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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中的特殊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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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范畴与法理对接”的视角下，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中蕴含着特殊法理。知识产

权法基本范畴中的特殊法理应当揭示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的特有规律，从内部视角阐明特殊学

理并契合知识产权法的时空特性。借助传统范畴理论预设的本体、运行、进化、价值等范畴框架，
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中的特殊法理。知识产权法的本体包含着知识产品具有创造性、知识产

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法“如何配置权利”的特殊法理; 知识产权法的运行包含着行政权力介

入知识产权运行、侵权损害赔偿的特殊法理; 知识产权法的进化包含着从 “特权”向 “私权”演

进、科学技术作用于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法理; 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包含着 “创新”价值和 “平

衡”价值的特殊法理。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中的特殊法理是以体系化的形式存在的，该体系由基

石性特殊法理、建构性特殊法理和调节性特殊法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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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范畴一般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①从外在表现上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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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程度的标

志”，② 因为 “任何一种理论要想自成体系，要获得成熟的标志，都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石，

而理论基石的主要表现形态就是基石范畴。”③ 在这个意义上，法学基本范畴是法学理论体

系和制度体系的基石。从本质上看，法学基本范畴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法学基本范畴形成

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实践活动，主观条件是人的理性所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如果我们就

此追问: 人们所把握的、以法学基本范畴形式呈现的理性认知的 “质”是什么? 是何种

“质”维持了法学基本范畴的相对稳定并推动该范畴发展? 又是何种 “质”决定了不同部门

法学之间在范畴体系上的差异? 上述问题将引导我们将关注焦点从范畴的形式与功能转向蕴

藏于范畴之中的法理。实际上，揭示法学基本范畴的内在规律、塑造法学基本范畴特性的

“质”非法理莫属，范畴基于法理而确立，同时，法理又依存于法学范畴之中。简言之，范

畴无法理则空，法理无范畴则亡。④ 范畴与法理的对接是法学基本范畴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

的必由之路。
知识产权法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也是由基本范畴建构而成的。与传统部门法相比，知

识产权法的理论和制度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甚至对于某些基本范畴还没有形成共识。
究其根本，人们对范畴认识的模糊源自于未能充分发掘范畴之中所蕴含的法理。实际上，法

理是泛在的，基本范畴又是法理的富矿，但是，在知识产权法的基本范畴中寻找法理的前提

是确定知识产权法的基本范畴。这种局面对于范畴体系尚在形成中的知识产权法来说似乎是

一个悖论。庆幸的是，经典范畴理论已经被用来表达知识产权法的核心问题，⑤ 法哲学能够

为知识产权基本范畴的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民法等部门法对基本范畴的概括和总结也为

知识产权法提供了参照系。因此，我们至少可以预设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的框架结构，即通

过本体、价值、运行、进化等基本范畴模式对知识产权法进行解析，以确定拟进行法理开采

的矿床。应当注意到，知识产权法的基本范畴不仅包括与其他部门法学共享的范畴，而且含

有知识产权法所特有的范畴，特有范畴之中又必然蕴含着特殊法理。⑥ 从预设的知识产权法

基本范畴框架中提炼知识产权法的特殊法理，能够为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提供

本源性的思想资源，为知识产权法领域独特问题的解决提供 “因地制宜”的原理性指引，以

法理的雨露滋养知识产权基本范畴的成长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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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层次性。根据来源和适用空间的不同，法理可以分为普世性法理、共通性法

理和差异性法理。参见李晓辉: 《论法理的普遍性: 法之“公理”、“通理”与“殊理”》，《法制与社会发

展》2018 年第 3 期，第 6 页。从学科划分的意义上看，法理也可以分为适用于所有法学领域的一般法理和适

用于特定部门法的特殊法理。



二、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中特殊法理的确定标准

在预设的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中寻找知识产权法的特殊法理是一个双重过滤的过程，既

要发现法理，又要关注知识产权法理的独特性。笔者认为，若要提炼反映知识产权法特质的

特殊法理，就需要在与其他部门法的比较过程中辨别该法理是否为知识产权法所独有。如果

该法理是两个以上的部门法所共有的 (例如法之公理、美德等)，就不应当将其纳入知识产

权法的特殊法理之列。具体而言，只有达到了以下两个标准，某一项法理才有可能成为知识

产权法基本范畴中的特殊法理。
(一) 能够揭示知识产权法的特有规律

1. “特殊法理”对 “知识产权”的特有规律的揭示

揭示知识产权的特有规律就是要探求知识产权究竟是何种权利，这一过程需要在对比、
互鉴中完成。一方面，知识产权的生成、内容和保护足以表明该权利具备民事权利的属性，

属于民事权利家族。除了具备家族共性之外，知识产权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为客体的无形性，

因为知识产权在产生、运行和救济方面的独特之处皆因客体的无形性而生，知识产权的特有

规律也集中地表现为对无形财产进行保护的独特制度构造和运行机理。知识产权的特殊法理

应当揭示客体无形性引发的特殊规律，揭示民事权利 “知识版”的独特规定性。另一方面，

知识产权的客体不仅承载着民事权利，还关涉到人的生存和发展、市场主体的竞争优势以及

国家的发展战略。因此，知识产权不是单一维度的利益呈现，而是面向多元化主体、满足多

层次需求、实现多向度价值的立体化存在，这种独特的权利呈现方式蕴含着不同于普通民事

权利的特殊法理。
2. “特殊法理”对 “知识产权法”特有规律的揭示

基于知识产权的特有规律，知识产权法在基本原则、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方面也具有特

殊性，体现着自身的特殊法理。知识产权客体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起点，如何将无形的、
抽象的财产形态表达为可以被行为触及和法律调整的 “实体”? 此间的法理是独特的，无法

与有形财产权利实现 “法理共享”。遵循 “权利法定”原则所设定的权利内容，无论是 “正

面赋权”还是 “反面限权”，都体现着立法者对于知识产权特有行使方式、权利边界、私权

与公益平衡等问题的考量。在权利行使方面，以许可使用为标志的知识产权特有行使方式蕴

含着利益合理分配、竞争秩序保护等方面的特殊法理。客体无形性引发了知识产权侵权认定

和责任承担方面的诸多特殊问题，其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

大难题，这也意味着我们还尚未充分掌握其中的内在规律。当然，在探求知识产权法特殊法

理的过程中，应避免不适当地夸大知识产权法的特殊性。例如，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侵权

的归责体系具有特殊性，停止侵害等责任以 “无过错”为原则，损害赔偿责任以 “过错”
为原则，这种归责体系不同于传统民事侵权以 “过错责任原则”为主的归责体系。实际上，

如果回归到民法的一般理论，即 “绝对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相区分”，以及 “归责原则

只适用于损害赔偿责任”，我们就会发现，停止侵害等责任承担方式与物权等绝对权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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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⑦的法理并无二致，并不涉及侵权的归责原则。而在损害赔偿的 “过错归责”方面，知识

产权与其他绝对权并无区别。在归责原则方面，知识产权并无 “特殊法理”可言。
(二) 能够阐明知识产权法的特有学理

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中的特殊法理可以通过学理进行阐释，学说 ( 理论) 是学理的主

要表现方式。围绕着知识产权法的正当性、概念、属性、价值等范畴存在着诸多学说，例如

劳动财产权说、人格权理论、功利主义 (激励理论)、信息产权理论等。这些学说对知识产

权法的特定范畴具有解释力，但不可否认，上述学说多源自于哲学和其他学科，学说的解释

视角来自于知识产权法的外部，属于交叉学科意义上的学理阐释，而真正源自于知识产权法

范畴内部的、反映知识产权法特质并具有解释力的学说 (例如无形财产理论) 尚不多见。从

总体上讲，有关知识产权法的特有学理和学理体系尚在形成之中。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法的

特有学理至少应当符合以下标准:

1. 特有学理以内部视角阐释知识产权法的基本范畴

知识产权法的特有学理应当 “直击”知识产权法特有的、根本性问题，并对特定问题进

行法学意义上的直接阐释，这是特有学理区别于其它外部性、交叉性学理的根本所在。首

先，特有学理是 “法”理。研究者在论及知识产权法的特殊性、寻找其特殊法理时，其出发

点和落脚点应当是 “法”，即以权利为核心范畴的理论、制度和话语，其思维方式应当是

“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理思维”，其话语表达方式应当是 “权利话语”。其次，特有学理

是 “内生式”和 “回应性”学理。知识产权法特有学理阐释、回答的是知识产权法的特有

问题，特有学理是由知识产权法的特殊问题触发的特定认知、特定理论，能够阐释知识产权

制度的特殊性，有效地回应知识产权制度在当下面临的困境。知识产权所聚合、链接和衍伸

的多学科、多领域知识和视角只有经过法律 (法学) 的拣选、重塑、检验，并融入到知识产

权法的核心范畴之中，才有可能在知识产权法特有法理中以某种形式展现出来。
2. 特有学理具有与知识产权法相契合的时空特性

知识产权法的产生和发展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的，工业时代、电气时

代和信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具有不同的时代主题。此外，在不同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的国

家，其知识产权法的实践也各有特点，因此，知识产权法的特有学理也相应地具有时空性特

征。不可否认，知识产权法存在着某些终极性的价值、理念和原则，但是法理的层次性是客

观存在的，大多数知识产权法的学理也仅是针对具体的制度和问题而阐发的，对知识产权法

基本范畴具有解释力的特有学理，必须把握特定关注对象的时代性和空间性特质。我们不必

奢求唯一的、不变的、绝对的、不可置疑的学理，因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知识产权法所

调整的利益关系是有差异的，预设某种立场的评判标准极有可能背离知识产权法的实践。

三、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中特殊法理的发掘

借助传统范畴理论预设的法学基本范畴框架，并遵循探求知识产权法特殊规律的行动目

标，笔者拟从知识产权法的本体、运行、进化、价值等基本范畴中找寻特殊法理，揭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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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法在理论与制度方面区别于传统财产法的深层次原因。
(一) 知识产权法本体中的特殊法理

“本体论范畴是对法的存在及其本质的认识和概括，反映法是什么，不是什么，何以是

此而非彼”⑧ 等基础问题。知识产权法的本体以 “知识产权”的内在逻辑而展开，包括知识

产权的概念、属性、特征、法律关系等内容。知识产权法本体中的特殊法理旨在揭示知识产

权何以成为独立的权利、知识产权法在塑造知识产权的过程中体现了何种特殊性等关键问

题。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法本体中的特殊法理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揭示:

1. 知识产品具有创造性的特殊法理

客体在界定权利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客体的差异直接决定了权利的差异，知识产权

的客体———知识产品在最基础的层次上决定着知识产权的品性，“知识产品的特征直接塑造

了知识产权的基本面貌”。⑨ 知识产品何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财产形态? 笔者认为，对这一问

题的回答需要回到 “原点”，即罗马法上 “有体物”与 “无体物”的区分。尽管罗马法上的

“无体物”指的是权利，并非现代知识产权的客体，但 “无体物”仍然可被视为无形财产的

萌芽，无体物的观念对后世的民事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瑏瑠 “无形财产”是 “有形财产”的

相对概念，“有形”是 “无形”的标尺，“有形”的观念塑造着 “无形”的样态。随着实践

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无形财产成为有形财产之外的独立形态。大陆法系 “物必有体”的观

念以及无形财产游离于物权法之外的事实都印证了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的分野。知识产权的

生成过程是将某种可能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对象确认为知识产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特定的对象需要满足何种条件才能够被确认为知识产品? 对该问题的回答就是在寻找 “对象

可保护性”的法理。通过对知识产权客体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作品的 “独创

性”，还是发明创造的 “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乃至于商标的 “显著性”，瑏瑡 无不体

现立法者对于创新、创造的肯定和对抄袭、重复的否定。“创造性是知识产品构成知识产权

客体的条件，而物质产品构成有形财产所有权客体时并没有创造性这一要求。”瑏瑢 即使是游

离于传统知识产权体系之外，直到现代才被视为知识产权法保护对象的商业秘密，其创造性

亦不可忽视。如果某种技术信息或者经营信息是其所属的技术或经济领域的人的一般常识或

者行业惯例，该信息不构成 “不为公众所知悉”，也就不属于商业秘密。瑏瑣 按照知识产品应

当具有创造性的逻辑，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因其创造性的欠缺或不明晰，不宜作为知识产权

法的保护对象。从法理上讲，知识产品是凝结人类创造性贡献的无形财产。
2. 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特殊法理

知识产品具备财产所共有的客观性、经济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劳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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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 号) 第 9 条第

2 款第 (一) 项。



论等学说也能够解释知识产品私权化的正当性，知识产品的私权化在这些方面并无特殊之

处。笔者认为，能够真正体现知识产品私权化特质的因素是知识产品稀缺性的形成原因。知

识产品可以被复制，并不具有物理上的稀缺性，知识产品的稀缺源于法律的塑造，法律基于

“创造性”等标准对无形财产进行甄别，进而划定了知识产品的范围，并将对知识产品的支

配权利赋予特定的主体，以主体的独占实现 “稀缺”。换言之，主体对知识产品的支配是通

过法定方式实现的，“知识产品的占有是人为的一种法定垄断利用权，不同于客观物的自然

占有”。瑏瑤 合法的 “垄断”是权利人支配知识产品的现实原因和独特制度安排，并由此形成

了不同于有形财产权的权利生成方式。例如，“同样的技术研发，甲和乙均有大量投入和最

终成果，但因甲提前一天申请专利，将会导致乙的利益完全无法保障，而这样的情况并不会

在有形财产保护法中出现”。瑏瑥 除此之外，由于 “知识产品具有外溢性，其社会价值可能比

发生在私人市场的收益更大”，瑏瑦 因此，通过一定的方式激发知识产品的社会价值就具有了

超越私权属性的正当性，致力于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必然将知识产权视为促进

科技创新、文化繁荣、品牌创新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的 “政策工具”。这表明 “知识产权具有

能够超越私人权利本位的全局性视野”。瑏瑧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设置、完善和实施具有上升

到国家政策高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种 “政策工具”的特质是传统民事权利法律制度所

不具备的。但是，知识产权的工具性价值目标并不能够通过决策主体的指令性安排而直接实

现，“政策工具”价值的实现需要遵循私权的运行逻辑，政策制定者的政策期待必须转化为

私权主体的创造动力。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激励政策必须符合私权的内在规律才能释放正效

应遏制负效应。因此，知识产权的工具性价值与私权属性之间存在着融合关系。从法理上

讲，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源于法律对知识产品的稀缺性和权利主体的垄断地位的塑造，私权

逻辑是实现知识产权的 “政策工具”价值目标的基础。
3. 知识产权法 “如何配置权利”的特殊法理

知识产权的内容如何设定取决于知识产权的支配权属性和客体的无形性，支配权属性决

定了知识产权的内容应当采取 “专有式”或 “排他式”的表达方式，客体的无形性决定了

知识产权的内容只能通过法定的方式来确定。因此，知识产权的内容至少在下列方面体现出

不同于有形财产权的特殊性: 其一，知识产权的内容是法律选择的结果，法律对权利内容的

选择既是客体无形性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法律对权利人享有何种权利的主动安排。其二，

知识产权与所有权不同，不具有 “整体性”和 “弹力性”，著作权、专利权等权利的具体

“权项”不同于所有权的 “权能”，“权能”的分离和回归理论不适用于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的 “权项”本身就是法定的权利内容，整体性的 “知识产权”“著作权”“专利权”概念仅

是在 “权利集合”意义上被使用的， “权项”才具有真实的权利运行意义。从一般意义上

讲，在设定权利时必须设定权利的代价规则。否则，权利要么变成以权力为后盾的特权，要

么变成以财产为后盾的特权，从而失去权利设定的本来意义，这种合理代价在法律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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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权利限制。瑏瑨 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导致权利配置高度依赖法定手段，正面授权的法律

规定自不待言，反面限权的法律规定亦不可缺少。从划定权利边界的角度考察，由于知识产

品缺少有形的物理边界，同时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我们无法通过授权的方式明晰 (或者

大致划定) 权利的边界，必须再通过限权的方式从反面、从公共领域保留的方向对权利边界

进行 “二次划定”。在权利限制方面，知识产权和所有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有权的客体

具有清晰的物理边界，本质上属于私人物品，也会受到 “保护公共利益”或者 “禁止权利

滥用”的限制。但从根本上讲，这种限制不是在划定所有权的边界，而是特定情形下所有权

的 “退让”，是一种名副其实的 “限制”，而知识产权所受到的限制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常

态化的、全面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划定权利边界的手段。从法理上讲，知识产权的内容由法

定的具体权项聚合而成，权利边界由授权性规范和限权性规范共同划定。
(二) 知识产权法运行中的特殊法理

法的运行是法的运动状态，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法理。知识产权法的运行可以从权利运

行和法律运行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权利运行包括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和服务的

各个环节，法律运行则是指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法治动态过程。权利运行侧

重知识产权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法律运行侧重理想法治状态的实现，二者是相互依

存的统一整体。“知识产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其运行机制既强调知

识产权的法治状态，又注重知识产权的事业发展。”瑏瑩 笔者拟从权利运行和法律运行相结合

的角度对知识产权法的特殊法理进行阐释。
1. 行政权力介入知识产权运行的特殊法理

在知识产权运行过程中，行政权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塑造性”介入和 “救济性”介

入两方面。所谓 “塑造性”介入，即行政权力通过对 “权利客体的判断”为知识产权 ( 专

利权、商标权等) 的生成提供公共服务，扮演了 “授权标准执行者”的角色。行政权力为

知识产权变动提供的公示手段也发挥着塑造权利的功能，“登记制度的首要价值是对知识产

权私权性质和财产权内涵的外部彰显和宣示”。瑐瑠 行政权力对知识产权的 “塑造性”介入是

知识产权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所谓 “救济性”介入，即行政机关通过启动行政权力对侵犯

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规制。行政权力介入的手段包括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和行政调

解等。行政权力的救济具有主动、快速和非终局性的特点，与司法救济的必然性和终局性相

比，行政权力 “救济性”介入的程度和方式与特定国家的历史传统、现实状况和政策选择密

切相关，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机制与司法保护机制的配置方式也因各国国情而异。从法理上

讲，行政权力在塑造知识产权方面具有不可或缺性，在救济知识产权方面具有政策选择性。
2.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特殊法理

在知识产权侵权救济的场域中，最能体现知识产权特殊性，同时也最考验裁判者和诉讼

参与人智慧的问题非 “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莫属。“与动产及不动产所有权的损害不

同，知识产权意义上的损害是一种对知识财产或无形资产的损害，其实质是对知识产权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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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价值的损害。”瑐瑡 知识产权价值的损害体现为对权利人市场交易机会的剥夺。瑐瑢 侵权

行为造成了权利人可得利益的损失，降低了权利人从市场中获利的可能性。损害事实是认定

侵权行为的必要条件，而损害数额的确定则是侵权责任承担的核心环节。从根本上说，损害

数额难以确定的根源在于知识产权价值确定因素的多元性和可变性。这种复杂性在裁判理念

上体现为损害填补、行为惩罚和侵权预防的角力，在操作方法上体现为实际损害、侵权获

利、许可费倍数以及法定赔偿等方式的交错。实际上，立法所设定的原则和方式并没有为司

法裁判提供科学、明确的指引，实践中的认识分歧在程度上不亚于理论上的学说纷争。笔者

认为，“个体化”“次序化”地看待立法上的赔偿数额的确定方式，不能反映知识产权价值

的形成规律，“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具有巨大不确定性是无可更改的事实，需要举整个知识产

权损害赔偿体系之力加以解决”。瑐瑣 整体性视角下的多因素综合判断方式更符合知识产权价

值的内在要求。从法理上讲，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价值形成和损害发生机制是确定知识

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依据。
(三) 知识产权法进化中的特殊法理

1. 知识产权在从 “特权”向 “私权”演进过程中的特殊法理

封建特权与知识产权之间是 “源”与 “流”的关系，作为 “源头”的特权在知识产权

的品性中植入了独特的基因。尽管现代知识产权早已完成了从特权到私权的蜕变，但来源于

“前身”的特质依然发挥着对知识产权的塑造作用，概而言之，这种特质即为 “垄断”。“垄

断”作为一种专有的、排他的支配，是特权的重要特征。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尚未发达的

专制时代，君主和国王将图书出版、先进技术工艺的垄断权利授予特定的个人或者行业，使

其专享垄断带来的利益，而且这种垄断权利的授予往往缺乏明确的标准和确定的期限。不可

否认，特权 “使智力成果首次被确认为一种独占权，是知识产权发展进程上的一次飞跃”。瑐瑤

但是，这种以封建特权形式存在的无形财产利用方式必然被更为合理的形态所取代。在特权

演变为私权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才登上历史的舞台，但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依然具

有 “垄断”的特征。然而，区别于封建特权，知识产权权利人对知识产品的垄断是基于法律

的授权，具有明确的标准和法定的期限。除此之外，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具备可转让性。实

际上，“垄断”是可以被特权与私权所共用的权利塑造方式，“垄断权”无非就是一种 “独

占权”，垄断与否并不能区分特权与私权，垄断的形成方式和运行方式才是特权与私权的区

别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垄断可以区分为 “特权式的垄断”和 “私权式的垄断”。从法

理上讲，“垄断”是知识产权的固有特征，知识产权的演进经历了从 “特权式垄断”到 “私

权式垄断”的进化过程。
2. 科学技术作用于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法理

在影响知识产权制度变迁的诸因素 (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公共政策等) 中，科学技术

的作用方式最为直接。同时，科学技术在面对有形财产权和知识产权时，其作用方式体现出

751

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中的特殊法理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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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评论》2018 年第 1 期，第 66 页。
参见徐小奔: 《知识产权损害的价值基础与法律构造》，《当代法学》2019 年第 3 期，第 116 页。
蒋舸: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向传统损害赔偿方式的回归》，《法商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192 页。
冯晓青: 《试论知识产权保护的源革及在当代社会的发展》，《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2 期，第 72 页。



明显差异。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知识产权法带来的是 “客体形态”的变革。科学技术

的进步催生了新的知识产权客体类型，使知识产权的家族日渐庞大。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

直接影响了知识产权客体的内在构成，例如，新技术条件下形成的作品与传统作品存在着内

在结构的差异，不同的科学技术塑造了不同的发明创造。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直接作用于知

识产权的客体，这意味着客体所承载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与科学技术的变革休戚相关。相比

之下，科学技术对有形财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理属性方面，尽管科技的发展也会使 “物”
的具体形态日益丰富，但是物权法只关注 “物”的直接支配性，而不关心该 “物”的科技

品性如何，这也是知识产权法与物权法的区别之一。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对知识产权法变革

的作用力是 “由内而外”的，是以具有法律意义的客体形态变迁为 “着力点”的。但是，

科技进步对物权法的作用是 “由外而内”的，例如，科技的发展可以带来交易方式的变革和

交易效率的提升，相应的法律制度也因此作出调整。此外，“由内而外”的作用力会引发知

识产权法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频繁变动，而 “由外而内”的作用力对物权制度变革的影响

相对较为温和。从法理上讲，科学技术是塑造知识产权客体形态的直接因素，是推动知识产

权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力。
(四) 知识产权法价值中的特殊法理

1. 知识产权法 “创新”价值的特殊法理

创新是推陈出新、新质取代旧质的质变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实现的。
创新意味着发展、进步和完善，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创新的领域十分普遍，以技术创新

的价值为例，“技术与技术创新，在人类行动力与方向性上，构成了人类自我不断走向美好

未来的杠杆，它推动着人类自我发展的新超越”。瑐瑥 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涉及科技、文化和

商业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的创新活动十分活跃，保护创新成果的制度需求也非常旺盛。
“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其价值来源于创新而非行政授权。”瑐瑦 知识产权法对创新价值的追求

是全方位的。第一，知识产权法肩负识别创新的使命。创新是知识产权法选择适格客体的标

准，只有具备创新特质的无形财产才能作为知识产品受到知识产权法的调整。第二，保护创

新是知识产权法的基础功能。知识产权法通过 “排他权”“禁止权”的设权方式以及侵权责

任制度对创新成果进行保护，诸如剽窃他人作品、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专利技术、假冒或仿冒

他人商标等 “排斥创新、坐享其成”的行为都将在知识产权法上受到否定评价。第三，知识

产权法体现了激励创新的价值追求。“从产权的一般含义来理解，知识产权是在与知识创新

成果有关的一束权利中做出选择的权利，比如，许可、转让、投资、融资等。”瑐瑧 知识产权

法通过对创新成果市场价值的肯定、对创新活动所依赖的公有领域的维护来实现激励创新的

价值目标。创新关乎社会福祉，激励创新有利于增加社会福祉，因此，对创新成果的保护是

知识产权法的基础性目标，对更为普遍的创新行为的激励才是知识产权法的最终价值。同

时，任何背离创新的行为和制度安排都是不合理的，低质量的 “伪创新成果”对于其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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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公众而言都是负资产，因此，背离专利制度价值的所谓 “激励政策”都应当被废止。
从法理上讲，创新是知识产权法的品性，识别、保护、激励创新是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目标。

2. 知识产权法 “平衡”价值的法理

“人类社会同自然生态的相像之处在于，两者均应是一个平衡体，任何规范的设定，必

须以能维护这个平衡体为前提，对平衡关系的破坏即是规范失败的表征。法律上过度的权利

赋予必然是对平衡的破坏。”瑐瑨 在知识产权法上，“平衡”价值具有多重意蕴。第一，平衡是

设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潜在目的。权利人的私权是知识产权法当然的保护对象，除此之

外，公有领域是创造性活动的知识来源，保护公有领域就是保护创造的源头。瑐瑩 “知识产权

法价值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公共领域与知识产权私权保护之间的有效平衡。”瑑瑠 如果从价值目

标的角度考察，创新价值和秩序价值都为知识产权法所珍视。可见，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对

象和追求的价值是多元的，它们共同构成知识产权法的 “显性目的”。但是，多元的保护对

象和价值目标是在矛盾中共生的，权利与价值目标的冲突需要 “平衡”价值的引导，非平衡

无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和多重价值目标。瑑瑡 因此，平衡就成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可或缺

的潜在目的。第二，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在需要。从客体形态的角度考察，传统财产法

律关系主体之间基于客体相对确定的物理边界和法律边界，通过交易的方式往往可以自发地

实现利益的平衡。相比之下，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带来了知识产权权利边界的模糊性，使

得行为人自主确定行为边界的难度增大，这就在客观上呼唤一种超越自发秩序的平衡机制。
更进一步讲，在知识产权的价值方面，主体的行为对客体的价值存在着动态影响。以商标为

例，权利人的技术、经营能力会对商标产生 “增值”或 “减值”的作用力，由此引发权利

许可中的 “增值归属”和 “风险负担”问题，这就需要进行利益的 “再平衡”。第三，平衡

是知识产权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尺度。知识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知识产品的价值并非单

一主体所能成就，因此，平衡就成为知识产权法调整相应社会关系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

平衡无疑蕴含了公平与效率、个体与群体、当下与长远的综合考量，“利益分享”的理念更

适合知识产权法。“要以知识产品为原点，以分享知识资源和知识利益为主轴，将更多的利

益相关者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瑑瑢 通过利益的分享，达到利益均衡的状态。从法理上讲，

平衡是贯穿于知识产权法的内生的价值目标和规范尺度。

四、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中特殊法理的体系化表达

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中的特殊法理并非孤立、零散地存在于各范畴之中，特殊法理应当

而且能够以体系化的方式进行表达，并形成层次性的、序列化的法理体系。知识产权法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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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中的特殊法理的体系化表达应当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

中的特殊法理具有清晰的逻辑主线。上文所揭示的特殊法理对知识产权法的基本范畴具有不

同的作用方式 (功能)，将作用方式进行类型化或许可以形成一种体系脉络。第二，知识产

权法基本范畴中的特殊法理具有向上的兼容性和向下的统摄性。特殊法理是 “一般”基础

上的 “特殊”，“特殊”意味着知识产权法与传统财产法存在差异，但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

中的特殊法理与民法法理仍然是兼容的。同时，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中的特殊法理具有统帅

知识产权法的功能，正如 “权利本位论”的法理来源于各部门法，又反过来统帅各部门法一

样。瑑瑣 知识产权法基本范畴中的特殊法理可以发挥体系化的效应。第三，特殊法理的体系化

能够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体系化相协调。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

法理体系的支撑作用至关重要，缺少法理支撑的制度和规则必然呈现出 “细节发达而体系贫

血”的反常状态。
(一) 基石性特殊法理: 关于 “客体”的法理

对知识产权客体的考察是一种着眼于体系内部的、追根溯源式的探求过程，知识产权客

体法理的基石性功能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知识产品呈现的物理形态。知识产品的无形性是知识产权的根本属性，知识产权

制度的独特构造和知识产权法的特质都导源于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发掘 “知识产品无形性”
法理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知识产权与其他私权的区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阐明知识产权在私

权体系中的定位，为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制度协调和体系协调提供法理指引。不可否认，知

识产权法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已经自成体系，但知识产权归属于私权体系的事实

并未发生改变。需要指出的是，“在如今高度细分的私权类型中，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绝不意

味着知识产权就直接等同于民事权利，而是需要从客体特征的无形性和客体范畴的变动性上

精细界定其私权类型，方能找到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衔接路径”。瑑瑤 一方面，我们对知识产

权法的认知要有回归民法理论的自觉，避免夸大知识产权的特殊性，避免将 “共性”问题当

作 “特殊”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更应重视知识产权在民法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定位、
融合问题。知识产权与物权在权利属性上同属绝对权，两种权利之间的可融通、可互鉴之处

甚多，但由于知识产品与物存在着 “无形”与 “有形”的根本差异，知识产权制度与物权

制度之间的相通之处限于制度理念和原则。例如，善意取得、共有等制度理念对于知识产权

和物权都是适用的，但在具体规则设置上应当充分体现两种权利各自的特点，不能采用同质

化的处理手段，尤其应当避免将物权的规则和方法直接套用在知识产权之上。知识产权法与

民法的体系协调还体现在知识产权法与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的协调方面。知识产品的无形性

法理可以为知识产权法与民法之间的制度协调提供区分标准、检视方法和融合尺度。
第二，知识产品承载的正当利益。“劳动价值论”尽管能够在一般意义上解释财产的正

当性，但在解释知识产品的 “创造性”方面存在欠缺，例如，仅凭借 “额头流汗”原则并

不能使某些产品成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瑑瑥 知识产品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根本原因在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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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品之中被添加了创造性的因素。正如有学者从 “信息”视角敏锐地指出: “就知识产权

的客体来说，所保护的并非一般性质的信息，而是那些具有创新性的信息组合方式，所保护

的是创新性组合结构的价值要素，而非信息内容本身的价值成分，因为在这种公众信息基础

之上的创新性结构组合才是发明创作人新的社会贡献。”瑑瑦 换言之，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客

体是 “特定主体的、新的创造性贡献”，如果特定主体没有将 “新的创造性贡献”凝结在无

形财产之中，该无形财产就不属于知识产品，其可能仅仅是公共产品，不具备成为私人产品

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客体的 “创造性”属性能够为知识产权法上的 “公

有领域”理论提供法理支撑。在实践中，“公有领域”和 “私有领域”的区分是一个不易解

决的问题，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关系就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有的裁判者

不适当地扩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将知识产权法已经排除保护的对象通过反不正当

竞争法进行保护，这种做法忽视了法律保护知识产品的正当性基础，造成了 “公有领域”的

减损和 “私有领域”的不当扩大。笔者认为，只有在 “知识产品应当具有创造性”这一基

础层次上进行分析，才能从根本上划定 “公有领域”与 “私有领域”的边界。
第三，知识产品具有的多元功能。作为无形财产的知识产品具有价值的外溢性，会产生

超越私权领域的多元功能，国家层面的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品牌创新以及市场主体层面的

财富增长、竞争力提升均可通过知识产品得以实现。笔者认为，知识产品的多元功能固然来

源于知识产品的无形性，但从更深层次考察，知识产品的多元功能主要是通过信息财产的流

动实现的。在宏观上，信息财产化是信息社会的经济利益杠杆和基础性制度; 在微观上，明

晰信息产权能维系权利人的生存和尊严，为其带来价值增值和发展的潜能。瑑瑧 知识产品是具

有创造性价值的信息，这种信息的流动就是财富的酝酿、生成和传递的过程。应当看到，信

息流动的内在规律仍然是市场规律，信息的流动遵循着交易的规则，对市场规律和交易规则

的尊重应当是制定知识产权政策的着眼点。例如，在专利激励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政府

和企业所获得的关于专利质量的信息并不对称，政府实施的专利申请资助政策可以降低企业

专利申请的成本，这会诱使企业申请低质量甚至无质量的专利以便获得资助，从而导致专利

申请质量的下降。但在专利授权方面，通过加强专利审查队伍建设和提升能力来提高专利授

权质量，瑑瑨 使专利政策的 “负效应”和 “正效应”都有所显现。实际上，专利的申请遵循的

是意思自治原则，是信息市场化流动的环节之一，应当遵循交易规则，外力的介入将导致交

易生态的失衡。与专利申请不同，专利的授权并不直接地与信息流动发生关联，而是为信息

流动提供 “优选”和 “过滤”的服务。因此，在授权环节中，特定的政策安排可以实现预

期效果。总之，知识产品多元功能的实现需要以私权逻辑和市场规律为基础，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应尊重信息流动规律。
(二) 建构性特殊法理: 关于 “权利塑造”的法理

第一，知识产权支配性的塑造。知识产权的支配性是知识产权在私权体系中的存在方

式，也是知识产权 “合法垄断”特质的外在表现。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产权的支配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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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描述，形成了 “排他权”“禁止权”“专有权”等多种解读方式。基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

形性，法律对知识产权支配性的塑造实质上就是对 “非排他性”的知识产品进行 “排他性”
的权利塑造。与物权相比，知识产权的支配性更加依赖法律的塑造，该塑造过程也更为复

杂。行为人对知识产品的支配方式是法律塑造知识产权支配性的 “抓手”，立法需要确认特

定支配方式的法律意义，并将具有调整价值的支配方式授予权利人，权利人因此获得支配特

定知识产品的 “排他权”和 “禁止权”。“占有”是所有权人对 “物”的最重要支配方式，

但知识产品不受 “占有”的束缚，权利人对知识产品的支配方式也就更为丰富。例如，对发

明创造的支配方式包括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进口等; 对作品的支配方式包括复制、发

行、信息网络传播等。技术发展是影响权利人对知识产品进行支配的决定性因素，例如，技

术的进步直接决定了著作权权项的设置方式，并将继续左右着著作权权项的演进方向。技术

是极为活跃的因素，新的技术不断催生新的作品传播方式，立法在确定知识产品支配方式

(设置权项) 时，会受到权项设置 “技术导向化”的影响。权项设置是否需要紧跟技术的发

展，在技术更新的引领下亦步亦趋? 笔者认为，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作品支配方式的变化如果

没有达到颠覆现有制度原理的程度，不宜径直通过增加权项的方式来适应技术的发展，以免

造成权项设置的繁杂化和不同权项之间的交叉重叠，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扰。相反，“以简驭

繁”的权项设置方式更为可取。此外，知识产权支配性的塑造应当在合理的限度内进行，避

免由 “合法垄断”蜕变为 “非法垄断”。知识产权支配性的限制途径包括内部途径和外部途

径。内部途径即在著作权法上通过 “反面限权”的方式对 “正面授权”进行限制和修正，

外部途径即在反垄断法上对知识产权的 “垄断性”进行限制，例如，通过反垄断法对标准必

要专利垄断 (标准制定中的欺骗行为和标准实施中的限制竞争行为) 进行规制。瑑瑩 总之，知

识产权支配性塑造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源于知识产品的独特属性，知识产权 “合法垄断”的

生成、维护和限定是在授权、限权和外部规制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
第二，知识产权法定性的品格。通过 “法律的规定”对知识产权进行制度建构是知识产

权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权利法定是明确绝对权内容、保护交易安全和降低交易成本的需

要，具有绝对权属性的知识产权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对 “创造性”的识别———
完成从 “无形财产”到 “知识产品”的遴选过程———需要通过法定的方式实现，知识产品

稀缺性的建构也依赖法定的标准。因此，知识产权法对于 “法定”有着更为深刻和独特的需

求，知识产权法具有 “权利法定”的基因。我们不仅应当关注知识产权法定的意义，更应当

关注知识产权法定的功能，因为知识产权 “法定”的方式和效果是否科学、适当直接决定着

知识产权法所塑造的权利的 “品质”。知识产权法定的核心问题是 “何者应该被法定”，这

个问题在物权法上可能并不突出。因为 “物”具有清晰的物理边界，物权的种类和内容法定

也就具有了清晰的表达效果，但知识产品天然具有的模糊性是法定手段不易克服的。知识产

权的种类和内容具有从 “权利”到 “权项”的多层次性，用于表达权利内容的 “词语”也

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因此，“何者应该被法定”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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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应当包括 “权利”和 “法益”，瑒瑠 “权利法定原则严格限定了‘法定＇
的对象——— ‘权利＇，将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排除在‘权利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瑒瑡 立

法未确认但司法给予保护的所谓 “权利”，实际上并非 “权利”而是 “法益”，而 “法益”
是否应当被保护需要进行充分的正当性考量，司法裁判对于 “法益”的保护也谈不上 “法

官造法”。这种 “权利”与 “法益”相区分的法理能够为处理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

权专门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提供法理支撑。瑒瑢 应当承认，“知识产权法也并不将特定

知识的所有使用形态均置于其效力之下，而只是根据技术、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确定”。瑒瑣

因此，知识产权 “权项”法定的 “权利确认”功能至关重要。例如，著作权的权项限定了

权利人可以控制的行为方式，而对于权项之外的行为，权利人无权控制，因此，著作权的具

体权项需要法律明确规定，所谓的 “兜底条款”不能被视为对 “权利法定”的弱化和消解。
相比之下，著作权法对作品类型的列举只是对典型作品的特别说明，并不意味着未被列举的

作品类型不受法律保护。究其原因，作品的类型属于无限丰富、不可限定的经验事实，无法

被法律塑造，也不应被法律所限定。对于作品而言，法律所能限定的是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

的构成要件，即作品判断标准的法定。因此，作品的具体类型不应由法律限定，应是完全开

放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克服物权法定原则僵化性”的命题并不能当然适用于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上的诸多 “必须法定”和 “不可法定”之处需进行具体的识别。
(三) 调节性特殊法理: 关于 “利益分配”的法理

第一，“价值理性”主导下的知识产权法利益分配。 “价值理性”与 “工具理性”是

“合理性”的两种解释路径，“价值理性”强调行为动机的纯正和手段的正确，关注精神价

值; “工具理性”是指行动者仅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不考虑情感和精神价值。由于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生成和运行受到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而 “科技力”和 “经

济力”具有较强的工具属性，两者都追求特定的效果，因此，知识产权法不可避免地受到

“工具理性”的影响，知识产权制度一直面临着 “工具理性”扩张带来的利益失衡风险。防

范 “工具理性”的风险需要发挥 “价值理性”的引导和纠偏功能，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法

“工具理性”相对强势的条件下，“价值理性”的意义就更为明显。知识产权法除了追求公

平、正义等法的一般价值之外，还特别强调创新、平衡等价值。实际上，创新价值和平衡价

值可以承担对 “工具理性”进行引导的重任。如前文所述，科学技术作用于知识产权法的方

式是内在的、深刻的，同时，资本介入技术的研发过程极有可能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导入

“逐利”的轨道。在互联网领域，所谓的 “技术中立”原则经常被提及，“实质性非侵权用

途”规则也一度成为技术提供者免责的事由。但是，互联网平台凭借 “技术+资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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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侵权行为的事件频繁发生，“技术中立”的合理性已经受到质疑。例如，某些移动新闻

聚合平台未经授权转载他人作品，并以 “不生产新闻，只做新闻的搬运工”瑒瑤 作为自身的定

位。这种 “搬运”行为无论以何种强大的技术做支撑，都无法否认其对创新源头和 “利益

平衡”机制的破坏，都无法改变其侵权的本质。因此，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设定应当

遵循 “价值观先行”的原则，在相关主体的技术手段影响到利益分配的情形下，知识产权法

既要考虑利益相关方的现实需要，也要在历史的大视野下考虑不同主体的未来需求，并主动

进行价值引导，防止技术发展和资本运作遮蔽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目标，避免 “工具理性的越

位”和 “价值理性的缺位”。“技术有变，法理有常”。瑒瑥 知识产权法应当以理性的态度，冷

静地看待新技术，既要清醒地认识到 “机器偏见”“黑箱算法”等弊端，也要避免对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作出超出法律价值和逻辑的预测，“将对策与科技问题当作理论与学术问题，离

开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方法，使得人工智能的研究日益滑向不可知论”。瑒瑦

第二，“介入性”利益调节机制的普遍适用。由于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特征，知识产权

的权利边界缺乏直观的表现形式，同时，知识产品还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属

性，同一知识产品可以同时被多人使用，这些特殊之处使得知识产权的制度构造不能与传统

财产权相提并论。传统财产权制度主要依靠交易规则实现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其利益调节

机制具有 “自发性”的特点。而在知识产品的交易过程中，主体之间难以对知识产权的边界

作出清晰的划分，在很多情况下，通过谈判确定交易价格的方式也并不可行，“自发性”利

益调节机制在知识产权法上的功能受到制约。因此，外部力量介入的利益调节机制必然发挥

更大的作用。具体而言，“介入性”调节主要包括以下作用方式: 首先，“行为方式调控式”
介入。由于缺少有形客体的支撑，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和权利边界高度依赖相关主体的行为

方式，除了立法对特定的行为进行授权和禁止之外，司法裁判对特定行为属性的认定以及对

行为冲突的解决也是知识产权权利内容和边界得以明确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介入性”
调节机制的功能在许可使用制度之上得以充分发挥。许可使用制度由两个关键环节构成，即

“授权”和 “付酬”。如果对 “授权”和 “付酬”进行相应的限定将产生 “合理使用”“法

定许可”“默示许可”等法律效果，可以形成多种利益分配状态，为实现利益平衡提供更多

的制度供给。其次，“损益衡量式”介入。知识产品具有外部性特征，“私益”与 “公益”
共存于知识产品之上，知识产权法将权利人的 “支配权”置于利益平衡的枢纽环节，可以认

为权利人的绝对权是 “显性”的权利。相比之下，“公益”则处于相对 “隐性”的位置，只

有在特定的条件下 “公益”才能走上前台，但这并不意味着 “公益”要让位于 “私益”。相

反，“公益”可以成为 “私益”的限制性因素，“侵权不停止”即为例证。因为 “在知识产

权领域停止侵害请求权不加限制地行使，对于市场自由竞争以及技术创新等经济活动产生了

过度的负面影响”，瑒瑧“停止侵害”的责任承担方式应当受到限制。尽管这种限制在传统财产

法领域属于 “例外”，但在知识产权法领域却是符合知识产品外部性要求的应然之举。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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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考量式”介入。与传统财产权的损害赔偿相比，“绝大多数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不

确定性都十分巨大，如果我们把确定的标准掌握得很严格，根本就无法以合理的社会成本来

确定损害赔偿”。瑒瑨 因此，需要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损害赔偿数额进行认定，无论裁判者

最终选取何种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都需要结合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判断。这种

“多因素考量式”的裁判方法并不只是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难以确定”引发的无奈

之选，实际上，多因素考量也是对知识产权价值和损害的复杂形成机制的理性回应。

结 语

知识产权法的特殊法理蕴含在本体、进化、运行、价值等基本范畴之中，揭示了知识产

权法的特有规律，阐明了知识产权法的特有法理，发挥着奠定制度基石、塑造制度架构、协

调利益关系的功能。笔者认为，范畴与法理的对接是知识产权法理论和制度向纵深发展的必

然选择，同时，范畴与法理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传统法

学基本范畴的框架，实现对知识产权法特殊法理的初步揭示。除此之外，特殊法理也能够为

知识产权法 “特殊范畴”的凝练和塑造提供指引和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知识产权法基

本范畴中的特殊法理的探寻仍然 “在路上”。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cking category and Fali”，the basic category of intellec-
tual property law contains special Fali． The special Fali in the basic catego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should reveal the special law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and clarify
the special Fali from the internal perspective and fit the space－ tim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With the framework of ontology，operation，evolution and value，we can find the special
Fali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The ontolog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cludes the special Fali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for example，“knowledge products are creative”，the private nature of in-
tellectual property and how to allocate right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The op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cludes the special Fali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involved in the op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ort damages． The evolu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cludes the special Fali of evo-
lution from “privilege” to “private right”and the act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bject． The val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cludes the special Fali of “innovation”and
“balance”． The special Fali in the basic catego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exists in the form of sys-
tematization，which consists of foundational special Fali，constructive special Fali and regulatory spe-
cial Fali．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Basic Category; Special Fali; Systematization; Intangi-
bility of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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