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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２０１８》

（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８）。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推动了专利、商

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其他在全球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知识产权申请量的增长，

全球２０１７年知识产权申请量创新高。
表１　全球知识产权主要统计数据

专利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增长率（％） ２０１７占比（％）

全球总量 ３，１２５，１００ ３，１６８，９００ ．． １００．０
中国 １，３３８，５０３ １，３８１，５９４ ．． ４３．６
美国 ６０５，５７１ ６０６，９５６ ０．２ １９．２
日本 ３１８，３８１ ３１８，４７９ ０．０ １０．１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增长率（％） ２０１７占比（％）
全球总量 １，５５３，２８０ １，７６１，２００ ．． １００．０
中国 １，４７５，９７７ １，６８７，５９３ ．． ９５．８
德国 １４，０３０ １３，３０１ －５．２ ０．８

俄罗斯联邦 １１，１１２ １０，６４３ －４．２ ０．６
商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增长率（％） ２０１７占比（％）

全球商标申请指定

的类别数量
９，７７１，４００ １２，３８７，６００ ２６．８ １００．０

中国 ３，６９７，７３１ ５，７３９，８２３ ５５．２ ４６．３
美国 ５４５，２７９ ６１３，９２１ １２．６ ５．０
日本 ４５１，１４４ ５６０，２６９ ２４．２ ４．５

工业品外观设计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增长率（％） ２０１７占比（％）

全球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

中所含的外观设计数量
１，２４０，６００ １，２４２，１００ ．． １００．０

中国 ６５０，３４４ ６２８，６５８ ．． ５０．６
欧盟 １０４，５２２ １１１，０２１ ６．２ ８．９
韩国 ６９，１２０ ６７，３５７ －２．６ ５．４

植物品种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增长率（％） ２０１７占比（％）
全球总量 １６，５６０ １８，４９０ １１．７ １００．０
中国 ２，９２３ ４，４６５ ５２．８ ２４．１
欧盟 ３，２９９ ３，４２２ ３．７ １８．５
美国 １，６０４ １，５５７ －２．９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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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专利

２０１７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达到了创纪录的 １３８

万件，随后为美国（６０６，９５６件）、日本（３１８，４７９件）、韩国（２０４，７７５件）和欧洲专利

局（１６６，５８５件）。

前五大主管局受理的申请数量占全球总量的 ８４５％。其中，中国（＋１４２％）

和欧专局（＋４５％）的申请量增长迅速，日本（＋００３％）和美国（＋０２％）申请量

增长较小。韩国（－１９％）２０１７年的申请量少于２０１６年。

专利申请量位列前十的还包括德国（６７，７１２件）、印度（４６，５８２件）、俄罗斯联

邦（３６，８８３件）、加拿大 （３５，０２２件）和澳大利亚 （２８，９０６件）。澳大利亚

（＋１８％）、加拿大（＋０８％）和印度（＋３４％）的申请量都有所增长，而德国

（－０３％）和俄罗斯联邦（－１１３％）的申请量则出现了下降。

　　２．商标

２０１７年全球约有 ９１１万件商标申请，涵盖 １，２３９万类。申请中指定类别的数

量连续八年实现增长，２０１７年增长２６８％。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申请［１］数量最多，涵盖约 ５７０万类，其次是美国

（６１３，９２１）、日本（５６０，２６９）、欧盟知识产权局（３７１，５０８）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３５８，３５３）。在排名前二十的主管局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８７９％）和中国

（＋５５２％）受理的申请量年增长率较高。日本（＋２４２％）、英国（＋２４１％）和加

拿大（１９５％）的增长也很可观。

［１］商标申请活动指的是商标申请中指定类别的总量。

　　３．工业品外观设计

２０１７年，全球共提交了约９４５，１００件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其中包含 １２４万项

外观设计。

２０１７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申请中包含了 ６２８，６５８项外观设计，占全

球总量的５０６％。其次是欧盟知识产权局（１１１，０２１项）、韩国（６７，３５７项）、土耳

其（４６，８７５项）和美国（４５，８８１项）。在排名前二十的主管局中，外观设计申请数量

增长最快的是英国（＋９２１％）、西班牙（＋２３５％）和瑞士（＋１７９％）。

２ 知识产权动态



与家具相关的外观设计占全球申请数量的 １０％［２］，其次是与服装（８５％）以

及包装和容器（７２％）相关的外观设计。

［２］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活动指的是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中所含的外观设计总量。
［３］创意经济调查是一项由国际出版商协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开展的联合调查。

　　４．植物品种

中国在２０１７年受理的植物品种申请数量最多，共计４，４６５件，其次是欧洲联盟

共同体植物品种局（３，４２２件）、美国（１，５５７件）、乌克兰（１，３４５件）和日本（１，０１９

件）。２０１７年，中国的植物品种申请量增长了 ５２８％，乌克兰（＋５６％）、日本

（＋４３％）和欧盟共同体植物品种局（＋３７％）也实现了增长，而美国的申请量下

降了２９％。

　　５．地理标志

２０１７年，全球共有５９，５００个有效地理标志。德国（１４，０７３个）的有效地理标

志数量最多，其次是奥地利（８，７４９个）、中国（８，５０７个）、匈牙利（６，６４６个）和捷克

共和国（６，１９１个）。在各欧盟成员国有效欧盟地理标志共有４，９３２个。

与“葡萄酒和烈酒”相关的有效地理标志占２０１７年世界总量约５７％，其次是农

产品和食品（２８２％）以及手工艺品（２７％）。

　　６．创意经济

２０１７年，１１个国家涵盖三个部门（贸易、教育与科学、技术与医疗）的出版业收

入达２，４８０亿美元。中国的净收入最高（２，０２４亿美元），其次是美国（２５９亿美

元）、德国（５８亿美元）和英国（４７亿美元）［３］。

数字作品在中国占贸易部门总收入的 ２８３％，在日本占 ２３５％，在瑞典占

１８４％，在芬兰占１３２％，在美国占１２９％。

２０１７年，美国共售出 ２６９３亿份出版物，其次是英国（６４７亿份）、巴西（６１７

亿份）和法国（４３亿份）。

许　轶　检索，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８／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１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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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实施状况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日本发布了《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推进计划》中各政策实施状况，主

要围绕以下三方面：（１）培养适应未来的人才和企业；（２）促进创造活动的开展；

（３）设计新的领域框架。报告整理了日本政府为推进计划所采取的行动与政策措

施。其中涉及促进创造活动开展的相关措施如下：

　　１．加快开放创新

内阁府整理了开放创新的实施课题，并制定了促进开放创新实施措施清单，制

定战略以促进其充分实施。内阁府、经济产业省、外务省将在 ２０１９年协同实施知

识产权平台标准设计、开发及试行运用。文部科学省将推动技术转移等机构的广

泛化和网络化。经济产业省组织精通校企联合的专家，对大学研究者进行针对性

访问，以发掘有效发明和普及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经济产业省、内阁府以及相关府

省正在携手以欧美为对象，在小型卫星领域实施相关技术动向调查。

　　２．支援新兴企业

经济产业省开始采用超快速审查通道等新方式应对新兴企业提出的专利申

请。２０１９年经济产业省会将新兴企业生态系统相关人员和知识产权相关人员联系

起来，激活包含知识产权在内的新兴产业生态系统。经济产业省将组织支援新兴

企业的专家团队，构筑与新兴企业商务特点相适应的知识产权战略，并普及事业单

位研究成果，让企业也认识到构筑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

学技术振兴机构将２０位人才分配到日本国内五个区域中，以实现地区企业技术需

求和全国大学新技术的匹配，从共同研究到事业化目标阶段都将持续进行支援。

经济产业省对股权以及新股预约权取得方面已有成就的国内外大学以及由该大学

组建的新兴企业实施听证，并制定新股预约权取得相关手续，成立委员会，预计于

２０１９年３月进行汇总。

　　３．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新生态系统

由全球无形财产生态系统创造事业对无形财产创作和海外推广进行费用补

助，同时补助无形财产本地化（补助率 ５０％）。经济产业省观光业、本地产业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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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等相关人员与制作播放内容的民间人士协同合作，支援播放内容的制作和发

送，培养开展海外活动所必需的人才。面向海外播放等展开支援项目，对于难以上

映日本节目的国家和地区，将提供日本各类电视节目。无形财产商业系统是无形

财产产业中开展的全新内容，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其发展，经济产业省将调查该系统

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功能，并探讨如何运用地区产业链技术模型。为解决无形财产

权利信息整合与内容示范中出现的问题，在音乐领域，创作者可汇总管理者所持有

的权利情报和创作者自己所管理的权利情报，完善一次性检索功能。

　　４．仿制品和盗版的应对对策

内阁府、警察厅、总务省、财务省、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等相关府省将开设

研讨会探讨盗版应对综合策略，并向验证、评价和规划委员会报告。总务省和相关

团体、企业一同强化东盟中的政府机关网络。文部科学省在文化审议会上就“ｌｅｅｃｈ

ｓｉｔｅ”对策展开了讨论。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将更加严肃地对待借个人使用名义而

进口的仿制品和盗版商品，并从权利者处了解受害情况、收集意见、举行听证。文

部科学省积极推进著作权相关知识普及。警察厅、消费者厅、财务省、文部科学省、

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省联合以２０至２５岁的社会人士为重点，培养其抵制仿制品

和盗版的意识。

王雯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ｓｉｎｇｉ／ｔｉｔｅｋｉ２／ｔｙｏｕｓａｋａｉ／ｋｅｎｓｈｏ＿ｈｙｏｋａ＿

ｋｉｋａｋｕ／２０１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ｄａｉ２／ｓｉｒｙｏｕ１．ｐｄｆ

原文标题：「知的财产推进计画２０１８」の各施策の取组状癋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７日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日本科研能力现状和问题》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了《日本科研能力现状和问

题》研究报告。报告主要从论文的质量和数量、研究领域参与情况、研究的多样性

和国际化、大学系统的论文产出情况以及论文与专利的关联等方面对日本科研能

力现状进行分析，然后从科研费用、研究人员数量和构成情况等角度剖析了日本科

学研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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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论文的质量和数量

与１０年前（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５年）相比，日本论文数量（２０１３至 ２０１５年）呈略微下

降趋势。由于其他国家论文数量的增加，日本的整体排名由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５年的第二

位下降至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５年的第五位。

　　２．研究领域参与情况

　　（１）全球研究领域数量的变化

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６年，科学地图中全球研究领域数量增加了 ５０％。全球整体

论文数量的增加、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参与导致的研究者数量增加、新的研究领域的

出现、现有研究领域的细分等是造成全球研究领域增加的主要原因。

　　（２）各国研究领域参与数量和比例

日本：２０１６年研究领域参与数量比 ２０１４年增加了 ９１％（２５个领域），参与比

例从２０１４年的３２％增长到了２０１６年的３３％；

英国和德国：研究领域参与数量均呈现增加趋势，２０１６年参与比例分别为

６３％（英国）、５６％（德国）；

中国：研究领域参与数量和参与比例均稳步增长（５１％）。

图１　美日英德中的研究领域参与数量变化情况

　　（３）各国论文引用 ＴＯＰ１０％研究领域参与情况

如果通过论文引用 ＴＯＰ１０％的研究领域参与数量来衡量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

果产出国家，日本与英德中的差距有所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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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文引用 ＴＯＰ１０％的研究领域参与比例来看，英德分别达 ６９％、６２％，日本

仅为４３％。报告认为原因可能是日本缺乏引领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

　　３．论文与专利的关联

　　（１）主要国家专利家族数量

日本在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３年以及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３年专利家族（对至少三个国家进行专

利申请）数量排名全球第一。随着韩国和中国份额的增加，日本在“信息通信技

术”，“电气工程”领域的份额有所降低。

　　（２）引用论文的专利家族数量和被专利家族引用的论文数量

日本引用论文的专利家族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但是日本引用论文的专利家族

占比较低，日本的论文被全球其他国家专利家族引用的频率较高。

　　（３）日本论文和全球主要国家专利家族之间的联系

日本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论文大约一半都被日本专利引用。另外，日本环境／

地球科学、临床医学、基础生命科学论文大约一半被美国专利引用。

图２　日本论文与全球主要国家专利家族之间的关联

黄　未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ｓｔｅｐ．ｇｏ．ｊｐ／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３８９３０

原文标题：日本の科学研究力の现状と课题「ＮＩＳＴＥＰブックレット１（ｖｅｒ．５）」

の公表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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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ＩＰ公司分析物联网领域专利战略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美国知识产权（ＩＰ）公司 Ｓａｇａｃｉ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发布了一项关

于物联网领域的专利报告。报告分析了该领域的专利发展态势和面临的挑战。

报告指出，物理世界正逐渐通过物联网成为一个重要的信息系统。２０１７年，物

联网相关设备达到８４亿台，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将达到３００亿台。物联网技术不仅将改

变人类的工作方式，还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随着物联网连接设备控制技术成

本的降低、智能手机连接性的增强，物联网有望在 １０年内发展成为一种无处不在

的技术，预计到２０２０年该技术全球市场价值将达７１万亿美元。麦肯锡研究预估，

到２０２５年，物联网的潜在经济影响将从每年２７万亿美元增加到６２万亿美元，并

将广泛应用于医疗健康、制造、电力、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车辆和农业等领域。

　　１．专利态势

从技术分支看，专利数量最多的分支为无线网络的资源管理；

从专利申请主体看，该领域的专利所有者较为分散，其中，ＬＧ的专利布局最

多，约占申请总量的５％，其次是爱立信和高通；

从地域看，美国的专利申请量最多，其次依次为日本、韩国和中国；

从高质量的专利布局和专利申请看，高通占据首位。

表２数据表明，物联网一直是创新源地，大量公司纷纷投资该领域。

表２　物联网技术分类和专利数量

一级分支 二级分支 三级分支 专利数量（项）

计算机网络

有线网络

无线网络

交流协议 １００６

资源管理 ４７５

复用方法 １６７

拓扑管理 ７１６

资源管理 ２１９４

拓扑管理 ９６０

交流协议 １２０６

复用方法 ２９２

射频协议 ３０３

基带处理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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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一级分支 二级分支 三级分支 专利数量（项）

计算

算法

加密

内存管理

路由算法 ８３

图像处理 ６７１

字符识别 ８５

误差校正 ２２４

数据安全 ６２８

数据加密 ４２４

信息检索 ９８４

基础设施

控制系统

电源管理

硬件

９８０

２３６

电路 ８９３

传感器 ２７７

其他

应用

检测

其他

家庭自动化 １７６

运输 ６３４

家庭安全 ７５５

电子商务 １０８８

医疗保健 ７３５

娱乐 １１１

防盗系统 １９３

１７５

２４７

　　２．面临的挑战

在物联网领域申请专利绝非易事。该领域的公司面临众多挑战，基本可以概

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挑战一：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在互联网领域，为了实现某一单一的目标，通常需要多个装置协同工作。这就

导致在专利申请中，同一项发明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权利保护方式。包括：

涵盖物联网设备的装置类权利要求，如由控制器或处理器控制的组件；

涵盖物联网设备操作或运行的方式类权利要求；

涵盖物联网设备彼此通信或与其他类型设备（如路由器，服务器）通信的方

法类权利要求；

涵盖物联网设备执行的软件实施过程类权利要求；

涵盖远程服务器与物联网设备通信执行过程的软件类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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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多个物联网设备，如手表和电话、集线器和锚节点、路由器和 ＷｉＦｉ设备

彼此交互的权利要求。

但是，由于成本原因，大多数专利申请一般限制在２至４项独立权利要求。

　　挑战二：共同侵权和分离式侵权

物联网技术是交互式的，通常需要位于多个不同地理空间的系统协同作业。

这就使得发明人可能会面临多方共同侵权的情形。组成物联网系统的各种组件可

以归不同的公司所有、销售和运营。分离式侵权（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处理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是，当侵权行为发生在多个不同的公司、主体或设备时，其是否存在侵

权责任。

按照目前的规则，正如 Ａｋａｍａｉ（ＣＤＮ服务提供商）起诉 Ｌｉｍｅｌｉｇｈｔ（网络公司）专

利侵权案所规定的，如单一被告“在整个过程中行使‘控制或指导’以便每一步都能

归因于控制方”时，由多方执行的多个操作才会涉嫌侵权。但这一标准是相当

高的。

　　挑战三：Ａｌｉｃｅｖ．ＣＬＳＢａｎｋ案之后的授予专利主题的资格

在最高法院对 Ａｌｉｃｅ案进行裁决之后，物联网领域的发明专利挑战大大增加。

物联网领域广泛涉及多种技术的融合，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时分析（大数据算法）、机

器学习（深度学习算法）、商品传感器（通用）和嵌入式系统四大技术。

从本质上讲，在当前发展水平下采用上述技术，物联网的相关功能不会有所改

进。但是，物联网通过上述技术能够实现数据的连接和交换，从而为物理世界与计

算机系统的直接集成创造了机会，使得工作效率、经济效益大大提升，人力成本消

耗大大降低。

由于物联网生态系统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收益和流程优化，因此物联网领

域的技术发明很有可能被描述成一种抽象概念，而不产生技术改进或其他有形

结果。

　　挑战四：专利质量

许多科技公司都正在囤积专利，但这些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普遍很小，这意

味着这些专利要么由于权利保护范围过于狭窄而没有任何价值，要么由于保护范

围过于宽泛或者模糊不清，使得专利对双方复审程序（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ＩＰＲ）中

的现有技术挑战没有任何抵御能力。

然而，随着美国专利商标局和地方法院通过 Ａｌｉｃｅ案继续彻底解决混乱的局

面，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更加重视创新性更强的专利申请，这些专利申请将受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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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注，因此物联网领域的专利质量可能会得以提高。

朱月仙　检索，侯雪婷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ｓｍａｒｔｄｅｖｉｃｅｓｉｏｔｎｅｅｄｓｍａｒｔｅｒ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原文标题：ＳｍａｒｔｄｅｖｉｃｅｓｉｎＩｏＴｎｅｅｄａｓｍａｒｔｅｒ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分析５Ｇ专利竞争态势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２日，专利数据公司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发布了５Ｇ专利竞争态势报告，报告

分析了５Ｇ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的增长状况、５ＧＳＥＰｓ领先持有人、企业对５Ｇ的技

术贡献，并对５Ｇ技术的专利管理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报告指出，５Ｇ技术将促进数以万计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的产生，并将提

高生产力，创造新产业。全球５Ｇ网络将统一移动通信，并通过物联网将万事万物

连接到一起。５Ｇ技术可以将车辆、船舶、建筑物、仪表、机器和其他实体物品与电

子、软件、传感器和云连接起来，嵌入式 ５Ｇ技术将允许机器在物理世界中交换信

息、集成到基于计算机的系统中。近年来，３Ｇ和 ４Ｇ的专利权人控制了智能手机行

业中移动技术的利用方式。因此５Ｇ的专利权人也可能通过在各个市场实现５Ｇ连

接而成为技术和市场的领导者。

如图３所示，过去５年间宣布的５ＧＳＥＰｓ数量不断增加。

图３　每年宣布的５ＧＳＥＰｓ数量

报告指出，虽然３Ｇ和４Ｇ的实施主要涉及智能手机行业，但 ５Ｇ将通过物联网

扩大到整个物理世界。在未来，任何依赖连接（例如运输、能源、制造、医疗保健和

娱乐）的行业都将涉及５Ｇ技术，因此也无法避免对５ＧＳＥＰｓ的使用。成功的３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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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Ｇ许可计划使得专利所有人获得了大笔的专利许可费用，因为应用领域的扩大，

５Ｇ专利许可的目标市场要远大于３Ｇ和 ４Ｇ。图 ４显示了 ５ＧＳＥＰｓ的前 １０名专利

持有人。其中，韩国的三星和 ＬＧ公司，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公司以及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所，美国的高通、英特尔和 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公司，欧洲的爱立信和诺基亚公司，日本

的夏普公司是主要的５Ｇ专利持有人。

图４　５ＧＳＥＰｓ领先持有人

汽车行业可能是最先依赖５Ｇ技术将车辆与车辆、路边设施、交通信号灯、建筑

物和网络互联以处理汽车存储的数据或云端数据的行业之一。图 ５显示了与汽车

行业相关的５ＧＳＥＰｓ。如图所示，近年来汽车领域５ＧＳＥＰｓ数量增加迅速。

图５　与汽车行业相关的５ＧＳＥＰｓ年度申请数量

不同系统的互连以及跨设备通信依赖于 ５Ｇ标准的通用规范。５Ｇ技术的市场

潜力使得参与５Ｇ标准开发的企业备受关注。５Ｇ标准是通过企业在国际会议上提

交和展示技术贡献来制定和调整的。图６显示了为５Ｇ做出技术贡献的顶级公司。

衡量对５Ｇ标准制定的参与和投资程度的另一种方式是工程师参与标准制定

会议的人次。出席会议反映了企业为开发５Ｇ技术所做的投资，企业派遣了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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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对５Ｇ标准技术贡献最高的领先企业

的技术工程师，并花费了时间、精力来讨论最新的技术发展。图 ７显示了参加 ５Ｇ

标准制定会议的企业的员工数量。

图７　参加５Ｇ会议人员最多的企业

报告指出，５ＧＳＥＰｓ的许可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主要趋势。５Ｇ技术不仅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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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智能手机行业，也适用于任何需要连接的制造业。参与 ５Ｇ专利管理的高级专利

经理和专利负责人需要考虑以下事项：

（１）未来涉及连接的技术将越来越多的依赖于诸如５Ｇ的专利技术标准；

（２）５ＧＳＥＰｓ的数量不断增加，因此专利主管应该考虑许可使用成本和适当的

安全支付问题；

（３）专利主管不仅需要考虑从专利数据中检索的信息，还应监测和考虑有关标

准化的其他数据，如技术贡献和会议出席情况；

（４）高级专利管理人员必须了解 ＳＥＰｓ市场的动态，如专利主张实体经常寻求

专利组合以获得广泛的专利特许使用费；

（５）制造商应采取共同的专利和标准化战略，以确保能充分参与未来技术的

开发。

朱月仙　检索，朱　敏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ｗｈｏｌｅａｄｉｎｇ５ｇｐａｔｅｎｔｒａｃｅ

原文标题：Ｗｈｏ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５Ｇｐａｔｅｎｔｒａｃｅ牽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２日

政策规划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广

一批促进创新的改革举措，更大激发创新创造活力；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修正案（草案）》，有效保护产权，有力打击侵权。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京津冀、上海、广东等 ８个区域对促进创

新的改革举措开展了先行先试。去年第一批 １３项改革举措已推向全国。会议决

定，再将新一批２３项改革举措向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更大力度激活创新资源、激励

创新活动，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其中，在全国推广的举措主要包括：一是强化科

技成果转化激励。允许转制院所和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以“技术股 ＋现金

股”形式持有股权。引入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成果转化。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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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等方式参与企业技术攻关。二是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为中小科技企业包括轻资

产、未盈利企业开拓融资渠道。推动政府股权基金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

创业创新团队可约定按投资本金和同期商业贷款利息，回购政府投资基金所持股

权。鼓励开发专利执行险、专利被侵权损失险等保险产品，降低创新主体的侵权损

失。三是完善科研管理。推动国有科研仪器设备以市场化方式运营，实现开放共

享。建立创新决策容错机制。同时，将原先在个别区域试点的 ３项改革举措，推广

到先行先试的全部８个区域，包括赋予科研人员一定比例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区

域性股权市场设置科技创新专板、允许地方高校自主开展人才引进和职称评审。

会议要求，要加强对上述分批推广和其他先行先试改革举措的跟踪评估，总结经

验，完善政策，促进改革深化，更大发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加强专利权人合法权益保护、完善激励发明创造的机制制度、把实践

中有效保护专利的成熟做法上升为法律，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

（草案）》。草案着眼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打击力度，借鉴国际做法，大幅提高故

意侵犯、假冒专利的赔偿和罚款额，显著增加侵权成本，震慑违法行为；明确了侵权

人配合提供相关资料的举证责任，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阻止侵权行为须承

担连带责任。草案还明确了发明人或设计人合理分享职务发明创造收益的激励机

制，并完善了专利授权制度。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８１２／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４６０１６．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７日

国家发改委等３８个部门联合签署《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

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日，为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央组织部、中

央宣传部等３８个部门和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

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备忘录》明确，联合惩戒对象为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主体实

施者。主体实施者为法人的，联合惩戒对象为该法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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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直接责任人员和实际控制人；主体实施者为非法人组织的，联合惩戒对象为非

法人组织及其负责人；主体实施者为自然人的，联合惩戒对象为本人。

《备忘录》指出，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包括：（１）重复专利侵权行

为；（２）不依法执行行为；（３）专利代理严重违法行为；（４）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挂

靠行为；（５）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６）提供虚假文件行为。

《备忘录》强调，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联合

惩戒对象采取一种或多种惩戒措施。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采取的惩戒措施包括，

（１）加大监管力度，依法从重处罚违法行为；（２）取消进入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

快速维权中心的专利快速授权确权、快速维权通道资格；（３）取消申报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和优势企业资格；（４）取消申报国家专利运营试点企业资格；（５）在进行专

利申请时，不予享受专利费用减缴、优先审查等优惠措施。

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共３３条，包括：限制政府性资金支持，对政府性资金申请

从严审核，或降低支持力度；限制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支持；依法限制其作

为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失信情况记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互联网征

信系统；供金融机构融资授信时审慎性参考；依法对申请发行企业债券不予受理；

对失信主体注册非金融债务融资工具加强管理，并按照注册发行有关工作要求，强

化信息披露，加强投资人保护机制，防范有关风险等。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ｇｚｔｚ／１１３４３０６．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８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知识产权服务民营企业

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知识产权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

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内容如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发挥知识产权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基本保障作用，大力支持民营经济提质

增效、创新发展，现将知识产权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依法严格保护民营企业知识产权。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民营企业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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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会同有关方面深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查办一批侵害民营企业知识产权的案

件，形成知识产权保护高压态势。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通过源头追溯、实时

监测、在线识别等，着力提升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为力度和精准度。深入调研

民营企业在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快建立知识产权领域信

用联合惩戒机制。

二、加强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要在服务企

业名录中，进一步扩大民营企业占比，完善快速授权、确权、维权一站式服务机制，

大幅提升重点产业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效率。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

要主动作为、上门服务，实施首问负责制，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民营企业上门服务活

动，提供快速反应、快速处理、快速反馈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

三、扩大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覆盖面。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增信增贷作

用，推动风险补偿、补贴贴息等各类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扶持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

降低融资成本。完善银行、保险、担保、基金等多方参与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

分担机制，分担融资风险。认真了解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融资需求，以项目推介会、

银企对接会等形式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畅通融资渠道。２０１８年底前，各省（区、市）

和副省级城市至少举办１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接活动。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

系建设重点城市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增幅应超过２０％，其中中小民营企业

项目数占比超过５０％。

四、引导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中央财政引导支持的各

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要加快投资进度，２０１８年新增投资超过 ２亿元。将民

营企业投资比例纳入基金绩效评价指标，投向民营企业占比应超过 ８０％。各类知

识产权运营基金要发挥专业优势，加强投后管理和服务，推动民营企业知识产权提

质增效。

五、深入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各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

进工程试点城市知识产权局要完善行业性组织、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企业共同参与

的知识产权托管工作体系，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面向民营企业推广知识产权托

管服务。各地方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利代理援助服务，鼓励专利代理机构为困难民

营小微企业提供免费专利代理服务，２０１８年援助企业数增幅 ２０％以上。面向民营

企业加大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培育力度，提高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中民

营企业占比。推动知识产权贯标辅导、认证等支持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引导更多

民营企业贯彻实施 ＧＢ／Ｔ２９４９０２０１３《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优化完善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积极推进专利导航、商标品牌培育、地理标志精准扶贫等工作，支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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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发展壮大。

六、支持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激发知识产权服务

行业的民营经济活力，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行业监管等方面，对国有、民营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一视同仁。压减专利代理机构审批时间至 １０天，加强专利代理事中

事后监管。各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要着力推进知识产权服务品牌培育工作，打

造一批规模化、国际化、品牌化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

七、推进知识产权便利化服务。各专利代办处受理窗口要面向民营企业组织

专利收费减缓及相关申请政策宣讲会。每年至少组织 ２场政策宣讲活动，让专利

收费减缓、专利优先审查绿色通道、专利审查高速路等政策更多惠及民营企业。各

有关地方知识产权局要协调专利审查协作中心、商标审查协作中心开展“千家民企

面对面”活动，组织审查员走访民营企业。各专利审查协作中心分别派出审查员

１００人次以上，各商标审查协作中心分别派出审查员２０人次以上，围绕专利商标获

权维权用权等专业问题，面对面答疑解惑，问计于企，问需于企，助推民营企业提高

知识产权质量效益。建设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机制，持续完善海外知识产权信

息平台，编制发布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实务指引，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

八、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完善专利数据服务试验系统，扩大专利基础

数据开放范围，推进商标数据库逐步开放，便利企业获取知识产权信息。发挥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平台作用，提高民营企业专利信息获取利用能力，开展民营企业帮扶

行动。

九、加大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力度。积极开展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培训。

支持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大力培养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人才。各地方知识产权局

要加强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人才培训，面向民营企业领军人才、管理人才、实务人才

和创新创业人才开展多层次、精准化知识产权培训。２０１８年底前，各省（区、市）面

向民营企业培训１００人次以上，各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示范城市面向民营企业培

训２００人次以上。

十、提高民营企业知识产权意识。积极倡导创新文化，将民营和中小微企业作

为重点群体，加大知识产权宣传力度。利用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等重大活动契

机，面向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组织开展培训、研讨等宣传活动，宣传知识产权法律法

规及方针政策。加强民营企业扶持政策宣讲，以开辟专题、专栏、专版等形式，通过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广泛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知识产权舆论氛围。做好典型案

例宣传报道，开展“知识产权、竞争未来”等主题采访活动，组织中央媒体对民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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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运用知识产权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的典型案例进行专题报道，讲好民营

和中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故事。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ｇｚｔｚ／１１３４４５８．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２日

专题报道

美国商务部发布释放美国创新力绿皮书

【摘要】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美国商务部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联合发布了年度特别

出版物———《追求投资回报，释放美国创新力绿皮书》。绿皮书中提出了五大战

略和１５项拟采取行动方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美国商务部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ＩＳＴ）联合发布了年度特别出版物———《追求投资回报，释放美

国创新力绿皮书》（Ｒｅｔｕｒｎ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Ｕｎｌｅａｓｈ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为释放美国创新力，绿皮书中提出了五大战略和１５项拟采取行动方案。

　　战略１．确定联邦技术转让相关政策和实践中存在的行政监管障碍，确定行政

改进措施

拟采取行动旨在使产业界更容易与联邦实验室合作，并通过消除实际和／或感

知的监管和行政障碍，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研发成果。

　　拟采取行动１：政府使用许可证

确定“政府使用许可证”的使用范围，即供政府或政府承包商在与政府达成协

议时直接使用，仅用于政府目的，包括在研发中的继续使用。对于政府或政府承包

商在与政府达成协议时不直接使用或消费的产品或服务，政府使用许可证的适用

范围就不应扩展到有关商品或服务的制造、销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商品或服务

的第三方。

　　拟采取行动２：介入权（ＭａｒｃｈＩｎＲｉｇｈｔｓ）

确定政府可以行使法规规定介入权的情形。介入权的使用要与法规规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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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而不能作为联邦政府控制商品和服务市场价格的监管机制。在其它补救措施

失效的情况下，在重大国家问题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保留介入权。澄清与

原始法定意图一致的“合理条款”的定义。

　　拟采取行动３：美国制造业优先

保护并加强法定要求，即体现或使用联邦政府资助项目产出的发明产品必须

在美国境内大规模生产。根据法定要求，在政府范围内简化并实施统一的豁免程

序。确定美国制造业优先的途径包括：（１）将现行法规中的独家许可证修改为针对

所有许可证；（２）除被许可人之外，还包括任何等级的所有承包商。

　　拟采取行动４：软件著作权

就为联邦政府研发的软件产品建立著作权保护。这种小范围定制化的调整符

合将研发创建的知识产权转移至私营部门以开发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的法定

意图。

　　拟采取行动５：商业秘密

为了保护与联邦政府实验室开展研发合作的公司所持有的商业秘密，应当建

立清晰一致的定义和所需权限。如果商业合作者在实现合作研发协议（ＣＲＡＤＡ）

产品实际应用上有强烈需求，则可将潜在的 ＣＲＡＤＡ信息保护期从当前法定的 ５年

延长至１０年。

　　拟采取行动６：促进联邦实验室的技术转让

授权商务部长颁布实施与《史蒂文森
"

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ＷｙｄｌｅｒＡｃｔ）一致且简明的政策和实践。确定所有从事研发的政府实体需要为美国

创新做出贡献的使命要求。为支持美国创新，促进制造业发展和出口，制定和实施

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合理使用”相一致的政策。根据《２０１８财年国防授权法

案》（２０１８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ｔ）授权，需要就授权联邦雇员向非发明

形式的知识产权支付特许使用费（ｒｏｙａｌｔｙｐａｙｍｅｎｔｓ）做出立法修正，此项修正延伸至

所有的联邦雇员，且每年增加的特许使用费上限高达５０万美元。

　　拟采取行动７：政府对雇员发明权利的推定

向联邦政府提供联邦雇员当前的发明权转让现状，并为联邦雇员的发明提供

简化的权利确定程序。

　　战略２．加强与私营部门技术开发专家和投资者的交流

预期行动旨在使私营部门更容易与联邦研发机构合作，吸引私营部门对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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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的投资，加速技术成熟和商业化。

　　拟采取行动８：简化合作机制

在整个政府范围内，建立一致的立法解释和最佳实践方式的使用，同时精简化

执行，将包括许可和赔偿条款在内的合作关系透明化。在政府范围内，通过开发、

使用基于业务发展速度的最佳实践方式和工具，以获得现代化、精简化和快速响应

的客户体验。针对联邦政府资助的发明保持许可政策和实践的一致性及透明性，

以便根据促进发明的商业使用这一目标来为每项许可定制具体的财务条款。政府

范围内的联邦研发项目承包商、受让人和合作者的一致性赔偿条款将考虑使用替

代条款，包括在《联邦侵权索赔法》（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ｏｒｔＣｌａｉｍｓＡｃｔ）范围内的责任免除。

为了更好地执行发展条款，实现技术的应用，将对许可费的具体使用进行澄清。

　　拟采取行动９：新建／扩展合作机制

授权新建和扩展合作机制，建立符合商业发展速度的合作协议，以吸引私营部

门对研发成果转化、促进技术成熟和商业化的投资。

扩大技术商业化协议（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Ｔ）权限的

使用。针对所有的ＧＯ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ｗｎｅ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ｅｄ）实验室，该权限允

许使用更符合行业惯例的条款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法规授权的合作中介机

构，扩大 ＧＯＣＯ实验室对 ＡＣＴ权限的使用。

建立研究交易管理局（ＲＴＡ），通过以商业发展的速度来简化、加速、定制和执

行合作协议，以促进研发合作成果的转化。以其他交易管理局为蓝本，在政府范围

内统一实施管理条例，（１）限制将 ＲＴＡ用于研发，但不限制用于采购或财政资助；

（２）确保 ＲＴＡ传递与《拜杜法案》相一致的知识产权政策。

授权所有联邦研发机构建立非营利基金会，通过吸引私营部门投资来加速技

术成熟、转让和商业化，促进研发机构使命的完成。制定和使用一致的政策和实践

来建立并运营此类非营利基金会。

向所有联邦实验室扩展租赁使用权限（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ｓｅＬｅａｓ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ＥＵＬＡ），

以便将未使用的不动产租赁给私营部门，以支持技术转让和商业化活动的开展。

　　拟采取行动１０：技术成熟基金

允许有限度地使用通过政府补助、合同、技术转让合作协议获取的研发资金，

尤其是为了确保政府对专利发明的权利和利益。提供公众对 ＳＢＩＲ／ＳＴＴＲ技术成熟

基金的意见总结以及对美国小企业管理局（ＳＢＡ）的相关改进意见，以便制定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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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

　　战略３．创建更具创业精神的研发团队

拟采取行动旨在通过深化研发团队对行业需求的了解，灵活地支撑行业需求，

以推动技术转移工作，从而促进初创企业的成长，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拟采取行动１１：技术创业项目

在政府范围内，要求联邦研发机构规划技术创业项目。联邦研发机构将利用

技术创业项目推广最佳实践方式，包括针对校外研发的项目，如 ＮＳＦ的 ＩＣｏｒｐｓＴＭ、

体验式培训项目，如用于支持校内研发计划的 ＤＯＥ实验室嵌入式企业家计划。在

政府机构内，制定和使用连续性的政策和实践来实施和运行联邦研发机构的技术

创业项目。针对 ＮＳＦ的 ＩＣｏｒｐｓＴＭ项目、ＤＯＥ的实验室嵌入式企业家项目等就公众

意见进行汇编总结，以便供其他部门采取适当的行动。通过招聘、培养和留住具有

商业和科学技术背景的专业人才建立特定的职业体系，以从事联邦技术转移工作。

　　拟采取行动１２：管理利益冲突

（１）实施协调一致的政府层面要求，以管理涉及接受联邦政府以外的研发资助

的利益冲突。

（２）授权隶属联邦实验室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支持技术转让和促进技术商

业化的企业活动，按照协调一致的要求管理利益冲突，包括任何经济利益，由机构

负责人与机构的法律顾问协商批准。授权联邦机构授予隶属联邦实验室的科学、

技术专业人员、高级管理人员长达３年创业假休假的权利，允许他们参与有偿或无

偿的促进技术转让和商业化的企业活动，并授权恢复职位的权利。

　　战略４．优化和支持有助于技术转移的创新工具和服务

拟采取行动旨在使联邦研发资助产生的校内及校外知识产权更易获取，方便

公众获取联邦研发资产信息。

　　拟采取行动１３：联邦知识产权数据报告系统

建立现代化、安全可靠、可互操作的数据平台，用于公布政府范围内的由联邦

研发产出的知识产权相关数据。保障联邦研发基金的外部和内部获得者以及负责

管理知识产权数据的相关人员能够方便地获取、分析和使用数据。在政府层面，制

定一致和简化的监管要求和相关实践方案，以保证能及时、透明地公布联邦政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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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资助产生的校外知识产权数据。在符合法定要求的条件下，为联邦实验室提供

一致、简化的实施规则，以公布联邦内部研发产出的知识产权数据。

　　拟采取行动１４：获得联邦研发资产

建立易于公众访问、使用和分析的联合数据门户，提供以下信息：（１）政府层面

联邦内部和外部的研发计划产生的知识产权；（２）联邦研发项目、设施、设备、工具、

专业知识、服务和其他相关资产。在符合法定要求的条件下，为联邦实验室提供一

致、简化的实施规则，以方便公布其研发资产的最新数据。

　　战略５．深化对全球科技趋势的把握，加深对基准的理解

拟采取行动旨在更好地获取、评估和改进联邦研发成果，提高影响力和优化技

术转移业务流程。

　　拟采取行动１５：基准和指标

建立评价指标，以便在与全球科技趋势和指标基准进行比较的前提下，更好地

获取、评估和改进研发成果以及支持技术转让的运营流程。

完成权威分析报告，为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提供有意义的测度指标。这

些测度指标可用于获取、评估和改进应用广泛的研发成果以及预估研发成果产生

影响所需的时间。确定超出当前实践方案和报告要求的产出和影响指标，这些要

求也可以进行定制，以更好地与联邦研发机构的使命保持一致。

在政府层面，制定和使用评估联邦实验室的研发产出和影响力的指标，以便与

高校进行比较。对联邦研发计划内外的研发产出和影响力评估指标提出法定要

求。制定和使用标准的协议以开展经济影响研究，包括标准的、预先批准的数据收

集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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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以 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对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领域的国内外专利

保护和布局现状进行分析，并调研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领域相关企业的发展情况，探究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

　　１．前言

基因组编辑技术指能够让人类对目标基因靶位点进行“编辑”，实现对特定

ＤＮＡ片段的敲除、插入及修饰。ＣＲＩＳＰ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Ｉｎ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ｄＳｈｏｒｔＰａｌｉｎ

ｄｒｏｍｉｃＲｅｐｅａｔｓ）被称为规律成簇间隔短回文重复，是近几年兴起的新型基因组编辑

技术，它源于细菌和古细菌用以保护自身对抗病毒的一个系统。基于不同的效应

蛋白，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系统被分为两类，其中的 ２类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系统（特别是基于核

酸酶 Ｃａｓ９的系统）利用单个蛋白效应器目前已成为最热门的基因编辑工具。除了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科学家们还开发出了 ＣＲＩＳＰＲ／Ｃｐｆ１、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Ｘ／ＣａｓＹ，靶向 ＲＮＡ

的 ＣＲＩＳＰＲ／Ｃ２ｃ２等多种新的基因编辑系统。

在本世纪初，ＣＲＩＳＰＲ还是一个冷僻的研究领域，只有少数微生物学家关注。

随着不同菌种的基因组测序及其他研究工作的积累，ＣＲＩＰＳＲ的机理逐渐清晰。最

终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Ｄｏｕｄｎａ和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两位女科学家合作将 ＣＲＩＳＰＲ系统变

成一种能简便操作的基因编辑工具，并于２０１２年８月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证实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系统在细胞体外实验中能“定点”对 ＤＮＡ进行切割。她们在论文中

明确了主管 ＤＮＡ切割的充分并且必要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各自的作用，但没有提及

任何在动植物等真核细胞内的实验内容。２０１３年 ２月，张锋团队在《科学》杂志上

发表了关于在体外将 ＣＲＩＳＰＲ基因编辑这一精确切割方法应用于小鼠和人类细胞

的论文，开启了 ＣＲＩＳＰＲ基因编辑技术在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被认为是未来最具

商业应用前景的领域。

目前在果蝇、斑马鱼、啮齿类大小鼠、猪和非人灵长类等大动物体内，通过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基因编辑器，都实现了基因编辑。基于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爆炸性发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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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量、各种类型的生物模型资源在许多领域都展现出极广的应用前景，例如人类

疾病疗法、动植物新品种、用于科学研究的动物模型、新的化合物以及能源开发等。

在疾病治疗方面，这种新型技术可以帮助科学家们直接精确地将引发疾病的基因

植入细胞从而构建细胞模型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为后期开发一系列人类疾病的

新型疗法提供可能，例如治疗阿尔兹海默氏症等。也可利用该技术直接修复细胞

中的致病基因，为开发基因疗法迈出关键一步，例如治疗镰状细胞疾病、杜兴氏肌

肉萎缩症等遗传性疾病。此外，ＣＲＩＳＰＲ技术在农业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可精准实现任何基因的敲除或是在基因组的特定位置插入一个新基

因从而获得优良的性状。

本文以 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对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领域的国内外专利保护

和布局现状进行分析，并调研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领域明星企业的发展情况，探究整个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２．国际专利申请态势

　　（１）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研发的专利从２００５年开始起步，至今，全球共申请相关专利 １７３６

项（３１７０件，简单同族合并）。２００５至 ２０１２年期间，该技术还处于探索阶段，多用

于细菌的分型和检查，专利申请量较少。２０１１年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系统的分子作用机

制被揭示，此后研究人员开始尝试将该系统用于基因编辑。从 ２０１３年开始，专利

申请数量开始快速上升，该技术进入活跃期，至２０１７年达到申请量的高峰４７２项。

图８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全球专利发展趋势（单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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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析

全球共有近 ３０个国家／地区受理了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专利。中国是受理 ＣＲＩＳＰＲ

技术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共受理 ８７２件，排名第三的是美国，专利受理量为 ４２７

件，远超其他国家的专利受理量，显示中国和美国将成为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开发最有前

景的两大市场。

图９　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单位：件）

图１０　全球专利申请人国家分布（单位：项）

　　（３）专利产出国／地区分布

专利产出国／地区，即技术原创国家或地区，对该指标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各

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实力。从全球专利申请人国家分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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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国在该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占有绝对优势，约占总量的５０％，其次是中国，占总

量的３７％，而后依次是法国、德国、丹麦和日本等国家。

　　（４）主要专利申请人

笔者在分析主要专利申请人时发现，排名前三的专利申请人麻省理工学院、

Ｂｒｏａｄ研究所和哈佛大学的专利中大部分是三者共同申请，且为哈佛 －麻省理工

Ｂｒｏａｄ研究所张锋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因此此次将专利申请人为哈佛、麻省理工

和 Ｂｒｏａｄ研究所且发明人包含张锋的专利申请与专利申请人为 Ｅｄｉｔａ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和

张锋的专利申请进行合并，统计为张锋团队的研究成果，对这部分的专利进行单独

分析，并在以下的主要专利申请人的分析中将这部分的专利剔除。

图１１　专利申请人排名（除张锋团队研究成果）

统计全球排名前十的专利申请人，８位都是美国研究机构和企业。其中麻省理

工学院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４７项），主题涉及基于 ＣＲＩＳＰＲ文库的高通量筛选、纳

米递送系统、微生物基因编辑、癌细胞基因编辑等。排名第二的美国坦普尔大学

（４６项）主要关注于利用 ＣＲＩＳＰＲ系统治疗 ＨＩＶ感染、脑白质病的免疫疗法等。麻

省理工总医院排名第三（４４项），其专利集中在动物模型的建立、基因特异性核酸

酶以及疾病诊断。其他排名前十的还包括中国科学院、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克

菲勒大学，再次是 Ｃａｒｉｂｏｕ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Ｓｉｇｍａ公司和中国农业科学院。

　　（５）重要发明人

目前在国际上，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系统的主要研发团队包括张锋、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Ｄｏｕｄｎａ和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等。张锋团队相关专利共计２７０项，且较早地在 ＣＲＩＳＰＲ领

域进行了大量布局，特别是在人类细胞中进行 ＣＲＩＳＰＲ基因编辑操作，专利技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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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涉及真核细胞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系统的构建方式、结构组成、基因编辑方法、Ｃａｓ酶改

造、元件的优化等。

而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Ｄｏｕｄｎａ和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首先提出了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系统的

基因编辑功能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这两个研究团队的专利申请数量并不是很多，

其中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Ｄｏｕｄｎａ申请专利４项（专利权人为加州大学、辉瑞公司和 ＣａｒｉｂｏｕＢｉ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公司），主题涉及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组织特异性基因组工程使用、引导 ＲＮＡ核

酸修饰酶及其使用方法。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申请专利 ３项（专利权人为

ＣＲＩＳＰ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公司），涉及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系统的材料和方法。

　　３．在华专利申请态势

　　（１）在华专利申请数量年度变化

中国受理的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专利共计８７２件。对其年度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可以

看出，相关专利申请从 ２００８年开始，近十年的专利申请趋势基本与全球发展态势

相似，都处于稳步上升的阶段，２０１７年达到峰值２４３件。

图１２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在华专利发展趋势（单位：件）

　　（２）在华主要专利申请人

就国内专利申请的具体情况来看，中国科学院是最主要的专利申请人，有 ５４

件专利。其次是麻省理工学院、ＢＲＯＡＤ研究所和哈佛大学。接着是中国农业科学

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山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再次是深圳市

第二人民医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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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在华专利申请人排名（单位：件）

中国的科研机构对 ＣＲＩＳＰＲ系统的相关专利研发主要集中在对 ＣＲＩＳＰＲ系统

的实际应用。例如中科院利用 ＣＲＩＳＰＲ系统进行动物模型的开发、农业作物的性能

优化、线粒体叶绿体 ＤＮＡ编辑等。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进农业作

物的抗性和营养成分。上海交通大学主要对农业作物性能改进以及核酸酶性能优

化。中国农业大学侧重对动物模型的构建、实验室用基因表达体系。中山大学主

要利用哺乳动物细胞进行基因编辑。浙江大学侧重于转基因作物、细胞系的建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侧重于不同启动子对 ＣＲＩＳＰＲｓｇＲＮＡ的表达。深圳市第二人民

医院和北京大学专利较多是基于特定基因靶向的 ｓｇＲＮＡ。安徽大学基于 Ｃａｓ酶的

优化。洛阳轩智生物科技公司将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建立干细胞细胞系。和元生物技术

公司构建癌症细胞 ＣＲＩＳＰＲ系统慢病毒载体系统。

　　４．重要专利发明人创办 ＣＲＩＳＰＲ相关企业

ＣＲＩＳＰ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成立于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３１日，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

ＣＲＩＳＰ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创始人是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以 ＣＲＩＳＰ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为

专利权人的ＣＲＩＳＰＲ技术专利有３项，涉及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系统的材料和方法，该公司

专注于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技术临床转化治疗囊肿性纤维化、失明、血液病及先天性心脏

病等。该公司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宣布纳斯达克上市，募集总金额达到了５６００万

美元，该公司总市值达３４亿美元。２０１５年，ＣＲＩＳＰ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与福泰制药（Ｖｅｒ

ｔｅｘ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合作，主要针对 β地中海贫血、镰刀型贫血症等疾病开发基于

ＣＲＩＳＰＲ的基因编辑疗法。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两家公司宣布，将启动治疗 β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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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的体外基因编辑疗法的临床试验，并已在临床注册平台（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ｇｏｖ）登

记在案。

表３　重要专利发明人创办 ＣＲＩＳＰＲ相关企业

公司名 建立时间 创始人 融资情况

ＣＲＩＳＰＲ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

２０１３年１０
月３１日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９日 ＩＰＯ５６００万

美元，市值１８２亿美元

Ｅｄｉｔａ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１日

张 锋、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Ｄｏｕｄｎａ、
ＧｅｏｒｇｅＣｈｕｒｃｈ

２０１６年２月３日 ＩＰＯ９４４０万美
元，市值１２９８亿美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ａ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

２０１４年５
月１日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Ｄｏｕｄｎａ、 ２０１６年５月６日 ＩＰＯ１０８亿美

元，市值７４１亿美元

Ｃａｒｉｂｏｕ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年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Ｄｏｕｄｎａ 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１６日完成 Ｂ轮融

资，累积募资７４６０万美元

Ｂｅａｍ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 ２０１７年 张 锋、 Ｄａｖｉｄ Ｌｉｕ、 Ｊ．

ＫｅｉｔｈＪｏｕｎｇ
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１４日完成 Ａ轮融
资，累积融资８７００万美元

Ｅｄｉｔａ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成立于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在基因编辑、蛋白质工程、分子生物学和

结构生物学等领域都处于领先的地位。Ｅｄｉｔａｓ公司从诞生之初就广受关注，创始人

为张锋、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Ｄｏｕｄｎａ、ＧｅｏｒｇｅＣｈｕｒｃｈ等。截止目前，Ｅｄｉｔａ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拥有相关专

利６１项，还有大量专利正在申请中，这些专利涉及针对人类疾病和病毒进行基因

编辑的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系统优化（癌症、囊肿性纤维化、杜兴氏肌肉营养不良症、莱伯

先天性黑内障、ＨＩＶ、单纯疱疹病毒、乙肝病毒等）。公司曾接受比尔盖茨和谷歌风

投的资助，公司获 Ａ轮融资４３００万美元，Ｂ轮融资１２亿美元。Ｅｄｉｔａｓ于２０１６年２

月３日纳斯达克上市，募集资金９４４０万美元。２０１５年 ５月 ２７日，国际领先的生物

制药公司Ｊ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宣布与Ｅｄｉｔａ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独家合作，他们合作重点在ＣＡＲ

Ｔ（嵌合抗原受体）和 ＴＣＲ（高亲和力 Ｔ细胞受体）两种癌症治疗方法。２０１８年 １１

月３０日，Ｅｄｉｔａ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公司宣布，美国 ＦＤＡ已经接受该公司为 ＥＤＩＴ１０１递交的

ＩＮＤ申请，允许该公司开展使用 ＣＲＩＳＰＲ基因编辑手段治疗莱伯先天性黑朦 １０型

患者（ＬＣＡ１０）的临床试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ａ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于 ２０１４年 ５月在特拉华州注册成立，由 ＣａｒｉｂｏｕＢｉ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和 ＡｔｌａｓＶｅｎｔｕｒｅ联合创办，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Ｄｏｕｄｎａ将 ＣＲＩＳＰＲ知识产权授权给了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ａ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并于 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２２日加入该公司。目前，以 ＩｎｔｅｌｌｉａＴｈｅｒａｐｅｕ

ｔｉｃｓ为专利权人的专利有 １项，关于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组分脂质纳米粒制剂。该公司的

研究方向包括体内疗法和体外疗法，其中体内疗法包括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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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α１抗胰蛋白酶缺乏症和乙肝病毒等；体外疗法包括血液干细胞移植和 ＣＡＲＴｓ

等。２０１５年１月，ＣＡＲＴ技术领先企业诺华公司宣布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ａ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展开一

项长达５年的研究合作计划，利用 ＣＲＩＳＰＲ基因组编辑技术研究造血干细胞（ｈｅｍａ

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ＨＳＣｓ）相关的疾病，包括镰状细胞病、β地中海贫血，致力于加

速发展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技术在 ｃａｒｔ细胞治疗和造血干细胞中的应用。２０１４年 １１

月１８日，Ｉｎｔｅｌｌｉａ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获得来自ＡｔｌａｓＶｅｎｔｕｒｅ和Ｎｏｖａｒｔｉｓ领投的１５００万美元

Ａ轮融资，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获得来自 ＯｒｂｉＭｅｄ领投的７０００亿美元 Ｂ轮融资。Ｉｎｔｅｌ

ｌｉａ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６日 ＮＡＳＤＡＱ上市，募集资金 １０８亿美元，公司市

值达１１亿美元。

２０１１年，在 ＡｔｌａｓＶｅｎｔｕｒｅ的 １１００万美元支持下，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Ｄｏｕｄｎａ创立了 Ｃａｒｉ

ｂｏｕ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目前，以 Ｃａｒｉｂｏｕ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为专利权人的相关专利共计２５项，涉

及 ＣＲＩＳＰＲ系统优化和靶向核酸酶的制备。Ｃａｒｉｂｏｕ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关注的范围较之于

之前三家企业要更广一点。除了医学，该公司还致力于基因编辑技术在农业、生物

学、工业生物学方向的转化研究，希望与各个市场的行业领导者形成联盟。Ｃａｒｉｂｏｕ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把自己定义为技术的提供者、产品的设计者，这使得许多没有 ＣＲＩＳＰＲ

技术的生物技术企业也能够受益于这项技术，最终使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尽早的发挥价

值，造福于患者。Ｃａｒｉｂｏｕ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目前已经完成 Ｂ轮融资，总计募资 ４４５０万美

元。它的投资方包括诺华、ＦＰｒｉｍｅ，以及多位个人投资者。

张锋、ＤａｖｉｄＬｉｕ和 Ｊ．ＫｅｉｔｈＪｏｕｎｇ联合创办的新公司 Ｂｅａｍ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于 ２０１７

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成立，是全球首家利用单碱基编辑技术开发精准基因药物的

创新公司。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４日，Ｂｅａｍ宣布完成８７００万美元的 Ａ轮融资，由 ＦＰｒｉ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和 ＡＲＣＨＶｅｎｔｕｒ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领投。Ｂｅａｍ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获得的第一个技

术授权来自哈佛大学ＤａｖｉｄＬｉｕ实验室的ＤＮＡ碱基编辑平台，这次技术授权内容主

要是基因编辑在人类治疗中的应用。该技术首次实现了不依赖于 ＤＮＡ断裂将

ＤＮＡ四种碱基 Ａ、Ｔ、Ｇ、Ｃ进行替换。第二个技术授权来自 Ｂｒｏａｄ研究所张锋实验

室 ＲＮＡ碱基编辑技术，能够将 Ｃａｓ１３与腺苷脱氨酶链接，从而在转录 ＲＮＡ实现从

Ａ到 Ｇ的单碱基编辑。Ｂｅａｍ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又通过 Ｅｄｉｔａｓ获得了此前哈佛大学、

Ｂｒｏａｄ研究所、麻省总医院授权给 Ｅｄｉｔａｓ的编辑技术。Ｂｅａｍ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正在通过

基因编辑技术开发精准的遗传药物。

　　５．小结

随着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的不断探究与应用，相关专利数量呈现飞速增长。美国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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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与企业领导了整个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的研究机构也纷纷参与

技术研发与专利布局。对比发现，国外机构在系统构建、结构组成、编辑方法、酶改

造和应用方面都做了大量的专利布局，中国机构的专利研发方向还局限于对转基

因植物或动物的应用研究，对于系统的结构改进的研究较少，这就可能导致在未来

的专利纠纷和技术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建议中国的研究者加强结构改造方面的

专利布局，例如减少脱靶突变、ｇＲＮＡ制备、递送方法等方向。同时中国的研究机构

应该注重对国外市场的重视，立足本国放眼世界，优化专利布局，制定长远的发展

战略。我国研究人员和企业还应积极拓展专利运营渠道，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开展不同形式的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系统技术运营，以便促进我国生物技

术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ＣＲＩＳＰＲ技术在医疗、农业、食品和环保等领域的应用正在全面展开，

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研究的热点将集中在疾病治疗

领域，特别是药物开发和精准治疗等方面的应用。其巨大的市场应用价值吸引了

大量资本的投入，促进了传统行业巨头的研发转型，这显示了该技术对基础研究和

相关产业发展的颠覆性意义。我国生物技术相关企业应该积极跟进，以专利许可、

专利转让、合作开发等形式引进技术成熟度高、市场前景好的 ＣＲＩＳＰＲ相关技术进

行研究开发和商业应用，同时也应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以便在此基础上进

行二次创新，逐步掌握核心技术。

吴晓燕（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部）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关于公布２０１８年度中国科学院
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名单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为加强我院知识产权专员队伍建设，培养更多的既懂科学技术、又掌握知识产

权保护与运用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我院先后组织了知识产权专员培训、知识产

权专题研讨和知识产权专员考试。２０１８年，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陈力勇等 ５７人通过

了知识产权专员各科目的考试，成绩合格，获得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

２３ 知识产权动态



希望上述人员再接再厉，不断丰富专业知识，积累实践经验，积极履行知识产

权专员工作职责，在知识产权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院知识产权专员证书领取联系方式：

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

刘梦婷：０１０５９３５８７１２，１３４２６４９０３２１，

ｌｉｕｍｅｎｇｔｉｎｇ＠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１日

附件：

２０１８年度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１ 陈力勇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２ 陈启梅 文献情报中心

３ 程瑞玲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４ 迟培娟 文献情报中心

５ 董会娜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６ 顿爱欢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７ 冯天时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８ 高莹莹 电工研究所

９ 郭　叶 微电子研究所

１０ 郝思文 沈阳分院

１１ 侯晓光 北京综合研究中心

１２ 胡　琛 光电技术研究所

１３ 姜海霞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１４ 蒋士冬 理化技术研究所

１５ 金　辉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１６ 李百航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１７ 李孔晨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１８ 李　丽 兰州分院

１９ 刘　翠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２０ 刘海宁 城市环境研究所

２１ 刘海燕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２２ 卢胜梅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２３ 鹿　艺 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３３知识产权动态



　　　（续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２４ 罗　彦 电工研究所

２５ 马丽露丝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２６ 彭开武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２７ 沈雨荻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２８ 孙文超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２９ 田　红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３０ 万　菲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３１ 汪前东 化学研究所

３２ 王　博 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３３ 王凤霞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３４ 王红岩 过程工程研究所

３５ 王　绮 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３６ 王　阳 文献情报中心

３７ 王义超 北京综合研究中心

３８ 王　颖 理化技术研究所

３９ 闻梦溪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４０ 吴晓燕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４１ 徐少琼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４２ 徐　婷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４３ 杨　军 国家授时中心

４４ 杨　萍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４５ 姚　琳 光电研究院

４６ 殷丽梅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４７ 张　博 化学研究所

４８ 张　迪 文献情报中心

４９ 张可心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５０ 张瑞锐 过程工程研究所

５１ 张同亮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５２ 张　雯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５３ 张　洋 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５４ 赵　丹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５５ 赵学亮 自动化研究所

５６ 郑春晓 文献情报中心

５７ 周　喃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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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１６项专利获得第二十届中国专利奖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共同主办

的第二十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本届中国专利奖通过推荐和遴选，

共有２２８１项专利参选，共评选出中国专利金奖 ３０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 １０项；中

国专利银奖５９项，中国外观设计银奖１５项；中国专利优秀奖６９５项，中国外观设计

优秀奖６１项，以及８家单位获得中国专利奖最佳组织奖。

中国科学院在本届中国专利奖评奖中取得新的突破，共获得中国专利金奖 ２

项，银奖１项，优秀奖１３项，科技促进发展局获得最佳组织奖。这也是中科院自第

十四届以来，时隔六年再次获得金奖，且在一届评奖中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两项。其

中，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一种多处理器系统及其同步引擎（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６７９３１．Ｘ）”和

半导体研究所的“低发散角近衍射极限输出啁啾光子晶体边发射激光器阵列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０６０１９．Ｘ）”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理化技术研究所的“一种空心玻璃微球

软化学制备方法和所制空心玻璃微球及其应用（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０５６２９５．５）”获得中国专

利银奖；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一种基于特征分组的多分类器组合人脸识别方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８９００６．１）”等１３项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详见获奖名单。

第二十届中国专利奖中科院获奖情况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奖项

１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６７９３１．Ｘ 一种多处理器系统
及其同步引擎

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

陈 飞，曹 雎，王

凯，安 学 军，孙

凝晖

金奖

２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０６０１９．Ｘ

低发散角近衍射极

限输出啁啾光子晶

体 边 发 射 激 光 器

阵列

中国科学院半

导体研究所

郑婉华，刘磊，渠

红伟，张斯日古

楞，王海玲

金奖

３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０５６２９５．５

一种空心玻璃微球

软化学制备方法和

所制空心玻璃微球

及其应用

中国科学院理

化技术研究所

张敬杰，宋广智，

崔燕菲，张连水，

杨岩峰，潘顺龙

银奖

４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８９００６．１
一种基于特征分组

的多分类器组合人

脸识别方法

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

山世光，苏煜，曹

波，陈熙霖，高文
优秀奖

５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６３０８．９
一种补充复合垂直

流人工湿地碳源的

方法及装置

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

吴振斌，贺锋，佘

丽华，徐栋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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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奖项

６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９９２７．５ 兜兰的杂交育种及
其种苗繁殖方法

中国科学院华

南植物园

曾宋君，陈之林，

段俊，吴坤林
优秀奖

７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０９４６６０．７ 提高薄膜光谱性能
的膜厚监控方法

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朱美萍，易葵，邵

建达，范正修
优秀奖

８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２２６９１２．７
一种空间聚焦离子

门组件及空间聚焦

离子迁移管

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

李海洋，杜永斋，

王卫国
优秀奖

９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４１２８１．８
一种提高 ＰＡＣ改性
粘土消除海洋褐潮

效率的方法

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

曹西华，俞志明，

刘扬，宋秀贤，张

雅琪

优秀奖

１０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３９０９１６．８ 磁共振快速成像方
法及其系统

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梁栋，朱燕杰，刘

新，郑海荣
优秀奖

１１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３４８４７５．Ｘ
基于随机光栅的压

缩感知宽波段高光

谱成像系统

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韩申生，刘震涛，

吴建荣，李恩荣，

谭诗语，陈?

优秀奖

１２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４７５３６０．７

一种从肉苁蓉中制

备苯乙醇苷、甘露

醇、低聚糖浆及多糖

的方法

中国科学院过

程工程研究所

赵兵，郭元亨，赵

庆生
优秀奖

１３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９９１７０５．３
主轴的复合运动参

数选取方法、控制装

置和复合运动系统

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

械 与 物 理 研

究所

张学军，胡海翔，

张 鑫，罗 霄，薛

栋林

优秀奖

１４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０７１８１６．４
一种复合预应力筋

成品拉索及其制作

方法

柳州欧维姆机

械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

黄颖，朱万旭，姜

鹏，周红梅，谢雄

文，潘剑飞，曾宪

民，黄建国

优秀奖

１５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７０４６４５．３ 一种大面积厚 ＧＥＭ
的制作工艺

惠州市金百泽

电路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

谢宇广，吴军权，

吕军光，陈春，武

守坤，林映生，唐

宏华

优秀奖

１６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５６２０８１．９
一种核聚变装置用

ＣＳ超导电缆导体生
产方法

白银有色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国科学

院等离子体物

理研究所

秦经刚，薛天军，

魏周荣，张应俊，

苏其明

优秀奖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ｙｗｚｇｚｄｔ／２０１８１２／ｔ２０１８１２２８＿４６７５３０６．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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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首期《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
培训班在长春举办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日至７日，由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科院知识产

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协办的中科院第

一期《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培训班在长春光机所举行。本次培训旨

在贯彻落实中科院《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促进科研机构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建设，使知识产权管理国家标准的要求融入科研组织的日常管理工作

中，实现知识产权增质提效。

本次培训邀请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刘海波，中科院贯标辅导专

家崔勇、梁萍、杜伟和邹志德，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邵烨，中知（北

京）认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辉等众多专家，培训内容围绕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科

研机构贯标的工作部署介绍、《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解读、体系建立和内

审、认证审核实务、内审实操练习、质量体系的内审实务、咨询辅导等内容展开。

培训后，来自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长春

光机所的８９位学员共同参加了内审员资格考试，通过考试的学员将获得“科研组

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证书”，未来将在研究所知识产权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

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８８２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３日

中科院专利成果拍卖会山东专场在济南举办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２日，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济南高新区管委

会等联合主办的中国科学院专利成果拍卖会山东专场在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举办，最终有３９件专利被山东省企业拍下。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

雪青，中国专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燕新，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张永霞，山东

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主任于智勇，济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孙斌等出席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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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

开幕式上，张永霞、孙斌、于智勇、隋雪青共同启动山东齐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线上交易系统。山东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与中国专利信息中心、济南市高新

公证处、佳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在拍卖会现场，对前期关注度较高的１６件专利进行了公开拍卖，最终有 １０件

专利当场成交。此外，还有２９件专利在网上被成功拍下。总成交件数３９件。

此次拍卖会是中科院专利第二次全国巡回拍卖的首站。这次拍卖会总结了第

一次拍卖的经验，针对性更强，根据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发展的“十强”产业现

实需要和企业提出的技术需求，通过运用专利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将参拍专利

与山东省企业技术需求进行了自动匹配。最终确定了 ７４３件专利进行网上和线下

拍卖，涉及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 ２８个行业领域。同时，更加突出对民营企

业的支持力度，降低企业参拍门槛，通过“普惠专场”、“ＩＴ专场”、“中等综合类专

场”、“荷兰式（降式）拍卖专场”、“高价值专场”等不同场次的拍卖充分满足不同层

次市场主体的发展需求。

前期，为做好拍卖会的宣传推广工作，在齐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网站设置“中

科院专利旗舰店”栏目，宣传展示 ７４３件专利，并同期在点拍网发布展示，总浏览量

达到２００余万次。积极开展宣传推荐工作，分别在滨州、临沂、青岛、济南等地举办

了拍卖路演活动，重点面向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专利示范企业、知识产权贯

标企业等进行重点推介并进行参拍意向收集。１１月３０日，在山东省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平台举行了中科院专利成果拍卖会山东专场路演活动，组织中科院专家团队

与意向企业进行现场对接，为拍卖会的成功举办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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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专利成果竞价（拍卖）会上海专场举办

为深入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着力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

的引领作用，加快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和科技成果转化，全面推进上海

科创中心建设，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中科院上海分院与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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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上海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在首届长三角科技交易博览

会期间，举办２０１８年中国科学院专利成果竞价（拍卖）会上海专场活动。

这是中科院首次在上海进行专利竞价拍卖，旨在通过专利拍卖的形式，以知识

产权转移为入口，深化中科院与地方的合作，将实验室里产生的大量科研技术服务

于市场应用，推动中科院科研资源与长三角产业结合，促进先进技术向企业转移，

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推动成果转化。

本场竞价拍卖会，共有 ７个专利项目参与竞价拍卖，经过多轮竞价，最终全部

实现成交签约。结合前期线上线下的专利对接，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两项专利也实现了转化交易，并在现场与受让方进行签约，成交

总金额１２００余万元。

活动期间，中科院上海分院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与上海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推动中科院系统知识产权交易活动在上海的常态化开

展，努力打造长三角区域的创新成果转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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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欧盟发布假冒和盗版观察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假冒和盗版观察名单，名单列出了从事假冒

和盗版活动的在线及实体市场。该名单侧重于关注欧盟以外的市场，旨在鼓励运

营商、地方执法部门和政府采取行动。另一个目标是为了提高欧盟公民对这些市

场风险的认识。观察名单经过公众咨询，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提供受著作权保护内

容的网站、电子商务平台、网上药店和实体市场。欧盟委员会计划定期更新观察名

单，并监测与名单所列市场有关的所有措施。其中被列入观察名单的中国实体市

场包括：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上海亚太新阳服饰礼品广场和亚太盛汇休闲购物广

场、莆田市安福市场及其附近、广西桂平市木乐镇、成都青龙鞋类批发市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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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 察 名 单 见 ｈｔｔｐ：／／ｔｒａｄ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ｄｏｃｌｉｂ／ｄｏｃｓ／２０１８／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ｔｒａｄｏｃ＿

１５７５６４．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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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２０１８２０２２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２９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正式发布《２０１８２０２２战略规

划》。该战略规划规定了 ＵＳＰＴＯ的战略目标：优化专利质量和审查时效性；优化商

标质量和审查时效性；在美国及全球发挥领导作用，提升全球的知识产权政策、执

法和保护力度。在制定战略规划的同时，ＵＳＰＴＯ致力于将规划的执行作为 ＵＳＰＴＯ

管理人员的明确责任，包括监控计划的实施，以及让员工、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了

解规划实施的进展情况。据悉，《２０１８２０２２战略规划》草案于 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２６日发

布，供员工审查和反馈，随后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２日在 ＵＳＰＴＯ网站公布并征求公众意

见。有关战略规划更多的信息可参考：ｗｗｗ．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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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利用在线系统实现超快速专利许可

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办公室 ＴｅｃｈＬｉｎｋ为美国国防部（Ｄｏ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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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快速许可制度，新许可制度与之前相比更快速。ＴｅｃｈＬｉｎｋ是与国防部合作，专门

从事国防部技术市场化和商业许可的中心。据 ＴｅｃｈＬｉｎｋ负责国防项目的副主任

ＡｕｓｔｉｎＬｅａｃｈ博士称，新制度能在 １３个工作日内完成整个许可流程。ＡｕｓｔｉｎＬｅａｃｈ

指出，许可协议本身与陆军或海军使用的标准专利许可协议并无不同，也包含了传

统许可协议所有的标准条款。该许可制度之所以更快，是因为通过在线方式进行

处理。当被许可人通过在线方式提交申请，系统会根据申请人填写的内容自动填

充许可协议。同时，美国政府要求申请人提交一份商业化计划，相关内容可在线填

写，因此，一旦申请人提交正式的申请文件（ＰＤＦ），ＴｅｃｈＬｉｎｋ就能确定该申请是否

符合实验室授权许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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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知识产权侵权物品出入关查处结果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日本财务省关税局发布了 ２０１８年 １至 ９月知识产权侵权物品

出入关查处结果报告。报告显示，虽然进口禁令数量减少至去年同期的 ８４４％，但

知识产权侵权物品数量却大幅增加。从地域来看，中国向日本出口知识产权侵权

物品的数量减少至去年同期的７９８％，而菲律宾、韩国以及越南等则出现了大幅增

加现象；从知识产权种类来看，侵犯商标权和著作权的物品数量上升明显，分别增

加至去年同期的 ２７２％和 １７４９％；从禁止入关的商品类别来看，涨幅较大的是衣

服、帽子和皮带；从侵害知识产权物品数量来看，医药品涨幅最大，增长至去年同期

的２２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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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查获假冒商品数量创历史新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据菲律宾知识产权局（ＩＰＯＰＨＬ）报道，菲律宾国家知识产权委员

会（ＮＣＩＰＲ）２０１８年在查获假冒商品方面打破纪录。２０１８年 １月至 ９月，ＮＣＩＰＲ扣

押了１７９亿比索（３４，２０６，２５３美元）的假冒商品，同比增长 ８４０％。ＩＰＯＰＨＬ总干事

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ｅＲ．Ｓａｎｔｉａｇｏ指出，通过一系列的假冒商品查处行动，品牌所有者的警惕性

有所增强，但除了查处假冒商品外，打击假冒执法方式也需要改变，即仅仅靠执法

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消费者行为和态度的改变来消除这些非法的贸易活动。因

此，ＩＰＯＰＨＬ也在努力开展普及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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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７日

以色列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７年度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以色列专利局发布了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该报告反映了以色列在

专利、商标、外观设计提交和审查中的知识产权现状，以及以色列知识产权申请制

度的变化和趋势。报告显示：（１）专利方面，外国实体向以色列提交的专利申请数

量有所增加，这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转移至以色列相印证。由于医

疗设备专利申请数量的急剧增加，生命科学行业的专利申请数量稳步增加。以色

列专利局通过程序优化提升工作效率，包括培训更多的审查员以减少审查时间；

（２）商标方面，由于在以色列开展业务的国际公司和品牌数量增加，非以色列本土

申请人数量稳步增加。商标审查周期大幅缩短，截至 ２０１７年底，审查等候期缩短

至１２个月左右；（３）外观设计方面，申请数量没有重大变化，但由于以色列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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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移动市场，因此在第１４类（录音、通信或信息检索设备）的提交数量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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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标协会通过外观设计新审查指南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国际商标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宣布通

过工业品外观设计新审查指南。根据 ＩＮＴＡ的规定，该工业品外观设计审查指南旨

在为各工业产权局提供参考，通过分析各种国际体系的现状以协调外观设计的法

律实践。指南分为外观设计申请的文件、要求和要素、审查程序、注册后行为几个

部分。据悉，在起草指南时，小组委员会的成员研究了外观设计审查的全球趋势，

并基于 ＩＮＴＡ成员的专业知识纳入了最佳操作实践方式。ＩＮＴＡ主席 ＴｉｓｈＢｅｒａｒｄ指

出，新指南允许 ＩＮＴＡ对各工业产权局的外观设计管理发表评论，并协助各局制定

和实施操作实践和程序，该审查指南将有助于外观设计知识产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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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ＳＴＥＰ发布２０１８地域科学技术指标报告

为把握地区科技资源分布和活动现状，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

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了２０１８地域科学技术指标报告。该报告基于企业、非盈利团体及

公共机构、大学、自治体、科研资助项目、产学合作、专利、论文等８个方面对日本 ４７

个都道府县进行了分析。就地区来看，人口及企业集中的大都市圈与科学技术相

关的项目数据较高，区域创新潜力也较高。东京在 ８个方面的分析数据远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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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稳居第一。除此以外，东京、名古屋和关西三大都市圈的研发经费和研发人

员占据了日本整体的８０％。三大都市圈的企业和大学较为集中，在这些区域资源

分配呈现出集中和固定态势。经济活动旺盛、研究能力高的大学集中的区域，其科

学技术规模较大，集中度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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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肯塔基大学获资助支持区域初创活动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美国肯塔基大学技术商业化办公室（ＯＴＣ）获得肯塔基州经济发

展内阁的拨款，以支持该地区的创业活动。该补助金是初创企业和企业家区域创

新计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ＲＩＳＥ）的一部分，

该计划将向列克星敦市和肯塔基州中部地区的初创企业和企业家投资 ７５万美元。

具体而言，该补助金将用于支持企业家的教育项目，为早期创业公司提供指导，并

在其他各种相关活动中让更多初创企业参与。肯塔基大学技术商业化办公室主任

ＩａｎＭｃＣｌｕｒｅ指出，ＲＩＳＥ补助金有助于扩大 ＯＴＣ的风险投资团队，以便在研究人员

创建公司时能获得更好地支持，并将肯塔基大学发展成为该地区初创企业的高效

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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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法律：中国企业在美商标申请量激增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据彭博法律报道，中国企业近年向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提

交了大量商标申请，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产品将进入美国市场。ＵＳＰ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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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申请人在包括消费电子产品在内的一系列商品上的美国商标

申请量激增了１０００％以上，从 ２０１３年的约 ４０００件增长到 ２０１７年的近 ４８万件。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国申请人在美商标申请量已超过 ４１万件。来自纽约

的 ＰｅｒｏｆｆＳａｕｎｄｅｒｓ事务所律师 ＭａｒｋＰｅｒｏｆｆ律师认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提交的

商标申请爆炸式增长表明，中国即将成为美国品牌消费以及工商业产品和服务的

主要参与者。ＭａｒｋＰｅｒｏｆｆ指出，这些商标申请涵盖了一系列产品和服务，其中包括

先进的电子设备和服装，这可能表明中国公司即将与持有商标的美国企业竞争，而

不仅仅像过去专注于生产美国品牌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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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发布信息通信企业专利资产规模排名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日本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以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到２０１８年３月

在日本受理的相关专利为对象，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对信息通信行业企业所持

有的专利资产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发布了企业排名。综合排名第一的是 ＮＴＴ公司，

代表专利涉及“防止光纤电缆破损技术”、“无线通信的传输效率提高技术”、“机器

学习效率优化技术”、“利用检索结果的三维可视化信息呈现技术”。排名第二的是

雅虎，代表性专利涉及“导航系统中的广告投放技术”、“字符串的正确配置技术”

以及“优化检索结果显示顺序的技术”。排名第三的是中国的小米公司，代表专利

有“音频信息获取效率优化技术”、“通话线路处理技术”以及“电子设备散热技

术”。此外，排名第四的科乐美数码娱乐公司（Ｋｏｎａｍｉ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的“组

间对战的参加人数偏差控制技术”、排名第五的 ＮＴＴｄｏｃｏｍｏ公司的“增加无线网络

容量的技术”等专利也备受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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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ｐｏ和诺基亚签订专利许可协议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６日，诺基亚公司宣布与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 Ｏｐｐｏ电子公司签

署了一份多年期的专利许可协议。早在２０１７年，诺基亚与另一家中国电子公司小

米也签署了一项专利协议，根据该商业合作和专利协议，小米从诺基亚公司获得专

利许可，并承诺帮助小米发展该项技术。此次诺基亚和 Ｏｐｐｏ之间的协议条款并未

公开，但诺基亚表示，Ｏｐｐｏ将分年向诺基亚支付许可授权费。诺基亚首席法律官

兼技术总裁 ＭａｒｉａＶａｒｓｅｌｌｏｎａ指出，Ｏｐｐｏ是智能手机行业的领导者之一，该协议进

一步验证了诺基亚的全球许可计划。据悉，２０１８年初诺基亚宣布了以每台设备 ３

欧元（约３４８美元）的价格收取５Ｇ专利许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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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赢得在华与苹果的专利战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中国福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苹果公司制造的 ｉｐｈｏｎｅ侵犯了高通

公司的两项专利，尽管法律专家和知识产权律师对禁令的执行持怀疑态度，但法官

已下令在中国禁止销售从 ｉｐｈｏｎｅ６Ｓ到 ｉｐｈｏｎｅＸ的旧款型号产品，相关产品包括

ｉＰｈｏｎｅ６Ｓ、ｉＰｈｏｎｅ６ＳＰｌｕｓ、ｉＰｈｏｎｅ７、ｉＰｈｏｎｅ７Ｐｌｕｓ、ｉＰｈｏｎｅ８、ｉＰｈｏｎｅ８Ｐｌｕｓ和 ｉＰｈｏｎｅ

Ｘ。高通公司将需要在执法法庭单独提出禁令执行请求。苹果公司还有权为自己

辩护，并对法庭的判决提出上诉，这可能会推迟禁令的执行并进一步扩大法律纠

纷。在高通在华获得 ｉｐｈｏｎｅ禁令后，据彭博社报道，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１３日，高通正试

图说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ＩＴＣ）考虑在美国对苹果 ｉｐｈｏｎｅ实施进口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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