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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之威慑机理与
规则适用研究：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邓雨亭 李黎明

内容提要：《民法典》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作出了总括性规定，标志着以威慑侵权行为与侵权
损害救济为制度功能的惩罚性赔偿成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惩罚性赔偿对专
利侵权行为的威慑来自于侵权责任。然则，引入惩罚性赔偿将提高现行《专利法》设置的社会最优注
意水平，在增强侵权威慑的同时，也可能导致边际合法行为的侵权风险增加、滋生专利侵权诉讼寻租
空间等潜在问题。权利救济方式的设置应满足专利制度的设计本旨，故而应在惩罚性赔偿条款中明确
停止侵权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逻辑，并将法定赔偿纳入惩罚基准的认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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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terrence of infringing act and tort relief are two critical functions of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in Patent Law. The deterrence to patent tort act by punitive damages stems from tort liability. 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may increase the optimal level of attention set by the current Patent Law, 
while enhancing deterrence to infringement, it may also increase infringement risks of marginal legal activities, 
and create potential problems such as rent-seeking in pat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The setting of remedy system 
should meet the purpose of patent system.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logic between cessation of infringement and 
punitive damages should be clearly described in Patent Law, and statutory compensation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punitive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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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溯及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创制历史，在1790年《美国专利法》（Patent Act of 1790）颁布的三年后，美国国会于1793年制定了

至少三倍于专利转让费或许可费的赔偿条款，用以补偿专利权人的合法垄断性收益。尔后，美国于1836年将赔偿倍数从强制三倍赔偿下

限修改为酌情处以专利权人实际损失的最高三倍赔偿。Stephanie Pall, Willful Patent Infringement: Theoretically Sound? A Proposal to Restore 
Willful Infringement to its Proper Place within Patent Law, 2006 Univ. Ill. L. Rev. 659 (2006), p.665.
b 从我国其他部门法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上看，肇端于1994年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1999）、《侵权责任

法》（2010）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的《商标法》（2013）均加入了惩罚性赔偿的相关条款。

引 言

为增加专利侵权成本，遏制专利侵权行为，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72条拟订了上限五倍于补偿性赔偿的侵权损害赔

偿条款，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专利法》立法层面得以体现。惩罚性赔偿制度既非我国的法律

创制，a亦非专利法独有。b其法律适用的历史及适用范围表明，惩罚性赔偿在权利救济层面具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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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优越性。在我国民法法典化进程中，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亦逐步得到了立法者的认可，《民法

典》第1185条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学者多以法技术、法规范为研究视角，对我国专利法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及正当性进行了

详细论述，但在涉及损害赔偿之经济效率的问题上，现有研究的深度及广度仍稍显不足。首先，现有

研究多指出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具有威慑侵权行为之作用，但其威慑力来自何处？威慑机理如何？威

慑将引发何种潜在问题？尚无详细论述。其次，一旦侵权行为已经发生，引入惩罚性赔偿后的专利权

权利救济模式，是否满足专利法兼顾权利人与公共利益的双向度价值取向？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制

度设计是否存在改进空间？仍有待讨论。本文以法经济学为视角，就惩罚性赔偿对侵权行为产生威慑

的法经济学原理及其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规范分析；并聚焦惩罚性赔偿的权利救济效果，利用

Calabresi与Melamed构建的卡梅框架经典理论，c详细论述我国专利法引入惩罚性赔偿的规则适用问

题，提出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设计的优化建议。

一、专利惩罚性赔偿的威慑机理

（一）威慑源于侵权责任

法律通过权利界定来调整市场的资源配置。d在财产权领域，其效果表现为权利人排除他人以其

非自愿形式使用资源的行为，否则法律将以国家强力赋予权利人禁止资源被使用并获得充分救济的权

利。财产权的边界维护了资源未经权利人允许而不能转移的法律秩序。不同主体对市场资源的效用评

价存在高低差异，在不存在交易壁垒的情况下，资源通过交易落入对其效用评价更高的一方。换言

之，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资源最终会被分配至对其效用评价最高的市场主体。然而，现实中的

交易行为往往受限于过高的交易费用，使交易双方对于资源的效用产生误判，进而导致财产权侵权行

为频发。

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带来伤害，这种伤害既可以使权利人单方受损，也可能使多方受损，而伤害可

通过对其效用的评估，量化为伤害成本。法经济学认为，避免侵权的最优方案是使交易双方对潜在的

侵权行为施加合理的注意，e即以侵权责任为形式，将因侵权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成本合理分配给侵权

人以及受害者，使其将伤害成本内部化，进而促使交易双方达到最优的注意水平。因此，归责原则的

选择是减少侵权行为发生的内在逻辑。

就侵权法而言，在二元归责原则下，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依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分为严格责任原

则与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下，法律引导侵权人采取最优注意水平行事，而受害人所受损害可

以获得全额赔付。因此，严格责任下受害人的“最优行动”是不采取任何注意。严格责任在特定领域

的事故中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危险程度高的事故中，受害者不能总是对侵害产生足够的注意，严

格责任能够有效减少此类事故发生。然而，现实中多数侵权事故可以通过双方施加合理注意降低社会

总成本。过错责任原则根据法律认定的过错标准，对侵权责任进行分配，进而对事故双方分别以社会

最优注意水平行事产生激励。f这种双边预防激励机制是过错责任原则成为侵权法基本归责原则的决

定因素。g尽管我国《专利法》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没有明文说明，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

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h

诚然，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中，数倍于补偿性损害赔偿的惩罚性赔偿，在数额上对侵权人

的侵权行为具有恫吓作用，但惩罚性赔偿的威慑之根本来源于侵权责任。侵权责任对侵权行为产生

c Guido Calabresi & Douglas A. Melamed, 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 85 Harv. L. Rev. 
1089 (1972), pp.1089-1128.
d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 J. Law Econ. 1 (1960), p.14.
e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4, p.215.
f Steven Shavell, Economic Analysis of Accident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5-46.
g Richard A. Posner, A Theory of Negligence, 1 J. Leg. Stud. 29 (1972), p.38.
h 参见徐家力、张军强：《知识产权赔偿损失责任归责原则研究》，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7期，第52-59页。另需说明的是，本

文对侵权责任的讨论限于二元归责原则分类，故将过错推定归入过错责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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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从司法逻辑上看，侵权责任的认定是判决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赔偿数额仅是影响侵权

人经济水平的司法结果。以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发展相对完善的美国为例，对故意侵权的认定一

直是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的争议焦点，在2016年Hola Electronics v. Pulse Electronics案中，i美国最高法

院对惩罚性赔偿之故意侵权认定的“希捷（Seagate）标准”j进行了调整，“故意”的标准由主客观

并用规则转变为完全主观规则，k专利权人只需证明侵权人具有“明知”或“应知”的主观心态，即

完成了对故意侵权的举证。质言之，侵权人主观态度是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法律构成要件认定的核心

内容，也是侵权责任上对过错程度认定的具体表现。逻辑上表示为，主观过错是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

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被控侵权人若在主观上无过错，则在法理上不能被判处惩罚性赔偿，便无惩罚性

赔偿制度意义上的威慑可言。

其次，在经济惩罚层面上看，侵权人的主观过错是影响惩罚倍数计算的决定性因素。在惩罚性

赔偿制度中，过错责任原则考察侵权人实施侵权的主观过错程度，进而决定惩罚数额之高低。这种

过错程度，一方面，体现为其侵权的主观故意；另一方面，体现为侵权人为了逃避法律追求所做的

努力。l理论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最终被折算为惩罚倍数，m体现在损害赔偿的数额上。近年来，

我国已有司法判例将主观恶意因素纳入专利侵权损害加重赔偿的考虑范围。n此外，实证研究表

明，即使在未引入惩罚性赔偿的情况下，专利侵权赔偿数额也与侵权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呈显著正相

关。o过错责任原则通过对侵权人主观态度的认定，影响经济赔偿数额，对潜在侵权人开展侵权活

动形成威慑，实现侵权的最优预防。

最后，从预防功能上看，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以对侵权人施以高额赔偿金为手段，其目的是将惩

罚的法律效果作用于侵权人的主观心态，使其在未来的行为中施加合理的注意。专利制度的终极目标

是激励持续创新，引导前瞻性创新是专利法价值的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领域惩罚性赔偿

的首要功能并非传统赔偿金“向后看”的补偿功能，而是如何将蛋糕做大的“向前看”功能。p专利

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落脚点在于建立良好的专利制度秩序，使市场主体在竞争中施以过失责任规则

要求的合理注意义务，实现侵权事故产生的社会成本最小化。

（二）侵权责任设置社会最优注意水平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要求市场主体在制造、使用、销售、进口专利产品或以

专利方法获得的产品时，应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否则存在侵犯专利权并赔偿专利权人损失的可能。

在过错责任原则最小化事故产生的社会总成本的理论下，q对专利活动的社会总成本进行分

析，假设从事专利活动的市场主体为企业，企业的注意水平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如图1（a）所

示， x 为企业在进行专利活动时施加的注意水平， wx 为企业在注意水平为 x 情况下的侵权预防

成本，如专利信息检索成本，研发成本以及其他专利服务成本等。 ( )p x 为专利侵权发生的概率，

A 为因侵权所应支付的损害赔偿， ( )p x A 表现为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人所需支付的损害赔

偿之期望，其中 '( ) 0, ''( ) 0p x p x< > 。企业从事专利活动的社会总成本为 SC ，如图1（b）所示。当

0SC x∂ ∂ = 时， '( ')w p x A= − ，此时社会总成本 SC 最小，其对应的 'x 为法律基于过错责任原则要求

企业施以的社会最优注意水平。当 'x x< 时，如 0x x= ，企业的专利活动落入侵权范围，其支付的成

i Halo Electronics, Inc. v. Pulse Electronics, 136 S. Ct. 1923, 195 L. Ed. 2d 278, 579 U.S. (2016).
j In re Seagate Technology, LLC, 497 F.3d 1360 (Fed. Cir. 2007).
k 张鹏：《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中故意认定的关键因素探析》，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5期，第42页。

l Darryl Biggar, A Model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ort, 15 Int. Rev. L. Econ. 1 (1995), p.2.
m Mitchell A. Polinsky & Steven Shavell, Punitive Damages: An Economic Analysis, 111 Harv. L. Rev. 869 (1998), p.962.
n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终1132号民事判决书。

o 参见贺宁馨、李黎明：《我国专利侵权赔偿额的影响因素及预测研究》，载《科研管理》2016年第10期，第142页。

p 参见张富强、许健聪：《完善我国著作权惩罚性赔偿立法的思考——基于法经济学“效益最大化原则”的分析》，载《知识产

权》2015年第8期，第59页。

q Guido Calabresi, The Cost of Accidents: 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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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 0 0( )wx p x A+ ;当 'x x≥ 时，企业若选择侵权，其因侵权所支付的总成本将高于预防成本，企业的

最优选择是采取寻求专利许可或自我研发等形式进行专利活动。因此，过错责任原则下的专利侵权损

害赔偿制度能够通过调节市场主体对专利活动的注意水平，影响其对创新的投入，遏制侵权行为。

                (a) 专利活动的社会成本构成              (b) 企业专利活动预期成本

图 1 过错责任原则下的专利活动社会成本

（三）惩罚性赔偿将提高社会最优注意水平

上述分析表明，《专利法》未引入惩罚性赔偿时，法律已经通过过错责任原则设定了市场主

体的最优注意水平，这一水平通常以司法裁判体现。在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后，法律是否会通过

惩罚性赔偿的威慑力对企业的注意水平产生影响，仍需进行系统分析。目前，《专利法修正案（草

案）》已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审议，其第72条对惩罚性赔偿的表述为“对故

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上述方案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根据法条表述，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公式中增加惩罚倍数系数 ( )pD x ，其中 [ ]( ) 1,5pD x ∈ ，且当 *x
为极值点时，令

*
lim ( ) 1px x

D x
→

= 。此外，考虑到法院对侵权损害赔偿的判决与侵权人的主观态度相

关，侵权人的主观故意越强，损害赔偿的惩罚倍数越高，故 '( ) 0, ''( ) 0p pD x D x< > 。因为法律的修

订不会使专利活动的边际成本发生改变，故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后，专利侵权的社会成本公式为

( ) ( )p pD x p x A wx SC+ = 。判断惩罚性赔偿是否对企业的注意水平产生影响，即对 SC 的极值点 'x 在引

入惩罚倍数后是否会移动进行证明。

假设 pSC 的极值点为 *x ，当 *x x= 时， =0pSC x∂ ∂ 。

'( ) ( ) ( ) '( ) 0p pD x p x A D x p x A w+ + =

因为 0w > ，可证得：

( ) '( )
'( )= 0

( )
p

p

D x p x A w
D x

p x A
− −

<

又因为 '( ')w p x A− = ，将 *x x= 代入，

易证： ( ) '( ) '( ')pD x p x A p x A>

                 

'( ') max ( *)
'( *) p

p x D x
p x

>
  
          (1)

考虑到 '( ) 0, ''( ) 0p x p x< >

即证： * 'x x> 图2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后的专利活动社会成本

上述证明表明，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后，原极值点 'x 右移成为 *x ，专利活动的社会最优注意水

平相较于未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前有所提高，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威慑作用。此外，如图2所示，当

社会最优注意水平增加至 *x 时，企业的最优行动是支付新的社会最低注意成本，即预防成本 *w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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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 wx> ，意味在进行专利活动时，为避免因施加的注意不足而落入侵权范畴，企业会增加专利活

动的预防成本投入，如投入更多资金进行专利研发。在这一层面，《专利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亦

具有激励创新的作用。

（四）最优威慑理论下惩罚倍数的立法选择

尽管惩罚性赔偿能够提高专利活动的社会最优注意水平，对潜在侵权行为产生威慑，但由于其突

破了传统民法对财产权救济的填平原则，如何限制惩罚倍数以平衡权利人与侵权人、权利人与社会公

众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制度对侵权行为的最优威慑是立法者在制度设计时应考虑的主要问题。国际经

验上，美国在立法中以补偿性赔偿的三倍作为标准，设置惩罚倍数上限。在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

制度设计探索时期，学者也多主张设计三倍上限的惩罚倍数。r然而，区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在专利

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上的现有立法，《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72条将惩罚倍数设置为五倍上限。

这种更为严厉的制度设计在我国专利制度建设中是否具备合理性，能否为加强专利保护提供科学的法

律指引，值得详细分析。

宏观意义上，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优惩罚倍数没有统一且精确的固定值。原因在于，不同类型

的法律主体在法律活动中施加的社会最优注意水平并不唯一。详述之，侵权人在侵权活动中不可避免

地为逃避侵权产生的法律后果作出努力，导致司法存在履行差错，进而降低法律对侵权行为的制裁及

预防效果。在最优威慑理论下，履行差错通常被抽象为侵权人的惩罚概率，而最优的惩罚倍数为惩罚

概率的倒数。然而，不同案件中，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以及主观过错程度不尽相同，惩罚概率亦大相径

庭，现实的高度复杂性使法律无法对全部惩罚性赔偿案件判以无差别的惩罚倍数。因此，惩罚性赔偿

制度设计了惩罚倍数范围以指导法律适用，降低司法成本。尽管如此，仍没有经济学研究表明三倍赔

偿上限是目前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最优制度设计，s惩罚性赔偿应结合具体案件事实进行裁判。

美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三倍惩罚倍数上限并非来自科学计算，而是一脉相承于《美国专利

法》，随专利制度更迭发展沿袭至今。专利制度在美国的发展初期，由于专利具有明显的垄断性质，

美国社会对其认可度十分有限，导致诉讼中专利权人的损失往往得不到陪审团的全额支持。t因此，

1793年《美国专利法》规定“损害赔偿金应不低于权利人在一般情况下将专利转让或许可他人价格的

三倍”，三倍赔偿的标准就此确立。而随着专利制度对创新的激励作用逐步显现，公众对其态度亦大

有改观，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救济原则逐渐向填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靠拢，1836年《美国专

利法》将三倍赔偿标准从侵权损害赔偿的下限转变为惩罚性赔偿上限。然而，即使适用标准在立法层

面发生改变，美国最高法院也未对为何专利侵权可以获得最高三倍损失赔偿，而其他财产权侵权只能

获得实际损失给出充分的解释。u

《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将惩罚倍数上限设置为五倍，在国家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时代背景

下不仅具备相对合理性，而且符合最优威慑的经济逻辑。首先，从制度设计目的上看，惩罚性赔偿之

目的是对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进行惩罚，并对潜在侵权行为产生足够威慑，而惩罚倍数之上限约束

了法律对专利侵权行为的威慑范围。如式（1）所示，理论上max ( *)pD x 决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下社

会最优注意水平 *x 的最大增量。换言之，相比于三倍赔偿上限，五倍赔偿上限进一步提升了专利法

对专利侵权行为的威慑力，在立法层面满足我国强化专利保护的实际需要。其次，从知识产权立法体

系上看，五倍赔偿上限实现了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惩罚倍数上的统一。我国《商标

法》第四次修订时，首次引入五倍赔偿上限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而2020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第53条亦将惩罚性赔偿中惩罚倍数上限设计为五倍。

由此可见，五倍上限强化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下各部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在联系。最后，

r 参见张玲、纪璐：《美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启示》，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4期，第57页。

s Kieth N. Hylton, Enhanced Damages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A Normative Approach, 36 Rev. Litig. 417 (2017), p.434.
t Matthew D. Powers & Steven C. Carlson, The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the Doctrine of Willful Patent Infringement, 51 Syracuse L. Rev. 53 

(2001), p.110.
u Seymour v. McCormick, 57 U.S. 480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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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惩罚性赔偿的经济效率而言，理论上侵权人惩罚概率小于1/3的专利侵权案件，即最优惩罚倍数高

于三倍的案件不胜枚举，五倍惩罚上限在立法上给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且在制度设计上优

化了三倍赔偿上限在司法适用范围上的不足，摆脱三倍赔偿在威慑方面力有不逮的窠臼。但应注意的

是，五倍的赔偿上限亦对法官的司法裁判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实际司法中，法官一旦对惩罚倍数

的裁判脱离事实基础，对侵权人判以过高的惩罚倍数，不仅会畸化涉案双方的利益关系，更会因过度

威慑减损社会对于创新回报的期望，导致创新领域的负外部性问题。

（五）威慑产生的潜在问题
1. 边际合法行为的侵权风险增加

尽管现代专利制度通过申请、公开与审查环节的各项制度有效降低了市场竞争中专利权的界定成

本，但是由于专利权具有非物质性，其在界权方面较其他有形财产权存在天然的劣势。v专利权的边

界模糊性是其制度特性之表现，也是社会在权衡经济效率后作出的理性选择。一方面，专利权的边界

取决于权利要求的描述，但文字表述固有的模糊性往往无法以固定标准刻画技术方案。详述之，在专

利申请阶段，专利权人通过主观的语言对客观技术的边界进行划分，而在专利审查或诉讼中，专利行

政部门或司法机构却必须对权利要求的主观描述作出客观解释，w这种非统一标准的主客观结合的权

利界定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专利权的边界模糊性。实证研究表明，专利申请人有可能对权利要求的

语言描述进行细微改动，申请一系列技术原理相同的专利。x另一方面，专利权边界的明晰程度并非

不能提高，但以增加审查人员、延长审查时间等方式提升专利权边界清晰度的社会成本，高于模糊边

界专利在侵权诉讼中界定权利边界的社会成本，其模糊性是社会“理性无知”选择的结果。y

专利权边界的模糊性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专利侵权行为，而专利侵权与否，最终需要法官或技术调

查官进行判断。这表明在司法实践中，专利法要求的社会最优注意水平并非一个精确的点，而是以该

点为中心的某个微小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法官依自由裁量权根据双方证据对侵权事实及侵权责任进

行裁判，未被判定为侵权的专利活动为边际合法行为。

如今的创新网络纵横阡陌，大量专利在创新程度上并非跃迁，累积性创新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

主要方式。z累积性创新所表现的相对微小的创新优势，在专利边界模糊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专利

侵权纠纷，而此类专利活动将落入法官对于边际合法行为的裁判。《专利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后，

法律要求的社会最优注意水平会有一定提升，这导致《专利法》修订前的边际合法行为很有可能落

入法律修订后的侵权范畴。而一旦法官无法正确认识过度威慑或合理注意水平，判决结果会造成惩

罚过度。@7概言之，法律的修订导致企业边际合法行为的侵权风险增加，企业将不得不为避免侵权而

进行更多投资。

2. 滋生专利侵权诉讼的寻租空间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后，企业生产性活动的边际成本 w 未发生变化，但惩罚性赔偿制度却以巨

额损害赔偿为激励，滋生了企业在专利诉讼活动中的寻租空间，增加了创新管理的不确定性。@8如图

3所示，制度的引入使社会最优注意水平增加，企业注意水平在 'x 至 *x 区间的专利活动，理论上均有

可能落入法律修订后的侵权范畴，这种可能即使在考虑边际合法行为的情况下仍然存在。若以注意水

平为标准，对企业专利活动的研发成本进行分类，注意水平为 'x 的为研发成本相对低的产业，其在

专利侵权诉讼中的寻租空间最高，为 4 1y y− ；而注意水平为 *x 的为研发成本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

v James Bessen & Michael J. Meurer, Do Patents Perform Like Property? 22 Acad. Manag. Perspect. 8 (2008), p.12.
w Ben Depoorter, 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Patent Market Failure, 1 Erasmus L. Rev. 59 (2008), p.66.
x Michael B. Heeley, Sharon F. Matusik & Neelam Jain, Innovation, Appropriability, and the Underpricing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50 Acad. 

Manag. J. 209 (2007), pp.209-225.
y Mark A. Lemley, Rational Ignorance at the Patent Office, 95 Northwest. Univ. L. Rev. 1495 (2001), p.1495.
z 参见李晶、林秀芹：《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法经济学分析》，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93页。

@7 Peter Diamond, Integrating Punishment and Efficiency Concerns in Punitive Damages for Reckless Disregard of Risks to Others, 18 J. Law 
Econ. Organ. 117 (2002), p.135.
@8 Richard J. Mahoney & Stephen E. Littlejohn, Innovation on Trial: Punitive Damages Versus New Products, 246 Science. 1395 (1989), p.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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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寻租空间相对较低，上限可达 3 2y y− 。惩罚性赔偿制度产生的经济租金之潜在吸引力无形地推动企

业发起更多的专利诉讼，挤占司法资源，甚至引发一系列专利司法问题。

图3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寻租空间 图 4 专利流氓诉讼博弈树

催生专利流氓（或称专利非实施主体）是专利侵权诉讼的租金增加可能引起的首要社会问题。

专利流氓起源于美国，此类企业实体本身并不实施专利，通常从第三方收购专利，以许可他人实施

专利获得可观的专利许可费，发起专利侵权诉讼要求损害赔偿，或以繁复冗长的专利诉讼为威胁谋

取和解费用为主要营利手段。有研究表明，仅2011年专利流氓在美国诉讼所产生的直接成本高达290
亿美元，且其中近70%用于公司实体运营及支付诉讼费用，极少用于激励下游创新者。@9专利流氓

花费的非生产性成本于创新无益，且一旦专利实施主体选择和解，或败诉于专利流氓，专利实施主

体的后续创新活动也将大幅消减。#0专利流氓造成的巨额无谓损失已在美国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

题。对专利流氓的诉讼行为进行博弈树分析（如图4所示），其中 S 为专利实施主体与专利流氓达

成的和解费用， tC 为起诉费， L 为律师费等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p 为专利流氓在法院

诉讼阶段的获得支持的概率， D 为法院判定的侵权损害赔偿。在不考虑诉讼时间成本的情况下，当

* tp D C L S+ + > 时，与专利流氓和解是专利实施主体理论最优选择；而当 * 0tp D C L− − > 时，专

利流氓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便有利可图。理论上看，侵权损害赔偿的增加，势必会对专利流氓发起诉讼

产生一定的激励。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为我国专利流氓的滋生提供了可能。客观方面，我国专利环境满足专

利流氓活动的事实基础。截至2018年底，我国有效专利数量已达838.1万件，专利流氓有充足的资源

构建其专利组合发起诉讼。#1此外，专利流氓是否有动力发起诉讼在于诉讼收益能否为其带来超额利

润。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国专利保护强度增加，专利流氓在中国的活动也开始显现，#2而《专利法

修正案（草案）》提出的最高五倍于实际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将显著提高专利流氓在中国的预期诉讼收

益。主观方面，专利流氓诉讼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特征，#3如图4所示，专利流氓在诉讼中胜诉或与

被告达成和解便可获得可观收益，而败诉却无需支付高额成本，这使得频繁发起侵权诉讼成为专利流

氓的最优选择。目前，我国司法系统尚无对专利流氓的制约机制，一旦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满足专

@9 James Bessen & Michael J. Meurer, The Direct Costs from NPE Disputes, 99 Cornell L. Rev. 387 (2014), p.423.
#0 Lauren Cohen, Umit G. Gurun & Scott D. Kominers, The Growing Problem of Patent Trolling, 352 Science. 521 (2016), p.522.
#1 参见《2018年我国专利有效量数据统计：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同比提高1.7件》，载https://www.askci.com/news/

chanye/20190312/175712114309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0日。

#2 参见《加拿大“专利流氓”在中国起诉索尼手机专利侵权》，载https://tech.sina.com.cn/t/2016-11-07/doc-ifxxneua4352534.shtml，最

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3日。

#3 Lauren Cohen, Umit G. Gurun & Scott D, Patent Trolls: Evidence from Targeted Firms, 65 Manag. Sci. 5461 (2019), pp. 5461-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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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流氓的运营要求，其在发起诉讼时提出惩罚性赔偿要求将成为专利侵权诉讼中的常态。而掣肘于专

利诉讼的时间成本与法律成本，企业在面对惩罚性赔偿与专利流氓纠缠的双重威胁时多会选择与之和

解，#4这种诉讼策略亦将增加我国社会福利净损失。

除此之外，潜在的经济租金可能增加我国专利诉讼中的终端用户诉讼以及恶意诉讼比例。在终端

用户诉讼案中，原告通常会绕过资产雄厚、抗辩能力强的大型企业，对供应链末端的零售商或终端用

户提起诉讼。发起此类诉讼是专利流氓的核心诉讼策略之一。#5终端用户诉讼通常不能从根本上遏制

侵权，甚至部分原告为了获得足够的损害赔偿而放水养鱼，其造成的司法资源耗散现象不容小觑，而

我国专利侵权诉讼中已存在大量由专利实施主体发起的终端用户诉讼。#6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专利权带来垄断租金，供应链上的侵权行为对专利权人垄断租的影响由上

游至下游逐级递减，权利人从源头制止侵权的经济效率最高。因此，在一般专利侵权诉讼中，专利权

人应以从源头制止侵权为首要目的，损害赔偿仅是权利人获得经济补偿的救济方式。而终端用户诉讼

中，原告的诉讼目的迥乎不同，其刻意回避有能力抗辩的被告，利用企业规模及诉讼经验等优势规避

败诉风险，趋利性更为明显。高额的惩罚性赔偿更加符合此类原告的价值取向，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制

措施，铤而走险的趋利思想甚至会引起恶意诉讼比例的增加。

二、惩罚性赔偿的规则适用

惩罚性赔偿威慑侵权行为，体现了法律的预防作用，而如果侵权行为已经发生，专利权人获得

何种救济就显得尤为重要。传统观点认为，在我国专利侵权的民事责任为知识产权之“物上请求权”

与侵权赔偿的债权请求权，其救济方式分别表现为停止侵权与侵权损害赔偿，权利人在选择救济方式

时，可以选择其中一种获得救济，也可以请求两种方式并行。#7然而，我国司法实践表明，除存在极

少数关乎公共利益的专利侵权案件未被判以停止侵权，#8停止侵权似乎已成为专利权人被侵权后自动

获取的权利救济方式。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后，作为民事责任下侵权之债对应的救济方式，其与《专

利法》规定的其他救济方式的法律关系如何？与补偿性损害赔偿的规则适用有无区别？卡梅框架理论

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一）卡梅框架的规则划分

区别于传统法学基于行为模式对法律责任进行划分，Calabresi与Melamed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

发，以公民的法益（legal entitlement）受到侵犯后获得的法律救济效果为逻辑划分标准，提出“财产

规则”“责任规则”与“禁易规则”三种权利救济规则。#9在卡梅框架下，以法律是否允许特定法益

发生自由转移区分“禁易规则”；在“禁易规则”外，以法律是否允许特定法益在私人间发生非自愿

的转移对“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进行区分。$0

在财产规则下，国家赋予私人对其法益定价的权利，允许并保护私人以自由议价的方式对法益自

愿转移。换言之，财产规则侧重于对法益排他性的保护，即法律不干涉交易双方的议价方式，但禁止

法益以交易双方非自愿的方式发生转移。科斯定理指出，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时，资源总能通过市场交

易获得最优配置。因此，在交易费用低时，交易主体通过自由议价就可以保证经济效率，法律对产权

的保护通常适用财产规则。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现实中大量的交易费用高不可攀，且某

些特定的法益在受到损害后往往不能“恢复原状”，过度依靠财产规则对法益进行保护会造成经济无

#4 同注释@8，第1395页。

#5 参见易继明：《美国〈创新法案〉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第153页。

#6 参见詹映：《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司法现状再调查与再思考——基于我国11984件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判例的深度分析》，

载《法律科学》2020年第1期，第195页。

#7 参见吴汉东：《试论知识产权的“物上请求权”与侵权赔偿请求权——兼论〈知识产权协议〉第45条规定之实质精神》，载《法

商研究》2001年第5期，第3-11页。

#8 参见贺宁馨、袁晓东：《专利钓饵对中国专利制度的挑战及其防范措施研究》，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年第1期，第

15页。

#9 同注释c, 第1105-1115页。

$0 参见凌斌：《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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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因而，在责任规则下，法律允许以第三方（通常指法院）定价的方式对非自愿转移的特定法益

进行补偿。换言之，当交易无法以自愿方式达成时，责任规则允许法院对受损害的法益进行符合其客

观价值的定价，弥补法益拥有人的损失。专利制度具有兼顾激励创新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双向度视

野，因而没有一套单独的权利分配与保护规则可以完整地适用专利法，$1偏重或偏废任何一种规则，

都有可能致专利制度于无效率。例如，我国《专利法》对专利侵权的救济方式中，停止侵权对应财产

规则，而强制许可、开放许可属于事前责任规则，$2侵权损害赔偿属于事后责任规则。

（二）惩罚性赔偿的财产规则属性

尽管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以司法定价为方式，对专利权人提供救济，但以卡梅框架下规则划分之

功能上看，其仍属于财产规则。

第一，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具有财产规则的惩戒功能。财产规则以惩罚性措施惩戒阻碍法益自治

的行为，保障法益拥有人依自由意愿转移法益而不受他人干涉限制，$3行政措施与刑事制裁是适用财

产规则救济方式的经典例证。从救济结果上看，行政与刑事责任以罚没扣押、施以刑罚等形式对侵权

人实施惩罚，惩罚性赔偿以高额赔偿金的形式对侵权人的经济能力施以惩罚，均具有对侵权行为的惩

戒作用。具体而言，我国《专利法》尚未规定专利侵权的刑事责任，惩罚性赔偿虽属民事责任的救济

方式，但在效力上，其填补了财产规则下我国《专利法》的专利侵权惩戒功能之空缺。

第二，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具备财产规则的事前预防功能。区别于传统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侧重对

权利人的完全补偿，惩罚性赔偿除具有补偿功能外，还具备对侵权人客观经济的惩罚与主观意识的威

慑之意，侧重于对专利权排他性的保护。卡梅框架理论认为，由于司法存在履行差错，且侵权人往往

具有侥幸心理，责任规则下司法定价的损害赔偿与财产规则下的停止侵权可能减损法律的事前防范功

能。$4潜在侵权人是否实施侵权，取决于其侵权产生的利润期望。而引入惩罚性赔偿后，增加的损害

赔偿金将使潜在侵权人重新权衡侵权的成本与收益，进而增强专利权的排他性效力。惩罚性赔偿能够

有效降低潜在侵权人的侵权预期，$5以惩罚之名，行预防之实，推动权利配置实现帕累托改善。

（三）惩罚性赔偿与停止侵权的规则适用

同属于财产规则下的不同权利救济方式，在适用方面秉持并列或递进的逻辑。以物权为例，我国

《物权法》第32条至第37条详述了不同物权受到损害的救济方式，第38条第1款明确了民事责任下物

权保护方式的适用逻辑，即“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根据权利被侵害的情形合并适用”；第2款对民

事责任与行政、刑事责任的适用逻辑进行说明：“侵害物权，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

的，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物权法》第38条勾画了一幅清晰的财

产规则与责任规则适用逻辑图，即在民事责任下，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不同救济方法之适用逻辑为

并列关系；而民事责任下的财产规则，与行政、刑事责任下的财产规则之适用逻辑为递进关系。

反观我国《专利法》，在引入惩罚性赔偿后，停止侵权与惩罚性赔偿共同组成专利权权利救济

的财产规则。然而，我国《专利法》缺失在立法层面对两种财产规则救济方式的适用逻辑描述。最新

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对停止侵权的描述体现在第65条，该法条规定“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

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该条款并未对法院的处理方式予

以说明。法院的判决依据主要来自于上位法《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18条及第134条对于停止侵害

的民事责任相关规定，《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关于法院适用停止侵权的描述为空缺状态。此外，

《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的第72条将属于财产规则的惩罚性赔偿杂糅在责任规则下的补偿性损害赔

偿规则条款中，进一步加剧了同属财产规则的停止侵权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逻辑不明的问题。

$1 王海波：《专利侵权救济中的责任规则》，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2期，第59页。

$2 需要注意的是，《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将第六章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更名为专利实施的特别许可，增加了开放许可条款。

$3 郭洁、姚宇：《卡—梅框架下我国物权保护规则的配置研究》，载《政法论丛》2017年第6期，第13页。

$6 Stewart E. Sterk, 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Uncertainty about Property Rights, 106 Mich. L. Rev. 1285 (2008), pp.1285-1335.
$5 Jon E. Wright, Willful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Enhanced Damages: Evolution and Analysis, 10 Geo. Mason L. Rev. 97 (2001),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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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专利法》没有明确规定停止侵害请求权，$6但在运用停止侵害请求权的理论基础及裁判方

式上，我国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适用“停止侵害当然论”，$7进一步加剧了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

专利制度在设计上并未给予专利权人禁止他人使用专利的绝对权，相反，专利制度只是授予权利人请

求停止侵权的权利。$8引入惩罚性赔偿后，财产规则下的停止侵权与惩罚性赔偿在适用上实属并列关

系，而非递进关系，应对“停止侵害当然论”予以反思。换言之，在法律适用时，法院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单一适用停止侵权或惩罚性赔偿，也可以合并适用。

1. 停止侵权的局限

现代专利制度一方面以法律赋予权利人垄断性财产权的形式激励创新；另一方面又对该权利加以

限制，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如何平衡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专利侵权诉讼

司法裁判的核心要义。按传统民法程式化处置模式，停止侵害是专利侵权案件必然的司法结果，$9其

原因在于，在我国引入专利制度的历史初期，市场环境与专利保护强度无法使基于专利权产生的收益

或侵权损害赔偿对发明人创新产生足够的激励。在二元价值目标下，将知识产权进行类物权化处理，

偏重对权利人的保护，能够有效弥补激励不足。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复杂，专利制度面临权利

不确定性、网络外部性等困境也越发明显，%0且专利网络交叉重叠，偏重对权利人的保护，在专利丛

林中更容易造成反公地悲剧。%1例如，在专利密集型产业，集成在单件产品上的专利技术数以千计，

若对其中部分专利技术施以停止侵权，涉及侵权技术产品将无法被投入市场，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这与专利法的立法目的相悖。

卡梅框架理论认为，财产规则仅在交易成本低的情况下得以适用，其目的是通过较为严格的救

济方式提升潜在侵权人的预期诉讼成本，迫使交易双方以交易成本更低的自由议价方式达成交易；而

当交易费用高到适用财产规则会导致无效率时，应以责任规则对存在争议的法益进行司法定价。而现

实中，大量专利是经在先专利改进后实现，一旦在先权利人获得超过法律制度设计的社会最优保护强

度，专利许可、授权便很难通过自由议价机制实现。%2显然，在专利法领域过度适用停止侵权这一财

产规则会向社会传递一种信号，这种信号在交易中提升了持有在先专利一方的地位，而使另一方陷入

劣势，进而引发专利劫持，耗散社会福利。

2. 惩罚性赔偿救济的替代优势

囿于现代专利制度中停止侵权之局限，有学者提出在特殊情况下，责任规则下的侵权损害赔偿作

为停止侵权之替代，兼具合理性与可行性。%3《专利法》修订后，财产规则下的惩罚性赔偿提供了停

止侵权的另一种替代方案。

首先，惩罚性赔偿兼具惩戒功能与威慑功能。这使得在特定情况下，尽管法院不判以停止侵权，

惩罚性赔偿仍能有效提升潜在侵权人的预期诉讼成本，当预期诉讼成本高于交易费用时，潜在侵权人

就有足够的动力寻求与权利人谈判，%4实现财产规则的事先预防功能。

其次，从裁判结果对经济效率产生的影响上看，惩罚性赔偿对权利人的经济补偿超过了其因侵权

产生的实际损失。换言之，对权利人而言，单独适用惩罚性赔偿产生的经济效用高于停止侵权与补偿

$6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立法并未规定停止侵害请求权，而是将停止侵害列为侵权损害的民事责任。在法律关系上，请求权是承担民

事责任的基础，故我国法学界普遍使用“停止侵害请求权”这一概念，本文沿用这一概念用语。

$7 参见和育东：《专利法上的停止侵权救济探析》，载《知识产权》2008年第6期，第77页；李扬、许清：《知识产权人停止侵害

请求权的限制》，载《法学家》2012年第6期，第77页；喻玲、汤鑫：《知识产权侵权不停止的司法适用模式——基于138份裁判文书的

文本分析》，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1期，第17页。

$8 Mark A. Lemley & Carl Shapiro, Probabilistic Patents, 19 J. Econ. Perspect. 75 (2005), p.93.
$9 康添雄：《专利侵权不停止的司法可能及其实现》，载《知识产权》2012年第2期，第12页。

%0 同注释$1，第60-61页。

%1 陈泽宇：《生物技术专利的反公地悲剧及其应对》，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3期，第64页。

%2 Mark A. Lemley & Philip J. Weiser, Should Property or Liability Rules Govern Information?, 85 Tex. L. Rev. 783 (2007), p.792.
%3 参见杨涛：《论知识产权法中停止侵害救济方式的适用——以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为分析视角》，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

期，第182-192页。

%4 David D. Haddock, An Ordinary Economic Rationale for Extraordinary Legal Sanctions, 78 Calif. L. Rev. 1 (1990),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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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损害赔偿的合并适用。在停止侵权会造成社会经济无效率的情况下，单一适用财产规则下的惩罚性

赔偿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效率；%5相反，若在此情况下对停止侵权与惩罚性赔偿合并适用，可能会造

成对同一项法益救济的同义反复，使权利人获得过度赔偿。 
最后，从国际对比上看，美国专利侵权诉讼判决中禁令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方式，可以为我国专

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救济下侵权不停止之实现提供借鉴。美国专利侵权的禁令制度属衡平法救济方式，

从功能上看，其与我国停止侵权救济方式的作用效果基本一致。依据衡平原则，只有在损害赔偿无法

弥补权利人损失时，法院才能依情况颁布禁令。然而，美国法院对禁令的态度在20世纪末出现摇摆，

直至200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ebay案中明确禁令颁布“四要素”标准后，%6禁令之颁布才重回具体案件

具体分析的衡平原则。适用标准的改变，重构了地区法院对专利侵权司法救济方式的组合。有研究

指出，在“四要素”标准下，美国地区法院向被告颁布禁令的比例由2006年的近95%降至2011年的近

75%，而降低禁令的颁布比例并未对侵权活动产生激励，%7原因在于，财产规则下两种救济方式在侵

权活动预防方面足以相互补充。换言之，减少禁令的授予可能会减损社会对于侵权活动的最佳预防，

但取而代之的惩罚性赔偿提供了实质的威慑作用。%8此外，对于减少颁布禁令是否会减损创新激励之

疑问，%9实证研究表明，ebay案对美国企业创新能力并无积极或者消极的显著影响，大部分产业在研

发投入与风险投资等方面仍稳步发展，而少数专利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6年后获得了小幅

上升，^0这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及败诉方支付司法费用等诉讼制度密不可分。

需要强调的是，为保护专利权的排他性，停止侵权仍是专利侵权救济的基本规则，惩罚性赔偿下

侵权不停止的救济方式仅是一种特殊案情下的选择方案，属专利侵权救济的特殊规则，法院对惩罚性

赔偿的适用理应适当谦抑。

（四）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的规则适用

《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72条中，另一项规则适用的逻辑混乱之处在于：责任规则下的侵

权损害赔偿认定方法中，实际损失、侵权所得以及许可费合理倍数均可作为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基准

（punitive base），而同为责任规则的法定赔偿却被排除在外。

1. 事后责任规则的现实选择

如前文所述，信息不对称、专利权利边界不清晰等因素会引起专利交易的市场失灵，单独适用财

产规则无法提供专利权最优保护，辅以责任规则是兼顾制度完整性与经济效率的理性选择。^1因而，

各国专利法通常以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相结合的方式保障专利的价值实现。而以发生侵权的时刻为节

点，我国《专利法》规定了以强制许可为主的专利侵权救济事前责任规则与以侵权损害赔偿为主的事

后责任规则。在事后责任规则中，我国现行《专利法》第65条提供了四种侵权损害赔偿认定方法，其

中实际损失、侵权所得以及许可费合理倍数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采用的损害赔偿认定方法，而

在上述三种认定方法无法确定损害赔偿时，我国法律规定可以依据专利权类型、侵权行为性质及情节

等因素给予法定赔偿认定。法定赔偿是我国专利侵权事后责任规则下的特殊救济方式。

2. 惩罚基准的选择

责任规则意在弥补权利人因权利受到损害而产生的经济损失，该规则适用的核心在于，对补偿

标准的认定，是剥夺侵权人因侵权所获的收益？还是填补权利人的利益损失？在补偿标准中，前者对

%5 在社会财富再分配活动中，若获得收益的人能够以其收益补偿因再分配活动而受损的人，使社会福利增加，则符合卡尔多—希克

斯效率（Karldor Hicks Principle）。

%6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126 S. Ct. 1837 (2006).
%7 Colleen V. Chien & Mark A. Lemley, Patent Holdup, the ITC,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98 Cornell L. Rev. 1 (2012), p.10.
%8 同注释s，第426-427页。

%9 Jerry A. Hausman, Gregory K. Leonard & J. Gregory Sidak, Patent Damages and Real Options: How Judicial Characterization of 
Noninfringing Alternatives Reduces Incentives to Innovate, 22 Berkeley Technol. L. J. 825 (2007), p.826.
^0 Filippo Mezzanotti & Timothy Simcoe, Patent Policy and American Innovation after eBay: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48 Res. Policy. 1271 

(2019), p.1281.
^1 Mark A. Lemley, Contracting Around Liability Rules, 100 Calif. L. Rev. 463 (2012), pp.47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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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益消除法（gain elimination），后者对应损失内化法（loss internalization）。以我国专利侵权损害

赔偿认定方法为例，侵权所得属于收益消除法，权利人实际损失与许可费合理倍数属于损失内化法，

法定赔偿属介于收益消除与损失内化间的酌定赔偿法。然而，无论以何种方法对权利损害进行司法

定价，其运行模式均以专利的“合理价值”为基础，赔偿金额是损害专利的市场价值的体现。^2质言

之，尽管法定赔偿在责任规则下具有特殊性，但在对损害专利权的市场价值体现上，其与责任规则下

其余三种认定方式无明显差异。

法经济学视角下，惩罚性赔偿的制度构造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构成要件，而是经济逻辑上的惩罚

基准与惩罚倍数，二者的乘积即为惩罚性赔偿的金额。^3其中，惩罚基准一般由法院基于收益消除法

或损失内化法计算的金额予以认定。换句话说，由责任规则计算出的补偿性损害赔偿即为惩罚性赔

偿的惩罚基准。具体到我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条款，《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72条明确，实际

损失、侵权所得以及许可费合理倍数均可作为惩罚基准，但法定赔偿被排除在外。然而，责任规则下

四种不同的损害赔偿认定方式均体现了损害专利权的市场价值，法定赔偿被排除在惩罚基准之外的法

律制度设计，阻断了责任规则的内在联系。依《专利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原告在提起专利侵权

诉讼时，一旦要求法院基于法定赔偿进行损害赔偿认定，便不能要求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易言

之，在法定赔偿认定方式下，补偿性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成为两项互斥的权利。

进一步而言，在卡梅框架下，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公式为责任规则确定的惩罚基准乘以惩罚倍数，而

《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72条部分否定了这种计算规则。

对于《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72条的法条设计，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

的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的认定方式占绝大多数，而将法定赔偿限定在惩罚基准之外，可对原告选择

其他三种侵权损害赔偿认定方式产生激励，进而减少法定赔偿的适用。然而，这种解释忽视了惩罚倍

数的存在。

3. 惩罚倍数的认定

惩罚倍数使惩罚性赔偿区别于补偿性损害赔偿。具体而言，惩罚性赔偿是将补偿性赔偿以惩罚倍

数放大，以达到惩罚与威慑的目的。惩罚倍数是划分权利人获得的赔偿金是属于责任规则还是财产规

则的关键。以美国为例，美国法院对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认定适用“希捷案”的十三项主观认定标

准，而对补偿性赔偿数额的认定则集中于成本内化法与收益消除法，不同的规则适用产生的救济结果

迥然不同。

依据《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对惩罚性赔偿的法条表述，我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

成要件包括“故意侵权”与“情节严重”，其侧重于对侵权行为的主观以及侵权严重性的认定，认定

结果表现为惩罚倍数；而惩罚基准侧重于对侵害专利权的市场价值的认定。换言之，无论法院对补偿

性侵权损害赔偿采用何种方式计算，若想获得惩罚性赔偿，原告必须对侵权人的侵权故意以及侵权严

重程度进行举证。我国专利法责任规则下的四种侵权损害赔偿认定方式只能计算出惩罚基准，无法对

惩罚倍数作出认定。将法定赔偿排除在惩罚基准计算方法之外：一方面，造成责任规则适用的内部逻

辑混乱；另一方面，造成了惩罚性赔偿下责任规则与财产规则的割裂。质言之，《专利法修正案（草

案）》第72条之法定赔偿条款，混淆了补偿性损害赔偿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

三、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的建议

惩罚性赔偿能够有效提升专利活动的社会最优注意水平，推动社会创新能力，但也易滋生侵权

诉讼的寻租空间，存在催生专利流氓的风险。国际经验上，由于饱受专利流氓的滋扰，近年来美国

在应对专利流氓滥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立法尝试。以美国众议院于2013年提出并通过的《美国创

新法案》为例，为削弱专利流氓的诉讼优势，该法案以更严格的要求重塑了《美国专利法》的诉

^2 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分析：理论、规则与方法》，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第65-74页。

^3 参见邢会强：《内幕交易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造原理与现实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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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审查规则，如要求原告提供额外的诉讼必要细节、提高涉诉专利权权属透明度等。^4然而，由于

《美国创新法案》在规制原告诉讼活动上采取的措施过于偏激，且在证据制度上明显减轻了被告的

开示义务，在美国对抗式的民事审理程序下，极易造成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衡，甚至可能阻

碍专利实施主体等正当专利权人请求合理的权利救济。该法案在2015年被提交至参议院听证后暂且

搁置。但不可置否，《美国创新法案》限制专利流氓民事起诉权的立法意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

值。考虑到专利流氓往往自身并不实施专利，结合目前我国专利流氓诉讼尚未盛行的司法现状，为

应对其频繁请求惩罚性赔偿之风险，应建立专利侵权诉前主体资格审查制度。例如，在诉讼中增加

原告专利活动的信息披露义务。如果原告在提起诉讼时要求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则原告除需

对被告满足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构成要件进行举证外，还应提交其实施专利或进行其他专利活动的具

体信息，明确专利实施主体身份。与此同时，诉前主体资格审查制度的另一优势在于，从民事审理

模式上看，相较于美国法官仅在诉讼中担任案件管理人，我国法官在诉讼中具有更为主动和积极的

地位，^5诉前主体资格审查制度能够有效发挥我国法官指挥诉讼的角色功能。

对于终端用户诉讼比例增加的潜在可能，可择取参考《美国创新法案》第五章内容，建立“用户

诉讼例外”制度，即在终端用户或零售商同意其诉讼结果与涉及平行诉讼的上游制造商的诉讼结果绑

定的情况下，法院允许中止终端用户诉讼。诉讼结果的绑定，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终端用户或零售商在

专利侵权诉讼应诉能力上的劣势，进而降低原告在诉讼中的寻租预期。

《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中，惩罚性赔偿法律条文引起的规则适用问题，建议从两方面对相关

法条进行调整。其一，由于停止侵权与惩罚性赔偿在救济方式上均属于财产规则，且在判处停止侵权

具有明显局限性的现实背景下，建议对两种救济方式的法律责任关系进行说明，在立法中明确停止侵

权与惩罚性赔偿可以单一适用，也可合并适用。其二，由于法定赔偿与其他三种损害赔偿认定方式均

属于责任规则，其认定的赔偿金额均体现了损害专利权的市场价值。且在惩罚性赔偿认定中，责任规

则计算的赔偿数额仅作为惩罚基准，不影响惩罚倍数的认定，准确科学地适用救济方式更有利于专利

法的价值实现。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应以提高赔偿金额裁判的精确性为目标，而非为赔偿数额的模

糊认定提供便利。因此，建议在《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72条中，将法定赔偿划入惩罚性赔偿的

惩罚基准，实现专利侵权救济事后责任规则的统一。

结    语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无疑是对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一项突破，五倍惩罚倍数上限

符合中国场景下强化专利保护的实际需求，彰显了国家对提升专利保护强度、严惩专利侵权行为的决

心。然而，新制度的引入同样带来了不确定性。在侵权预防方面，法经济学规范分析表明专利法引入

惩罚性赔偿将提升市场主体对侵权行为社会最优注意水平，一方面，将对侵权行为产生威慑；另一方

面，将推动社会创新。但由于高额的损害赔偿可能滋生专利侵权诉讼的寻租空间，惩罚性赔偿可能增

加我国司法环境下催生专利流氓的风险。

在救济效果方面，卡梅框架理论为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惩罚性赔偿

与停止侵权同为财产规则，且二者在适用逻辑上为并列关系。在过度适用停止侵权可能会降低社会经

济效率的现实背景下，惩罚性赔偿提供了一种停止侵权的替代判决方案。而在责任规则下，不同侵权

损害赔偿认定方式计算的最终结果，均是对损害专利权的市场价值的体现，故法定赔偿亦可作为惩罚

性赔偿的惩罚基准。目前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72条造成了专利侵权救济责任规则与财产规

则的割裂，混淆了补偿性损害赔偿与惩罚性损害赔偿额度的法律责任，建议对《专利法》第72条的惩

罚性赔偿条款调整，将法定赔偿纳入惩罚基准的计算方式。

^4 同注释@8，第149页。

^5 参见周翠：《现代民事诉讼义务体系的构建——以法官与当事人在事实阐明上的责任承担为中心》，载《法学家》2012年第3
期，第1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