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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滥用知识产权问题的法律逻辑推演
郭

禾

内容提要：滥用知识产权问题多年来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无论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在理
论研究上均如此。本文试图在理论上找到滥用知识产权概念的法律定位。文章基于民事权利理论，从
逻辑上分析了滥用权利和滥用知识产权在法学概念体系中的地位，比较了物权与知识产权在处理滥用
问题上的差异，进而提出知识产权因其对象的无体性致使其更容易被侵害，强化保护势在必然；但反
过来，也还是因为其对象的无体性致使知识产权更容易被滥用。故而在知识产权领域应当一并重视保
护和反滥用问题。
关 键 词：滥用 反滥用 知识产权 法律逻辑
Abstract: The iss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abuse has not being paid enough attention no matter in
judicial practice or theoretical study along these years. This article tries to make the attribute of the defini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abuse more clear in law by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ivil right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ition of civil right abu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abuse, and makes a comparison
about the solutions to the abuse issue in the field of real righ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refore
proposes that it is the intangibility of the obj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that make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easy to be infringed and abus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it. And both the protection
and anti-abuse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Key Words: abuse; anti-abu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egal logic

一、背 景
在通常情况下，法学被称为社会科学中的一
类 。更有人将科学一词泛化使用，将法学归入
科学b。然而科学不同于艺术。艺术追求个性，
随心所欲。科学则是必须符合逻辑的一整套概念
体系，即人们所称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
是建立在以整个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哲学基础之
上的。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一些教科书将哲学称为
科学的科学的原因。形式逻辑或者数理逻辑是这
种哲学的构成部分之一。由此推定，法学若能被
称为科学，其理论必须遵从一般的形式逻辑。
滥用权利、滥用知识产权等概念是法学研
究中经常出现的概念。然而这些概念在作为“科
学”的法学理论体系中是否有其特定地位，即是
a

否属于法学概念，直接关系到权利理论的构筑。
这对于还极为幼稚但却因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知识
产权法学而言，则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展示了一
个简单的关于滥用知识产权概念的逻辑推演。这
一推演的目的旨在维护法学的科学性，因为作为
科学的法学是应当服从逻辑的。否则，法学将蜕
变成为艺术c，虽然艺术与科学在学术伦理上并
无高下之分。

二、问 题
近十年来，有关滥用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法
学学术界和相关实务界均被充分关注。在2006年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的研究课题中，至少有五个课
题组专门研究滥用专利权的问题d。在2008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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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见张友渔、潘念之：《法学》，载于《中国大百科全书 法学》前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又参见《辞海》（缩
影本）法学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906页。
b 参见《元照英美法词典》中legal science和science of law词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24页和1226页。
c 在笔者看来，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其中包含了诸多艺术的成分。法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许多被我们叫做社会科学的学科也
都有着与之类似的情况。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自身的行为。因此叫之科学而已，社会科学不可能做到绝对客
观。因此，有学者不认为社会科学属于科学。
d 参见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改专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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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的诸多专题中，就曾
专门列出了《滥用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制研究》专
题。在学术界也有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撰文阐述
各自观点。然而，在各种不同观点的喧嚣和嘈杂
声中，对于什么叫做滥用知识产权这一基本概念
可谓众说纷纭e。
要清晰界定权利滥用的概念首先应当明确
什么是权利。在学术界有关权利的各种解释
中，认为权利是一种资格的说法是比较流行的
一种，即权利是指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
作为的资格 f 。根据法律关系理论，权利即为
法律关系的内容。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定为受法
律保护的合法对象。由此推知，权利主体在权
利范围内为一定行为则属权利人当为之行为范
围，自然是合法的。
另一方面，权利人若是在权利范围之外为一
定行为，则属无权行为。这从逻辑上讲自然也
不能被称为滥用权利的行为，因为在这种行为
中权利根本就不存在。换言之，该行为的依据
根本就不是权利，这又何以能够被称为滥用权
利？滥用权利在逻辑上首先必须以有权利供其
滥用为前提。
如此看来，权利滥用这一概念在整个法学理
论框架中是否真有其地位便成了问题。具体到作
为民事权利之一的知识产权，曾有学者专门针对
知识产权，认为“滥用著作权、商标权和制止不
正当竞争的权利基本不存在滥用的问题”g。能
否在法学理论的概念体系中找到滥用知识产权这
一概念的位置呢？本文以为，这是民法、知识产
权法或法理学者必须回答的问题。从本质上讲，
这一问题就是“行使自己权利者，对任何人都不
违法”h这一法谚在现代法治中的尴尬。

三、讨 论

（一）关于权利滥用概念的界定
从语言学看，“滥”原本指江河水满溢，
喻过度、无节制 i ；滥用则指胡乱地、过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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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j。从这一解释至少可以做出如下推论：首
先，滥用行为是一种使用行为。从形式逻辑上
看，使用是滥用的属概念。即“滥用”以“用”
为基础；如果根本没有“用”，则无所谓滥用。
这是滥用行为同未使用或者不予使用的行为的根
本差异。其次，滥用行为中存在着不适度、不适
当或者不正当等价值评定因素。这是滥用行为有
别于正常使用行为的特征；这也是对滥用行为的
主观价值判断。只有抓住以上两点，才能真正把
握滥用的基本含义。
具体到民事权利，滥用权利的行为即应当
是一种过当或无节制地行使或使用民事权利的行
为。仿照前述对滥用的分析，滥用权利的行为首
先应当是一种行使或使用权利的行为。这就是
说，非行使权利或者未使用权利的行为不可能属
于滥用权利的行为。既然是行使权利的行为，则
滥用权利的行为必定以权利的存在为前提。如果
根本没有权利存在，则不存在滥用权利的可能
性，与之相关的行为也就不可能是滥用权利的行
为。其次，滥用权利的行为缺乏正当性。这反映
了对这种行为的价值评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
所说的不正当并非在整体上指向权利本身，而是
指某些特定的行使或使用权利的行为。至此，这
个逻辑悖论已经完完全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什
么样的行为属于在权利范围内行使权利，却又被
认为是不正当地行使权利？有学者指出，“权利
的行使未依诚实及信用方法，构成权利滥用时，
不受法律保护”k。这一假设说明有可能在法律
上存在在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为一定行为却被
认为是违法的情形。
要从根本上解释这一问题，必须回到法理或
民法的语境中来考察。在理论上，权利行使至少
必须遵守以下规则：第一，权利的行使不得以损
害他人为目的。德国《民法典》第226条规定：

e 陈丽苹：《论专利权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载《法学论坛》2005第2期；宁立志：《论反垄断法对专利权行使的规制》，载
《法学杂志》2005年第1期；王先林：《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载《法学》2004年第3期；李顺德：《制止滥用知识产权非法垄
断》，载《科技信息》2004年第1期；郑友德、陶双文：《美国知识产权滥用》，载《知识产权》2001年第2期。
f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辞典编委会编：《法律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9页。
g 李明德：《滥用知识产权是个模糊命题》，载《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10期。
h 刘德宽：《民法总则》（增订四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
i《辞海》（缩印本），辞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982页。
j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74页。
k 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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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l就是这
样原则的一个立法例。第二，权利的行使不得违
反公共利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中第22、
23条中均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尽管对于公共利益
的界定，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不同时期的法律界定
会有所不同；甚至于对公共利益概念本身是否属
于法律概念也有不同的看法。还有认为前一原则
中“损害他人”已经包括了“违反公共利益”
的说法m；但这一原则仍然在一些立法中得到认
可，只是其适用往往应当从严。第三，行使权利
应当依从诚实信用原则。该条款被叫做民法的帝
王条款。学术界对有关诚信原则在法律上的意义
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本文在此不拟重述。虽然
前述三个原则各自所涉论域之间在逻辑上仍然存
在交叉，但至少说明了在法理上权利行使存在这
样一些限制，以致权利人并不能在权利范围内为
所欲为。由此，便在逻辑上为滥用权利的概念留
出了空间。对前述对权利行使所作的限制加以概
括，可以得出所谓滥用权利的行为，即是违背了
设定权利目的而行使权利的行为n。
那种认为“滥用权利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悖
论，行使权利的行为即为合法行为，权利不存在
被滥用的情形”的说法，从逻辑上讲只有在权利
范围内不存在任何公共空间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即只有行使权利范围内的一切行为均符合权利设
定的目的时才能成立。
对于以物权为代表的传统民法所调整的关
于有体物的权利，由于其以占有为权利设定的基
础，因此在权利范围中并未留下过多的公共空
间，进而导致权利滥用这一假说在法律实务中的
运用空间并不大。立法、司法中最为常见的则表
现为相邻关系。然而，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限
制较之物权领域在内容上要丰富得多。这就为禁
止滥用权利的规范预留了更大的存在空间。

（二）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逻辑推演
前述权利滥用在法理上存在的前提是权利的
行使是受限的，且知识产权制度中的限制性条款
远多于物权制度。但在理论上，一切权利的行使
都是受限制的。具体地讲，所谓限制可以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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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第一，以授权性规范的方式直接规定
权利的内容；第二，从权利冲突或者公共利益等
法律原则的角度规定的权利行使不得损害他人。
这两种情形适用于一切权利，应当说这种权利限
制的解释是一种广义的解释。其中，第一种情况
旨在划定权利所涉的效力范围，它所划定的是权
利的外在边界。超越了这一边界，则不再属于权
利内容的范围。因此，与其说它在限制权利，还
不如称其在设定权利。很显然，这种意义上的限
制不属于前面所称的限制，因为它与本文论述的
权利滥用无关。即超越权利范围或在权利范围之
外所为之行为在法理上当属无权行为，而非滥用
权利的行为。这在前面已经论述。
真正意义的权利限制应当是狭义的权利限
制，指在权利内容的范围内对权利内容所作出的
例外规定，即在权利范围内所划定的公共空间。
也就是第二种情况。就知识产权而言，因其保护
对象属无体财产，故而该权利在内容上不存在如
物权中的占有权能。所以同为具有对世性的排他
性权利，但在设定知识产权时，必须将基于占有
而派生出的相关的利益排除或加以限制。在各国
专利制度中，专利技术都是公开的，故任何人都
可以合法且免费了解和占有一项专利技术的全部
内容，而无需得到权利人的同意。类似地，一部
作品公开发表后，公众也完全可以自由地占有该
作品。这必然导致知识产权的排他性比物权的排
他性要弱得多。知识产权的限制仅指那些在法律
的授权性规范所确立的权利范围之内，有明文规
定的不属于权利人支配的领域。举例而言，各国
著作权法均规定了著作权人享有对作品的复制
权，但某些复制行为却又是权利人无权禁止的，
如被列入合理使用的复制作品的行为。同样地，
专利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某些实施专利的行
为，如强制许可、在先使用权、Bolar例外等均
属此列。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权利限制的概念
也应当是在存在权利的前提下，对既有权利所作
的限制。只有存在权利，才能谈得上对权利的限
制。如果连权利都没有，本无所谓限制。前述知
识产权的限制正合这种权利限制的界定。法律先

l 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m 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1页。
n 郭禾等：《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制》，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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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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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权利授予了权利人，然后又在已经授予的权利
权范围内划出了若干空洞或公共空间。在这些空
洞里所为的行为，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行使权利
的行为，但却不侵犯权利人的权利。因此严格意
义的权利限制仅仅应当是指狭义的权利限制。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推出滥用知识产权的行
为，就是权利人的行为进入了狭义的权利限制所
规定的范围的行为。即这种行为在形式上表现为
权利人行使权利，但却违背了法律赋予其权利的
目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权利人的行为并
未超越权利的外在边界，即广义的权利限制；而
是进入了权利的内在边界，即狭义的权利限制。
超越权利的外在边界的行为不仅在法律上属于无
权行为，而且连形式上也与行使权利无关；而试
图将权利效力延伸至狭义的权利限制范围，至少
在形式上仍属于行使或使用权利的行为。因此，
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即是权利人披着行使权利的
外衣，进入权利限制规范所界定的领域主张权利
的行为。
从这种意义上讲，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构
成上至少应当具备如下两个要件：第一，应当有
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存在。如果根本没有知识产
权，则谈不上滥用知识产权。在现实社会中基于
现行的法律规定，一些知识产权在事实上也仅仅
具备形式上或法律程序上的合法有效要件，比如
已经授权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或者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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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了登记手续的作品等o。这类保护对象从实
体上考察，其权利状态可能不稳定，但只要在有
权机关在实质上就其权利效力做出裁判之前，在
法律程序上该权利是存在的。法律并不否定相关
当事人根据这类形式上的权利提出主张。第二，
滥用权利的行为应当表现为行使知识产权的行
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并不表现为行使权利，则
该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被纳入滥用知识产权的
行为。比如，现实中一些公司散布谣言称其竞争
对手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就不能说是滥用专利权的
行为，因为散步谣言并非行使专利权的行为。

结 论
由于知识产权与物权相比，不能通过事实上
的占有来确定权利人对其财产的支配，故而非常
容易被侵害。为了保护这种无体财产，人们不得
不通过法律来拟制这种支配关系，并冠以知识产
权的名义。然而，同样因为知识产权是一种人为
拟制的专有关系，因此权利人也更容易违背设定
权利的目的行使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保护知
识产权和防止滥用知识产权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本文在这里试图严格按照逻辑进行推演，
虽然其中仍然存在一些个人虚拟的自我假设，但
至少在逻辑上可以得到知识产权保护和防止滥用
应当并重的结论。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完全忽
略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o 我国专利法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审批仅仅规定了初步审查程序，并不作全面的实质审查。这就导致许多不具备新
颖性或者创造性、实用性的申请也被授予了专利权。类似地，作品登记并不就申请登记的作品进行全面审查，只要该作品形式上具备相
关条件，即发给登记证书。依法该证书可以作为享有著作权的初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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