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职务发明权属条款之冲突与完善
———以美国职务发明权属规则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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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务发明制度的完善，对我国由传统工业经济向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我国现行《专利法》第 6 条第 1 款与第 3 款之间存在某些冲突，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和

适用不完全一致。与美国职务发明权属规则不同，我国职务发明的立法宗旨天然倾向保护单位

的经济利益，“厚雇员主义”一说只存在于单位与雇员未做约定的情况下。送审稿中《专利法》第

6 条的修改、完善应注重单位与雇员之间利益平衡，对“物质技术条件”予以类型化处理，适用“可

替代性标准”作为“物质技术条件”的界定标准，将“执行本单位任务”下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也纳

入意思自治优先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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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专利法》第 6 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

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 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非职务

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申请被批准后，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专利权人。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

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我国专利法自实施以来，专利申请量和授

权量稳步上升。《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

要完善职务发明制度，在激发职务发明人创新

积极性的同时促进专利技术实施的利益分配机

制优化和完善。职务发明制度作为专利法领域

内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旨在确定单位与雇员

之间的权利归属。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 以下简称《专利法》) 关于职务发明

界定范畴及权利归属在法条解读和司法实践的

适用上仍存在较大争议①，尤其是第 6 条第 1

款和及第 3 款之间的关系，学界一直众说纷纭。
而本文欲通过解读职务发明相关条款，分析立

法本意及既存理论漏洞，以及司法实践中对职

务发明条款的适用现状，以期为单位与雇员之

间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提供新思路。

一 职务发明权属条款运行现状分析

( 一) 职务发明条款立法争议

职务发明的界定，各国自有其规范和标准。
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通过“任务标准”及“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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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来判断某一发明是否落入职务发明

的范畴。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在单位提

供的物质技术条件基础之上完成的发明创造皆

可认定为职务发明，第 6 条第 1 款限定条件为

“主要利用”。同时第 6 条第 3 款又有所反转:

凡是“利用”，单位及其雇员可以合同约定权属

为先。后者的“利用”是否包含前者的“主要利

用”? “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

明权属是意思自治优先还是应强制纳入职务发

明的范围? 《专利法》第 6 条存在难以自圆其说

的逻辑矛盾，这也是“物质技术标准下”的发明

权属边界趋于模糊的原因。究竟第 1 款和第 3
款规定之间是何关系，学界依旧争议不断①。
上述条款的解读，尊重单位和雇员的意思自治，

在权利归属约定优先的语境下，再考量是否“主

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似乎看似最为合理。
然而，合同约定条款的含义为单位物质技术条件

的“利用”并不能成为“职务发明创造”的法定理

由，且“物质技术标准”同“任务标准”相并列，作

为“职务发明创造”的明确限定条件。若上位概

念“利用”包括“主要利用”及“非主要利用”，那

么第 1 款规定成为虚设，该法律条文存在内在逻

辑矛盾。同理论证，若认为“利用”应指“主要利

用”，则不可避免存在第 1 款的强制性规范与第 3
款所述的约定范围之间的矛盾冲突②。

( 二) 司法实践中职务发明条款适用之现状

实践中，法院在判定涉案专利是否为职务

发明时，通常依据的是《专利法》第 6 条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专

利法实施细则》) 第 12 条的规定，前者所确定的

“任务标准”和“物质技术标准”是并列关系，后

者则对“任务标准”进行了细化。具体而言，法

院首先考察涉案发明创造是否为发明人执行单

位任务所完成，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发

明人执行单位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可分为三

种: 一是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二是在

履行单位另行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的过

程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三是离职人员在离职一

年内作出的与本职工作或另行交付任务有关的

发明创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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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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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观点认为，“按照词句之通常意义”进行文义解释，“利用”作为上位概念，必然包括“主要利用”以及

“非主要利用”，也就是说“主要利用”情境下的“职务发明创造”与“非主要利用”情境下的“非职务发明创

造”可以双向转化。引申含义为合同约定条款优先于职务发明权属确定条款。持此观点的学者譬如和育

东教授。( 和育东:《美、德职务发明制度中的“厚雇主主义”趋势及其借鉴》，《知识产权》2015 年第 11 期)

第二种观点认为，“任务标准”及“物质技术标准”是强制性规范，不具有约定权属的空间。同时，对“物质技

术标准”进行逻辑上的当然解释，单位物质技术条件的“非主要利用”形成“非职务发明创造”，因而第 3 款

中“利用”仅指“非主要利用”，即仅具有“非职务发明创造”向“职务发明创造”单向转化的可能性。( 陶鑫

良:《职务发明性质之约定和职务发明报酬及奖励———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订中有关职务发明若干问题的

讨论》，《知识产权》2016 年第 3 期) 第三种观点认为，按照第 3 款的功能及立法本意，“利用”应指“主要利

用”，其价值功能在于将“职务发明创造”约定成为“非职务发明创造”，具有向雇员转移的立法倾向，文希凯

正是持此观点。( 文希凯:《中国专利法第二次修改介绍》，《知识产权》2000 年第 5 期)

2014 年 4 月 1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再次公开征求对《职务发明条例草案( 送审稿)》( 下称《条例草案》)

的意见，《条例草案》第 7 条第 4 款对于构成职务发明法定情形之一的“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所完

成的发明创造”作出了例外规定，该规定似乎默认了“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权属并不

必然归属于单位所有，而是可以通过约定进行转化。(《职务发明条例草案( 送审稿)》第七条 下列发明

属于职务发明: ( 四) 主要利用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物质技

术条件完成的发明，但约定返还资金或者支付使用费，或者仅在完成后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验证或

者测试的除外)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2 条: 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是指: ( 一) 在

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 二) 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 三) 退

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 1 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

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1．“任务标准”的适用———以“关联性”为

核心

对于前两种情形，法院对“本职工作”及

“另行交付任务”的审查不仅限于发明人在单位

所担负的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任务，而是综合考

虑发明人在单位完成本职工作时所接触的技术

方案与职务发明技术方案的关联性，如在“广州

市炬元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诉黄桂炎等专利权

权属纠纷案”①中，法院认为，炬元公司提交的

对比文件为黄桂炎在炬元公司任职期间为执行

本单位任务所涉及的文档，经过对比后认为本

案专利与炬元公司 PＲB 产品的技术实现在整

体上功能架构相似，虽部分技术方案的实施细

节未在对比文件中被披露，但不影响认定本案

专利属于黄桂炎在炬元公司任职期间执行炬元

公司的工作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应当属于

职务发明创造。
2． 离职人员发明创造权属判决尺度不一

而对于第三种情形，在实践中较为常见，由

于员工申请专利的时间发生在离职一年内，使

得法官判案难度增加，具体体现在对《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 12 第 1 款第 3 项中“有关”的解读，

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也会使得此类案

件判决尺度不统一。如在“无锡艾瑞德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吴志华等与无锡康泰电子有限公

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②中，对于被告辩称涉案

专利系其业余开发的问题，法院认为地暖保温

层为一般消费者在家庭装修时常见的技术结构

方案，而宠物饮水加热桶则适用的领域较小，在

日常生活中亦属少见，即使发明人的确从地暖

保温层结构中得到了系争专利的技术启示，亦

与其三人在康泰公司多年从事制造、销售宠物

加热桶工作所获得的技术经验、知识积累相关，

从反面印证了系争专利与其原本职工作密切相

关。而在在“安瑞医疗器械( 杭州) 公司与柏建

春、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

纠纷案”③中，二审法院认为，若仅因柏建春曾

在安瑞公司担任过工艺主管，可能接触过安瑞

公司有关内窥镜取样钳产品相关技术材料，即

将其离职后一年内作出的相同领域的发明创造

归属于安瑞公司，这样的做法不当扩大了前述

法条所涉的“与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

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范围，不利于保障劳

动者的择业权利，也不利于促进技术革新。可

见，对于离职人员作出的发明创造，实践中对于

其权属的裁判伴随着很大的主观性。
3．“物质技术标准”的模糊性

相比之下，法院对于发明创造是否“主要是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进行审查时则稍

显模糊。由于在实践中，发明人在执行单位任

务对发明创造进行研发时，单位通常都会提供

相应的物质技术条件予以支持，因此就存在同

时满足两项标准的情况，法院在判案时也鲜少

将“任务标准”和“物质技术标准”割裂开来，往

往会对两项标准都予以审查。在“王琦麟与浙

江弘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专利权权属纠纷上

诉案”④中，二审法院认为，王琦麟入职后，宏昌

公司成立车用电磁阀项目部，并交由王琦麟全

面负责项目技术研发及各项管理工作，可以认

为车用电磁阀相关技术研发属于王琦麟的工作

任务范围。而涉案专利发明内容适用于车用电

磁阀领域，系由王琦麟以宏昌公司工作人员身

份组建技术团队研发，宏昌公司提供资金、材

料、设备等物质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可以认定

涉案专利系王琦麟执行宏昌公司工作任务的结

果，符合职务发明创造的认定条件。此外，若法

院通过“任务标准”确定了涉案专利为职务发明

创造，则不会对涉案专利是否主要利用单位物

质技术条件所完成进行进一步审查。在“马凤

埠与海阳市金道成机械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

纷上诉案”⑤中，二审法院认为，对于吊篮产品

的技术研发和质量改进均属于马凤埠的本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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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2017) 粤 73 民初 1839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2017) 苏民终 980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2014) 浙知终字第 18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2017) 浙民终 849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2017) 鲁民终 1425 号民事判决书。



作范畴，且涉案专利涉及高空作业设备领域，尤

其涉及一种模块式组装拆卸炉膛检修平台。而

金道成公司生产经营的高处作业吊篮亦属于高

空作业设备领域，在实际中也是作为工作平台

用于热电锅炉炉膛内检修，属于相同的技术领

域，且二者技术原理、功能用途、主要技术部件

基本相同。因此，涉案专利与马凤埠在金道成

公司承担的本职工作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属于

职务发明创造，其专利权应归属于金道成公司。
至于涉案专利是否主要利用金道成公司物质技

术条件所完成的问题，因法院已经认定涉案专

利属于职务发明创造，故该问题已无再行作出

认定的必要。而在法院运用“物质技术标准”进

行判定时也没有界定何为“主要利用”，而是将

“利用”笼统地等同于“主要利用”。如在“吴林

祥、陈华南诉翟晓明专利权纠纷案”①中，二审

法院认为，翟晓明及一匙通公司的其他研究人

员为执行一匙通公司的任务，并“利用”了公司

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涉案发明创造为职务

发明创造，其申请专利的权利应当属于一匙通

公司。同样的情况在“陶义诉北京市地铁地基

工程公司专利权属纠纷案”②中也有体现，法院

认为，只有当物质条件的利用，是为了完成某个

发明创造( 技术方案) ，而不是为了实施某个发

明创造( 技术方案) 时，该发明创造才是职务发

明创造。

二 美国职务发明权属规则探析及启示

2015 年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订送审稿

草案公布，其中第 6 条有所变动③。首先，第 6
条第 1 款删除了“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

术条件”的职务发明界定标准，仅保留“任务标

准”。这一规定限缩了职务发明的范畴，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对雇员的利益保护。其次，允许单

位与雇员约定发明归属，并且第 3 款增加“没有

约定的，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

人”。在此条款下，“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

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原则上属于雇员所有。
因此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我国的职务发明制

度设计已从“厚雇主主义”向“厚雇员主义”转

变。专利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鼓励发明创造，发

明创造的过程中使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却

未给予单位任何回报，则有可能损害单位的积

极性，进一步影响物质技术资源的投入; 再者，

“物质技术”未做任何重要程度的划分，若使用

单位“不对外公开的技术秘密”，将发明权利完

全归属于雇员，则可能纵容其搭便车行为，甚至

侵害单位的核心利益。
美国《专利法》没有就职务发明权属规则作

出明确规定，理论上，发明人有权保留其专利发

明的所有权，但实际上，大多数雇员都有一定的

义务将其专利转让给雇主，如在受雇时双方订

立的发明前转让合同或默示协议，或是基于雇

员对雇主负有的诚信责任④。仅凭借雇佣关系

不能让发明人转让其专利，在没有协议的情况

下，雇主所享有的权利通常取决于发明人的雇

佣地位。具体而言，雇员的地位可分为三类: 发

明一项具体的事物( 特别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
一般地运用创造性技能( 普通创造性的工作) 以

及根本不参与发明( 无创造性的工作) ⑤。当雇

主专门雇佣雇员来发明特定的事物或解决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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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2006) 苏民三终字第 0120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1992) 高经终字第 15 号民事判决书。
《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 6 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

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 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

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申请被批准后，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专利权人。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

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

定的，从其约定; 没有约定的，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William P． Hovell，“Patent Ownership: An Employer’s Ｒights to His Employee’s Invention”，58 Notre Dame
L． vol． 863，1983，p． 864．
Gullette，“State Legislation Governing Ownership Ｒights in Inventions Under Employee Invention Agree-
ments”，62 J． PAT． OFF． Soc’Y，vol． 732，1980，p． 733．



的问题时，雇员所处的地位就是“特别具有创

造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发明人隐含地同意将

由此产生的专利转让给他的雇主。而如果这类

“特别具有创造性”的雇员在其职责之外研发出

了与雇主单位所从事的业务无关的发明创造，

则没有转让其专利的义务。在美国诉杜比勒冷

凝器公司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曾允许一名联邦

雇员保留其发明专利，法院的理由是，雇佣合同

不能被如此广泛地解释为意味着所有与工作相

关的专利。对于从事一般创造性工作的员工而

言，其发挥创造性的范围并不限于雇主分配的

工作，如果“一般创造性”的雇员研发出了雇主

预期之外的发明，雇员就没有将专利转让给其

雇主的义务①。而对于那些没有发明预期的雇

员来说，他们自然也没有转让专利的义务，但如

果发明人在研发过程中利用了雇主的资源，那

么其雇主可以主张拥有使用该发明的非排他性

许可②。此外，一些雇员( 通常是公司的管理人

员) 还负有不与他们的雇主竞争的诚信义务③。
这项义务可能要求发明人将一项特定的专利转

让给他的雇主，诚信责任分析可防止有影响力

的员工滥用其机密职位或欺骗信任的雇主。最

后，即使发明人拥有专利，雇主也可能拥有商店

权利( shop right) ④，因为发明者通常使用了其

雇主的资源来创造发明，但仅基于雇佣关系不

会自动产生商店权利，根据美国各州法律，雇主

必须建立一个隐含的合同，创造一个商店权利。
因此，如果发明人和他的雇主已经就专利权达

成了明确的协议，法院就不会提出商店权利。

此外，在美国，发明前协议也是实践中常用

的明确雇员发明权属的一种手段。发明前转让

协议是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者同意将其在未

来受雇期间产生的知识产权转让给用人单位的

协议⑤。单位可以在协议中寻求保护，要求雇

员转让或承诺放弃员工在该雇主任职期间产生

的发明的权利。这些协议有三个重要功能: 一

是明确双方的权利; 二是告知雇员权利内容; 三

是规定权利转让的执行。然而，发明前雇佣协

议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雇主拥有发明，员工

可能会以违法合同法为由质疑此类协议的有效

性。法院通常会审查雇主与雇员之间关于转让

发明所产生的协议，如果这些条款涉及到对雇

员在雇佣结束后放弃发明构想权利的限制，法

院就有可能将转让条款视为从业限制进而认定

无效⑥。因此，发明前转让协议必须是合理的，

不能违反公共政策。尽管大多数合同表述要求

转让雇员的发明，但法院往往在合同表述的范

围之内对其尽可能的进行限缩，这是因为法院

认为雇主通常比雇员有更多的议价能力，他们

可以在雇佣合同中制定隐性条款( 包括转让发

明) 强加给雇员，法院这种家长主义式的司法干

预行为旨在保护雇员。可见，美国法院虽然采

取保护雇员的立场，但并非直接认定专利权一

定由身为发明者的雇员取得，仅在少数情况下

雇员才有将其专利转让给雇主的义务，或是基

于特定理由，将权利所有和权利实施，拆由不同

人享有⑦。而发明前转让协议虽然遵循意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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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United States v． Dubilier Condenser Corp． ，289 U． S． 178 ( 1932) ．
National Dev． Co． v． Gray，316 Mass． 240，55 N． E． 2d 783 ( 1944) ．
传统公司法领域中的诚信义务，通常是指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即董事和经理对公司承担的注意义务和

忠实义务。
在美国专利法中，商店权是一种隐含的许可，在这种许可下，公司可以使用一项专利发明，该发明由在其

雇佣范围内工作的员工发明，使用公司的设备，或由公司承担发明费用。即使员工从未将权利转让给公

司，法院也可能认定公司有权使用该发明，因此不能被员工以侵犯专利权为由起诉。
Donald J． Ying，“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eatment of Employee Inventions，Pre － Invention Assignment
Agreements，and Software Ｒights”，10 U． Pa． J． Bus． ＆ Emp． vol． 763，2008，p． 764．
Donald J． Ying，“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eatment of Employee Inventions，Pre － Invention Assignment
Agreements，and Software Ｒights”，10 U． Pa． J． Bus． ＆ Emp． vol． 763，2008，pp． 764 － 766．
Ｒobert P． Merges，“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Employee Inventions”，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
gy，vol． 13，No． 1，p． 18．



治的原则，法院仍然会对特别注意维护雇员的

利益，对于合同中违反公共政策的条款即判定

无效。这似乎可为我国解决修订草案送审稿中

“厚雇员主义”倾向问题提供一些启示。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同美国的“雇员主义”相区别，我国

职务发明的相关规定天然倾向保护单位的经济

利益，“厚雇员主义”一说只存在于单位与雇员

未做约定的情况下。美国判例中确立起来的商

业权保障雇主长期实施的权利是在“雇员主义”
下的利益平衡举措，若在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

稿的基础上贸然引入商店权，实质上效果与我

国现行职务发明的“厚雇主主义”无异，甚至有

扩大趋势，因为只要“利用”单位的资源创造发

明，单位便可无偿获得实施权。本文认为，“物

质技术标准”下的发明权属究竟何去何从，最终

应从单位的资源投入与雇员的心智投入的价值

博弈分析，以此可回归到利益平衡的制度理念。
而对于“任务标准”下的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则

可以纳入意思自治优先的范畴。

三 《专利法》第 6 条之完善建议

“物质技术标准”不能成为法定标准的理由

如下: 首先，物质技术的性质界定过于模糊。我

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2 条对物质技术条件

已做解释①，但是否只要利用了单位的物质技

术条件完成发明创造，便可一概认定为职务发

明。如果实际上利用了单位不重要且可替代的

物质技术资料，便将申请专利的权利归属于单

位，则可见过于宽泛的“物质技术标准”具有明

显的不合理性，因而也有学者基于此提出可替

代标准。再者，“主要利用”如何认定。司法实

践中各法院的做法不统一，甚至对“利用”与

“主要利用”不加区分。一项发明创造能否界定

为职务发明，在某一层面上表现为单位的物质

技术投入与雇员的智力投入之间的价值博弈。
在制定适当的权利分配政策时，我们必须考量

各方在发明创造结果不确定条件下发生的必要

支出。如果将所有权利赋予雇员，那么单位就

缺乏动力投资对创造过程至关重要的必要基础

设施。若反之则对减少对雇员的激励。在此层

面上，“物质技术标准”作为“职务发明创造”限

定标准的依据略显不足。
此外，我国现行职务发明权属条款中的合同

约定优先原则为 2000 年《专利法》第 2 次修改时

引入，该规定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注重

单位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且具有

由注重单位利益向维护雇员权益转变的趋势。
关于“主要利用”及“利用”这两种表达方式之间

的关系，上文提到的第 2 种观点认为第 3 款意在

将“非职务发明创造”约定转化为“职务发明创

造”，基于此，合同优先条款的意义就无从体现，

表面上注重单位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平衡，实则利

益的天平早已向单位一方倾斜。对此，笔者对于

《专利法》第 6 条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 一) “物质技术标准”之类型化

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2 条明确了“物

质技术条件”的范围。实际上，职务发明所需的

资源不仅包括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

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还包括了雇员的智力投

入。对于一般的物质技术投入，如资金或简易

设备，相较雇员的智力投入，具有明显的可替代

性，即该种物质技术资料可由相类似的其他单

位提供，在“可替代”情境下，雇员智力投入的价

值高于单位; 对于设备、零部件、原材料而言，

“可替代性标准”的适用则面临困境，若掌握某

种设备、零部件或原材料的单位仅为极少数，但

并不唯一，是否可认定该种设备具有“客观的可

替代性”? 若囿于客观因素或主观条件的限制，

雇员事实上不能获取该种具有“可替代性”的物

质技术资料，此时对于雇员而言，此种物质技术

资料却不具有“主观的可替代性”。当客观的可

替代性与主观的可替代性存在冲突时，物质技

术资料的价值认定则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对于

“不对外公开的物质技术资料”，一般为单位所

独占，属于单位的核心技术条件部分，在一项发

明创造中的运用价值可能远超雇员的智力投

入。因此，本文认为，专利法在界定是否为职务

发明创造时，应当对“物质技术条件”予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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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2 条规定:“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是指本单位的资金、设备、
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



化处理，适用“可替代性标准”，而不应当以“主

要利用”或“非主要利用”作为界定标准。当雇

员完成发明创造时使用单位的核心技术条件，

应当认定此类发明为职务发明; 使用单位一般

具有“可替代性”的物质技术条件，应当将发明

权利归属于雇员，同时雇员需要给予单位一定

的使用费用; 若“客观的可替代性”与“主观的

可替代性”发生冲突，则需要交由法官综合考

量，在个案中认定。
( 二) “任务标准”下的意思自治优先

《职务发明条例草案》( 送审稿) 对职务发

明制度作出了较大的改动，在“主要是利用本单

位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的权属规

则上从遵循“雇员优先”的立法模式，将此种情

况下完成的发明创造排除在职务发明的范围之

外，而“执行本单位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却

仍然秉持法定权属的规则，即遵循“厚主优先”
的立法模式。然而在实践中，通过前述案例分

析可知法院在审查这两项标准时往往并不会割

裂开来，而是统一进行审查，因此，我国的职务

发明权属机制是“雇员优先”与“雇主优先”并

存。相较于我国专利制度，美国所确立的职务

发明与非职务发明并不像我国《专利法》所规定

的如此泾渭分明，而是更倾向于通过在雇佣条

款中预先约定发明创造的归属来解决后续纠

纷。而我国却将“执行本单位任务所完成的发

明创造”的权属法定化，不允许双方进行约定。
这其实是一种过多的干预。随着共享经济模式

的兴起，职务发明法律关系也呈复杂化趋势，职

务发明法定权属机制在实践中运行难度加大，

弊端愈发凸显，对权利配置和研发模式都会产

生一定程度的阻碍。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将

“执行本单位任务”下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也纳入

意思自治优先的范畴。

( 责任编校: 段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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