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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调查官制度的理论设计及现实困惑
邹享球

内容提要：从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到2017
年《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到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
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我国国家层面的技术调查官制度逐步丰富和完善。但
是，我国的技术调查官制度无论是理论设计还是工作机制，仍有不少需要继续丰富和完善的地方。本
文试图以制度理论设计与工作实践之间的差异为视角，站在制度实施的主体——技术调查官的立场，
从六个方面探讨制度完善的路径和方法。

关 键 词：技术调查官制度 知识产权 审判
Abstract: From the initial version of "Interim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echnology Investigation Officers in Litigation Activities" in 2014 to "Guidance on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Technology Investigation Officer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Trial)" in 
2017, and to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echnology Investigation 
Officers in Litigation Activit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in 2019, China's technology investigation 
offi cer system has been improv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However,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the system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erms of both theoretical design and working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oretical design and working mechanism, the paper stands on the position of technology 
investigation officers, namely the subject of system implementation, discusses the path and approaches in 
improving the system from six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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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调查官制度在我国制定实施已六年有余。六年多来，从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

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到2017年《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

见（试行）》，再到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

定》，我国国家层面的技术调查官制度逐步丰富和完善。与此同步，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

权法院以及后来设立的南京、苏州等知识产权法庭也结合各自实际，积极进行工作机制和队伍构建

方面的探索，分别形成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技术调查“北京模式”、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技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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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广州模式”以及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南京模式”，这些制度规定和实

践探索无疑对我国的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但是，多年的实践中，笔者真切地感受到，我国的技术调查官制度无论是理论设计还是工作机

制，都还有不少需要继续丰富和完善的地方。本文谨就制度理论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差异为切入点，

从六个方面与大家共同思考和分析探讨。

一、技术调查官制度与技术法官制度

知识产权诉讼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在不同诉讼模式下各有不同。如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

式下的专家证人制度、大陆法系德国的技术法官制度以及韩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技术调查官

（技术调查员、司法审查官）制度。我国的技术调查官制度是随着知识产权保护中技术事实查明需

求的迅猛增长，经过人民法院长期不断探索，“主要借鉴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技术调查

官的立法和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采用的专家辅助人、司法鉴定、专家咨询等事实查明机

制”a，而首先在知识产权法院建立的新的科学的制度。

（一）技术调查官制度

技术调查（审查）官（员）制度发源于日本。法院技术调查官制度（ judicial research officials 
system）是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于1949年4月最初建立的，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其作为知识产权诉

讼中的组成部分得以广泛认同。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92条第8款规定，在审理专利、实用新

型、计算机软件等工业产权案件时，凡涉及技术问题，法官均可要求调查官调查取证。技术调查官

根据主审法官的指令，负责以下事务：（1）在口头辩论、听证、证据交换安排、决定是否存在提交

相关文件的法律义务以及其他与庭审程序进展有关证据或问题的决定程序中，向诉讼当事人提问或

督促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有关事实或法律问题；（2）在审查证据时直接向证人、当事人或专家证人

提问；（3）在和解程序中基于专业知识发表意见；（4）向法官陈述对案件的意见。技术调查员可

以遵照审判长之命令，在法庭辩论中向当事人进行询问。

韩国借鉴了日本的做法，在韩国专利法院设技术审理官，《韩国专利法》第186条第1款、《韩

国实用新型法》第55条、《韩国外观设计法》第75条规定，技术调查官受院长指示，就商标案件以

外的知识产权案件中涉及的专业技术问题，提供咨询和建议。在韩国，担任技术审理官和调查官必

须具备在韩国特许厅长期工作的经验或者在科学技术领域具有一定资格，技术审理官在特许权、实

用新型专利权有关的审决撤销诉讼中，就裁判部有关技术性事项的咨询进行答复，如果裁判部认为

有必要的情况下，技术审理官参与准备程序和辩论程序，基于裁判长的许可，可向诉讼有关人员

提问，在裁判部合议过程中可对技术内容陈述意见。目前，韩国特许法院有包括院长在内的法官17
名，同时配备技术调查官27名。其中，20名来自特许厅，7名为法院自行招聘。

出于对专家参审制融合过渡的考虑，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借鉴日本立法例，

明确“智慧财产法院”设技术审查官“承法官之命，办理案件之技术判断、技术资料之收集、分析

及提供技术之意见，并依法参与诉讼程序”b。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第4条规定，

a 宋晓明、王闯、吴蓉：《〈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

2015年第7期，第32-34页。

b 吴蓉：《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制度初探——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

定〉》，载《中国版权》2015年第2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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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张爱国：《评技术调查意见的不公开——以民事诉讼法基本原理为视角》，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6期，第17页。

d 以上内容参考自中国法官协会知识产权考察交流团《关于中国法官协会知识产权代表团赴我国台湾地区考察交流情况的报告》，

报告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7日。

e 范长军：《德国专利法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f 陈存敬、仪军：《知识产权审判中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研究》，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1期，第41页。

法院于必要时，得命技术审查官执行下列职务：（1）为使诉讼关系明确，就事实上及法律上之事

项，基于专业知识对当事人为说明或发问。（2）对证人或鉴定人为直接发问。（3）就本案向法官

为意见之陈述。（4）于证据保全时协助调查证据。技术审查官属于智财法官的辅助人员，相当于技

术顾问或技术幕僚。在诉讼过程中，技术审查官协助法官处理案件有关专业技术上的争议点，但不

直接参与裁判。技术审查官向法官所作的陈述不是证据资料，当事人就其主张仍应负举证责任，不

得直接引用技术审查官的陈述作为证据，我国台湾地区法院也不得在判决书中直接援引技术审查官

的意见作为裁判基础。法官如赞同技术审查官的意见，可在裁判文书中以自由心证的理由出现。c

关于技术审查官的任职条件，“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第16条从专业学历与曾任职经历两方面着手

作出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以确保技术审查官的专业素养。技术审查官的来源主要为聘任和借调两种

途径。目前，“智慧财产法院”共有13位技术审查官，其中11位是从“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借调的

资深专利审查官，另两位由“智慧财产法院”分别于2016年1月及2017年5月聘任。d

（二）技术法官制度

技术法官是德国专利法院审判组织设置中独有的。德国设有特殊法院——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是

法院体系的组成部分，享有司法权。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又设为德国上诉法院和德国专利法院，其

成员精通法律，同时具有专业技术背景和经历。与法律法官相同，德国技术法官也被赋予了终身称

号，有着与法律法官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德国专利法》第26条第2款和第56条之规定，被任用

为技术法官的人必须是在德国或者欧盟境内的大学或者相关科研机构毕业并通过了技术或自然科学

相关方面的国家级或学院级考试，且至少在自然科学或技术领域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此外技术法

官仍必须经历其他法官所经历的专业学习（尤其在专利法方面）与专业考核历程。由于对技术领域

和法律领域都有较高的要求，技术法官一般从德国专利与商标局的资深技术审查员中选任。e

（三）技术调查官制度与技术法官制度之取舍

在德国独有的技术法官制度中，如此严谨到近乎严苛的选任条件，令技术法官在深奥难解的知

识产权案件面前，无需其他角色（如技术审查官，专家证人等）介入即可单独完成审判。因此其审

判权高度集中，职权与一般的法律法官无异。其制度价值主要体现在：（1）法庭指定的专家辅助人

和技术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实际属于证据，并不能当然成为法庭判案的依据，但是具备相

关技术的法官，其对技术的理解，可以帮助其认定技术事实；（2）知识产权科学技术的争议焦点是

庭审中的难点，若法官不具备理解专业知识的能力，则难以评价鉴定结论和专家意见。因此，具备

一定的专业技术的法官能较好地理解争议焦点，在庭审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每个硬币都有正反两面，制度也不例外。严苛的选任条件成就了高度集中的审判权，却也

会导致相应的问题。一方面，人才培育难度增大。法学是偏向文科类的一门专业，而自然科学与技

术类通常是属于理工学科的范畴，虽非完全对立，却也并非人人都能在二者之间找到令他们在大脑

里和平相处的办法。f德国技术法官选任的高要求，不仅会导致人才难以快速培育的问题，还有可

能会出现在职人员离职后，新血液无法及时供应的状况。另一方面，法官专业知识有局限。技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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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固然在科学与技术领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工作经验，但纵观知识产权方面的案例，大多都与电

子、化工、计算机、建筑等方面有关。案件涉及面之广泛，即便是经过严格筛选出来的技术法官也

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且游刃有余，在面对不同种类的案件时，依然会碰到与自己所学不同专业领域的

问题而出现束手无策的状况。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管辖范围广，从具体制度的成本和收益角度衡

量等方面综合考虑，最终决定借鉴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技术审查官模式，建立和实施中国特色的

技术调查官制度。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

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14年11月至12
月陆续成立运行。为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科学性、专业性和中立性，保证技术类案件审理的公正与

高效，上述决定的审议说明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技术事实调查制度。根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

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中有关设置技术调查官的要求，最终确定在知识产权法院中围绕技术类案

件的审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调查官制度。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

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就知识产权法

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程序规则予以明确和规范。由于当前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尚处于初创

阶段，相对于虽仍有不足但已经相对完善的技术法官制度，在未来制度实施中是否会面临更多的问

题和挑战，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检验。

二、法官的辅助与技术调查官的事业

我国的技术调查官制度是在当前技术迅猛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日益迫切和重要的情况下，为适

应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面临大量案件，需要快速、高效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提高对相关技术事实的查

明和认定问题应运而生的一项制度。如何设计这项制度？作为制度的唯一设计者，从事知识产权审

判的法官群体无疑会从自身需要出发，以经济、实用、附从为宗旨，制定出相关规定。但随着技术

调查官制度正式实施、技术调查官进入公众视野以后，技术调查官制度作为法官的辅助与技术调查

官视其为毕生事业之间的矛盾就逐步慢慢呈现出来。这个矛盾因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因此，需

要通过系统地丰富和完善制度来消弥。

（一）需求的主导性优势

在技术调查官制度成立以前，我国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审判人员的配备与其他刑民商事案

件并无不同。但由于知识产权案件涉及大量的科学技术类知识，导致法官在审判中存在一定难度，

因此才逐渐产生需要相应的技术性人才参与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的现实需求。如何构建制度模型？

需求主体的主导性优势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呈现：制度是因法官而生，技术事实查明所需专业知识的

无限性与法官专业认知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法官需要专业的辅助人员帮助其理解相关专业知

识，以准确查明技术事实，进而更好地确定案件的争议焦点，提高庭审的效率，所以制度设立的需

求是由法官提出的，制度怎么设计，技术调查官要承担哪些工作任务、需要赋予其什么样的权利等

首先考虑的都是怎么满足法官审判的需要。同时，制度也是由法官来立，在国内除知识产权法官群

体外，技术调查官制度的理论设计、框架模型、规定条文自然主要由这一法官群体贡献智慧。各界

对此的研究和深入思考较少。

（二）法官的实用性选择

经济实用是任何制度措施制定都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因此，现有技术调查官的制度设计本

身具有的强实用性无可厚非，特别是制度建立初期，更多考虑的是要能让制度尽快运转起来，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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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审理技术类案件所用。从模式的选择看，技术法官制度对法官的技术知识储备会提出前所未有的

挑战，而若是重新开始专门培养集技术与法律于一体的新人才，除却耗时长难培育以外，也会对现

有法官的去留造成极大的冲击。从对技术调查官的赋权看，将技术调查官制度作为一种审判辅助制

度，不赋予技术调查官裁判结果表决权，既不会对原有的法律制度造成任何影响，还能够帮助法官

们处理解决难学难懂的技术类的问题。两者比较下孰优孰劣，自不待言，因此，现有制度设计便理

所当然地会成为法官的不二选择。从制度的运行维护看，目前国家层面并未制定技术调查官制度的

相关法律，法院系统内部也未明确技术调查官的职务称谓，制度保障的配套措施几乎仍是空白，将

技术调查官制度视为法官辅助的意味较浓。忽视制度的维护保养，不利于技术调查官队伍的成长稳

定，必定会影响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三）技术调查官的成长性考量

世界各国的技术调查官制度从设想、制定到完善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其它国家几十年的

实践经验看，技术调查官制度的设立在我国也一定不会只是一项临时措施，技术调查官作为一项全

新的职务称谓，必将在未来长期存在。因此，技术调查官制度的维护完善、技术调查官的选任管理

是制度设计层面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首先，支撑制度实施的组织架构需要可持续发展。尽管北

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均设立了技术调查室，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也鼓励其它有条件的中

级、高级人民法院设置技术调查机构。但据了解，目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室主任由员额

法官兼任，没有一个在编的技术调查官，该院的技术调查官全部为院外兼职或交流人员，技术调查

室仅被赋予了联系协调职能；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室虽配备了一名主任（非技术调查官）从

事管理和协调工作，并于2020年面向社会招聘了2名聘任制技术调查官外，其他全部为院外兼职人

员；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室相对而言比较完备，除配备了专职的主任、副主任（主任、副主

任均为技术调查官）外，还在编制内选调了2名专职技术调查官和2名兼职技术调查官（法官助理兼

任），但人员配备严重不足，根本无法满足法院审判需要。这样的状况，不仅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

的技术调查机构的价值并未得以充分呈现，相反，当初设立专门机构的必要性却受到了外界甚至法

院内部的质疑。其次，承担具体职责的技术调查官需要成长进步。目前，全国范围内技术调查官的

就职人数不多，任职时间不长，但是却已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据了解，在这个群体中，

尽管各自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委任的技术调查官还是交流的技术调查官、聘任的技术调查

官，他们都已经开始关心自己未来的出路和发展，在国家一直未出台技术调查官职业保障相关政策

的情况下，他们或多或少开始对自己的前途产生迷茫甚至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动摇，这无疑会影

响技术调查官队伍的稳定，不利于技术调查官制度的长远发展。

（四）制度的综合性平衡

需求方与供给方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体。需求方要求优质、经济、快捷、方便，而供给方则更多

的考虑是付出和收益。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提出自己的最优方案，这都是自然和能够理解的，但

在制度设计层面，则不能失之偏颇，必须兼顾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平衡。一是要制定完善技术调

查官使用管理规定。要规范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申请审批流程，细化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

动的具体规程，降低随意性。二是要提高技术调查官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尽管技术调查官在人员

分类中属于审判辅助人员，与法官助理一样都归入法官助理的大类g，但作为法官的技术助手，技

g 郑志柱、林奕濠：《论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角色定位》，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8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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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调查官需要帮助法官理解技术问题，其提供的技术审查意见能对法官的判决结果产生影响，有时

甚至会成为法官判决的依据。与法官助理仅仅协助法官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不同，技术调查官在参

与诉讼活动中大多扮演了“法官技术之师”的角色。因此，技术调查官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应介于

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略低于法官，高于法官助理。三是要充分考虑在编技术调查官的诉求。应制

定出台保持队伍稳定、促进事业发展的配套措施。如设立技术调查官单独职务序列、建立技术调查

官技术等级制度等。

三、法官的审判权让渡与法院的审判权让渡

从2014年技术调查官制度拟在我国开始实施至今，业界和学术界对引入技术调查官后，法官

的审判权是否存在让渡问题、技术调查官是否会成为“影子法官”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本文认

为，相对于法官的审判权让渡，更值得讨论的是兼职技术调查官的引入会不会导致法院审判权让

渡的问题。

（一）审判权的含义及其边界问题

在法律理论中，审判权是指审理权和裁决权的合称。它是法院所专有的一种排他性的基本

权力，除法院之外其他任何机关不享有这种权力。对此，各国皆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加以规定h。在

我国，宪法规定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权的范围通

常由三个层次的关系划定：第一是国家与社会（公权力与私权力）的界限，即哪些矛盾冲突纳

入司法管辖范围，哪些纠纷留给社会自治解决。第二，审判机关与其它国家机关的界限，宪法

划定了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具体份额。这一份额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对司法权的依赖程度

及为其提供的资源支持，并反过来决定审判权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能力。第三，法院与法院之

间的界限，即各法院之间在案件管辖权方面的具体分工。第二层次的内容基于行政化的国家权

力一元化的理念，国家机构之间只有职责的相对分工而没有分权，因而对司法权的范围也只作

概括性规定。i而相对于刑事审判中公安机关实施刑事侦察以查明案件事实，技术调查官在知

识产权审判中协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其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与刑事警察基本相同。

（二）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不存在审判权让渡问题

2019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0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

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是目前国家层面唯一也是最权

威的关于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法律性文件。《规定》除对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案件范围、程

序、职责、回避、责任等作出具体规定外，在三个相关条款中从制度层面解决了法官审判权让渡

的问题。

1. 将技术调查官定位为审判辅助人员

《规定》第2条明确：技术调查官属于审判辅助人员!0。技术调查官的身份定位直接决定其在诉

讼活动中的工作职责、技术调查意见的法律效力。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技术调查

h 左卫民：《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i 马利清 ：《论审判权的范围与限度》，载百度文库2021年1月21日，https://wenku.baidu.com/view/cf850c27302b3169a45177232f60d
dccda38e69a.html.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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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不同于德国等国家专利法院中设置的技术法官，不属于审判人员!1。不是法官，当然不具有审判

权。作为审判辅助人员中的司法技术人员，技术调查官在具体的诉讼活动中仅仅是协助法官理解和

查明案件所涉的专业技术问题，为技术类案件的审理提供技术支持。

2. 规定技术调查意见只作为合议庭认定技术事实的参考

《规定》第11条规定，技术调查官提出的技术调查意见可以作为合议庭认定技术事实的参考。

合议庭对技术事实认定依法承担责任。!2也就是说，技术调查意见仅对合议庭认定技术事实起到参

考作用，意见可以被采纳，也可以不被采纳，即裁判文书对技术事实的最终认定有可能与技术调查

意见的结论不一致。即使意见被采纳，其也是转换为合议庭的意见体现在裁判文书中，对技术事实

的认定仍由合议庭决定，并由合议庭依法承担责任。!3

3. 技术调查官对案件裁判结果不具有表决权

《规定》第10条规定，技术调查官列席案件评议时，其提出的意见应当记入评议笔录，并

由其签名。技术调查官对案件裁判结果不具有表决权。!4技术调查官应主办法官的要求可以列

席其参与诉讼活动案件的评议，并就案件所涉技术问题进行说明，当然也可以就技术事实认定

提出意见，但在包括人民陪审员在内的三人合议庭进行表决时，技术调查官的意见不计入统计

范围。

（三）技术事实查明环节法官作用弱化问题

众所周知，客观事实的判断查明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基础。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审判中，多数

案件都涉及技术问题，因此技术事实的查明往往会成为案件审理的关键，而对于不能理解案件所

涉技术的法官来说，技术调查官给出的技术调查意见，就成为法官判定侵权与否的重要参考。尤

其是在处理通信、化工、计算机软件类案件中，因为难以理解相关技术争议，法官对技术调查意

见的采信和依赖程度会更高。一方面，法官在科学与技术方面并未拥有相应的知识储备与经验积

累。对于某些浅显易懂的机械方面问题法官可能有一定的理解度与判断力，但他们的这种理解判

断与一般大众相差无几。而事实上随着近些年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机械类专利也大多与电子

技术相联系，技术复杂程度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化工及其它高新技术，对于纯文科出

身的法官来说，看专利说明书简直就是看“天书”，因为没有相关的专业基础，即使经技术调查

官讲解说明，也可能只是一知半解，根本达不到真正熟悉理解的程度。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审判

“案多人少”的矛盾异常突出，法官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学习理解技术问题。以广州知识

产权法院为例，该院成立前，上级法院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预估该院年收案量应在4500～5000
件，所以以法官人均年办案量150宗为标准，确定配备法官30名。但是该院历年对外发布的白皮书

表明，成立六年来，特别是2016年后，该院的收结案件数量及法官人均办案数量几乎每年都以平

均30%的速度增长，到2019年年收案量达到原预设收案量的近3倍，法官年人均结案数499件，相

当于法官每个工作日平均需办结约3宗案件（见表1）。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根本不可能消化理解

不同案件所涉的不同的专业问题甚至同一专业的不同技术问题。

!1 《全面施行技术调查官制度 提升技术类案件审理质效——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负责人就技术调查官司法解释

答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2019年4月26日版。

!2 同注释!0。

!3 同注释!1。

!4 同注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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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近几年收结案数量和法官人均结案数量 
（单位：件）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收案数 4940 4752 9214 10086 12896

结案数 3393 4907 7804 9408 13488

法官人均结案数 261 196 289 376 499

（四）法官权力内部溢出与审判权让渡问题

如果说技术调查官制度在实际运用中发生了显而易见的法官审判权让渡问题，但本文认为这个

问题并非建立了技术调查官制度的今天才出现，也不会因技术调查官制度的运用而加重。

1. 法官审判权让渡问题并非知识产权审判独有

事实上在刑事等其它类型案件的审理中，原本就有审判权让渡的情形发生。例如，判断是否存

在伤人、杀人的事实，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基本交由公安机关进行甄别；在对伤害等级等其它客观事

实法院和法官无法作出准确判断案件时，交由司法鉴定机构提供司法鉴定意见。如果按照部分学者

的理解，这些情形其实都已然发生了审判权的让渡。

2. 我国法律制度只规定了审判权为人民法院所专有

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只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所以审判

权是人民法院的专属权力，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法院的审判权存在是否让渡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法

官审判权是否让渡的问题。在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作为法院内部的审判辅助人员，技术调查官本

质上属于法官的外脑，与法官一起构成法官团队的一体两面，共同承担起技术事实认定的责任，被

授予技术调查职权的在编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审判权自始至终由人民法院行使，根本不存在

审判权让渡的问题。

3. 非法院人员介入才真正成就审判权的让渡

本文认为，审判权让渡的重点不在于权力如何让渡，而在于审判权让渡给了谁。说得直白些便

是，与其去纠结审判权是否有让渡给技术调查官，不如把关注点放在法院是否把审判权让渡给了社

会。此前，笔者曾撰文详细讨论过技术调查官的身份定位问题，!5尽管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可能做

不到像日本、韩国那样技术调查官全部由法院内部的公务员担任，但至少不能由社会人员甚至可能

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兼任。

四、技术调查室与技术调查团队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要

求：“知识产权法院设置技术调查室，负责技术调查官的日常管理。”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

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可以设置技术调查室，负责技

术调查官的日常管理，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提供技术咨询。”单从字面理

解，规定对技术调查室的定位似乎仅仅就是设立在人民法院内部用于管理、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

讼活动、提供技术咨询的管理协调机构；而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

!5 邹享球：《从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的设计初衷出发探索技术调查官的身份定位——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司法实践为例》，载《中

国知识产权》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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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指导意见（试行）》似乎也指向性明确，技术调查官的主要来源除了合同制聘任、专利行政部门交

流外，就是社会人员兼职。笔者不清楚这是上级法院的设计本意，还是当前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但

是，站在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最近距离的观察者和最长时间亲历者的角度，笔者愿意相信，明确技

术调查室负责技术调查官的日常管理，只是明确技术调查官的管理主体，并不意味管理协调就是技

术调查室的全部职能。这是因为，如果设置技术调查室的目的仅仅是对技术调查官进行日常管理、

调配、考核的话，这项工作倒更应该划归综合办公室，而在知识产权法院这一机构高度精简的新型

法院设置技术调查室这一专门机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管理协调部门，而应该是如其它审判庭一样

的业务部门，主要的技术调查任务应通过本室人员完成。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对技术调查室

和技术调查团队应作如下定位。

（一）技术调查室

技术调查室应当是法官查明技术事实的“顾问团”，是学习理解高新技术的“消化器”，是接

收分析外来信息的“过滤网”。首先，对内也就是对法官，技术调查室要成为法官的“顾问团”，

为法官提供咨询，参与案件勘验、保全、庭审等活动，帮助法官理解案件所涉技术问题，必要时出

具书面意见，为法官办理技术类案件提供参考。其次，对辅助团队也就是对技术调查官助理和技术

咨询专家，技术调查官要成为学习理解相关高新技术的“消化器”，向他们学习包括自己本专业之

外等其它不熟悉、了解不透彻的知识，消化理解他们对相关技术问题的分析判断，最终确定他们的

意见能不能变成技术调查意见。最后，对外也就是对双方当事人和中介机构，技术调查室要成为筛

选和排除各种技术信息干扰的“过滤网”，消除双方当事人在相关技术问题上对法官的误导，对司

法鉴定意见进行分析解释，协助法官作出鉴定报告是否可以采信的判断，将技术调查室作为法官办

理技术类案件获取技术支持的出入口。

（二）技术调查官

技术调查团队是一个包括技术调查官、技术调查官助理和技术咨询专家在内的技术调查人才集

合体，他们都受聘和服务于技术调查室。具体案件的技术调查工作，可以由单个技术调查官实施，

也可以由技术调查官助理或技术咨询专家协助技术调查官实施，还可以由技术调查官、技术调查官

助理和技术咨询专家共同实施。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团队组合，技术调查官永远是团队的核心，技

术调查官助理和技术咨询专家都是为技术调查官服务的。

1. 应当明确技术调查官的公务员属性

在刑事公诉案件审判中，公安机关的刑事警察扮演的是案件客观事实查明者的角色；在知识产

权案件审理中，技术调查官扮演的是涉案技术事实查明者的角色。二者履行的都是案件定性中基础

性的事实查明职责，角色相同，在案件定性中发挥的作用一致。因此，技术调查官理应与刑事警察

一样由公务员担任。技术调查官与刑事警察一样，行使的都是国家的公权力，是司法权，非经法律

授权非公务员不应履行此职责和权力。当然，除了这种正常情况之外，也可以参照政法高校教师到

法院交流任职当法官的做法，从行政机关、工科院校和科研机构选派专业技术人员交流到知识产权

法院任技术调查官。

2. 应当保证人案相适应的技术调查官数量

要协调好快速满足审判需要与用人成本之间的平衡，解决好目前普遍存在的技术调查官来源

渠道不畅通、技术调查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据悉，目前世界上实行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国家和地区

中，全都将法官与技术调查官的配备比例控制在为2：1至1：2之间。例如，日本法官与技术调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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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的大致比例为1：1至2：1之间（东京高等法院17个法官、11个技术调查官；东京地方法院16个
法官、8个技术调查官；大阪地方法院5个法官、3个技术调查官）。韩国法官与技术调查官的配备比

例则为1：1.6（韩国特许法院有包括院长在内共有法官17名，而配备了技术调查官27名）。而我国

技术调查官的配备比例明显偏低，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为例，目前该院有员额法官27名，却仅仅配

备了4名技术调查官。

应当赋予技术调查官案件评议的表决权。如前所述，在相当数量的技术类案件中，技术事实

认定往往是案件定性的核心和基础，而碍于专业局限和人案矛盾，法官既无心也无力去消化理解案

件所涉每一个技术问题。在法官采纳技术调查意见的情况下，要求法官独自承担错案全部责任，既

不客观，也不公平；如果法官不采纳技术调查意见，则又容易因法官对技术问题理解上的偏差，导

致法院错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认为，不如赋予技术调查官以与人民陪审员相类似的案件评议表决

权，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近期出台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

讼活动案件范围及技术调查意见效力的规定》，明确提出“合议庭对技术调查意见不予采纳的，应

当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专业法官会议不采纳技术调查意见、而技术调查官仍坚持本人意

见正确的，经由技术调查室主任审批后，逐级报请院长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就是向

着这个方向改革一个不错的尝试。

（三）技术调查官助理和技术咨询专家
技术调查官编制数量有限，而技术类的案件和其中所涉及的专业门类却非常多，有的还非常

复杂。所谓隔行如隔山，技术调查官对本专业之外的其它领域技术基本无法做到融会贯通、一专多

能。因此，仅凭有限几个编制内的技术调查官远远不能满足知识产权审判对涉案技术的无限需求。

在此情况下，引入技术调查官助理和技术咨询专家协助技术调查官工作，拓展技术调查官专业领域

的广度和深度就成为丰富和完善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必然选择。

技术调查官助理和技术咨询专家是技术调查官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在团队中发挥助手和

顾问的作用，协助技术调查官就其自身难以理解和把握的技术问题形成思路、作出判断。技术调查

官助理分为常任助理和非常任助理。常任助理原则上服务于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同的技术调查官，如

同法官助理之于法官，主要任务是帮助技术调查官处理梳理出双方当事人对技术事实争议的焦点问

题、草拟技术调查意见书等事务性工作，帮助技术调查官提高办案效率；非常任助理可以是兼职人

员，也可以合同形式向社会购买服务，在案件审理需要时，临时性协助技术调查官工作，弥补技术

调查官专业上的不足。技术咨询专家作为技术调查官处理高新技术、疑难复杂问题的技术顾问，是

对技术调查官专业技术更高层次的补充，一般应当为所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有权威、

有影响的人员组成，在案件审理特别需要时，以专家个人或专家组的形式为技术调查官提供技术咨

询，帮助技术调查官分析判断技术难题。

尽管技术咨询专家和技术调查官助理是技术调查工作的两支重要力量，在开展技术调查工作中

能发挥重大作用，但他们毕竟不是技术调查官，不可以赋予其技术调查官的实质权力与职能。教师

可以指导学生作业，但答卷必须学生自己完成，技术调查官给合议庭出具的技术调查意见必须由技

术调查官独立提出。

五、技术调查官的任职条件与职责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制定印发了《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对

担任技术调查官的资格条件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其中，对学历要求是“具有普通高等院校理工

科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对工作经历的要求是“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和“具有5年以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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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业领域生产、管理、审查或研究工作经验”。兴许是该文件的知悉范围偏窄，也或者是公众对

其关注度不够，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对此规定本身存有质疑，总之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技术调

查官的任职资格仍有不少争议。有观点认为，技术调查官仅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不够，应当具有

国家认定的高级以上职称；还有观点认为，技术调查官除理工科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外，还应当具备

相当的法律专业知识，甚至必须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技术调查官职务边界问题是近年在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调查官与法官的权力边界。有法官提出，技术调查官只是法

官的技术助手，在法官审理技术类案件时为法官提供技术咨询、帮助法官理解相关技术问题即可，

不应当向法官提供结论性的技术调查意见，特别是越俎代庖向法官提供相同、等同甚至侵权、不侵

权的意见。另一方面是技术调查官与司法鉴定等社会机构的职责边界。基于同样的理由，有法官提

出，受人员编制和专业能力的限制，技术调查官只需为法官提供专业术语、简单的技术咨询即可，

凡涉及到须通过测试、计算、实验等方式才能解决的问题，则超出了技术调查官的职责范围，应委

托相关社会机构去处理。对于技术调查官的任职条件和职责范围问题，本文作如下分析。

（一）技术调查官应当是本专业的普通技术人员
1. 普通技术人员即能满足技术调查官的职责要求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
2号）规定，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技术调查官就案件所涉技术问题履行以下职责：对技术事

实的争议焦点以及调查范围、顺序、方法等提出建议；参与调查取证、勘验、保全；参与询问、听

证、庭前会议、开庭审理；提出技术调查意见等。而履行这些职责只需要相关人员能看懂专利的权利

要求书、听懂双方争论的技术问题、分清其争议焦点、熟悉相关领域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流程，不要求

相关人员具备科学研究、探索发现等创造性能力。实际上，世界各国对“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定义，

本身也排除了顶尖的、高超的意思，不包括具有高学术水平的技术人员!6。因此，具有相关专业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5年以上工作经历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是能够胜任技术调查官工作，帮助

法官解决大多数案件所涉技术问题的。

2. 普通技术人员更适合做技术调查官

发明是否具有创造性，应当基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进行评价。我国对于创

造性的判断方法类似于《欧洲专利公约》和德国的“问题—解决准则”!7，先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

术，再找出发明与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技术特征和发明实际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最后判断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要求保护的发明是否显而易见!8。这就要求技术人员在该领域应该仅仅具有中

等的或平均的专业知识，站在一个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来分析专利的创造性!9。出于不同的认知，

专业水平太低的技术人员往往容易降低创造性的判断标准，而专业水平太高的技术人员则往往会对

创造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6 See Benkard/Asendorf/Schmidt,a.a.O (Fn.8).
!7 There is considerable divergence among the Groups in terms of how the definition is applied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Groups fall 

predominantly into two categories: those that apply the problem-solution approach, and those that apply a general approach. Nonetheless, most Groups 
expressed a desire for a harmonized approach. See AIPPI, Resolution-Question Q217: The patentability criteria of inventive step/ non-obviousness
（Oct.18,2011）, supra note 8.
!8 参见《专利审查指南》中规定，对创造性的判断通常采用“三步法”。

!9 易玲、魏小栋：《多维度视角下的“本领域技术人员”之界定》，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7期。



·2021年第4期

.56 .

3. 技术调查并不是查明技术事实的唯一手段

在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一直存在着多种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实施，并

不影响专家咨询、专家陪审、司法鉴定等其它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的应用，在技术调查官力所不能及

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这些机制发挥作用。

（二）技术调查官既不是法律素人之技术控，也不是技术背景的法律人

技术调查官是法官的技术助手，是审判辅助人员。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法官理解、解决

技术类案件中的技术问题，提供技术调查意见。若是我们要求其除具有相当的专业技术水平外，还

应当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甚至于要通过国家统一的法律资格考试，本文认为，这类人才就应当直

接任命为技术法官，仅仅作为技术调查官未免有点大材小用。同时，要求技术调查官既精通技术又

深研法律，也更容易导致审判权大幅让渡的问题，甚至引发技术调查官与法官之间的矛盾。当然，

无论如何技术调查官团队毕竟是法院体系内的审判辅助人员，尤其是技术调查官时常如同法官一

样，需要参与庭审，并向当事人询问相关的技术问题，与当事人进行交流沟通，因此也应当具备基

础性的法律知识，尤其是知识产权方面的基础法律知识。

（三）技术调查官应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事

目前，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是我

国以司法解释形式确定的唯一的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规范性文件，是技术调查官依法

履行职责的唯一依据。该规定尽管没有用具体的条文划定诉讼活动中技术调查官与法官的权力边

界，但是第2条明确“技术调查官属于审判辅助人员”，第11条明确“技术调查官提出的技术调

查意见可以作为合议庭认定技术事实的参考”。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在参与诉讼活动时，技

术调查官之于法官是辅助和从属关系，技术调查官提出的技术调查意见仅仅是一个参考意见。所

以法官与技术调查官的权力边界其实是清晰和明确的。在实际工作中，一般都会要求技术调查官

提出技术调查意见时尽量不给出相同或等同和侵权或不侵权等结论性意见。但是本文认为，由于

技术调查意见仅仅是供合议庭参考，即使技术调查官给出明确的结论性意见，也不存在法官权力

受到技术调查官侵蚀的问题。至于是否应当划清技术调查官与司法鉴定等社会机构责任边界的问

题，据悉，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在案例法中就要求“平均技术人员”能知晓在相关日期前本领

域公知常识，能够获得所有的现有技术知识和技能，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工具并能进行常规的工作

和实验@0。我国《专利审查指南》规定，尽管“本领域技术人员”不具有创造力，但具有能够获知

该领域在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前的现有技术，并能从该其他技术领域获知相关现有技术、普通技

术知识和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

问题的规定》明确，通过生活常识、经验法则可以推定的事实以及通过法庭调查、勘验等方法可

以查明的事实等情形人民法院不予委托鉴定，要求“对可以通过勘验、调查等解决的问题及在现

有条件下难以通过鉴定解决的事项等，要积极寻求替代办法，防止有请必鉴”@2。综上，无论是从

国外经验、国内做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技术调查官不仅应当具

备本专业推导、实验能力，也应当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自身

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假手于社会机构。

@0 See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 ce, supra note 30.
@1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指南（2010）》。

@2 《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

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载中国法院网2020年8月14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0/08/id/54039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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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术调查官的被动响应与主动作为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3
条明确，法官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可以书面通知技术调查室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技术调

查官参与诉讼活动完全是应法官的要求而被动响应的。尽管201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

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删除了“法官根据案件审理需要”的表述，修改为“人

民法院审理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

强的知识产权案件时，可以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但实践中，各地人民法院基本仍沿袭

过去“应法官需要”的做法。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审理案件范围的规定（试

行）》规定了5种重大疑难复杂的技术类案件，立案后由技术调查室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或

提供技术咨询，打破了此前应法官要求技术调查官被动响应的惯例，形成了部分案件技术调查官提

前介入主动作为的局面，在法院内部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不少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强加

给法官的技术服务是否影响了法官自由选择，“法官需要”之外新增的案件量在技术调查官数量原

本就不足的情况下会不会加剧技术调查室人少案多的矛盾，在技术调查官不能及时参与诉讼活动或

不能及时给出技术调查意见的情况下会不会影响法官的办案效率三个方面。对此，本文认为，任何

事物都有两面性，尽管该规定的实施确实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在技术调查官应当参与审理

的案件范围等方面还存在可以修改完善的地方，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其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

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法院办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公信力

技术调查官在参与技术比对、庭前调解等诸多环节时，案件在承办法官、技术调查官与当事人

之间流转传递案件信息所展现的办案过程，有助于提升司法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同时，技术调查官

参与诉讼活动，向社会展现的除了工作上的密切协作，还有相互间的监督制约，有助于提升法院办

理技术类案件的社会公信力。

（二）有利于及时发现法官技术事实判断中的似是而非

技术类案件的纷繁复杂，不仅仅在于其涉及的范围广，还在于其涉及的问题深。有的涉案技术

问题看似简单平常，似乎没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也能清楚理解，但其实有时看似相同的东西，只要

发生微不足道的变化，却已使技术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非是平常人就可以判断其中的区

别。对于敏感和社会关注度高的技术类案件，技术调查官的主动介入，有利于技术类案件审判的精

确度与专业度，减少和避免法官对技术问题似是而非的理解而形成对整个案件的错误判决，提高办

案质量。

（三）有利于技术调查官对疑难复杂技术问题的深化理解

很多技术问题并非某些法官所理解的，本专业的技术调查官一眼就能看明白和即时就能作出判

断。技术问题千变万化，技术调查官对技术问题的分析判断通常需要经历翻阅相关材料、分析技术

方案甚至进行推演测算等一系列过程。从立案阶段就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诉讼，让他们有足够

的时间消化理解技术问题，避免当前经常出现的开庭前一两天法官才提出指派技术调查的申请，有

时甚至庭审活动进行到一半才要求技术调查官参与的情况，从而提高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质

量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