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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模式的概念、类型及制度功能

• 1. 分析模式的概念

• (The concept of modes of analysis)

• Legal standard 

• 法的要素



2. 分析模式的类型
(The categories of modes of analysis)

• 欧盟竞争法(EU competition law)

• 目的分析 Object Analysis 

• 效果分析 Effect Analysis

• 基于形式的方法 Form-based Approach

• 基于效果的方法 Effects-based Approach

• 美国反托拉斯法(US antitrust law)

• 本身违法原则 Per Se Illegal 

• 合理原则 Rule of Reason 

• 快速审查 Quick Look



3. 分析模式制度功能
(the insititutional functions of modes of analysis)

• 价值衡平：

• 案件处理的合理性/精确性
•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adjudication
•

• 案件处理效率/成本
•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 administraitve cost 

• 案件处理结果/制度的可预期性
• Predictability of adjudication



二、知识产权反垄断分析模式的域外规定

• 美国知识产权反垄断指南

• US IP antitrust guideline

• 1995年知识产权反垄断指南：

• (1) 知识财产应该和其他形式的财产一样对待；

• (2) 专利不必然导致市场力量；

• (3) 许可行为一般情况下是促进竞争的，并将在多数案例中按照
合理原则来分析。

•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ould be treated no differently than 
other forms of property; Patents do not necessarily confer 
market power; and,Licensing generally is procompetitive and
will in most cases be analyzed under the Rule of Reason.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2017)

• General Principles

• These Guidelines embody three general principles:

• (a) for the purpose of antitrust analysis, the Agencies apply 
the same analysis to conduct involv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to conduct involving other forms of propert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ticular property 
right; 

• (b) the Agencies do not presume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es market power in the antitrust context; 

• and (c) the Agencies recognize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allows firms to combine complementary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is generally procompetitive.



适用本身违法的行为类型

• “In some cases, however, courts have concluded 
that a restraint’s “nature and necessary effect are 
so plainly anticompetitive” that it should be 
treated as unlawful per se, without an elaborate 
inquiry into the restraint’s likely competitive effect. 

• Among the restraints that have been held per se 
unlawful are naked price-fixing, output restraints, 
and market division among horizontal competitors, 
as well as certain group boycotts. ”P17



其他类型行为的分析模式适用

• The licensing arrangement restricts competition in the relevant goods 
market among manufacturers of Product X by requiring each 
manufacturer to limit its sales to an exclusive territory……the evaluating 
Agency would be likely to challenge the arrangement under the per se 
rule as a horizontal territorial market allocation scheme and to view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pects of the arrangement as a sham intended to 
cloak its true nature. 

•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establishing efficiency-enhancing integration 
from the joint assignment of patent rights, the Agency may conclude that 
the joint marketing of competing patent rights constitutes horizontal 
price-fixing and could be challenged as a per se unlawful horizontal 
restraint of trade

• When cross-licensing or pooling arrangements are mechanisms to 
accomplish naked price-fixing or market division, they are subject to 
challenge under the per se rule.



分析模式的选择和适用程序

•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articular restraint in a 
licensing arrangement is given per se or rule of reason 
treatment, the Agencies will assess whether the 
restraint in question can b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an efficiency-enhancing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 “If there is no efficiency-enhancing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if the type of restraint is one 
that has been accorded per se treatment, the 
Agencies will challenge the restraint under the per se 
rule. Otherwise, the Agencies will apply a rule of 
reason analysis. ”P17



欧盟技术转让协议集体豁免条例

• 第4条核心限制

• 1. 如果协议当事人是相互竞争的经营者，本条例第2条规定的
豁免将不适用于直接或间接、单独或与当事人控制的其他因素
相结合而具有下列目的的协议：

• （a）限制当事人向第三方销售产品时确定价格的能力。

• （b）限制产量，但不包括依据非互惠协议对被许可方生产合
同产品的产量限制，也不包括在互惠协议中仅对其中一个被许
可方施加的限制。

• （C）划分市场或客户，但以下情形除外……

• （d）限制被许可方实施自有技术权利的能力，或者限制协议
任一方当事人进行研究与开发的能力，除非后一项限制是为防
止被许可的专有技术向第三方泄露所必需。



• 2. 如果协议当事人不是相互竞争的经营者，本条例第2条规定

的豁免将不适用于直接或间接、单独或与当事人控制的其他因
素相结合而具有下列目的的协议：

• （a）限制当事人在向第三方销售产品时确定价格的能力，但

允许限定最高销售价格或建议销售价格，只要限定最高销售价
格或建议销售价格不因来自任何当事方的压力或激励而成为固
定或限定最低销售价格。

• （b）限制被许可方可以被动销售合同产品的地域或客户范围，
但以下情形除外……

• （c）限制从事零售业务且作为选择性分销体系成员的被许可

方向最终用户进行主动或被动销售，但允许禁止该体系成员在
未经授权的营业场所从事经营。

• 3. 如果协议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并非竞争性经营者但事后成为
竞争性经营者，则在该协议的真个有效期内，适用本条第2段
而非第1段的规定，除非该协议后续进行了实质性修订。上述

修订包括当事人之间签订与竞争性技术权利有关的新技术转让
协议等。



三、知识产权反垄断指南的现行规定及评价

•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 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
• （征求意见稿 2017年3月23日）

• 第一章 一般问题

• 第一条 分析原则
• 分析经营者是否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 （一）采用与其他财产性权利相同的规制标准，遵循《反垄断法》

的基本分析框架；
• （二）考虑知识产权的特点；
• （三）不因经营者拥有知识产权而推定其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
• （四）根据个案情况考虑相关行为对效率和创新的积极影响。
•



第二条 分析思路

• 分析经营者是否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通常遵循以下思路：
• （一）分析行为的特征和表现形式。

• 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可能是行使知识产
权的行为，也可能是与行使知识产权相关的行为。通常根据经营者
行为的特征和表现形式，认定可能构成的垄断行为。

• （二）界定行为涉及的相关市场。

• 界定行为涉及的相关市场，通常遵循相关市场界定的基本依据和一
般方法，同时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

• （三）分析行为对相关市场竞争产生的排除、限制影响。
• 分析行为对相关市场竞争产生的排除、限制影响,通常需要评估相关

市场的竞争状况，并对具体行为进行分析。
• （四）分析行为对创新和效率的积极影响。

• 经营者行为对创新和效率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包括促进技术的传播
利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等。分析上述积极影响，需考虑其是否
满足本指南第五条规定的条件。



具体行为规定示例

• 第六条 联合研发（垄断协议）

• 联合研发是指经营者共同研发技术、产品等，及利用研发成果的行为。分
析联合研发对相关市场竞争产生的排除、限制影响，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 （一）是否限制经营者在与联合研发无关的领域独立或者与第三方合作进
行研发；

• （二）是否限制经营者在联合研发完成后进行研发；

• （三）是否限定经营者在与联合研发无关的领域研发的新技术或者新产品
所涉知识产权的归属和行使。

•

• 第十五条 拒绝许可知识产权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 拒绝许可是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具有市场支配地
位的经营者，尤其是其知识产权构成生产经营活动的必需设施时，其没有
正当理由拒绝许可知识产权，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
争。具体分析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 （一）经营者对该知识产权许可做出的承诺；
• （二）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是否必须获得该知识产权的许可；
• （三）拒绝许可相关知识产权对经营者进行创新的影响及程度；
• （四）被拒绝方是否缺乏支付合理许可费的意愿和能力等；
• （五）拒绝许可相关知识产权是否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四、中国相关制度完善建议

• 提升制度的明晰、确定和可预见性

• 重视“基于形式的方法”和安全港等规制技术的
应用

• 加强机构能力建设

• 完善配套立法及倡导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