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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美国商会发布２０１９知识产权创新指数排行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１日，美国商会（Ｕ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全球创新政策中心发

布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指数研究报告《Ｕ．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Ｐ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９：Ｉｎｓｐｉｒ

ｉｎｇＴｏｍｏｒｒｏｗ》。报告显示，美国仍居首位；美国、英国、瑞典、法国和德国知识产权

保护环境全球领先；中国排名与去年持平，排在第２５位。

　　１．新增指标

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创新指数共包含８个类别４５项指标，涵盖专利、著作权、商

标、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的商业化、执法、体系效率及加入和批准的国际条约。其中

新增的６个指标如下表。
表１　２０１９年新增指标

类别 新增指标

类别４：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保护 商业秘密保护（刑事制裁）

类别５：知识产权资产的商业化和
市场准入

技术转让的阻碍

许可交易的注册和披露要求

政府直接干预制定许可条款

创建知识产权资产的税收激励措施

类别７：系统效率 中小企业创建和使用知识产权资产的激励措施

　　２．主要发现

　　（１）知识产权成为全球贸易争端的核心

当前中美两国贸易争端的核心是知识产权，这体现了知识产权对世界两大经

济体的重要性。贸易争端引发了对造成全球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的长期问题的关注。

　　（２）发展中国家正在行动

在认识到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好处以后，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实施改

革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在亚洲，印度的排名从２０１８年的第４４位提升至２０１９年的第３６位，这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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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知识产权环境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接轨，包括加入

ＷＩＰＯ国际条约、与日本签订专利审查高速通道（ＰＰＨ）协议、针对小企业制定专门

的知识产权激励措施以及为解决专利积压问题采取的行政改革等。

在拉丁美洲，巴西政府实施针对中小企业注册和创建知识产权资产的激励措

施；阿根廷简化专利申请程序，加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和各方参与的透明度，排名

从２０１８年的第４６位上升到２０１９年的第４０位。

　　（３）一些国家仍在破坏专利作为投资回报工具的可靠性

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政府正在考虑通过对丙型肝炎药物进行强制许可来降

低价格；俄罗斯颁布创新药物强制许可政策，以解决因药物成本带来的经济问题。

（４）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ＵＳＭＣＡ）提高了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

标准

该协议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基础条款，包括为生物制剂提供１０年的监管数据保

护期、更有效的商业秘密保护机制以及针对假冒商品更有力的执法机制。

美国希望与英国、日本和欧盟进行额外的贸易谈判，未来的协议将关注

ＵＳＭＣＡ目前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次要责任、法定损害赔偿义务和禁令救济等。

　　（５）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进行改革以解决专利不确定性问题

ＵＳＰＴＯ通过改革提升双方复审程序的确定性，降低专利异议制度的不可预

测性。

　　（６）有效的知识产权框架使国家获益

具体包括：增加全球贸易和投资；通过增加高技能劳动力和研发活动来驱动创

新型经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竞争力；增强全球竞争力；增加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

产和出口。

　　３．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

中国知识产权创新指数得分为２１４５，排名第２５位，与上年持平。

报告指出，中国具备的重要优势包括：通过新的生物制药专利联动机制实施更

有力的药品专利执法制度；新的电子商务法改善了中国打击假冒商品在线销售的

环境；学术界和个人对于知识产权价值的认识提升。中国存在的劣势包括：技术转

让、市场准入、许可和知识产权有效商业化仍然存在较大阻碍；政府直接干预许可

协议和技术转让要求；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严重；知识产权法律具体解读较为零散，

２ 知识产权动态



尚未与国际标准接轨。

许　轶　检索，朱　敏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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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ｐｉｎｄｅｘ

原文标题：Ｕ．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ＰＩｎｄｅ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１日

欧盟发布研发强度统计报告

研发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研发经费投入及其强度是评估全球科技资源分布

的两大关键指标。２０１９年 １月，欧盟统计局发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统计报告。

２０１７年，欧盟成员国研发经费总投入３２００亿欧元，研发强度（即研发经费投入占

ＧＤＰ比重）为 ２０７％，比 ２０１６年（２０４％）提高了 ００３个百分点，相比十年前

（２００７年，１７７％）提高了０３个百分点。

　　１．欧盟整体研发强度低于韩国、日本和美国

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欧盟的研发强度远低于韩国（２０１５年，４２２％）、日本

（２０１５年，３２８％）和美国（２０１５年，２７６％），与中国基本持平（２０１５年，２０６％），

远高于俄罗斯（２０１５年，１１％）和土耳其（２０１７年，０９６％）。为了进一步提升欧盟

的竞争力，到２０２０年，研发强度提升至３％是欧洲２０２０战略中的五大重点之一。

欧盟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要来源，２０１７年占比高达６６％，其次是高等教育机

构（２２％），政府部门（１１％），非营利机构（１％）。

　　２．瑞典、奥地利、丹麦和德国的研发强度超过３％

２０１７年，欧盟成员国中共有 ４个国家研发强度超过 ３％，分别是瑞典

（３３３％）、奥地利（３１６％）、丹麦（３０６％）和德国（３０２％）。３个国家研发强度

在２０３０％之间，分别是芬兰（２７６％）、比利时（２５８％）和法国（２０１６年，

２２５％）。８个国家研发强度低于 １％，分别是罗马尼亚（０５％）、拉脱维亚

（０５１％）、马耳他（０５５％）、塞浦路斯（０５６％）、保加利亚（０７５％）、克罗地亚

（０８６％）、立陶宛（０８８％）和斯洛伐克（０８８％）。

３知识产权动态



在过去的十年间，欧盟共有２１个成员国的研发强度呈增长趋势，其中奥地利

和比利时增幅最大，均为０７４％。６个成员国呈现下降趋势，其中芬兰和卢森堡下

降最多，分别降低０５９％和０３３％。马耳他的研发强度依旧维持在０５５％。

２０１７年，欧盟成员国中企业研发投入占比最高的依次是斯洛文尼亚（７５％）、

匈牙利（７３％）、爱尔兰和瑞典（均为７１％）、保加利亚和奥地利（均为７０％）、德国

（６９％）、比利时和英国（均为６８％）。政府部门研发投入占比最高的国家依次是罗

马尼亚（３２％）、立陶宛（２８％）、卢森堡和拉脱维亚（均为２６％）。高等教育机构研

发投入占比最高的国家依次是拉脱维亚（４７％）、葡萄牙（４３％）、塞浦路斯（４２％）

和爱沙尼亚（４０％）。

李姝影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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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８日

日本专利局解析创业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日本专利局杂志《专利》发表文章“把握创业期，利用知识

产权拉开差距”。文章指出，处于创业初期的企业往往以扩大业务、加速成长为目

标，忽视知识产权战略，但是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新想法和新技术至关重要。

　　１．日本创业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０年日本新成立企业数量占比保持在４％５％，２０１３年６月“日本

再兴战略”提出以后，众多创业支援战略得到实施。受其影响，日本企业新成立率

缓慢上升，创业阻碍降低。

调查表明，在创业阶段重视知识产权战略的日本企业仅占两成，主要原因包括

缺乏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意识、设立知识产权工作人员专职岗位的资源不足、缺乏

与相关专家的交流机会等。

　　２．日本专利局相关促进政策

为支援创业企业的知识产权活动，日本专利局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政策。

４ 知识产权动态



（１）开设专门针对创业企业的网站，提供政策、研讨会等相关信息。

（２）为满足条件的企业减免专利审查费和年费，提供包括ＰＣＴ国际申请在内的

海外申请费用补助。

（３）实施知识产权加速计划，以创业企业为对象，建立知识产权和商务专家团

队，为企业遴选合适的技术和出口战略。

（４）通过日本贸易振兴会创新项目提供海外业务拓展支援，邀请海外导师优化

商业模式和演示文稿，为企业参加大型国际展览会提供帮助。

（５）缩减专利审查流程，据统计，从提出专利申请到最终获得审批，普通审查流

程平均需要１４１个月，快速审查流程需要５３个月，超快速审查流程仅需２５个

月。此外，企业还可与审查人员直接交流。

（６）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针对创业企业的各类活动，介绍知识产权制度，倾

听创业企业反馈。

王雯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ｏｓｈｉｒａｓｅ／ｋｏｕｈｏｕ／ｋｏｕｈｏｕｓｈｉ／ｖｏｌ４１／０２＿ｐａｇｅ１．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创业期こそ“知财”で差をつける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发布人工智能战略提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Ｊａｐ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

ｇｅｎｃｙ，ＪＳＴ）下属的研究开发战略中心（ＣＲＤＳ）发布了人工智能（ＡＩ）战略提案，指出

将通过新一代软件工程来确保人工智能应用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提案旨在建立“人工智能（ＡＩ）软件工程”，强化研究与开发。“ＡＩ软件工程”作

为新一代软件工程学（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致力于研究ＡＩ技术和方法论，以确保包括机

器学习元件在内的ＡＩ应用系统的安全性和可信赖性。日本以ＡＩ软件工程为新领

域，从“ＡＩ软件工程体系化”和“基础研究中重要的技术挑战”两个方面提出确保日

本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开发课题。该学科多方面综合性的研究可以通过Ａ方法（把

实践中得到的知识体系化）和Ｂ方法（进行与原理相关的学术研究）得以实现。

与过去相比，深度学习技术运用了大规模的多层神经元网络（Ｄｅｅ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因其在特定用途中高于人类的精确度而受到关注。其次，该技术能够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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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所带来的社会产业损失。如果不及时应对ＡＩ系统开发模式的转变问题，日本

将在社会和产业方面遭受巨大打击。第三，机器学习的应用已经扩展到了各行各

业。在ＡＩ应用产业中，质量保证极为重要，这是由于每一次机器学习出现误判引

发的问题严重性各不相同。目前，业界和ＡＩ研究团体都在积极努力确保安全性和

可信赖性。从社会和经济效果来看，ＡＩ软件工程研究开发可以规避由于技术隐患

带来的事故和社会问题，还可以将ＡＩ质量打造为日本的强项，以提升ＡＩ应用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

具体研发课题包括：（１）ＡＩ软件工程体系化：以软件工程为中心，以包含软件

（传统和机器学习）和硬件在内的整个系统为对象，综合解决程序开发、功能安全、

质量保证等问题。（２）基础研究中的技术挑战：机器学习的质量保证，即着眼于大

数据的机器学习理论以及测试方法；确保 ＡＩ整体系统的安全性，即传统型与机器

学习型混合系统的整体安全评价方法和恢复处理设计方法；解决黑匣子问题，即提

升系统发出动作的可解释性（人们更容易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在设计以及使用

时，更容易预估机器的动作）；结合机器学习（自下而上）和符号推理（自上而下）高

效率解决问题的工程构架。

提案提出的推进措施如下：（１）自上而下地开展加速问题解决的基础研究。

（２）促进人工智能和软件工程的技术融合，开拓新技术领域，强化产业竞争力。

（３）推进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实际应用中的技术验证、规定基准并实施标准化操

作三项活动的密切配合。（４）率先在自动驾驶领域进行验证，而后向其他领域拓

展。（５）利用日本的领先优势迅速采取行动。

此外，提案认为产业界、学术界和国家政策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从产业界出

发，日本将实践中积累的知识体系化，以推进技术发展。政策将作为指挥塔，紧密

联系各项工作，通过提高 ＡＩ质量提升国际竞争力，实施安全性基准和质量基准。

从学术界出发，政策将促进传统学术研究向新信息系统相关学术研究转换，即推进

学术研究模式转变，推进相关学术理论研究的发展。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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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ＣＳＴＩ推进“探月”型研究开发制度建设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０日，日本召开第４１届综合科学技术创新大会（ＣＳＴＩ），会上主

要探讨了以大学人事、资金、组织为中心的改革方向、人工智能战略涉及的人才、应

用数据、伦理相关方针以及创新挑战型（“探月”型）研究开发制度。日本首相下达

重要指示：要求对国立大学运营拨款经费进行全面改革，培育人工智能人才，对整

个教育系统实行大胆而具体的改革等。“探月”型研究开发制度详细内容如下。

　　１．制度主旨

日本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提出要创立新的“探月”型研究开发制度，旨在打造出日

本原创的颠覆性创新项目，该项创新并非是对现有技术的延伸，而是以更加大胆的

创新为基础的挑战性研究开发。宗旨如下：

（１）以展望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课题为对象，提出远大的目标和构

想，在引领前沿研究的首席研究员的指挥下，汇集全世界研究精英，共同实现目标。

（２）基础研究阶段产生的见解与想法以惊人的速度应用于产业和社会中，并在

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颠覆性创新，基于此，日本将积极推进挑战性研究开发，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日本的基础研究能力。为引导研究者发掘革新性研究成果，研究过程

中的失败也会被包容。

（３）在管理方法上，日本将关注世界研究开发动向，俯瞰相关研究开发整体态

势，灵活修改与更新研发体制和内容形式，构建最先进的研究支持体系。

对于上述宗旨，日本综合技术创新大会将发挥指挥作用，引导相关府省共同推

进研究开发。

　　２．制度基本框架

日本内阁府、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立足本制度的宗旨，将在以下框架下联

合推进研究开发：

（１）ＣＳＴＩ将参考外部精英人士的意见，确定“探月”型研究开发的目标。ＣＳＴＩ

各议员就制度整体推进状况提出相关建议。

（２）内阁府将听取ＣＳＴＩ议员的建议，与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共同推进以下

事务：①确定“探月”型研究目标方案；②建立推进相关府省共同研究开发的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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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③针对研究开发推进机构实施的研究课题制定相关管理评估体制；④基于相关

府省联合调整会议的讨论结果战略性地推进相关研究和开发。

（３）文部科学省和产业经济省将完成以下事项：①与其他各省密切合作，制定

研究开发构想，确定挑战性研究的推进领域；②对研究推进机构进行指导。

（４）研究推进机构承担的任务主要如下：①任命管理研究开发的项目经理；②

构建完整的研究开发推进体制，包括研究开发的实施、相关调查以及分析功能等；

③追踪研究开发进展状况，包括中期和期末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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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公布研究活动可视化分析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研究报告，基于科学地图对

全球热点研究活动进行可视化分析，结合日本８６个国立大学的财务报表分析了日

本国立大学的研究活动。主要结果如下：

（１）科学研究覆盖领域持续扩展，研究领域的数量由２００２年的５９８个增长到

２０１６年的８９５个，增长了５０％。主要贡献来自全球各国论文数量的增加、中国等新

参与者的加入扩大了研究人员的交流范围以及促进新研究领域的出现和现有研究

领域的分化。（２）科学研究在相互影响的同时不断发展。（３）日本参与的研究领

域数量相对于２０１４年增加了２５个，增长９１％。（４）中国主导的研究领域数量增

加，相比２０１４年，增长了５０％，达到７９个。中国正在逐渐形成不同于美国的研究

领域群，包括纳米科学、能源领域、软件计算机以及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等领域。（５）

ＳｃｉＧＥＯ是根据研究领域的持续性及相互关联性分类得到的科学地图，用以呈现研

究领域地理分布特征。２０１６年，从全球的研究领域群来看，小岛屿式分布的领域占

４０％，大陆式分布的领域占１８％。与之不同，日本参与的研究领域群中，小岛屿式

占２３％，大陆式占３２％。

结合日本８６个国立大学的财务报表分析日本的研究活动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国立大学的资金来源趋于样化且外部资金比例有所增长，不同的大学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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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差异化。论文数量越多，外部资金比例越高。（２）从财务报表上看，与２００６

年相比，２０１６年人均研究经费没有减少，但所有大学的常规性收益中研发经费占比

均大幅减少。（３）运营资助难以１００％覆盖人力费用，各大学仅凭运营资助无法满

足人力需求。（４）从总资产中知识产权资产占比来看，国立大学针对知识产权的措

施越来越多，但自２０１０年后，专利申请活动范围呈现缩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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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２０２４年半导体知识产权市场预测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战略咨询公司 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发布研究报告，到２０２４

年，半导体知识产权市场产值预计将从２０１８年的４９亿美元增长到６５亿美元，复合

年增长率将达到４７８％。报告认为，电子消费行业多项核心技术的进步和对现代

系统级芯片（ＳｏＣ）设计需求的日益增长是推动半导体知识产权市场产值攀升的主

要因素。相关结论如下。

　　１．预计半导体处理器将在知识产权市场中占据最大份额

处理器在电子消费产品和汽车行业有较多应用，其知识产权成本较高，且主要

集中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ＡＤＡＳ）和汽车行业的信息娱乐系统上。处理器在电子

消费产品中的大量运用是相关知识产权市场价值提高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些处理

器主要分为三个处理单元：微处理器（ＭＰＵ）、微控制器（ＭＣＵ）和数字信号处理器

（ＤＳＰ）。

　　２．预计到２０２４年半导体知识产权版税市场有望继续占据最大份额

芯片制造商必须为其制造的每一个芯片的知识产权付费。随着技术市场的波

动，半导体知识产权版税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制造商可以通过支付产品版税尽可能

多的生产他们想要的产品。此外，大多数巨头通过知识产权版税模式（Ｒｏｙａｌ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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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代替授权费模式（Ｌｉｃｅｎｓｅｍｏｄｅｌ）来获取半导体知识产权。

　　３．预计到２０２４年汽车行业半导体知识产权市场有望实现最大增长

汽车行业半导体知识产权市场的增长得益于微处理器（ＭＰＵ）、微控制器

（ＭＣＵ）、传感器、模拟集成电路（ＩＣ）、接口和存储器等在无人驾驶和豪华汽车中应

用的不断增多。汽车行业正在发生数字化变革，通过多个数字网络连接起数十个

嵌入式处理器可以控制和优化汽车及每个子系统的运行。随着增强信号处理算法

在安全、人机交互界面、排放控制、娱乐和信息等领域应用的拓展，高级版本处理器

将很可能在汽车行业中诞生。一辆高端汽车大约需要使用１００个处理器，处理器

的大量使用将使汽车行业成为半导体知识产权市场中一个蓬勃发展的应用领域。

　　４．２０１８年亚太地区在半导体市场上占据最大份额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得益于半导体厂商投资的增长，亚太地区将有望继续引

领半导体知识产权市场的发展，并将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拥有相对较多的

制造企业，包括１５０多家小型知识产权供应商。半导体晶圆制造一直由中国、印

度、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公司主导。当前许多大型国际数据管理公司都将晶圆生产

外包到亚洲。亚太地区也是电子产品的最大消费地区，这使得该区域在半导体知

识产权参与者中极具潜力。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在亚太地区都有电子产品制造

商，因此，亚太地区对半导体知识产权的需求具有持续性。

目前，半导体知识产权生态系统的主要参与者包括ＡＲＭＨｏｌｄｉｎｇｓ（英国）、Ｓｙｎ

ｏｐｓｙｓ（美国）、Ｃａｄｅｎｃｅ（美国）、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英国）、Ｌａｔｔｉｃｅ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美国）、ＣＥＶＡ（美国）Ｒａｍｂｕｓ（美国）、ＭｅｎｔｏｒＧｒａｐｈｉｃｓ（美国）、ｅＭｅｍｏｒｙ（中国台湾）

和Ｓｏｎｉｃｓ（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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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ＩＦ发布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２日，美国科技政策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ＩＴＩＦ）发布数字

经济知识产权保护报告，分析了数字经济面临的１３个知识产权要点，具体如下。

要点１：政策需要在激励收集、管理和分析数据与从数据应用中获益之间取得

平衡

保护和激励创新、降低保护以促进创新两者的界定是专利政策研究的焦点。

此外，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界定也广受关注。数据共享和专利共享都是

有价值的，聚合的数据比分散的数据更有用，这使得数据相关的知识产权（ＩＰ）系统

可能倾向于数据共享。但这并不意味着数据应该被默认为没有 ＩＰ权限，甚至是强

制共享。若数据丧失专有权，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管理就会缺乏激励机制。

　　要点２：数据是非竞争且易于获取的

数据是非竞争的，意思是即使一家公司拥有海量数据，也并不意味着其他公司

无法使用相同或类似的数据。例如一家公司拥有某人的姓名、年龄、性别、收入等

信息，并采用这些信息进行精准营销，这并不意味其他公司不能收集相同信息。但

这也不意味着数据无法成为企业的竞争力，尤其在从时间维度上评估数据竞争力

的情况下。有的数据在生成时很有价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逐渐丧失。

尽管排他性的保留数据可能会给组织带来竞争优势，但是随之而来的收入损

失和创新机会的减少也可能大大提高组织的机会成本。许多公司发现囤积数据带

来的短期利益并不会超过数据分享带来的长期利益，这成为公司共享数据的原因。

　　要点３：数据所有权归属

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拥有原始数据的知识产权，而不是数据

库的知识产权呢？公司保护其知识产权方式有三种：专利、著作权和商业秘密。

由于大多数原始数据几乎不具备新颖性，因此专利并不是保护数据的有效工

具。此外，与基因一样，有些数据属于“自然产物”，无法获得专利授权。对于人类

创造的而非从自然界中发现的数据，如机器生成的数据，数据本身可能具有新颖

性，但创建数据花费的努力较小，对于绝大多数这样的数据而言，申请专利毫无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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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也不能为大多数数据提供最佳知识产权保护，至少对创建花费努力很

少的数据而言，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但对于具有创意的数字内容，如电

子书、数字照片、ＭＰ３文件等，都应受到著作权保护。

商业秘密是最适合的数据保护方式。即使一家公司拥有与其他公司相同的数

据，只要数据是自己收集或创建的，那么将数据作为商业秘密并不侵权。尽管商业

秘密是保护数据的有效方式，但也需要计算机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补充保护。

相对于传统的商业秘密，数据更容易受到网络攻击的威胁。因此，严惩黑客攻击、

实施反黑客和反非法入侵法律法规，将有效激励数据收集。

公司一般采用数据加密的技术手段来保护数据。若数据被有效加密，无论在

休眠中或在传输中，都能确保数据的所有权，增加数据价值。公司是否有权出售其

收集的数据？一般认为，只要能够提供明确的披露合同，且不违反隐私法，那么公

司就有权销售数据。但是，这种权利的出售不能阻止其他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并使用相同的数据。

　　要点４：个体与其数据所有权

个人数据和机器数据的分界线很模糊。个人数据作为个人身份识别信息（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ＩＩ）包括出生日期、电子邮件、健康记录等。需要关

注以下四种ＰＩＩ：第一类是可观察信息，可由个体直接感知。此类信息可以由自身

和第三方观察得出，如照片、视频、电子邮件、录音文件等。第二类是观察到的信

息，是基于第三方观察或个人提供的但不允许其他人复制观察的信息，可包括个人

的各项数据，如位置信息、生日、检索历史等。第三类是计算信息，是从可观察信息

或观察到的信息中推断或导出的信息，通过对前两类信息计算产生，如广告简介、

生物识别、信用评分等。第四类是第三方与个人相关联的信息，如社会安全号码、

ＩＰ地址、土地所有权等。

一般而言，第一类信息有明确的所有者，特别是涉及作者身份的原始数据。显

然，数据形成的视频、声音记录、图像或文本可以受著作权保护。第二类信息的权

利归属涉及谁为数据贡献“劳动力”的问题（以及为什么）。第三类信息的权利应

该归于完成大部分工作的一方，如计算机。第四类信息的权利应该主要属于产出

信息的相关组织，但信息由个人产出时，个人也应该拥有使用权。报告指出，尽管

各方对于数据权属划分存在很多差异，但普遍呼吁个人拥有其数据的所有权。

　　要点５：私人信息、个人身份信息所有权归属

计算机正在创建越来越多的数据，那么计算机创建的数据应该归谁所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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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所有人、设备制造商或是第三方系统集成商？多个国家都在讨论和关注该问题。

欧盟担心销售设备或软件的大公司将凭借其强大的市场力量迫使客户，特别是小

公司让渡数据所有权，日本政府也在考虑该问题。报告指出，美国公司，尤其是大

科技公司，可能会通过其市场力量来获取不公平的数据特许权，这已经成为多个国

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要点６：强制共享

即使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手段不能像专利或著作权一样强大，但是数据仍然

可以通过商业秘密、数据加密和其他手段进行保护。但是，正如多国政府已经对专

利实施强制许可，当下许多国家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数据的强制共享问题。报告认

为政策制定者需要区分公司专有信息以及公共信息的强制共享问题。

强制性数据共享是一个复杂而繁重的监管过程，部分原因是政府需要根据公

司市场份额来确定相关数据的披露。再者，公司还必须随机提供数据。但存在由

谁判断、如何判断数据共享的随机性的问题。此外，如果共享的数据是关于个人

的，可能会存在重大隐私隐患。最后，正如药物的强制许可会减少对创新者的激励

和其收入，强制性数据共享也会存在这种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些情况下，监

管机构可以要求公司向竞争对手提供数据。报告认为持续的限制是明智的，因为

在涉及个人身份信息时，强制共享可能会增加隐私和数据的安全风险。

　　要点７：竞争政策和数据所有权

评论认为应通过进一步完善包含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在内的竞争政策。社交网

络平台、搜索引擎和电子商务网站通过大量收集个人数据为公司谋取不公平的竞

争优势，通过竞争政策能够处理滥用数据的不正当行为。

报告认为，海量的数据搜集本身并不构成对竞争者的威胁。在大多数情况下，

数据的获取和使用不能减少竞争，现有的法律框架赋予竞争和数据保护监管机构

足够的灵活性以保护市场和消费者。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海量数据逐渐成为重要

的创新要素，数据为消费者和社会带来巨大价值，因此监管机构应谨慎对待。

　　要点８：强制访问

报告指出，在一些行业和市场中，少数公司拥有对特定数据集的独占访问权，

并利用其市场力量通过技术和行政方式限制他人对该数据的访问。这种行为限制

了创新并侵害了消费者，政策制定者应该对此类现象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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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通过竞争政策要求开放数据访问，让其他公司实现数据增值，进而促

进创新和竞争。此外还需要保证消费者和竞争对手对数据的可获取性，允许数据

形式存在差异。

　　要点９：文本和数据挖掘

自动化文本和数据挖掘系统可以更有效地收集和解析数据。欧盟发布了数字

化单一市场著作权指令（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通过允许研究机构对合法获取的受著作权保护的数据进行文本和数据挖

掘来促进科学研究和创新。报告认为这种豁免应适用于所有人。

报告认为，著作权法应该允许出版者对其出版物设置订阅费，禁止未经授权复

制其内容的行为，若被非法复制则应该获得适当补偿。但是不应该要求内容的合

法访问者（如订阅者）就自动化方法的使用征求出版者的允许。

　　要点１０：数据库保护

自动化文本和数据挖掘涉及数据库保护问题。在美国，只要在构建过程中涉

及创造性工作，数据库就可以获得著作权保护。在欧盟，数据库受到特殊保护，甚

至仅仅是简单数据集组合构成的数据库也受到法律保护。但是，保护仅适用于“在

内容的获取、验证或呈现上进行定性和／或定量的大量投资”。

　　要点１１：政府访问和使用数据

政府使用私人数据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包括私人数据和机器数据在内的

多种数据的整合汇聚能够促使数据价值激增，为社会和政府提供特定的用途。

政府可以通过传统方式获取所需数据，如人口普查、通过气象部门收集天气数

据，或者通过创新ＡＰＰ鼓励公民提交数据。政府应该开放其拥有的非专有数据（如

通过ＡＰＰ获取的数据）。相关数据应默认开放并保留在公共领域，在需要时公布。

　　要点１２：国际制度间的冲突

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考虑数据制度的国际差异。由于海量数据的自然流动超越

现实国界，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更多一致的、完善的数据共享法律法规和监管框

架至关重要。报告指出，虽然协调国家隐私法不可能也不可取，但制定限制跨境数

据流的贸易规则是可能并可取的。由于数据保护规则是基于数据制定的，无论数

据所处的地理位置，规则始终有效，因此规则制定比许多政策制定者想象的要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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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与此同时，报告认为为了确保数据规则的可行性，应考虑世贸组织 ＴＲＩＰＳ（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数据协议。

　　要点１３：知识产权和数据的政治经济学

就知识产权问题来说，数据所有权也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激进派认为数据

所有权的不同取决于数据属于消费者还是公司。一般认为，应该赋予消费者对于

其数据的所有权，即使这样可能会导致数据创新的减少（如对疾病数据的分析）。

应该对公司的数据所有权加以限制，强制共享私人拥有公司的数据，即使这样会降

低对公司搜集、处理和分析数据的激励。相比之下，自由市场保守派通常对消费者

应拥有个人数据的想法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公司应该拥有所持有数据的所有权。

另一方面，在欧洲等美国之外的国家中，有些人认为美国是技术强国，“ＧＡＦＡ”

（谷歌、苹果、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亚马逊）作为数据的垄断者，可以通过数据垄断来控制欧

洲公司，使其在交易中处于不公平地位。欧盟已经开始讨论将数据所有权作为阻

止美国科技巨头拥有“数据”的一种方式，同时也作为向美国数据公司征税的依据。

报告认为，欧盟内部数据交易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可能增加大型数据集的获取难

度，造成新的市场进入壁垒并抑制创新。

张　娟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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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２０１８全球知识产权市场重大事件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４日，ＩＡＭ讨论并列举了２０１８年全球知识产权市场重大事件，

具体如下。

　　事件１：美国专利相关文本的革新

自安德烈·伊恩库（ＡｎｄｒｅｉＩａｎｃｕ）在年初接任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主任

以来，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包括通过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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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ＰＴＡＢ）改变了权利要求标准、通过对抽象概念的构成拟议指导，围绕专利权新

的表述进行的系列演讲等。美国司法部也就反垄断法适用于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

的公平合理性和非歧视原则（ＦＲＡＮＤ）提出新措施，显著地改变了美国专利权人的

态度。

　　事件２：高通赢得中国法院初步禁令

在２０１８年的前１１个月里，高通（Ｑｕａｌｃｏｍｍ）在与苹果（Ａｐｐｌｅ）的许可纠纷中没

有太大的收获。尽管赢得了国际贸易委员会（ＩＴＣ）的侵权裁决，但圣地亚哥公司未

能赢得针对其技术竞争对手的排他令（该决定正在审查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

地区高通同样受挫，法院裁定高通应将其技术许可给其竞争对手。１２月初，高通赢

得中国法院初步禁令，禁止苹果向中国进口和销售多款ｉＰｈｏｎｅ机型，这一事件改变

了高通在与苹果专利战中的颓势。此后，德国地方法院最近颁布的一项永久性禁

令（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使高通在专利战中的整体局势进一步扭转。

　　事件３：统一专利法院陷入僵局，英国退欧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英国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宣布已经批准了成立统一专利法院（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

Ｃｏｕｒｔ，ＵＰＣ）的协议，这让许多人措手不及。随着脱欧的临近，英国政府采取了观望

策略，并将与任何成员国开展更广泛的谈判。更重要的是，许多观察员都在纠结如

何使ＵＰＣ的成员资格符合英国脱欧“收回控制权”的目标，实际上这与当时签署欧

洲专利诉讼制度的做法恰恰相反。

但英国知识产权部长山姆·吉马（ＳａｍＧｙｉｍａｈ）宣布英国已经取得了进展，这

可能引发了人们的乐观情绪，即将于英国脱欧日（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启动并开始运

行，但目前看来这是不可能的。自从英国同意对德国批准该协议提出挑战以来的

一年多时间里，英国宪法法院尚未做出任何裁决。这意味着即使挑战被驳回，在英

国脱欧前也没时间使统一专利法院到位。更重要的是，英国脱欧进程当前已经陷

入困境，由于吉马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战略存在分歧，因此吉马本人可能是最近

将要离开英国政府的人员之一。现在英国的退欧政策已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不仅

会使英国参与统一专利法院受到干扰，还会使其与欧盟２７国的知识产权关系受到

严重质疑，这对于知识产权所有者及其法律顾问来说，都存在潜在的破坏性后果。

　　事件４：微软加入了ＬＯＴ网络和ＯＩＮ

经过一段时间，科技巨头微软的专利战略演变十分明显，其将更加专注于成为

６１ 知识产权动态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导者。该战略使微软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其专利储备，

并将其专利组合视为一种保护该公司创新或产生许可收入的手段。今年微软加入

了ＬＯＴ网络（Ｌｉｃｅｎｓｅ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和开放发明网络社区（Ｏｐｅ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ｔ

ｗｏｒｋ，ＯＩＮ）。其中ＬＯＴ网络是Ｇｏｏｇｌｅ在２０１４年发起的专利社区组织，旨在应对日

益猖獗的专利流氓，降低企业的专利风险。ＯＩＮ是一个共享的防御性专利池，它成

立于２０１５年，旨在保护Ｌｉｎｕｘ及其相关的开源项目。当前微软不再被认为是开源

世界的敌人，而是积极的推动者。利用专利制定品牌是另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

　　事件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ＯｉｌＳｔａｔｅｓ和ＳＡ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案的判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诉讼案件挑战了专利双方复审程序（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ＰＲ）的合宪性，受到业界广泛关注。尽管法院在 ＯｉｌＳｔａｔｅ案裁定第三方审查程序

确实通过了审议，但是法院在ＳＡ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案决定ＰＴＡＢ应该对所有受质疑的权利

要求作出裁决，而不仅仅是ＰＴＡＢ认为值得审查的部分，这将彻底改变专利权人和

请愿者的知识产权战略。该决定的全面影响仍在形成，但 ＳＡＳ与美国专利商标局

主任Ｉａｎｃｕ的改革一样，被认为是ＰＴＡＢ一年中发生重大变化的一部分。

　　事件６：联邦巡回法院就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争议作出裁决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ＣＡＦＣ）决定维持 ＰＴＡＢ的裁决，将 ＣＲＩＳＰＲ基因组编

辑专利权授予博德研究所（Ｂｒｏａ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即博德研究所的基因编辑专利不会干

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早期申请，这将对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知识产权领域产生重大

影响。首先，裁决巩固了博德研究所基因编辑领域领导者地位，并暗示其知识产权

很可能成为最有价值的 ＩＰ，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将此项革命性技术商业化。

涉案专利仍会受到伯克利和其他公司有效性挑战的影响，但 ＣＡＦＣ的任何一项对

博德研究所不利的裁决，对其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灾难性裁决。

　　事件７：诺基亚向女性高管提供顶级知识产权领导者职位

诺基亚无疑是近年来获得专利许可比较成功的企业之一，该公司年度专利使

用费收入超过１０亿美元。诺基亚专利业务主管ＩｌｋｋａＲａｈｎａｓｔｏ是取得这一傲人成

绩的关键人物之一。当公司宣布他将于１０月初离职时，诺基亚公司将职位一分为

二，ＥｅｖａＨａｋｏｒａｎｔａ已经成为高级副总裁兼知识产权负责人，ＪｅｎｎｉＬｕｋａｎｄｅｒ担任高

级副总裁兼专利业务负责人，直接向总裁 ＭａｒｉａＶａｒｓｅｌｌｏｎａ报告。这三位女性现在

正在运营全球最大的专利许可业务之一，其实这不应引起过多评论。但是，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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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男性主导的ＩＰ高端市场中，这确实引起了广泛关注。

　　事件８：中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中国宣布将成立最高法院知识产权上诉法庭，该法院将设在北

京人民最高法院。该法院将受理北京、上海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以及其他中级法

院就专利和其他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判决提出的上诉。目前，此类案件由初审案

件所在地的较高一级人民法院审理。美国同等制度建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而

中国相关法院的建设长期以来一直落后于实际发展，其建立将使知识产权诉讼成

为可能。ＩＡＭ预测，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将受到所有专利权人的欢迎。

当前，全球重要决定已经由中国法院和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实施，损害赔偿金将越来

越高，禁令也越来越容易获得，中国的此项举措将加速相关审理过程。

　　事件９：Ｆｏｒｔｒｅｓｓ筹集近１０亿美元，证实其专利货币化的主要参与者地位

美国投资管理公司ＦｏｒｔｒｅｓｓＩＰ集团自２０１３年成立以来，为各种知识产权业务

提供融资服务，已成为货币化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但是，由于其中许多专利陷入困

境，一些专利作为抵押最终落在了 ＥｒａｎＺｕｒ及其团队的手中，并且２０１８年他们开

始行使这些专利权。有消息称，Ｆｏｒｔｒｅｓｓ筹集了近１０亿美元的资金，以开展进一步

投资，这表明其日益重要的参与者地位以及专利对某些投资者的吸引力。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招聘顶尖知识产权人才，来自ＴｉＶｏ的ＣｏｕｒｔｎｅｙＱｕｉｓｈ，将使Ｆｏｒｔｒｅｓｓ的地位越来越稳

固。

　　事件１０：ＨＧＧＣ收购ＲＰＸ

ＨＧＧＣ收购ＲＰＸ是２０１８年业界最受关注的并购案。２０１７年ＲＰＸ首席执行官

ＪｏｈｎＡｍｓｔｅｒ试图将防御性的聚合公司———专利联盟 Ｒｏｃｋｓｔａｒ私有化，但以失败告

终。２０１８年２月，Ｒｏｃｋｓｔａｒ改变了策略，宣布准备出售该公司。与此同时，该公司

披露，由于专利诉讼风险的降低（主要由于来自 ＮＰＥｓ的威胁减弱），其核心市场的

运营状况继续面临严峻挑战。今年５月初，ＨＧＧＣ以５５５亿美元的出价胜出，几个

月后，业内资深人士ＤａｎＭｃＣｕｒｄｙ成为ＨＧＧＣ的首席执行长。

李姝影　检索，侯雪婷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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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Ｉ分析２０１８年美国专利申请趋势

２０１９年１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ＦＩ）公司基于２０１８年美国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专利数据分析了美国专利申请趋势。

统计发现，２０１８年，美国专利商标局授权专利数量有所下降。

２０１８年ＵＳＰＴＯ共授权３０８８５３件发明专利，比２０１７年下降了３５％。

授权专利申请人中，美国公司占４６％，亚洲占３１％，欧洲占１５％。

中国公司占比４％，共计１２５８９件，相比２０１７年增加了１２％。

美国公开专利数量从２０１７年的３７２０８４件小幅增加至３７４７６３件，该数字在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间有所下降。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美国专利授权量（件）

专利申请通常会在授权前１２年公开。ＩＦＩ指出，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间专利申请公开

数量下降，这导致了２０１８年专利授权量的下降。展望未来，与２０１７年相比，２０１８

年专利申请公开数量有所增加，这预示着专利授权量将在２０１９年或２０２０年再次增

长。但专利申请公开量整体减少并未对来自中国的申请产生影响。

排名前９位的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分别是美国、日本、韩国、德国、中国、中国

台湾、法国、英国、加拿大。

美国授权专利排名ＴＯＰ５０中的大多数公司的专利授权量出现下降，ＩＢＭ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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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略微增长。ＩＢＭ连续２６年位居首位，２０１８年９１００件专利获得授权，占比６４％，

其中近一半涉及人工智能、云计算、安全、区块链和量子计算等热点技术。其次是

三星电子（５８５０件）、佳能（３０５６件）、英特尔（２７３５件）以及 ＬＧ电子（２４７１件），其

中三星（Ｓａｍｓｕｎｇ）基本持平，其他业界龙头公司，如佳能（Ｃａｎｏｎ）、英特尔（Ｉｎｔｅｌ）、高

通（Ｑｕａｌｃｏｍｍ）、苹果（Ａｐｐｌｅ）和谷歌（Ｇｏｏｇｌｅ）等的授权量都出现了下滑。中国华为

公司获得专利授权量１６８０件，位居第１６位，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１４％，排名上升４位。

在美国大型技术公司中，福特全球技术（ＦｏｒｄＧｌｏｂ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亚马逊（Ａｍ

ａｚｏｎ）、通用电气（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和波音公司（Ｂｏｅｉｎｇ）均表现出色。

联合技术公司（Ｕｎｉｔ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增长显著。Ｆ０５Ｄ喷气发动机（ＪｅｔＥｎｇｉｎｅ）

和涡轮（Ｔｕｒｂｉｎｅ）相关技术的增长较为显著。

包括台积电（Ｔａｉｗａｎ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丰田（Ｔｏｙｏｔａ）、华为（Ｈｕａ

ｗｅｉ）、京东方（ＢＯ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日本电装（Ｄｅｎｓｏ）在内的许多亚洲公司申请量均

有增长。

从合作专利分类（ＣＰＣ）来看，２０１８年包括排名前三的计算、电信和医疗多个分

类的专利数量均出现下降。半导体（Ｈ０１Ｌ）的跌幅较大，略高于７％。Ｇ０６Ｑ（商业

方法）和Ｇ０１Ｎ（分析材料）分组的专利授权量略有增长。

李姝影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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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第二批支持创新相关

改革举措的通知

２０１９年１月８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广第二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

的通知，推广的改革举措共２３项，具体内容如下：

（一）知识产权保护方面５项：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省

级行政区内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跨市（区）审理；以降低侵权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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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为核心的专利保险机制；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基于“两表

指导、审助分流”的知识产权案件快速审判机制。

（二）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方面４项：以事前产权激励为核心的职务科技成果权

属改革；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模式；技术股与现金股结合激励

的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方利益捆绑机制；“定向研发、定向转化、定向服务”的订单式

研发和成果转化机制。

（三）科技金融创新方面５项：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置科技创新专板；基于“六专

机制”的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综合服务；推动政府股权基金投向种子期、初

创期企业的容错机制；以协商估值、坏账分担为核心的中小企业商标质押贷款模

式；创新创业团队回购地方政府产业投资基金所持股权的机制。

（四）军民深度融合方面６项。

（五）管理体制创新方面３项：允许地方高校自主开展人才引进和职称评审；以

授权为基础、市场化方式运营为核心的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机制；以地方立法形

式建立推动改革创新的决策容错机制。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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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

称《纲要》），其中在优化区域创新环境方面，要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纲要》提出，依托粤港、粤澳及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全面加强粤

港澳大湾区在知识产权保护、专业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强化知识产权行政执

法和司法保护，更好发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等机构作用，加强电子商务、进出口等

重点领域和环节的知识产权执法。加强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贸易方面的

国际合作，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案件跨境协作机制。依托现有交易场所，开展知识产

权交易，促进知识产权的合理有效流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培育和“正

版正货”承诺活动。发挥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区的辐射作用，促进高端知识产

权服务与区域产业融合发展，推动通过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包括仲裁、调解、协商

等）处理知识产权纠纷。充分发挥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专业服务等方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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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优势，支持香港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有利于激

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大湾区知识产权信息交换机制和信息共享

平台。

同时，《纲要》提出，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鼓励粤港澳共建专业服务机

构，促进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发展。加强法律事务合作，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

护，强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更好发挥知识产权法庭作用。

《纲要》提出，到２０３５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

式，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大湾区内市场

高水平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各类资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

强，对周边地区的引领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社会文明程度达

到新高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多元文化进一步交

流融合；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宜居宜业宜游

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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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ＷＩＰＯ分析２０１９年人工智能技术趋势

【摘要】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９年人工智能

（ＡＩ）技术趋势报告。报告基于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态势，结合专家意见解析人工

智能未来发展趋势和机遇及其对知识产权系统的影响。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９年人工智能（ＡＩ）技术

趋势报告。报告指出，人工智能超越理论范畴，进入全球市场。基于人工智能的发

明大量涌现，美国的ＩＢＭ和微软是其中的佼佼者。

　　１．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态势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ＡＩ出现以来，截至２０１６年，创新发明人和科研人员已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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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相关发明专利申请近３４万件，发表科学出版物超过１６０万部。ＡＩ相关专利申

请增长迅速。从申请年份来看，超过半数发明于２０１３年以后公布。

　　（１）主要申请人

排名前３０位的ＡＩ专利申请人中，企业占据２６席，其中ＩＢＭ申请量最多，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拥有８２９０项发明。其次为微软，拥有５９３０项发明。ＴＯＰ５申请人还包括

日本东芝（５２２３项），韩国三星（５１０２项）和日本ＮＥＣ（４４０６项）。

专利申请人排名前３０的机构中，学术机构占据４席，其中３家来自中国，中国

科学院拥有超过２５００个同族专利，排名第１７位。

ＡＩ专利申请前２０名学术机构中有１７家来自中国，ＡＩ相关科学出版物数量前

２０名学术机构中有１０家来自中国。

　　（２）技术领域分布

从ＡＩ技术应用领域来看，特别是彻底改变机器翻译的神经网络，成为已公布

专利中最主流的ＡＩ技术，超过１／３的发明都与此项技术相关。机器学习，例如共

享出行服务为尽量少走弯路的技术，相关专利申请从２０１３年的９５６７件增长到

２０１６年的２０１９５件，总体增长１１１％，年均增长率约２８％。

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技术之一，彻底改变了包含语音识别系统的人工智

能，是发展最快的ＡＩ技术，２０１３年相关专利申请为１１８件，２０１６年已增长近２０倍，

达到２３９９件，年均增长率１７５％。相比之下，所有技术的专利申请量同期仅增长

３３％，年均增长率为１０％。

包括图像识别技术在内的计算机视觉技术是实现汽车自动驾驶的关键技术，

也是最常见的ＡＩ应用，所有ＡＩ相关专利中有４９％涉及该技术。

用于机器人的ＡＩ专利申请从２０１３年的６２２件增长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２７２件，总体

提高２６５％，年均增长率５５％。

用于管理机器臂等设备行为的控制方法技术相关专利申请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９３件

增加至２０１６年的６９８件，提高２６２％，年均增长率达到５５％。

　　（３）行业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包括自动驾驶车辆在内的交通运输业是ＡＩ相关增长率最高

的领域之一。２０１６年，相关申请８７６４件，与２０１３年的３７３８件相比增长１３４％，年

均增长率达到３３％（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所有专利文件中有１９％与交通运输业相关）。

ＡＩ对于改进电信网络至关重要，２０１６年相关专利申请６６８４件，与２０１３年的

３６２５件相比增加８４％，年均增长率达到２３％（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所有专利文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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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与电信业相关）。

在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中，人工智能可以应用于机器人外科手术和个人化用

药，相关专利申请２０１６年达到４１１２件，与２０１３年的２９４２件相比增加４０％，年均增

长率为１２％（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所有专利文件中有１１％涉及生命科学和医学）。

个人设备、计算和人机交互的相关申请２０１６年为３９７７件，与２０１３年的２９１５

件相比增长３６％，年均增长率为１１％（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所有专利文件中有１１％涉及

个人设备、计算和人机交互）。智能手机的很多技术应用了包括智能助手和能识别

面部特征、实现完美人像摄影的相机技术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

　　２．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１）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趋势和机遇

报告基于当前ＡＩ相关专利、科研论文与商业信息，分析了ＡＩ技术未来的发展

方向和趋势。

①报告指出，人类正在经历人工智能的复兴，越来越多的科学出版物和专利申

请印证了该结论。半数与ＡＩ相关的专利活动发生在２０１３年以后，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间

各类人工智能技术的增长率远高于所有技术领域的总体增长率，数据显示这一趋

势有望持续发展。

②ＡＩ专利技术申请多以商业应用为重点。报告总结了ＡＩ技术主要的２０个应

用领域，分别是网络（Ｎｅｔｗｏｒｋ），商业（Ｂｕｓｉｎｅｓｓ），军事（Ｍｉｌｉｔａｒｙ），银行和金融业

（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制图（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物理和工程（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个人设备、计算机和人机交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ＨＣＩ），电子

政务（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生命和医学（Ｌｉｆｅ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人文艺术

（Ａｒｔ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电信（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农业（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能源管理

（Ｅｎｅｒ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娱乐业（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文献管理和出版业（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教育（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工业制造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

ｉｎｇ），法律、社会和行为科学（Ｌａｗ，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运输业（Ｔｒａｎｓｐｏｒ

ｔａｔｉｏｎ）和安全行业（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各个部门都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③ＡＩ专利申请量较大的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如交通运输业（自动驾驶汽车、无

人驾驶飞机等）、生命和医学科学（医疗数据收集、医疗诊断和预测）。报告指出，几

乎所有领域都有可能因使用ＡＩ而受益。分析还表明ＡＩ技术与其他新兴技术的结

合可以彻底改变该领域并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如机器人、物联网和用于区块链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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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学等。

④企业在绝大多数ＡＩ技术、功能和应用行业中都是最佳专利申请人。但是一

些领域的专利申请由公共研究机构占据主导，如支持向量机、生物启发式算法、无

监督学习和基于实例的ＡＩ技术学习、基于功能应用的分布式ＡＩ、神经科学／神经机

器人和智能城市。报告指出，如何在产业和高校之间开展合作是未来需要关注的

问题。

⑤从近期发布的ＡＩ相关政策来看，培养ＡＩ人才是多国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

这可能归因于国家／地区层面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并允许 ＡＩ民主化，使得每个人都

能从中获益。

⑥鉴于ＡＩ在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中的重要性，海量数据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

受到关注，报告认为这一问题将通过政府政策来解决。对于公共研究机构或小规

模的参与者，可以鼓励其开发其他ＡＩ方法或开发由数据所有者垄断的某些方法来

解决数据访问缺失问题。

　　（２）ＡＩ和知识产权体系的未来

报告认为ＡＩ有望彻底改变各个行业领域的流程。可以预见，ＡＩ还将影响知识

产权体系，尤其是专利权及其管理。这可能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ＡＩ的发展将

被纳入并影响知识产权管理，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政策和实践将与 ＡＩ管理创新战

略相互作用。

①数据和知识产权体系

报告指出，数据的访问权和所有权是ＡＩ开发的核心。评估其法律性质以及数

据、数据集和数据库是否构成特殊权利，或是否可以结合其他可能需要披露／共享

数据的条款通过知识产权形式加以保护，也将对ＡＩ的开发和使用产生影响。

②ＡＩ和知识产权保护

报告指出，在审查专利主题的合格性时，如何对待不同的ＡＩ技术，在不同司法

管辖区的专利申请中如何解释可授予专利权的标准并将其应用于人工智能，是否

有可能进一步改进或完善专利制度，是否能够容纳ＡＩ特异性等问题仍有待观察并

值得知识产权专家进一步讨论。诸如此类的发展产生的影响都可以通过 ＡＩ领域

的专利申请数量、专利地域布局分布和与ＡＩ发明保护的知识产权选择等特定指标

来衡量。随着ＡＩ进一步发展，关于发明人和侵权规则的其他问题也值得关注。

③用于专利管理的ＡＩ技术

报告指出，法律（包括工业产权）是 ＡＩ专利申请所涉及的领域之一，涉及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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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检索和审查，基于 ＡＩ的解决方案的权利主张的构建，这些技术可以支持专利

从业人员（如专利律师、申请人等）的相关工作。在该领域的前２０名申请人中包含

了专利信息提供商，这证实了向不同类型的专利专业人士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的

发展趋势。

此外，专利局已经在探索甚至使用 ＡＩ技术来促进相关服务的开展，包括专利

分类、图像识别、搜索技术、机器翻译和客户服务。如何将具体的ＡＩ技术纳入到各

种知识产权管理工具是正在讨论的问题。此外，随着 ＡＩ的发展，目前在讨论中的

一些假设问题可能会成为现实，包括 ＡＩ发明人和 ＡＩ侵权等。这可能需要新的立

法或对现有法规进行相应解释以解决相关问题。

许　轶　检索，侯雪婷　摘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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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ＳＴＥＰ调查日本产学研官合作

【摘要】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０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调查了日本企

业、大学、公共研究机构、政府相关人员对产学研官合作中存在问题的认识，深入

分析问题及原因，并从中得出推进产学研官合作的启示。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０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在《ＳＴＩＨｏｒｉｚｏｎ》杂志

上发表名为“建立系统性的产学研官联系：问题及主要原因分析”的研究报告，通过

问卷调查深入分析日本产学研官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及主要原因，问卷调查对象共

分为两组，一组为“大学和公共研究机关团体”，由大学校长、研究机构负责人以及

管理人员组成，另一组为“创新整体规划小组”，由行业专家、研究开发与创新的相

关人员（如资助机构负责人等）组成。

　　１．日本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对产学研官合作问题的认识

调查发现，３６％的受访者认为产学研官合作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学和公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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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无法提出吸引企业的研发项目提案。代表性观点认为研究人员无法把握企

业需求、相关人员以及资金投入不足；没有充分了解企业情况，如企业的发展节奏、

利润意识和决策体系等；不能组织足够的研究人员开展大项目提案。

表２　日本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对产学研官的问题认识

序号 选项 问题认识 占比

１ 合作理解问题
科研一线的研究人员不理解产学研官合作体制的目的
和效果

２２％

２ 合作评价问题 研究群体不认可加入产学研官合作体制的价值 ２０％

３ 组织管理体制 机构无法与企业建立有效沟通体制 ２８％

４ 组织研究体制 缺乏集中机构内部优秀人才的组织体制 ２５％

５ 手续办理和决策
时间

与企业签订共同研究合同所需的手续办理和决策时间
过长、程序繁琐、周期过长

１２％

６ 博士后、学生共
同参与体制

未能整合好博士后、博士参与的产学研官合作项目
体制

１５％

７ 企划提案能力 无法向企业提供有吸引力的研究开发项目企划 ３６％

８ 资金管理 无法向企业出示共同研究所需经费 ９％

９ 知识产权管理 产学研官合作组织中的知识产权管理不明确 ５％

１０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尚不充分 ７％

１１ 项目管理 就企业的共同研究的投资，还无法实行成果管理 １０％

２８％的受访者认为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没有建立起面向企业的沟通机制。代

表性观点认为目前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缺乏与企业进行谈判和协调的专业人才。

大型产学研官合作不能充分调动大学的人才、资源和基础设施；与企业缺乏沟通。

２５％的受访者认为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缺乏集中机构内部优秀人才开展产学

研官合作的组织机制。主要原因在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优秀研究人员承担了

很多项目，没有余力参与产学研官合作；大学研究人员多出于研究兴趣开展研究，

难以适应自上而下的研究机制；目前的合作研发体制不能激发研究人员的研究

热情。

２２％的受访者认为科研一线人员不理解产学研官合作的目的和意义。代表性

观点认为部分一线科研人员仅追求自己的研究成果，未能将产学研合作与自身研

究相结合，同时多数教员封闭于实验室中，无法应对社会的变化，也没有意愿开展

社会创新。

２０％的受访者认为研究群体不认可加入产学研官合作的价值，主要原因在于

研究人员业绩评价多看重学术论文的产出和获得的科研经费等，产学研官合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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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受重视。

　　２．日本企业对产学研官合作问题的认识

表３　企业对产学研官合作问题的认识

序号 选项 问题认识 占比

１ 组织管理体制
企业无法建立起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有效沟通
体制

２２％

２ 组织研究体制 缺乏集中企业内部优秀人才的组织体制 ２８％

３ 手续办理和决策
时间

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签订共同研究合同所需的手续
办理和决策时间过长

２０％

４ 博士后、博士共
同参与体制

未能整合好博士后、博士参与的产学研官合作项目
体制

７％

５ 研究者的能力
能够参与企业、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组织合作且具
备相应能力的研究人员很少

１８％

６ 战略制定 无法有效运用外部知识和资源制定研究开发战略 ２８％

７ 判断力
无法准确识别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中有前景的研究
需求

２８％

８ 资金 企业不具备产学研官组织合作中必需的资金规模 ２５％

９ 知识产权
产学研官合作组织中的知识产权管理不明确（包括知
识产权的使用、维持和管理）

９％

报告指出，２８％的受访者认为企业无法构建集中优秀人才的内部研究体制。

主要原因是优秀人才因为日常业务繁忙而无法参与产学研官合作；企业需要根据

每年的经营状态来调整研发预算和研究人员数量，所以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研究

项目，难以保证研发资金的稳定投入。

２８％的受访者认为企业无法有效运用外部知识和资源来制定研发战略。主要

原因在于对于开放创新的理解不足；企业中的研发以短期为主，难以与大学基础研

究达成一致；企业内未形成中长期战略，不能很好地开放创新。

２８％的受访者认为企业无法辨别出有前景的研究需求。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缺

乏具有判断能力的研究人员，无法准确判断出核心项目最合适的研究机构和认清

当前的研究水平；企业还不具备追赶大学新兴技术的能力。

２５％的受访者认为对于中小企业和大学创业团队来说，研发经费的筹措是常

见的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对于上述企业而言，筹措研发经费受到企业经营情况的

影响；无法确定投资能否实现产学研官合作；小规模企业无法筹措足够的资金利用

大学资源创造新价值。

１８％的受访者认为能够参与企业、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组织合作且具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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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力的企业研究人员很少。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内缺乏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

研究人员同等基础、能够共同进行探讨的研究人员；企业研究人员缺乏产学研官合

作经验和相应能力；要在公司内培养出满足产学研官合作要求的技术人员，需要投

入一定的时间、人力和资金。

此外，企业规模不同，关注的问题也不同。大型企业的关注重点为研究需求的

识别中小型企业主要关注研究体制问题，大学创业团队则关注资金问题。

　　３．报告建议

对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而言，报告建议由日本文部科学省推进的开放创新组

织可以作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开放创新组织旨在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合

理地将知识管理人才分配到项目进展管理、知识产权、法务、财务、人事等各个领

域。尤其是统领上述专业人才的总管理人应具备研究背景、精通企业经营、具备根

据市场和技术趋势制定研究计划和项目的能力。开放创新组织有助于大学和公共

研究机构建立企业提案机制，企业也可为开放创新组织的建立提供专业人才。

对于大型企业而言，报告指出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可以基于中长期合作的目

标提出研发方案，由此可提升大企业对研究需求的识别能力，为战略制定提供支

持。同时，为强化大企业对研究需求的把握能力，企业可以积极任用具有高研究潜

力的博士或博士后，或者通过在职博士课程推进继续教育。经统计，当前企业研究

人员中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仅为４４％。拥有博士研究生的企业成功实现产品和工

艺创新的概率更高。报告指出要充分发挥博士人才的作用。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报告建议参照上述开放创新机制，将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

中熟悉企业产品需求的研究人员组织起来，使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能够成为中小

型企业有力的合作伙伴。但是，当前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中熟悉产品研发的人员

并不多，因此，有必要通过绩效评价（并非学术论文，而是以产学研官合作成果为中

心来展开评估）或奖励机制来广泛地吸纳相关研究人员。同时，从长远来看，有必

要促进大学、公共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培养精通不同研发模式的人才。

对大学创业团队而言，创业企业不仅是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合作对象，更是

解决产学研官合作中产生的技术需求的主体。大学可为满足条件的创业公司提供

资金，以此推动大学研究成果商业化。创业团队通过利用大学创新孵化设施，可以

减少办公室租金、人力物力成本。

从产学研官组织机制而言，为应对企业难以形成稳定的中长期经营战略的问

题，报告建议就短期来看，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要积极提出相关提案，促进产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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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和政府机构间的人员流动和交流，加强沟通，基于各个组织特性和需求，进一

步探索合作模式。

目前日本的产学研官合作，大多基于文部省或内阁府提出的大型项目开展。

而这些大型项目，大多是为了在申请阶段得到批准所采用的合作形式，在这种前提

下，一线研究人员可能无法理解产学研官合作的目的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一旦

国家停止项目预算，产学研合作可能也难以进行下去。报告建议，产学研官合作框

架应当基于当事者的自发意愿，企业和大学、公共研究机构要实现合作（可能也需

要两者共同描绘未来愿景），不应当只依赖国家预算，参与方都要贡献出一定程度

的投资和资源，构筑中长期合作关系。

王雯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ｓｔｅｐ．ｇｏ．ｊｐ／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ｓｔｉｈｏｒｉｚｏｎ％Ｅ８％ＡＡ％８Ｃ／ｖｏｌ

０４ｎｏ０４／ｓｔｉｈ００１５７

原文标题：组织的な产学官连携を行う上での问题点とその背景要因：

产学官の有识者による自己诊断とそこから得られる示唆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６日

技术观察

动力电池拆解回收利用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电动汽车销量近年来表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动力电池出货量也随之激

增。然而，动力电池的寿命仅为２到６年，因此动力电池的高效回收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与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库，对动力电池的拆解回收利用

技术的专利申请趋势、技术主题图谱、主要专利权人以及重点企业的相关专利布

局进行了分析。

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７年间，我国电动汽车销量经历了一番爆发式增长，年化增长率

达到了１１８％。而动力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三大核心技术之一，被誉为电动汽车的

心脏，电动汽车的销量暴涨也使动力电池出货量激增。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７年，动力电池

出货量年复合增长率在３０％以上。然而，相比传统内燃机车，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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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要短得多。以当下动力电池的主流原材料为例，磷酸铁锂电池的平均使用寿

命是４６年，而三元电池的使用寿命更短，仅２４年。根据我国规定，新能源车电池

性能下降到新电池的８０％就需要更换，结合电动汽车的销量爆发，市场预计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前后将掀起动力电池的“报废潮”，电池回收问题随之浮出水面。为了解决

动力电池报废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为了通过资源回收利用来创造新的

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２００９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数十项规章政策，提升了电池回

收的商业化水平。

本文通过关键词结合ＩＰＣ分类号的方式，在Ｉｎｃｏｐａｔ与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

库中，共检索得到３４９１件动力电池拆解回收相关专利（不含二次利用）。下文将从

专利总体产出规模、专利申请布局、技术主题、主要专利权人等方面对动力电池拆

解回收相关专利进行分析。

　　１．全球专利申请数量趋势分析

图２展示了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７年间动力电池拆解回收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变化趋

势。可以看出，动力电池拆解回收技术相关专利在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２年间有一定幅度的

增长，在这段时间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开始大幅度增长，相应的电池回收技术专

利也开始出现。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５年间，电池回收专利数量的增长幅度逐渐放缓。２０１６

年，相关专利数量再次出现较大规模的增长，这可能与电动汽车电池的退役潮即将

到来，大量企业等机构再次开展布局有关。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全球动力电池拆解回收技术专利申请年度趋势

图３显示了按申请人所属国别／地区对动力电池拆解回收专利进行分类的情

况。在该领域，中国申请了１５５８件专利，占全球总数近５０％ ，这与中国全球最大

的动力电池生产国地位相符。其次是日本，由于汽车是日本的支柱产业之一，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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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资源匮乏型国家，因此日本非常重视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技术开发。第三

和第四位分别是美国和韩国，这两个国家也是动力电池的生产大国，相关回收技术

也比较发达，不过在专利数量上，与中国和日本还有较大差距。

图３　全球动力电池拆解回收技术专利申请人国别／地区分布

图４显示了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７年间动力电池拆解利用领域主要国家的专利申请趋

势。图中表现突出的是中国。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１年间，日本一直是动力电池回收技术专

利的第一大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专利数量都比较少。２０１２年，日本相关专

利申请达到峰值，此后动力电池回收技术专利申请量逐年下降，除中国以外，其他

国家都没有太大数量上的变化。２０１３年，中国相关专利数量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

一位，并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保持了这一地位，且增幅不断提高。这说明，近５年来

动力电池回收技术在国外的发展已逐渐成熟，而中国在近年来才开始逐渐重视该

技术的发展，并且产生了大量的专利技术。

图４　动力电池拆解回收技术各国申请专利申请数量随时间变化趋势（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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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全球专利技术主题图谱

图５是通过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的专利关键词聚类得到的专利地图，从地图的

高亮部分对应的关键词可以判断出全球动力电池拆解回收技术专利的主要技术

主题。

图５　全球动力电池拆解回收专利关键词聚类地图

聚集度最高的专利集群分布在以下技术主题领域：（１）镍与钴金属的回收利

用；（２）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回收；（３）动力电池及其零部件拆解；（４）阳极铝箔材

料回收；（５）磷酸铁锂电池回收；（６）废铅回收。这六大主题基本代表了动力电池

回收领域的重要方向。除这６个主题以外，其他较为集中的专利主题还包括：电池

电量管理、碳酸盐溶液制备、高价值金属回收、过滤膜等。可见，在动力电池拆解回

收领域，包括磷酸铁锂电池在内的锂离子电池是专利申请者最为关注的电池类型。

在材料回收上，对正极材料、镍、钴金属材料和铝箔材料回收的相关专利较为集中。

动力电池解也是较大的一类专利主题。铅酸电池是另一个较多专利涉及的领域，

不过铅酸电池在电动汽车上的应用已逐渐被淘汰，主要应用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

三轮车上。

　　３．全球（国外）主要专利权人分析

图６展示了动力电池拆解回收领域除中国机构以外拥有专利最多的ＴＯＰ１０机

构。其中，日本企业有６家，包括丰田汽车、新日铁住友金属、日立公司、ＪＸ金属株

式会社、三井金属公司和日本同和环保，韩国企业２家（韩国地质资源研究院、Ａｑ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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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ｌｓ），瑞士企业１家（Ｒｅｃｙｔｅｃ），德国企业１家（博世公司）。

图６　专利申请量ＴＯＰ１０国外机构

丰田汽车的相关专利大量布局在电池组的管理和通信模块方面，用于监测电

池的电量变化和老化情况。丰田汽车在正极材料的回收领域也有一定布局，主要

涉及湿法工艺对正极材料进行回收。丰田汽车还有部分专利用于回收处理电池组

的热处理和冷凝装置。

新日铁住友金属公司申请了大量利用酸性溶液和有机溶剂提取动力电池中镍

材料的相关专利。住友金属还非常关注镍氢电池中镍、钴和稀土元素等材料的提

取。此外，住友金属还有部分专利专注于从六氟磷酸锂等含锂溶液中提取锂材料。

日立公司作为一家电动车生产企业，专利布局与丰田汽车类似，有许多专利与

电池组的信息管理、信息存储相关，用于判别电池电量与老化情况。此外，日立公

司在利用酸性溶液回收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中的金属也有相当多的专利布局。

瑞典Ｒｅｃｙｔｅｃ公司的专利主要与干法回收相关，主要是利用４５０℃６５０℃的温

度焚烧热解大功率电池，然后对热解渣进行电解回收。不过，Ｒｅｃｙｔｅｃ公司的专利

申请较早，主要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前后，属于比较早期的电池回收技术。

ＪＸ金属株式会社的专利同时涉及干法和湿法两种类型，包括利用焚烧炉对锂

离子电池进行加热分解，进而回收熔化的废弃金属，也包括利用酸溶液浸出锂

材料。

韩国地质资源研究院（ＫＩＧＡＭ）的专利布局范围也比较宽泛，包括采用湿法工

艺回收锂、钴、锰、镉等材料。ＫＩＧＡＭ也有部分专利涉及电池组的切割、粉碎、研磨，

以及加热处理等相关技术。

德国博世公司的专利主要与锂储液器系统与方法相关。日本三井金属公司的

专利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电极板的切割、分离、粉碎技术，二是对镍氢电池中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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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与合金材料进行回收利用。韩国 ＡｑｕａＭｅｔａｌｓ公司的专利技术主要与铅酸蓄

电池的回收利用相关。日本同和环保再生公司的专利技术主要涉及锂离子的湿法

回收，以及碳酸锂的制备，也有少量专利涉及电解液中锂材料的回收。

　　４．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趋势分析

中国在动力电池拆解回收利用领域拥有专利１７０９件，其中８９％的申请的来自

中国申请人，１１％来自其他国家申请人。在外国申请人中，日本占比最高，为６％

（如图７所示）。

图７　各国申请人在中国申请专利占比

图８给出了在我国申请的动力电池拆解回收专利中，各省（市）的数量分布情

况。广东省以２５０件专利排在第一，北京市以１７３件专利排第二位，安徽省拥有

１６５件专利排在第三，湖南省拥有１４２件专利排第四。在动力电池拆解回收领域，

广东省在技术研发上具有一定领先优势。

图８　中国各省（市）专利申请数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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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进一步显示了动力电池回收相关专利申请全国 ＴＯＰ１０省市在２００８至

２０１７年相关专利申请的变化态势。从图中可以看到，在２００８年前后，我国各省市

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相差不大。但广东省自２００９年起，专利申请数量开始增

多并领跑全国，且一直保持这一地位直至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１年后，各省市在动力电池

回收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均有所增长，特别是北京市和浙江省，其中，北京市是我国

除广东省以外相关专利申请最多的地区，而浙江省在２０１５年前后专利申请量开始

下降，随后被安徽和湖南超过。安徽和湖南在 ２０１４年开始大量申请专利，并在

２０１５年后迅速增长，其中安徽在２０１６年申请了接近９０件专利，湖南当年申请了４０

件专利，超过广东成为全国前二。不过安徽在 ２０１７年专利申请数量又有较大

下滑。

图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各省（市）专利申请量变化趋势

从专利申请趋势来讲，广东省在保持全国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第一位的情况下，

近年来仍然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２０１７年反超安徽和湖南，重新成为全国单年申

请量的第一位。湖南近年来的专利申请态势也较好，２０１６２０１７连续两年保持全国

单年申请量的第二位。此外，北京市尽管这两年在专利申请数量上屡屡被其他省

份超越，但其增长趋势一直比较稳定，表现为持续上升态势。安徽省在２０１６年取

得较多专利之后，并没有继续保持这一发展趋势，未来的趋势还有待观察。

表４给出了广东、北京、安徽、湖南这４个动力电池回收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

多的地区中申请专利最多的企业／机构。

对比这５个地区可以发现，广东省企业的总体技术实力强于其他地区，除拥有

邦普循环科技（其分公司包括广东邦普、湖南邦普和佛山邦普）和格林美股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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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及两家子公司）两家动力电池回收领域的龙头企业外，还拥有深圳沃特

玛电池、深圳比克电池，以及华南师范等专利大户。

表４　广东、北京、安徽、湖南四地专利申请ＴＯＰ企业／机构

各省（市）ＴＯＰ１０企业／机构 专利申请数量

广东省 ２５０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２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８

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１５

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１４

佛山市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

华南师范大学 １３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９

广州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分所 ９

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８

武汉格林美城市矿产装备有限公司 ８

北京市 １７３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３２

国家电网公司 １７

北京化工大学 １２

中科过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９

北京理工大学 ９

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８

清华大学 ８

北京工业大学 ７

北京赛德美资源再利用研究院有限公司 ６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６

安徽省 １６５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８１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９

芜湖格利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９

合肥工业大学 ８

天能电池（芜湖）有限公司 ７

安徽南都华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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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各省（市）ＴＯＰ１０企业／机构 专利申请数量

界首市双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５

安徽中能电源有限公司 ４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股份公司 ３

安徽华铂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３

湖南省 １４２

中南大学 ４６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

株洲鼎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湖南省正源储能材料与器件研究所 １０

湘潭大学 １０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长沙理工大学 ９

长沙佳纳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７

王坚 ６

北京市企业在动力电池回收方面实际表现并不突出，只有国家电网公司在该

领域申请了较多（１７件）专利。但由于北京科研院所和高校云集，中科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及其下属中科过程公司）、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

工业大学，特别是过程所在该领域有较多专利申请，北京市在领域内的专利申请大

多由这些研究机构完成，因此北京市的科研实力较强，但产业实力不及广东。

安徽省在动力电池回收方面的主要申请人是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

司，它也是全国在该领域申请专利最多的企业。安徽省内其他较强的企业还包括

奇瑞汽车、芜湖格利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合肥工业大学等，其他企业的表

现比较一般。

湖南省在动力电池回收领域的机构专利布局与前三者有所不同。该省在领域

内的科研实力较强，其中申请专利最多的是中南大学，湖南省正源储能材料与器件

研究所、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也有一定数量的专利布局。同时邦普在湖南设

有分公司，株洲鼎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也申请有

较多专利，说明湖南省的企业在该领域也有较强实力。相比北京和安徽地，湖南省

既有科研实力较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有较强的产业实力，发展相对比较均衡。

从申请人的构成来看，中国在动力电池拆解回收方面的领先申请人主体大多

是企业，其次是大专院校，个人和科研单位相关专利申请相对较少（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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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中国专利申请人类型构成

　　５．中国专利技术主题图谱

图１１显示了经过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专利关键词聚类得到的中国专利地图分

布。该专利地图中，以下技术领域的专利聚集度较高：（１）磷酸铁锂电极回收，（２）

正极材料回收，（３）电池拆解相关技术，（４）铅酸电池回收。

图１１　中国动力电池拆解回收专利关键词聚类地图

可见，中国动力电池拆解回收的专利技术主题与全球专利技术主题分布比较

类似，在锂离子电池回收，正极材料回收方面占有较大比重。不过相对而言，中国

专利在磷酸铁锂电极材料回收领域有更多布局，还有相当多的专利与电池的拆解

技术密切相关。而中国在对镍、钴等高价值金属材料的回收方面尽管也有不少专

利布局，但相对来说没有全球专利布局情况那么突出。

　　６．中国（国内）主要专利权人分析

图１２给出了动力电池拆解回收领域中国的主要专利申请人。合肥国轩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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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共拥有８２件专利，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中国企业。其次是格

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拥有５３件专利。再次是邦普循环科技集团，拥有４８件专利。

湖南的中南大学在该领域具有４６件相关专利。ＴＯＰ１０的其他企业／机构还包括国

家电网（３３件）、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３２件）、兰州理工大学（２９件）、中航锂电

（２２件）、赣州豪鹏科技有限公司（２２件）、万向集团（１７件）。

图１２　中国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

表５列出了国内ＴＯＰ企业在动力电池拆解方面的技术布局情况。该表将这些

企业按照地理位置分布划分为华南、华东、华北、华中和西北五大片区，根据片区对

企业进行了划分，并列出了每家企业的主要技术方向。

表５　国内部分主要企业在动力电池拆解技术上的布局

区域 公司 主要技术

华南

广东邦普
独创“逆向产品定位技术”，专利布局集中于废旧动力电池
的自动化拆解装备等。

格林美
主要涉及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回收、利用废旧锰酸锂和钴酸锂
正极材料制备三元正极材料，以及动力电池单体自动拆解和
分离装备等。

中南大学 主要集中在镍钴锰三元锂离子电池中有价金属元素的回收。

华东

合肥国轩
涉及从制备到应用的全过程，专利布局集中在废旧锂电池的
模组以及电池卷心和壳体分离、拆解方法和装置，以及正负
极片材料的湿法回收等。

赣州豪鹏
未来主要布局以三元前驱体为废旧电池处理的终端技术
（被厦门钨业控股）。

万向集团
主要涉及废旧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极耳、隔膜、正负极片的
分离与湿法回收技术。

华北

国家电网 主要涉及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湿法回收技术。

中科院过程所
主要涉及磷酸铁锂电池中锂、磷、铁元素以及其他金属组分
的分离回收，还有负极碳材料回收、正极材料再制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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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区域 公司 主要技术

华中 中航锂电
相关技术涉及废旧锂离电池的全流程处理，包括分选、拆解、
正负极材料回收、电解液回收等。

西北 兰州理工 主要是废锂离子电池中钴酸锂正极材料的修复再生和回收。

　　７．小结

（１）世界范围内，动力电池回收技术相对成熟，但中国仍处于技术发展阶段。

从国内外相关专利数量的时间变化趋势看来，日本曾经在动力电池回收领域拥有

较多专利，但自２０１２年以来，相关专利数量逐年下降，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未观

察到相关专利数量的大幅上升，国外特别是日本相关技术可能比较成熟。中国近

年来由于电动汽车销量上升引发对废旧电池回收需求增加，相关专利正在大幅增

加，技术发展较为迅速。

（２）中国动力电池回收技术主题分布与国外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不过在磷酸

铁锂电池和电池拆解技术方面具有较多布局，但在高价值金属的回收方面没有国

外专利布局那么突出。

（３）国外主要专利权人中，日本丰田汽车、新日铁和日立公司等是主要的专利

申请人，中国丰田和日立在专利布局上，非常注重电池组的寿命监测、信息管理方

面，这取决于其汽车制造商身份。部分韩国、德国和瑞典企业也在电池回收利用方

面有较多布局。

（４）我国广东省在动力电池拆解回收领域具有领先地位，格林美股份、邦普循

环等电池回收龙头企业均属于广东企业。北京市也有较多专利申请，但主要来自

于中科院过程工程所、北京化工大学等科研单位。安徽省由于合肥国轩高科在该

领域有大量专利，在该领域仅次于广东和北京。湖南省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排在

第４，该省既拥有科研实力较强的中南大学、湘潭大学等科研机构，也拥有邦普循环

科技在湖南的分公司，以及鼎端装备等企业，申请人构成比较均衡。

（５）国内动力电池拆解回收领域申请专利最多的机构包括合肥国轩、格林美股

份、邦普循环科技、中南大学等。其中合肥国轩专利布局比较广泛，覆盖拆解、回

收、装置、湿法电极回收技术等多个领域。格林美主要涉及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回

收。广东邦普科技侧重于废旧电池的自动化拆解装备。中南大学则侧重于三元锂

电池的有价金属回收技术。

姜山（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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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科院２５项（人）获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１月８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

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活动。习近平等为获奖代

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韩正主持大会。

中国科学院共获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２５项（人）。中科院作为第一完

成单位或主要完成单位，获自然科学一等奖１项，自然科学二等奖９项；技术发明

二等奖８项；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４项。其中，物理研究所作为主要完

成单位参与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获得２０１８年度自然科学一等奖，长

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牵头完成的项目获科技进步一等奖（专用项目）。中

科院提名的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教授朱溢眉、美国蒙特利湾海洋研究所教

授彼得·乔治·布鲁尔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ｔｔ／２０１９０１／ｔ２０１９０１０８＿４６７６１２９．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６日

中科院获３９项２０１８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

２０１９年１月６日，第十二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

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主办，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王钦敏、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等领导出席。会议表彰了２０１８年在产学研合

作、创新与促进、成果转化、军民融合、工匠精神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

个人。其中，中科院２家单位（成都分院、沈阳分院）荣获产学研合作促进奖（单

位），３人荣获产学研合作促进奖（个人），２家单位（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上海硅

酸盐研究所）荣获产学研合作创新奖（单位），１２人荣获产学研合作创新奖（个人），

中科院作为第一或主要完成单位荣获２０项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６０ｃｘｙ．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ｔａｉｌｓ＿１８＿４１２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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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２０１８年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发布

中科院２０１８年年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共６项，分别为：材料耐久性

联合防护技术护航港珠澳大桥；甘肃武威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系统全面完成检测并

开始临床试验；能为肺部做磁共振的临床检测中心落户武汉；“渤海粮仓”工程５年

为河北省增粮４７６亿公斤；“中科８０４”水稻分子设计育种取得重要成果；“机场安

检智能识别系统”在国内７０家机场应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ｙｗ／２０１９０１／ｔ２０１９０１１５＿４６７６９６４．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０日

中科院兰州分院系统８项成果获２０１８年度

甘肃省科学技术奖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３日，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兰州召开科学技术（专利）奖励大会，表

彰２０１８年度为甘肃省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系统共有８项科技成果荣获嘉奖。

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主持完成的“油水分离材料的仿生设计制备与性

能调控”获自然科学一等奖，“食品药品安全性评价的吸附萃取新材料和色谱分析

新技术”获自然科学二等奖，“高技术工业用聚合物基动密封材料关键共性技术及

工程应用”获技术发明一等奖；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筹）主持完成的“青藏高

原工程走廊冻土工程耦合作用及其长期稳定性研究”获科技进步一等奖；近代物理

研究所主持完成的“斑马鱼在环境污染监测中的应用基础研究”获科技进步二等

奖，“ｐ７３变异体在恶性肿瘤放射治疗中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天然抗氧化剂对放射

增敏和减毒的双相调控作用及其应用研究”两项目获科技进步三等奖。此外，由近

代物理研究所为专利权人的“菘蓝１２Ｃ６＋离子束辐射育种方法”获得专利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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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调研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王培章司长和服务体系建设处

王双龙处长等，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谢商华主任和杨早林副主任等一行

１０人调研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开展情况、知

识产权信息资源及应用系统建设和科研工作对知识产权信息利用情况等，双方举

行交流座谈会。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志强研究员，以及相关业务人员参加座

谈会。张志强主持交流座谈会。

会上，战略情报部副主任、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执行主任张娴研究员具体汇

报了成都中心知识产权研究咨询工作的进展、主要成效以及服务产品，王培章详细

询问了中科院ＳＴＳ科技服务网络计划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专项和中科院知识产权网

建设和运行情况，对成都中心在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与分析评议领域的长期专业性

研究和服务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希望成都中心在搭建全国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和信息化建设方面提供有益经验和支持，使知识产权公益性信息服务覆

盖更全面、商业性信息服务更具特色，推动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与传播

利用更“接地气”。

张志强表示，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文献服务网点单位、国

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机构，在知识产权战略政策研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

和咨询服务方面有多年的专业积累和专业优势，在信息资源加工、模块设计、功能

优化、用户体验等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网站建设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运行经验，将积

极为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供信息资源和技术方面的支撑服务。

许　轶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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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美国专利商标局修订可专利性主题指南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针对美国专利法§１０１条款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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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性主题（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ｇｙ）”发布修订指南，同时也针对 §１１２条款中

“计算机实施发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发布指南，指南于２０１９年１月

７日开始生效。美国商务部负责知识产权事务的副部长兼 ＵＳＰＴＯ局长表示，这些

指导性文件旨在提高 ＵＳＰＴＯ工作的清晰度、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并将对审查员和

专利法官进行培训，以确保指南的妥善执行。修订指南主要针对审查员如何应用

美国最高法院的Ａｌｉｃｅ／Ｍａｙｏ两步测试标准开展审查进行了两项主要修改：（１）修订

指南界定了法院认定的关键概念，以便解释“抽象概念”的例外情况，包括数学概

念、组织人类活动的方法和心理过程。（２）修订指南包括了一项双重调查，即权利

要求是否指向司法例外情况。计算机实施发明指南强调对 §１１２条款分析的若干

事项，并提出适当应用 §１１２（ｆ）的“装置 ＋功能”原则（Ｍｅａｎｓｐｌｕ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１１２（ｂ）的明确性以及§１１２（ａ）的书面描述和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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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女性专利发明人报告

２０１９年２月，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报告，分析了１９７６至２０１６年间美

国女性专利发明人的情况。主要结论如下：（１）发明人中含有至少一名女性的专利

数量占比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７％增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１％；（２）发明人均为女性或者女

性发明人率在２０１６年仅为１２％；（３）男性和女性发明人数量差异显著；（４）技术密

集型和女性劳动力较多的州女性发明人率更高；（５）女性发明人越来越多专注于特

定的技术领域和专利类型，增长最多的是化学领域和外观设计专利；（６）在大型性

别混合的发明人团队中女性更有可能申请专利，宝洁女性发明人率最高（２９％）。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ｄｆ

原文标题：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ｗｏｍｅ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ｓｏｎ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２日

５４知识产权动态



美印开展知识产权合作对话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０日，美国商会全球创新政策中心（ＧＩＰＣ）、印度工商联合会

（ＦＩＣＣＩ）和美印商业委员会围绕以解决方案为主导的知识产权政策、创新和包容性

增长的措施展开了一项新的对话，参与人员包括印美两国政府领导人以及商业界

人士。此次对话提出了以知识产权为主导的创新倡议“ＩＰ对话：美印合作契机”，讨

论的重点是与整个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共同机遇和挑战，包括专利申请、监管环

境、版权和侵权、技术转让和执法。此次对话的目标是确定解决方案，分享技术知

识和专家意见，实现双赢局面。此次对话活动还举办了研讨会，来自美国专利商标

局（ＵＳＰＴＯ）专家、行业代表、法律专家与印度专利局就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的最佳

实践方式开展交流与讨论。两国专家共同致力于统一的知识产权框架以及利用合

作方式建立解决方案等问题的交流，双方将分享对话建议，深化知识产权政策的战

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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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国际服务贸易盈余超１９００亿欧元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６日，欧盟统计局统计显示，欧盟２０１７年国际服务贸易盈余达

１９１８亿欧元，相较于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期间的下降形势有了较大增长。这主要是

由于欧盟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服务增加了５％，由２０１６年８７０５亿欧元增加至

２０１７年９１２４亿欧元。与此对应的服务进口下降了２％，由２０１６年７３２３亿欧元下

降至７２０７亿欧元。２０１７年，欧盟服务出口的主要合作伙伴仍然是美国（２３６２亿欧

元，２６％），其次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ＥＦＴＡ）（１５０４亿欧元，１６％），远高于中

国（４６７亿欧元，５％）和日本（３４７亿欧元，４％）。欧盟服务进口的主要合作伙伴也

是美国（２２３７亿欧元，３１％），其次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９００亿欧元，１２％），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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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３０６亿欧元，４％）、新加坡（２２３亿欧元，３％）和日本（１８３亿欧元，３％）。

２０１７年，欧盟最大的顺差贸易国（组织）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６０４亿欧元），

超过俄罗斯（＋１６５亿欧元）、日本（＋１６３亿欧元）和中国（＋１６０亿欧元）。与

２０１６年相比，欧盟与美国、中国香港的逆差变成了贸易顺差，与其他国家顺差下降。

欧盟盈余主要来自于ＩＣＴ服务的持续出口，ＩＣＴ服务（＋７４１亿欧元）是欧盟盈余的

最大贡献者，其次是运输（＋３８２亿欧元）和旅游（＋３０６亿欧元），相比之下，知识

产权使用费赤字达３７５亿欧元。欧盟“其他商业服务”（研发、商业、专业和技术服

务）占出口总额的２６％，其次是交通（１８％）、旅游（１５％）、ＩＣＴ服务（１４％）、金融服

务（９％）和知识产权使用费（８％）。其他商业服务也是欧盟进口最多的服务类别

（３０％），其次是运输（１８％）、知识产权使用费（１６％）和旅游（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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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退欧指导新意见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６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英国知识产权所有人关于英

国退欧潜在影响的进一步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表示，政府的目标仍是确保知

识产权所有者尽可能不受到干扰。在“无协议退欧（ＮｏＤｅａｌＢｒｅｘｉｔ）”的情况下，将

按照２０１８年６月生效的《退出欧盟法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Ａｃｔ）提供相

应援助，允许政府官员通过法规来防止或弥补英国退欧后留用欧盟法律造成的任

何阻碍或缺失。预计政府将使用这些权力解决英国退欧可能产生的关于注册欧盟

商标（ＥＵＴＭ）、注册外观设计（ＲＣＤ）和未注册外观设计（ＵＣＤ）的任何问题。ＥＵＴ

Ｍｓ和ＲＣＤ目前覆盖作为欧盟成员的英国，但在离开时，英国政府承诺为 ＥＵＴＭ和

ＲＣＤ持有者创造同等的权利，以确保知识产权不受损害。除此之外，政府还致力于

参与统一专利制度和统一专利法院的建设，如果统一专利制度形成，统一专利法院

将成为统一专利制度的基础。但是，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例如，仅在英国注册的代

理律师在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ｆｉｃｅ，简称ＥＵＩＰＯ）是否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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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承担委托。对知识产权所有者来说，最好的应对方案将是为最坏的情况做准

备，即“无协议退欧”。虽然英国议会可能会否决退欧协议草案、推迟退欧或根本不

退欧，但目前的形势也增加了“无协议退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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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型商标生效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４日，德国《商标法现代化法案》（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Ｌａｗ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

ｏｎＡｃｔ）生效，德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的申请人可以使用新型商标。随着保证商

标（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的出现，全新的商标类型应运而生，并被赋予了更高的法律地

位。新规定加强了商标所有人的权利，为此德国专利商标局适应和优化了从审查

到信息系统整个程序。新推出的保证商标包括有机产品、公平生产条件或特殊安

全标志在内的具有特殊保护条件的质量型商标，可以贴在不同厂商的符合质量标

签的产品上，因此，保证商标不注重其作为原产地标志的功能，更注重保证功能。

商标所有人必须保持中立，不能同时提供自己认证的商品和服务，在有关商标使用

的规定中，必须公开其产品和质量特征的标准以及使用条件。新规定下，商标必须

能够用图形表示的条件将不再适用，新型商标包括声音标志、位置标志、样品标志、

移动标志、全息标志、多媒体标志等多种类型，可以通过加入二维码，在电子商标注

册处申领。除此之外，更大的透明度在于有可能在商标注册中取得许可或授予他

人许可环节。

李姝影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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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利商标局：女性发明家创新潜力尚未开发

德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提出德国没有充分挖掘女性创新人才的创新潜力，德

国每２０名发明家中仅有１名是女性，而从大学走向市场价值的发明中，女性创新

潜力尚未开发。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１）２０１７

年德国专利申请中，女性发明家的比例仅为６３％，其中，在工程领域其比例更低，

在科学领域所占比例高于均值；（２）近十年来，德国女性发明家的比例由２００８年

５％上升至 ２０１７年 ６３％；（３）近三年来，女性发明家比例最高的领域是化学

（１５９％），其次是科学仪器（６３％），比例最低的是机械工程（３９％）和电气工程

（４７％）。各技术分支中，化学和生物领域女性比例合计达１／３，而在通信和机械

工程领域远低于平均水平；（４）德国本土发明家中女性比例最高的是汉堡

（１６３％）。此外，ＤＭＰＡ还提出，女性参与技术创新比例明显下降，近１５年来，女

性毕业生在德国工程与科学领域分别占２０％以上（２０１７年２３１％）和４０％以上

（２０１７年４８５％），在研究与开发部门的女性员工占１９％。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ｐｍａ．ｄ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ｘｘ１２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１２２１．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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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６日

［１］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提出了《知识产权战略愿景》，指出日本今后的方向为打造＂价值
设计社会＂，即构想新价值，宣传新价值，获得世界共鸣和认可。

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讨论价值设计社会框架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在召开的知识产权战略愿景［１］相

关调查会上就支援价值设计框架展开了讨论。主要观点包括：（１）过去研究主要以

设计价值的人为中心，培养设计价值的意识。然而在价值设计方面，为了支持价值

设计的人，也应当向其提供各类资源（例如资金、信用、人脉等）；（２）知识产权战略

推进事务局指出，目前很多资金都没有得到合理利用，比如在投资方面，对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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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的投资还不充分，投资者要认清投资对象，“投资鉴定力”亦是一种知识产权；

（３）小企业要致力于提升投资者的期待值。为实现价值设计型社会，战略推进事务

局还提出了新的价值设计社会的框架。大学、创业者、企业以及消费者将共同协

作，提供各项资源和价值。就大学而言，主要提供技术、知识、数据、人才、构思能力

以及凝聚力等。就创业者而言，要充分运用自身技术、人脉等，以提供新的商业模

式，形成新的价值设计。就企业或投资者而言，要充分运用资金，提供实物和服务

等。就消费者而言，其价值观中要包含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等多种价值。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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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启动新创业加速器

２０１９年２月７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创新和商业化办公室（ＩＣＯ）启动新的

教职工创业加速器。加速器将利用包含风险和创新基金在内的大学资产为初创企

业提供支持并帮助识别导师、商业化合作伙伴和潜在客户。孵化器的工作重点是

评估未来业务的基础，以确保启动初创公司成为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最佳途径。初

创企业向ＩＣＯ披露知识产权，孵化器与ＩＣＯ帮助企业识别外部许可合作伙伴，以加

快产品推向市场的进程，使职工能够继续开展更多的创新研究。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２／１３／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ｎｅｗｓｔａｒｔ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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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６日

美律所分析 ＦＤＡ橙皮书专利 ＰＴＡＢ审查趋势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３日，美国Ｖｅｎａｂｌｅ律师事务所两位知识产权律师发文分析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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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橙皮书专利受专利上诉和审查委员会（ＰＴＡＢ）程序审查态势。截至２０１８财年

底，涉及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专利面临的双方复审程序（ＩＰＲ）审查占总量的１０％，

其中５％的申请针对的是药品橙皮书中列出的专利。分析指出，橙皮书专利受到授

权后有效性挑战的次数在２０１５（１３２次）和２０１６（１２７次）年激增，２０１７（７６次）至

２０１８年（６７次）有所下降。橙皮书专利涉及的ＰＴＡＢ申请拒绝率在２０１８年大幅上

升，接近６０％。橙皮书专利平均最终维持有效率为５９％，化合物类型专利最终维

持有效率较高，配方类专利次之，治疗类专利最低。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１／２３／ｐｔａｂｔｒｅｎｄｓｏｒａｎｇｅｂｏｏｋｐａｔ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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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９日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ＴＴＯ推出快速许可措施

近年来，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ｓ）尝试多种新方式来推进快速许可理念，Ｔｅｃｈ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介绍了希伯来大学（Ｈｅｂｒｅ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技术转让公司 Ｙｉｓｓｕｍ的快

速许可措施。希伯来大学于 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启动“快速许可活动（ＥｘｐｒｅｓｓＬｉｃｅｎｓ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通过增加技术转让过程的透明性来减少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活

动主要采取定期推送的形式，利用会议和社交媒体增加宣传流量，进一步提高大学

作为研究合作者的技术产出意识和能力。其次，扩展了许可类型，包括非独占许

可、独占许可以及知识产权销售，旨在激发不同的潜在合作伙伴群体的兴趣。第

三，Ｙｉｓｓｕｍ收集各个学科的知识产权资产，扩大快速许可的技术领域，使其流向企

业家、公司和投资人。此外，合同本身也是 Ｙｉｓｓｕｍ快速许可的新特色，为感兴趣的

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些灵活性的选择。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２／１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ｔｔｏｓｌｏｏｋａｔｎｅｗｗａ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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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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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建立多家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３日，以色列希伯来大学（ＴｈｅＨｅｂｒｅ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下

属技术转移机构Ｙｉｓｓｕｍ宣布在美国芝加哥、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和中国深圳开设国

际技术转移中心，以加速大学技术商业化。国际中心将支持希伯来大学的技术引

入当地市场，培育大学和当地产业之间的多样化合作模式。在芝加哥，Ｙｉｓｓｕｍ将加

入由伊利诺伊大学为首成立的芝加哥发现合作伙伴研究所（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双方将达成广泛的合作协议，促进学术界和产业界在创业、生物科学、计算机

科学（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网络安全等）、食品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在巴拉

圭，Ｙｉｓｓｕｍ与ＨＣ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合作促进南美地区的创新和商业化。在中国，Ｙｉｓｓｕｍ

与清华大学在深圳建立的中国以色列创新中心展开合作。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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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分析企业集团与专利申请的相关性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首次尝试通过统计调查和

经济普查，把握日本商业企业集团的全貌，结合企业面板数据和专利申请数据，分

析了企业集团在创新中发挥的作用。主要结论如下：（１）在就业方面，２００６年企业

集团占比２５％，２００９年为３２％。与法国和意大利相比，日本大型企业集团就业占

比较大，而员工人数少于５００人的小型企业集团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在专利申

请方面，企业集团贡献较大，２００６年企业集团占比７６％，２００９年为７８％；（２）企业

集团的孵化培育效果在员工规模、专利申请两方面都得到证实；（３）集团公司每个

员工申请的专利数量更多，并购企业被收购后申请专利的可能性较大，而企业独立

后降低了申请专利的可能性；（４）多元化鼓励了日本专利申请；（５）专利申请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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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般会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但在微型集团中专利申请的增加会提高退出

概率。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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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发布人脸识别技术专利排名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４日，日本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对人脸识别技

术专利进行了综合评估。综合得分排名第一为 ＮＥＣ公司，有效专利６８件，其中受

关注较高的专利技术是“收银员扫描商品条码时，将顾客人脸与购物信息结合起来

进行顾客分析”、“迅速把握人脸识别时的中心部位，确认识别结果并进行修正的相

关技术”等。综合得分排名第二的是松下公司，有效专利３０件，其中受关注较高的

专利技术是“出入境审查时自动进行人脸识别的门禁系统”、“将周围的可疑人员迅

速通报警察的穿戴式相机”等。综合排名第三的是欧姆龙公司，有效专利６３件，其

中受关注较高的专利技术是“防止他人图像非法混入的防止非法登录装置”以及

“防止智能手机等的非法使用所采取的防止盗用技术”。

王雯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ｊｐ／ｎｅｗｓ／２０１９／０１／ｆａｃｅａｕｔｈ．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颜认盵
'

连技术特许
%

合力トップ３はＮＥＣ、パナソニック、オムロン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８日

ＩＡＭ预测２０１９知识产权重大事件发展趋势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ＩＡＭ编辑团队研讨预测了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重大事件发展

趋势，并将对事件后续发展持续关注。相关观点如下：（１）英国退欧事件将在２０１９

年３月２９日揭晓，其结果对欧洲知识产权的影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知识产权

焦点将转移到美国，知识产权贸易问题将加剧，美国公司将更加关注法律保护，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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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外国司法管辖区的专利保护；（２）美国制药公司处境艰难，通过限制专利权

来降低医疗成本的立法建议将受到热议，但无法获得国会足够的支持。中国创新

生物制药行业的规模和影响力将继续增长，中美贸易战将促使中国考虑进一步采

取加强专利保护的措施；（３）汽车行业专利战即将打响，２０１９年电信巨头标准必要

专利组合的拥有者将与汽车制造商和／或供应商发生首次重大诉讼，汽车行业的专

利许可将成为行业关键增长领域之一；（４）中国专利增速将放缓；（５）大数据将改

变知识产权工作方式，还将越来越多地纳入企业知识产权集团的职权范围；（６）华

为将加快５Ｇ进程，并将在２０１９年初宣布比其他公司更低的５Ｇ专利许可费。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ｉａｍｐｒｅｄｉｃｉｔｏｎｓ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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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３日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分析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专利态势

２０１９年１月，专利数据公司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分析虚拟现实（ＶＲ）和增强现实（ＡＲ）技术

全球专利申请态势。全球ＶＲ和ＡＲ技术相关专利共计１４０７５６件（６７０４３项专利家

族），专利申请量在过去四年增长了一倍多。微软，英特尔和索尼的ＶＲ和ＡＲ专利

持有量排名前三，前十位申请人包括５家美国公司，２家韩国公司，２家日本公司和

１家荷兰公司。美国受理的相关专利数量最多，占比超过 ５５％，其次是中国和

欧洲。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ｈｏｗ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ｖｉｒｔｕａｌａｎｄ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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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９日

Ｒｅｌｅｃｕｒａ分析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竞争态势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美国专利数据服务商Ｒｅｌｅｃｕｒａ发布《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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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竞争分析》报告，分析了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领先企业专利布局以展示中国电

动汽车市场的竞争态势。领先的五家企业为比亚迪（ＢＹＤ）、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ＢＡＩＣ）、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ＳＡＩＣ）、吉利（Ｇｅｅｌｙ）和奇瑞（Ｃｈｅｒｙ）。

在五大车企中，比亚迪和北汽拥有最大的专利组合，以及最多数量的电动汽车

技术相关专利。比亚迪的专利申请量上升趋势明显。中国是五大电动汽车企业申

请专利的首选区域，占所有专利申请数量的９５％。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比亚迪在

美国和欧洲拥有更多的专利申请，并拥有大量涉及电池相关技术的专利。

李姝影　检索，朱　敏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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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４日

Ｒｅｌｅｃｕｒａ分析收购案中的专利组合质量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Ｒｅｌｅｃｕｒａ专利检索分析数据库博客发布报告，研究分析了

波士顿科学（Ｂｏｓｔ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ＳＣ）和英国科技集团（Ｂｒｉｔｉｓ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ＢＴＧ）收购案例中的专利组合质量。

ＢＴＧ的专利组合由１４８７件有效专利申请组成，约占ＢＳＣ持有的专利资产（有

效专利申请１６８４９件）总量的９％。虽然ＢＴＧ的专利组合较小，但其中与介入医学

和设备相关的专利组合具有较高质量。ＢＴＧ的专利组合和ＢＳＣ的专利组合能够有

效互补，ＢＴＧ的专利组合可以为ＢＳＣ当前的专利资产带来巨大的价值。报告还更

密切地关注了两家企业持有专利资产的质量，考虑了可能出现的知识产权并购

（Ｍ＆ＡＩＰ）方案，试图分析ＢＴＧ的潜在收购者，及ＢＳＣ可能收购的与ＢＴＧ相当的其

他潜在选择。

李姝影　检索，朱　敏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ｂｌｏｇ．ｒｅｌｅｃｕｒａ．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２／ｂｏｓｔ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ｂｏｏｓｔｓｐａｔｅｎｔ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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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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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ｓｖｅｌ与 ＲＰＸ达成 ＷｉＦｉ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０日，知识产权管理公司Ｓｉｓｖｅｌ和ＲＰＸ签署了一项突破性协议，

Ｓｉｓｖｅｌ将为ＲＰＸ客户提供涵盖５００项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的 ＳｉｓｖｅｌＷｉＦｉ联合许

可计划，用于在ＦＲＡＮＤ条款下支持ＷｉＦｉ设备ＳＥＰｓ的许可。根据协议，ＲＰＸ的注

册客户将获得Ｏｒａｎｇｅ、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ＩＩＳ、ＫＰＮ、哥伦比亚大学、三菱电机、Ｈｅｒａ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ＥｎａｃｔＩＰ和Ａｅｇｉｓ１１等公司的专利许可。此外，ＲＰＸ的部分客户还将可以使用Ｓｉｓ

ｖｅｌ子公司 ＨｅｒａＷｉｒｅｌｅｓｓ拥有的２００项左右的 ＷｉＦｉ领域标准非必要专利。２０１８

年６月，Ｓｉｓｖｅｌ分别与三星达成了两笔交易，三星不仅获得了 Ｈｅｒａ专利的使用许

可，还转让了多项权利给 Ｓｉｓｖｅｌ，此项转让协议帮助 ＳｉｓｖｅｌＷｉＦｉ获得了良好的资

产。评论认为，Ｓｉｓｖｅｌ利用专利组合找到了合作机会，为整个技术生态系统创造效

益。使重要技术更易于获取的同时，为创新者提供公平的回报，不仅使市场更透

明，也降低了交易成本。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ｖｅｌａｎｄｒ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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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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