
由于知识产权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多样、内容复杂，难以在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中以
“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标题下做出详细规定。 另外，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私权利的制度，与反垄断的公
法内容也是不相容的。所以，对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的行为的规制应坚持在反垄断法的框架内进行 ，
制定专门的实施细则或指南。
与其他领域的反垄断执法一样，执法机构在知识产权领域进行反垄断执法时 ，最需要考查的因素莫
过于行为排除、限制竞争的程度。在相应的配套制度中，至少应包含以下几部分的内容： （ 1） 处理知识
产权保护和反垄断执法之间关系的基本立场 ： 强调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目标从根
本上说是一致的，即促进创新和竞争，从而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2） 确定知识产权反垄断的认定标准：
是否损害竞争，因为将《反垄断法》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实质原因是维护竞争秩序，防止因知识产权
行使行为限制或排除相关市场的竞争 。（ 3） 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进行反垄断分析的基本原则： 首先明
确正当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和越权行使并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的界限 ———在判断某一知识产权行使行
为是哪种行为时要综合考查“权利的穷竭”②、行为的目的和方式以及对竞争的影响程度等因素 ； 其次制
定核心限制条款，并列举出典型的限制行为，即只要是以限制或排除竞争为目的或者在实际上产生排除
或限制竞争效果的知识产权限制行为 ，就构成垄断行为； 再次设立“安全港 ”规则，即企业的市场份额在

①

科斯定理中的权利配置是指产权的配置，但笔者赞同苏力的观点，即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不同的权利之间是相互通约的，知识产

权和产权也一样，所以知识产权的配置也可以借用科斯定理的原则。
②

权利穷竭，也称权利用尽，是指知识产权人或者其许可的人将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投入市场后，就无权再控制该商品的流转，也

就是说，其他人再次分销的行为不受权利人的控制，即不需要征得权利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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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标准以下，除核心限制条款以外，其知识产权限制行为当然豁免适用《反垄断法 》①，其理论基础是
任何性质竞争行为都是与其市场力量密不可分的 ，所以要结合其市场力量来界定； 最后评估分析知识产
权限制行为对竞争的影响，即在界定知识产权限制行为所影响的相关市场 （ 包括产品市场、技术市场和
研发市场） 的基础上，详细评估限制行为对竞争抑制的程度 。总之，相关的配套制度应借鉴国外的先进
经验，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尽量准确地评价知识产权行使行为对竞争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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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nforcement of Anti-monopol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Ｒights in China
Sun Lingyun
（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Article 55 of the Ant-monopoly Law provide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anti-monopoly law，but such is too simple and insufficient to resolve the current issues of anti-monopoly law
enforcement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not a legal monopoly right and it is not
naturally associated with monopoly． By comparing with the anti-monopoly enforcement experie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U． S． ，EU and Japan，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which coul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nti-monopoly law．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monopoly law； ab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①

在设定市场份额标准时可以参考欧盟的做法，但要考虑到我国仍然是一个技术输入型的国家，应确立一个不高于欧盟“市场门

槛”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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