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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产权法典化考察与镜鉴

文  /  吴柯苇

摘要：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经历了由州法向联邦法、由判例法向成文法演进的历史进

程，并且最终呈现出有限法典化特征和二元复合结构。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演进轨迹

和制度现状，显示出形式主义和实用工具主义法律观念切换交融的基本脉络。在“后民法

典”时代的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进程中，可向美国吸收两方面经验。第一，法典化运动是

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公私法律保护机制的重要路径。第二，形式主义法律观念应当同实用

工具主义法律观念彼此对观和相互借鉴。作为形式主义法律观念的产物，知识产权法典化

的进程应当坚持价值统一和形式多元的综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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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 202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知识产权法律规则以 52 条之于 1260

条的比重，正式宣告入典“失败”。1 知识产权制

度体系化进程，自此进入“后民法典时代”，相

关学术命题切换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自行成典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知识产权法典化，是

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完善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和方

式，概指知识产权基本价值的时代凝聚和规范

体系的科学建构。随着中国知识产权产业实践

的快速发展，在持续演进的知识产权规范体系

之上，对知识产权基本意识及其附随的基本制

度进行总结、引导和定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题中之义。2 目前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存在

意识和实践双重困难。3 在 20 年前，有学者撰

文指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全面落后的根源

在于“意识”缺位。4 届时，中国社会知识产权

意识较弱。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完善，是得益于

“入世”倒逼中国适应。如今，中国知识产权制

度面貌已今非昔比。尤其自 21 世纪初中国加

入 WTO 以来，通过全面修订或制定知识产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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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章，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日趋完备。基本

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

品伯尔尼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等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规定相一致，有的方面

甚至已经超出其要求。5 除开静态规范体系的成

就，依然有学者指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完善

仍存意识不足的问题。首先是社会一般意识缺

位。6 其次是专业意识定位不清。主要体现为国

家顶层将知识产权基本定位同创新驱动挂钩，

对于知识产权的私权、基础权利性质强调不足。

知识产权意识，概指认识主体对于知识产权事

务的存在、意义、价值和方法认知的总称。意

识作用于实践，知识产权意识的更新和完善，

必然影响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变化。实践反作

用于意识，现实条件的变化，又会强化或者弱

化知识产权意识。此外，我国知识产权实践中

呈现出顶层设计上的偏功利主义倾向，和基层

社会知识产权认知错位或缺位融合的基本图像。

这种现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

的基本境遇。面临上述难题和知识产权“入典”

失败的现状，主要探讨知识产权“入典”的现

有研究不敷适用。7 国内关于知识产权独立成典

的比较研究存在一定空白，主要体现为对于法

国知识产权法典、俄罗斯民法典知识产权编、

斯里兰卡和越南等知识产权法典化国家以外的

知识产权未成典，或者半法典化的主要立法例

考察的欠缺。本文旨在考察美国知识产权法典

化的成败得失，为这一命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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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典进程：美国知识产权法基本制

度考察范围

（一）知识产权基本制度及其形成方式

制度（Insititute），在日常用语层面 , 常为

名词用法，即为规范体系，典型用法诸如制度

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在英美法中，

制度是名动复合词。动词义包括开始、提起、

创制；名词义主要是学院机构、法学著作（复

数）、法学原理和规则。8 知识产权制度，是以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为主体的综合社会规范体系的

总称。知识产权基本制度，有两种理解，第一

种就是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从历史层面来看，

知识产权制度首先并且主要是通过知识产权立

法活动建构。第二种理解即知识产权社会规范

体系中最基础和重要的部分的统称。在法学语

境下理解知识产权基本制度，即通过创制或者

建构（institute）的方式，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或者知识产权总体制度中的基础部分系统化和

体系化，最终形成一个兼具理论性和实用性的

制度集合（Institutes）。在法学研究领域，知识

产权基本制度的创设有两种基本手段，第一个

是法典编纂（Codification），第二种是法律汇编

（Collection）。

在法学领域，“法典”一词有一般理解和

专门理解两种用法。一般理解是相较于习惯法

的成文法（Statuary/Statute Law）。另一种理解

是成文法的进步形态，即系统化、普遍化的特

定领域的成文法体系。后者的经典表述，即边

沁提出的：“法典（Code）”是概念统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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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内容全面的法律呈现状态。”9 法典的动词

形态，即“法典化”（Codification），若按日常

用语分析，即制定法典的过程。但在法学领域，

法典化是法典的上位概念，特指法律意识的凝

聚和塑造的动态过程。10 知识产权法典化，即

是将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社

会期待和基本规律融入既有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并且形成一部新的法律集合的立法活动。知识

产权法典化是知识产权基本制度形成和定型的

最重要途径，但知识产权法典化并不以形成一

部高水平的法律杰作为必要。11 按照“法典化”

的基本定义可知，价值凝聚和意识塑造才是法

典化的核心旨意所在。因此，知识产权法典化

是动态发展、立体全面、兼顾理论和实践的双

向过程。其方式多样，但必定以凝聚和塑造与

时代主流价值相符之法律意识为最终目标。

（二）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考察范围

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了从宪法及《美国法

典》到知识产权法若干单编的知识产权法律框

架体系。美国知识产权部门法，分散在《美国

法典》第 15 编“商业和贸易（Commerce and 

Trade）”、第 17 编“版权（Copyright）”、和第

35 编“专利 (Patent)”中。仅从形式考察，美

国知识产权法已经在《美国宪法》之下，形成

了由《美国法典》统摄整个知识产权部门法的

“法典化”任务。但是按照“法典化”的法学内

涵考察，问题随之而来：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

度的人为构建中，凝聚了什么共识？塑造了什

么价值？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是否形成了体

系协调、内容全面、逻辑自洽的体系？本文认

为，对于上述问题暂时无法得出肯定结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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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吴汉东编：《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发展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86-3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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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内容，却传递着很少的信息。”参见 [ 美 ] 哈尔喜彭等著：《美国知识产权法原理 第 3 版》，宋慧献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3 页。

13. 44 U.S.C. § 1701-1722.
14. 15 U.S.C. § 1051-1127.

先，从知识产权价值观念的凝聚和塑造上，美

国现有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律制度还存在矛盾的

分裂倾向。事实上，在美国学术界，很多学者

持有一种反体系化和法典化的知识产权观。12 其

次，体系逻辑上，仅举几个反例就可以说明问

题：例如《美国法典》第 44 编“公开复制和

印 刷 物（Public printing and documents）” 的 第

17 章重复出现了版权法律规范。13 又如《美国

法典》直接将商标相关规定集中规定在第 15 编

“商业和贸易（Commerce and trade）”之下。14

综上可知，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并没有通

过《美国法典》真正完成“法典化”的任务。

但鉴于美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

重要影响力，从知识产权制度内外两个层面进

一步考察其法典化程度仍具研究意义。因此，

对于“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这一问题的考

察范围，还需要做具体界定。

知识产权制度并非起源于美国。作为公认

的知识产权强国，足以支撑美国知识产权强国

地位的基本要素主要是：美国在其知识经济产

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全面且持久的产业影响

和规范话语权。美国知识产权强国实践开始于

联邦层面知识产权制度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最

早的美国知识产权制度主要在州法层面，联邦

层面的知识产权制度随着《权利法案》为代表

的联邦层面的行政权利扩张而逐渐形成。最终

美国知识产权制度形成了“州法 - 联邦法”并

存的二元机制。把握二元机制并行的知识产权

制度现象，是理解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重

要线索。联邦层面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强化

的过程，是美国知识产权立法制度形成和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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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从州法层面到联邦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的过度，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蕴含的价值观念

发生了实质变化：从普通法上的先用权利变成

了统合国内市场、推进国家科技政策和推进其

国际价值链布局的重要工具。15 因此，现代美国

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主要范畴，应该是美国联

邦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以及在这

个过程中对于特定社会价值观念的凝聚和定型。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约 200 年的联邦知识产

权制度演化和定型的过程，即为一种“法典化”

的过程。虽然美国目前并没有形成诸如《法国

知识产权法典》《斯里兰卡知识产权法典》那样

的静态法典。但对于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从

州法向联邦制度演进的考察，对于中国知识产

权制度现代化的借鉴意义仍非常重要。这种意

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知识产权制度

现代化的进路选择问题，即成典模式与单行法

模式，或者折中模式的优劣问题。第二，中国

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的价值核心塑造与观念意

识反思，即纯粹工具主义的定位，抑或兼具价

值理性和形式主义的法治理想。

三、二元结构：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

体系梳理

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主要由立法制度和

保护制度组成，并呈现出“联邦 - 州法”和“普

通法 - 制定法”的二元并立结构。尽管目前美国

的知识产权法律基本上是由联邦层面的统一立

法呈现，但忽略州法和普通法来理解美国知识

15. 朱颖：《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以自由贸易协定为拓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手段》，载《知识产权》2006 年第

5 期，第 87-91 页。

16. 冯晓青：《知识产权法目的与利益平衡关系的实证分析——以美国〈宪法〉知识产权条款为例》，载《北京科技大学

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3 期，第 64-67 页。

17. U.S. Const. art. I, § 3(3).
18. 张惠彬：《论商标权的宪法基础——以美国法的变迁为线索》，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7 年

第 3 期，第 82-88 页。

19. U.S. Const. art. I, § 3(8).
20. Generally see. Sears, Roebuck & Co. v. Stiffel; Compco Corp. v. Day-Brite Lighting, Inc.

产权基本制度，则有掩耳盗铃之嫌。

（一）联邦法和州法并立的知识产权制度

1. 联邦层面的知识产权基本制度

在美国联邦层面，形成了以宪法为统摄的

伞形立法制体系和公私并立的“二元”立法体

系，为美国全境内外的知识产权事务和多元利

益协调提供了立体的成文法制度供给。16 联邦宪

法第 1 条通过两项具体条款授权美国国会知识

产权保护立法的权力。一者为联邦宪法第 1 条

第 8 款第 3 项：国会有权制定保护美国国内外

贸易的法律。17 依据该条，联邦商标法（即《兰

哈姆法（1947）》）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得以制

定。18 二者为联邦宪法第 1 条第 8 款第 8 项：为

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发展，国会有权规定保障

作者和发明者的法律。19 依据该条，联邦专利法

和版权法获得了宪法基础。此外，美国宪法第

6 条和围绕该条形成的最高法院判例，20 逐步确

立了美国联邦知识产权立法优先于州法适用的

基本原则。按此规定，美国签署和加入的知识

产权国际条约，也是联邦层面的法律渊源，待

制定法转化以后也享有优于州法适用的效力。

此外，包括《关税法（1930）》《出口管理法

（1979）》《拜杜法（1980）》《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1988）》《联邦技术转移法案（1986）》《美国发

明家保护法令（1999）》等，从而同时在公法和

私法层面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和国

家战略法规体系。

联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由联邦地方法

院、联邦上诉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组成。1982

年美国根据《联邦法院进步法》，在原有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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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联邦上述法院之外，单独设立了联邦巡回上述

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以下简称 CAFC）。CAFC 专管来自美

国专利和商标行政部门的知识产权行政诉讼案

件，以及联邦地方法院除著作权纠纷外的知识

产权上诉案件。该院的设立很大程度统一了美

国技术类纠纷审理的司法标准，为知识产权司

法专门化理论提供了实践支撑。CAFC 因此被

称为美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的重要里程碑。

此外，美国有良好的非诉纠纷解决的制度供给。

在专利等技术性较强的法律领域，知识产权仲

裁机构提供了重要的准司法性质服务。行政保

护是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

职能机构有：附属美国商务部的美国商标和专

利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以下简称 USPTO）、版权局、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以

下简称 USTR）、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以下简称 ITC）、

美国海关。其中 USTR 和 ITC 分别执行《美国

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特别 301 条款，和《美国

关税法》337 条款，是美国利用国内法律影响

他国知识产权保护进程的重要工具部门。此外，

美国其他政府机构，也拥有各自的专利管理机

构，主要职能是以机构名义进行专利申请、维

护、运用。

2. 州法层面的知识产权基本制度

在 1787 年美国宪法颁布以后的近 200 年

间，州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作用曾一度

大于联邦立法。随着联邦层面法权力量的提

升，后来逐渐形成了和联邦法并立的知识产权

州立法体系。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即为美国商

业秘密法和商标法的演进过程。美国商业秘密

保护最早起源于 1837 年的 Vicky v. Welch 案 21，

该案援引英国普通法上经营信息受到商业秘密

保护之观点下判。此后美国各州逐渐通过普通

21. Vickery v. Welch, 19 Pick. 523, 36 Mass. 523, 1837 WL 2540 (Mass. 1837).
22. Carpenter v. United States, 484 U.S. 19 (1987).

法的侵权和财产体系保护商业秘密，并持续至

今。虽然美国 20 世纪中后期的法典化和法律重

述活动为美国各州间的商业秘密保护趋同化作

出了重要贡献，以至于促使了 1979 年的示范性

法规——《统一商业秘密法》的出台。但是商

业秘密作为一种财产权的理论基础，仍然受到

侵权行为禁止和商业道德义务认识的强烈冲击，

最为典型的司法判例即为 1987 年在美国最高法

院审结的 Carpenter v. United States 一案。22 比起

商业秘密，美国商标法的财产权属性受到的质

疑更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美国商标可以同

时获得联邦和州一级的注册，遍布全美的 50 部

州一级商标法形成了仅次于联邦商标法的商标

立法体系。

美国州一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主要体

现在州法院的司法救济之中。在美国司法体系

下，联邦法院仅在特定情形拥有知识产权案件

管辖权，各州法院拥有知识产权的一般管辖权。

首先，除了依照《兰哈姆法》在美国联邦提起

的商标案件以外，美国各州法院拥有其他商标

案件的管辖权。其次，按习惯法取得商标的普

通法上的侵权案件，以及涉知识产权不正当竞

争案件等均由州法院管辖。再次，由于商业秘

密没有联邦立法，所以美国州法院对商业秘密

案件拥有完全管辖权。最后，作为美国扩张主

义立法的典型产物——美国州一级的“长臂管

辖（Long Arm Jurisdiction）”规则赋予了州一

级法院，对和该州有某种程度联系的州外或国

外被诉方拥有知识产权侵权控诉的属人管辖权。

相较于州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的全面、立

体，美国州级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机制则较为逊

色。虽然各州仍然可以设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和行政管理机关，比如商标注册机构等，但是

美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主要重心已经转移到联

邦层面是非常显明的事实。以 1946 年《兰哈

姆法》43 条第 1 款将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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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收归联邦管辖、1976 年《版权法》及其第

301 条将原本属于州普通法院管辖的未发表作品

行政保护收归联邦、还有 1990 年《视觉艺术家

权利法案》为美国作者提供了联邦层面的精神

权利保护为典型，23 美国联邦层面知识产权行政

保护的立法统一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

（二）普通法和成文法并立的二元化结构

1. 普通法中的知识产权制度结构

普通法发轫于英格兰，是一种古老的法律

传统，即由专业法官依据地方性习惯或者是法

律理性、常识、公共政策等原则，通过“先例

必守（Stare decisis）”等基本原则，在不同历史

阶段连贯性地形成的，在特定司法共同体内普

遍适用的原则、规则和方法体系的总称。因为

与英格兰的特殊渊源，美国在建国过程中逐渐

继受了普通法传统并持续至今。24 在美国，普通

法以两种形式存在，首先是一种以判例为主的

法律渊源。其次是一种以“先例必守”为基本

原则的法律形成和适用制度。美国普通法层面

的知识产权结构，包括作为知识产权法律渊源

的判例法，以及作为知识产权制定法的普通法

适用方法两个方面。美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

面的基本规则体系由判例法组成。比如，美国

商业秘密保护通常由各州普通法进行调整。根

据普通法“先例必守”的法律适用原则，美国

中级以上法院，尤其是联邦法院对联邦法律作

出的解释和判例，是美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则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适用方法上，“盎格

鲁 - 美利坚”法律体系很好的吸收了大陆法系

成文法的精髓。即通过成文法的体系化和系统

化建设，不断根据社会经济和产业变化，制定

联邦和州法层面的不溯及既往的新兴法律制度，

以便避开在普通法溯及既往的内在阻碍。但同

23. 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 页。

24. 肯特在《美国法释义》一书中提到：“对我们来说，普通法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被这个国家和人民采纳了。”Kent, J., 
& Barnes, C. M. (1884). Com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 (Vol. 1). Little, Brown. 转引自 [美 ]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

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 页。

25. [ 美 ] 乔治·P·弗莱彻、[ 美 ] 史蒂夫·谢泼德：《美国法律基础解读》，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 页。

时美国又保留了普通法的法律适用方法，即通

过普通法的传统方法适用知识产权成文法律：

包括在法庭事实认定上面继续坚持陪审团制度、

允许法官造法、遵循改良过的“先例必守”原

则、事实认定上坚持当事人主义的法庭分工。

普通法的法律适用传统在知识产权方面仍然大

部分适用，因此普通法习惯在知识产权法律适

用中的规则，也是普通法中知识产权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

2. 成文法中的知识产权制度结构

成文法是在法律颁布以后才生效的新的法

律规则或者规范的总称。在美国，成文法基本

是州一级的法律，联邦层面的成文法仅仅在特

殊领域存在，如专利、版权、证券、国际贸易

等。25 相较于判例法，成文法的核心特征是不溯

及既往性。美国人很早便客观地认识到了基于

习惯发展而立的判例和判例法内在的保守，和

可能限制法律发展的缺点。诸如加德纳勋爵指

出“过于严格的遵循先例有可能带来不公，还

可能限制法律的正常发展。”鉴于此，美国知识

产权制度也逐渐发展出了完整且丰富的成文法

框架。美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基本规则

体系由成文法组成，比如联邦层面的版权、商

标和专利立法，以及州法层面数十个商标立法

和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立法。美国知识产权

成文法，包括纯粹的成文法（制定法）和从判

例法过度而来的成文法。前者是美国知识产权

公法（行政保护）体系的主要形成方式。其特

点是吸取了大陆法系制定法的优势，通过立法

机关订立不溯及既往的革新性法律，同时利用

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内在联系，将社会政策

和主流价值融入立法中去，以实施诸如联邦层

面的知识产权法律，或者国际贸易政策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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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战略。后者是美国知识产权私法（司

法）保护体系的主要形成方式。相较于制定法，

从判例法转变而来的知识产权成文法体系，受

到政治力量干预的程度较小，显示出相对的保

守性，比如知识产权侵权救济方面，法官发挥

相对独立的作用。又如成文法的功能和效力上，

一般是以示范法或者学术汇编的方式展现，典

型代表诸如《美国侵权法重述》对各州商业秘

密司法判例形成的共通性原则，进行法律汇编

式编纂和梳理，以及此后形成的被绝大多数美

国州司法机关认可的示范性法典《统一商业秘

密法》。26 值得一提的是，以美国宪法知识产权

条款为首的联邦知识产权成文法体系，以及联

邦法院对于联邦成文法和州成文法的司法审查，

对于美国全国性的统一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

设至关重要。可以说联邦成文法及其司法制度，

在促进美国国内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统一化和美

国国际知识产权利益保护机制体系化上面，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钟摆平衡：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

法典化评析

由上可知，法系融合特征和二元复合结构

是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鲜明

特色。与此同时，美国知识产权法典化进程，

也呈现出激进和保守同在，快走和徐行更替的

历史图像。

（一）形式主义理念的式微：知识产权有限

法典化

在法典化的道路上，美国法律曾一度疾

行，又戛然而止。正如美国著名法律史专家腓

特烈·坎平指出：“盎格鲁 - 美利坚法律制度抵

26. 郑淑凤：《美国商业秘密保护最新立法阐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电子知识产权》2016 年第 10 期，第 44-52 页。

27. [ 美 ] 腓特烈·坎平：《盎格鲁 - 美利坚法律史》，屈文生译，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1 页。

28. E. Allan Farnsworth (2010), Steve Sheppard 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
29. Carpenter v. United States, 484 U.S. 19 (1987).

制住了‘全面法典化’的诱惑，而仅在操作上

和政治上都可行的部分领域适用了法典化的原

则。”27 这种现象在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形成

和演进过程中也十分明显。从殖民地时期各州

效仿英国建立自己的版权和商标法律开始，美

国的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经历了从州法向联邦法、

从判例法向成文法、以及成文法的系统化和法

典化的历史进程。美国法典化运动肇始于 19 世

纪中期，在戴维·D·菲尔德的倡导下，很多

州开始了将单独部门法进行法典化的立法工作。

最终美国在部分单行法法典化的道路上获得了

一系列成果，包括“菲尔德法典”和一系列的

示范性统一法案，较为成功的诸如美国法学会

和“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共同制定的《统一

商法典》。在知识产权领域，首要的法典化成果

即为美国宪法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美国著名法

学教授曾指出：“如果不知道一部少有修改的

《宪法》, 如何使得一个个殖民地抵受了 1789 年

至今多元性和不断的变化产生之压力，并最终

融合为一个国度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美国法

律制度。”28 这种评价对于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

度统一化的理解仍然适用。此外，《统一商业秘

密法》也是这种局部法典化实践的产物。29 在美

国这种“有限法典化”的历史选择背后，隐含

着在约 200 年的美国法律进程中，实用工具法

律观和形式主义法律观交替主导、融合演进的

历史。这种法律观念的交融与对抗，最终根本

上决定了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一种合理的假设可以被提出，即美国知识

产权基本制度，在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形式

主义法律观念推动下进行着某种程度的法典化。

但这种运动，因为工具实用主义法律观念的对

抗，直到今天也没有在实质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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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罗斯科·庞德曾在他著名

的论文《书本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中首

次提出了区分“书本上的法律”和“现实中的

法律”观点，30 同兰德尔的“有效的法律只能

从书本中找到”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二人的

论战虽然只是美国形式主义和实用工具主义法

学观念之争的冰山一角，但也大致能将持续

百年的美国主要法学思潮及其分歧向读者呈

现。美国实用工具主义法学观念，首现于奥利

弗·W·霍姆斯、罗斯科·庞德等人的著述，

以边沁的功利主义观念为价值分析原则，最终

在罗伯特·S·萨默斯教授的《美国实用工具主

义法学》一书中被总结发展为系统的法学一般

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所有的法律规则和概念

只是一种工具——即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强

调的是书本与现实的法律交互过程。31 从美国

现行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面貌来看，美国学者

基本认同实用工具主义法学观念在美国知识产

权现行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其论证根据首先是，

联邦专利法和版权法的宪法基础层面，即美国

宪法第 1 条第 8 款对“实用技术（Useful Arts）”

的强调；其次是随着美国产业结构和“头脑

型”国家的建设和实现，美国知识产权司法和

行政保护中持续几十年“强保护”观念的客观

存在。32 这种认知似乎意味着以“法典化”为代

表的形式主义法律实践和观念已经被抛弃。但

事实并非如此，实用工具主义法学理论之所以

在美国大行其道，并发展成为可以和自然法学、

分析法学、社会法学并驾齐驱的法学一般理论。

其理论本身的包容性和学习性不能被低估。正

30. Pound, Roscoe. (1910). "Law in Books and Law in Action". 44 American Law Review. pp.12-36.
31. [ 美 ] 萨默斯：《美国实用工具主义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 页。

32. Sell, S. (2003). Private Power, Public Law: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60-74.
33. [ 美 ] 萨默斯：《美国实用工具主义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1 页。

34. [ 美 ] 萨默斯：《美国实用工具主义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2 页。

35. [ 美 ] 萨默斯：《美国实用工具主义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5 页。

如实用工具主义法学的支持者，在批判法律信

仰化活动时指出：“对法律顶礼膜拜本身也只是

实现法律目的的手段”“法律本身不是目的，所

有的法律本质上均是服务目标的工具”。33 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可以发现即使在目的和工

具的关系层面，美国实用工具主义法学也将实

用观点坚持到底，即认为“法律工具在一定程

度上也可能是目标的一部分”。34 从这个角度来

看，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法典化进程的实际

存在，不仅仅是形式主义法学理论的产物，也

可以同时获得实用工具主义法学理论的支撑。

（二）实用工具主义的自省：公法保护的扩

张与限制

在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形成和演进过

程中，形式主义法学观念与实用工具主义法学

思潮的对立明显，但交融反复的特性也显露无

疑。美国法律形式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二三十

年代，本质是突出法律的客观和自治属性，目

的在于对抗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

管制性、父爱式的保护主义法律观念。美国法

学家莫顿·J·霍维茨对后者兴起的原因全面总

结道：美国形式主义法学观念是独立战争以后

美国法学界力量兴起的尺度，是法律精英和商

业集团的利益汇合，也是二者为巩固其既得利

益对于法律进行“冻结”的尝试。形式主义法

律观念的核心观点是将法律理解为逻辑自洽的

永恒体系。在对待法官造法的观点上，形式主

义者诸如布莱克·斯通支持“法官不应制定法

律”的观点，同时认为“法官应该根据‘直白

涵义’来‘字面地’解读法律。”35 实用工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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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针锋相对地支持对法律进行“目的性”的

或“目标导向”的解释。36 这种观点对立和中

和在美国专利法侵权认定中得到了体现，即联

邦专利法在先确立了“字面侵权”原则，随着

“目的性解释”工具主义观念的渗透，“等同原

则”逐渐在判例法中形成并最终被纳入成文专

利法之中。

从“普通法 - 成文法”“州法 - 联邦法”的

美国知识产权二元结构角度观察，实用工具主

义法学观念，对于形式主义观念长处的吸收和

改造上体现得同样明显。究其原因，在于美国

既有普通法体系的内在缺陷，需要通过形式主

义理论及其工具补足。普通法是一种渐进主义

的法律演进模式。美国法学家乔治·P·弗莱

彻对于形式主义的重要体现——即法典化运动，

如此评价道：“法典编撰的重要意义并不是法规

语言决定具体案件，而是立法机关的干涉不断

打破了封建传统”，对此他还补充道“法典代表

着新的开始，而普通法并没有‘新的开始’”。

以自由主义精神为价值核心的普通法传统，对

于政府立法、公权力对私权的保护等问题怀有

深刻的警惕，这种价值传统的存在，固然可以

防止公权力过度介入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事务，

但同时也为美国知识产权统一制度，尤其是知

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阻力。

进一步而言，从“州 - 联邦”“判例法 - 成

文法”的法律体系和适用位阶的形成，也可以

观察到：美国知识产权二元体系中还有一层内

涵，即“私法 - 公法”的结构。公法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以宪法为代表

的公法体系，为特定种类的私权保护规定了明

确而体系的公法保护规则。第二，同样是以宪

法为代表的公法体系，又对知识产权私权保护

划定了较为清晰的界限。因此公法对于知识产

权基本制度的建构的意义是双向的，而非单向

度的。一方面表现为对于私权神圣的普通法理

36. Generally see. Roscoe Pound (1908). “Common Law and Legislation”. 21 Harvard Law Review. pp.383–407; Oliver 
Wendell Holmes (1899). “The Theor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12 Harvard Law Review. pp.417–420.

念的公法上的确认，一方面又体现为联邦层面

对知识产权施加公法保护必须基于充分的宪法

和法律依据。对于前者，我们注意到州法和判

例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特殊角色，即扩张和补

充。对于后者，联邦制定法对于知识产权扩张

保护常常体现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限制色

彩。比如，美国第一部商标法被判处违宪而废

除、商业秘密的财产权属性在美国得到谨慎的

对待、联邦层面的知识产权公法保护常常与贸

易挂钩而非与财产权正当性或者科技创新国家

战略关联。从美国战后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来看，

运用公权保护知识产权并呈现扩张趋势是事实，

但美国司法和学术界仍然对这种扩张持谨慎态

度。所以美国知识产权公权保护并没有走向极

端，仍然以私权保护为基本目的，同时在特定

领域诸如反假冒、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国

家专利转化和技术转让以及国际贸易层面发挥

有限但切实的作用。因此不难看出，美国知识

产权基本体系中的“公法 - 私法”保护，并没有

在实用工具主义的理念下持续强化，反而是体

现出合理的拘谨。

五、经验镜鉴：美国知识产权法典化的

中国启示

（一）知识产权法典化进程中的形式主义弊

端和防范

经上文梳理可知，在 200 多年的“盎格鲁 -

美利坚”法律体系发展演进的过程，法典化运

动是其法律现代化的重要过程中，但最终美国

社会抵制住了全面法典化的“诱惑”。这种历

史选择同样影响了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演

进，并留下了从判例到成文法、州法到联邦法、

私法到公法保护的清晰痕迹。其背后的意识因

素可以解释为，在实用工具主义价值观念对法

律形式主义观念的抗争和吸收中，美国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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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基本制度完成了“部分法典化”的历史任务，

并形成了今天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二元”

结构。目光移回中国，在“后民法典时代”，知

识产权基本制度如何完成现代化进程？美国经

验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提供哪些启示？启

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可从美国知识产权基

本制度“部分法典化”特点的原因中找寻。在

“后民法典时代”，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现代化的

重要命题之一，便是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以及进路选择的问题。37 其中制定知识

产权基本法的问题是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法

典化是成文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式，但并非

唯一路径。结合美国经验可知，全面法典化作

为形式主义法学理念的极端体现，对于一个快

速发展、演进的社会或经济体是不利的。这种

论点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也有类似表述，

即“匆忙于一文成典，甚或束缚改革开放之手

脚，或者置法典之权威于不顾，也未可知也。”38

在普通法系的成文法发展过程中，历史上出现

过敕令、规章、特许状和基本法律。其中基本

法律的形成模式，在美国主要是专门法典、统

一法案两种方式。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法典

化进程中出现的多样化路径选择和折中主义的

“有限法典化”特征，对于中国后法典时代的知

识产权基本制度建设上至少有两方面重要参考

意义。第一，知识产权法典化进程是带有形式

主义色彩的成文法发展模式，是法律演进到一

定生产力水平阶段的必然产物。中国应当正视

知识产权法典化进程的历史理性和必要性。第

二，在知识产权基本制度法典化的程度和路径

上，美国经验启示我们法典化的程度并非越高

越好，一味追求法律体系的逻辑自洽和封闭体

系，将走上法律形式主义极端化的错误方向。

知识产权法典化的程度应当同中国当下和未来

一段时间内的价值需求和社会生产现实相适应。

37. 张鹏、赵炜楠：《< 知识产权基本法 > 立法目的与基本原则研究》，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 12 期，第 45-52 页。

38. 易继明：《私法精神与制度选择 大陆法私法古典模式的历史含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1 页。

39. 15 U.S.C. § 1091.

在具体路径选择上，首先应该理顺知识产权法

典和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应然关系。其次，是将

利益分配和发展导向两种社会需求较好地融入

知识产权法典或者基本法中去，形成具有一定

延展性和适应性的原则体系。最后，才是在具

体规则和行文方面，最大限度吸收民意，凝聚

社会共识，从而出台体系完善的基本法或者

法典。

（二）知识产权实用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的极

端化警思

实用工具主义法律观对形式主义法学理论

的批判和有效包容，引导美国在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现代化过程中有效兼顾传统，从而避免了

许多纯粹成文法国家后来出现的制度异化现象。

比如，美国商标辅簿注册（the Supplemental 

Registration of Trademark）制度：即按照《兰

哈姆法》不具备显著性的标志，可以通过一

定时间的商业使用获得第二含义（Secondary 

Meaning）从而获准成为注册商标。39 这种制度

设计可以视作使用取得制度向注册取得制度转

变过程中的制度遗迹。这种遗迹的存留，显然

不是立法者的无心之失，而是体现出了普通法

系法律从业人员，在借鉴大陆法系制定法和法

典化的优势之时，对于普通法渐进主义传统的

有意关照。正是因为这种实用主义精神的原理，

导致美国知识产权制度在建立和使用过程中，制

度异化和歪曲的情形被很大程度防范和减少。比

如，近期在中国已经泛滥的“商标超市”、商标

恶意抢注和囤积，以及实用新型专利的“量大质

低”现象，在美国则基本没有异化滋生的土壤。

实用工具主义法学理论虽然有效吸收了形

式主义理念的优点，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和法律

的“捆绑”进一步加深的趋势，美国实用工具

主义法学观念的扩张已经从单纯的法律职业观

念溢出，影响到了社会对于法律的外部看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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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这种现象集中表现为法律专业人士以及

非法律专业人士对于法律认识的庸俗化和趋同

化。实用工具主义的这种溢出作用在知识产权

法律基本制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相较于传统

法律制度，如侵权、合同和财产领域，知识产

权法律体系从建立之初便带有很强的功利主义

气息。这种从长期层面来看以“多数人利益”

为价值依归的法律制度，在实用工具主义观念

外溢的过程中，不仅内在地弱化了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的公正性和正当性，同时外在地加剧了

社会少数利益群体和中下层民众的厌恶和抵触

感。比如：对于美国药品专利强保护的反思和

批判、40 对于美国知识产权国际霸权主义的反

思和挞伐、41 对于美国国内知识产权垄断利益团

体影响商业方法专利的泛滥及弱势群体的思考

等。42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本质上属于私法体

系。较之于传统私权，知识产权又带有明显的

“私权公授”特征，典型表现就是知识产权行

政保护体系和知识产权国家战略体系的长存不

衰。同时，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

明显的“舶来品”性质。特殊的权利属性，加

之“舶来”基因，因而在中国知识产权基本制

度现代化的过程中，法律移植在过去和今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有效手段。43 鉴于上述两

个特点，中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现代化的过程

中，应当注意实用工具主义法律观念扩张和外

溢的风险，并对可能风险进行体系性的防范和

规避。对于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现代化而言，比

40. GJ Mossinghoff (1999). “Overview of the Hatch-Waxman Act and its impact on the drug development process”. 54 Food 
and Drug law Journal. pp.187-194.
41.[ 澳 ] 彼得·德霍斯、[ 澳 ] 约翰·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 知识经济谁主沉浮》，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7-112 页。

42. [ 澳 ] 彼得·德霍斯、[ 澳 ] 约翰·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 知识经济谁主沉浮》，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8-192 页。

43. 夏扬：《法律移植、法律工具主义与制度异化——以近代著作权立法为背景》，载《政法论坛》2013 年第 4 期，第

171-179 页。

44. Sell, S. (2003). Private Power, Public Law: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52.
45. 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18 页。

较法上的经验是完全有必要并且应该合理借鉴

的。但要注意防范“照猫画虎”和“盲人摸象”

两个问题。前者主要指借鉴比较法经验上的形

式主义问题，后者主要是强调借鉴过程中需要

有全局思维和系统考察。正如我国学者在研究

古典私法发展问题上指出的那样，“法律移植是

一项长期、复杂的浩大工程，只有通过法律制

度（立法与司法）、法学学说和法律职业教育的

综合影响，才能形成与之相应的法律氛围和法

律文化”，44这种洞见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路

径选择而言，具备重要指导意义。

六、结语

在世纪之交的千禧年前夜，舒国滢教授便

提出过“法典的诱惑”命题，以告诫人们在摘

取法典这颗“法律帝国”王冠上的明珠时，对

其心存敬畏和虔诚之心。45 诚然，法典本身的

宏大适用范围、精美逻辑结构和专业概念体系，

足以使法律人士和普通国民油然陶醉。然而法

典又如同“理性”“科学”等话语体系一样，潜

藏“控制一切，并进行更多控制”的权力欲望。

放眼世界，在屈指可数的以《法国知识产权法

典》为代表的几个知识产权法典立法例面前，

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进程缺少相当程度的经验

映照。回望当下，面对我国知识产权基本意识

存在缺位、顶层认知定位有失偏颇、规范体系

变动不居的现实处境，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进

程所面对的更多不是“特殊国情”，而是世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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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当然，

在后民法典时代，学界努力推进包括《知识产

权基本法》、《知识产权法典》等国家立法出台

的学术动机几乎是纯粹的。一种通过制度定型

引领社会演进和治理模式的进路，也符合法律

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法学研究者们的内心宏愿。

但在“法典化”线索下，对观大洋彼岸的资本

社会知识产权基本制度，为我们提供的更多不

是法典化实践的正面示范，而是“明知不可为

而不为（或少为）”的实用主义智慧镜鉴。

The U.S. Codif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system and China's Enlightenment in the 
Post-Civil Code Era

Abstract: The basic struc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undergone the main historical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state law to federal law, from case law to statutory law, and finally presents a typical hybrid characteristic of 

legal systems and a dual comprehensive structure. The evolution track and current status of the basic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w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ystem of switching and blending legal concepts between 

formalism and practical instrumentalism.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dification in the "post-civil code" era, 

two experiences can be absorb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the codification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aw protection mechanism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cond, in the process of codif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egal formalism, and legal practical instrumentalism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e breed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des should adhere to the integrated approach of value unit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forms.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Codification; the United States; Formalism; Practical Instrumen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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