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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
进一步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若干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提升
专利申请质量，充分发挥专利制度激励和保护创新的作用，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提出关于进一步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若干
意见。
一、充分认识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专利申请质量以专利申请文件为载体，主要由专利申请的文件撰写水平和专
利申请的技术创新水平决定。进一步提升专利申请质量对提高我国自主创新成果
专利保护水平，保障专利制度高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
来，我国专利申请数量持续快速增长，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专
利申请质量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专利申请的文件撰写水
平较低，专利申请的技术创新水平不高，部分引导政策和考核评价工作存在重数
量轻质量的倾向，出现了一些不以保护创新成果为根本、不以提升市场竞争力为
目的的专利申请。这些问题虽然是少数和局部现象，但已造成不良影响，如不及
时解决，将削弱专利制度的公信力，影响社会公众对专利制度作为支撑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基本制度的信心。必须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提
升专利申请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抓好专利申请质量提升
工作。
二、优化有利于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政策导向
（一）优化区域专利评价工作导向。按照“量质并重、质量优先”的要求，
进一步突出区域专利评价工作的专利申请质量导向。在充分发挥“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指标引领作用的基础上，结合不同区域发展水平，分类确定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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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逐步将发明专利申请量占比、发明专利授权率、PCT 专利申请量、专利维持
率、未缴纳申请费视撤率、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率等指标纳入区域专利工作评价
指标体系，不得设定不符合实际的增长率评价指标。
（二）完善专利一般资助政策。专利一般资助政策应以扶小扶弱为导向，以
中小微企业、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及非职务发明申请人为主要资助对象，对其向
国内外有关专利审查机构缴纳的官方规定费用和向专利代理机构支付的服务费
给予资助。要按照“授权在先、部分资助”的要求，不断调整和完善专利一般资
助政策。资助范围仅限于获得授权的专利申请。资助对象所获得的各级资助总额
不得高于其缴纳的官方规定费用和专利代理服务费总额。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资助，应提供由专利代理服务机构或专利信息服务机构出具的专利检索分
析报告，或提供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具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三）推行专利专项资助政策。专利专项资助政策应以扶优扶强为导向，以
各级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或专利工作基础较好的其他企事业单位以及知识产
权服务机构为主要资助对象，对其开展专利信息利用、分析评议、转移转化、质
押融资、专利保险、海外维权、管理标准化建设等工作给予一定资助。资助对象
通过评审方式择优确定。要在不断提高投入产出绩效的基础上，推动各地加大专
利专项资助资金规模，指导各地根据实际逐步将资助重点由一般资助转向专项资
助。
（四）突出专利奖励政策的质量导向。充分发挥专利奖励政策的激励引导作
用，对在技术创新和专利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给
予奖励。专利奖励对象通过评审方式择优确定，评审结果应向社会公示，不得简
单将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作为奖励的主要条件。鼓励地方政府对获得中国专利金
奖、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予以配套资金奖励。
（五）推动专利申请质量指标纳入相关政策。要采取试点探索、分类推进的
方式，积极推动科技研发项目、产业化项目、企事业单位创新能力评价、人才引
进及职称评审等涉及专利考核评价的政策和项目，逐步采用发明专利拥有量、发
明专利授权率、发明专利申请量占比、研发投入发明专利产出比、实施率、专利
许可合同数量和金额等与政策类型、项目特点相适合的评价指标。积极协调推动
将贯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的重要内
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作为评价条件时，应提供由专利代理服务机构或专
利信息服务机构出具的专利检索分析报告，或提供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具的
专利权评价报告。
三、建立有利于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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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化对非正常专利申请的查处。加强专利审查过程中对非正常专利申
请等不规范专利申请行为查处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各地发现疑似非正常
专利申请等不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线索应及时上报。对于被确认存在非正常专利
申请行为的专利申请人、专利代理机构和代理人，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建立
申请主体信用档案管理制度，推动将专利申请信用情况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社会信
用体系。
（七）严肃处理套取专利资助和奖励资金行为。对于弄虚作假套取专利资助
和奖励资金的申请人，限期收回已拨付的资助和奖励资金，情节严重的，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对于弄虚作假获得专利费用减缓的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要求在
指定期限内补缴全部已经减缓缴纳的费用。
（八）进一步规范专利代理行为。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加强对非法从事
专利代理业务的组织和个人的查处，制止低价恶性竞争和虚假宣传，不断规范专
利代理服务市场秩序。进一步加强对专利代理机构分支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分
支机构的经营行为和业务活动。完善“中华全国专利代理诚信信息平台”，加强
对违规行为的曝光。
（九）探索建立专利申请质量监测和反馈机制。探索建立面向区域、产业和
各类主体的专利申请质量信息监测体系，开展专利申请质量监测试点工作。完善
专利申请质量信息反馈机制，定期将监测信息向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
等进行反馈，为其决策提供支撑。
四、加强有利于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能力建设
（十）提升专利信息利用和专利挖掘设计能力。实施专利信息促进工程，指
导创新主体充分利用专利文献和信息，分析未来技术发展路线，将专利信息利用
融入技术研发全过程。积极推动咨询服务体系建设，指导企事业单位深入挖掘创
新成果，针对产业链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加强专利布局设计，系统保护创新成果。
（十一）提高专利申请质量的内部管理能力。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国家标准的实施，指导企业建立专利申请质量内部管理机制；研究制定高校、科
研院所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推动将专利申请质量的管理作为其重要内容；推行《专
利代理服务指导标准》，加强专利代理服务质量管理标准化建设，规范专利代理
机构和代理人的执业行为，引导提升专利申请质量内部管理能力。
（十二）增强专利代理服务能力。实施专利代理行业发展促进工程，持续壮
大专利代理服务人才队伍。建立常态化专利代理人知识更新培训制度，加强专利
代理人实务技能培训，促进专利代理机构提高专利申请文件撰写水平。指导实施
专利代理行业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加强专利代理行业高端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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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营造注重专利申请质量的良好环境。突出专利申请质量的宣传导向，
开展多种形式的关于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宣传报道，挖掘报道利用自主核心专利
获取较高经济利益的典型成功案例，提升全社会专利申请质量意识。加大执法维
权工作力度，强化专利执法手段，提升专利保护水平，进一步增强专利权人和社
会公众对专利制度的信心，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热情。
五、强化组织保障措施
（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专利申请质量提升工作作为全国
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工作的重点内容，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
局（以下简称“各省知识产权局”）和局内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分阶段、分步骤予以推进。各省知识产权局和局内各有关部门应给予高度重
视，加强组织保障，加大工作投入，扎实推进相关工作。
（十五）健全工作机制。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定期向各省知
识产权局通报非正常专利申请数量、未缴纳申请费视撤率、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
率等数据；建立重点区域监控机制，对专利申请质量问题严重的区域进行重点监
控；建立专利资助、奖励政策评估机制，各省知识产权局应及时将制定或修订的
专利资助、奖励政策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专利资助、奖励政策进行评估。
（十六）严控专利审查质量。完善专利审查业务指导体系和审查质量保障体
系，加强专利审查能力建设，提高专利检索水平，严格执行专利审查标准，强化
对明显不具备新颖性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明显属于现有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的审查，严把专利审查质量关。
（十七）狠抓督导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结合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工
作的督办工作，加强对本《意见》落实情况的督办，将落实情况与国家知识产权
局相关政策、项目挂钩。对因工作落实不力，导致专利申请质量不升反降的地区
给予通报。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sipo.gov.cn/yw/2013/201312/t20131225_891833.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8 日

《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施行
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制定的《国家标准涉及专利
的管理规定（暂行）》（下称《规定》）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知识产权动态

5

据了解，该《规定》首次对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相关问题作了规范，其中包
括专利信息的披露、专利实施许可、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特殊规定等方面
的内容。在专利信息披露方面，规定在国家标准制修订的任何阶段，参与标准制
修订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尽早向相关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者归口单位
披露其拥有和知悉的必要专利，同时提供有关专利信息及相应证明材料，并对所
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该《规定》还进一步明确，除了披露必要专利外，
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还应当作出专利实施许可声明，其可以声明同意在公
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免费或者收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国家标
准时实施其专利，也可以不同意按照以上两种方式进行专利实施许可。没有获得
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作出的同意许可的声明，国家标准中就不得包括基于该
专利的条款，除非该标准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该《规定》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一般不涉及专利。强制性国家标准确有必
要涉及专利，且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拒绝做出《规定》中规定的专利实施许
可声明的，应当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及相关部门和专利权
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协商专利处置办法。《规定》称，涉及专利或者可能涉及专利
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批准发布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应当对标准草案全文和已
知的专利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30 天；依申请，公示期可以延长至 60 天。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将其知悉的其他专利信息书面通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sipo.gov.cn/yw/2013/201401/t20140124_900699.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7 日

《2014 年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要点》发布
为加强对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统筹和指导，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
出台了《2014 年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
《要点》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和三中全会精神，坚
持党管人才原则，以科学人才观为指导，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和知识产
权人才“十二五”规划，完善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实施重大人才工程计划，全面
推进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提供
人才支撑。
《要点》结合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实际，从五大方面、十三项具体工作明
确了全年知识产权人才工作重点。围绕学习贯彻党中央精神，提出要加强人才工
作创新，加大人才宣传力度；围绕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提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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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落实专业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围绕加强知识产权人才体
系建设，提出健全工作运行机制，完善人才发现机制，推动高校人才培养，大力
开展人才培训；围绕实施重大人才工程计划，提出培养高层次人才，建设培训基
地，加强人才信息网络平台管理；围绕夯实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基础，提出开展人
才调查研究，加强人才工作队伍自身建设。
同时，《要点》还对专项工作中拟出台的政策文件、工作目标、推进计划等
提出了具体要求，切实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田倩飞 摘编自
http://www.sipo.gov.cn/zscqgz/2014/201402/t20140214_904513.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21 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
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的意见（试行）》
2014 年 2 月 19 日，国务院同意并发布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关于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
政处罚案件信息的意见（试行）》（下称《意见》）。《意见》规定了假冒伪劣和侵
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的总体要求、公开的内容、公开的权限、公开的程序和
方式、规范和管理、监督和保障等。其中《意见》规定公开的内容涉及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的内容和依照法律及法规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包括：被处罚的自然
人姓名、被处罚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违反法律、法规或
规章的主要事实等。同时《意见》规定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假冒伪劣和侵权行
政处罚案件信息，自行政执法机关作出处罚决定或处罚决定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以公开。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gov.cn/zwgk/2014-02/19/content_2612388.htm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4 日

国务院就《商标评审规则意见稿》征求意见
2014 年 2 月 10 日，
《商标评审规则（征求意见稿）》
（下称《意见稿》
）在国
务院法制办官网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当事人参加商标评审活动，可
以以书面方式或者数据电文方式办理。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商标法、实施条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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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则作出的决定和裁定，应当以书面方式或者数据电文方式送达有关当事人，
并说明理由。商标评审时，商标申请人可申请有利害关系的商标评审人员回避，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根据规定对商标评审人员提出回避申请的，被申请回避的
商标评审人员在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是否回避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审理
工作。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ipr.gov.cn/gndtarticle/ttxw/201402/1798558_1.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4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
《关于促进专利代理行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扩
大专利代理人队伍，提高专利代理服务质量，充分发挥专利代理服务创新主体的
作用，支撑创新驱动发展，2014 年 3 月 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促进
专利代理行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一、扩大行业规模，激发市场活力
（一）吸引优秀人才进入行业。允许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在读满一年以上的研
究生报名参加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做好面向高校在校生的专利代理行业宣
传工作，组织有针对性的考前培训。探索建立与高校联合培养知识产权实务人才
的长效机制，引进实务师资，完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培养国际化、复合型、
实用性人才。
（二）多渠道集聚人才优势。营造有利于人才顺畅流动的环境，广泛集聚有
资质的优秀人才进入专利代理行业执业发展。对于同时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证和
法律职业资格证的人员，其律师执业经历视为专利代理执业经历;对于企业、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证的人员，其从事本单位专利申请工作
的经历视为专利代理执业经历。
（三）促进资源配置的区域平衡。引导、鼓励大中型专利代理机构到专利代
理服务需求旺盛地区、专利代理人才紧缺地区开设分支机构，在符合相关条件的
前提下，允许在分支机构中专职执业的专利代理人数量由 2 名降为 1 名。加强对
分支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充分发挥分支机构的积极作用。
（四）健全专利代理行业退出机制。简化专利代理机构组织形式变更以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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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程序，增强审批流程的可操作性和便利性。协调相关部门建立信息交换和资源
共享机制，指导和监督专利代理机构认真履行组织形式变更、注销的法定程序和
法律责任。
二、创新服务模式，加大支持力度
（五）加强行业发展规划，完善行业标准体系。研究制定专利代理行业发展
中长期规划，进一步明确行业发展的方向、目标、主要任务及政策措施。构建以
专利代理服务标准、专利代理质量评价指标和专利代理机构管理规范为支撑的行
业标准体系。
（六）推动形成规范化、多元化的专利代理服务市场。加强专利代理行业监
管，积极协调、联合相关部门整顿和规范专利代理市场秩序。搭建多种形式的对
接平台，引导、鼓励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更新服务理念、拓展服务范围，
在不断提高专利申请基础业务服务质量的同时，为创新主体提供专利维权、知识
产权托管、知识产权分析评议、专利分析和预警、专利技术转让和许可等多种服
务。
（七）激发行业协会活力。支持行业协会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鼓励扶持行业
协会发挥自律作用，全面提升行业诚信水平。支持行业协会健全、完善专利代理
人培训制度，扩大培训人员范围，满足从业人员对培训的多样性需求。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sipo.gov.cn/tz/gz/201403/t20140307_913587.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4 日

《2014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印发
2014 年 4 月 28 日，《2014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印发，由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组织实施。今年是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连续第六年制定年度推进计划。计划明确了 2014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的 7 项重点任务，共 79 条具体措施。该推进计划
重点任务包括：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质量、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提高知识产权
保护效果、提升知识产权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知识产权国际交流、提升知
识产权基础能力、提高知识产权战略组织实施水平。
7 项重点任务共 79 条具体措施如下：
一、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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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完善知识产权考核评价体系，提高知识产权创造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优化有利于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政策导向，加强专利申请质量监管。改进各
类知识产权审查工作，强化质量管理，提高审查效率。提升创新主体知识产权创
造能力，加强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布局。
工作措施：
1．落实《关于进一步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若干意见》，优化区域专利评价工
作导向，完善专利一般资助政策，推行专利专项资助政策，突出专利奖励政策的
质量导向，推动专利申请质量指标纳入相关政策。
2．建立有利于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监管机制，强化对低质量专利申请的监
控和处理，建设专利申请主体信用档案库，严肃处理套取专利资助和奖励资金行
为，探索建立专利申请质量监测和反馈机制。
3．提高商标注册工作效率，加强商标审查质量管理，确保商标审查周期控
制在 9 个月内，异议审理周期控制在 12 个月内。
4．推动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作品登记程序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促进作品
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质权登记等各项版权登记工作开展。
5．建立林业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完善试点单位考核评价体系，引导试点单
位提升知识产权质量。
6．在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和重大项目中试点推进核心知识产权培育工作，
探索建立中科院知识产权质量监测指标体系，发布知识产权质量年度报告。
7．选择国防关键技术，组织开展专利态势分析，引导知识产权布局，形成
优势知识产权组合。
二、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益
目标任务：强化知识产权政策与产业、区域政策的衔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知识产权工作，研究我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规律和培育政策。完善以
知识产权为核心和纽带的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机制，实施促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的
政策措施，推动知识产权成果产品化、商品化和产业化。
工作措施：
8．加快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
集群式管理，发布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发展报告。
9．开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基础研究，明确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范围，探
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目录和统计规范。
10．推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推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技术
转移工作体系，改革和完善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和收益分配制度，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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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积极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利共享和成果转
化。
11．提升工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宣传贯彻《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指南》，
制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评估指标，支持地方围绕工业转型升级关键环节开展
特色产业或区域知识产权运用试点工作。
12．研究制定《种业科技成果产权展示交易平台管理办法》，发布相关展示
交易信息，推行交易规范合同、交易章程和规则。
13．建立林业植物新品种与专利技术展示和对接平台，实施林业知识产权产
业化推进工程；筛选一批授权优良植物新品种，纳入各级林业科技计划进行转化
运用；构建林业重点领域知识产权战略联盟。
14．加强国家版权贸易基地建设，支持办好 2014 年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
福州海峡版权（创意）产业精品博览交易会等大型版权贸易展会。
15．加快实施专利导航试点工程，在 3 个专利导航实验区开展专利导航分析
项目，探索建立专利分析与产业运行决策深度融合的工作机制；在 2—3 个产业
关键技术领域培育专利储备运营项目。
16．推进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投融资、专利保险等
工作，在知识产权示范园区推动建立专利转移转化服务机制，推进专利价值分析
指标体系应用。
17．制定有关国防知识产权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的政策意见，开展国防知识
产权运用试点，促进国防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18．起草促进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知识产权相互转化的相关政策，编制发布
知识产权转化实施目录，开展知识产权转化实施试点示范工作，推动知识产权军
民双向转化实施。
三、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果
目标任务：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长效机制建设。推进知识
产权审判体系建设，提高司法保护力度。提升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能力，针对重点
领域、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和维权援助工作。推进知识产权纠
纷调解工作开展，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化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
提升对传统优势领域知识产权资源的保护水平。
工作措施：
19．推进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实施条例、职务发明条例等法律、行政
法规的制定修改。
20．起草完成《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知识产权动态

11

（二）》、
《关于修改〈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决定》、
《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
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关于知识产权诉前行为保全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21．继续推进《创新药物保护管理规定》的起草与制定工作，加强创新药物
保护。
22．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健全创新激励机
制。
23．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中央级信息共享平台，加快建
立省级以下信息共享平台，推进平台间对接互联，实现案件的有效移送和反馈。
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4．研究制定《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管理办法实施意见》，开展软件正版
化督促检查，做好市、县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验收工作，以国有企业、金融机构、
大型外资和民营企业及新闻出版行业等为重点，深入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引
导企业加强软件资产管理，开展计算机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专项检查。
25．开展知识产权反垄断调查，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许可、高价许可、
反向支付，以及利用专利池达成价格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等行为适时启动反
垄断调查。
26．重点打击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制售假药品、假食品、假农资、
假日化、假机电等犯罪活动，完善集群战役信息化作战机制，以打假溯源技术应
用为重点，带动警企协作机制建设，加快推进物流信息、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完
善实战应用机制。
27．强化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针对利用互联网销售侵权假冒重点商
品开展专项整治。
28．开展第十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行动”，针对网络侵权盗版行为进
行专项治理。
29．实施“专利行政执法能力提升工程”，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与举
报投诉、专利执法协作调度、专利纠纷快速调解和专利侵权判定咨询机制，推进
专利行政执法办案能力提升，加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举报投诉平台建设，完善执
法维权工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30．推动知识产权争议调解仲裁机制建设，培育一批有公信力的知识产权争
议调解仲裁机构，加强引导，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在解决知识产权争
议中的作用。
31．积极拓展知识产权公证业务领域，加快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预防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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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32．加强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培育形成一批引领示范型的专业市场，推
动建立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评价体系。
33．完善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保护，探索转运货物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监管
机制。
34．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社会信用评价的基本准则，完善社会征信体系。
35．加强商标行政执法区域、部门协作，重点查办跨区域、大规模、社会反
映强烈的商标侵权案件，严厉打击“傍名牌”行为，进一步健全商标保护长效机
制。
36．重点开展针对大型网络内容提供平台的版权主动监管，适时扩大主动监
管范围，完善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传播作品的版权秩序。
37．健全地理标志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地理标志联合认定和保护，探索开展
对地理标志的授权、管理和保护作出统一规定的立法研究。
38．开展打击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专项行动。
39．继续推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条例》立法进程，实施加
强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工作方案。
40．发布《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纲要》，开展全国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
初步构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和数据库。
41．开展民间文学艺术数据库上线传播工作，继续探索建立民间文艺保存人
与后续创作人之间合理分享利益的机制。
42．加大对海关知识产权大要案的查处力度，加强执法统一性建设，升级完
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执法系统”，支持成立国内自主知识产权企业保护区域联
盟，开展出口知名品牌企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情况调查。
43．加快修订《国防专利条例》，强化国防知识产权保护，开展国防知识产
权保护试点。
四、提升知识产权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目标任务：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为重点，完善知识产权
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推进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高信息公开水平。
推动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机制建设，加强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和预
警。促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提升知识产权管理能力。
工作措施：
44．出台加强和改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政策文件，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
机制，提高政府、行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服务机构等的知识产权管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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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45．加快修订《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贯彻落
实《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管理暂行规定》，继续推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制
定发布知识产权管理细则，完善国家科技计划和重大专项知识产权信息登记、统
计和评估制度。
46．研究修订高校院所知识产权管理相关政策文件，制定高等院校和科研组
织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完善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47．设立重点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知识产权风险评估与预警项目，组织重点
产业知识产权预警态势发布；研究建立关键技术领域知识产权风险应对与预警机
制。
48．推进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工作，研究制定知识产权分析评议规范，
提升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
49．组建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立健全知识管理国家标准体系，
研究提出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引导企业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组织实施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活动，加快培育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
企业，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开展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托管。
50．推进全国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制定进一步开放专利基础数
据资源的方案，完善《全国专利信息公共服务指南》。
51．推进“金农工程”农产品地理标志信息系统和相关数据库建设，推动农
业知识产权平台建设，开展国内外农业知识产权信息分析、价值评估和知识产权
预警，定期发布《中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报告》。
52．发布实施并宣传贯彻《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发布配
套国家标准《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第 1 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
53．深化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将知识产权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
理范围，探索建立司法鉴定科技专家库。
54．优化知识产权统计分析指标体系，研究在科技、贸易等相关统计年鉴中
增加知识产权指标，研究建立知识产权密集型商品进出口统计制度，推动将知识
产权纳入经济发展质量统计监测,在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加强知识产权产
品的统计核算。
五、促进知识产权国际交流
目标任务：完善知识产权对外信息交流与应对机制，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
秩序构建,提升知识产权对外工作水平。加强与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的交流与合
作，提高处理知识产权国际事务的能力和主动性，扩大知识产权国际影响力。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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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企业对外发展空间,加强对企业海外维权的指导和服务。
工作措施：
55．通过多双边交往，就外方关注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做好增信释疑工作，
做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华办事处开办后续工作，做好有关公约谈判和条约审核
工作，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秩序构建。
56．完善知识产权对外信息交流与合作，继续发挥现有双边对话和工作组机
制的作用，开展知识产权海外交流。推动落实《中美知识产权合作框架协议》和
中欧新的知识产权合作项目，力争尽快结束中欧地理标志谈判，组织做好中韩、
中日韩等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章节谈判。
57．加强海外知识产权应对机制建设，探索建立支持企业和产业国际化发展
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完善海外知识产权信息平台建设，构建海外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圈，在更多的国外大型展会设立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服务站，调动和整合驻外
机构、国内地方和社会资源为企业提供服务。
58．做好《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UPOV）履约工作，完善履约对案，
争取承担 UPOV 测试指南编制任务，做好两岸间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交流合
作。
59．研究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议定书》相关事宜，
加强后续谈判议题研究，筹备政府间会议及缔约方大会。
60．研究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61．积极参与外观设计法条约等国际规则的磋商和谈判，推动中国加入《工
业品外观设计国际保存海牙协定》相关筹备工作，进一步扩展专利审查高速路合
作网络，拓展企业海外申请便利渠道，完善知识产权对外信息交流与应对机制。
62．推进落实我国加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有关工作，积极开展我国加入
《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
马拉喀什条约》相关工作。
63．结合国际舆论关切，及时介绍我国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政策措施，
反映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侵权假冒行为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成效。
六、提升知识产权基础能力
目标任务：加快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引导服务机构业务向专业化、品牌化、
国际化发展。加大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专业人员评价标准，促
进高层次人才向知识产权领域聚集。创新知识产权宣传教育模式，推动知识产权
文化建设，提升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整体素质。
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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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制定全国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开展全国知识产权服
务业统计调查，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建设和全国知识产权服
务品牌机构培育工作。
65．推进《专利代理条例》修订工作，研究制定专利代理行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出台专利代理行业发展的促进政策，建立专利代理行业服务标准，完善专利
代理人资格考试制度。
66．完善高层次人才回国各项优惠政策，通过各项引才计划重点引进紧缺的
知识产权相关海外高端留学人才；对各级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加强指导，重点支
持留学人才以自主知识产权创办高新技术企业。
67．建立国家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推动知识产权研究的协同创新，指导
相关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加强高素质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完善高
等院校、职业院校知识产权学科专业课程体系，开设知识产权相关领域辅修课程，
深入开展中小学知识产权宣传教育。
68．落实《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建设的意见》，将知识产权领域相关
职业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体系，将知
识产权专业人才纳入职称评价范围，加强人才水平评价，促进人才成长发展和合
理流动。
69．构建国防科研项目知识产权专员体系，逐步建立国防知识产权专员队伍，
探索建立专员资质认证及培训考核机制；制定中科院知识产权专员管理办法，明
确知识产权专员的工作职责、职业发展规划。
70．围绕重要时间节点和相关活动，组织新闻媒体开展知识产权专题宣传；
加强网上宣传报道，组织中央媒体及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主要商业门户网站等，
充分运用新媒体，提升宣传引导效果。
71．将知识产权法制宣传与“法律六进”活动结合，广泛普及知识产权保护
法律知识，在中国普法官方微博集中开展知识产权专题法制宣传，指导各地普法
网站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知识产权法制宣传活动。
七、提高知识产权战略组织实施水平
目标任务：加强知识产权战略深化实施的总体谋划和顶层设计。完善各领域
和区域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与部署，推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有效融入各领域和区域
经济发展。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建设，加大战略组织实施力
度。
工作措施：
72．制定发布《深化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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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体系和平台建设，推动知识产权战略指标纳
入地方绩效考核体系,适时开展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情况督导检查。
74．启动“十三五”知识产权工作规划编制研究工作。
75．按照分类指导要求深入推进区域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进一步加强首都经
济圈、环渤海地区等国家重点区域规划和重大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衔接，建立
和完善区域知识产权合作机制，推动部分有条件的省份建设知识产权强省。
76．启动国防知识产权战略十三五规划编制，完善战略实施组织体系和工作
机制建设。
77．启动文化系统知识产权战略指导性文件的研究制定工作。
78．印发《关于加强医药卫生和计划生育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意见》，并推
动实施。
79．完成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阶段性总结评价工作，形成地方知识产权战
略实施发展报告。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sipo.gov.cn/yw/2014/201404/t20140428_940558.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5 日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实施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均于 2014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实施条例就分割申请、声音商标、国际注册申请等问题
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1）分割申请：实施条例第 22 条规定，在商标局驳回
商标在部分商品上的申请时，申请人可以申请对已初步审定的一部分申请进行分
割；（2）声音商标的申请条件：实施条例第 13 条对声音商标的申请条件进行了
规定；（3）口头审理：实施条例第 60 条增加了对评审案件的口头审理规定，商
标评审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实际需要，可以决定对评审申请进行口头审
理；（4）转让申请：实施条例第 31 条规定，商标转让申请需要转受让双方共同
办理；（5）商标国际注册领土延伸至中国。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kangxin.com/index.php?optionid=927&auto_id=1246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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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发布
2014 年 5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14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
推进计划》。2014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工作将紧紧围绕实施工业转型升级
战略，深化知识产权运用与工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措施相结合，加快推动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设，完善重点产业领域知识产权风险防控与预警机制，全面
完成 2014 年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行动确定的各项任务。
《推进计划》主要内容包括：
（1）国家知识产权计划任务分解；
（2）产业知识产权风险评估与预警工程；
（3）
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培育工程；
（4）行业知识产权综合数据服务平台建设；
（5）相关政策研究。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kjs.miit.gov.cn/n11293472/n11295040/n11298163/15987394.html?elq=25a1df2dd5b74e1b8
0c8cb2752593204&elqCampaignId=9145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7 日

欧盟

欧盟委员会提案为单一专利铺平道路
2013 年 12 月 6 日，欧盟的司法部长们就一项欧盟委员会提案（IP/13/750）
达成一致意见，将完成欧洲范围内专利保护法律框架。该提案将更新欧盟有关法
院管辖和判决认可的条例（即所谓的 Brussels I Regulation），进一步为专门化的
欧盟专利法院——统一专利法院——的投入运行铺路。法院将具有专利纠纷的专
门司法管辖权，避免在最多可达 28 个不同的国家法院的多次诉讼案件。此举将
降低成本，并带来就专利有效性或专利侵权的迅速决策，促进欧洲创新。这是近
期获得同意的在单一市场确保统一专利保护的一揽子措施（IP/11/470）中的一部
分。接下来该提案需经欧洲议会同意才能成为法律。议会的法律事务（JURI）委
员会在 2014 年 2 月进行投票，随后 1 个月将举行最后全体投票。
张

娴 编译自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3-1109_en.htm
原文标题：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to pave way for unitary patent backed by Ministers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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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新法规扩大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权力
欧盟有关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权力的新法规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新法
规规定了海关扣留和查处货物的程序，同时扩大了海关当局的权力，以提供更强
的知识产权保护。具体内容包括：
（1）放宽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新增保护对象
包括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实用新型及商标名称；
（2）加大申请人的财务责任，提
高查获货物存放、处理和销毁的费用；
（3）简化侵权货物销毁的程序，若申请人
提交侵权行为的书面证明，且货物持有人同意或被海关推定为默许，侵权货物可
以不用等到诉讼程序启动后再销毁。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3b60bda3-1f45-467c-be3b-d7fbe2d1512d
原文标题：New EU regulation concerning customs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nters into force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7 日

聚焦英国未来知识产权政策举措及优先研究方向
英国知识产权局继 2014 年 4 月初正式发布新一轮发展规划（2014-2017）之
后，4 月 11 日又再次发布下一年度优先研究计划（2014-2015），以加强和配合规
划的落实。规划明确了知识产权政策支撑国家协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优
先研究计划则为目标的实现以及推动国家及国际知识产权政策的发展提供动力。
对上述重要文件的解读，有助于把握以英国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引领国家
未来知识产权政策举措的新动向。
1．未来主要知识产权政策举措
（1）在著作权保护方面，通过制定“孤儿作品”许可和延伸集体许可政策
改进著作权许可机制。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推动数字著作权中心的建设。
（2）在产品设计专利保护方面，强化专门面向产品设计专利的法律体系建
设，启动新的司法服务，致力于推动英国加入国际产品设计注册体系。
（3）积极推动欧洲单一专利制度及统一专利法院协定的落实。筹备建设与
之配套的信息管理系统，完成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
（4）继续支持并推动欧洲商标制度改革。促成统一的欧洲商标法律体系的
建成，实现国家层面与整个欧盟层面商标制度的相容与互补。
（5）在有关欧盟著作权制度改革争议的解决方面，确保未来欧洲著作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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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符合并支持英国的利益，确保著作权制度改革有利于著作权作品的开发与合理
使用。
（6）推动全球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知识产权局
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相关各方的合作，共同致力于完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
服务英国经济发展。
2．未来知识产权优先研究方向
（1）知识产权侵权及处罚。开展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成本及处罚措施的研究，
包括：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国际比较；设计专利侵权评估；社交媒体对经济的影
响；对现有著作权侵权行为法律处罚措施的全面审核。
（2）新兴市场专利发展。对新兴市场专利活动的影响进行评估，以维持英
国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3）商标需求分析。比较商标注册费用结构并在国家及欧洲内部市场协调
局层面分析商标注册费用对商标需求的影响。
（4）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开展对现有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的评估；研究如何
将知识产权相关内容纳入高校课程。
（5）关注英国知识产权制度对以下 8 个重要技术领域的支持：大数据与节
能计算，卫星与空间商业应用，机器人及自主系统，生命科学、基因组学与合成
生物学，再生医学，农业科学，先进材料与纳米技术，能源及其存储。
（6）著作权市场分析。研究如何改进著作权许可机制并使之更为有效；评
估并支持欧盟著作权提案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
（7）制定知识产权评估战略。根据专家提案并结合其他相关改革制定全面
的知识产权评估战略。
英国知识产权部部长 Lord Younger 表示，尽管英国在完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
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为应对新的发展形势，必须制定上述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这是推动英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强健的知识产权制度将有助于英国企业树立
对投资创新的信心，促使其抢占新市场，不断提升企业收益空间。
张树良 编译自
http://www.ipo.gov.uk/about-plan2014.pdf
http://www.ipo.gov.uk/iporesearch-20140411.pdf
原文标题：Corporate Plan 2014-2017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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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修改《著作权法》
2014 年 3 月 27 日，英国对 1988 年《著作权、外观设计与专利法》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进行修改，引入新的免责条款。此次修改将基于个
人使用、引用、戏仿、数据挖掘、研究、教育、图书馆、残疾与公共管理的使用
途径纳入免责范围，相关解释将于 2014 年 6 月正式生效。
4 月 6 日，针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发布的新法规（Copyright （Regulation
of Relevant Licensing Bodies） Regulations 2014）正式生效。新法规为集体管理
组织提供清晰的行为标准，一改此前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制定任何正式的法
律制度而是交由各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自律自助管理的模式。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ipo.gov.uk/types/hargreaves/hargreaves-copyright/hargreaves-copyright-techreview.ht
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ensures-minimum-standards-for-all-collectingsocieties
原文标题：Changes to copyright law and guidance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0 日

其他

新加坡专利主动授权制度生效
2014 年 2 月 14 日，新加坡《专利法》修正案正式生效，标志着新加坡专利
体 制 从 现 有 的 自 我 评 估 制 度 （ self-assessment system ） 向 主 动 授 权 制 度
（positive-grant system）的转变。
在此前实行的自我评估制度下，一项新加坡专利可以不需要进一步审查，而
仅仅基于国外相对应的专利申请或国际专利申请的最终审查结果而获得授权。而
主动授权制度是一种较为严格的专利制度，符合可专利性标准的申请只有在通过
新加坡专利局的审查后，才能获得授权。
根据主动授权制度，专利申请不能基于国外相对应的专利申请或国际专利申
请的最终审查结果而直接获得授权，还必须进行补充审查程序。补充审查程序要
求提交新加坡专利局的专利申请文件满足以下条件：
（1）权利要求得到了说明书
的支持；
（2）权利要求与对应外国申请中已通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审查的
权利要求对应；
（3）权利要求不包含对应外国申请中已失效的权利要求；
（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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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现有的专利/工业应用不存在重复授权的问题；（5）不超出最初申请文件
的范围。
如果满足上述要求，专利申请将会获得授权通知书，如果审查员认为该专利
申请具有缺陷，则会发出书面审查意见。此后，审查员将发送一份附带授权或驳
回通知的补充审查报告。申请人可据此选择请求复审或者放弃申请。
此外，修正案中涉及的其他主要修改事项如下：
（1）专利审查程序由快轨（fast track）以及慢轨（slow track）审查制度改
为单轨制。即若申请途径为本地申请或提供外国对应申请/PCT 申请检索报告的
混合申请途径，须在申请日或优先权日起 36 个月内提出审查请求；若为提供外
国对应申请/PCT 申请检索和审查报告的外国申请途径，则须在申请日或优先权
日起 54 个月内提交审查请求；
（2）专利权的恢复期限由 30 个月缩短为 18 个月，恢复标准改为更严格的
“非故意的”；
（3）取消专利授权后审查程序，异议只能通过无效宣告请求提出；
（4）期限延长时限从 3 个月扩展至 6 个月，PCT 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可延
长 18 个月；
（5）专利权放弃要求更为严格，需提交每一位专利权共有人在弃权通知送
达三个月后无异议且弃权对其无实质影响的证明。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managingip.com/Article/3303478/Singapore-The-new-positive-grant-patent-system.ht
ml
http://www.king-craft.com.tw/tw/ip_news_patent_01_01.asp?spage=1&nid=438
原文标题：SINGAPORE: THE NEW POSITIVE-GRANT PATENT SYSTEM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7 日

加拿大知识产权立法发生重大改革
2014 年 1 月 28 日，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 5 项计划引入的知识产权国际
条约，用于协调该国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相关法规，具体包括：《商标
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Madrid Protocol）、
《商标法新加坡条约》
（Singapore Treaty
on the law of trade marks）、《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分类的尼斯协定》（Nice
Agreement）、《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保存海牙协定》（Hague Agreement）和《专
利法条约》（Patent Law Treaty）。一旦上述条约被批准引入，将使加拿大知识产
权法规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最终达到和其他发达国家一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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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mondaq.com/canada/x/295260/Trademark/Are+we+there+yet+Yes+Canada+to+finall
y+update+intellectual+property+legislation
原文标题：Canadi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islation in line for significant overhaul
检索时间：2014 年 3 月 2 日

埃及和突尼斯首次在宪法中提出知识产权保护
2014 年 1 月，埃及和突尼斯颁布了新宪法，两国首次在宪法层面包含知识
产权保护的相关条款。其中埃及新宪法第 69 条规定，
“国家应在各个领域对所有
类型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突尼斯新宪法第 41 条规定，
“知识产权应该被保护”。
2014 年 3 月，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创新、技术和知识产权高
级项目经理 Ahmed Abdel-Latif 发表一篇关于《埃及、突尼斯新宪法承认知识经
济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的文章。文章指出，这是他们通过国家法律和司法判决，
确保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进行知识产权保护，这是支撑“知识经济”的重要举措。
除了知识产权之外，埃及和突尼斯新宪法还包括强调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支撑科研
与创新，提升创造力的条款。
许海云 检索，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ip-watch.org/2014/03/10/new-constitutions-of-egypt-tunisia-provide-for-ip-rights-prot
ection-for-first-time/?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ip
-watch+%28Intellectual+Property+Watch%29
原文标题：New Constitutions Of Egypt, Tunisia Provide For IP Rights Protection For First Time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1 日

加拿大竞争局发布《知识产权实施指导方针草案》
2014 年 4 月 2 日，加拿大竞争局就新发布的《知识产权实施指导方针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在 2000 年颁布的《知识产权实施
指导方针》
（以下简称《方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延续了《方针》将竞争政
策和知识产权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政策制定考量的思路。不同于《方针》，
《草案》
将“不使用知识产权”
（non-use of IP）纳入考虑范围，并扩大联邦法院的权限以
防止利用知识产权过度地限制贸易或削弱竞争。
许

轶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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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ndaq.com/canada/x/307280/Antitrust+Competition/Competition+Bureau+Releases
+Draft+Updated+Intellectual+Property+Enforcement+Guidelines
原文标题：Canada: Competition Bureau Releases Draft Upd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ement Guidelines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7 日

研究报告
中国

2013 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 82.5 万件
连续 3 年居世界首位
2014 年 2 月 20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京发布了 2013 年我国发明专利的有
关数据。2013 年，我国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 82.5 万件，同比增长 26.3%，连续 3
年位居世界首位；共授权发明专利 20.8 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14.4 万
件，与去年持平。截至 2013 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共
计 58.7 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4.02 件，提前两年完成国家“十二五”
规划纲要设定目标。
2013 年我国省（区市）和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前十的排名尤为引人关注。
在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中，北京首次超过广东，以 2.0695 万件位
居榜首，广东、江苏分列“榜眼”和“探花”，浙江、上海、山东、四川分列四
至七位，首次跻入前十的安徽位列第八，陕西、湖北分别居第九、第十位；在国
内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排名上，华为公司依然雄居榜首，中石化紧随其后，第三位
至第十位依次为中兴通讯、中石油、海洋王照明、中芯国际、比亚迪、华为终端、
奇瑞汽车、中海油。值得关注的是中石油、海洋王照明、中海油 3 家能源企业首
次进入榜单，表现抢眼。
国家知识产权局还首次发布了我国发明专利拥有量（截至 2013 年底）排名
前十位的省（区市）。它们依次为：广东（9.5475 万件）、北京（8.5434 万件）、
江苏（6.2112 万件）、上海（4.8370 万件）、浙江（4.3275 万件）、山东（2.7996
万件）、四川（1.6677 万件）、辽宁（1.6092 万件）、湖北（1.5235 万件）、陕西（1.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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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此外，2013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合作条约》
（PCT）国际专
利申请 2.2924 万件，同比增长 15.0%。2013 年，PCT 国际专利申请超过 100 件
的省（区市）达 15 个。其中，广东申请 11525 件，居首位。北京、江苏、上海、
浙江分列二至五位，上述 5 省（市）的 PCT 申请量占全国申请总量的 3/4。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分析指出，2013 年我国发明专利的主要特点：
一是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前完成“十二五”规划设定目标。二是发明专利
申请受理量实现结构突破。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占三种专利总量的 34.7%，五年
来首次超过 1/3。三是专利运用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年专利权质押金额达 254 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0%。四是企业知识产权创造主体地位稳固。2013 年，我
国企业发明专利申请 42.7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60.6%；企业发明专利授权 7.9 万
件，占国内总量的 54.9%。五是部分技术领域专利布局任重道远。2013 年，我国
发明专利拥有量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划分的 35 个技术领域之中的 21 个占据优
势，但在光学、运输、音像技术等领域与国外差距明显。例如在光学领域，国外
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为国内的 2 倍，运输、音像技术领域为 1.8 倍。
田倩飞 摘编自
http://www.sipo.gov.cn/zscqgz/2014/201402/t20140221_906416.html
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4-02/4849054.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26 日

2013 年中国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三
2014 年 3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数据显示，全球通过《专利
合作条约》
（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共 20.5 万件，同比增长 5.1%，创历
史新高。其中，美国（5.7239 万件）、日本（4.3918 万件）、中国（2.1516 万件）、
德国（1.7927 万件）和韩国（1.2386 万件）分列前五名。我国首超德国居第三位，
占全球总量的 10.5%，较 2012 年提高近 1 个百分点。
WIPO 总干事 Francis Gurry 指出，美国和中国作为 2013 年 PCT 专利增长的
主要驱动力，占据了 80%以上的 PCT 申请总增量。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
长许春明表示，我国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国际化市
场驱动和政府激励政策引导，全球第三的排名与中国经济规模全球第二基本匹
配，反映了近年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有越来越多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许海云 编译自
http://www.miamiherald.com/2014/03/21/4009451/us-again-leads-the-world-in-pa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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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p-watch.org/2014/03/13/wipo-shows-record-growth-across-international-ip-filing-syst
ems/?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ip-watch+%28Int
ellectual+Property+Watch%29
原文标题：U.S. again leads the world in patents; China surges past Germany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24 日

《2013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发布
2014 年 4 月下旬，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2013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13 年，我国政府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在专利申请
受理、审查及著作权登记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
（1）专利申请受理量快速增
长。全年受理专利申请 237.7 万件，同比增长 15.9%。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82.5
万件，同比增长 26.3%；
（2）专利审查能力继续提高。全年累计完成发明专利实
质审查 35.5 万件，同比增长 3.1%。其中，PCT 国际申请 2.2924 万件，同比增长
15%；（3）商标申请量持续快速上涨；（4）著作权登记工作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同时，我国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审批登记、
执法、机制和能力建设、宣传、教育培训、国际合作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步。2013
年，全国共立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 26.2 万件，侦破侵权假冒
犯罪案件 5.5 万件，批捕侵权假冒案件 9161 件、犯罪嫌疑人 1.4 万人。
马廷灿 摘编自
http://www.sipo.gov.cn/yw/2014/201404/t20140423_937304.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4 日

《2013 年全国专利实力状况报告》发布
2014 年 4 月 26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2013 年
全国专利实力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13 年，我国专利创造质量逐步提升、专
利运用创新取得进展、专利保护水平不断提高、专利管理水平整体提升、专利服
务能力不断增强，各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从全国来看，广东、北京、江苏、浙
江、上海、四川、山东、湖北、湖南和安徽在专利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列前十。与
2012 年专利综合实力指数的排序相比较，2013 年位次变化较大的省份为广西（上
升 3 位）和陕西（上升 3 位）。分经济区域来看，广东、北京、江苏在东部地区
专利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列三甲，湖北、湖南、安徽位居中部及东北地区前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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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西、重庆位居西部地区前三位。
在专利创造实力方面，北京、上海、广东排名前三位；在专利运用实力方面，
广东、北京、江苏位列三甲；在专利保护实力方面，广东、江苏、湖南排名前三
位；在专利管理实力方面，广东、江苏、天津排名前三位；在专利服务实力方面，
北京、上海、广东排名前三位。
马廷灿 摘编自
http://www.sipo.gov.cn/zscqgz/2014/201404/t20140425_939490.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8 日

欧美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 FP7 中版权管理及知识共
享研究案例报告
2013 年 12 月 24 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IPR Helpdesk）发布《FP7 中
的版权管理及知识共享研究案例报告》，以“未来互联网”项目为例，介绍了传
播及版权保护、版权及知识共享许可、相关经验与建议等内容。
1. “未来互联网”项目的背景
基于欧盟第七框架计划（FP7），由来自五个国家的 12 家中小型企业和研究
机构组成的注册联合体（consortium）共同启动了“未来互联网”项目，旨在为
互联网社区的创新性实验和工具创建平台以促进未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项目计
划通过成功推行跨社区的知识共享和开放未来互联网扩展应用来进一步推动项
目实施。
在开放的原则下，项目交付的大部分报告都可以公开，因此这些交付成果将
会在项目之外广泛传播，如通过项目网站确保该项目产生的知识在全社区共享。
但是，在项目执行期间，一些合作机构表达了对传播策略的担忧，他们认为通过
网站向大众公开报告侵犯了这些交付成果本应该获得保护的版权。
2. 传播及版权保护
FP7 中的交付成果应标注相应的保密等级，保密等级由传播对象的范围来决
定，例如：
PU=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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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限于其他项目参与者（包括委员会服务机构）
RE=限于注册联合体指定的机构（包括委员会服务机构）
CO=机密，仅供注册联合体成员（包括委员会服务机构）
对项目参与者和欧盟委员会来说，交付成果标注“PU”或“Public”表示对
传播对象没有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开的成果没有知识产权，尤其是版权。实
际上，这是迥然不同的两件事，共享交付成果并不意味着放弃版权。这同样适用
于在互联网上公开的其他报告和成果。
欧盟认为版权是一种无需登记、自动享有的权利。因此，只要交付成果完成
且具备原创性，那么就自动受到版权的保护。版权的这一特性对各个层面都产生
了影响。影响之一就是无需对版权进行登记，且版权声明也是非强制性的，不会
引发版权保护。尽管如此，版权声明仍然具有存在的意义。在实践中，声明对其
他人明确了所有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有助于防止他人抄袭作品。另外，版权声明
在不同国家的审判程序中也将产生影响。为此，合作机构应当为项目交付成果添
加版权声明，常用格式为：c[版权所有人名称],[创作时间]。
3. 版权及知识共享许可
关于项目广泛传播的途径，合作机构也可考虑采用知识共享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ce）对报告进行许可。知识共享协议与版权并不矛盾，恰恰相反，
知识共享是以版权保护为基础的，因为它授予对作品感兴趣的人使用权。利用知
识共享协议最大的好处在于人们能够将现成的许可自动附加到感兴趣的作品上，
从而简化了许可流程。因此，知识共享协议有助于节省时间，同时避免法律上的
疏忽。
目前，合作机构同意采用知识共享协议 3.0 版本，在成果版权所有权不发生
变化的前提下，允许非商业目的的复制、扩散和传播，不允许据此创造衍生作品。
4. 经验与建议
（1）广泛传播和版权保护并不矛盾。
（2）版权声明即使不能引发版权保护，但仍然是最佳实践。
（3）知识共享协议是以版权保护为基础的。
张

娴 检索，李姝影 编译，许 轶 校译自

http://www.iprhelpdesk.eu/sites/default/files/newsdocuments/Copyright_and_creative_commons_
0.pdf
原文标题：Case Study Copyright management and Creative Commons in FP7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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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JRC 研究 100 强企业专利活动与使能技术特点
2014 年 1 月，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re，JRC）发布报告《工
业研发投入（Industrial R&D Investment，IRI）领先企业专利活动情况介绍》，该
报告作为 IRIMA 项目[1]（“欧洲顶尖研发投资者技术概要和创新模式研究”课题）
的组成部分，针对欧盟工业研发投入排名前 100 企业的专利活动与使能技术特点
进行了优劣势分析，旨在为其他企业提供参考。
报告指出，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均随时间增长，且研发-专利
关系呈现出一定的行业特异性。该报告首次针对样本企业专利申请的 IPC 分类进
行研究，发现企业所掌握的技术知识呈现一定的集聚态势；知识库和企业参与关
键使能技术（Key Enabling Technologies，KETs）的创新活动分析发现重要行业
的特异性与企业自身特定的因素相一致。
该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1）2004 至 2010 年间，调查的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均呈现增
长趋势，但这些企业的全球专利份额小于研发投入份额，而且企业专利组合总体
增长率低于研发活动的增长。研究发现企业所实施的技术体制与企业种类在塑造
研发-专利关系方面的作用同样重要（如制药和卫生行业中的企业专利数量与研
发投入的比值相当低）。综上所述，在企业层面上进一步推行类似探索性的研究
是有意义的。
（2）针对排名前 100 的企业专利申请的 IPC 分类分析发现，企业所掌握的
技术知识呈现一定的集聚态势。这样的结果意味着采用 IPC 系统最细致的分类标
准进行深入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3）通过匹配企业与专利数据，对企业在特定技术领域（如关键使能技术）
中的活动进行分析，发现行业特异性有可能源自于基于特定技术发展需要（如先
进制造技术）建立的知识库和有关行业领域的公司之间的知识交换，结合企业种
类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的探索。
（4）欧盟 IRI 排名企业专利数据的扩展分析值得继续深入。有待解决的研
究问题包括：研发领先者（跟随者）在专利申请方面也保持领先（落后）地位的
趋势是否适用于排名中所有企业？更普遍的问题是，针对 IRI 排名中的企业的专
利扩展分析如何应用于不同的国家和产业的分析？
（5）专利质量的测量指标将考虑更多企业和产业层面的直接比较。这些指
标连同排名企业的财务数据，将有助于评估企业专利组合的经济价值和技术潜

[1] 工业研究和创新监测与分析项目（The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Monitoring and Analysis，简
称 IRIMA）是 JRC 和 DG RTD 的合作协议下实施的。

知识产权动态

29

力，即对企业经济效益和未来技术发展的影响。
张

娴 检索，李姝影 编译，许 轶 校译自

http://ipts.jrc.ec.europa.eu/publications/pub.cfm?id=6959
原文标题：The patenting activity of the top IRI Scoreboard Companies: an introductory note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8 日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
公共研究成果开发途径情况说明书
【摘要】2014 年 1 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IPR Helpdesk）针对政府资助的公共研
究成果的开发工具、技巧和实践，发布了情况说明书。该说明书列举了成果开发的
多种途径，包括技术许可和转让、合资公司、衍生企业、技术咨询以及知识转移等，
旨在帮助研究机构实现其公共研究成果的市场化，从而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

公共研究机构研发活动在创新领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公共研究机构与企
业之间的知识和技术流动可以通过针对公共研究成果的开发来实现。商业化和知
识转移是使科学知识向商业转化的两种主流途径。
1. 商业化途径

图 1 商业化途径的构成

（1）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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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指的是知识产权所有人（转让人）将其所有的知识产权永久性地转移至
另一方（受让人），受让人从而成为该知识产权新的持有人。转让通常采用一次
性支付的方式，转让人能够快速获得现金回报，以进一步投资于研发活动。转让
完成后，转让人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包括费用的支付以及侵权监测等）不再负责。
转让生效后，转让人将失去对知识产权的使用权，从此转让人对知识产权的
利用将导致侵权。对于受让人来说，如果受让人不具有开发利用知识产权的条件
（如熟练的雇员或者业务网络），那么他将无法从转让的知识产权中获取社会经
济利益。
（2）许可
许可协议用于知识产权所有人（许可人）把合同条款规定范围内使用无形资
产的权利授予他人（被许可人）的过程。了解公共研究机构许可其知识产权的原
因、选择适用的许可方式以及明确交易潜在的风险至为重要。
公共研究机构应该制定统一的许可政策，确保所有交易的公平性。尤其需要
注意的是，由于转移知识产权所有权或授予独占许可会使公共研究机构降低或者
完全失去对知识产权资产的控制力度，所以应当谨慎评估许可交易。以商业开发
为目的的许可交易应当涵盖适当的经济或其他形式的补偿条款。
许可的优势是在不丧失知识产权所有权的前提下，公共研究机构能够增加收
入渠道并且使研究成果更快地进入市场。可是，公共研究机构也可能由此失去该
许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信息，当缺乏所需技能与业务网络时，这种信息流的缺乏
可能会影响收入，这在排他性许可情况下尤其危险。
（3）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是一种商业化合作模式，通常指科学家和私营企业共同投入资金和
研发资源进行项目合作。合作范围涵盖从短期项目（非注册合资公司）到包括多
个成员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合资公司）。合营各方共同承担风险，为
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和进一步的商业化共同做出贡献。合资公司最明显的优势
在于为公共研究机构带来了获取知识产权商业化利益的能力。
其他优点如下：
①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技术；
②获得市场无法提供的资源；
③分担研发、市场推广和商业化成本；
④促进对知识产权资产的利用；
⑤降低投资风险；
⑥开发新产品；
⑦进入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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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合资公司后，公共研究机构需要谨慎确定知识产权的许可利用方式，包
括合资公司成立前公共研究机构、各合作方已有的背景知识产权和合资公司成立
后新开发的知识产权，这些知识产权由开发方拥有但其它合作方可以使用。
（4）衍生公司
衍生公司通常指为了将知识产权（这里特指公共研发资金的研究成果）引入
市场而成立的独立公司，它被视为公共研究机构技术成果向产品和市场转移以及
开展技术许可的重要途径。此外，衍生公司作为研发和产业之间的基础中介，还
被认为是两者之间进行技术转移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通常情况下较大的公司通
过收购衍生公司来实现技术转移。
创建衍生公司还将为公共研究机构带来如下好处：
①将不适于公共研究机构科研项目的开发环节外包；
②获得对纯粹的研究机构不予开放的资金，用于弥补部分开发成本；
③以产业合作伙伴的身份参与欧盟资助的研究项目；
④培养科研人员的创业技能。
衍生公司的创建过程十分复杂，包括知识产权及相关职责涉及的独立业务的
开发、项目和风险管理以及吸引投资。衍生公司在成立初期即需要制定从公共研
究机构获取知识产权的战略决策，主要有两种方法：以实物形式捐赠或取得无形
资产许可。公共研究机构应当制定和公布分拆政策，允许和鼓励员工参与衍生企
业的创建，并在适当的时候确定自身与衍生公司的长期关系。
（5）咨询
这种商业化模式由委托研究和/或技术咨询等形式组成。委托研究指公共研
究机构完成由私营企业指定的研究项目，与大多数咨询方式的不同在于委托研究
将会创造出新的知识，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于私营企业，且不受到已有知识
产权所有权的影响。委托研究被认为是促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工具。技术
咨询是由研发人员向产业客户提供的调研或咨询服务，属于企业和科研机构最普
遍的合作方式之一。技术咨询通常包括三种不同形式：调研、可行性和商业化驱
动的咨询。该途径具有重要的产业意义且一般不会危及大学的科研目标。
2. 知识转移途径
商业化和知识转移工具不是单向的，也不能完全分离，他们往往会聚合到一
起并以互补的方式运作。然而，商业化途径仅仅用于连接公共研究成果的市场开
发，而知识转移更倾向于促进知识从公共研究机构向产业流动，以此带来与社会
经济增长相关的所有利益。因此，商业化途径被毫无疑问地视为知识溢出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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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其他知识转移途径在促进创新方面同样重要（图 2）。

图 2 知识转移途径构成（不包括商业化途径）

（1）出版
对于公共研究机构来说，出版被视为传播知识最合适的方式，它允许研究成
果以最快的速度公开传播。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文章和出版物将会自动获得
版权。值得一提的是，版权保护的是文字表达的原创性，而不是研究成果。因此，
在出版之前，公共研究机构应当谨慎考虑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确定是
否需要采取其他的保护方式（如专利、外观设计等）以及知识的传播是否采用公
开访问模式。
（2）会议和社交网络
除了出版物，专业会议、非正式的联系、日常接触和交谈都属于知识在公私
之间流动的途径。与出版物一样，公共研究机构也应当注意网络中的信息披露，
因为这同样可能会妨碍针对科研成果的进一步知识产权保护。
（3）联盟协议
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有多种方式，当创建一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用于开展研发项目时，合作者之间签订的协议通常称为联盟协议。该协议旨在阐
明项目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机构职能、工作的组织、项目管理和知识产
权归属问题。该合作关系通过合作者之间的交叉许可实现知识产权共享和项目的
发展，从而赢得新知识和新的商业伙伴关系。
协议中应当加以解决的知识产权相关问题至少包括：
①对项目所产生的知识产权所有权的分配；
②明确协议各方于项目启动之前预先拥有的知识产权，其中哪些是项目实施
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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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以上述知识产权为基础的项目执行和开发的许可权限；
④收入如何分配。
（4）人才流动
公共资助知识的部署和流动也可以通过学生和科研人员在不同科学和技术
部门之间的流动来实现。人才交流和跨部门流动无疑会增加企业的研发力，对于
小企业来说尤其有利，这是由于他们倾向于采用个人委托合同的方式与大学的科
研人员展开合作。人才流动有多种形式，通常通过大学或企业科研人员之间互相
交流来实现，然而行业招聘被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形式。
学生的借调和实习对于知识溢出也同样重要，同时也代表了企业对于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的强烈愿望，这对学术界也同样有好处。这种方式主要包括共同指导
论文、实习或合作研究等形式。
（5）标准
标准是一份由认证机构批准公布的带有强制性的文档。创新链中涉及的各种
标准，如术语、计量、测试和接口标准，已被确定为知识转移的途径。根据目前
的研究阶段，标准化活动由各种利益相关者发起，如定义专有名词的公共研究机
构的研发人员，以及处于技术开发后期阶段的企业。
许 轶

编译，田倩飞 校译自

http://www.iprhelpdesk.eu/sites/default/files/newsdocuments/Exploitation_channels_for_public_re
search_results.pdf
原文标题：Fact Sheet Exploitation channels for public research results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7 日

欧洲 2013 年专利申请量创历史新高
根据欧洲专利局 2014 年 1 月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欧洲专利局 2013 年共受
理 26.5 万件专利申请，比上年增长 2.8%，创历史新高。这是欧洲专利局受理的
专利申请数量连续第 4 年保持增长。另外专利授权数量为 6.67 万件，比上年增
长 1.7%。
数据显示，欧洲专利局 2013 年受理的专利申请中有 9.36 万件来自其 38 个
成员国，占总数的 35.3%，与上年持平。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利申请中，数量最多
的为美国、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为 6.48 万件、5.23 万件、2.22 万件、1.69
万件。其中来自中国的增幅最大，较上年增长了 18%，其次韩国增幅也达到
16.6%，而美、日较上年增长较少，仅 2%左右。

知识产权动态

34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4/20140116.html
原文标题：New peak at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more than 265 000 patent filings received in
2013 (+2.8%)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9 日

EPO 发布“从科研成果创造市场”会议报告
2013 年 12 月 2 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从科研成果创造市场”会议
报告，内容涉及：公共研究的任务、产学合作的新形式、大学的创业、大学更好
的知识产权政策、大学的知识产权意识、对发明与数据公开的激励措施、技术转
移办公室（TTO）管理指南、未来大学如何管理知识产权问题等。该会议由 EPO、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慕尼黑工业大学（TUM）共同举办，于 2013
年 5 月 6 至 7 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会议重点研究官产学如何携手合作，通过鼓
励大学妥善管理知识产权，加强产学合作，以开发利用科学知识。EPO 认为这
是关乎欧洲未来经济最重大的问题之一。300 名参会者来自：研究成果市场化活
跃机构，主要像宝马、欧莱雅、西门子和飞利浦；政策制定者与官员；学术界中
那些为创新思路和早期商业化阶段搭建桥梁并被市场采纳的人士。
张

娴 编译自

http://www.epo.org/learning-events/events/conferences/2013/markets.html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acad.nsf/0/BDB209F69A00FB15C1257C3100513A11/
$File/EPO_ConferenceReport_FINAL.pdf
原文标题：Creating markets from research results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 日

IBM 连续 21 年蝉联美国专利数量冠军
根据美国专利分析公司 IFI 发布的数据，IBM 公司在 2013 年共获得 6809 件
美国专利，连续 21 年成为美国年度内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公司。IBM 的专利数
据展现了研发能力的国际化水平：6809 件专利的发明人来自 41 个国家，其中有
31%专利来自美国以外。但由于“云时代”带来的 IBM 传统硬件业务疲软的压
力、竞争对手的增加，公司营收连续六个季度下滑。IBM 的解决方案是研发，
从 2010 至 2012 年，每年为此花费 60 亿美元。IBM 目前正更多地集中于分析与

知识产权动态

35

云计算，尤其是沃森业务（Watson），并表示该业务有赖于目前的专利技术。
张

娴 摘编自

http://it.21cn.com/prnews/a/2014/0114/23/26028067.shtml
http://www.siliconrepublic.com/innovation/item/35378-ibm-tops-the-us-patent/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15 日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
合作开发的知识产权问题处理指南
2014 年 2 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IPR Helpdesk）对一项由大学、中小
企业和大企业合作开发的案例进行研究，认为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属问题是合作开
发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指南给出了在合作开发中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案，以及如
何对共同拥有的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的管理。最后，根据案例的处理经验提出行动
建议：在合作开发中，最好在项目的早期阶段甚至是项目开始之前就处理好知识
产权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要在协议中具体指出合作伙伴之间如何分摊所有权的股
份；知识产权的共同所有权应避免为“默认的解决方案”或“简单的选择”，而
应该仔细谨慎地加以考虑，因为这很可能会引起各方的分歧。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iprhelpdesk.eu/sites/default/files/newsdocuments/CS_Allocation_of_shares_of_jointly
_developed_results.pdf
原文标题：Allocation of shares of jointly developed results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3 日

2013 年欧专局专利申请创历史新高
2014 年 3 月，欧洲专利局（EPO）发布并总结了 2013 年度欧洲专利申请及
授权的相关数据。2013 年，EPO 收到的专利申请同比增长 2.8％，再创历史新高，
显示出欧洲仍然是重要的创新市场。EPO 授权专利为 66700 件，比 2012 年（65600
件）增长了 1.6％。
2013 年，EPO 38 个成员国的申请量占总量的 35％，近 2/3 的专利申请来自
欧洲之外。最活跃的国家是美国（占总量的 24％），其他一些国家还有日本（20％）、
德国（12％）、中国（8％）、韩国（6％）和法国（5％）。来自美国（增长 2.8％）
和日本（增长 1.2％）的专利申请依旧保持高水平增长。但中国（增长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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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韩国（增长 14％）再次成为平均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总体而言，来自亚洲的
申请占 2013 年 EPO 增长量的近 3/4，这主要归功于亚洲公司在计算机、电子和
数字通讯业的主导优势。
许海云 编译自
http://www.epo.org/news-issues/press/releases/archive/2014/20140306.html
原文标题：Patent filings at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reach all-time high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2 日

剑桥大学研究产学互动机制
2014 年 4 月 2 日，剑桥大学发布《产学互动机制——以生命科学集群为例》
报告，通过个案研究方法，分析大学与产业界知识交流和技术转移的互动机制及
面临的挑战。该报告提出 5 项重要结论。
（1）剑桥大学在集群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贡献者。
大学拥有的高技术人才、对社会资本的吸纳力、知识交流的驱动力以及跨学科网
络形成的促进力是成立初创企业的重要资源。但是，报告指出生命科学集群中只
有 3.5%的高新技术企业是由大学分拆创建，与上述假设相悖。
（2）
“从实验室到市场”是一种高度复杂且动态变化的非线性模式。该报告
以大学衍生企业“剑桥大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BT）为例进行研究发现，诸
如公司收购和兼并等外部事件是初创企业成立的主要动力。从 CBT 的案例发现，
2000 至 2013 年间，人力资本、技术和投资在 3 所高校和 16 家企业之间互相流
动，表明大学与产业界的互动随时间而变化，且“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交互路径
是动态而复杂的。
（3）剑桥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Computer Laboratory）在促进知识交流、
技术转移和创业中表现突出。1968 年以来，该实验室的员工和学生共创建了 205
家公司，该实验室设立了“名人堂”（Hall of Fame）和“产业资助者俱乐部”
（Industrial Supporters Club）等机构，用于吸引资助以进一步促进技术转化。
（4）教学和科研是大学最主要的学术职责，知识交流作为第三主流的活动
日益重要。但是，如何获取机构间知识交流内容仍然存在挑战。全国性调查中，
一些受访者在统计和报道知识交流活动的财务和合同内容时表现出强烈偏见。有
研究认为参与统计的“商业化”活动只代表了大约 10%的知识交流情况[2]，大部
分学术合作信息无法获取，从而难以估计它们产生的社会影响。
[2] 数据来源: Public & Corporate Economic Consultants and Centre for Business Research (2009): The e
volution of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Knowledge Exchan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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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研究提出了技术转移领域面临的挑战：学术界和产业界驱动力的内
在差异；有关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属的磋商；官方对学术资助监管引起的问题；大
学与产业界之间跨界活动和交流的困难。此外，报告还指出企业大多以需求或客
户为导向，因此大学以研究为导向的模式往往很难得到企业的资助。
许

轶 检索，李姝影 编译，许 轶 校译自

http://www.csap.cam.ac.uk/media/uploads/files/1/university-industry-interactions-cambridge-guill
iams-final.pdf
原文标题：Insights into University-Industry Interactions from the Cambridge Biomedical Cluster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4 日

欧美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薪资水平
高出其他产业 40%
由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办公室（OHIM）、欧洲专利局 2013 年出版的《知识产
权密集型产业对欧盟经济和就业的贡献》和由美国专利商标局 2012 年出版的《知
识产权和美国经济——产业聚焦》两份报告研究表明：在欧盟，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业比其他产业薪资水平高 41%，而在美国则高 42%。报告阐明了知识产权如
何促进就业机会和经济的增长。国际商标协会（INTA）鼓励其他国家和地区进
行类似的研究，以提高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INTA 首席执行官 Etienne Sanz
de Acedo 指出，一个创新的经济社会使所有公民都受益。这是因为创新的过程使
新想法成功地推向市场，创新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也是当今消费者能
在购物中享受如此多不可思议的选择的原因。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ag-ip-news.com/news.aspx?id=34115&lang=en
原文标题：Industries Protected by IP Laws Pay 40% Higher than other Industries - INTA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9 日

日韩

韩国独霸全球 4G LTE 标准专利：LG 和三星占 4 成
美国专利咨询机构 TechIPm 2014 年 2 月 10 日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1 月 31 日，在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欧洲专利商标局注册的 4G LTE 专利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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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的标准专利候补数量来看，LG 电子申请的专利数量最多，占总数的 23%；
三星电子占 18%，位列第二。可见韩国两大智能手机制造商领跑全球 LTE 标准
专利市场。此外，高通以 9%的占有率紧随 LG 电子和三星电子之后，居第三位，
之后分别是 NSN（9%）、摩托罗拉（8%）、爱立信（6%）。
马廷灿 摘编自
http://tech.huanqiu.com/comm/2014-02/4817299.html
http://www.arirang.co.kr/News/News_View.asp?nseq=157127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26 日

三星集团登顶 2013 欧洲企业专利申请量排行榜
根据 2014 年 3 月欧洲专利局（EPO）发布的 2013 年度报告，三星集团连续
第二年成为欧洲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2013 年共申请专利 2833 件。位于第
二的是西门子集团，申请专利 1974 件。西门子集团是 2010 和 2011 年 EPO 专利
申请最多的机构，2012 年，三星集团和西门子集团的专利申请量分别是 2289 件
和 2193 件，且从那时起，两集团专利申请数量差距开始扩大。
三星在保护迅速增长的市场份额和抵御潜在竞争者的同时，已开始在全球范
围内积累专利。三星广泛的知识产权也促进了与思科、爱立信和谷歌的广泛交叉
许可协议。三星集团在引领欧洲专利申请的同时，也成为美国活跃专利组合最多
的持有者，这使得韩国企业创立了“乐此不疲的创造者”的媒体形象。
许海云 编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g=5f2325b6-71b4-49da-a13f-638d3bcb8791
原文标题：Siemens, Samsung and Big Blue syndrome in Europe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2 日

日本政府发布 2013 年度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活动情况调查
【摘要】日本现有 420 万家中小型企业，是全国产业竞争力的源泉，推动着技术革新
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其经营活动的活性化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和成长具有重要影响。
在经营战略层面上，这些企业所拥有的先进技术的知识产权化对于应对经济全球化
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日本中小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虽然在 2012 年停止了减少，但近
年来却一直处于缓慢下降的趋势。这些企业在资金、技术以及人才条件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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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不能致力于知识产权活动的开展。如是背景下，日本政府着眼于今后 10 年，
在“有关知识产权的基本方针”中，作为四大方针之一，推出了“中小新兴企业的
知识产权管理的援助强化”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活动的援助。紧接着，
产业结构审议会知识产权分科委员会在汇总中也表示“中小企业、地区的援助强化”
是今后工作的三大方针之一。

1．日本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活动实际情况
对日本不同规模企业专利申请的调查结果显示，与大型企业 238385 件申请
量相比，中小型企业的专利申请量为 32759 件。从申请企业数量来看，中小型企
业有 10622 家，4 倍于大型企业的 2416 家。但是平均每家企业的申请件数，大
型企业为 98.7 件，中型企业为 3.5 件，小型企业为 1.6 件，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
业之间的差距立显。
同时，专利注册情况呈现如下特点：与大型企业的 188700 件相比，中小型
企业的专利注册件数为 25619 件，前者注册数于后者 7 倍有余；在注册企业数量
上，中小型企业为 7888 家，3 倍于大型企业的 2372 家；在平均每家的专利注册
件数上，大型企业为 79.6 件，中型企业为 3.7 件，小型企业为 1.4 件；在注册件
数上，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也有巨大的差距。
另据不同行业的专利申请和注册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是哪种行业，大型
企业的申请件数都远超过中小型企业。并且，虽分别对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企业
的平均申请件数进行了调查，但结果并未显示出什么差异。另一方面，各行业大
型企业的注册件数和平均每家企业的注册件数也呈现出同样的规律。
另据不同地区专利申请调查结果显示，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关东”、
“近畿”、
“中部”地区。在平均每家企业的申请件数上，这几个地区的大型企业、中型企
业也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同时与申请情况相似，注册亦主要集中在“关东”、
“近
畿”、
“中部”地区。而且，在平均每家企业的注册件数上，这几个地区的大型企
业、中型企业也多于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型企业在“中部”平均注册数为 7.1 件，
两倍于“关东”的 3.6 件和“近畿”的 3.2 件。
2．中小企业专利的所有和使用情况
从中小型企业整体来看，拥有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中任意一种的企业
占全体的 1.56%。将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分开来看的话，同样的指标，中型企业
占其全体的 4.66%，而小型企业只占 0.88%。
在所有率一项上，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比较，前者专利、实用新型、外观
设计的所有率分别是后者的 24.8 倍、15.1 倍、19.9 倍。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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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前者分别为后者的 5.7 倍、6.2 倍、5.3 倍。
不同规模企业的专利使用情况调查显示，中型企业为 62.6%，小型企业为
66.4%，而大型企业拥有的专利权中有 35.4%得到了运用。由此可以看出，小型
企业对拥有专利的使用率接近大型企业两倍。
就不同行业的专利拥有、使用情况来看，在 350 万家中小企业之中，拥有专
利的企业比率为 0.92%。另外，经过对不同行业专利拥有情况的调查，“药品制
造业”为最高，足有 22.5%，接下来是“化学工业”的 13.28%，
“工作用机械器
具制造业”位列第三，为 11.43%。
在拥有专利的企业中，对专利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型企业全体为
63.4%。从不同行业来看，“纤维·纸浆·造纸业”为 84.9%，“食品制造业”为
79.4%,“其他制造业”为 75.9%，分列三甲。
另据日本专利局 2012 年“知识产权活动调查”，行业整体的专利使用率为
52.8%，从不同行业的专利使用率来看，工作用机械器具制造业占第一位，为
66.4%。接下来是机械制造业的 66.3%。另一方面，教育/TLO（技术转移机构）
/公共研究机关/公务为 27.0%，药品制造业为 39.9%，均低于平均值
3．分包企业的倾向
据问卷调查结果，分包企业平均每家的专利、实用新型的拥有件数为 20.8
件，与非分包企业的 22.3 件相比，少 6.3 个百分点。平均每家分包企业的专利、
实用新型申请件数为 4.97 件，与非分包企业的 5.93 件相比，少了近 17 个百分点。
这表明非分包企业的专利申请较多，知识产权活动比分包企业更加活跃。
比较分包企业和非分包企业的业绩发现，非分包企业在营业额和经常利润上
比分包企业拥有更好的业绩。在营业额上，非分包企业回答“有大幅度增长”的
占 5.7%，高于分包企业。而在经常利润上，回答有“大幅的盈余”的则为 8.6%，
仍是非分包企业更高。最后，关于知识产权活动的目的，非分包企业回答为“防
止假冒品和类似品”的占到了 52.9%，高于分包企业。回答为“独占市场”的比
率亦是如此，压制着分包企业。
4．知识产权的效果
基于中小企业实际情况的基本调查，知识产权的拥有、活用与营业利润率呈
现如下关系：拥有或是活用专利权的企业在营业利润率上高于没有专利权的企
业。拥有专利权企业的营业利润率为 3.5%，而活用专利权企业的营业利润率为
2.2%，均高于没有专利权的企业的 1.8%。具体来讲，通过畅销商品取得的知识
产权转化为“专利权”的占到 59.2%，转化为“商标权”的占 57.2%。从不同规

知识产权动态

41

模企业标准上来看，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一样，回答“专利权”的比率最高，回
答“商标权”的占第二。取得专利权和商标权的比率均接近 60%。而且，和中型
企业相比，小型企业回答为“实用新型”的比率更高。
调查还表明，知识产权取得对于资金调度有明显效果。具体情况如下，回答
“金融机构在定性时评价会上升企业融资会受到优待”和“金融机构在定性时评
价上升接受了企业的一般融资”的占 36.8%。同时，从不同规模企业标准上来看，
中型企业回答“金融机构在定性时评价会上升较一般融资会受到优待”的比率高，
小型企业回答“金融机构在定性时评价上升接受了企业的一般融资”的比例则呈
现更高趋势。
5．知识产权的活用
在技术引进这项上，调查结果显示，有技术引进经验的企业占总体的 15.2%，
虽无经验但是有关心的占到 27.6%，经验和关心都没有的企业高达 57.2%。从不
同规模企业标准上来看，在是否有技术引进经验这个问题上，回答肯定的中型企
业为 18.1%，高于小型企业的 8.4%。同时，对技术引进是否关心这个问题上，
给予肯定回答的小型企业为 31.9%，高于中型企业的 25.8%。2009 年中小型企业
白皮书显示，有技术引进经验的大型企业占全体的 54.0%，与之相比较，小企业
却只有 12.1%。但是关心技术引进的中小型企业占了 53.1%，大型企业为 64.6%，
两者并无较大差距。
有无技术引进，是否关心技术引进与企业业绩有相当大的关系。有技术引进
经验的企业比没有技术引进经验的企业，回答“有大量经营盈余”的比例更高。
即使从不同规模企业的标准来看，中小型企业中有技术引进经验的企业回答“有
大量经营盈余”的比例，仍高于无技术引进经验的企业。但在中小型企业当中，
出现越是关心技术引进的企业，回答“有大量经营盈余”的比例越低的趋势。具
体数据为：有技术引进经验的中小型企业回答“有大量经营盈余”和“有一定经
营盈余”的占到了 70.4%，同样的情况，无技术引进经验的中小型企业只占到了
65.4%。明显看出，有技术引进经验的中小型企业业绩更好。
但是，技术引进现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企业回答“适合于本公司商用的
人才和技术不足”的比率占到了 46.9%，为最高，回答“关于专利和技术引进的
情报不足”的占到了 36.1%。从不同规模企业来看，也是如此。
从实际的申请情况中看到，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活动并不活跃。原因一般被
归结为“人才层面”、
“资金层面”和“情报层面”的不足。有关知识产权人才的
培养工作，中小型企业并没有很好地开展。特别是小型企业，回答“并未开展这
项工作”的企业占到了总数的 78.6%。小型企业经营者，一方面虽然努力开展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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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活动，但是人才培养环节的缺失，成为该项工作一直得不到进展的一大原
因。人才层面资源的不足虽然可以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去解决，但是可惜的是，实
际上，这样做的企业却相当之少。
6．总结
从调查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拥有知识产权和进行知识产权活动对企业来讲有
很多好处。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与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相比较，经营利润率与
自身资本比率更高，业绩也更加优秀。拥有知识产权让这些企业享有独占利益。
同时，作为知识产权带来的效果，这些企业得以排除假冒伪劣品和仿制品，赢得
信用和口碑，更赢得了好的宣传效果。拥有知识产权与业绩的坚挺有着不可分割
的关系。同时，从知识产权的获得使企业得以顺利融资这一现象可以看出，知识
产权和知识资产的经营会使企业的评价上升，从而使其从金融机构得到融资和利
息减免的优待。
因而，企业和社会需要再认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论是否已经取得知识产
权，有重点地促进知识产权的普及和扩大援助政策仍有必要。
陈叶湘 检索，熊 峰 编译自
http://www.jpo.go.jp/shiryou/toushin/chousa/pdf/h25_chusho_chizai/all.pdf
原文标题：平成 25 年度中小企業等知財支援施策検討分析事業報告書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22 日

国际/地区性组织

WIPO：2012 年全球专利申请增长强劲
2013 年 12 月 9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2013 年世界知识产
权指标》报告，显示 2012 年全球专利申请出现了近 20 年来最强劲的增长，工业
品外观设计注册也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速。2012 年专利申请增长了 9.2%（申
请量 235 万件）。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商标申请也分别增长了 23.4%、
17%和 6.0%。中国首次在既是来源国（中国递交的申请）又是目的地国（国外
在中国递交的申请）的四种知识产权（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
排名中位居首位。在全世界前五大知识产权局中，仅有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SIPO）在所有四种知识产权中呈现出两位数的增长。中国申请量的持续快速
增长是全球知识产权增长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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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利和实用新型
2012 年，全世界专利申请量增长了 9.2%，是过去 18 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在 2009 年减少 3.9%之后，全世界专利申请出现强劲反弹，加快了增长速度，其
中 2010 年增长了 7.6%，2011 年增长了 8.1%，2012 年增长了 9.2%。这主要是由
于 SIPO 的申请出现了强劲的增长。2012 年全世界专利申请量约为 235 万件，其
中居民申请量 151 万件，非居民申请量 83 万件。
排名前 20 的主管局中，2012 年 SIPO（+24%）的申请增长最快，其次是新
西兰主管局（+14.3%）、墨西哥主管局（+9%）、美国专利商标局（+7.8%）和俄
罗斯联邦主管局（+6.8%）。中等收入国家的几个主管局的申请量也出现了增长，
如巴西（+5.1%）、印度（+3.9%）和南非（+2.7%）。
欧洲的申请行为呈现出复杂的趋势。例如，欧洲专利局（+4%）、德国主管
局（+3.2%）和英国主管局（+4.4%）的申请量都有所增长。相比之下，法国主
管局（-0.7%）和意大利主管局（-4.2%）2012 年的申请量比 2011 年有所减少。
2. 商标
全世界商标申请中指定的总类数（按类计）在 2012 年增长了 6%；这低于
2010 年（9%）和 2011 年（9.5%）的增长率。2012 年，申请中共指定了 658 万
个类，其中包括 484 万个类的居民申请和 174 万个类的非居民申请。排名前 20
的知识产权局中，多数在 2012 年出现了类数增长。前 20 个主管局中，有两个中
等收入国家，即土耳其（+24.1%）和中国（+16.5%）报告了最快的增长。墨西
哥（+5.5%）和俄罗斯联邦（+7.9%）也在 2012 年表现出了有力的类数增长。与
之相比，欧盟各国知识产权局 2012 年的类数低于 2011 年。例如，意大利报告减
少 8.3%，德国和西班牙分别报告减少 6.4%和 5.6%。
2012 年，中国居民在全世界提交了约 158 万件按类申请，大大高于美国
（599896 件）、德国（387503 件）和法国（384665 件）。在许多国家，多数商标
是由居民向本国知识产权局提出的。但也有显著的例外：来自澳大利亚（49.5%）、
瑞士（76.9%）和美国（45%）的申请总数中有很高比例是在国外申请的。
3. 工业品外观设计
自 2008 年和 2009 年放缓之后，申请中所含的工业品外观设计数出现强劲反
弹，2010、2011 和 2012 年连续三年出现两位数增长。2012 年的增长率为 17%，
是 2004 年有按件计的记录以来最高的一年。2012 年，全世界提交的申请中含有
约 122 万项外观设计，包括 104 万项居民申请和 17 万项非居民申请。
前 20 位知识产权局中，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在 2012 年记录了最快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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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数增长，达 29.5%。SIPO（+26.1%）、土耳其（+12.4%）、欧盟内部市场协
调局（+12%）和韩国特许厅（+11.8%）在 2012 年经历了高于 2011 年的两位数
增长。较大的中等收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申请表现出了各不相同的趋势。摩洛哥
（-14.8%）、巴西（-4%）和墨西哥（-0.3%）出现减少，而印度（+4%）和乌克
兰（+3.3%）同期报告了外观设计数的增长。
中国的申请人 2012 年在全世界提交的申请中含有约 65 万项工业品外观设
计。之后是德国（76369 项）、韩国（68737 项）和美国（45245 项）的居民。
4. 植物新品种
植物品种申请总数 2012 年创下新的记录（14319 件），但 2012 年 1.8%的增
长率与 2011 年（+7.5%）相比不高。2012 年较低的增长率主要是由于欧洲联盟
共同体植物品种局（CPVO）申请的减少。
欧盟植物品种局（2868 件）在 2012 年受理的申请最多，之后是中国（1583
件）和乌克兰（1281 件）的主管局。尽管欧盟植物品种局的申请减少了 9.9%，
但该局的申请量仍两倍于中国主管局。
2012 年，最高的植物品种申请量来自荷兰（2560 件），接下来是美国（1829
件）和中国（1465 件）。法国、德国和日本居民的申请数类似，各约 1000 件。
田倩飞 摘编自
http://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13/article_0028.html
http://gb.cri.cn/42071/2013/12/10/7291s4351475.htm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6 日

OECD 关注公共研究成果商业化的新趋势和战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 2013 年底发布《商业化公共研究成果：
新趋势和战略》报告，概述了政府和机构用于加强公共研究成果的转移、利用和
商业化的政策，并分别利用一些传统、新兴指标来对比了 OECD 国家、高校和
公共研究机构（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PRIs）的情况。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1. 高校及公共研究机构对成果的利用、转化和商业化情况
2006 至 2010 年间，高校的专利申请年增率从 11.8%降至 1.3%。同期，PRIs
的年增率出现负值，为-1.3%，而 2001 至 2005 年间，PRIs 的年增率为 5.3%。对
科研衍生公司而言，尽管获得了持续的政策支持，但年增率未呈现大幅提升。
考虑到学术专利、许可和新兴机构等方面的不良情况，OECD 各国正尝试制

知识产权动态

45

定新的政策和手段以促进对公共研究成果的利用、转化和商业化。同时他们也在
尝试突破传统评价指标（如专利数量、许可收入），转而采用新的评价机制（如
资助项目中的学生雇佣情况、员工中的校友数、合同研究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中
的收入、产学界之间的合著出版情况以及博士人员的流动性等）。
2. 非传统的技术转化实践
（1）通过免费的知识产权许可来促进产业参与度
例如，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引入了“简易获取项目（Easy Access Programme）”，
能提供免费的大学发明获取权。
（2）针对研究人员和教职员的立法及管理程序
一些高校允许教职人员延长职位期以开展商业化活动。教职人员还能申请将
其商业化经历纳入职位考察中。一些高校则允许学生自行拥有他们入校后的发明
创造。
（3）技术转移办公室（TTOs）的新模式
若干 OECD 国家都出现了如下趋势：将多个 TTOs 合并为区域中心以服务于
多所研究机构。
（4）促进对公共研究成果的获取
提供对公共研究成果的获取权已成为知识向社会和公司转化的重要机制。随
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最常见的政策手段是规定将研究成果数字化出
版并提供开放研究数据库。
（5）协作知识产权工具和基金
提供对未利用专利的优惠获取权以解决“沉睡专利”问题。创建标准的许可
协议模版已成为高校和政府的一项常用手段。
（6）以公共研究为基础的风投融资
许多高校和 PRIs 正通过建立自身缺失的投资计划来补充政府资助。其他资
助渠道（包括基于知识产权抵押的投资、企业风投活动等）正在促进新兴公司的
融资活动。
田倩飞 编译自
http://www.oecd.org/science/commercialising-public-research.htm
http://www.oecd.org/science/sci-tech/commercialising-public-research.pdf
原文标题：Commercialising Public Research: New Trends and Strategies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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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F 发布《数字化媒体中的准则与价值：
再思数字化时代的知识产权》
2014 年 1 月，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媒体、娱乐与信息行业委员会发布
报告，深入探讨了数字化时代的知识产权问题，围绕两大试点市场（英国和印度
尼西亚）提出相应准则和框架以促进在不断变化环境下的积极对话。目的是帮助
主要利益相关方（如政府、政策制定者、企业、公民社会团体、创新者等）参与
对话，更好地理解相互利益，在打造活跃创新团体的同时，协同开发经济与社会
价值。
一些市场已快速地更新了政策和商业实践，以紧跟日益高度连接和复杂的数
字化世界潮流。例如，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已举办一系列圆桌会议，建立了
自愿的通知发送系统来解决版权侵权问题；英国警方反知识产权犯罪机构和广告
商协作以减少非法网站上含盗版内容的广告。
报告提出的针对数字化时代创新和信息经济的基本原则包括：
（1）培养和奖励创造力：打造活跃的创新团体来鼓励创造各种内容的产品，
通过经济报酬、认可或其他价值形式奖励创造者；
（2）打造创新生态系统：通过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创新环境和建立创新激励
机制，打造创新生态系统；
（3）扩大内容获取方式：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技术，为公众提供获取内容的
多种方式，使社会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4）告知用户相关所有权：确保有关所有权和数字内容准许使用权的信息
是清晰明了的，且用户能获取到这些信息；
（5）为创造者和所有权人提供控制和选择：为他们提供工具以决定和控制
其作品被共享和利用的方式；
（6）鼓励人们成为创造者：通过提供技能、工具和选择等，鼓励人们上网
共享和交流内容；
（7）加强全球协作：考虑到数字媒体的可转移性，应加强不同地域人们和
政府间的协作，帮助确保这些基本原则被全球认同和实施。
田倩飞 编译自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norms-and-values-digital-media-rethinking-intellectual-propertydigital-age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RethinkingIntellectualProperty_DigitalAge_Report_2014.p
df
原文标题：Norms and Values in Digital Medi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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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8 日

瑞士非营利组织：离岸临床药物试验
涉及多重违反道德问题
瑞士非营利组织“伯尔尼宣言（Berne Declaration）”发表调研结果，认为由
企业赞助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离岸临床药物试验涉及“多重违反道德”的情况，
这是以专利为基础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所带来的问题。
该组织发布的消息称：在乌克兰、俄罗斯、阿根廷和印度进行的研究结果表
明，由于监管环境薄弱和道德监控的不充分，导致了多重违反道德行为的发生；
在瑞士进行的另一项调查则凸显了当前瑞士药品机构层面在道德控制方面的缺
陷，以及在市场营销授权过程中普遍缺乏的总体透明度。该组织称，制药公司把
围绕专利保护的经营模式当作一种减少药物研发阶段周期的激励方式，从而在临
床试验中增加了违反道德行为的风险性，尤其是监管环境薄弱的离岸临床实验。
张

娴 编译自

http://www.greenpatentblog.com/2013/12/06/on-the-present-and-future-of-green-patent-litigation/
原文标题：Swiss Group Finds Patent-Related Ethical Violations By Pharma Overseas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 日

WIPO：互联网域名扩张不利于商标保护策略
2014 年 3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表示，互联网名称与地址分配机
构（ICANN）最新发布的数百个的新互联网域名将对商标保护带来冲击。WIPO
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
“当前互联网域名主要由.com 和少数通用顶级域名（gTLD）
组成，而此次前所未有的互联网域名扩张很可能会破坏网络世界的商标保护战
略”。
WIPO 总干事 Francis Gurry 在新闻稿中指出，“商标所有者一方面面临着域
名系统（DNS）扩张带来的严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还面临着商标保护预算减少
的困境。潜在网址数量的激增以及预期 1400 个新通用顶级域名的问世，将促使
商标所有者调整他们在商标注册和保护方面的优先事项”。
WIPO 仲裁与调解中心根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程序（UDRP）处理了许多域
名抢注案件，同时注意到去年涉及纠纷的域名数量显著增加（虽然案件的实际数
量有所下降）。该中心还一直积极根据用于保护第三方商标权的法律权利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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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O）程序来处理案件，并于去年 12 月发布了一份涉及 69 例案件的报告。
2 月 11 日，WIPO 受理了与 ICANN 批准的新通用顶级域名有关的首例纠纷
案件（涉案域名为.bike）。WIPO 在新闻稿中提及，“这个案件与目前正提交给
WIPO 中心的其他通用顶级域名案件将为品牌所有者如何在新域名上分配法律
预算的问题提供启示”。
WIPO 表示，中心去年对用于提供纠纷解决框架的《调解与（加快）仲裁规
则（WIPO 规则）》进行了审查，并更新了相关法规，新法规将于 2014 年 6 月 1
日生效。Gurry 称：“新法规更符合 WIPO 中心为经济和生产争端提供解决流程
的目标。最新的规定，例如针对紧急救援和多方仲裁的规定，确保 WIPO 法规能
够响应技术、商业和法律环境方面的演变。”
此外，WIPO 表示去年 12 月该中心推出了定制的示范协议，电信行业的公
司可参照此协议向中心提交有关公平、合理和非歧视（FRAND）条款的争端。
为提升 FRAND 裁决的成本和时间效益，WIPO 在制定这些示范协议时还咨
询了来自不同司法管辖区的专利法、标准化和仲裁专家，包括多位议员和欧洲电
信标准协会秘书处（ETSI）。
许海云 编译，田倩飞 校译自
http://www.ip-watch.org/2014/03/17/wipo-internet-domain-expansion-disruptive-to-trademark-str
ategies/?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ip-watch+%28I
ntellectual+Property+Watch%29
原文标题：WIPO: Internet Domain Expansion Disruptive to Trademark Strategies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8 日

国际商会研究知识产权与开放式创新
2014 年 4 月 14 日，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
发布《开放式创新模式》研究报告，探讨知识产权管理在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中的重要性、知识产权支撑创新过程中技术与知识共享的关键因素，
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将外部知识整合到自身创新的过程。企业可以
最优化地利用企业内外的资源，在更有效地控制成本和规避风险的同时，加速技
术开发。知识来源通常包括供应商、研究中心、大学、用户、竞争对手及产品互
补型企业等。开放式创新涵盖多种技术开发和商业化方式，包括引入许可、转出
许可、交叉许可、联合研发协议、企业风险投资、组建合资企业以及商业收购等。
上述方式通常取决于明确且可预见的知识产权商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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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总结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因素如下：
（1）企业应当具备足够的吸收能力，能够识别有价值的外部信息并整合到
自身的创新过程中以进行商业化。报告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开放式创新往往
要求企业内部有重大的组织变革，如建立决策途径和对不同合作方知识资产的管
理流程。
（2）企业采用开放式创新模式积极地进行知识产权管理，可以使知识创造
的管理最具战略意义。企业可以利用知识产权（专利或者商业秘密）来确定所有
权及控制合作背景下的知识共享或转移。此外，企业还可以建立知识管理流程控
制专业知识在企业外部的共享。
（3）专利对于合作创新尤为重要，这种方式能够确保技术等信息的提供方
对信息披露和权利交易不会失去控制。商业秘密保护也能促进专有技术在合作方
之间的共享。
（4）明确的知识产权所有权保护，例如专利等形式，能使开放式创新顺利
进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在促进信息和知识流动的同时，能够帮助企业规
避合作风险，保护企业的创新能力。
报告为决策者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1）采取措施提高专利质量；
（2）完善
知识共享中商业秘密保护机制；
（3）制定促进创新网络和创新集群建立的支撑计
划和促进公共研究机构向创新网络融合的政策。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iccwbo.org/Advocacy-Codes-and-Rules/Areas-of-work/Intellectual-Property/Innovatio
n-and-intellectual-property/
原文标题：THE OPEN INNOVATION MODEL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7 日

五大专利局 2013 年受理专利申请达 220 万件
五大专利局（IP5）近期公布了 2013 年专利申请受理情况。初步统计数据显
示，IP52013 年共受理专利申请约 220 万件，相比 2012 年增长 10.6%。其中：美
国专利商标局（USPTO）2013 年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571612 件，较 2012 年增长
5.3%；欧洲专利局（EPO）2013 年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265690 件，较 2012 年增
长 2.8%；日本特许厅（JPO）2013 年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328436 件，较 2012 年
下降 4.2%，也是五大专利局中唯一下降的；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3 年专利申
请受理量为 825136 件，较 2012 年增长 26.4%，位列五大专利局之首；韩国知识
产权局（KIPO）2013 年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204589 件，较 2012 年增长 8.3%。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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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授权数量来看，五大专利局 2013 年总共授权专利约 957000 件，较 2012 年
增长 3.5%。不过，与申请受理情况不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3 年专利授权
数量较 2012 年下降 4.3%，是五大专利局中唯一下降的。
马廷灿 摘编自
http://www.fiveipoffices.org/stats.html
http://www.fiveipoffices.org/stats/2013keydata.pdf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3 日

咨询机构

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发布国际知识产权指数
2014 年 1 月，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enter,
GIPC）对 25 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情况展开了年度调查，并发布“GIPC 国际知识
产权指数（GIPC International IP Index）”，反映各地区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同情
况。
这是该商会进行的第 2 次调查并发布报告。今年的报告评估了 30 个有助知
识产权蓬勃发展的因素，包括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和执法，以及相
关国际条约的参与等。参评的 25 个国家的发展情况不一，市场规模和地理情况
都各有不同。没有一个国家在该报告中获得满分（30），美国以 28.52 的总分在
排名中居首（图 3）。其后依次是英国、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新西
兰、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等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泰国、新西
兰等 14 个国家首次进入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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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GIPC 国际知识产权指数各国总分排序

报告显示，除加拿大、新西兰、智利和阿联酋以外的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具
备健全的知识产权环境，如美国、英国、法国均得到较高的分数。对于许多中等
和低中收入国家来说，尽管他们在许多关键的知识产权领域实施了重要改革，但
从总体来看仍然存在差距。这也是没有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得分超过总分的 50%
的原因，如马来西亚、墨西哥、哥伦比亚等等；此外，低中收入国家的得分较低，
其国内知识产权总体环境最为薄弱，例如越南、印尼、泰国和印度。
中国在此次调查中名列第 17 位，与 2012 年的 9.13 分相比，总分提高了 27%。
这主要源于 2012 年以来的政策改进，包括涉及互联网版权间接侵权责任判定、
提高商标侵权处罚和赔偿标准的新规定等。报告认为，虽然中国在专利制度方面
有所改进，但是知识产权整体发展仍然存在挑战，尤其是在商业秘密的保护和执
法方面有待提高。
报告指出，知识产权的保障对于培育本地和全球创新活动至关重要。它能为
国内创新者和创造者提供支持，吸引世界领先的研发，以及创造和维持高素质的
未来就业机会。报告明确地展示了各国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路线图，企业和政策
制定者可以据此来衡量国家的发展方向，以更好地吸引投资、创造就业和促进
22 世纪创造力。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theglobalipcenter.com/15339/
原文标题：U.S. Chamber’s Global IP Center Unveils 2014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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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7 日

INDUS TechInnovations 公司发布
《2013 年大学专利交易趋势研究报告》
【摘要】2014 年 2 月 28 日，INDUS TechInnovations 公司调查了专利开发和转移最活
跃的大学，发布了《2013 年大学专利交易趋势研究报告》。报告跟踪了 2013 年大学
专利转让进行的情况，旨在确定具体的交易趋势、交易涉及的技术领域和交易模式；
并分析了大学或研究机构向美国政府机构、企业实体两方面的专利转让情况；最后
对 2013 年与往年的专利交易情况进行了对比。

大学作为创新的主要来源之一，在研究活动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技术转移和商
业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商业化市场中
的重要部分。目前，大多数大学正努力追求知识产权商业化，授权技术转移办公
室（OTT）或类似的实体负责大学的知识产权管理。在 1984 年颁布实施《拜杜
法案》之后，大学的研究活动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而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
市场化方面的努力也明显增加，并得到了重视。
2014 年 2 月 28 日，INDUS TechInnovations 公司对专利开发和转移方面最活
跃的大学进行调查，发布了《2013 年大学专利交易趋势研究报告》。为了强调学
术和研究中专利交易的重要性，该报告跟踪了 2013 年大学通过交易产生的专利
转让情况，旨在确定具体的交易趋势、交易的技术领域和交易模式；并从大学或
研究机构向美国政府机构和企业实体两方面的专利转让情况进行分析；最后比较
了 2013 年与往年的专利交易情况。
报告采用 Relecura[3]对 2013 年大学转让记录进行检索和分析，分析范围仅限
于可在 USPTO 获得转让数据的美国专利申请；所采用的信息均可在公共领域获
取，包括 USPTO 收录的转让数据和其他在线发布的数据；除非另有说明，图表
中的数据显示的是专利交易的数量。
1. 从大学/研究机构向美国政府机构转让情况
利用 Relecura 的“转让检索”功能检索 2013 年从大学/研究机构向美国政府
机构转让的数据。涉及 2447 次转让交易，2333 件公开专利。

[3] Relecura是INDUS TechInnovations公司的旗舰产品，是一个基于网络的专利和组合分析平台，它利用知
识发现框架来简化对现有技术的检索和知识产权商业化活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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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分析
如表 1 所示，发生转让交易数量最多的大学或研究实验室分别是加州大学[4]、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Security）、罗切
斯特大学（Rochester University）以及麻省理工学院（MIT）。通过统计从大学/
研究机构到美国政府机构每个季度的转移数量，发现第一季度大部分的专利交易
是由加州大学、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的。此外，
罗切斯特大学则主要是在第二季度转移了大量专利。
表 1 2013 年向美国政府机构转让专利交易数量排名前 50 的大学/研究机构列表
转让人

交易数量

转让人

交易数量

加州大学

230

马里兰大学

28

166

新布伦瑞克州立大学

28

罗切斯特大学

100

巴特尔纪念研究所

27

麻省理工学院

89

南佛罗里达大学

27

密歇根大学

81

斯坦福大学

80

德雷塞尔大学

23

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

76

梅奥基金会

23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60

佛罗里达大学

22

田纳西和巴特尔联合实验室

58

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

22

中佛罗里达大学

53

斯克里普斯研究中心

22

纽约大学

5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20

华盛顿大学

52

莱斯大学

20

爱荷华大学

48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9

北卡罗莱纳大学

46

德克萨斯大学

19

艾莫利大学

44

伊利诺伊大学

18

普渡大学

41

佐治亚理工学院研究集团

17

匹兹堡大学

40

麻省总医院

17

亚利桑那大学

39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学

17

马萨诸塞州大学

39

耶鲁大学

17

贝勒研究所

37

东北大学

16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37

弗吉尼亚大学

16

哈佛大学

37

康奈尔大学

15

劳伦斯利弗莫尔
国家安全实验室

俄亥俄辛辛那提
儿童医院医疗中心

25

[4] 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UC），是指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十所大学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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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大学

33

普林斯顿大学

15

宾西法尼亚大学

33

俄亥俄州立大学

13

西北大学

30

布赖海姆女子医院

12

表2

2013 年从大学/研究机构获得专利交易数量排名前 10 的政府机构列表
受让人

交易数量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1727

美国能源部（US Energy）

376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223

美国陆军（US Army）

60

美国海军（US Navy）

29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27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

4

美国空军（US Air Force）

2

美国国防部（US Defense）

2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1

如图 4 所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大量顶尖大学/研究机构，而
美国能源部则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田纳西和巴特尔联合实验室获
取了大量专利。另一方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主要是加州大学和亚
利桑那大学专利转移的受让人。

图 4 2013 年大学/研究机构向美国政府机构专利交易主要转让人-受让人矩阵

表 3 对比了顶尖大学/研究机构在 2012、2013 年向政府机构转移专利的情况：
2013 年麻省理工学院从 2012 年的首位下降至第四；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
验室从 2012 年排名 15 跃至 2013 年第二；加州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密歇根大
学排名上升的同时，斯坦福大学却下降了三个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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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2、2013 年向政府机构专利交易数量最多的领先大学/研究机构对比
2012年

排名

2013年

麻省理工学院

1

加州大学

加州大学

2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

斯坦福大学

3

罗切斯特大学

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

4

麻省理工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5

密歇根大学

哈佛大学

6

斯坦福大学

莱斯大学

7

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8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密歇根大学

9

田纳西和巴特尔联合实验室

韦恩州立大学

10

中佛罗里达大学

田纳西和巴特尔联合实验室

11

纽约大学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安全公司

12

华盛顿大学

威斯康辛校友研究基金会

13

爱荷华大学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14

北卡罗莱纳大学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

15

艾莫利大学

（2）技术领域分析
图 5 展示了大学/研究机构与美国政府机构达成技术转让交易的主要技术领
域分布，其中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是与医药制剂成分和生物学相关的技术（例如
基因疗法、组织培养技术以及医疗诊断技术）。

图 5 2013 年向美国政府机构转移的专利交易中 IPC 分布

如图 6 所示，对领先转让人向政府机构的专利交易涉及的 IPC 小类进行统计
分析发现，加州大学在药物制剂和成分的研究（A61K）非常活跃。另外，只有
少数顶尖大学在半导体相关专利的转让活动中较活跃。
利用 Relecura 主题地图功能，对大学/研究机构向各类美国政府机构交易的

知识产权动态

56

专利文献主题进行了可视化，发现主题地图中大量的节点是关于制备药物的化学
成分和医学成像技术。有关半导体设备的技术也占据主题地图的小部分。

图 6 2013 年针对政府机构的专利交易领先转让人-技术领域分布情况

表 4 是 2013 年大学/研究机构、政府机构间专利交易中涉及的重点技术列表。
表 4 2013 年大学/研究机构、政府机构间专利交易中涉及的重点技术列表
转让人（数量）

加州大学（230）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
家安全实验室（166）

受让人（数量）

涉及的技术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178）

药物制剂

美国能源部（37）

生物测定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1）

基因工程和培养基

美国陆军（4）

肽和衍生物
电疗法

美国能源部（166）

用光学手段进行材料测试和分析
半导体器件
药物制剂
基因工程和培养基

罗切斯特大学（100）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100）

材料测试和分析
生物测定
肽和衍生物

麻省理工学院（89）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100）

药物制剂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0）

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核苷酸单

美国空军（2）

位的化合物

美国陆军（2）

单独的磷酸盐或多磷酸盐组

美国国防部（1）

基因工程和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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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8）

材料测试和分析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66）
密歇根大学（81）

涉及酶或微生物的测量或测试过程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1）
美国陆军（3）

药物制剂
用光学手段进行材料测试和分析
基因工程和培养基

美国能源部（1）

诊断设备

（3）时间趋势分析
图 7 表明大学/研究机构向政府机构转移的专利大部分是在近 5 年提交申请
的，有一小部分则是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申请。

图 7 大学/研究机构与美国政府机构间发生交易的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4） 高被引专利分析
如表 5 所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专利交易中涉及高被引专利数量最多的
政府机构，达 36 件；而美国陆军和海军分别从杜克大学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获得一件高被引专利。
表 5 2013 年大学/研究机构与美国政府机构间专利交易中高被引专利情况
（专利被引用的数量排名前 50）
转让人/受让人

美国国立卫

美国国家科

生研究院

学基金会

罗切斯特大学

12

加州大学

6

美国陆军

美国能

美国海

源部

军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
4

实验室
加州理工大学

3

杜克大学

2

麻省理工学院

3

德雷塞尔大学

2

密歇根大学
莱斯大学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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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尔纪念研究所

1

布朗大学

1

中佛罗里达大学

1

查尔斯年代德雷珀实验室

1

夏威夷大学

1

爱荷华州立大学

1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1

路易斯维尔大学

1

梅奥基金会

1

东北大学

1

普林斯顿大学

1

华盛顿大学

1

威斯康辛州大学

1

2. 从大学/研究机构向企业实体转让情况
从大学/研究机构向企业实体转让的交易总量为 1377 次，涉及 1335 件专利。
（1）重要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分析
如表 6 所示，加州大学、斯坦福研究院、亚利桑那大学和中国台湾的国立清
华大学位居前四。
表 6 2013 年向企业实体转让专利交易数量排名前 50 的大学/研究机构列表
来源国/地

交易

来源国/地

交易

区

数量

区

数量

加州大学

美国

115

韩国理工大学

韩国

12

斯坦福研究院

美国

56

韩国成均馆大学

韩国

12

亚利桑那大学

美国

37

卡迪夫大学

英国

10

国立清华大学

中国台湾

36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10

东京工业大学

日本

33

西北大学

美国

10

华盛顿大学

美国

31

俄勒冈州大学

美国

10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

24

日本大阪大学

日本

10

韩国大学

韩国

24

美国南加州大学

美国

10

犹他州州立大学

美国

24

波士顿生物医学研究所

美国

9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

韩国

22

杜氏肌萎缩症大学

日本

9

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

美国

22

金斯顿大学

加拿大

9

南卡罗莱纳大学

美国

22

马里兰大学

美国

9

转让人

转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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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20

阿肯色大学

美国

8

日本京都大学

日本

20

布鲁塞尔大学

比利时

8

国立台北大学

中国台湾

20

台湾工研院

中国台湾

8

香港应用科学科技研究所

中国香港

17

川村理化学研究所

日本

8

韩国科学技术院

韩国

17

东京大学

日本

8

国立交通大学

中国台湾

17

维也纳医科大学

澳大利亚

8

橡树岭附属大学

美国

17

佛罗里达大学

美国

7

韩国机械材料研究所

韩国

16

广岛大学

日本

7

现任延世大学

韩国

16

新文艺复兴研究所

美国

7

里达亚特兰大大学

美国

15

中佛罗里达大学

美国

6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

美国

15

辛辛那提大学

美国

6

美国分析医学研究所

美国

14

新奥尔良大学

美国

6

日本九州科技研究所

日本

14

北卡罗莱纳大学

美国

6

如表 7 所示，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韩国创智发明公司
（Intellectual Discovery Inc.）、德国数字成像系统公司（Digital Imaging Systems
GMBH）以及佳能公司位居前四。
表 7 2013 年从大学/研究机构获得专利交易数量排名前 50 的企业实体列表
转让人

交易
数量

转让人

交易
数量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

112

韩国Graphene Square公司

9

韩国创智发明公司

84

Luoxis诊断公司

9

德国数字成像系统公司

39

日本立邦公司

9

佳能公司

32

孤儿疾病治疗研究所有限公司

9

IP Reservoir有限公司

31

南佛罗里达大学

9

Livewire Test Labs公司

24

CSSP公司

8

Clearink Displays有限公司

23

DIC公司

8

E-Ray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

LSIP有限公司

8

美国生命技术公司

20

西门子公司

8

Nutech Ventures公司

19

台湾友达光电

7

Apollo Endosurgery公司

18

ABT系统有限公司

6

MUSC研究发展基金

18

Cristal Delivery BV公司

6

新加坡Transpacific IP公司

18

Materia公司

6

TCL公司

17

Nanomech公司

6

田纳西巴特尔联合实验室

17

北卡罗莱纳大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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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学
Kaituozhe知识产权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15

Versitech有限公司

6

Atwater Ventures有限公司

14

AIST公司

5

CHS Pharma公司

14

Ampio制药公司

5

三星

12

剑桥CMOS传感器有限公司

5

SFC有限公司

12

Minmaxmedical公司

5

Sunam有限公司

12

Nanook Innovation公司

5

Cascade Prodrug公司

10

国立成功大学

5

麦利亚德基因公司

10

飞利浦

5

Pacific Wave Industries公司

10

Selene通信技术公司

5

Thermolife国际有限公司

10

Sparq系统公司

5

（2）转让人来源国/地区分析
如表 8 所示，除了美国之外，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大学/研究机构也在
向企业实体转移美国专利的活动中表现活跃。
表 8 2013 年向企业实体转移的大学/研究机构来源国/地区分布
来源国/地区

交易数量

来源国/地区

交易数量

美国

607

澳大利亚

9

日本

185

意大利

8

韩国

150

挪威

4

中国台湾

94

瑞士

3

德国

69

爱沙尼亚

2

加拿大

64

以色列

2

英国

53

葡萄牙

2

中国香港

27

芬兰

1

法国

24

匈牙利

1

比利时

17

新西兰

1

荷兰

17

沙特阿拉伯

1

澳大利亚

13

新加坡

1

中国

12

西班牙

1

丹麦

11

（3）技术领域分析
图 8 展示了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达成技术转让交易的主要技术领域，
其中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是与医药制剂成分、生物技术（例如基因疗法和组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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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技术）、医学诊断技术、数字数据处理和半导体设备相关的技术。

图 8 2013 年向企业实体转移的专利交易中 IPC 数量分布

如图 9 所示，对领先转让人向企业实体的专利交易涉及的 IPC 小类进行统计
分析发现：加州大学在材料分析和数据处理技术的转移交易非常活跃；斯坦福研
究院转移主要涉及有关半导体设备和图像传输方面的专利；亚利桑那大学在酶类
分析技术方面转让了大量专利。
利用 Relecura 主题地图功能，对大学/研究机构向企业实体交易的专利申请
主题进行了可视化，发现较多涉及有关配制药物的化学成分、半导体设备相关技
术、用户界面、电子电路以及医学成像技术等。

图 9 2013 年针对企业实体的专利交易领先转让人-技术领域分布

表 9 提供了五大高校与企业实体间专利交易中的涉及的重点技术列表。
表 9 2013 年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间专利交易中的涉及的重点技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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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人（数量）

受让人（数量）

涉及的技术
用光学手段进行材料分析和测试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111）

利用化学方法进行非生物材料分

加州大学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安全公司（2）

析和测试

（115）

德克萨斯大学（1）

半导体器件

美国能源部（1）

电疗法
印刷电路

德国数字成像系统公司（39）

半导体器件

斯坦福研究院

HBC Solutions公司（2）

电视系统

（56）

Selene通信技术公司（5）

药物制剂

Thermolife国际有限公司（10）

食品或食品准备
原电池和蓄电池的制造

韩国创智发明公司（15）

导体和绝缘体

亚利桑那大学

Inventor公司（1）

手术器械

（37）

强生公司（1）

氮、磷及其化合物

美国生命技术公司（20）

包含元素周期表中第三组元素的
化合物

国立清华大学
（36）

E-Ray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

活性有机固态设备

台湾资讯工业策进会（1）

电致发光器件和材料

Kaituozhe知识产权管理顾问有限公司（15）

放电管或灯

佳能公司（30）
东京工业大学

LSIP有限公司（1）

（33）

IHI公司（1）

半导体器件
材料测试和分析
多肽类

Celgene公司（1）

（4）时间趋势分析
如图 10 所示，2013 年从大学/研究机构向企业实体共转移 1335 件专利。与
向政府机构转让的专利大部分是近五年提交的相比，许多向企业实体转让的专利
申请日期在 2009 年之前。
图 11 展示了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间专利交易的转让人-交易专利申请
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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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间发生交易的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图 11 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间专利交易的转让人-交易专利申请时间分布

（5）高被引专利分析
如表 10 所示，斯坦福研究院在专利交易过程中，向德国数字成像系统公司
和 HBC Solutions 公司转让较多的高被引专利；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则向佳能公司
转移了大量的高被引专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向 Apollo Endosurgery 公司
转移了 8 件高被引专利。
表 10 2013 年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间专利交易中高被引专利情况
（专利被引用的数量排名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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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结论
从 2013 年大学相关专利的交易情况显示，医疗保健、医学成像和诊断、半
导体相关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支配地位。与 2012 年相比，2013 年也有一些变
化：罗切斯特大学在 2012 年只有 20 件转移交易，而 2013 年跃居前三；斯隆凯
特林癌症研究中心尽管在 2012 年是领先的转让人，而在 2013 年只转移了 22 件
专利；同样的，莱斯大学的交易量也在下滑。该报告还发现来自亚洲地区（例如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大学已经进行了大量专利转移交易。
政府机构收购的专利大部分申请年份是在近几年，而企业实体收购的专利有
相当部分是在 21 世纪初申请的。佳能是从大学获得专利的唯一一家大型公司。
另一方面，例如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韩国创智发明公司和德国数字
成像系统公司等许多其他机构在获得专利转让过程中表现十分活跃。
结合 2012 年和 2013 年的数据，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是将
专利转让给政府机构的领先大学，而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和韩国科学
技术研究所在向企业实体转移专利过程中表现突出。
朱月仙 检索，李姝影 编译，朱月仙 校译自
http://relecura.com/reports/Univ_Transactions_2013.pdf
原文标题：University patent transaction trends 2013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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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技振兴机构发布
2014 年版中国技术转移系统调查报告
【摘要】本次调查围绕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现实状况，从“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中选定访问对象并进行现场采访，再以从现场获得的关联资料为基础进行整理，目
的是了解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实时信息。调查报告介绍了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构建、
相关实施机构、主要转移成果、相关政策法规及现场调查对象的技术转移状况，同
时探讨了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特征和课题。本文节选报道了部分研究结果。

2014 年 3 月，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CRCC）发布
2014 年版《中国技术转移系统实态》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技术转移持续急
剧增长：2008 年已成交技术合同总额 26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7%，2011 年已
成交技术合同总额为 4763.6 亿元，2012 年已成交技术合同总额为 6437.1 亿元，
比 2011 年增长 35.1%，2012 年技术合同交易量达到史上最高；2008 年起认定“中
国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认定机构数量由 2008 年的 76 所增加到 2013 年的
276 所；中国政府仍在不断尝试推出新举措。
1. 调查研究重点
调查总结了中国技术转移基本方针和主要政策、法律、法规。在广义理解把
握技术转移之后，再调查与技术转移相关的各种机构和包含这种相互关系的群
体，调查中国技术转移现状，把握概况。重点关注“十二五”规划制定和实施以
来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现状及变化，特别是有关中国技术转移现状的汇总调查。
中日两国如何进行技术转移合作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报告提到，中国在社会体系、政产学合作方式、市场机制变迁、知识产权制
度、高新技术产业重构等方面，与日本相比存在种种差异。调查发现，一些首批
即获得认定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在人们看来实际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因
此，CRCC 希望通过本次报告加深对中国技术转移系统实际情况的了解，总结中
国技术转移系统的现状、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未来动向，以激活日本技术转移，
促进中日技术转移合作。
2. 报告主要内容
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概要：概括了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构建及发展原委、技
术转移相关的主要机构和实施主体、主要形态及近年来技术转移主要成果；
中国技术转移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确认了技术转移系统的基础维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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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及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实施；
选定现场访问地及实施面谈：选定现场访问地（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包括中国科学院（1 处）、教育部（7 处）、科学技术部（2 处）、地方政府（2 处），
现场采访的内容作为“现场实态”研究的一部分；
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考察：以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特征和课题为中心进行的
考察；
重要附录资料：报告中涉及的主要相关政策、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一览表，
以及各地技术转移相关组织等统计信息。
3. 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现场考察的情况总结
（1）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主要特征
①技术转移机构（TLO）和技术市场中间存在多种活跃的“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
在日本，除去 TLO 的存在和作用，技术转移机构便无从谈起。在中国，截
至 2013 年 12 月，已授予 276 处相关机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称号，并且
今后每年都计划进行一次认证，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数量将会逐年增长（事实
上，除“国家”级外，还存在更多的“地方”级技术转移机构）。报告认为这些
示范机构与日本 TLO 的不同特征如下：
首先，在中国被认证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组织中，有企业法人、事业
法人，非营利法人等各种各样的法人形式存在，组织名称中使用各式各样“招牌”，
如某技术转移中心、某技术市场、某知识产权交易所、某研究成果转换促进中心
等。以本次现场调查走访的 12 处机构为例：中国科学院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天津市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是属于事业法人；中国技术交易所和清华大学科
威国际技术转移公司是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
移中心虽是该大学科技研究部门中的一部分，却以同样的人员体制维持着落实该
技术转移实务的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中心相当于黑龙江省科技
厅的一个部门，发挥技术转移的行政管理作用，同时也负责落实该技术转移的实
际业务。报告认为，要领会这些内容，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所称的“国家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与“中国 TLO”混为一谈。中国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种类多样，
这是由中国政府所推行的、基于各行业各领域实况及特征来开展技术转移的指导
方针所带来的结果。
其次，大多数中国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不仅注重“转移的实现”，还注重把“市
场运营”融入到组织理念中，这是因为只要建立了健全的市场，技术转移也会自
然运行。特别是被称为某技术市场、某技术交易所的组织采取会员制这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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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企业单位的公开场所公示交易对象的技术案件。这种情况下，一个技术种
子对应多个技术需求，然后实行“竞价”
（提出竞争购买价格）。这是由意愿购买
者的报价决定拍卖转让价格的机制，可以说与股票、外汇交易等经济交易市场有
着同样的功能。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国家常设技术交易机构也具有其独特的形态—
—它们根据交易手续费的多少谋求销售额利益，以此来开展运营等。报告认为，
中国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是介于一般所说的 TLO 和股票市场的市场中间机
构。可以说中国式多样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活跃是中国技术转移系统活性
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②着眼于市场需求的同时，开展广义的、多样性的“技术转移”
在中国，仅限于狭义上的技术转移的统计很少，除了被用于技术（在中国多
指研究成果）的转化率以外，在很多情况下 “技术交易”的统计范围都包含技
术开发、技术转移、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4 种形式。这意味着中日两国不仅在关
于技术转移的统计的切入点不同，同时对于技术转移的基本认识和关于技术转移
具体开展的基本想法也不同。
作为企业法人，比如中国技术交易所举办的专利拍卖会和清华大学科威国际
技术转移公司全身心投入的技术经营咨询，甚至华东理工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大连理工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所开
展的都不是狭义的技术转移。市场需求的调查与分析、对种子技术企业的中间调
停、研究课题的申请、种子技术平台的构建、知识产权和合同的管理、外界（包
括国外）技术信息的收集、响应企业需求的共同研究院的设立与推进、技术咨询
的合理实施等，这些都在广义且具有多样性的技术转移理念的指导下，以各种形
式展开。
报告认为，在中国经济体制大转换时代的潮流中，诞生了商品流通市场、资
本市场、财产权市场、不动产市场等这些中国式的交易市场。在此背景之下，提
出了构建以转化研究机构与大学的研究成果以及促进技术转移为目标的技术市
场。与此同时，跟产品一样，开始建立和运营激活技术交易的市场。但是，与产
品不同，肉眼所看不到的技术要怎样在市场上公开，应该公开到哪种程度，交易
技术的价格依据什么，怎么样来定价，以种子技术方的技术为基础应该如何满足
技术需求方的要求来进行开发等等。在期待着与技术转移直接联系的技术市场开
始运营后，这些实际业务问题也相应产生。
报告指出，经过长年的实践与探索，中国认识到要想有效地促进技术转移，
不仅仅是狭义的技术转移，而是“多种形态混合而成的广义的技术转移”，也即，
技术开发、技术转移、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相互紧密结合的想法是必要的。根据
各地方所在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各自的形式，与该市场的发展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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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活用带来技术转移活性化的《技术合约认定注册制度》
1985 年 5 月 24 日，中国颁布并实施了最早的技术许可制度的管理条令《国
际技术引进管理条例》。此后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关制度。但报告认为，对中国国
内技术转移活性化做出最重要的贡献的是 1990 年 7 月 1 日前中国国家科委公布
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该办法于 1990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2000 年 3
月 23 日进行了修改。该认定登记管理办法以强化技术市场管理，保障国家科学
技术成果转化（商品化，事业化，产业化）的相关政策的具体实行为目的，规范
了技术合同的认定与注册流程。换言之，它的目的是：1）提高企业对自主研发
的积极性；2）促进技术交易和技术转移，维持技术市场秩序；3）保障技术交易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4）加速科技成果的转换。
此外，根据该认定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对于经符合条件的机关认定并注册
的技术合同，注册方（也就是技术提供方）可以按照该技术交易所得到收入的一
定比例（如北京是 25%），作为一种报酬奖金支付给提供技术开发、技术转移、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参与者。中国科技部的负责人曾经说过，对于技术提供方，
这样的技术登记制度，对技术转移的活性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这种形式来表
示一种“技术交易”的统计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在日本技术系统中是没有的。
④通过强化与地方、企业的合作关系，实现有效的技术转移
在中国技术系统中，
“院地合作”、
“省校合作”、
“院企/校企合作”成为研究
成果有效转移的一种模式，可以说是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又一个特征用语。
报告认为，“院地合作”和“省校合作”是指大学和研究机构抓住地方产业
的需求，通过与地方政府和地方龙头企业的合作，以研究成果的实用化和产业化
为目的，拉动地方科技革新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技术转移模式。“院企/校企合作”
则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设立实验室和研发中心，致力于满足市场需求的研发和
实用化，因此是一种谋求研究成果有效转移的模式。
报告指出，中国在政产学合作中也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地区振兴政策，例如给
沿海地区带来先行繁荣的“对外开放政策”，以传统工业城市的基础再建为目标
的“振兴东北”政策，弥补广大落后地区的“西部大开发”工程，后续产生新的
地方性力量的“中部发展”战略等。如果地区振兴政策以联动的形式来进行技术
转移的话，那么在有效开展的同时，也能与以龙头企业为首的实业界合作进行技
术转移，也就能掌握市场的需求。
报告认为，
“院地合作”
“省校合作”
“院企/校企合作”不仅有益于技术转移
的顺利进行，也是地区创新或者企业创新等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⑤构筑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技术市场”
中国技术转移的持续高速成长归因于中国积极持续着手构筑和运营技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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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与日本不同，中国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为止，别说“技术市场”，就连资本主
义社会所说的“市场”的概念也不存在，“技术是商品”这样的认识也不存在。
中国在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转变之后，也实行了科技体制的改
革，最终正式提出构筑“技术市场”。
但是，这样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于干什么、应该从哪里开始、怎么
进行，都有很大的困惑，报告认为目前已出现一些试行错误。在脱离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同时，构筑肉眼不可见的“技术市场”，对中国有关人
员来说，必须起步于和“两个未知”的战斗，即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未知和技术交
易的未知，开始无法预测的“制度实验”。
报告认为，由政府主导实施这个“实验”，并将其明确的结果迅速反映在下
一个制度中，进而维持制度的推进，这种体制是中国的强项，也可以说正是这种
体制，使中国能拥有以日本为首的各国无法仿效的速度，是中国兴起技术市场的
原动力。
基于上述过程，中国的技术交易市场逐步成形，但它是否完全是资本主义发
达国家所说的那个“市场”，报告认为目前还难以下定论。但是以多样化的技术
交易机构为主形成的中国式技术市场，带来了技术转移的活性化和可持续发展。
建立中国式独自的技术市场，在政府主导下健全技术市场，可以说是中国伴随从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建立“技术市场”的一大特色。
此外，中国技术转移的正式展开，是从中国式技术市场的构建开始的，是基
于技术开发、技术转移、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4 个形态的复合技术交易形式来推
进的，因此要求把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融合起来的情况也比较多。相应地，不
是所有技术都由自己公司开发而是交由“技术市场”筹办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产
生了。拥有很多技术需求且遍布全国各地的多种科技园、高新技术园，就成为了
中国技术转移的密集型舞台。
（2）中国技术转移系统课题
报告认为，中国技术转移的宏观环境、社会系统以及实务结构远比预想的要
复杂，主要体现在：
第一，技术转移推进机构的多样性。中国技术转移的具体推进，不是在统一
的国家推进体制下展开的，而是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科技部、国防科工委等
多个机构分别推进展开，在与各机构实务相关的方针和推进策略下，构建多种多
样的技术转移模型。“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称号的授予与否由中国科学技术
部认定，但具体的推动方式也有很多种。
第二，技术评估的不透明性。中国的技术是通过责任机构的评估来获得风险
企业创立的部分资金认可。技术评估是技术转移中的重要程序，对设定技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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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非常有用。但在中国各地的技术转移，特别是各地的技术交易内部过程中，
有关的公开资料很少。不过这种情况在欧美与日本都存在，并非中国独有。
第三，技术转移实施主体的多样性。中国技术转移的实施主体本身处于复杂
的状态，以常设的重点技术交易机构为例，存在技术交易促进中心、产权交易所、
技术产权交易所、联合产权交易所、技术市场等多种组织形式。虽然各自的设立
过程、目的、受理内容被视为不同，但是实际上相互存在复杂的联系，且这种相
互关系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
基于上述前提，报告例举了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重要课题：
第一，尚未设定国家级技术转移相关规定。
现在中国各地区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及在日本几乎看不到的《技术
市场管理条例》，这些条例是保障技术转移灵活化的重要条件。但另一方面，似
乎尚未制定国家级别的法规，且没有信息表明今后有立法计划。因此从长远来看
国家级技术转移相关规定的制定是一大课题。
第二，防止技术转移中断。
报告认为，此次调查得到的信息显示，中国科学院大多数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中有许多基础性成果，与中小企业的需求并不相符。另外，一般企业缺乏远见，
研发投资受认知和精力所限，不能保障市场化必要技术的开发，最终导致技术转
移出现断层。
第三，技术转移存在着地区差异。
从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名单中也能发现，中国各地区技术转移实施主体因
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原本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存在地域差，这种现状对力图缩小
地域差、发挥各地区特性的技术转移应有状态带来了质疑。
第四，能够从事技术转移的专业型人才不足。
能够熟练掌握技术转移相关业务的人才非常有限。在中国，虽然有提议希望
制定比从前更加正式的“技术经纪人”（类似于技术经营顾问）制度，但除了相
对较发达的部分沿海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几乎没有探讨过这个提议。专业人才培
养也是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第五，国际技术转移的措施正在探索当中。
不仅是从外国到中国的转移，也包含从中国到外国的转移。从基础实务来考
虑，中国自身因不成熟的经验，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张

娟 检索，陈叶湘，张

娴 编译自

http://www.spc.jst.go.jp/investigation/downloads/r_201403_02.pdf
原文标题：2014 年版中国における技術移転システムの実態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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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IP 研究表明亚洲石墨烯专利活动活跃
2014 年 5 月 20 日，CambridgeIP[5]发布了“2012 至 2013 年石墨烯专利排名
前 10 位专利权人”
（如表 11 示），更新了 CambridgeIP 的石墨烯领域商业创新排
行榜，其中中国科学院位居第二。
表 11 2012 至 2013 年石墨烯专利排名前 10 的专利权人
[6]

排名

机构名称

1→

三星公司

2→

中国科学院

3→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IBM公司

5↑

半导体能源实验室有限公司

6↑

清华大学

7↑

浙江大学

8↑

哈尔滨工业大学

9↓

韩国成均馆大学

9↑

东南大学

英国《金融时报》就 CambridgeIP 对石墨烯领域专利态势研究进行了报道，
罗列了全世界石墨烯领域顶尖的商业创新者。CambridgeIP 的分析结果揭示了全
世界在发展具有工业规模的石墨烯制造方法上研发的不断加强，以及亚洲在石墨
烯领域的专利活动日益增加，特别是中国，近年来申请了大量石墨烯领域的专利。
《金融时报》利用 CambridgeIP 在石墨烯领域专利态势分析，说明不同地区
之间围绕石墨烯商业创新的相对差异，例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有越来越
多的石墨烯领域的专利。同时在《金融时报》报道中提及的例如 Haydale Graphene
Industries 公司、Applied Graphene Materials 公司以及 Graphene Nanochem 公司，
他们都面临石墨烯产能不断扩张和股票市场不断波动的挑战。
CambridgeIP 董事长 Quentin Tannock 指出，高效、批量地工业化生产高品质
的石墨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近年来有关开发新的和改进型的石墨烯生产方法的
研发显著增多。
CambridgeIP 对石墨烯的知识产权态势分析是基于 CambridgeIP 大型的全球
专利数据库，采用了 CambridgeIP 特有的检索工具和专利分析方法。
石墨烯领域商业创新排行榜最新进展包括：

[5] CambridgeIP 是一个全球性创新和知识产权咨询公司，协助客户进行有价值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
[6]箭头代表与上年位次相比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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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至 2013 年排行榜位居前三的机构是三星、中国科学院以及海洋王照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Oceans King Lighting Science）；
IBM、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以及东南大学的专利申请持续增长；
作为三星在石墨烯领域的研发合作者，韩国成均馆大学的排名由第四位降至
第九位。
朱月仙 检索，李姝影 编译，朱月仙 校译自
http://www.cambridgenetwork.co.uk/news/increased-graphene-patent-activity-in-asia/
原文标题：Research reveals increased graphene patent activity in Asia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20 日

转移转化
美国

美国国防部资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打造
卓越技术转移中心
2014 年 1 月 13 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ASU）获
得美国国防部 100 万美元资助，用于建立卓越技术转移中心（Pracademic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Transfer，PACE）。该中心将加强与以 ASU 创业和创新
集团为主的包括亚利桑那科技公司、ASU 安全防御系统、ASU 凯瑞商学院等机
构的合作，目的是将 ASU 的技术转移成功模式应用于美国国防部实验室的研究
成果，促进国防部实验室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及商业化的有效增长。
ASU 的技术转移模式采用基于实践“边干边学”的方式，以从实际操作层
面上鼓励创业精神为重点，目前已在促进该校研究成果技术转移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许 轶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1/15/arizona-state-gets-1m-dod-create-tech-transfer-center-ex
cellence/
原文标题：Arizona State gets $1M from DoD to create tech transfer Center of Excellence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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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里兰创新计划发布网络软件以
挖掘技术转移信息
2013 年底，美国“马里兰创新计划”发布名为“网站矿工（site miners）”的
软件，用于挖掘互联网技术转移信息，加强大学、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联系以促进
商业化进程。利用该软件，马里兰创新计划的 13 个项目共获得 130 万美元的投
资，后续还有 6 家初创公司将得到 60 万美元的资助。马里兰创新计划于 2012 年
11 月由美国马里兰州 5 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摩根州立大学（Morgan State University）、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UM-College Park）、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UM-Baltimore）、马里兰大学巴
尔的摩县分校（UM-Baltimore County）共同发起。
许 轶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3/12/11/site-miners-dig-ip-gems-harvest-new-tech-transfer-oppo
rtunities/
原文标题：Site miners dig out IP gems and harvest new tech transfer opportunities
检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15 日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推行专利费用分摊机制以
缓解 TTO 经费压力
2013 年 12 月，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推出“收益激励专利费用分摊计划”，
使员工能够通过承担部分前期专利费用而在专利转让费或许可费中享受更多的
收益。具体内容是如果员工承担了其专利权保护和维持费的 25%，那么他享有收
益的份额将增加 5%。在南佛罗里达大学，这将使员工享有许可收益的比例从 45%
上升至 50%。随着政府科研投入资金的日益紧缩和成果公开量的增加，科研成果
商业化过程经费负担越来越重，美国高校各技术转移办公室（TTO）正想方设法
地扩展经费预算。
许 轶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3/12/04/unique-patent-cost-sharing-pilot-usf-invites-faculty-kick
-funds/
原文标题：In unique patent cost-sharing pilot, USF invites faculty to kick in funds
检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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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普渡大学员工倡议在基础研究中植入商业化种子
2014 年 1 月 9 日，普渡大学员工提出把技术转移作为早期基础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以促进大学内部的创业。该计划名为“员工积极创新（Deliberate
Innovation for Faculty，DIFF）”，将为普渡大学有兴趣将其早期研究成果商业化
的研究人员提供相关的业务指导和服务，包括吸引投资、进行技术许可或创建公
司等方面。DIFF 计划的创始人 Alyssa Panitch 指出，许多研究人员只有在发明已
经非常接近市场的时候，才开始规划商业化路径，相反在项目开始之初即制定好
商业化计划和社会效益长期目标，对项目成果进入市场更具有积极作用。
许 轶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1/22/purdue-faculty-leading-initiative-plant-seeds-commercia
lization-earlier-stage-research/
原文标题：Purdue faculty leading initiative to plant seeds of commercialization at earlier stage of
research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6 日

美国佐治亚理工成功开发专利地图系统
2014 年 1 月，来自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等三所高校及亚特兰大数据挖掘软
件公司的研究人员表示近期已开发出一种新的专利地图系统，撇开了 IPC 分类方
式，而通过专利引用来考虑技术之间的相似度，使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技术之间
的关系、探索这些专利如何汇聚并促发领域创新。该项目的主研人员、来自佐治
亚理工学院的 Alan Porter 教授指出，其研究目标是通过对出版物和专利等数据
的研究来预测创新的路径。具体来说，针对大型企业的专利地图能展示出这些企
业的研发重点或技术弱点；而一个国家的专利地图则能显示出应扩展哪些领域的
研发以支撑新领域创新，或弥补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空白点。
该项专利地图研究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相关论文将发表在最新的
《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会刊》上。
田倩飞 编译自
http://www.news.gatech.edu/2014/01/14/new-patent-mapping-system-helps-find-innovation-path
ways
原文标题：New Patent Mapping System Helps Find Innovation Pathways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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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所大学与 IP Group 签署商业化合作协议
2013 年 12 月 3 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与知识产权商业化
公司 IP Group 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大学技术成果向市场的流动。根据协议，
IP Group 将分别与两所大学的技术转移部门合作，展开为期 18 个月的初步试点
阶段，侧重于早期识别以及概念验证的知识产权的开发。IP Group 是英国的知识
产权商业化公司，主要与研究型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可提供风险投资、商业
化专业知识等业务支持。
许 轶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3/12/04/ip-group-signs-commercialization-deals-columbia-u-upe
nn/
原文标题：Commerciali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knowledge transfer tools
检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11 日

美俄亥俄州立大学启动技术转移合作基金
2014 年 1 月 2 日，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OSU）与俄亥俄
第三前线计划（Ohio Third Frontier program）共同筹集 100 万美元用于创建科技
概念基金（Technology Concept Fund），旨在帮助俄亥俄州立大学将其技术成果转
化为商业应用，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该基金由初创企业孵化器
TechColumbus 管理，为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公司（尤其是那些基于 OSU 技术许
可成立的公司）提供资金。具体流程为：首先由 OSU 的技术商业化办公室对技
术进行初步筛选，然后将选中的技术转移到 TechColumbus 以寻找市场化机遇。
该基金关注的技术涵盖先进材料、替代能源、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dispatch.com/content/stories/business/2014/01/02/fund-to-help-startups-using-osus-res
earch.html
原文标题：Fund to help startups using OSU’s research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6 日

美加州大学允许初创公司用股票偿还投资
2014 年 2 月 26 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采用一种名为“Cash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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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的新型初创公司投资方案。具体方式是 UCLA 创业投资基金向该校的初
创公司提供资金和创业指导，初创公司则向学校捐赠公司股份作为回报。该方案
的关键在于初创公司只需抵押公司股份并承诺在后期股权分配中向学校转让公
司股份，从而激励 UCLA 积极帮助初创公司发展以实现受赠股份的价值。这种
做法不同于目前大学普遍采用的以等额资金偿还投资的方式，有利于实现创业投
资的良性循环。
许

轶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2/26/cashless-giving-allows-start-ups-donate-stock-school/
原文标题：
‘Cashless giving’ allows start-ups to donate stock to school
检索时间：2014 年 3 月 2 日

美普渡大学研究基金会与库克医疗公司
共同推出 1200 万美元创业基金
2014 年 2 月，美普渡大学研究基金会（Purdue Research Foundation）与库克
医疗公司（Cook Medical）共同推出一个 1200 万美元的常绿投资基金，以支持
从普渡大学剥离新的生命科学初创企业。该非营利性投资基金将寻求其他投资者
为基于普渡大学技术和研究成果的公司提供基金，尤其是在人类、动物健康和植
物科学领域。投资所得的任何回报都将继续留在基金，以帮助优秀初创企业未来
的发展。普渡大学校长 Mitch Daniels 指出，该基金有助于促进普渡大学的创新
转化成新产品，帮助普渡大学的创新者们将他们的技术推向公众。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2/11/purdue-research-foundation-teams-cook-medical-launch
-12m-start-fund/
原文标题：Purdue Research Foundation teams with Cook Medical to launch $12M start-up fund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12 日

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布 1000 多个计算机代码
以激励创新
2014 年 4 月 10 日，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在开放获取软件目录中公布
了即将公开的 1000 多个软件项目的源代码，涵盖项目管理系统、设计工具、数
据处理、图像处理、生命支持系统、航空、结构分析、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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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这批代码的免费开放，意味着得到的人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就能使用或者改
进，但是获得权限不同，部分代码没有限制，部分需要申请公开者证明美国公民
身份和签署使用协议，部分只对美国其他联邦机构开放。NASA 此次开源是白宫
主导的开源政府的一部分，旨在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space.com/25401-nasa-computer-codes-released-public.html
原文标题：NASA Releases More Than 1,000 Computer Codes to Spark Innovation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2 日

美休斯顿大学获 2500 万美元投资促进商业化
2014 年 5 月，美国休斯顿大学与投资集团德州高校区域中心（Texas Collegiate
Regional Center，TCRC）签署一项价值高达 2500 万美元的投资协议，以提升大
学研究的商业化水平。TCRC 除了对休斯顿大学具有高市场潜力的技术进行商业
化的风险投资外，还同意帮助筹集 1500 万美元用于建立大学能源研究实验室和
初创企业的办公大楼。新办公大楼将被命名为“大学创业中心”，用于改善现有
的能源研究实验室环境，并为初创企业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美国休斯顿大学主
管科研的副校长 Rathindra Bose 表示，TCRC 的投资将有助于吸引外来投资者更
多地支持教职工的发明，有助于在休斯顿创办更多的公司，创造并维持更多的就
业机会。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5/21/u-houston-nabs-investment-25m-research-entrepreneurs
hip/
原文标题：U Houston nabs investment of up to $25M for research and entrepreneurship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22 日

美南密西西比大学与荷兰公司
签订场馆安防技术许可协议
2014 年 5 月 7 日，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与荷兰的 INCONTROL Simulation
Solutions 公司签订了一项关于针对体育馆、场馆等大型场所的计算机模拟安全训
练系统的独家许可协议。INCONTROL 公司将进一步对系统进行开发，使其可以
被直接应用到运动安全行业，并且能够集成到该公司现有的产品和服务中。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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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TROL 公司已经在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开设了新的办公室，主要用于支撑
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园的经济发展和创业。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5/07/u-southern-mississippi-licenses-stadium-security-techno
logy-netherlands-based-company/
原文标题：U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licenses stadium security technology to Netherlands-based
company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9 日

夏尔公司收购墨尔本大学分拆公司
由于墨尔本大学分拆公司 Fibrotech 新研发的靶向纤维化药物，全球生物制
药公司夏尔（Shire）准备收购 Fibrotech 公司。夏尔前期将支付 Fibrotech 公司 7500
万美元，当某些发展和监管指标达到要求后，还会有后续的款项支付。Fibrotech
公司是墨尔本大学在 2006 年创立的分拆公司，随后由医学研究商业化基金
Uniseed 和布兰登资本（Brandon Capital）投资支持。此次收购围绕 Fibrotech 的
主导产品 FT011，已针对健康的志愿者完成第 1A 阶段的研究，目前正在针对糖
尿病性神经病变的病人进行第 1B 阶段的研究。Fibrotech 首席执行官 Darren Kelly
认为，此次收购强调了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商业化和合作的重要性。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5/14/shire-purchases-u-melbourne-spinout-75m-commerciali
ze-novel-fibrosis-treatment/
原文标题：Shire purchases U Melbourne spinout for $75M to commercialize novel fibrosis
treatment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5 日

其他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推出创新与创业新战略
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TCD）推出新的创新与创
业战略，计划到 2016 年成立 160 多家初创企业。圣三一学院将成立机构合作和
知识转移办公室（Office of Corporate Partnership and Knowledge Transfer），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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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企业与大学链接，促进大学和企业的共同合作与创新。该战略将投入 7000
万欧元建立创新区，即在校园内建立企业和大学的公共办公空间，在企业和大学
之间建立新的合作模式，培养员工的商业和创业技能，实现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
人才与思想的无缝流动。
许 轶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3/12/04/trinity-college-dublin-launches-aggressive-plan-start-up
s-innovation-zone/
原文标题：Trinity College Dublin launches aggressive plan for start-ups, innovation zone
检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10 日

英国政府发布 2014 年度 Fast Forward 计划创新技术
商业化资助名单
2014 年 3 月 13 日，英国政府公布了 2014 年最终入选 Fast Forward 计划重点
资助的创新技术名单，共有 9 个项目将获得英国知识产权局总额逾 66 万英镑（约
合人民币 686.3 万元）的资助。
9 个项目分别来自教育、医疗、园林、体育及游戏领域：
（1）斯特林大学：“体育创新挑战”，将为创业学生提供创办体育企业的机
会，最佳创意将获得校方提供的新公司成立资助。获资经费为 9.87 万英镑（约
合人民币 102.6 万元）；
（2）阿伯泰邓迪大学：“数字资产投资”，将与游戏开发商合作，帮助挖掘
知识产权的价值。获资经费为 8.57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89.1 万元）；
（3）英国皇家植物园：“园艺微体繁殖技术服务”，将为小型植物育种商提
供可承担且灵活的育种技术服务，帮助开发植物新品种。获资经费为 8.39 万英
镑（约合人民币 87.2 万元）；
（4）牛津大学：
“推动中小企业利用知识产权”，通过牛津大学 ISIS 创新公
司协助中小企业开发新的知识产权。获资经费为 7.7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80.1 万
元）；
（5）普利茅斯大学：“软件应用问题解决模型”，将与患者和慈善机构合作
开展示范研究，解决慈善机构如何管理软件应用的问题并开发新的健康保健应用
程序知识产权。获资经费为 7.56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78.6 万元）；
（6）邓迪大学：“技术推动项目”，将联合学生、高校科研人员、产业界及
中小企业开发平台系统技术的商业潜力。获资经费为 7.3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7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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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诺丁汉创新知识产权计划”，面向创新型企业，
帮助其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获资经费为 6.9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71.7 万元）；
（8）卡迪夫大学：“应对医疗技术挑战”，将服务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开展相关技术研发，帮助医疗人员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获资经费为
6.5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67.6 万元）；
（9）兰卡斯特大学：“知识产权公众募集模式”，开发解决技术“死亡谷”
问题的新模式，通过基于网络的知识产权公众募集方式推动医疗技术的专利化，
以避免学术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转化障碍。获资经费为 4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41.6 万元）。
英国政府 Fast Forward 计划为竞争性技术转化资助项目，设立于 2011 年，
旨在鼓励高校与公共科研机构同企业与地方社团建立研发合作关系，以实现技术
创新及知识产权效益最大化。截至目前，包括本轮资助在内，该计划已经累计资
助创新技术研发 44 项，资助经费总额超过 270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2804.2 万元）。
2014 年度 Fast Forward 计划项目申请竞争异常激烈，最终确定的 9 项资助遴选自
60 个申报项目。
对此，英国知识产权部长 Lord Younger 表示，作为技术创新国家，英国每年
通过 Fast Forward 计划等途径选择成功的创新案例，将其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
推向英国及国际市场。一流的英国高校是这种创新的关键驱动力，政府应当积极
寻求同高校之间的新的合作方式，以更好地支持企业并推动英国经济发展。
张树良 编译自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funding-boost-for-innovative-businesses
http://www.ipo.gov.uk/fastforward.htm
原文标题：Nine projects have been awarded660,000 from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to take
their innovative ideas into the marketplace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4 日

香港贸发局与 WIPO 共同推进绿色技术转移转化
2014 年 4 月 14 日，香港贸发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签署合作备
忘录，通过各自的网上交易平台 AsiaIPEX 和 WIPO Green 开展合作，共享资料
库，共同推广绿色科技创新及相关知识产权交易。
AsiaIPEX 由香港贸发局负责管理，拥有超过 25000 项可供交易的知识产权
资料，协助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交易。WIPO Green 是由 WIPO 于 2013 年 11 月成
立的互动网上平台，用于推广绿色技术的创新及扩大应用，涉及碳排放、废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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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源、农林产业及运输等多个领域。
许

轶 摘编自

http://mediaroom.hktdc.com/sc/pressrelease/detail/6842/HKTDC-World%20Intellectual%20Prope
rty%20Organization%20Sign%20MOU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7 日

新加坡推出 1 亿新元知识产权融资计划
2014 年 4 月 8 日，新加坡政府推出一项总值 1 亿新元（约合 5 亿元人民币）
的知识产权融资计划。该计划首期为两年，由新加坡知识产权局指定专业评估机
构对企业的专利权进行估价，企业可以将专利权作为抵押向参与该计划的银行申
请贷款。一旦企业无法偿债，知识产权局将拨出 1 亿新元，用于承担银行的部分
亏损。新加坡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推出银行提供知识产权融资的国家。
新 加 坡 知 识 产 权 局 指 定 的 三 家 专 业 评 估 机 构 是 ： American Appraisal
Singapore、Consor 知识资产管理机构和德勤财务咨询公司。目前参与该计划的
银行共三家：星展银行、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这三家银行指出，知识产权融资
并不局限于科技业，而是涵盖潜在的专利资产，包括企业品牌、某项作业程序、
甚至某种服务方式等。该计划的意义在于提升企业的专利资产价值意识，并制定
一套系统化的估价框架，推动市场发展。
马廷灿 摘编自
http://sg.mofcom.gov.cn/article/zhengt/201404/20140400544551.shtml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410/c1002-24864840.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2 日

专利价值评估与交易
中国

2008 年以来中国企业获专利质押贷款超 100 亿美元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布，2013 年，中国企业获专利权质押金额首次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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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200 亿元，达 254 亿元人民币，比 2012 年增长 80%。从 2008 年开展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试点工作以来，知识产权局先后在 29 个地区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
点、投融资服务试点，有力推动专利质押融资工作在全国开展。专利权质押金额
累计达到 638 亿元（约合 103.8 亿美元），年均增长 112%。
《知识资产管理》
（IAM）
发表评论称，这表明中国对专利的理解已较为成熟，能推动其建立一个世界领先
的专利质押融资制度。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g=7fd84e0c-af7a-4d28-ba91-746bbb44e318
原文标题：Chinese companies have secured over $10 billion in patent-backed loans since 2008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4 日

国内首支专利运营基金成立
2014 年 4 月 25 日，中国第一支专注于专利运营和技术转移的基金——中国
睿创专利运营基金宣告成立。该基金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委任具有国际
知识产权运营经验的智谷公司来管理。中国睿创专利运营基金主要帮助国内高科
技企业有效地获取核心技术专利，帮助企业在未来行业发展格局中获取主导权。
第一期基金将重点围绕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等核心技术领域，以云计算、物联
网作为技术外延，通过市场化的收购和投资创新项目等多种渠道来集聚专利资
产。
马廷灿 摘编自
http://tech.163.com/14/0425/17/9QMN1IP8000915BF.html
http://www.zhigu.com/睿创专利运营基金成立-2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5 日

深圳市发布实施《企业专利运营指南》、
《专利交易价值评估指南》两标准
近年来，深圳市专利创造能力不断加强，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大幅提升，专
利质量方面也有很大提升，专利的运营和转化已经成为专利权人所关注的重点和
企业发展的迫切需求。为了指导本市企业及中介机构开展专利交易价值评估，规
范专利交易市场秩序，促进专利交易，优化资源配置，发挥专利在经济发展中的
核心要素这一功能，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共同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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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企业专利运营指南》
（SZDB/Z 102-2014）和
《专利交易价值评估指南》（SZDB/Z 103-2014），并于 5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
《企业专利运营指南》从运营战略与规划、运营基础和运营实施、总结和改进等
几个方面对企业专利运营工作进行了全面规范，具有较好操作性；《专利交易价
值评估指南》规定了专利价值评估的准备、专利分析、专利价值评估、评估值的
确认与使用等，是目前国内外专利交易价值分析和评估经验的科学总结。
马廷灿 摘编自
http://www.sz.gov.cn/cn/xxgk/szgg/tzgg/201404/t20140425_2342614.htm
http://www.sz12365.net/fwzx/hydt/2014-04-30/6524.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3 日

美国

美国专利咨询公司发布 2013 年第 3 季度专利市场指数
2013 年 12 月 17 日，全球知名的专利交易咨询公司——GTT 集团（Global
Technology Transfer Group），发布 2013 年第 3 季度专利市场指数（PMI）以及 12
月专利交易市场报告。PMI 指数用于监测专利交易活动及其市场趋势，第三季度
PMI 指数为 89，相比上季度下降了 4 点，进入次 90 区域。自 2009 年以来从未
出现过这种波动，分析人士认为该变化可能预示了新的交易趋势。此外，第 3 季
度的专利交易仍然集中于移动宽带类技术，三星、谷歌、苹果和华为是最活跃的
交易者。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prweb.com/releases/GTT_Group_Inc/Patent_Market_Index/prweb11428085.htm
原文标题：GTT Group, Inc. Releases December 2013 Patent Transaction Market Outlook
Including the Q3 2013 Patent Market Index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6 日

谷歌三星达成 10 年期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2014 年 1 月 26 日，谷歌公司和三星公司达成全球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该协
议覆盖两家公司当前及未来 10 年的专利申请，同时该协议内容范围超出了移动
设备领域，扩展到“广泛的技术和业务领域”。不过，双方并未公布这项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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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条款。两家公司表示该协议的签署能够减少潜在的诉讼，从而把重点放
在创新上，使双方在现有及未来的项目研发中能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分析人士
认为，安卓阵营的主导者谷歌和最大的安卓手机厂商三星此次携手，主要的对抗
对象很明显就是苹果公司。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1/26/google-samsung-patents-idUSL2N0L00DC20140126
原文标题：Google, Samsung announce global patent agreement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7 日

高通公司从惠普收购
Palm、IPAQ、Bitfone 的专利组合
2014 年 1 月 23 日，惠普公司将 2400 项 Palm、iPAQ 以及 Bitphone 等涉及
移动通讯技术的专利出售给无线芯片厂商高通。其中包括 1400 项美国专利和专
利申请，以及 1000 项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利和专利申请，涵盖“基础移动操作系
统技术”。
高通公司在声明中指出，此次收购进一步加强了其在业界领先的移动通信相
关专利组合的强度和多样性，使得公司在未来可以向当前及今后的被许可方提供
更多的价值。声明并未披露此次专利收购交易的具体价格。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qualcomm.com/media/releases/2014/01/23/qualcomm-acquires-palm-ipaq-and-bitfone
-patent-portfolio-hp
原文标题：Qualcomm Acquires Palm, IPAQ and Bitfone Patent Portfolio from HP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9 日

Rockstar 财团向 Spherix 公司出售 101 项专利
2014 年 1 月，由苹果、微软、黑莓、索尼、爱立信等巨头组成 Rockstar 财
团同意向 Spherix 公司出售 101 项专利。这些专利是 2011 年 Rockstar 财团向北电
公司收购所得，涉及存取、交换、路由及光学和语音通信网络装置等。Spherix
公司在 2014 年 1 月 6 日发出的声明稿中表示，Rockstar 财团将与 Spherix 公司实
现使用信息共享，并协助 Spherix 公司实现专利的商品化。
据悉，这是 Spherix 公司第二次向 Rockstar 财团购买知识产权。20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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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erix 公司曾以 6000 万美元股票以及一定比例的预期收益向 Rockstar 财团购买
7 项移动通信相关专利。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managingip.com/Article/3294575/Rockstar-sells-101-patents-to-Spherix.html
原文标题：Rockstar sells 101 patents to Spherix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8 日

IBM 获“全同态加密”技术专利
2014 年 1 月， IBM 公司宣布获得了一项被称为“全同态加密（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的创新数据加密技术的专利授权，运用此项技术可以
在未解密的情况下实现对加密数据的处理。此项专利的全名是“美国专利第
8565435 号：全同态加密有效实施”。过去 IBM 曾对此项技术进行过简单描述，
即创建“加密数据库数据块”，与其他加密数据块相结合并进行处理，能得到与
未加密数据处理类似的结果。IBM 预计此项专利技术对于机密类、金融，特别
是云系统中的数据特别有用。但 IBM 同时指出，此项加密技术的实际应用目前
还处于测试中。
为了实现对数据进行处理，一般的做法都是先将数据转换成明文未加密状
态。然而，解密数据对其进行处理会使数据被其他人看到，缺乏保护而成为攻击
的众矢之的。在 2009 年，IBM 公司开始将重点放在解决如何在不解密的情况下
对数据进行处理的问题。
田倩飞 摘编自
http://www.ipr.gov.cn/guojiiprarticle/guojiipr/guobiehj/gbhjnews/201312/1791661_1.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3 日

美 NASA 授权开发骨骼和组织再生专利技术
2014 年 2 月，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与 GRoK 技术公司签订专利许可协
议，由 GRoK 技术公司帮助 NASA 进行四项专利技术的商业化。这些技术可以
帮助宇航员在长期太空飞行后促进骨骼和组织再生。GRoK 技术公司也有意利用
这些技术开发一种用于缓解人类和动物肌肉骨骼疼痛和炎症的外部治疗设备，提
升机体缓解疼痛的机能。另外一项正在开发中的技术涉及让用户构建人体器官的
3D 模型，用于药物等方面的测试，以此大幅提升测试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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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降低成本。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2/11/nasa-licenses-biotech-ip-focused-bone-tissue-regenerati
on/
原文标题：NASA licenses biotech IP focused on bone and tissue regeneration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13 日

研究显示：2013 年美国专利交易均价下跌 37%
专利中介公司 IPOfferings 研究发现，2013 年美国专利交易价格的平均值和
中位值相比 2012 年均有较大幅度下降：2013 年美国专利的平均交易价格为
22.0588 万美元，较 2012 年的平均交易价格（37.3573 万美元）下跌了 37%；2013
年的中间交易价格为 17.0 万美元，较 2012 年的中间交易价格（22.0588 万美元）
下跌了 23%。
马廷灿 编译自
http://www.managingip.com/Article/3307037/Managing-Patents-Archive/Average-price-of-US-pa
tents-fell-37-in-2013study.html
原文标题：Average price of US patents fell 37% in 2013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25 日

Cote 公司认为风投公司低估专利价值
2014 年 3 月 9 日，知名风投公司 Cote Capital 的合伙人和知识产权管理专家
Robert Cote 认为，大多数风投公司低估了专利价值，把专利当作质押资产而非核
心价值。
Cote 公司的研究发现，由精确的周转率、质量和数量指标建立的专利生态
组合系统会明显降低新公司退出时间（出售股权），提高投资水平、公司股价以
及成功几率。因此新兴公司应该花钱建立专利生态组合系统来保证和扩大它们的
专利权。精明的投资者知道投资回报跟新兴公司的专利成熟度有关，忽略专利价
值和专利机会的投资者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风投公司应该深刻认识到
建立知识产权体系并使其逐渐成熟的重要性。
许海云 检索，王春华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3/26/ip-expert-says-vcs-often-undervalue-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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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IP expert says VCs often undervalue patents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27 日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开展首次高校主导的知识产权拍卖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11 日开展了知识产权许可拍
卖，中标人能获得工程学院教职人员研究成果的相关专利许可权。这是全美首次
由高校直接主导开展的面向全球市场的知识产权网上拍卖活动，有兴趣的买家通
过登录知识产权拍卖网站了解拍卖的技术并进行预先登记。此次拍卖涉及 70 余
项有关声学、燃料电池和传感器技术的专利。
田倩飞 检索，许 轶 编译自
http://news.psu.edu/story/306440/2014/03/04/research/penn-state-auction-intellectual-property-lic
enses
原文标题：Penn State to auc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es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3 日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推出专利“先试后买”计划
2014 年 4 月 2 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推出专利“先试后买”计划，作为该
校“MN-IP Create program”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试后买”计划采用签订低成本、
固定费用、预先制定的试运行许可协议的方式，授权企业试用感兴趣的专利技术，
企业可据此判断技术是否具有商业化潜力再决定是否购买。“先试后买”计划通
过简单低额的预授权协议，极大地简化了签约流程，降低长期许可协议带来的风
险，从而促进更多的专利技术进入商业化流程。
许

轶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4/02/u-minnesota-launches-try-buy-program-allows-compani
es-test-drive-ip/
原文标题：U Minnesota launches “Try and Buy” program, allows companies to “test drive” IP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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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技术商业化公司创始人
探讨大学专利降价拍卖
2014 年 5 月 22 日，美国技术商业化公司 Illinois Partners 的创始人及董事长
Neil Kane 撰文就如何处理低价值专利的问题提出建议。
Kane 在文中提到，宾州州立大学（PSU）今年四月初针对 59 项专利举办了
在线拍卖活动，仅有 2 项专利最终寻得买家。PSU 选择将专利进行独占许可的形
式拍卖，剩余有效期少于十年的专利起价为 5000 美元，其他的专利起价为 10000
美元。拍卖之前的专利费用不需要竞拍者承担，竞拍者只需要支付今后的维护费
用。PSU 公开了他们从专利许可中得到的收益，包括这次拍卖的收益。根据学校
的知识产权政策，在专利成本收回之后发明者将得到四成的收益，研究基金提供
者（比如学校）也将收益四成，剩下的两成则归发明者所在院系。学校老师中的
专利多产者将在这种政策下收益颇多。Kane 指出，虽然可能的收益还不足以收
回在线拍卖的成本（如开发竞拍管理软件的成本），但 PSU 积极寻求知识产权市
场价值的做法值得肯定。
Kane 认为，不是所有的专利都存在价值，技术许可办公室担心错过高价值
的专利而过高地估计专利的平均价值。这种小心翼翼的做法阻碍了技术的许可转
化。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表明，近 20 年来美国大学的技术许可办公室有 87%是
在亏本运作。因此，应该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发明者许可他们的专利，如减少许可
费、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使交易的条件和各种条款更加透明化等。
Kane 指出，常规的拍卖会就像 PSU 这次的在线拍卖或者是 eBay 公司的拍
卖一样，买主相互竞价，直到最后出价最高者胜出。这种拍卖假定至少有一名竞
价者，但是有时会由于出价超出了买主的心里预期导致商品最终无人竞拍。而荷
兰式拍卖（Dutch auction）能够清除专利积压，或许能让像 PSU 大学这样的机构
摆脱专利难以许可的困境。荷兰式拍卖指的是拍卖标的的竞价由高到低依次递减
直到第一个竞买人应价时成交的一种拍卖形式，比如拍卖品以 10000 美元的价格
开出，之后价格每天都在下降，直到成交为止。感兴趣的公司肯定会因为担心失
去真正有价值的专利而尽快下手。在荷兰式拍卖中买家需要保持高度警觉，因为
商品远比想象卖得快。
Kane 建议，针对由财政投入的研究获得的专利，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未能成
功交易，那么政府应该采取荷兰式拍卖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处理。而在荷兰式拍卖
的方法下未售出的专利可被认为是无价值的，应该放弃。这种做法能够清除大量
无价值的知识资产，降低政府经费开支和管理成本，营造更加透明和高效的专利
许可机制，值得在大学以及其他专利所有者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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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月仙 检索，许 轶 编译，朱月仙 校译自
http://www.forbes.com/sites/neilkane/2014/05/22/a-modest-proposal-for-licensing-patents/
原文标题：Patents For Sale: How To Separate The Valuable From The Worthless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30 日

Marathon 购买 IPNav 专利组合
2014 年 5 月 5 日，Marathon 专利集团（Marathon Patent Group）宣布向 IPNav
公司购买 70 项专利，这表明 Marathon 专利集团与 PIPCO 公司（public IP company）
及其大股东 IPNav 公司的关系不断深化。经过本次交易，加上已有的专利，
Marathon 已拥有 120 项以上的专利组合。作为交易的一部分，Marathon 已经同
意支付 500 万美元现金用于发行可转换优先股，并同意额外支持 600 万美元的现
金。除此之外，Marathon 已获得许可和销售由 IPNav 开发的专有知识产权分析
系统的权利，公司计划稍后引入针对知识产权专业人员的商业版本。协议同时规
定 IPNav 将为 Marathon 提供有关知识产权资产的咨询服务。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g=1091c6f1-18d6-4612-b12f-f577f68479d8
原文标题：Marathon deepens its relationship with IPNav in multi-faceted deal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9 日

其他

Zecotek 公司就 3D 显示系统申请附加专利
2014 年 3 月 9 日，Zecotek 公司宣布就前后投影的自动立体 3D 显示系统向
美国专利局提交两件专利申请。第一件专利申请是前投影的自动立体显示系统，
采用了特殊的反射屏幕。第二件专利申请是一种背投自动立体 3D 显示系统，使
用了振动透镜状显示。该系统无需带特殊眼镜就能让观众体验到自动立体 3D 内
容。
美国、中国、欧专局、欧亚专利局、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已授予 Zecotek 公司
3D 显示系统专利权，在日本、韩国和印度的专利申请还在受理审查过程中。
许海云 检索，王春华 编译自
http://www.ag-ip-news.com/news.aspx?id=34048&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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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Zecotek Files Additional Patents for 3D Display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1 日

东南亚知识产权融资计划有望成为最佳实践案例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推出的知识产权融资计划已引起当地企业的兴趣，但对作
为抵押担保的知识产权进行资产估值的方法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两国政府目前均
努力推行高水平质量控制的举措，以使知识产权估值尽可能准确。根据马来西亚
政府计划，为了获得国家认可的知识产权评估专家资格，对 23 家公司进行培训
后，目前仅有 7 家获得资格认证；新加坡也有 3 家企业已被批准进行融资计划的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如果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举措能够证明知识产权估值模型是
可靠的，那么可能会作为最佳实践案例被世界各国模仿。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g=5f67eaea-734b-4b4e-a44d-bdfbd9621c6d
原文标题：Southeast Asian IP financing schemes blaze a trail the world might one day follow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30 日

亚洲知识产权公司
利用购买的专利寻求资金套现
2014 年 4 月下旬，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专利主张实体（PAE）Kinglite Holdings
公司向美国加州中区联邦地方法院控告台湾厂商微星科技公司侵权，认为微星科
技公司侵犯其 13 件专利权。Kinglite 公司共拥有 92 件专利和专利申请，这些专
利都是于 2012 年 11 月从美国凤凰科技公司（Phoenix Technologies Inc）购买。
同样，2012 年亚洲最大的提供全方位知识产权服务的公司 Transpacific IP 也向凤
凰科技公司购买了 BIOS 的专利组合。据悉，Transpacific IP 购买专利的价格非常
低，涉及一个签署了许多专利许可协议的非常复杂的交易。Transpacific IP 目前
希望能收回其原始投资。鉴于交易中涉及的是美国专利，显然具有相当大产生现
金价值的潜力。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g=d0ae625c-1565-4487-8347-80bc52651397&vl
=1628365875
原文标题：Asia's biggest IP company seeks to cash in on 2012 patent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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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9 日

管理创新
美国

美白宫出台推进专利改革行动措施
2014 年 2 月 20 日，白宫公布一系列改善专利制度的行动措施，以响应奥巴
马总统提出的加强专利制度，促进科技创新的号召。针对 2013 年 6 月出台的打
击专利流氓、提高专利质量的一系列行政措施和立法建议，白宫宣布了迄今取得
的重大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项新的行政措施。
1．2013 年 6 月出台的行政措施的重要进展
（1）提升专利所有权人的透明度。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已发布一项
规则草案，确保专利权人能被准确地记录，并要求专利申请者和所有者对专利所
有权信息进行定期更新。该项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授权专利的质量，加强竞争，
促进技术转让，并使真正的所有权人难以躲在空壳公司后面滥用诉讼手段。在接
收公众对该草案的意见后，USPTO 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最终规则。
（2）提升专利权利主张的清晰度。USPTO 已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培训计划，
以帮助审查员严格审查“功能性权利要求”，确保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是明确的。
在未来几周内，USPTO 将会推出一项试点方案，在专利说明书中使用术语表，
以提升专利权利保护的清晰度。
（3）为了确保消费者和零售商们在进入高昂的诉讼及和解之前了解他们所
拥有的权利，USPTO 推出一个在线工具包，旨在为消费者提供常见问题的解答、
关于专利诉讼的信息以及一些特定专利的详情。工具包可以帮助消费者了解诉讼
或和解的风险及收益，以帮助他们选择最好的行动方案。
（4）向公众提供有关滥用诉讼的健全数据和研究资料。同时也将继续扩大
与专利权人、研究人员、倡导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并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圆桌
会议探讨过去一年的高科技专利问题。
（5）加强排除令的执法。为了使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出的禁止侵权货物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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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除令更透明和有效，美国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办公室发起了一项跨部门审
查，并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提出建议以完善该执法过程。
2．新宣布的三项行政措施
（1）通过“众包”模式对专利进行审查。为了确保美国授权专利的高质量，
USPTO 探索了一系列举措，以使公众更易于提交专利申请相关的现有技术信息，
具体包括：完善第三方提交程序、探索公众提交现有技术的其他方式，以及不断
更新指导和培训，使审查员能更有效地利用“众包”的现有技术。通过让企业、
专家和普通公众帮助专利审查员、专利权人和申请人查找相关的“现有技术”，
从而帮助 USPTO 的审查员们判断专利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2）向专利审查员提供更加有力的技术培训和专业知识。基于现有的“专
利审查员技术培训计划”，USPTO 正采取措施，使审查员们更容易地得到产业界
和学术界的技术人员、工程师提供的相关技术训练和指导，帮助审查员们紧跟各
技术领域的快速变化。为了使审查员能够充分了解现有技术的状态，当局正呼吁
创新人员自愿协助这项培训工作，确保 USPTO 培训的健全性和先进性。
（3）向缺少法律协助的发明人提供专门帮助。由于缺乏资源，独立发明人
和小企业有时难以提出和进行专利申请。USPTO 致力于整合教育和实践操作资
源，为缺乏法律协助的发明人提供帮助；此外通过指定一名专职的法律援助协调
人，帮助将现有的美国发明法案无偿服务项目（pro bono program）覆盖到全美
50 个州。当局正呼吁具备专利律师资格的成员参与到该计划中。
朱月仙 编译，田倩飞 校译自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2/20/fact-sheet-executive-actions-answering-pr
esident-s-call-strengthen-our-p
原文标题：FACT SHEET - Executive Actions: Answering the President’s Call to Strengthen Our
Patent System and Foster Innovation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3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2015 财年预算报告》
2014 年 3 月 13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了《2015 财年预算报
告》，2015 财年的预算申请额度为 34 亿美元。其中，32 亿美元用于满足日常运
作需求和支付等效全职员工（FTE）的人力成本，约 2.7 亿美元用于运作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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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PTO 将继续实施《2014 至 2018 年战略规划》[7]，并实现如下三项目标：（1）
提升专利质量和缩短审查周期；
（2）提升商标质量和缩短审查周期；
（3）通过国
内及全球领导力来改善全球知识产权政策、保护和执法力度。
田倩飞 编译自
http://www.osec.doc.gov/bmi/budget/FY15CJ/USPTOFY2015PresidentsBudgetNarrativeFINALF
or508Complaince.pdf
原文标题：FISCAL YEAR 2015 PRESIDENT’S BUDGET:The USPTO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7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布专利保护客体适格性审查新指南
2014 年 3 月 4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就涉及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和自然产物
的保护客体的可专利性评估颁布新指南，协助专利审查员依据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对保护客体专利适格性进行判定。该指南中，专利适格性的判定包括三个步骤：
（1）是否属于四个法定类别之一（即方法、机器、产品或组合物）；
（2）权利要
求是否陈述或涉及一项或多项司法例外（如抽象概念、自然规律/自然法则、自
然现象和自然产品）；（3）保护客体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许海云 检索，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reports/Detail.aspx?g=e10acac4-0b85-4577-9ba7-2f665c49a3c7
原文标题：USPTO issues guidance for determining subject-matter eligibility - International
Report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28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就利用“众包”模式识别现有技术征
求公众意见
2014 年 4 月 10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在总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
市举办圆桌会议，针对“推动众包模式，利用第三方识别现有技术对专利进行审
查”征求公众意见，目的在于提高专利审查和授权专利的质量。这是近期 USPTO
主导的加强美国专利制度执行行动的一部分。USPTO 副局长 Michelle Lee 指出，

[7] USPTO《2014 至 2018 年战略规划》参见：http://www.uspto.gov/about/stratplan/USPTO_2014-2018_Strat
egic_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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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USPTO 致力于完善第三方提交程序、使公众更易于提交专利申请相关的现
有技术信息的举措。通过征求有关利用众包技术的创新方法，可以帮助建立一个
更完善的专利制度。
许海云 检索，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ag-ip-news.com/news.aspx?id=34074&lang=en
原文标题：USPTO to Host Roundtable on Crowdsourcing Access to Prior Art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26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词汇试点计划
2014 年 3 月 26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宣布启动新的词汇试点计划
（Glossary Pilot Program），这也是奥巴马政府谋求改善美国专利体系的举措之
一。该试点计划将于 2014 年 6 月 2 日至 12 月 31 日间执行，意在通过鼓励和测
量专利申请人对于词汇的使用，提升软件相关专利申请说明书中权利要求范围的
明确性和清晰性，以加快审查过程。参与该试点计划的申请人需要在其专利申请
说明书中加入术语部分，用于定义专利权利要求中所使用的术语。被纳入该试点
计划的专利申请将会得到快速处理。
美国政府曾于 2013 年 6 月出台了一系列涉及高科技专利问题的行政措施，
本次词汇试点计划是对其中要求 USPTO 设法改进权利要求清晰性的措施的跟进
计划。有关该试点计划的更多详情可参见 www.uspto.gov/patents/init_events/gloss
ary_initiative.jsp。
马廷灿 编译自
http://www.uspto.gov/news/pr/2014/14-08.jsp
原文标题：USPTO Launches New Glossary Pilot Program to Promote Patent Claim Clarity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3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成立国际专利合作办公室
2014 年 4 月 3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宣布成立国际专利合作办公
室（OIPC），以更好地实施国际专利合作。新成立的 OIPC 将进一步集中资源，
为国际专利审查提供更优化的业务流程和方案。USPTO 称，OIPC 的成立显示了
USPTO 在提高专利质量、创建高效的国际专利权交易规则以及协调全球专利制
度方面加强与全球相关方面和各国专利局合作的决心。此前 USPTO 已实施的促

知识产权动态

95

进国际专利合作的计划包括专利审查高速公路、全球专利搜索网络、CPC 专利
分类体系及全球档案倡议等。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ip-watch.org/2014/04/03/uspto-creates-office-of-international-patent-cooperation/?utm
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ip-watch+%28Intellectual+
Property+Watch%29
原文标题：USPTO Create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atent Cooperation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7 日

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大学研究将获商业秘密保护
2014 年 7 月 1 日以后，密西西比州的大学学术研究成果在公布之前将以商
业秘密的形式受到保护。密西西比州新颁布的法规规定该州大学进行的商业及科
技研究成果在公布之前享有公开纪录法（Open Records Act）的豁免权，防止他
人利用公共记录法获取大学正在进行的研究细节，以保护大学的创新能力。
许

轶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4/16/new-law-grants-mississippi-university-research-shield-o
pen-records-requests/
原文标题：New law grants Mississippi university research a shield from open records requests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7 日

美 USPTO 提议降低商标登记费用
2014 年 5 月 13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一份条例制订通告
（NPRM），提议降低商标申请和注册商标续展的费用。USPTO 还提出了一项新
的“利用商标电子申请系统降低费用”（TEAS RF）的方案，不仅降低了利用现
有的 TEAS Plus 提交申请的费用，也降低了通过 TEAS 申请商标续展的费用。根
据该 NPRM，如果申请人同意与 USPTO 进行电子邮件交流以及在申请审查过程
中以电子方式提交文档，则使用一般的商标电子申请系统（TEAS）提交新申请
的费用降低 50 美元；通过 TEAS RF 方案提交新申请的费用降低 50 美元，使用
TEAS RF 申请注册商标续展的费用降低 100 美元；而通过纸质方式提交的新申
请和注册商标续展的费用保持不变。USPTO 副局长 Michelle K. Lee 指出，降低
收费标准将减轻创业者为获得业务发展需要的关键商标保护的负担，同时电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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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也提高了审批效率。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ag-ip-news.com/news.aspx?id=35128&lang=en
原文标题：USPTO Proposes Reducing Certain Trademark Fees to Lower Costs & Promote
Efficiency for Customers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5 日

欧盟

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特许经营指导文件
2013 年 12 月 24 日，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商业化知识产权：特许
经营》情况说明书。这是该机构发布的“知识产权商业化”系列指导文件之一，
意在帮助读者了解什么是特许经营，它作为商业选择的吸引力所在，用户如何评
判自己是否具备特许经营商或加盟商的潜力。该情况说明书还提供了欧洲相应法
律环境信息，列举了建立特许经营合作伙伴关系时采取的主要步骤。据欧洲特许
经营联合会（European Franchise Federation）统计，2009 年欧盟 17 个成员国拥
有超过 10000 件特许经营品牌。特许经营已被欧洲公司和个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
无形资产开发和向其他地区与国家拓展业务。
张

娴 编译自

http://www.iprhelpdesk.eu/node/2174
原文标题：Commerciali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anchising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 日

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新增知识转移网络机构
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新近成立一家“知识转移网络有限公司”（Knowledge
Transfer Network Ltd.），这是为继续活跃英国的知识转移网络项目（KTNs）而成
立的新机构。KTNs 项目是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用来帮助英国创新团体加强相互
联系、协作和发掘重点领域新机遇的工具之一。本次成立的 KTN 新机构，意在
继续支持创新，促进英国商界和学术界创新力量的合作，共享知识和创意，发展
推动经济增长的伙伴关系。
张

娴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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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novateuk.org/-/non-executive-chair-announced-for-new-knowledge-transfer-networ
k-ltd原文标题：Non-executive chair announced for new Knowledge Transfer Network Ltd.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8 日

德国专利商标局免费提供专利电子档案网上查询
2014 年 1 月 7 日起，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开放德国发明专利和实用
新型程序的网上电子档案查询。可查询的档案包括自 2013 年 1 月 21 日起已授权
的发明专利和已注册的所有实用新型，以及自 2013 年 1 月 21 日起提交的并且已
经公开的所有发明专利申请。可查询的文件包括检索报告、审查意见通知书、对
审查意见通知书的答复、异议等申请人/代理人和德国专利商标局之间具体的通
讯往来文件。
针对已经开放查询的档案可以在 DPMAregister 上免费查看。查询的文件以
PDF 格式提供。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iprhelpdesk.eu/node/2221
原文标题：The German Patent and Trade Mark Office allows online inspection of patent and
utility model files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7 日

欧专局积极推进标准专利文献数据库建设与应用
2014 年 3 月 25 日，一家政策研究机构——ECSIP（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 Policy Consortium）发布了题为《专利与标准：以知识
产权为基础的标准化现代框架》的综合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
标准和专利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公众话题，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
技术（ICT）领域。由于相当一部分的行业标准都涉及受到专利保护的技术，相
关专利技术的公开披露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可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专利许可应遵
循的公平、合理与非歧视原则（FRAND）等受到热议。
ECSIP 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多数建议举措都旨在提高授权后阶段的透明度。不
过，其中一项建议举措与各专利局直接相关，即：如果一项没有保密约定的新技
术在标准开发过程中被披露，它将自动被视为现有技术，而且在专利审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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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被列入考量。各专利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尽早地获得这些标准
文献。
欧洲专利局（EPO）早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与欧洲及全球主要的标
准制定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信任关系。目前，EPO 的资料库中约有 160 万
件标准文献。2004 年，EPO 的检索报告引用的标准文献只有几百件，不过这一
数量在稳步增长，2013 年已达到 14000 件。在某些领域，35%的现有技术参考自
标准文献。2012 至 2013 年，标准相关的文献引用数量增加了 19%。专利审查员
需要接受专门的培训，才能有效检索此类文献，但 EPO 认为这种投资是非常值
得的。因为这可以大幅提升授权专利的质量，进而帮助竞争激烈的技术领域降低
诉讼成本。
这项研究源起于 2013 年，欧盟委员会企业和工业总署（EU Commission DG
Enterprise and Industry）委托 ECSIP 针对为确保标准涉及专利能获得有效许可而
产生的规则和惯例进行实证研究。该研究也包括妨碍专利技术许可的因素以及相
关方针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所开展的讨论。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日益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将标准文献综合集成
到可检索的现有技术资料库中将成为 EPO 的一项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任务。EPO
表示，他们将坚定不移地向这一领域优先投入资源，并确保与标准制定组织的最
佳协同效应。
马廷灿 编译自
http://blog.epo.org/uncategorized/patents-standards-challenging-task-patent-offices/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policies/industrial-competitiveness/industrial-policy/intellectual-pro
perty-rights/patents-standards/index_en.htm
原文标题：Patents and standards: a challenging task for patent offices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4 日

韩国

韩国知识产权局启动国家专利战略蓝图计划
2014 年 3 月，韩国知识产权局宣布启动国家专利战略蓝图计划(National
Patent Strategy Blueprint Building Project）。该计划将通过专利大数据分析技术，
从农林牧渔、零部件、LED 照明、可再生能源和海空运输五大行业中挖掘未来
具有发展前景的候选技术，并在每一个行业领域中选出十大最有前途的技术，并
将相应的研发策略提供给企业和政府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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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起，韩国知识产权局就开始每年在 18 个行业中选取 3 至 5 个行业
开展蓝图计划。到 2015 年，所有 18 个行业的专利战略蓝图将全部完成。
马廷灿 编译自
http://koreabizwire.com/roadmap-to-future-of-industry-may-lie-in-big-piles-of-patents/6324
http://www.pkkim.com/resources/new.asp?LetterNum=266&Page=1&bType=A
原文标题：Roadmap to Future of Industry May Lie in Big Piles of Patents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4 日

韩国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
2014 年 3 月 31 日，韩国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日内瓦
文 本 ）》（ Geneva Act of the Hague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预计 2014 年 7 月 1 日起，
《海牙协定》将在韩
国正式生效。据悉，美国、日本和中国正在准备加入《海牙协定》。目前 WIPO
正在商讨一项新的有关国际工业设计注册的程序性条约以作为对《海牙协定》的
补充。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ip-watch.org/2014/03/31/korea-joins-hague-agreement-wipo-hopes-others-will-follow/
原文标题：Korea Joins Hague Agreement; WIPO Hopes Others Will Follow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 日

日本

日本计划延长再生医学相关专利保护期
据 2014 年 2 月 12 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计划将再生医学相关专利的保
护期由 20 年延长至 25 年，以鼓励该领域的技术研发。涉及到皮肤、眼角膜、肌
肉、软骨等用于移植的组织和器官的培养技术将从药物专利分类中单独分离出
来，其专利保护期延长至 25 年。而其他再生医疗产品的保护期限将仍然为 20 年，
如人工心脏等。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2/12/japan-regenerativepatent-idUSL3N0LH5IS20140212
原文标题：Japan plans to extend patent term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s - Nikk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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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时间：2014 年 3 月 2 日

日本知识产权局制定专利审查质量控制基本原则
为保证授权专利的高质性，日本知识产权局（JPO）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正
式出台“专利审查质量控制原则”，作为今后 JPO 专利审查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
准则。该质量控制原则主要包括 6 方面：
（1）保证授权专利的实效性、充分性及
有价性。即必须确保所授权专利是可靠的，不存在可能被无效的情况；必须确保
专利技术的充分公开；必须确保专利具有公认的价值；
（2）保证专利审查工作公
正、透明、合法，并同专利申请人、专利代理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积极沟通，以满
足专利体系相关各方的需求与预期；
（3）保证专利审查人员发挥能动作用，协同
专利体系相关各方致力于专利审查质量的提升；
（4）积极推动全球专利审查质量
的提升；
（5）持续完善与专利审查相关的各项举措；
（6）不断提升专利审查人员
的知识水平与技能。
张树良 编译自
http://www.jpo.go.jp/seido_e/s_gaiyou_e/patent_policy.htm
http://www.jpo.go.jp/seido_e/s_gaiyou_e/pdf/patent_policy/policy.pdf
原文标题：JPO Releases “Quality Policy” on Patent Examination
检索时间：2014 年 4 月 26 日

日本专利局宣布实现“FA11”目标
日本专利局（JPO）发布《2014 年度专利行政报告书》。报告书称，2013 年
度取得的重大突破，是完成了政府在 2004 年确定的“到 2013 年末把首次审查通
知时间（FA）缩短到 11 个月”的目标，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确定了中期目标和
方向。
1. 知识产权制度的环境变化
2013 年度，日本专利、外观设计、商标的累计申请总量分别超过了 1500 万
件、265 万件和 830 万件。2013 年全年专利申请 328436 件，外观设计申请 31125
件，商标申请 117674 件。
伴随日本企业的国际化，2012 年日本在海外的专利申请大约有 20 万件，达
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知识产权动态

101

以国际条约为基准，在这 10 年间，日本的国际专利申请增加了两倍。2013
年达到 43918 件，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日本在海外的专利申请明显增加，但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海外专利申请
量在其专利申请总数中所占比重仍然很低。
2. 达成“FA11”和实现“世界最快并且质量最高”的专利审查目标
JPO 达成了 2004 年确定的“到 2013 年末将首次审查通知时间（FA）缩短到
11 个月”的目标。
JPO 在 2014 年 3 月公布未来 10 年的新目标是：到 2023 年末，要把专利的
“权利化耗时”缩短到 2012 年水平的一半，即“平均在 14 个月以内”，因此 FA
要进一步缩短到平均 10 个月以内。
另外，以世界最高质量为目标，制定了维持、提高专利审查质量的基本原则
《品质策略》。今后，将由外部专家组成新的评审委员会，审查专利质量管理的
实施状况和体制。
3. 增强制度与系统的国际竞争力
2013 年 9 月召开的产业构造审查会议把强调和加速专利行政课题作为目标。
2014 年 2 月该分会确定了专利行政的新方向，即要构筑让用户满意、适应全球
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和体系。JPO 向国会提出了《专利法部分修正草案》以具体实
施制度改革。2014 年 4 月，参众两院取得一致，通过了修正案。接下来，还要
在强化知识产权制度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方面继续推进。
张

娟 检索，张明铭 编译，张 娴 校译自

http://www.meti.go.jp/press/2014/05/20140514002/20140514002.html
原文标题：
「特許行政年次報告書 2014 年版」を公表します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5 日

JPO 与 ISO 达成专利与标准合作共识
2014 年 5 月 12 日，日本专利厅（JPO）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达成共识，
ISO 将其规格公文一并提供给 JPO，方便 JPO 在专利审查时利用。双方签订了合
作文书，JPO 此举在世界上尚属首例。日本企业为了在重要技术方面实现国际标
准化，向 ISO 等标准化机构提交技术文书。此次合作有助日本实现“世界上速度
最快、质量最高的专利审查”目标。JPO 正在考虑今后对其他标准化机关实施相
同方法的可能性，尽力充实与技术标准相关领域的专利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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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叶湘 检索，刘姣龙 编译自
http://www.jpo.go.jp/shoukai/soshiki/photo_gallery2014051301.htm
原文标题：特許庁と国際標準化機構（ISO）は、特許と標準の分野における協力に合意し
ました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7 日

其他

台湾省加速绿色能源技术专利审查
台湾省知识产权局宣布自 2014 年 1 月 1 日在“发明专利加速审查作业方案
（AEP）”中新增“所请发明为绿能技术相关者”的加速审查申请事由（简称事
由 4），并自该日起受理申请。此外，AEP 事由 4 中的绿色能源技术领域采取扩
大范围的定义，只要专利申请案的发明内容符合下列条件皆可申请：
（1）涉及节
省能源技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技术领域；
（2）涉及减碳技术及节省资源使
用的发明。申请人若以事由 4 作为申请加速审查的事由时，申请手续与缴交费用
与现行 AEP 制度下的商业实施事由相同，申请人仅需另外提出专利申请案所请
发明为绿色能源技术的相关说明文件即可。相较于未申请加速审查案件的首次审
查结果通知约为 29 个月，申请绿色能源技术专利加速审查的案件，只要提出的
相关文件齐备后，知识产权局约在 9 个月内发出审查结果通知。
此举意在促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提升绿色科技的专利优势。据统计，截至
2013 年 3 月，台湾的绿色能源相关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案共计 7264 件，其中台湾
申请人高达 58%，然后依次是日本（20%）、美国（9%）。申请案居前三位的产
业是 LED 照明、太阳能及燃料电池。
张

娴 摘编自

http://www.tiplo.com.tw/gb/tn_in.aspx?mnuid=1242&nid=45265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15 日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举行反假冒商品宣传活动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发起大型宣传活动，打击
贩卖假冒商品。据称贩卖假冒商品是全球有组织犯罪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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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500 亿美元。此次活动旨在教育消费者不要购买假冒商品来支持有组织犯罪，
且假冒商品的配送也可能把消费者自身置于危险处境。宣传活动网站提供了活动
与涉及问题的详细信息。
张

娴 编译自

http://www.ip-watch.org/2014/01/14/un-office-on-drugs-and-crime-launches-anti-counterfeit-cam
paign-aimed-at-organised-crime/?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
eed%3A+ip-watch+%28Intellectual+Property+Watch%29
原文标题：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Launches Anti-Counterfeit Campaign Aimed At
Organised Crime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15 日

新的全球专利审查高速公路和 IP5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
试点启动
新的全球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Global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ilot，
GPPH）2014 年 1 月 6 日启动。GPPH 允许已向某一协约国提交的专利申请可以
在其他协约国要求加速审查机制。GPPH 使参与国共享工作文件，能够简化专利
审查流程并改善专利积压状况。目前 GPPH 的参与国包括：加拿大知识产权局、
丹麦专利商标局、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英国知识产权局、澳大利亚知识产权
局、日本专利局、韩国知识产权局、芬兰国家专利注册委员会、葡萄牙国家工业
产权局、北欧专利局、挪威工业产权局、西班牙专利商标局以及美国专利商标局。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专利局（EPO）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并不在其中，
他们参与的是另一个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计划——IP5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IP5
PPH），该计划为期三年，也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启动。
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2a34f8cc-e215-49ae-b45c-164a6ef7c892
原文标题：New global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and IP5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ilots
commencing 6 January 2014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6 日

印度专利局公布药物专利申请审查指南草案
2014 年 2 月 28 日，印度专利局公布药物专利申请审查指南草案。该草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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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的是药物领域的产品及其制造方法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的判
定，规定从自然界中分离的任何化合物不具有可专利性，草案引入大量的实例用
于阐明判定规则。该草案公示到 2014 年 3 月 21 日，考虑到该草案没有法定依据，
因此草案明确声明如果其内容与 1970 年专利法或者实施细则相冲突，以 1970 年
专利法和实施细则为准。
许海云 检索，许 轶 编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reports/Detail.aspx?g=f8068fe8-e916-44f8-bb65-349fb99b60fd
原文标题：Draft guidelines for examining pharma patent applications - International Report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20 日

WIPO 推出基于图像的商标搜索功能
2014 年 5 月 10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商标协
会（INTA）年会上为其全球品牌数据库推出独有的图像搜索功能，允许用户上
传图片用以在数百万计的图像集合之中搜索视觉上相似的商标和其他品牌信息。
这是首次在免费的、公共的知识产权数据库中推出图像搜索功能。用户往往希望
了解某个标志、商标或其他类似图像是否已被他人注册使用，因此这一功能为用
户增加了另一种检索途径。用户通过简单地上传一个标识就可以快速返回搜索结
果，从 15 个国家和国际数据库 400 多万个可供搜索的图像中筛选出可能具有相
似性的受保护图像。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ag-ip-news.com/news.aspx?id=35129&lang=en
原文标题：WIPO Launches Unique Image-Based Search for Trademarks, Other Brand
Information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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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与裁决
美国

美国最高法院将审查软件的可专利性
2013 年 12 月 6 日，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同意针对用专利保护软件的方式是否
能够降低衍生贸易的违约风险的问题举行听证会。争论双方中，以谷歌、
Facebook、摩根大通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计算机软件可专利性的标准过于宽松，容
易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诉讼；另一方则以微软和甲骨文公司为代表，他们认为软
件创新的保护限制将会损害国家经济。由于此前最高法院从未对软件的可专利性
做出过明确裁决，所以此次裁决将会对成千上万的涉及软件的专利，甚至对美国
经济造成重大影响。预计最高法院将在 2014 年 3 月或 4 月举行听证会，并于 7
月做出裁决。计算机软件的可专利性问题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成为专利法上的
疑难问题，美国法院曾经在这一问题上反复尝试。2000 年前后，商业方法与计
算机程序的结合使得计算机软件的可专利性产生新的不确定性。
许 轶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3/12/11/u-s-supreme-court-rule-software-patent-eligibility-first-t
ime-decades/
原文标题：U.S. Supreme Court to rule on software patent eligibility for first time in decades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6 日

美国 CAFC 裁决促进专利诉讼“失败方付费”
美国最高专利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2013 年 12 月 26 日的一
项裁决实质上更清晰地赋予了下级法院法官要求专利诉讼败诉方支付诉讼对手
的法律费用的权力。在 Kilopass 科技公司诉 Sidense 公司案中，地方法院作出裁
决拒绝让败诉方原告 Kilopass 公司支付被告公司的律师费，CAFC 要求地方法院
就此进行复审。
高智发明的首席政策顾问 Russ Merbeth 评论“失败方付费”制度是一种减少
无聊的专利诉讼的强有力方式，他赞赏 CAFC 此举为“慎重合理的裁决”。更清
晰地明确了“失败方付费”，企业就更舍不得发起流水化作业般的专利诉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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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轻率的辩护，因为它们将承担为对手支付律师费的更高风险。Merbeth 认为尽
管国会尚在争议立法来阻止“专利钓客”，CAFC 独立采取的这项重大措施可能
更为有用。
张

娴 编译自

http://www.intellectualventures.com/insights/archives/memo-to-congress-courts-are-already-refor
ming-the-patent-system
原文标题：Memo to Congress: Courts Are Already Reforming the Patent System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14 日

美纽约州“专利流氓”和解案
被视为类似案件处理典范
2014 年 1 月，纽约州总检察长 Eric Schneiderman 与 MPHJ 技术投资有限公
司达成民事和解。该处理模式被作为其他州处理“专利流氓”问题的典范。总检
察长针对此次事件调查的重点是 MPHJ 公司在向纽约州上千家中小型企业发出
了警告信并迫使他们支付专利许可费的过程中是否使用欺骗性的手段。和解协议
提出了类似专利主张行为应遵守的方针，比如：专利持有人要披露其真实身份，
在发出警告信前要尽量“认真、善意”地确定目标企业是否侵犯专利等。
专利专家认为，纽约州达成的协议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加州大学哈斯汀法学
院教授 Robin Feldman 称“虚假的陈述和骗局已经成为专利的一大问题，特别是
对个人和小型企业等易受攻击的目标。该协议详尽周密，为其他州和政府监管机
构草拟法律法规提供了模板”。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managingip.com/Article/3297311/New-York-AG-patent-troll-settlement-touted-as-mo
del-for-other-states.html
原文标题：New York AG "patent troll" settlement touted as model for other states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9 日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
苹果 iphone 手机不侵犯谷歌专利
2014 年 1 月 10 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维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
裁定，判决苹果 iphone 手机不侵犯谷歌旗下子公司摩托罗拉移动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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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摩托罗拉移动指控苹果侵犯其 6 项专利，2013 年 4 月，ITC
裁定苹 果未 侵犯 这 6 项专 利。 随后 摩托 罗拉移 动就 其中 的一 项专利 号为
US6272333，涉及“无线设备和固定数据网络之间通信方法”的专利提出上诉，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此次裁决即针对这项专利。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managingip.com/Article/3296316/Federal-Circuit-affirms-Apples-iPhones-do-not-infri
nge-Googles-patent.html
原文标题：Federal Circuit affirms Apple’s iPhones do not infringe Google’s patent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9 日

美最高法院裁决在侵权确认判决中
专利权人负举证责任
2014 年 2 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专利被许可人提出的确认判决中，专
利权人，而非被许可人负有专利是否被侵权的举证责任。在美敦力公司
（Medtronic Inc.）和波士顿科学公司（Boston Scientific Corp.)的诉讼案中，美敦
力公司曾从波士顿科学公司获取心脏除颤器专利的许可权，而该专利是由米卢斯
基家族有限公司（Mirowski Family Ventures LLC）许可给波士顿科学公司的。美
敦力公司寻求其新产品未被米卢斯基家族有限公司专利覆盖的确认判决。联邦地
区法院认为，美敦力公司负有产品未侵权的举证责任，而最高法院不同意联邦地
区法院的判决，认为举证责任仍然由专利权人承担，因为专利技术可能非常复杂，
专利权人更能说明侵权的原因以及产品如何侵权。因此，该案将退回联邦地区法
院进一步审理。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2/11/u-s-supreme-court-rules-declaratory-judgment-cases-pat
ent-owners-burden-proof/
原文标题：U.S. Supreme Court rules that in declaratory judgment cases, patent owners have
burden of proof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13 日

美 WARF 起诉苹果侵犯微处理器电路相关专利
2014 年 2 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友研究基金会（WARF）向苹果公司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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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指控其 iPhone 5S 和 iPad 等产品中的 A7 芯片侵犯了 WARF 于 1996 年申
请并即将到期的一项专利——基于表格下并行处理计算机数据推测电路
（US5781752），5 年前 WARF 曾以同一专利起诉英特尔公司。该专利涉及一种
新的电路，能让微处理器更好地完成多任务操作，提高处理性能和电源效率。该
诉讼已经被正式提请，WARF 正在寻求赔偿和禁制令，要求苹果在未支付专利许
可费前停止销售一切搭载 A7 芯片的产品。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2/05/warf-sues-apple-infringing-18-year-old-patent-coveringmicroprocessor-circuitry/
原文标题：WARF sues Apple for infringing 18-year-old patent covering microprocessor circuitry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13 日

美专利分析机构发布近年 NPE 诉讼公司排名
根据专利分析机构 PatentFreedom 就其收集的 750 家 NPE（非执业实体）所
做的统计，近年来 NPE 正在不断加大力度针对他们眼中的“肥羊公司”展开攻
势，这些企业来自不同的领域并开始涉及不同的规模类型。尽管存在这样的趋势，
PatentFreedom 的统计结果显示，NPE 还是会将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树大招风的
“大肥羊”身上。统计结果显示，2013 年受到 NPE 起诉最多的公司是美国电话
电报公司（AT&T），共涉及 51 起诉讼，苹果及三星则以 42 起和 38 起涉诉分列
第 2 名和第 3 名。而从近 5 年的数据来看，苹果公司仍然是 NPE 眼中的头号“肥
羊”，以 191 起涉诉稳居榜首。
表 12 近 5 年 NPE 诉讼最多的前 10 家公司
排名

公司名称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总计

1

Apple

27

35

43

44

42

191

2

Samsung

12

22

42

38

38

152

3

HP

27

37

33

20

33

150

4

AT&T

16

22

34

24

51

147

5

Dell

28

24

35

21

32

140

6

Google

16

14

40

26

31

127

7

Amazon.com

14

20

39

22

30

125

7

Sony

24

21

31

23

26

125

9

Verizon

14

17

26

25

42

124

10

LG

12

24

28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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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廷灿 摘编自
http://www.chinaipmagazine.com/news-show.asp?id=10868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25 日

苹果智能语音系统 Siri 引专利侵权诉讼
苹果手机的智能语音系统 Siri 引争议，上海智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苹果诉
至上海法院，称 Siri 技术涉嫌侵犯该公司 2004 年申请的一项涉及语音识别技术
“小 i 机器人”的专利。2013 年 9 月，苹果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宣告该专
利无效被驳后，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和上海智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继续要求宣告上海智臻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该项语音识别专利无效。2014 年 2 月 27 日，该案进行了
现场庭审。庭审焦点是智臻拥有的“小 i 机器人”是否具备专利资格、是否具备
新颖性和创造性等，案件目前尚在审理中。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insidecounsel.com/2014/02/25/apple-files-lawsuit-over-siri-patent-rights-in-chi
http://news.ccidnet.com/art/1032/20140227/5372419_1.html
原文标题：Apple files lawsuit over Siri patent rights in China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3 日

46 家企业联名支持软件可专利性
2014 年 3 月 26 日，在美国最高法院即将裁定 Alice 公司诉 CLS 案中软件是
否可专利化时，46 家企业（金融、保健、游戏和数据分析行业）联名支持软件
的可专利性。
根据第 101 条法规“任何新的和有用的方法、机器、产品或组合物，或任何
新的和有用的改进都可获得专利保护”。
“法庭之友”意见陈述认为“软件除对物
理机器或工具改进外，还为电脑提供新的和实用的功能，可以授予专利权”。问
题在于那些不是针对某一个科学真理而进行的计算机发明是否应视为无专利适
格性，即使该发明具有新颖性或可申请专利”。
Alice 公司诉讼 CLS 对其风险管理合约制定和交易的四项专利侵权，对于官
司涉及的有关软件可专利性问题，最高法院已做好口头辩论准备。
许海云 检索，王春华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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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3/26/46-firms-join-amicus-brief-supporting-software-patent-e
ligibility/
原文标题：46 firms join in amicus brief supporting software patent eligibility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27 日

Lex Machina 发布 2013 年美国专利诉讼年度报告
2014 年 5 月 13 日，知识产权诉讼研究公司 Lex Machina 发布 2013 年美国专
利诉讼年度报告。报告首次总结了原被告、受审地区法院、代理公司、法官等信
息，着重分析了 2013 年专利诉讼的重要发展趋势。报告称，自 2008 年以来，向
地区法院提交的专利案件数量增长了一倍多。
1. 案件提交
2013 年原告向美国地区法院共提交 6092 起专利诉讼新案件，相比 2012 年
的 5418 起，增长了 12.4%。根据每月新增诉讼案数量来看，自 2011 年以来，美
国专利诉讼案件量显著飙升。
2. 原被告
报告认为，大型科技公司受到了专利诉讼带来的冲击，尤其是科技产业近年
来已经被卷入复杂的诉讼网络。2013 年苹果和亚马逊作为被告涉及的案件数量
最多，分别为 59 起和 50 起；其次为 AT&T 公司（45 起），其余作为被告涉案数
量较多的公司还包括：谷歌、戴尔、HTC、三星、微软、LG 和惠普。
发起专利侵权诉讼案件最多的公司为专利货币化实体（patent monetization
entity），即由 ArrivalStar 和 Melvino Technologies 公司共同发起 137 起专利诉讼
案件。
但从涉诉的专利数量来看，爱立信公司涉及 103 件专利，位列第一。排名前
十的公司中，仅 3 家是专利货币化实体，包括高智公司 I、高智公司 II 和 Ronald
Katz Licensing 公司，其余均为运营公司。苹果公司位列第八，涉诉专利为 52 件。
3. 受审地区法院
就受审地区法院而言，2013 年和 2012 年变化不大，德州东区地方法院（1495
起）、特拉华州联邦地方法院（1336 起）受理的案件数量最多，分别较 2012 年
增长 20%和 33%。与往年一样，2013 年这两个法院的受理案件数量比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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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多了三成。这是由于一方面许多企业都在特拉华州注册，使该州成为一个常
见的诉讼地，同时案件提交量的急剧增加也可能表明原告将该州法院看做一个日
益友好的诉讼地。另一方面，德州东区地方法院已经建立起对持有知识产权的原
告友好的声誉。
尽管提出了大量的诉讼请求，但仅有一小部分到了审判阶段。2013 年德州
东区地方法院和特拉华州联邦地方法院均仅有 25 起专利审判，纽约南区地方法
院有 17 起审判，其他地方法院的专利案件审判数量均在 10 起以下。这些数据证
实了和解谈判在专利案件中的重要性。
4. 代理律师事务所
地区专利诉讼为那些在受审量大的地区经营的小规模代理律师事务所带来
了福音。例如，自 2009 年起，特拉华州五大律师事务所处理的专利案件比除 Fish
& Richardson 外任何一家全国性的事务所都多，甚至超过一些美国非常著名的专
门从事知识产权的事务所。
5. 法官
数据显示，德州东区地方法院的 James Gilstrap 是迄今为止最活跃的法官，
2013 年他被分配了 941 起专利案件，其他法官均在 400 起以下。案件数量排名
前十的法官分别来自德州东区、特拉华州、加利福尼亚南区和佛罗里达南区。
朱月仙 编译，许 轶 校译自
https://lexmachina.com/2014/05/patent-litigation-review/
原文标题：Lex Machina Releases First Annual Patent Litigation Year in Review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20 日

其他

澳大利亚律所称四起专利诉讼案
可能影响澳专利法
2014 年 2 月 12 日，澳大利亚律师事务所 Freehills Patent Attorneys 针对 2013
年的四起专利诉讼案发表评论，并指出这些案件的审理结果将对澳专利法产生重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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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otex 公司诉赛诺菲-安万特公司案件——有关医疗诊断方法可专利性的
争议
澳 大 利 亚 最 高 法 院 在 Apotex 制 药 公 司 起 诉 法 国 赛 诺 菲 - 安 万 特 公 司
（Sanofi-Aventis）一案中确认人体医疗诊断方法的可专利性。
此案中，Apotex 向澳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认为赛诺菲-安万特拥有的一项专
利其保护对象属于医疗诊断方法，不属于可授予专利权的主题。而赛诺菲-安万
特声称来氟米特（leflunomide）是已知的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银屑病关节炎的
药物，而此项专利保护的是通过控制来氟米特的有效用量来预防和治疗银屑病，
是该药物尚未被发现的新用途，符合专利授权的规定。
2. Apotex 公司诉赛诺菲-安万特公司案件——有关专利间接侵权的争议
澳最高法院就 Apotex 诉赛诺菲-安万特一案的判决对间接侵权的判定也十分
重要。赛诺菲-安万特曾试图寻求对 Apotex 的实施禁令，以阻止 Apotex 公司销
售 Apo-Leflunomide 药物。这是因为 Apotex 公司计划基于来氟米特的已知用途
（即用于风湿性关节炎和银屑病关节炎治疗）向市场销售该药物，同时附加说明
“Apo-Leflunomide 未表明可用于治疗无关节炎症状的银屑病”。澳最高法院认
为：该产品说明已经向使用者明确指出 Apo-Leflunomide 的限制使用用途，Apotex
公司并无理由相信，产品会被使用者不按照产品说明的指示，而按照专利保护的
方法进行使用。澳最高法院针对该案的判决表明在产品说明中进行用途的割让
（carve-outs）是避免间接侵权的合法方式。
3. Cancer Voices Australia 诉 Myriad Genetics 公司案
澳大利亚癌症互助组织 Cancer Voices Australia 起诉 Myriad Genetics 公司一
案中，法庭首次就人类基因信息（以核酸形式存在的，即 DNA 和 RNA）能否受
到专利保护作出判决。
Myriad Genetics 的专利主张与乳癌有关的 BRCA1 基因的分离核酸序列编码
的权利。Cancer Voices Australia 称上述专利是无效的，原因是该专利中的分离核
酸与自然产生的核酸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而澳联邦法院认为从人体提取和纯化
的分离核酸可以受到专利保护。
目前，澳联邦法院的全席法庭已受理 Cancer Voices Australia 的上诉，近期将
作出判决。
4. Research Affiliates 案与 RPL Central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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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澳大利亚地区法院就由计算机实现的发明的可专利性作出两种截然
不同的判决。两起判决均针对的是基于计算机实现的信息检索和处理方法主张专
利权的案件。Research Affiliates 案的判决中，法官认为该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而 RPL Central 案的判决认为该方法能够被授予专利权。
在澳大利亚，是否属于可授予专利权的主题的判断标准是是否产生符合自然
规律的效果。Research Affiliates 案中法官认为采用该发明的方法得到的索引属于
信息，而信息本身不能授予专利权。相反，RPL Central 案中的法官指出计算机
实施的操作（如检索、处理或展示信息）均具有可专利性，因为每个步骤均引起
了机器状态或信息的变化，产生了符合自然规律的效果。
目前两案均已提起上诉，预计 Research Affiliates 案将于 11 月举行听证会。
许

轶 编译，朱月仙 校译自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2c545ca1-d489-4f54-ae53-50e97cef02c3
原文标题：Did you miss them? - Four important patent cases in 2013
检索时间：2014 年 3 月 4 日

高智分析人员认为专利诉讼并未激增
2014 年 3 月 26 日，高智分析人员认为专利诉讼在减少，而没有激增。据有
关资料显示，2014 年 1 至 2 月专利诉讼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降低约 25％。2014
年 1 月仅 322 起诉讼案件，比 2013 年 1 月下降 34.3%，是 2011 年 10 月份以来
的最低水平。2 月份诉讼数量有所回升，但仍比 2013 年 2 月低 16.8 个百分点。
2011 年美国专利发明法案（AIA）禁止公司在一次诉讼中起诉所有涉嫌侵权
的人，要求企业多次诉讼造成了诉讼虚高的假象，实际被诉讼的公司数量没有大
变化。此外 AIA 禁止针对劣质专利的诉讼，并要求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复审争议
专利的有效性，导致复审数量翻番，诉讼数量下降。
许海云 检索，王春华 编译自
http://www.intellectualventures.com/insights/archives/what-explosion-in-patent-litigation
原文标题：What Explosion in Patent Litigation?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27 日

EDS 诉新合力案警示需选择正确的专家证人
2014 年 5 月 1 日，英国知识产权企业法庭（IPEC）对 EDS 公司（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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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ce Systems Ltd）诉新合力医疗公司（Synergy Health plc）一案作出判决，
判决结果表明：当利用显而易见性来举证专利无效时，原被告双方在诉状中明确
专家证人的技术领域非常重要；同时也强调了在选择专家证人时可能会出现的问
题。
1. 案由
EDS 公司起诉新合力和 Gravitas 公司侵犯一项制造拦河坝组件的相关专利，
该拦河坝组件类似沙袋一样用于防洪，该专利涉及的拦河坝组件包含用于吸收洪
水的吸水垫。
新合力是一家生产保健产品的公司，自 1994 年起，该公司已用专利所描述
的方法生产吸水垫。直到 2007 年，新合力的吸水垫完全用于医疗保健的目的。
在 2008 年 7 月（涉诉专利优先权日之前）至 2011 年 6 月间，新合力根据专利中
涉及的方法生产拦河坝组件并根据协议提供给 EDS 公司。
Gravitas 公司是一家防洪产品的制造商和供应商，Gravitas 公司制造和销售
的大量产品包含了新合力根据专利描述的方法生产的吸水垫。
新合力和 Gravitas 公司共同提出无效反诉，且新合力辩称已有在先使用。
2. 专家证人所属的技术领域
原告方没有否认在优先权日前专利中涉及的为医疗保健目的生产吸水垫的
方法为现有技术，但存在的争议是利用这个已知的方法制造拦河坝组件是否具有
创造性。
通常在英国，创造性的判断是基于发明对该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并非显而易
见。但欧洲专利局（EPO）和英国专利局（UKIPO）对判断创造性所使用的技术
人员的概念不同。在 EPO，判断创造性的技术人员必须是来自与现有技术相同
领域的人员，除非现有技术有迹象指向另一个技术领域；相反在 UKIPO，技术
人员则可以来自任何技术领域。技术领域的选择决定了技术人员了解的公知常
识。
在本案的案件管理会议（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期间，Gravitas 指出
专家证人应是吸水产品的制造商，但未明确该专家证人是来自个人卫生领域还是
来自防洪行业领域。法官允许原被告各请一名专家证人。基于 Gravitas 的请求，
EDS 邀请了一名来自个人卫生业务、专于吸水垫方面但不熟悉防洪领域的专家
证人。同时，新合力和 Gravitas 邀请了洪水管理领域的专家证人。
3. 审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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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审判阶段提出的观点，法官认为一个对拦河坝组件感兴趣的技术人员很
容易想到将现有的个人吸水垫技术放入拦河坝组件中，因此，法官最终判决涉案
专利的权利要求缺乏创造性。
法官认为主要问题是 EDS 没有在案件管理会议中对本案专家证人所属的技
术领域提出质疑。导致在审判时 EDS 没有证人可以证明在被告提及的防洪技术
领域技术人员所了解的公知常识。
4. 启示
该案例表明，在案件管理会议阶段，双方对于专家证人所属的技术领域必须
清楚，该案的审判结果凸显了正确选择专家证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 IPEC，因
为可传召证人的数量受到限制。
朱月仙 编译，许 轶 校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reports/Detail.aspx?g=bfa468fe-f477-4d38-b813-e888987457b8
原文标题：EDS Ltd v Synergy Health plc: be clear about technical fields - International Report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22 日

专家视点
美国富理达律师事务所发布水技术专利年度分析结论
2013 年 12 月，美国富理达律师事务所（Foley & Lardner LLP）发布了水技
术美国专利态势年度报告。报告重点关注了 2010 至 2012 年间授予的所有美国发
明专利。根据行业相关程度与专利活动的显著程度，报告将研究对象定义为 5 类
技术：水净化、海水淡化、水计量、灌溉、地下水。据报告统计，美国 2009 年
授予水技术专利 471 件、2010 年授予 377 件、2011 年授予 395 件、2012 年授予
557 件。截至 2012 年，与 2009 年相比，除海水淡化技术外，其他类技术的专利
活动均呈上升态势。2011 至 2012 年间出现的大幅增长，可能是由于水净化技术
的活跃。
对于 2010 至 2011 年水技术专利数量出现的一度下滑，报告认为可能是受到
2007 年后期开始的经济衰退影响所致。一般而言，大多数专利从申请到通过实
质审查再到获得授权需要两年半至三年的时间，实际情况取决于技术领域及其他
因素。2010 和 2011 年授权的美国专利，大部分的申请时间处于 2007 到 2009 年
间。这一时期，许多公司正在削减研发预算、研发人员和法务开支。这些削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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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响了专利活动。
2010 至 2012 年间，每年授予专利权数量最多的是水净化技术，数量最少的
是海水淡化和地下水。从专利授权数量反映出，最受关注的技术主题是：用于水
技术的封装或者结构组件（97 件）、池/塘过滤装置（60 件）、用于水处理的材料
和组合物（53 件）、用于水龙头、喷头、饮水机或者家用电器的净水装置（50 件）、
水处理系统/设备的控制或仪器（44 件）。

图 12 水技术美国专利（2008-2012 年）

报告提出 ，当 USPTO 的首 次实质 审查意 见是“授 权通 知（ Notice of
Allowance）”，而不是驳回时，首次实质审查通知可被看作是提示具有可专利性
可能的水技术的指标。通常，某技术主题领域内发布的此类首次实质审查通知越
多，就越可能提示这是潜在的专利空白区。由此报告认为：不仅最新的水技术才
可能出现专利空白区，根据 2010 到 2012 年的首次实质审查通知数量统计情况，
最大的专利技术空白区出现在水计量技术、水净化技术，专利空白区最少的是海
水淡化技术。
在企业的专利许可机会方面，报告指出：2010 年授权的水技术专利有 27%
属个人而非企业拥有，比 2009 年（21.2%）有明显增长；2011 年该比例仍保持
27%，至 2012 年下降为 20%。报告认为，在水计量技术领域，公司实体占有较
高的专利份额，因为技术的专业化和精细化使得该领域的市场准入障碍相对较
大；而个人拥有专利份额最高的领域是灌溉技术领域。
张 娴 检索，王春华 编译，张 娴 校译自
http://www.ip-watch.org/weblog/wp-content/uploads/2013/12/Wate-Report-2013-Summary.pdf
原文标题：Water Technology U.S. Patent Landscape Annual Report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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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公司总结 2013 年发明产业化市场重要事件
2013 年 12 月底，高智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对年度专利市场的重大事
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该文认为 2013 年对独立发明人、企业家、以及所有知识
产权的投资者们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年。专利作为一种重要的资产越来越被认可，
政府也进行了许多关于专利诉讼、专利流氓的制度改革。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
两个主题：一是发明产业化市场更加专业且充满活力；二是政府对专利制度的改
革风起云涌。
1. 专利价值持续上升
从 2012 年谷歌主要为了专利权而斥资 125 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公司的
事件中，已能看到专利价值上升的端倪。事实上，专利的购买和销售从未停止过，
企业和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投资。
2013 年 2 月，由高智公司和 RPX 公司主导的财团斥资 5.25 亿美元收购了柯
达公司数字影像技术的相关专利。
2013 年 9 月，微软花费 50 亿美元收购诺基亚的手机业务，其中超过 20 亿
美元用于收购诺基亚的移动通信专利权。
2013 年 11 月，岌岌可危的智能手机公司黑莓获枫信金融控股公司（Fairfax
Financial Holdings）等股东 10 亿美元注资。据分析家们估计，黑莓公司的专利
价值在 20 亿美元以上。
2013 年 12 月，美国防御性专利联盟（Allied Security Trust，AST）宣布公开
拍卖广泛用于计算机芯片架构的 400 多件专利，这些专利是 AST 花费 3.5 亿美
元从 MIPS 技术公司收购的。
2. 投资者认可专利作为银行资产
银行和投资公司越来越认可专利作为贷款的担保是足够稳固的，金融机构对
专利价值的评估也越来越熟练，这使得发明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更加专业、充满活
力。
2013 年 3 月，峰堡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创建了一个新的小
组专门为公司提供以专利组合作为担保的债务融资服务。
2013 年 12 月，法国阿尔卡特朗讯公司很大程度上是以该公司拥有的 29000
项通讯相关的专利组合作为担保，而达成了一项价值 21 亿美元的融资交易。
3. 专利持有人找到新的方法组建高科技初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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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公司开创了通过购买、销售、许可专利而产生收益的商业模式，目前开
始涉及与合作伙伴开发新技术，同时为他们寻找新市场的业务。
高智公司持续为自身技术的商业化分拆出新公司。2013 年 8 月，Evolv
Technologies 从 高 智 公 司 分 离 ， Evolv Technologies 公 司 主 要 提 供 超 材 料
（metamaterials）检测方面的商业服务。
制造企业为他们的现有专利发现了新的应用领域。2013 年 4 月，美国通用
电气公司（GE）与创意众筹网站 Quirky 开展了广泛的专利共享合作。Quirky 改
造 GE 原先主要用于大型设备的技术，使之用于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控制
的消费电子设备中。目前，Quirky 已获得 1.7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其中 3000 万
美元来自于 GE。
4. “专利流氓”失去了原有的含义
“专利流氓”通常被定义为持有专利，收取专利许可费，但不生产产品的公
司，从而一直遭受批评家们的抱怨。但是当从大学至经营性企业的各个机构在抵
御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均被指控是“专利流氓”时，商业模式和抵御侵权行为之间
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区分。“专利流氓”的含义令人混淆。
2013 年 7 月和 9 月，波士顿大学控告包括苹果和微软在内的几十家公司侵
犯其拥有的一项薄膜半导体相关专利。
2013 年 9 月，卡内基梅隆大学控告芯片制造商 Marvell Technology Group 侵
犯硬盘驱动器数据筛选的相关专利，获得了 11.7 亿美元的赔偿金。
2013 年 10 月，Rockstar 财团起诉谷歌等数家智能手机生产商专利侵权。
Rockstar 财团也不生产产品，但它却是由苹果、微软、爱立信、索尼等大型生厂
商所组成的财团。
5. 专利大战成为政治战争
高智公司认为，华盛顿是应对“专利流氓”政治战争的最前沿。他们支持一
些遏制“专利流氓”的想法，如奥巴马政府为提高专利质量所做的努力，以及在
侵权诉讼中败诉方支付胜诉方律师费的提议，因为这可以阻止一些不必要的诉
讼。然而，2013 年 8 月，美国政府责任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的研究结果颠覆了许多传统的批评意见。GAO 认为，专利诉讼增长的数
量远低于批评家们声称的数量，且大部分专利诉讼并不是由“非执业实体”，而
是由“运营型企业”提出。改善专利制度最重要的是提高专利质量，而将重点放
在“非执业实体”上，是摆错了位置。
朱月仙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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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tellectualventures.com/insights/archives/looking-back-on-2013-the-marketplace-forinvention-comes-of-age/
原文标题：Looking Back on 2013: The Marketplace for Invention Comes of Age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8 日

美律师总结 2013 年绿色知识产权热点
2014 年 1 月 13 日，圣地亚哥专利商标律师 Eric Lane 发表文章，回顾了 2013
年绿色知识产权的 7 大热点事件。
1. 太阳能专利数量急剧上升
据每季度发布的清洁能源技术专利增长指数（CEPGI）显示，2013 年以前，
燃料电池专利数量常年位列首位。但 2013 年 CEPGI 第二季度报告显示，太阳能
领域在该季度共被授予 246 项专利，而燃料电池则被授予 209 项专利，太阳能首
次击败燃料电池，说明太阳能领域的创新正在快速推进。
2. 生物燃料专利大战迅速发展
2012 年 Gevo 与 Butamax 之间的专利诉讼是当年的热点问题，这是首次涉足
生物燃料的专利诉讼。2013 年生物燃料相关的专利诉讼仍然非常活跃：不仅 Gevo
与 Butamax 之间持续他们的生物丁醇专利大战；丹麦酶生产商诺维信公司
（Novozymes）也活跃在法庭上，丹尼斯克（Danisco）公司在与诺维信公司的简
易判决中获胜诉；GreenShift 公司扩大其乙醇生产的专利执法行动；Neste 公司
的生物柴油专利诉讼则因涉案专利的复审而中止。
3. LED 制造商因漂绿（Greenwashing）赔偿 2100 万美元
美国司法体系对漂绿进行严格的处罚。LED 灯制造商 Lights of America 因违
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令第五章（Section 5 of the FTC Act），对 LED 改造灯的
光能和使用寿命信息进行虚假陈述，被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决赔偿 2100 万美元。
4. 中国华锐风电公司（Sinovel）在美面临刑事诉讼
美国超导公司（AMSC）和华锐风电公司（Sinovel）的版权和商业秘密纠纷
是 2012 年的热点新闻，那时主要涉及民事诉讼。但 2013 年，美国司法部起诉华
锐风电盗窃商业秘密和版权侵权涉及刑事诉讼。起诉书称，华锐风电公司的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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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以及 AMSC 一名前雇员非法获取涉及 AMSC 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专有的
源代码、软件、设备设计和技术图纸，给 AMSC 带来了超过 8 亿美元的损失。
5. 新的漂绿 2.0 犯罪行为
2013 年，一种新的漂绿 2.0 犯罪行为出现，即由政府机关带来的环境犯罪和
欺诈行为。如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名为 Executive Recycling 的回收公司和当地的一
些政府官员已被判处监禁和罚款，因为他们谎称回收的阴极射线管等电子废弃物
已在美国得到正确的循环利用，事实上他们把这些电子垃圾卖到了中国等其他国
家。
6. 波士顿大学引领 LED 专利诉讼
2013 年 LED 相关专利诉讼继续增长，波士顿大学起诉了包括友达光电、黑
莓、戴尔、富士胶片、宏达电、伊士曼柯达、奥林巴斯、夏普和索尼等数十家公
司。涉诉专利 US5686738 名称为“高绝缘单晶氮化镓薄膜”。
7. 绿色专利公关
清洁技术领域竞争激烈，而公关是在这一竞争激烈的行业立足的工具之一。
绿色专利的公关活动非常普遍且易引起争议。如在杜邦公司（Dupont）起诉贺利
氏公司（Heraeus）侵犯光伏浆料相关专利后，杜邦这一化工巨头马上发出了有
关提起诉讼和被盗窃清洁技术知识产权的新闻稿；贺利氏公司则推出了有关不正
当竞争反诉和威胁另行起诉的新闻稿。研究表明，清洁技术公司相关的公关活动
大多围绕专利事务，尤其涉及专利诉讼问题。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greenpatentblog.com/2014/01/13/the-top-green-ip-stories-of-2013/
原文标题：The Top Green IP Stories of 2013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29 日

美国 CCIA 专家评论 ICT 领域标准制定
面临的专利挑战
【摘要】2013 年 12 月 30 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数字化商业中心员工兼计算
机与通信行业协会高级研究员 Brian Kahin 针对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发
布的《全球经济背景下标准制定所面临的专利挑战：ICT 领域相关经验》报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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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专利与标准问题进行了探讨，概括有四项主题内容：（1）中国的标准与专利的
情况；
（2）Royalty-Free 许可协议（FRAND-RF）；
（3）专利和标准对照；
（4）披露、
转移和禁令。

2013 年 12 月 30 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数字化商业中心员工兼计算机与通信行业协会（ Computer &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CCIA）高级研究员 Brian Kahin，针对美国
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此前发布的《全球经济背景下标准制定所面临的专利挑战：
ICT 领域相关经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就当前专利与标准问题发表了评
论。Brian Kahin 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
1. 中国的标准与专利情况
由于中国积极将标准和专利作为补充要素加入其自主创新政策中，有关中国
的调查部分备受关注。Brian Kahin 评论，
《报告》认为中国“轻视专利权人利益”
的说法显然失实。虽然中国对商标和版权的保护的确令人担忧，但是中国一直大
力推动专利申请，包括受到国际舆论指责的大量公告和实施的实用新型专利，以
及年授权数为美国 18 倍的外观设计专利。
Brian Kahin 认为，中国的标准战略相对于美国来说并无异常。欧洲同样拥
有一套侧重于市场整合的独特的标准战略，且直到最近才接受由美国主导的国际
工业驱动联合模式（global industry-driven consortium model）。此前，法国和其他
欧洲国家认为标准（例如模拟电视的 SECAM 标准）仅仅是传播技术和影响力的
工具。美国也一直以局外人的身份有限地参与标准政策的制定，但是联邦政府对
国际标准体系之外的互联网标准的支持在标准发展过程中起着长期传奇性的影
响。任何人无需许可即可免费使用互联网核心标准，这没有法律规定但已达成共
识。同时，在国家法定标准是否需要支付专利使用费的问题上，中国陷入了长期
的法律争议。中国的制造商支付高额 DVD 专利使用费而无利可图的事件中，中
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当中国制造商制定了代替性标准（AVD）后，向其收
取的 DVD 专利使用费大幅下降。
《报告》中也提及了图像压缩文件的类似案例。
以上两个案例都涉及到了专利池，其专利使用费叠加问题相对突出。自下而
上来说，《报告》认为的使用费叠加是经典古诺模型的补充问题——即每个核心
专利权人为寻求最大回报而对其他人进行专利阻遏。但是自上而下来说，使用费
叠加将引发涉及专利激励的相对价值、标准化的社会效益和制定不同规模新兴经
济体相适宜的策略等疑难问题。Brian Kahin 指出，虽然《报告》对中国在制定
标准过程中排斥外来者参与的行为表示批评合乎情理，但是中国为限制专利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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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中的作用所做的工作值得更全面、更细致的讨论。
2. Royalty-Free 许可协议（FRAND-RF）
《报告》发现，调查的 12 个 SSOs 组织中的一半要求或偏向于采用
Royalty-Free 许可协议（买断式使用授权），但是 Royalty-Free 许可协议的参与度
却相当有限。Brian Kahin 认为，事实上人们确实对 Royalty-Free 许可协议的有利
条件存在困惑。例如，第一个版本的欧洲互用框架指定采用 Royalty-Free 许可协
议，而最初指定的欧盟委员会竞争总署（DG COMP）指南草案曾公开反对 SSOs
采用 Royalty-Free 许可协议。
Brian Kahin 指出，《报告》列举了人们广泛而迅速接受 Royalty-Free 许可协
议的诱因，但并没有注意到其他可能促使公司采用 Royalty-Free 规则的因素，包
括：互补性资产、前置期和学习曲线的优势、名誉、互惠原则、更低的交易成本
以及减少参与人的策略性行为。遗憾的是，这个遗漏加深了人们的错误理解，认
为专利不应该进行 Royalty-Free 许可，否则的话专利权人将无利可图。例如，
Holderman 法官在最近的案例中提到，
“合理非歧视原则（RAND）的回报率一定
要设置得足够高，以确保发明者在未来愿意进行研发投资，并将发明成果贡献给
标准制定。为了制定出有价值的标准，RAND 原则必须确保有价值的知识产权所
有人会得到合理的使用费收入”。
3. 专利和标准对照
《报告》将过去 25 年专利公布数量的增长解读为专利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但也有分析认为这是专利质量下降的标志。目前美国每年有超过 250000 件专利
授权，其中有一半的专利涉及“软件相关的”领域（即 ICT 领域）。
Brian Kahin 指出，由于数量太多，单件专利的价值被稀释从而导致重要性
降低，因此专利组合显得更为重要。如果根据产品或部件的实际交易情况采用恰
当的分摊体系来计算使用费，当产品价格保持不变且功能增加时，那么单件专利
的价值将会减少。另一方面，就专利主张实体（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PAEs）
能够利用专利从沉没投资或繁杂的协议中抽取价值这一点来说，专利将在专利市
场变得更有价值。
Brian Kahin 认为《报告》在考察标准的互操作性时忽略了市场的动态影响。
根据 Brian Kahin 的分析可知，虽然目前缺乏用于解释 SSOs（以及专利池）及其
政策之间差异的类型学理论，然而，相比于需要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行业，软件
行业更偏向于 Royalty-free 规则，这使得在准入门槛、高投资需求、股权收入以
及管理高额专利交易成本的能力等方面，专利的合法性能够得到证明。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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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信息交换薄弱且任意的标准与基于雄厚技术的严格标准之间的对照发现，前
者拥有少量专利，后者拥有较多的专利。另一个问题是在技术发展的下一阶段，
标准是否仅用于形成成熟的产品，抑或成为新市场开发和合法化的工具？此外，
《报告》也没有讨论标准市场的具体形式。标准之间和标准组织之间的是否存在
竞争？企业和 SSOs 并不喜欢重复的工作，但是在自由市场中，相比最优性能版
本的标准，很难拒绝可购性高的标准。尽管替换性标准并未成功，但是中国通过
采用替换性标准似乎降低了使用费的支出。除性能和质量的简单要求外，确实存
在许多可能的技术和市场因素的权衡。
Brian Kahin 指出，
《报告》未能正面解决这些较大的问题，失去了深入了解
专利和标准之间关系的机会。从《报告》的讨论中可明显看出，在 SSO 的实践
中存在大量的矛盾以及对例如 FRAND 规则等基础问题的抵制。实际上，ICT 标
准和 ICT 专利在知识的管理、评估和利用方面存在根本的区别。经市场检验的标
准必须是经同行评议、编码化、明确沟通、共同制定且成功实施的知识。相比之
下，专利适用的是单方审查程序（即首次申请的 18 个月中完全保密），除非审查
员能够提出充足的不接受理由，否则必须授权。标准是由成百上千的专家长期努
力工作的结果，专利与标准完全不同，它可能是由单个政府雇员匆忙授权，往往
基于不合理的有效性假设且并没有制定一个工作模式。尽管是纳入标准的包括资
源（包括多方的专利技术）、磋商、验证和信赖利益等多个内容，但是从法律、
制度和政治上来说标准服从于专利。
Brian Kahin 认为《报告》并没有正视标准与专利之间的本质区别，但它仍
然有助于强调数字化产品中的分摊问题，例如微软与摩托罗拉的诉讼。也就是，
专利使用费应反映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技术的相对价值、标准本身和它包含在产品
和部件中的 SEPs 的相对价值。在这个框架下，标准是专利和产品之间的媒介基
准，因此，了解每个标准中 SEPs 的准确数量和市场化产品中标准的数量将是有
益的。尽管某些元素的实际价值很难被确定和评估，但是也应当给予同等地考虑，
包括公共领域的技术、设计、集成、验证、市场研究、营销等等。
4. 披露、转移和禁令
任何分摊机制的实行都需要了解，对于标准来说，什么样的专利是真正必要
的。但是考虑到数字技术的精确度和预测性，与专利的对接明显是低效且不确定
的。这并非是标准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专利问题，而且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报告》指出企业认为搭建自己的专利组合过于昂贵和不确定，因此他们反对完
全披露。在一些 SSOs，不需要披露和允许全面披露的情况同时存在。Brian Kahin
提到，中立的研究发现，WCDMA 和 GSM 两项标准中 30%的 SEPs 才需要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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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时放弃披露也是合理的。
同样地，许可也远不及人们认为的严格。《报告》指出，大型企业之间普遍
存在专利组合交叉许可的情况，这能够避免专利单件计价并降低成本和诉讼风
险。而交叉许可通常并不区分 SEPs 和非 SEPs。同时，由 DG 公司委托的研究发
现，许可通常不会从小公司中寻找。Brian Kahin 指出，实际商业操作总是采用
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而《报告》则提倡更正规的法律方法。相比之下，
FRAND 承诺和许可应当遵循和绑定其引用或适用的 SEPs，这点似乎并不存在分
歧。
Brian Kahin 指出法令救济是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委员会无法达成一致
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许可承诺中受 FRAND 规则约束的 SEPs 是否应当提起
诉讼以取得法令救济。大部分人都认为不行，并进一步指出在法令下达之前应考
虑确定损失和有效性。少部分则认为法令是争端解决的唯一方法。
尽管在美国专利实践中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本身的作用是违背“国际准
则”的，但是专利权人仍然能够通过 ITC 获得禁止令，禁止企业销售进口产品。
根据 2006 年的有关易趣的诉讼判决，联邦地区法院必须考虑包括经济赔偿的充
分性在内的四项因素后才能授予禁令。
背景链接
《全球经济背景下标准制定所面临的专利挑战：ICT 领域相关经验》报告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是美国研究委员会（NRC）应美国专利与商标局（USPTO）
提出的“对 SSO 专利或知识产权政策抽取一个样本进行调查，评估其在实际操
作中的效力，并推荐改进措施”的要求制定的。
《报告》主要关注了 12 家领先的
国际 SSO[8]针对专利披露、许可条款、专利所有权转让和其他在为消费类电子产
品、微电子产品及其相关的软件和组件以及包括互联网在内的通信网络制定技术
标准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处理方法。具体内容包括：许可标准关键专利（SEPs）
的注意事项；披露 SEPs 的条件（应对所有 SSO 透明公开，披露信息公开化，以
及考虑例如请求更新措施来提高披露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许可承诺的转移（建
议政府“增加专利所有权和标准信息使用的透明度，以提升专利质量和减少国家

[8] 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nterna
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IEC)，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ITU），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
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
ds Institute，ANSI），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推进信息结构化标
准组织 （Organiz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tructured Information Standards，OASIS），国际贸易协
会（VMEBus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VMEVITA），万维网联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Forum，HDMI），近场通讯论坛（Ne
arfield Communications Forum，N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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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法律冲突”的措施）；针对许可承诺专利的法令救济（《报告》称 FRAND 承
诺应该对许可方寻求救济的权利进行限制）。此外，《报告》针对专利局和 SSOs
的信息共享政策，介绍了中国、印度和巴西的标准制定过程和政策情况。
张

娴 检索，李姝影 编译，许 轶 校译自

http://www.ip-watch.org/2013/12/20/another-look-at-patents-and-standards/?utm_source=feedbur
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ip-watch+%28Intellectual+Property+Watch
%29
原文标题：Patent Challenges for Standard-Sett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3 日

英知识产权律所质疑印度药企专利创新能力
英国专利与商标律师事务所 Withers & Rogers LLP 研究发现印度制药企业近
年专利申请活动显著提升，质疑这是否真的反映该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具备了更强
的创新力。该研究指出近 12 年印度药企的制药专利国内申请年均增长率达 12%，
欧洲同行专利申请却在急剧下滑，但 12 年中欧洲专利申请有 35％覆盖新药化合
物、印度专利申请不足 15％涉及潜在新药；印度专利增长大多是关于现有药物
的制备工艺、新配方和新的晶型。
报告联系中国已面临如何从“世界工厂”演变为高度创新的自主知识经济体
的难题，中国政府为此一度出台激励措施鼓励本土企业申请更多专利，但现在正
缩减这类措施，因为意识到专注于专利数量可能对专利质量带来不利影响，且专
利并不是绝对的创新指标。研究认为印度政府应创造和培育创新环境才更可能带
来更高质量的专利申请，涵盖有价值的颠覆性技术，更可能吸引海外重大投资。
首要步骤之一是要解决在许多海外投资者眼中印度敌视知识产权的商业环境，否
则印度的生命科学企业要想成为创新引领者将面临更大挑战。
张

娴 编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g=f501d31a-870b-4cb4-a416-68df3188a034
原文标题：India needs more than increased patent filings to become an innovation powerhouse
检索日期：2014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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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哈佛研究员称生物制药公司将成为
“专利流氓”下一目标
2014 年 2 月 14 日，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律学院教授 Robin Feldman、哈佛
大学法学院学术研究员 W. Nicholson Price 发布一份题为“专利流氓：为什么生
物制药公司濒临危境”的研究报告。报告预测生物制药公司将成为“专利流氓”
的下一目标。
专利流氓（patent trolls），也被称为非执业实体（non-practicing entities）、专
利主张实体（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或专利货币化机构（patent monetizers），是
近年来立法和监管改革的重点。目前关于“专利流氓”的政策和学术辩论一直围
绕着软件和高科技产业。传统观点认为，与移动通信等产业不同，生命科学领域
的药物、护理及相关产品由极少数的专利所支撑，专利货币化机构的机会很少，
因此生物技术和制药产业不需要担心“专利流氓”问题。
报告从理论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发现生物和制药产业很容易受到专利
货币化手段的影响：从理论上看，专利货币化机构多元化拓展潜在的目标，而药
品行业的监管限制可能使专利阻滞（patent holdup）的代价尤为高昂；从实证分
析看，报告考察了五所领先大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利，对大学持有的这些专利
进行粗略的调查，评估其被非执业实体主张的可能性。报告认为，通过即使粗略
的调查都能发现这些大学持有的专利对专利货币化机构而言极具吸引力，许多专
利具有许可给专利货币化机构的潜在可能性，将对行业和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大学在专利组合货币化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有报告显示，仅 5%的
专利获得了许可。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也在 2013 年宣布正在重新审视“此前建
议不要向非执业实体转让专利”的有关政策，同时在博客上建议，大学进行专利
许可的最佳方法可能是外包给非执业实体。
不仅大学面临许可的压力，生物制药行业本身也错过了从知识产权获得更多
收益的机会。公司由于受时间和监管等方面的限制，虽然拥有许多自身并未使用
的专利，但往往缺乏运行许可方案的动力。其实，潜在可主张的专利很可能不仅
仅存在于大学持有的专利中，也可能存在于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的专利组合中，
不论大型或小型的公司，他们都可能采取类似高科技领域的做法，将专利授权给
竞争对手。
报告指出，虽然专利货币化机构出现在生物、医药等行业并非不可避免，但
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在针对专利货币化机构相关问题提出可能的政策解决方案
时，必须将这种威胁的可能性考虑在内。
朱月仙 编译，田倩飞 校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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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95987
原文标题：Patent Trolling—Why Bio & Pharmaceuticals are at Risk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3 日

美律所发文探讨全球专利流氓现状
2014 年 2 月 16 日，美国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Michael Best & Friedrich LLP
发文探讨除美国和欧洲国家之外的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
和俄罗斯等国的专利流氓活动特征，并就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1.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专利流氓的活动受到限制，并没有美国活跃。可能的影响因素
有：
（1）原告在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时需提交“真诚行动声明”（genuine steps
statement），内容包括：为解决争端已采取的相关措施；或者指明未采取措施的
理由。原告提交的“真诚行动声明”副本将被提供给被告，被告将在第一次法庭
听证会前据此提交己方的“真诚行动声明”。如某一方没有采取措施或不能提供
声明，可能会导致其无法得到法庭的完全支持或产生不必要的费用；
（2）专利侵权诉讼几乎毫无例外会遭到反诉，要求撤销相关专利权。此类
侵权和撤销诉讼通常由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专利事务经验丰富的法官审理；
（3）判决通常要求败诉方向对方支付一定的费用，约为胜诉方律师费的 50%
以上。即使专利流氓赢得诉讼，所获的赔偿也不大可能支付他们的实际诉讼费用；
（4）澳专利法规定，任何人在受到不合理的侵权诉讼威胁时，可以向法院
申请限制令并要求赔偿损失；
（5）澳大利亚诉讼投资商业运作模式的缺失也是澳专利流氓活动较少的原
因之一。失去了第三方诉讼风险投资，专利流氓就必须准备充足的资金用于侵权
诉讼。
2. 巴西
巴西不存在专利流氓活跃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专利权人获得侵权赔偿的时
间周期过长。在巴西，专利权人通常要经历三级审判（初审法院——上诉法院—
—高级法院）才能确认侵权事实，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耗费长达十年的时间才可能
获得损害赔偿。旷日持久的诉讼程序违背了专利流氓的典型操作模式，限制了专
利流氓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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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拿大
加拿大存在少量的专利流氓活动，但并没有达到美国的程度。主要的原因有：
（1）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并没有采用专利继续或部分继续申请
（continuation-in-part）机制，对待专利分案申请也相当谨慎；
（2）加联邦法院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专利权人须在侵权诉讼受理之前提
供费用的担保；
（3）加联邦法院极少同意使用诉前临时禁令（interlocutory injunctions），而
且有权判决败诉方支付胜诉方的诉讼费；
（4）专利流氓很难在加拿大找到偏向于原告的法院（plaintiff-friendly court）。
4. 中国
中国境内专利流氓的活动并不活跃，但是，一些中国企业，如华为和中兴，
已参与了专利流氓发起的几项境外诉讼。专利流氓在中国不活跃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的侵权损害赔偿与美国相比相当低。
具体来说，中国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是根据专利权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
人获得的收益来认定的。专利流氓不会具体实施专利，因此很难计算出实际损失。
退而言之，如果不能确定实际损失或侵权方收益，赔偿额的设定可以参考专利实
施使用费的适当倍数。再者，如果实际损失、侵权方收益及专利使用费均无法确
定，法院可以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等因素，判决额度为 1 万到 100 万
人民币的赔偿。
5. 印度
在《2005 年专利（修订）案》颁布前，印度在信息技术和通信领域的专利
流氓活动相当普遍。2005 年法案颁布以后，专利流氓的活动急剧下降。这是由
于 2005 年法案引入了一系列的规定，包括不授予专利权主题的详单，严格的授
权前异议期，授权后异议程序等内容。
印度的专利法虽然不禁止专利流氓的存在，但对专利流氓的生存却具有极大
的威胁。例如，专利法规定授权专利必须在印度本土实施，否则将会被强制许可。
6. 日本
日本不存在大量的专利流氓活动。但是，一些日本企业，如索尼、东芝和富
士通，已参与了专利流氓发起的多项境外诉讼。虽然日本专利法允许专利权人自
由使用其权利，但是日本的专利侵权诉讼每年也只有 100 到 200 件。此外，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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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的损害赔偿额度也远远小于美国法院。
7. 俄罗斯
俄罗斯的专利流氓活动相当活跃。究其原因是俄罗斯的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制
度的存在。在俄罗斯，实用新型仅要求具有新颖性而不要求具有创造性，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无需实质审查即可授权，而且根据俄专利法，实用新型专利权人与发
明专利权人享有范围相同的专有权。
此外，俄罗斯专利侵权和专利无效属于不同的执行系统。在专利侵权诉讼中，
被告不能主张专利无效。这使得专利流氓无需担心专利被无效，从而能够更轻松
地发起侵权诉讼。
许

轶 编译，朱月仙 校译自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e6a23668-b328-42b3-bfff-06d54b2d33ee
原文标题：Patent trolls: a global perspective
检索时间：2014 年 3 月 5 日

美高校教师质疑现行专利所有权归属制度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堪萨斯会议主席、堪萨斯大学副教授 Ron Barrett-Gonzalez
认为现行的专利所有权归属制度会限制那些想在暑假期间为私营企业工作的学
者，从长远看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让所有的大学教师签署一份协议，同
意“为执行大学的工作任务，涉及大学的相关研究或使用大学资源产生的成果，
专利所有权归大学所有”。堪萨斯大学工程系的 130 多位教师曾通过一项决议，
要求大学将这一专利所有权归属的规定从就业协议中删除，以便让研究人员在暑
假进行私人的工作，而不用担心创造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Ron Barrett-Gonzalez
指出希望能通过立法，消除学术研究人员和私营企业合作的障碍。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2/26/kansas-professors-challenge-university-policy-holds-pat
ent-rights/
原文标题：Kansas professors challenge university policy over who holds patent rights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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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智公司抨击“专利诉讼”五论点
2014 年 2 月 18 日，美高智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首席政策顾问 Russ
Merbeth 针对当前盛传的“专利诉讼”五论点发表抨击评论：（1）专利诉讼爆炸
说：评论称研究表明专利大战在每一个新技术的浪潮中都会爆发，而目前涉诉专
利所占的比重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2）超 50%的诉讼由专利流氓发起：评论援引
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研究表明，2007 年至 2011 年间仅五分之一的专利诉
讼来自非执业实体（NPE）；（3）非执业实体相关的专利诉讼增加 290 亿美元社
会成本：Russ Merbeth 认为，约四分之三的成本是给专利权人的许可费和安置费，
这对整个社会来说并不是成本或无谓的损失；（4）专利诉讼爆炸阻碍技术创新：
该评论称 2013 年风险投资资金飙升至 2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且风险投资规模
最大、增长最快的软件领域，也是专利总量增长最快的领域；
（5）非执业实体是
流氓：Russ Merbeth 认为，经营型企业和非执业实体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一些
大的科技公司本身也拥有非执业实体。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intellectualventures.com/insights/archives/five-fairy-tales-to-quash-in-2014
原文标题：Five Fairy Tales To Quash in 2014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3 日

台省律所探讨专利双重申请新规定
2014 年 3 月 19 日，台湾省万国法律事务所合伙律师 Yulan Kuo 就“台湾知
识产权局”新发布的“专利审查指南”中有关相同发明创造同时申请发明和实用
新型专利的双重申请制度（dual filing system）的改革发表评论。
台湾专利制度允许同一申请人就相同发明创造于同日向“台湾知识产权局”
分别提出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相比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程序，上述双
重申请制度允许发明创造仅需通过简单的形式审查就能快速获得专利授权。如果
后期发明创造获得发明专利授权，为避免重复授权，申请人可以选择放弃在先实
用新型专利权。
评论认为，台省“专利法”修改之前，关于双重申请制度的主要争议在于选
择发明专利授权时原专利权的存续问题。原“专利法”规定，当发明专利申请获
得授权时实用新型专利权视为自始无效。这对专利权人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如果专利权人选择了发明专利，则失去了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早期保护；反之，如
果专利权人选择了实用新型，则只能获得 10 年的保护期。鉴于上述原因，2013

知识产权动态

131

年 6 月 13 日生效的“专利法修订案”修改了双重申请制度，允许专利权的持续
保护。新的双重申请制度规定，如果申请人选择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自
发明专利公告之日起终止。
作者指出，2014 年 1 月生效的“专利审查指南（2014）”详细解释了新的双
重申请制度的要求，对实际操作具有指导意义。新专利双重申请制度只针对 2013
年 6 月 13 日后提交的申请有效，且必须符合以下五点要求：
（1）“同一申请人”，指的是双重申请的专利申请人应为相同申请人，特别
是在申请提交、规定时限选择通知、缴费通知及专利授权的时间点；
（2）“同日”，是指提交双重申请的发明和实用新型的申请日和优先权日应
该一致，其分案申请提交日也应保持一致；
（3）“相同的发明创造”，指的是发明申请公开的权利要求应与实用新型申
请公开的权利要求相同；
（4）“分别提交声明”，是指就相同发明创造同日提交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必须在申请文件中分别做出相应的声明，分案申请可以引用原案专利申请
的声明；
（5）“实用新型专利已授权并未当然消灭或撤销确定”，是指在发明专利授
权以前，实用新型专利权存在且有效。
许海云 检索，许 轶 编译，许海云 校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reports/Detail.aspx?g=107ce87f-baa9-489f-8585-386932a93fd8
原文标题：TIPO releases new Examination Guideline to clarify dual filing system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20 日

美风险投资协会提示专利诉讼改革措施风险
2014 年 3 月 21 日，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NVCA）致信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对当前国会正在讨论的专利诉讼改革措施
的一些意见。
（1）关于“律师费转移支付”。NVCA 反对强制性的规定，因为这“过于简
单化地处理专利流氓问题，错误地认为专利流氓在大多数案件中会败诉”。而事
实上，该规定对原告和被告都将产生影响。尤其是小公司在面对较大的竞争对手
时，不管作为原告或被告，都将处于不利的位置。因此，NVCA 建议，应当在现
行的专利法律条款下酌情使用“律师费转移支付”制度。
（2）关于“专利所有权透明化和案件合并审理”。NVCA 对“专利所有权透
明化”制度没有意见，但担心与“案件合并审理”相链接可能会产生问题。NV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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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假如包含一些条款允许专利案件的被告揭开原告公司的面纱，让胜诉的被
告看到股东的情况，这对风险投资来说很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3）关于“在授权后异议程序中废除禁止反悔原则”。NVCA 认为，禁止反
悔原则是支撑《美国发明法案》的基础，如果废除将会损害国会的信誉。
（4）关于“恶意的侵权警告信”。NVCA 支持采取立法行动。
（5）关于“扩展针对商业方法专利的过渡程序”（Transitional Program for
Covered Business Method Patent，CBM）。NVCA 并不是对任何软件专利都反对
CBM 审查，但指出没有人能准确区分各种软件的界限。
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都涉及风险，而且往往创新突破越大，风险也越大。
NVCA 认为，国会应该对专利制度的改革进行仔细评估，因为几乎所有的变化都
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某些公司和特定行业的风险/收益平衡。虽然知识产权在
某些创新型企业的商业模式中并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但对另外一些企业来说，
通过专利和法律保护来对抗竞争对手是生存必不可少的手段。对专利执法进行
“一刀切”的做法，很可能会对一些小企业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同时也可能对
投资积极性产生重大影响。但 NVCA 也意识到，专利执法的滥用行为需要加以
解决，可以通过法院审判或法律法规改革。
许海云 检索，朱月仙 编译，许海云 校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g=b945ec4f-ec62-4d0c-aaec-1ae59585115a
原文标题：Letter to Congress shows that the USVC community sees major risks in patent
litigation reform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24 日

美高智公司论证软件专利的创新性
针对当前软件专利反对人士声称的“软件专利对技术、创新和文明的发展存
在威胁，其垄断正在扼杀创新、阻碍竞争”，
“专利商标局授权了太多的软件专利，
软件通常涉及显而易见的算不上发明的想法，软件专利相关诉讼过多”等言论，
2014 年 3 月 13 日，高智公司副总裁、首席知识产权法律顾问 Phyllis Turner-Brim
发表评论，认为软件对创新作用巨大，同时这些软件的创新最终使消费者受益。
Turner-Brim 的观点主要包括下述 4 个方面。
1. 软件和硬件发明之间界限模糊
所有人都认可新的电路和芯片是可授予专利权的主题。计算机工程专家曾阐
述过将软件和硬件区别对待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软件的任何功能也可以通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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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成为一件电子设备。如手机利用数字信号处理器执行数据处理的功能，显卡
执行的图像处理指令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编写软件实现。使用硬件还是软件只是一
个设计的选择：软件更容易更新和改变，而硬件在耗电量大的应用程序中非常有
用。仅仅将一项发明编写成软件代码不会减少发明的创新性。
2．软件专利相关诉讼并未泛滥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软件专利诉讼存在某些特有的问题。根据普华永道发表的
分析报告显示，在最近的 6 年（2006 至 2011 年）中，软件专利相关诉讼仅占总
量的 7%。诉讼案件数量在消费类产品、生物制药、计算机硬件、工业建筑、医
疗设备之后，位列第六。软件专利相关案件的平均损失在所有行业中基本处于中
等水平。
3．软件专利并非低质量
来自专利局的经济学家们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专利审查员驳回软件专
利申请的比例比非软件申请的比例略高；而这些驳回的申请被上诉委员会法官肯
定的比例也比其它技术领域更高。该研究还表明，在最近的三星、谷歌、苹果的
智能手机大战中，法院对软件专利的无效诉讼中 80%判决维持有效。
4．软件专利不易过时
当前普遍观点认为，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软件发明会很快过时。现有的制
度让专利权人可以通过不缴纳维持费很容易地放弃专利，从而淘汰本领域过时的
发明。然而 Kimberly A. Moore 法官的一项研究表明，与生物技术和制药相关专
利相比，软件专利在整个保护期维持有效性、不中途放弃的可能性更大。
许海云 检索，朱月仙 编译，许海云 校译自
http://www.intellectualventures.com/insights/archives/software-patents-just-because-its-in-code-d
oesnt-mean-it-isnt-an-invention
原文标题：Software Patents: Just Because It’s in Code Doesn’t Mean it Isn’t an Invention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3 日

美加州大学教授：产业资助的学术发明能推动创新
【摘要】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Brian Wright 等针对加州大学系统 9 所大学及 3 所国家实
验室 1990 至 2010 年的 12516 项发明及相关许可进行分析，发现产业资助的学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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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能推动创新、促进专利产出和许可，且这些发明专利的被引频次更高。

2014 年 3 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公布了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Brian
Wright 主持开展的一项科研成果，该科研项目由 NSF 社会、行为和经济科学部
资助。Brian Wright 等针对加州大学系统近 20 年（1990 至 2010 年）的发明专利
及其许可进行分析后，发现产业资助的学术发明能推动创新，促进专利产出和许
可。Brian Wright 等已将分析结果撰文发表于《自然》杂志上。
1. Brian Wright 等的研究结果解读
Brian Wright 等分析了来自加州大学系统 9 所大学及 3 所国家实验室的 12516
项发明及相关许可。这些发明公布于 1990 至 2005 年间，许可活动统计时间截至
2010 年，其中至少 1500 项发明获得了私企的资助。分析发现，产业资助相比于
政府资助而言能产出更多的专利和许可，而且这些发明专利的被引频次更高。每
项企业资助发明平均被引用了 12.8 次，而政府资助发明的平均被引用次数仅为
5.6 次。Brian Wright 的本次研究结果对一项原有观点——“公司资助会破坏科学
发明，且这些发明相比于政府或非营利机构资助的而言可用性更低”提出了质疑。
科技创新政策科学计划（SciSIP）的项目主任 Joshua Rosenbloom 表示，可
从两方面解读 Brian Wright 的研究报告：一方面显示出公司资助的研究更可能被
商业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公司资助会使研究重心偏离基础科学。过去数十年，支
持研发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保持稳定，但公司比例在大幅提升。Rosenbloom 认
为，这反映出研究重心从基础科学发现的逐渐偏移为未来商业化奠定了基础。
2. 企业并未封锁所资助的研究发明
由于企业针对所资助的发明通常拥有优先协商许可的权利，因此人们常认为
企业会占用创新发明并限制公众获取和使用这些发明。
但经 Brian Wright 等对知识产权数据的分析后发现，企业资助研究与联邦政
府资助研究相比，并没有更多地通过独占许可权来限制研究发明。总的来看，企
业资助发明有 74%是独占许可的，而联邦资助发明的独占许可比例为 76%。此
外，独占许可的企业资助发明中，近一半属于第三方而非资助方。
Brian Wright 表示，此前他们认为企业出于对应用研究和产品发明的兴趣，
相比联邦资助方会更多地申请独占许可，并且其发明的被引率可能更低，而事实
却并非如此。
3. 不能放松针对企业资助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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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Wright 等作者指出，不能因为本项目研究分析结果而放松对企业资助
的监管，尤其在产品测试而非本项目报告所分析的发明公开方面。研究成果提到，
“烟草、食品、制药及其他行业均存在为追逐利益而操纵研究问题和公众话语，
甚至隐瞒不理想研究的情况”。
1990 至 2010 年间，加州大学的研究支出占全美学术研究支出的 9%，且其
整体所获的许可专利多于其他任一美国学术机构。但 Brian Wright 提出，该分析
研究仅涉及加州大学系统，分析结果“不一定适用于整体学术界”。Brian Wright
等项目研究人员表示，在与企业签订合同时，尽管高校应保持谨慎的态度，但“高
校不应假设企业仅重点关注于占用知识产权”。
田倩飞 编译，许海云 校译自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130814&WT.mc_id=USNSF_51&WT.mc_ev
=click
原文标题：Analysis: Industry-sponsored academic inventions spur increased innovation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26 日

韩国电子企业担心微软接手诺基亚移动业务带来冲击
2014 年 3 月 13 日，韩国电子协会（KEA）就微软拟收购诺基亚移动业务向
公平贸易委员会（FTC）提出申诉，声称微软收购诺基亚可迅速提升在移动业务
领域的地位，给韩国电子企业带来冲击。
作为手机制造商，诺基亚与三星、苹果等企业存在交叉专利许可，可以发起
专利诉讼或要求无限增加使用费。同时，微软可以利用诺基亚使三星和苹果陷入
困境，以拓展其手机业务。此外，伴随诺基亚移动专利组合的广泛许可，微软收
购诺基亚意味着美国公司将拥有打入无线设备消费市场的移动业务，会迫使企业
承担高额专利费，影响企业投入或被迫高价销售产品。由诺基亚制定其未来战略，
授权微软使用专利而非出售专利给微软会是一个双赢的交易。这样诺基亚有机会
获得数十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许可费，微软也可以通过使用特权获得专利侵权补
偿。韩国电子企业期望公平贸易委员会（FTC）或亚洲同行努力为保护自己国内
的技术而给该交易附加各种条件。
许海云 检索，王春华 编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g=cce3dc6a-dd47-48db-9449-1e243306c34a
原文标题：Korean Nokia fears point to another IP strategy master class from Microsoft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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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认为大型企业联盟是专利改革的阻碍
2014 年 4 月 6 日，美国高科技创业服务公司执行董事 Julie Samuels 撰文指
出专利流氓对小型初创企业造成的伤害更大；《创新法案》提出的专利改革措施
有利于遏制专利流氓的活动，而 PAI 联盟[9]试图推迟专利改革的立法进程，是为
了减少来自初创企业的竞争。
文章认为，专利流氓发出大量模糊认定专利侵权的律师信提出高额索赔，并
通过建立空壳公司发起侵权诉讼。被专利流氓锁定的初创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无
力雇佣专利律师来梳理他们面临的侵权威胁，更不用说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诉讼费
用。更糟糕的是初创企业往往缺乏能够阅读和理解专利“模糊边界”的人员，因
此相关的专利改革势在必行。
《创新法案》
（Innovation Act）的核心目的是保护初
创企业免受专利流氓的侵害，在维护专利权人正当法律权利的同时真正遏制专利
流氓的蔓延。
1. 律师费转移支付制度
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具备进行专利诉讼的资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创新法
案》提出律师费转移支付的意义在于阻止恶意诉讼的提起。同时，共同诉讼的规
定从根本上确保了空壳实体进行专利流氓活动所产生的后果由真正获利方（即真
正的专利权持有人）来承担。
2. 提高诉讼程序启动的门槛
专利流氓因信息不对称而大量获益，他们能够根据模糊有限的信息提起侵权
诉讼，而企业只能向律师咨询他们面临的威胁，但是大部分初创企业并没有内部
律师，更不用说专利方面的专业律师了。《创新法案》要求发起诉讼方提供案件
基本信息，即谁拥有专利，什么产品涉嫌侵犯该项专利，具体侵犯专利的哪些部
分。这种做法让初创企业对侵权事实有基本的了解，有利于他们下一步决策。
3. 证据开示制度改革
专利诉讼中最艰巨和最昂贵的部分之一是证据开示程序。《创新法案》中对
初始证据开示的合理限制将有助于初创企业在法庭上对抗专利流氓。这将使专利
流氓只能提出有价值的诉讼。

[9] 2014 年 4 月 3 日，美国七家不同领域的商业巨头联手成立了美国创新合作伙伴关系组织（Partnership f
or American Innovation，PAI）。该组织的成员包括苹果（Apple）、杜邦（DuPont）、福特（Ford）、通
用（General Electric），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微软（Microsoft)和辉瑞制药（Pf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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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侵权警告律师信改革
专利流氓发出充满威胁性法律术语的专利索赔律师信，而初创企业却无法从
中获悉他们所面临的侵权威胁的具体信息。针对上述情况《创新法案》规定：律
师信应该包括专利权人索赔的具体信息，以供收件人了解必要信息；允许起诉恶
意发送律师信的行为。
5. 诉讼中止申请
初创企业常常因为从他处获得的产品或者因客户使用他们的产品而面临侵
权诉讼。如遇到这两种情况，《创新法案》允许初创企业申请诉讼中止以便让制
造商和供应商参与到辩护当中。
Julie Samuels 指出，专利流氓行为的蔓延造成的后果不仅影响了初创企业的
发展，而且创造了一个使初创企业对专利制度产生负面印象的环境，大大降低了
初创企业参与专利制度制定的积极性。因此，基于“激励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原
则重新调整专利制度，有利于为所有创新者制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他们免受
专利流氓的侵害。需要明确的是，无论《创新法案》还是其他立法提案都不会阻
止合法的专利权人提起合理的侵权诉讼。
综上，文章认为，为什么包括微软、IBM、通用和福特在内的大型企业试图
推迟专利改革的立法进程呢？简而言之，对于大企业来说，花费大量资金形成的
专利资源已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盈利方式，并可用来阻止来自高成长性、颠覆性
和灵活性的初创企业的竞争。
许

轶 检索，李姝影 编译，许 轶 校译自

http://venturebeat.com/2014/04/06/the-biggest-threat-to-patent-reform-a-new-appleibmmicrosoft-c
oalition/
原文标题：The biggest threat to patent reform: The Apple/IBM/Microsoft coalition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美国专利改革遭到研究型大学反对
2014 年 4 月，美国一些研究型大学表达了对美国专利改革措施的异议，他
们认为新执行的法案可能会阻碍大学进行知识产权侵权索赔，尤其是法案中的费
用转移规则。虽然该规则的目的是阻止专利流氓无节制地发起侵权诉讼，但费用
转移可能产生的高额诉讼费，同时也对大学提起专利侵权诉讼造成阻碍，影响大
学保护自身创新的能力。这些大学建议通过提高专利质量及专利持有人透明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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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改进。
许

轶 编译自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4/04/23/patent-reform-bills-meet-resistance-universities/
原文标题：Patent reform bills meet resistance from some universities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5 日

英国中小企业对专利减税政策持怀疑态度
英国在 2012 年推出“专利盒”计划并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根据规定，
只收取公司实施专利进行商业活动所获得利润的 10%的税率。该制度设立时曾深
受产业界欢迎。但是，SMEWEB 网站发表评论称，
“专利盒”计划可能不能提供
足够的激励促使中小企业增加研发和专利的投资。该文章指出，10%的公司税率
并不适用于由专利方法或产品获得的所有利润，涉及“日常活动”和品牌产生的
利润必须基于全额的税率缴税。另外，
“专利盒”不能降低获得专利的前期成本，
企业只能从已有专利获得收益的减税中获益；更重要的是，很多中小企业的发明
并不包含可申请专利的标的。总的来说，“专利盒”减税政策会让一些已经拥有
成熟专利组合的大公司受益，但它是否能对英国的中小企业加快了解知识产权战
略并充分利用智力资产产生作用，仍值得怀疑。
朱月仙 编译自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g=6d06c495-9ae7-41e9-8212-9e433b954118
原文标题：UK patent tax break fails to impress SMEs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9 日

技术观察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对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发展态势予以分析，全景揭示大气颗粒污染物静
电处理相关专利技术的国际、国内研发现状与竞争格局，以期为我国相关技术发展
和应用提供重要信息支撑。

目前在我国，大气颗粒污染物，特别是可吸入颗粒物（PM10 及 PM2.5）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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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威胁人体健康的首要污染物。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灰霾等严重大气污染事
件频发并且范围呈扩大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针对颗粒污染物排放，
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颗粒污染物减排技术体系，静电清除技术
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鉴于我国煤炭、钢铁、水泥、化肥等重污染工业总规模及
机动车保有量迅速攀升的现状，我国工业源及人为颗粒污染物排放治理压力极
大。这同我国目前颗粒污染物减排技术较为落后，大规模工业颗粒污染物排放治
理缺乏系统化的减排技术方案的支撑的局面形成极大的反差和突出的矛盾，由此
我国完善相应的减排政策举措和进行技术升级的迫切性可见一斑。要实现我国工
业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亟需积极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研发实践和大力开展技术
创新相并举，切实有效推动我国以服务工业减排为核心的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的全
面升级和进步。
本文从专利技术研发的国际、国内视角，分别对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国
际专利态势与在华专利态势进行分析，揭示目前该领域知识产权现状、技术竞争
格局、该领域技术研发热点、主要国家在该领域的技术布局及研发特点等，以期
为我国相关技术发展和应用提供重要信息支撑。
1. 国际专利态势分析
（1）国际专利申请趋势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专利申请[10]总体呈较快上升之势（如图 13 所示）。
根据专利申请量的变化，可以将整个技术研发发展分为 3 个阶段：
①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专
利申请开始出现并持续增长，但总量有限。
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专利申请保持相对稳定，年
均申请量维持在 100 件以内。
③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专利申请量以年均 9.2%的速度快速增长，该时
期专利申请总量为前 2 个阶段专利申请总量的 2.9 倍。

[10] 专利（申请）数据基于专利优先权统计。数据来源为德温特创新索引国际专利数据库（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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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国际专利申请趋势

（2）专利申请国家/区域分析
①专利申请国家/区域分布
首先，从单一国家来看，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专利申请受理主要集中于
日本、美国、中国和德国（图 14），上述 4 国专利申请受理总量约占全部专利申
请的 67.5%。日本的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专利申请受理量明显高于其他国
家，其专利申请受理量占全球专利申请的两成以上，达到 26.8%。
其次，从区域来看，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专利申请主要来自亚洲，申请
量占到总量的 42.3%，其次是欧洲，为 26.6%，再次为北美和 PCT 专利申请，分
别为 19.5%和 11.0%。

图 14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专利申请国家及区域分布[11]

[11] WIPO 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指欧洲专利局，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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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主要国家/地区技术研发活跃度
专利申请是技术研发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对不同国家（地区）在特
定领域专利申请活动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其在该领域的技术研发状况。
采用综合平衡计分法对主要国家（地区）的专利申请活跃度进行分析，以此
作为其技术研发活跃度的评判依据。所选择的评估维度为 5 个：专利申请总量
（a1）；拥有同族专利情况（a2）；近期研发状态（最近 3 年专利申请情况）
（a3）；
研发活跃期（专利活动持续时间）（a4）；PCT 专利申请情况（a5）。
每一维度采用 5 分值计分法，根据数据统计分析和相应规则分别对各指标予
以赋值，最终通过各项指标值加权平均得出综合评估值（Ca）。综合分值所对应
的活跃度表现分别为非常活跃（5）、活跃（4~5 之间）、中等活跃（3~4 之间）、
一般活跃（2~3 之间）以及不活跃（1~2）
（下同）。具体分析及评估结果如表 13、
表 14 所示。
表 13 主要国家（地区）不同维度专利技术研发活跃性

表 14 国家（地区）专利技术研发活跃度分析
不同评估指标计分

国家/地区
加拿大

Ca
a1

a2

a3

a4

a5

1

2

1

3

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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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3

3

5

2

1

2.8

德国

3

3

1

5

1

2.6

欧洲

2

3

1

3

1

2.0

法国

1

1

1

4

1

1.6

英国

1

1

1

4

1

1.6

日本

5

5

3

4

5

4.4

韩国

2

2

1

2

2

1.8

俄罗斯

2

2

1

4

1

2.0

美国

4

5

2

5

4

4.0

综合评估结果显示，在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研发方面，日本和美国研发
活跃指数分别达到 4.4 和 4.0，表现为活跃状态；其次是中国和德国，为中等偏
上水平；其余主要国家和地区研发活跃性则处于一般状态，表现不甚活跃。
（3）机构专利申请人分析
①主要机构专利申请人分布
主要机构专利申请人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15。在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
领域，机构申请人较为分散，专利申请量达到或超过 100 件的机构仅有 3 所，分
别为日本松下电器、日立和三菱重工；达到或超过 50 件的机构仅有 1 所，为德
国金属公司；其余机构的专利申请均在 50 件以下。
在专利申请达到或超过 20 件的机构中，日本机构占据主导优势，共 9 所；
其次分别来自美国（2 所）、德国、法国、瑞士和韩国（各 1 所）。上述主要机构
中，日本机构专利申请量分别占专利申请总量和主要机构专利申请总和的 14.0%
和 74.9%。
表 15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主要机构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量

占比

（件）

（%）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

162

4.0

2

日本日立公司

110

2.7

3

日本三菱重工集团

108

2.7

4

德国金属公司

65

1.6

5

日本大金工业公司

43

1.1

6

日本富士电机公司

37

0.9

7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

29

0.7

8

日本爱普生公司

29

0.7

9

日本MIDORI ANZEN公司

28

0.7

排名

机构名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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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芝公司

26

0.6

瑞士ABB公司

25

0.6

美国电力研究所

25

0.6

12

韩国三星电子公司

24

0.6

13

美国B&M公司

21

0.5

13

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

21

0.5

10
11

就主要申请机构的性质而言，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主要专利申请机构全
部为企业（美国电力研究所为企业性质的研发机构）。从其所属行业领域来看（如
图 15 所示），以电子电器行业为主，机构占比为 44.9%，其次是重工业企业，为
34.6%，再次为电力及能源企业，占到 10.6，其余机构分别来自机电行业和环保
专门领域。

图 15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主要机构申请人及其行业分布

②主要机构专利申请人技术研发活跃度分析
与上述评估国家（地区）技术研发活跃度的方法相同，对主要机构专利申请
人专利技术研发活跃度进行评估。所确定的评估维度包括：专利申请量（a’1）；
研发活跃期（专利活动持续时间）
（a’2）；专利优先性（首次专利申请年份）
（a’3）；
近期研发状态（最近 3 年专利申请情况）
（a’4）；区域活跃性（专利申请保护国家
/地区）（a’5）。
每一维度采用 5 分值计分法，基于数据统计分析和相应规则分别对各指标予
以赋值，最终通过各项指标值加权平均得出综合评估值（Ia’）。具体分析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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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别如表 16、表 17 所示。
表 16 不同维度机构技术研发活跃性

表 17 主要机构专利技术研发活跃度分析
机

不同指标评估计分

构
a'1

a'2

a'3

a'4

a'5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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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ABB公司

1

1

3

1

5

2.2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

1

1

1

5

5

2.6

美国B&M公司

1

2

3

1

5

2.4

日本大金工业公司

2

2

2

3

4

2.6

美国电力研究所

1

3

3

1

2

2.0

日本富士电机公司

1

5

5

2

1

2.8

日本日立公司

5

5

5

4

3

4.4

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

1

4

4

1

2

2.4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

5

4

4

2

2

3.4

德国金属公司

3

3

5

1

5

3.4

日本MIDORI ANZEN公司

1

3

3

1

3

2.2

日本三菱重工集团

5

4

4

2

4

3.8

三星电子公司

1

2

2

1

2

1.6

日本爱普生公司

1

1

1

5

1

1.8

日本东芝公司

1

2

2

1

2

1.6

综合评估结果显示，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领域主要专利申请机构的研发
活跃性表现不甚突出，平均研发活跃度指数为 2.6。评估分值最高的为日本日立
公司，其研发活跃度指数达到 4.4，其次为日本三菱重工，得分为 3.8，二者均属
于研发活跃机构。除此之外，研发活跃性处于中等水平的机构包括：日本松下电
器、德国金属公司、日本富士电机、日本大金工业和法国阿尔斯通。
③重要机构专利申请人研发合作分析
基于机构技术研发活跃度评估结果，以技术研发活跃度评估得分≥2.5 的机
构为主要分析对象，对重要机构技术研发合作特征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重要机构的技术研发合作强度均不十分显著，合作强度（专
利申请平均合作者数）平均值为 2.36，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自主研发的特征。就合
作性质来看，以企业-企业合作为主，其次为企业-个人合作。就合作范围来看，
各机构均是以本国机构为主，跨国合作十分有限（表 18）。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合
作强度最高的日本富士电机与中国铝业集团有一定的合作关系。
表 18 重要机构专利申请合作情况
重要申请机构

合作强度

主要合作者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

2.25

Boyden S A；Karlsson A

日本大金工业公司

1.67

Funakoshi Y；Yamamoto I；松下电器

日本富士电机公司

4.67

Ito Y；Ito T；中铝集团；日本
SHIP&OCEAN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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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BABCOCK-HITACHI公司；日本关

日本日立公司

1.75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

1.00

日本大金工业公司

德国金属公司

2.33

德国西门子公司；德国莎哈利本化学公司

日本三菱重工集团

2.82

西电力公司；日本山田

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日本中部电力公司；
Dohi T；Takeuchi Y

④主要机构专利申请人的专利保护区域分析
专利保护区域及范围是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对其专利技术进行目标区域保
护及市场占有规划的重要反映，专利保护区域越广、保护范围越宽，专利技术潜
在的市场占有范围也越大。
首先，各主要机构表现出对 PCT 专利申请的普遍重视，申请 PCT 专利的机
构占到 2/3，其中申请 PCT 专利最多的机构包括日本松下电器、日立、大金工业
和瑞士 ABB。
其次，各主要机构在专利技术保护区域规划方面，表现出以本国市场为主兼
顾国际市场的布局特点。除开本国，专利保护区域达到 3 个国家（地区）的机构
占到 2/3。其中，日本三菱重工、德国金属公司、韩国三星、瑞士 ABB 和美国
B&W 在本国之外的专利申请国家和地区均达到 4 个（表 19）。
同时，分析结果还显示，在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保护方面，最受关注的
市场为日本、美国、德国和欧洲地区。
表 19 主要专利申请机构专利申请的保护区域分布
国家/
地区
机构

日

美

中

W

德

欧

韩

英 法

本

国

国

O

国

洲

国

国 国

日本松下电器

148

3

13

日本日立

93

4

13

日本三菱重工

24

4

8

德国金属
36

日本富士电机

36

法国阿尔斯通
日本爱普生

24

日本MIDORI

24

时 大

印 瑞 大
度 士 利
亚

1
5
18

1
2

1

1

1

12

8

利 拿

澳

6

54

日本大金工业

比 加

7

17

1

1

7

2

墨
西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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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ZEN
日本东芝

22

2

1

瑞士ABB

1
11

美国电力研究所
三星电子

23
1

美国B&M
日本石川岛播磨

18

8

13

1

1

1

1

1

1

2

16

2

1

1

13
1

1

1

1

（4）国际专利申请技术布局
①总体技术布局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专利申请的主要技术方向（国际专利分类（IPC），
下同）的分布情况如图 16 所示。总体上，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国际专利申
请主要集中于以下技术领域：
 颗粒污染物的分离方法或设备（工业应用）；
 室内空气调节及净化；
 燃烧装置及废料燃烧所产生的颗粒污染物处理；
 含颗粒污染物的废物消毒处理；
 含硫、氮、碳等的颗粒污染物的专门处理；
 汽车尾气颗粒污染物处理专用装置；
 静电处理设备相关材料设计。
A61L
35%
G01N

25%

B01D

15%
F24F

B01J

5%
-5%

F23J

B03C

F01N

C01B
C04B

图 16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国际专利申请主要技术领域

②个人与机构专利申请技术布局特点
从个人和机构专利申请人最为关注的前 10 个技术方向比较（图 17）来看：
个人与机构在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专利技术研发方面关注点十分接近。首要关注
方向均为面向工业应用的颗粒污染物的分离方法或设备，分别占到申请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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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和 84.7%。其次分别为含颗粒污染物的废物消毒处理、室内空气调节及净
化和燃烧装置及废料燃烧所产生的颗粒污染物处理。除上述以外，个人专利申请
还更关注家用清洁设备；而机构专利申请则同时关注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设备相
关材料设计。
A47L
55

G01N

A61L

40
25

F24F

B01D

10
-5

F23J

B01J

F01N

B03C
C04B

C01B

个人

机构

图 17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个人与机构专利申请技术布局比较

2. 在华专利态势分析
（1）专利申请趋势
总体而言，1985~2012 年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在华专利申请呈稳定增长
趋势[12]（图 18）。可以将整个在华专利技术研发发展历程分为 3 个阶段：
①起步阶段：即 1985 至 2000 年，专利技术研发不甚活跃，专利申请十分有
限，此期在华专利年均申请量仅 3.6 件；
②稳定增长阶段：即 2001 至 2005 年，专利申请稳定增长，年均专利申请增
至 15.8 件，为前一阶段的 4.4 倍；
③快速增长阶段：即 2006 至 2012 年，在华专利申请呈快速增长之势，年均
专利申请增至 79.4 件，为前一阶段的 5 倍。
从申请年和优先年的专利分布的对比情况来看，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在
华专利申请中基于优先权的专利申请数量 十分有限，仅占全部专利申请的
10.7%。

[12] 数据来源为中国科学院专利分析在线平台专利数据库。受专利申请时滞影响，近 3 年内的数据可能不
全，仅供参考，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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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在华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

（2）在华专利来源国家（地区）分析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在华专利申请主要来自国内，占到总申请量的
89%，其中来自中国台湾的专利申请 9 件。国外专利申请主要来自美国、瑞士和
日本，其次为德国、丹麦和瑞典。其中来自美国、瑞士、日本 3 国的专利申请占
到国外在华专利申请总量的 69.7%（如图 19）。

图 19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在华专利申请来源国家/地区分析

（3）在华专利申请人分析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在华专利申请中，机构和个人申请专利所占比例分
别为 71.1%和 28.9%，较之国际专利申请，机构申请比重有所扩大。
分析结果显示，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在华专利申请较为分散，绝大多数
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不足 10 件，专利申请数量超过 10 件的机构仅有 3 所（表
20），分别是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均为 13 件。除此之外，在华专
利申请超过 5 件的机构还包括：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东南大学、法国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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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斯通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和瑞士 ABB 公司。
从机构性质来看，在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在华专利申请主要机构中，国
内机构以高校（主要为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院校）和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
机构为主，国外机构则以企业为主。从单位主体的专利申请强度来看，在华专利
申请高校和研究机构要优于企业，这国际专利申请以企业为引领的申请格局显著
不同。
表 20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在华专利主要机构申请人

（4）在华专利申请技术布局
通过对全部专利申请和当前有效专利的综合分析，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
在华专利申请所关注的主要技术方向（图 20）如下：
①颗粒污染物的分离方法或设备（工业应用）；
②室内空气调节及净化；
③含颗粒污染物的废物消毒处理；
④燃烧装置及废料燃烧所产生的颗粒污染物处理；
⑤集尘材料（如收尘袋材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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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在华专利申请主要技术方向

同时分析结果表明，与国际专利申请相比（图 21），除上述技术方向外，在
华专利更关注家用除尘装置、铁冶炼加工过程的颗粒污染物排放控制以及静电除
尘设备的供电及电流控制装置。
A47L
35

H02M

A61L

25

F24F

B01D

15
5

F23J

B01J

-5
F01N

B03C

C21C

B05D
C04B

B08B
C01B
在华

国际

图 21 在华专利与国际专利申请技术布局比较

（5）中国科学院专利申请分析
相比较而言，就专利申请来看，中国科学院在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专利技术
研发方面表现较为活跃，共申请专利 13 件（表 21），分别来自所属 8 个研究所：
广州能源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金属研究所、
力学研究所、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和过程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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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专利申请达到 2 件以上的单位共 3 家：广州能源研究所（4 件）、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2 件）和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2 件）。
中科院所申请的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专利技术主要涉及以下方向：
①静电除尘专门方法与设备；
②静电除尘设备关键组件；
③颗粒污染物吸附及除尘材料设计；
④工业颗粒污染物排放控制。
表 21 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中国科学院专利申请情况
机构申请人

专利申
请（件）

申请主题

专利申请

专利法律

时间

状态

2001-10-31

撤回

2001-12-12

撤回

2001-12-10

撤回

2002-9-28

授权

高速内循环静电除尘方法
及其装置
凝聚式静电除尘方法及其
广州能源研究所

装置
4

斥力分相电除尘方法及其
装置
生物质气化产生的可燃气
裂解净化方法
用于静电除尘电源的控制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柜
2

失效：未缴
1997-11-28

自动控制的恒流高压直流
电源

失效：未缴
1998-1-20

废旧塑料和粉煤灰复合制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品的模压生产方法
2

金属研究所

试实验装置

专利维持费
失效：未缴

2000-11-27

静电除尘材料吸附效果测
1

专利维持费
失效：未缴

2000-11-27

废旧塑料和粉煤灰复合制
品的塑炼压延生产方法

专利维持费

专利维持费

2007-8-1

驳回

2008-5-8

授权

2007-2-14

撤回

2012-11-20

审中

一种适合流化床垃圾焚烧
力学研究所

1

炉系统烟气处理的工艺方
法
一种适合流化床垃圾焚烧

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1

炉系统烟气处理的工艺方
法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1

处理复杂工业有机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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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物理化学净化方法
及设备与应用
从碳化硼冶炼尾气中回收
过程工程研究所

1

氧化硼及一氧化碳的装置

2011-11-24

审中

及方法

从申请专利的当前法律状态来看，中科院在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领域的专利
技术研发形势不容乐观：在全部 13 件专利申请中，除 2 项申请尚在审中阶段外，
仅有 2 项有效授权专利，仅占 15.4%。因未缴纳专利维持费而失效的专利 4 件，
包括当前有效授权专利在内，专利维持年限均不超过 5 年。同时，主动撤回的申
请比例较高，占全部申请的 30.8%。另有一件专利申请被驳回。
此外，分析还显示，中科院相关专利技术研发活动开展较晚，主要集中于
2000 年以来的近十几年。在全部专利申请中，最早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的是上
海光机所，专利申请时间为 1997 年；在当前仍然有效的授权专利和专利申请中，
最早申请专利的是广州能源所，申请时间为 2002 年。最近申请专利的单位为广
州地化所和过程所，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1 年提出题为“处理复杂工业有机废气
的一体化物理化学净化方法及设备与应用”和“从碳化硼冶炼尾气中回收氧化硼
及一氧化碳的装置及方法”的专利申请，目前尚处于审中状态。
3. 主要结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受到广泛关注，相关
专利申请快速增长。亚洲、欧洲和北美成为相关专利申请的主要来源地区。日本
和美国的研发活跃度较高。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研发呈现以企业为主导的特
征。日本企业研发活力和技术实力较为突出。日本日立和三菱重工为研发活跃度
最高的机构。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技术国际研发所关注的重点方向包括：工业生
产颗粒污染物排放控制方法和设备、室内空气调节及净化、燃烧装置所产生的颗
粒污染物处理、含硫、氮、碳等的颗粒污染物处理、汽车尾气颗粒污染物处理专
用装置以及静电处理设备关键组件材料优化。最受关注的专利保护目标国家和地
区为日本、美国、德国和欧洲地区。
国内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相关技术研发较国际滞后许多。在华专利申请主要
来自中国内地，国外申请主要来自美国、瑞士和日本。总体而言，国内专利申请
表现出以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院校以及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为主的
特点。在华专利技术研发方向相对有限，除国际普遍关注的主要方向之外，在华
专利技术研发还倾向于家用除尘装置、铁冶炼加工过程的颗粒污染物排放控制以
及静电除尘设备的供电及电流控制装置。尽管中国科学院在颗粒污染物静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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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专利技术研发相对活跃，但形势并不乐观：仅有 2 件有效授权专利，因
未缴纳专利权维持费而失效的专利比例较高，同时，专利维持时间也较短。
张树良，李建豹（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 撰写

多模式成像专利技术布局分析
【摘要】本文以多模式成像相关专利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 TDA（Thomson Data
Analyzer）
、TI（Thomson Innovation）
、Innography 等分析工具，从技术构成、时间
序列、技术热点/空白点、技术/功效、全球与在华专利申请活动差异、专利运用和保
护等方面，对多模式成像关键技术的发展和竞争态势进行了分析，就该领域技术布
局方向提出建议。

多模式成像技术着眼于实现不同模态医学影像之间的优势互补，能够解决针
对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等重大疾病实现早期诊断的迫切需要。近年来，实现高
效准确医学影像诊断的需求促使多模式成像技术快速发展。通用电气、西门子、
飞利浦等国际大公司纷纷推出 PET/CT 等多模式成像设备[13]。美国、德国、日本、
加拿大等国家都有学者和技术人员在开展多模式成像系统的研究，2014 年 IEEE
国际生物医学成像研讨会（ISBI）也将多模式成像作为会议讨论主题之一[14]。
本文综合考虑了实现多模式成像的多种影响因素，涵盖成像方式，以及实现
一种具体成像方式所必然涉及的结构部件、成像及图像处理方法、材料及制备方
法等多种因素。结合定量分析、定性调研与专家咨询，从技术构成、时间序列、
技术热点/空白点、技术/功效、全球与在华专利申请活动差异、涉诉专利等方面
展开分析，多视角揭示了该领域当前专利技术活动特征和布局，以期为我国、我
院在该领域的研发提供参考。
1. 多模式成像方式专利发展动向
（1）各成像方式热点分析
图 22 针对多模式成像技术涉及到的成像方式组合进行了分析。
①多模式成像技术涉及的成像方式可分为双模、三模和三种以上成像方式组
合，除了涉及三种以上成像方式组合（27%）的情况外，X 线/核磁共振成像相关
申请最多（16%），其次是 X 线/核医学成像（13%），核磁共振/核医学成像（9%），
[13] Beyer T, Townsend DW. Putting ’clear’ into nuclear medicine: adecade of PET/CT development[J].
Eur J Nucl Med Mol Imaging, 2006, 33(8): 857-861.
[14] IEEE 国际生物医学成像研讨会 2014 年 4 月 28 日-5 月 2 日中国北京举办[EB/OL].[2013-12-22].http://bi
omedicalimaging.org/2014/downloads/ISBI14CFP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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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线/光学成像（4%），X 线/超声成像（4%），X 线/核磁共振/超声成像（4%），
X 线/核磁共振/核医学成像（4%），核磁共振/超声成像（2%）。
②就组合中涉及的成像方式种类来看，涉及到 X 线成像与其他成像方式组
合的情况接近一半（共计 46%），说明 X 线成像在多模式成像方式中应用最为广
泛。
③针对专利申请量前 3 位成像方式的下级分支构成可以看出，X 线/核磁共
振成像方式中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核磁共振成像（MRI/CT）的专利申请占据绝对
的优势，X 线/核医学成像方式中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
像（PET/CT）是专利申请的重点，核磁共振/核医学成像方式的专利申请主要集
中于核磁共振/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MRI/PET）。
（2）主要成像方式创新点分布
针对上述三种优势成像方式组合——X 射线计算机断层/核磁共振成像
（MRI/CT），X 射线计算机断层/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PET/CT），核磁
共振/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MRI/PET），本节对其涉及的专利申请的技
术创新点进行了统计分析。
①MRI/CT 专利技术创新点
涉及 MRI/CT 成像方式的专利申请中，有关成像及图像处理类的申请量最多
（约 50%），主要涉及图像重建与可视化、图像融合、图像配准、图像获取和预
处理的方法；其次是结构部件类（约 27%），主要与定位装置有关，而探头/扫描
器的专利申请数量并不突出；材料及其制备类中，98%的专利均与造影剂/示踪剂
相关。
从二级技术分支来看，MRI/CT 研发活动的重点集中于造影剂/示踪剂、图像
重建与可视化方法、定位装置。
②PET/CT 专利技术创新点
传统 PET 设备因其不能提供足够清楚的解剖结构图像而产生病灶精确定位
困难等问题，初期厂家在工作站内安装了与 CT 图像进行异机图像融合的软件以
解决上述问题。随着临床需求的不断增加和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PET 和 CT 被
安装在同一个机架内，分别在各自的计算机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和图像重建，使受
检者一次完成 PET 和 CT 检查，实现了同机图像融合[15]。涉及 PET/CT 成像方式
的专利申请量变化与技术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其中，有关成像及图像处理方法
的专利最多（约 42%），主要涉及图像的配准融合、获取以及预处理方法；紧接
着的是结构部件类的专利（约 40%），主要集中于探头/扫描器以及总体构造技术

[15] 杨星,贾峰涛,任庆余.PET/CT 的技术发展趋势[J].中国医疗设备.2012(2):52-52+56.

知识产权动态

156

分支；最后是材料及其制备类（约 18%），主要涉及探测材料和造影剂/示踪剂相
关技术分支。

图 22 多模式成像专利：成像方式构成[16]（单位：项）

③MRI/PET 专利技术创新点
将 PET 和 MRI 相结合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不同于 PET/CT 采
用的是把 2 种成像设备单独结合在一起的方式，PET/MRI 致力于将 PET 置入到
MRI 系统中，使彼此的观测视野相匹配，以实现同时数据采集，减少扫描时间
和辐射量[17]。因此，涉及 MRI/PET 组合成像方式的专利申请中，有关结构部件

[16]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简称为 CT，核磁共振成像简称为 MRI，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简称为 P
ET，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简称为 SPECT，下同。
[17] 戚仕涛,汤黎明,刘铁兵,钟添萍.一体式 PET/MRI 技术分析与研究回顾[J].中国医疗设备.2011,26(08):54-5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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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专利最多（约 47%），其中探头/扫描器技术分支的专利量远远高于同级其他
技术分支；其次是成像及图像处理方法类（约 36%），主要涉及图像获取以及融
合、重建技术；材料类专利最少（约 17%），主要集中于造影剂/示踪剂相关材料
的开发。
2. 多模式成像技术专利发展动向
（1）技术构成
相关专利的技术可分为三个部分：结构部件、成像及图像处理方法、材料及
制备方法（图 23）。三部分构成较为均衡，成像及图像处理方法数量略多，而结
构部件、材料及制备方法类相关专利基本持平。

图 23 多模式成像技术构成（单位：项）

（2）技术构成发展趋势
如图 24，造影剂/示踪剂一直受到申请人关注，历年保有申请量。探头/扫描
器、总体构造、图像获取方法、图像配准方法、图像重建与可视化方法和图像融
合方法也是受关注的技术分支，申请数量较为稳定。准直器/光束限制器、扫描
机架/扫描床和控制台还没有成为技术焦点，每年的申请数量也不稳定。值得注
意的是探针材料在近几年申请数量开始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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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多模式成像技术专利时序分布（单位：项）

（3）技术/功效分析
如图 25，现已公开的专利技术方案中，最受关注的技术问题是提高图像质
量/清晰度/分辨率，这是当前专利研发活动的热点问题。其它受到关注的热点问
题依次有：加快成像/图像处理/融合速度、提高稳定性和可靠性、操作简单灵活
和实现多种模式并行成像。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现有技术方案中采用最多的是对造影剂/示踪剂的改
进，另外，探头/扫描器、总体构造、图像获取方法、图像配准方法和图像重建
与可视化方法也是重要的技术切入点。
目前，结构简单、尺寸小和灵敏度高关注较少，可能存在专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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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多模式成像专利技术/功效矩阵（单位：项）

3. 多模式成像技术涉诉美国专利
如表 22 所示，多模式成像技术领域共有 19 件专利涉及 26 起美国专利诉讼，
列表中的案卷号可供查找相关专利诉讼的审判过程和结果。企业提起专利诉讼的
目的通常有以下几个：①获取赔偿款；②扩大自身影响力；③将竞争对手赶出市
场或打压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④警示、威胁竞争对手，阻挡其前进的脚步；⑤
获得交叉许可的资本；⑥间接挑战竞争对手专利的有效性。分析涉诉专利，往往
能获知技术争端的焦点，且在医药领域，从专利诉讼中往往可以得知基础专利的
信息[18]。因此，需密切关注这 19 件诉讼专利的相关信息，尤其是 US7734325、
US6278832 这两件已在中国进行布局的专利，分析权利要求，规避侵权风险。
如图 26 所示，这 19 件涉诉美国专利分布在 8 个技术分支，主要涉及造影剂
[18] 审查业务管理部.专利分析实务手册[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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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踪剂（放射性示踪剂、聚合物类造影剂）、图像获取方法（直接成像、多源数
据融合图像获取方法）、总体构造等。
19 件专利中，84%的专利最早优先权年在 2000 年以前，但 92%的涉诉年份
都在 2005 年以后，说明近年来多模式成像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早期布局的专
利开始在市场竞争中发挥作用，这些专利很可能是各技术分支的基础性专利。

图 26 多模式成像涉诉美国专利技术构成（单位：件）

序
号

最早
涉诉专利

专利权人

名称

涉及技术主题

优先

案卷号

被告

9:2011cv80813

BrachySciences, Inc.

权年

涉诉

是否进

时间

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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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多模式成像涉诉美国专利[19]

含有非放射性核素成像标
Microspherix公
1

US7776310

司

记物和生物相容载体的近

2011-2
2000

多价化合物

US7261876

放射性示踪剂

2002

US6470207

美敦力公司

通过计算机辅助荧光透视
成像的导航方法

BAYER CORPORATION et

2010-2

al

011年

3:2010cv02230

Sa公司
3

直接成像图像获
取方法

2011
1999

2:2011cv01371

Smith & Nephew Inc

3:2010cv00381

Caliper Life Sciences, Inc.

伊士曼柯达公
司
4

US7734325

否

012年

距离放射治疗种子

Bracco Suisse
2

放射性示踪剂

年

否

否

2010-2
多模式成像的装置和方法

Carestream医

成像设备总体构
造

CN1010
011年

2005

52869A
2013

疗公司

4:2013cv01602

Bruker Corporation

3:2008cv02973

Varian Medical Systems, Inc.

年
2008

5

US5389101

犹他大学

手术定位摄影的装置和方
法

基于模型的图像
配准方法

VARIAN MEDICAL

2008

SYSTEMS, INC.

年

2:2008cv01307

否

161

[19] 涉诉美国专利数据来源于 innography 数据库。

年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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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最早
涉诉专利

专利权人

名称

涉及技术主题

优先

案卷号

被告

3:2010cv02042

Med-Surgical Services, Inc.

2:2012cv09515

Stantec Inc

3:1997cv02271

Elekta AB, et al

权年

涉诉

是否进

时间

入中国

2010

马林克罗制药
6

7

US5406950

US4791934

公司

皮克国际公司

吸入式造影剂

计算机断层扫描辅助立体
定向手术的系统及方法

聚合物类造影剂

2012
1993

年

否

1997-2

成像设备总体构
造；基于特征的图

年

004年
1986

否

2010-2

像配准方法

3:2010cv01539

Elekta Inc. et al
013年

Southbourne
8

US6278832

Investments公

闪烁材料和闪烁波导元件

闪烁晶体材料

1998

司
东京芝浦电气
9

US4598368

株式会社
Cavitation-cont

US5215680

rol Technology
公司

11

US6912324

美光科技股份

2012

CN1167

Plastics Inc et al

年

956C

图像显示系统；图
叠加的图像显示装置

像重建与可视化

1997-2
1982

3:1997cv02271

Elekta AB, et al

方法
顺磁性标记微泡的生产方
法
使用内存查找进行宽动态

否

004年

2012

聚合物类造影剂

1990

2:2012cv09515

Stantec Inc

图像融合方法

1998

2:2005cv02940

THE COLEMAN

年
2005

否

否

知识产权动态

10

Saint-Gobain Ceramics and
2:2012cv01521

号

最早
涉诉专利

专利权人

名称

涉及技术主题

优先

案卷号

被告

权年
有限公司

范围的融合

Izi Medical
US5469847

皮肤多模式成像标记物

放射性示踪剂

1992

Perimmune
13

US5299253
Holdings公司

扫描磁共振图像与单光子
发射断层扫描图像的配准
系统

西门子股份公
14

US5818901

司

同时获得MR和X射线图
像的医疗检查设备

时间

入中国

年

BASS PRO OUTDOOR

2005

WORLD, L.L.C.

年

Patterson Dental Supply Inc

2011-2

et al

012年

2:2011cv06929

Products公司
叠加腹部计算机辅助断层

是否进

COMPANY, INC.
2:2005cv02031

12

涉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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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否

聚合物类造影剂；
基于模型的图像
配准方法；多源数

2010
1992

3:2010cv02042

Med-Surgical Services, Inc.

1996

2:2005cv02580

Mediatek Inc et al

据融合图像获取

年

否

方法
成像设备总体构
造；直接成像图像

2005-2

否

007年

获取方法
衰减校正图像融

Arch开发中
15

US4977505

心；芝加哥大

图像合成方法

学
US5836954

索法莫戴恩其

融合图像获取方

2010
1988

3:2010cv02042

Med-Surgical Services, Inc.

1992

3:2010cv02042

Med-Surgical Services, Inc.

年

否

法
手术定位摄影的装置和方

成像设备总体构

2010

否

163

16

合方法；多源数据

164

序
号

最早
涉诉专利

专利权人

名称

涉及技术主题

优先

案卷号

被告

权年
控股公司

法

造

涉诉

是否进

时间

入中国

年
2010

17

US6925319

通用电气公司

集成的多模式成像系统

8:2010cv01288

PacsGear Inc

8:2010cv01287

Data Distributing Inc

8:2011cv01434

Data Distributing Inc

探测器；直接成像
图像获取方法

年
2010

1999

否

年
2011

Izi Medical
18

19

US5368030

US7413727

非侵入性多模式放射性表

Products公司

面标志物

通用电气公司

造影剂

放射性示踪剂

聚合物类造影剂

1992

1996

年

Patterson Dental Supply Inc

2011-2

et al

012年

BAYER CORPORATION et

2010-2

al

011年

2:2011cv06929

3:2010cv02230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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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模式成像技术在华专利申请状况
（1）在华专利技术构成
在华相关专利申请中（图 27），结构部件类专利数量最多（43%），其次是成
像及图像处理方法（40%），最后是材料及制备方法（30%）。专利技术构成时间
趋势如图 28 所示。

图 27 多模式成像在华专利技术构成（单位：件）

图 28 多模式成像在华专利技术构成时间趋势（单位：件）

（2）中国与全球专利申请重点的差异
表 23 对比了多模式成像技术全球及在华专利申请重点，全球和在华申请的
重点技术构成大致相同，但受关注程度有所差异。造影剂/示踪剂是全球申请和
在华申请最多的技术分支。探头/扫描器在全球申请中是排名第二的技术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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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华申请的技术分支排名上并未居于较前列。
表 23 多模式成像技术全球及在华专利申请重点技术分支对比
地域范围

申请重点
造影剂/示踪剂（769）
探头/扫描器（272）
总体构造（262）

全球申请

图像获取方法（257）
图像配准方法（235）
图像重建与可视化方法（232）
图像融合方法（224）
造影剂/示踪剂（172）
总体构造（111）
图像融合方法（97）

在华申请

图像配准方法（89）
探头/扫描器（78）
图像重建与可视化方法（76）
图像获取方法（53）
其他辅助设备（51）

（3）国内与国外来华专利申请的差异
在华专利中（表 24），国内与国外来华申请的重点技术构成大致相同，但受
关注程度有所差异。造影剂/示踪剂是国内外申请人均最重视的技术分支。总体
构造较受国内申请人重视，但不属国外来华申请排名靠前的重要技术分支。
表 24 多模式成像在华专利国内与国外来华申请重点技术分支对比（单位：件）
地域范围

申请重点
造影剂/示踪剂（80）
总体构造（80）
图像融合方法（61）

国内申请

图像配准方法（51）
探头/扫描器（45）
其他辅助设备（39）
图像重建与可视化方法（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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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范围

申请重点
造影剂/示踪剂（92）
图像配准方法（38）
图像重建与可视化方法（37）

国外来华申请

图像融合方法（36）
探头/扫描器（33）
总体构造（31）
图像获取方法（30）

（4）尚未进入中国的国外重要专利筛选
表 25 统计了申请量领先的申请人的重要技术分支，各申请人都有大量专利
尚未进入中国，突出的如日立医疗集团的图像获取方法相关专利、柯尼卡美能达
的造影剂/示踪剂专利。一方面，可以在国内合理利用这些专利；另一方面，应
加紧专利申请步伐，及时布局国内市场。
表 25 尚未进入中国的多模式成像关键技术专利
申请人

国
别

技术分支

全球

未进入CN的

专利量

专利

代表性专利例举
US20070092447A1
US20090274623A1

造影剂/示踪剂

41

22

US6685915B
US20080279771A1B2
US20080044350A1
US6591127B1

通用电气公司

美

US7212661B2
图像获取方法

35

31

US6925319B2
US6956925B1
US20100088346A1
US6925319B2

探头/扫描器

US7667457B2
32

28
US5420429A
US7847552B2
DE4021102A1

西门子股份有
限公司

德

图像获取方法

US20050096538A1
35

27
US6574296B2
US6768496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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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国
别

技术分支

全球

未进入CN的

专利量

专利

代表性专利例举
US7603165B2
US5923727A
US7876938B2

图像融合方法

35

22

US8090429B2
US20100067768A1
US20080292164A1
US20050096538A1
US6351513B1

图像重建与可
视化方法

34

27

US7935055B2
US7688995B2
US20100268063A1

飞利浦电子公

荷

图像配准方法

37

12

WO2012123829A1

司

兰

图像融合方法

27

10

US7558439B2

奈科姆成像有

挪

限公司

威

US6110444A
造影剂/示踪剂

41

26

US6274120B1
GB2337523A
JP2011234864A

东芝集团

日

图像融合方法

19

12

JP2010004940A
JP2012235934A
US7198778B2

马林克罗制药
公司

美

造影剂/示踪剂

US6183726B1
26

25
US6180086B1
US6706254B2

日立医疗集团

美

图像获取方法

JP11076228A
7

7
JP2007068852A

富士公司

日

造影剂/示踪剂

10

9

柯尼卡美能达

日

造影剂/示踪剂

11

11

US7247421B2
JP2005220045A
JP2005263647A

朱月仙，张 娴，许 轶，许海云，李姝影，房俊民，方 曙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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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流化床燃烧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以循环流化床（CFB）燃烧技术为研究对象，利用汤姆森数据分析器（TDA）
、
Thomson Innovation 分析平台、Innography 专利分析平台、中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
平台等工具，对国外在 CFB 燃烧领域的整体专利布局和重点技术进行了分析，揭示
了 CFB 燃烧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现状及发展趋势，着眼于 CFB 燃烧技术专利的演
进历史、专利申请整体技术布局、主要国家和专利申请机构竞争态势以及专利法律
状态，并从专利数量年度分布、来源国家/地区分布、法律状态等方面对 CFB 燃烧技
术在华专利进行了重点分析，揭示了相关技术在我国的专利申请现状和竞争态势，
并根据在华专利的技术-功效判读和分析，
揭示我国在 CFB 燃烧技术研发领域存在的
潜在知识产权风险。

我国 50%的煤炭用于发电，煤电占到发电总量的 80%以上，燃煤发电技术
进步始终是先进能源技术的重点。循环流化床（CFB）锅炉不仅燃烧效率高、污
染轻，而且燃料适应性广、负荷变化适应性强，是国际上公认的商业化程度最高
的洁净煤燃烧技术。自 1979 年世界首台煤燃烧 CFB 锅炉诞生以来，30 多年时
间里 CFB 燃烧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工程应用已由小型 CFB 锅炉发展到数百
兆瓦电站级大型 CFB 锅炉，并在向更大容量和超超临界参数方向发展。国外企
业已完成了 800 MW 超超临界 CFB 产品设计，我国也于 2013 年成功投运了世界
首台 600 MW 超超临界 CFB 锅炉。我院“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关键技术与
示范”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中专门设立了“半焦/煤清洁高效燃烧技术与示范”
项目，研究先进的超（超）临界 CFB 燃烧技术或 CFB 富氧燃烧技术实现高效发
电。
1. 循环流化床燃烧技术专利整体发展情况
通过 DII 专利数据库进行检索，CFB 燃烧技术相关专利（族）1370 项（数
据检索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20 日）[20]。自世界上第一台商业化 CFB 锅炉诞生以
来，CFB 燃烧技术迅速发展，专利申请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图 29），特别是
进入 21 世纪后，在 CFB 锅炉大型化、高参数研发不断取得突破的情况下专利申
请快速增加。2004 年开始中国已成为 CFB 燃烧技术专利的最大申请国，而且从
2006 年起，中国的专利数量飞速增长。这是由于在此期间，中国发展自主知识
产权 300 MW 等级 CFB 锅炉，并在“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中提出自主开发 600
MW 等级的超临界 CFB 锅炉，将其列为战略目标和开发重点。该举措提高了中

[20] 包含同族专利在内，1370 项专利（族）对应 3694 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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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内研究超临界 CFB 锅炉的热情，促进了专利数量的提高。日本、美国、欧
专局受理的专利也处于增长态势，但增幅较缓。

图 29 CFB 燃烧技术相关专利数量年度变化态势

整体来看，CFB 燃烧技术相关专利热点技术主题集中在：
（1）换热器研究，
包括外置换热器、受热面、传热、温度传感研究等；
（2）燃烧室研究，包括密相
区、炉膛受热面、压力容器、水冷壁、富氧燃烧环境研究等；
（3）旋风分离器研
究，包括多分离器的布置、耐火材料等；
（4）布风装置研究，包括布风板、风室、
空气预热器、风量调节等；（5）烟气处理和除渣/除灰，包括脱硫、集尘器、回
收余热、冷渣器等（图 30）。其中气固分离设备、流化空气入口、回料器、控制
装置、燃烧室冷却壁、热交换装置的安装等方向约有 40 项或 50%以上专利是在
2009 至 2011 年间申请的，说明近年来这些技术方向的创新活动受到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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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CFB 燃烧相关专利热点技术主题分布

近年来，仍有大量的新发明人进入 CFB 燃烧技术相关领域。而 CFB 燃烧专
利技术种类的数量变化趋势基本和专利数量的变化趋势相同，总体呈增长趋势。
这些现象反映出 CFB 燃烧相关专利涉及的技术领域不断扩大，已有技术更趋成
熟，新技术条目占到相当比例，说明 CFB 燃烧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近
5 年 CFB 燃烧技术专利申请新出现的技术领域来看，有热发生装置的流体加热
器、新型点火系统、烟气净化、使用电装置为特征控制温度和压力成为人们关注
的新的研究方向。
2. 主要专利受理国家/地区
从受理数量来看，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占全部专利申请的近 70%，说
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CFB 燃烧技术相关专利集中的最重要市场。而从优先权申
请数量可以大致看出，中国也是 CFB 燃烧技术相关专利的主要申请国家，具有
极大的竞争潜力，拥有大量专利，但中国专利主要集中在国内市场，国外占有率
较低。日本也有较强的竞争力，主要与日本的三菱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三井
造船、荏原制作所（Ebara）等公司在 CFB 燃烧技术方面的研发相关，日本在国
外申请专利的首选国家是中国，其次是美国。美国拥有专利数量次于中国和日本，
福斯特惠勒美国公司、Babcock＆Wilcox 公司等在 CFB 锅炉技术领域有着较高的
影响力，美国在国外申请专利首先重视中国市场，其次是欧洲和日本，值得注意
的是，美国有相当数量专利申请来自欧洲籍发明人，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是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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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均重视的 CFB 市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多家美国企业在欧洲设立了研发中心，
聘请当地的研究人员而产出的成果。欧洲因为原芬兰奥斯龙公司和福斯特惠勒能
源公司（设在芬兰）开展的研发工作也拥有一定量的专利，在国外申请专利特别
重视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图 31）。近年来通过 PCT 途径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这也反映了专利权人抢占全球市场的愿望日益增强。从
PCT 专利的国家/地区分布（基于优先权国）来看，全球 CFB 燃烧技术 PCT 专利
申请主要来自美国和芬兰等，这两个国家 PCT 专利申请数量占到了全球的 70%
以上，而主要的申请机构是福斯特惠勒公司和阿尔斯通公司。

图 31 CFB 燃烧技术专利申请流向

3. 主要专利申请人
机构竞争力处于领先地位的专利申请人（图 32）如福斯特惠勒、阿尔斯通、
Babcock＆Wilcox 等作为国际上较早开展 CFB 燃烧技术研发工作的企业，掌握着
大量的高质量技术专利，并且机构综合实力较强，基于抢占国际市场的需要，非
常重视在世界范围内的专利布局，在许多国家/地区（超过 20 个）均申请有大量
专利保护，也都申请了相当数量的 PCT 专利。尤其是福斯特惠勒和阿尔斯通两
大公司，几乎在各主要国家均有布局，而且基本上是各主要国家/地区的领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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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机构，这也是这两家企业是全球 CFB 锅炉领先制造商的表现。日本企业保护
范围和力度要明显小于前述跨国大型能源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在这方面要相对
好一些。

图 32 CFB 燃烧技术相关专利主要专利申请人竞争力分析[21]

从主要专利申请机构技术研发布局（基于 IPC 分类）的对比分析（表 26）
来看，流化床燃烧部件与辅助设备、蒸汽发生方法是大部分申请机构普遍注重布
局的技术领域。相比国内的 CFB 锅炉建设业绩，中国机构在 CFB 燃烧专利技术
质量和申请机构综合实力方面尚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并且中国机构在国外的专
利申请较少，保护力度较为薄弱，不利于技术保护和对潜在市场的把握。具体分
析，中国拥有较多 CFB 燃烧技术专利的单位多数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申请单位

[21] 图中，气泡越大，表示申请专利数量越多；横轴代表专利申请的技术综合指标，包括专利数量、专利
分类和专利引用数量的加权值，越靠右代表专利技术质量较高；纵轴表示各申请机构综合实力，主要包括
财务状况、专利申请覆盖区域（技术保护覆盖范围）和专利诉讼的加权值，越靠上表示实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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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实力与国外主要 CFB 锅炉厂商相比较弱；同时，虽然中国在流化床锅炉
技术方面并不落后于国外，但大规模开展 CFB 燃烧技术研究工作相对较晚，早
期专利申请工作偏弱，高质量技术专利数量偏少。
表 26 CFB 燃烧技术相关专利国外重要申请机构的专利技术布局
机构

侧重技术方向
①蒸汽发生方法——取决于燃烧设备安装的锅炉结构或管系改进，燃烧设备的排列或配

福斯特惠

置；②用包括一个可旋转装置的或被旋转的流化床；③带有专门适用于实现或促进床体

勒

中颗粒循环运动或者专门适用于再循环从床体中携带出的颗粒的装置；④利用热的热载
体的热容量蒸汽发生方法；⑤用两个或更多的流化床等。
①气固分离设备放置在燃烧室外的布置；②蒸汽发生方法——取决于燃烧设备安装的锅
炉结构或管系改进，燃烧设备的排列或配置；③燃烧生成物或余渣的处理——向火焰提

阿尔斯通

供化学物质的装置的配置；④向炉火输送不可燃液体或除空气外的气体；⑤处理烟或废
气装置的配置等。
①有专门适用于实现或促进床体中颗粒循环运动或者专门适用于再循环从床体中携带出

三菱重工

的颗粒的装置；②利用热的热载体的热容量蒸汽发生方法；③控制或安全装置；④固体
废物的破坏或将固体废物转变为有用或无害的东西；⑤污泥氧化法处理及装置等。
①蒸汽发生方法——取决于燃烧设备安装的锅炉结构或管系改进，燃烧设备的排列或配

Babcock &

置；②靠对着分离器挡板的撞击利用惯性从气体或蒸气中分离弥散的粒子；③以从烟气

Wilcox公

中分离颗粒的分离设备（例如离心式分离器）的布置为特征；④带有专门适用于实现或

司

促进床体中颗粒循环运动或者专门适用于再循环从床体中携带出的颗粒的装置；⑤将气
固分离设备放置在燃烧室外的布置等。

4. 在华专利申请分析
考虑到专利申请的语言问题以及数据收录的及时性等问题，对 CFB 燃烧技
术中国专利进行了重新检索，共检索到 CFB 燃烧技术中国专利申请 1376 件，检
索数据库为中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系统和 CNIPR 中外专利数据库服务平台提
供的中国专利数据库（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数据检索时间为 2013 年 8
月 20 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 CFB 利用市场，不仅如福斯特惠勒和阿尔斯通等
跨国企业重视专利布局，国内包括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
任公司和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三大锅炉公司，高校、科研单位等也都积极开展相
关研究工作。尽管国内申请占到在华专利总数的 90%，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但国
外企业如福斯特惠勒、阿尔斯通、Babcock & Wilcox 公司普遍拥有较强的研发能
力且较早即进行了专利布局，为其技术抢占国内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特别是
福斯特惠勒和阿尔斯通在华专利申请数量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位。国内综合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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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较强的机构包括进入 CFB 燃烧技术研发领域较早的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
研究所和清华大学，而国内企业进行专利申请时间普遍较晚。在华专利中发明专
利占到 45%，实用新型占到 55%。从年度变化趋势来看，实用新型专利占比显
著增加，表明 CFB 燃烧技术在我国已进入市场化加速发展阶段，相关技术创新
活动明显增加，市场竞争激烈。
通过技术-功效分析发现，在我国申请的 CFB 燃烧技术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
（1）通过灰循环回路（布风装置、气固分离器、回料器、炉膛）和换热系
统的优化布置和改进设计，提高 CFB 燃烧效率，提高系统可靠性，降低污染物
排放；
（2）通过采取富氧燃烧方式，提高 CFB 效率，并易于集中捕集 CO2，降低
排放；
（3）通过改善烟气处理流程和脱除剂配比，降低硫氧化物排放；
（4）通过布风装置和换热系统的优化，拓宽 CFB 燃烧燃料（低品质煤、污
泥和生物质等）灵活性；
（5）气固分离器和换热装置的结构设计紧凑化；
（6）炉膛结构的优化设计和受热面耐磨耐火材料的应用，减少磨损发生，
提高 CFB 可靠性（图 33）。上述领域也是多数专利申请人关注和竞争的焦点，
是 CFB 燃烧技术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的主要发展路线。
点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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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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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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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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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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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氧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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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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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1

8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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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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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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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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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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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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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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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1

1

3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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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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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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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固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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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料器

图 33 CFB 燃烧技术在华专利技术-功效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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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机构在华专利布局来看，我国 CFB 燃烧相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面临
的知识产权风险处于中等水平，集中在气固分离器、回料器、布风装置、换热系
统和富氧燃烧新工艺等方面；在炉膛优化设计、烟气处理、除渣系统、燃料加料
装置、控制装置方面风险较低；在点火系统方面因没有国外机构进行专利布局而
不具风险（表 27）。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专利质量而言，国外机构普遍重视将具
有较高影响力和较高质量的专利在中国进行布局，而国内机构专利在质量和影响
力上并不占优势，这也给我国自主创新带来一定的风险。
表 27 我国 CFB 燃烧技术领域潜在知识产权风险分析
在华专利申请

CFB燃烧技术在华专利申请总量：1376件。其中，国内申请1247件（91%），国外申请129

情况

件（9%）
。

技术点

气固分

布风

回料

热交换

燃料加

控制

富氧

点火

离器

装置

器

装置

料装置

装置

燃烧

系统

266

365

163

295

238

71

174

155

7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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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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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17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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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30

21

52

48

20

43

34

11

15

19

8

4

4

128

181

74

131

127

5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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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3

22

38

46

2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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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11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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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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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3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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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7

7

1

2

2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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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4

4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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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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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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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数量（件）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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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量
（件）
授权专利

国

数量（件）

外

未决申请
数量（件）
申请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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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
风险情况

5. 中美专利申请法律状态分析
从美国专利法律状态来看（表 28），美国专利申请的整体授权率较高，2001
年以前的申请专利基本上都得到了授权，2001 至 2006 年间的授权率也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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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以上。由于大部分专利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申请的，因此美国授权专
利的存活率表现一般。但另一方面，失效专利的平均存活年龄达到了 12 年以上，
说明美国专利质量较高，在失效专利中仍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利用价值。当前
仍有效的授权专利的年龄，大部分都在 6 年以上，还有相当部分授权专利将维持
到有效期届满（20 年）。反映出美国有效专利的整体维持情况较好，专利权人对
其专利的重视程度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专利的价值。
表 28 CFB 燃烧技术美国专利法律状态一览
法律状态

数量

所占比例

专利申请未决

38

13.4%

专利申请被驳回

3

1.1%

专利申请撤回或视为撤回

16

5.6%

专利申请即将授权

1

0.4%

专利授权

226

79.6%

- 未缴年费专利权终止

77

27.1%

- 专利权有效

115

40.5%

- 专利权有效期届满

34

12.0%

从我国发明专利法律状态分析结果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1）我国 CFB 燃烧技术专利的申请和授权大量集中在近几年，专利授权率
较高，且授权专利的有效率较高（72.5%），说明我国对于 CFB 燃烧技术重视程
度不断加强，但专利寿命还较短。
表 29 CFB 燃烧技术在华发明专利法律状态一览
法律状态

数量

所占比例

专利申请未决

180

13.1%

专利申请被驳回

25

1.8%

专利申请撤回或视为撤回

89

6.5%

专利权的视为放弃

53

3.9%

专利授权

1029

74.8%

- 未缴年费专利权终止

249

18.1%

- 专利权有效

746

54.2%

- 专利权有效期届满

33

2.4%

- 专利权无效

1

0.1%

（2）尽管美国、芬兰、瑞士、日本等国在我国的授权专利数量占比不高，
但仍有一定数量的未决申请，且有效专利平均寿命普遍高于我国，特别是寿命在
12 年以上的有效专利数量要多于我国，显示了其专利的高质量和高价值（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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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重点国家在华 CFB 燃烧技术专利法律状态一览
国家

申请

未决

授权

有效

平均

有效专利寿命及件数

总数

申请

专利

专利

寿命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中国

1247

157

948

698

3.7

63

31

31

33

18

5

4

6

4

1

-

-

-

-

1

美国

43

7

27

14

11.8

-

1

1

1

2

-

3

-

1

1

-

2

2

-

-

芬兰

32

7

22

12

12.3

1

2

-

1

2

-

-

-

1

-

-

1

-

1

3

日本

15

4

6

2

7.2

-

-

-

-

-

1

-

-

-

-

-

-

-

-

-

瑞士

15

2

11

11

7.0

1

2

3

1

1

-

2

-

-

-

-

-

-

-

-

法国

13

2

9

6

14.5

-

-

-

-

-

-

-

-

2

-

2

1

1

-

-

（3）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在申请总数和有效专利数方面均排名第
一，且授权专利和有效专利平均寿命超过其他国内机构，显示了该所进入此领域
时间较早，具有突出的研发实力；清华大学授权专利数排名第一，而在申请总数
和有效专利数方面仅次于中科院，且其专利平均寿命超过 6 年，反映了该校较早
即开展了 CFB 燃烧技术研发，具有较强实力；上锅、哈锅、东锅三大锅炉厂的
专利均是在 2003 年以后申请的，且授权专利目前全部有效，反映其开始更加重
视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研发实力正在迅速提高；如阿尔斯通、福斯特惠勒、
巴布科克和威尔科克斯公司等国外机构授权专利平均寿命普遍比国内机构要长，
均在 11 年以上，反映了国外机构很早开始重视在中国市场的技术保护，且目前
还有相当数量的有效专利（表 31），说明其还掌握着部分关键技术，也使我国企
业部署自主技术面临一定的风险。
表 31 重点机构在华 CFB 燃烧技术相关发明专利法律状态一览
机构

申请

未决申

授权专

授权专利平均

有效专

有效专利

总数

请

利

寿命

利

平均寿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54

12

35

7.6

26

6.8

清华大学

50

8

36

6.5

23

6.0

阿尔斯通

40

3

27

11.3

23

11.1

福斯特惠勒

39

6

27

13.6

11

11.0

东南大学

36

8

23

5.8

15

4.8

浙江大学

35

6

22

5.8

16

5.0

无锡华光工业锅炉有限公司

35

5

17

2.7

17

2.7

西安热工研究院

25

-

17

5.4

16

5.3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23

4

18

4.3

18

4.3

神华集团

22

1

21

3.2

21

3.2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19

5

13

2.7

1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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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16

2

14

2.9

14

2.9

巴布科克和威尔科克斯公司

15

4

10

11.7

8

11.4

6. 启示
我国 CFB 燃烧技术已进入了市场规模化发展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 CFB 应
用市场，不仅运行着世界上数量最多、总装机容量最大的 CFB 锅炉，并且已投
入运行参数最高、容量最大的超临界 CFB 锅炉，国内锅炉制造商拥有出色的建
设业绩，相关研究机构的技术创新活动也在明显增加。从整体来看，我国 CFB
燃烧相关技术研发和专利申请方面起步较晚，但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技术创新
活动明显增加，已有部分高质量专利获得市场认可，相关技术开始进行工程应用，
大型 CFB 燃烧技术开始步入世界先进行列。面对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从
专利分析结果来看有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1）重视核心专利技术的研发、申请和应用拓展
我国还未成为主导国际 CFB 燃烧技术发展的技术来源方，大量核心专利掌
握在美国、芬兰、法国、日本等国福斯特惠勒、阿尔斯通等大型制造商手中，这
与这些国家开展 CFB 燃烧技术基础研究时间长以及对专利的重视程度高是分不
开的。我国目前虽然在该领域拥有的专利基数大，但是高水平、高影响力的专利
数量不多。这种现状与我国对 CFB 燃烧技术的掌握及应用存在差异。因此，专
项需要特别重视核心专利技术的研发、申请和应用拓展，包括在专利申请书撰写
时特别注意权利要求项保护范围，利用对外申请专利资助渠道（如中央财政已设
立了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等）尽可能将高质量专利进行国际同族专利申
请，覆盖美国、欧专局等重点应用市场，扩大影响力。
（2）及时申请外围专利，形成专利保护网并从客观上起到延长核心专利保
护期的作用
主要国家在我国布局很早，专利质量较高，并且在持续布局，有可能在未来
形成对产业竞争构成严重影响的专利保护网。我院专项研究在对新型 CFB 燃烧
技术进行自主创新时，不仅要在整体工艺流程和装备方面形成核心专利，还要注
重对优化分离与回送装置、布风装置、炉膛结构设计等灰循环回路关键部件，热
交换装置以及富氧燃烧等新型燃烧方法的专利保护力度，在取得进一步研发改进
成果或衍生应用时及时申请外围专利保护，形成专利保护网并从客观上起到延长
核心专利保护期的作用。同时加快与企业合作，通过专利实施许可与转让的形式
做好示范工程的技术支撑，实现创新成果市场价值最大化；另外可尝试以高质量
专利与主要专利申请人进行专利交叉许可的方式来有效规避专利技术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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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与主要锅炉生产厂商、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合作
我国 CFB 燃烧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相关生产厂家、企业
单位拥有的专利数量偏少，需要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与主要锅炉生产厂商、企业
之间的知识产权合作，加强形成良好产学研体系，提高中国专利申请人在国际上
的竞争力。此外，国内机构在国外的专利申请较少，保护力度较为薄弱，不利于
技术保护和对潜在市场的把握。建议在做好国内专利保护的同时，对于在主要煤
炭资源利用国的布局强度与范围进行研判，必要时可通过与大型企业的合作申请
或 PCT 途径寻求保护。
陈

伟，马廷灿，张 军，李桂菊（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 撰写

全固态激光器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以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DII）作为数据来源，借助于 EXCEL、TDA
（Thomson Data Analyzer）、TI（Thomson Innovation）
、Innography 以及自行研发的
“技术-功效”分析工具等数据处理工具，对全固态激光器领域的国际专利保护与布
局现状进行全景展现，并进一步对全固态激光器领域核心专利进行挖掘与分析，在
“技术-功效”多角度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在全固态激光器相关技术方向面临的专
利形势和可能的应对策略。

1. 概述
全固态激光器（Diode Pump Solid State Laser，简称 DPSSL）是以 LD（Laser
Diode）或者 LD 阵列（Laser Diode Array，简称 LDA）作为泵浦源，以固体激光
材料作为增益介质的激光产生装置。这种激光器核心部件没有液体（如染料、水
等）或者气体（如一些惰性气体），常被称为全固态（或全固体）激光器（All Solid
State Laser）。全固态激光器兼备了 LD 和普通固态激光器的双重优点，并弥补了
彼此的缺点，与闪光灯泵浦固态激光器以及 LD 相比，其优点主要表现在：转换
效率高、寿命长、体积小、光束质量高、光谱性好、功率大[22]。
目前全固态激光器已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例如：激光信息存储与处理、激
光材料加工、激光医学及生物学、激光通讯、激光印刷、激光光谱学、激光化学、
激光分离同位素、激光核聚变、激光投影显示、激光检测与计量及军用激光技术
等，极大地促进了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交叉技术与学科
的出现，大大地推动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23]。
[22] 薛迎红. 新型全固态激光器及其锁模技术的研究[D].天津大学.2006:1-4.
[23] 李丽娜. 全固态激光器的研发与应用概况[J].新材料产业.2008(4):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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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全固态激光器相关专利技术为研究对象，按照查全原则从 DII 中共获
取全固态激光器相关专利 7472 项（共包括 14533 件专利）。这些专利向日本、美
国、中国、德国和欧洲等近 40 个国家/地区提出了专利保护，其中有 917 件未进
入国家阶段的 PCT 申请。利用 TDA、Innography、Excel 等作为数据清洗与分析
工具，对全固态激光器领域国际/国内专利布局情况进行宏观分析、技术功效矩
阵分析和核心专利分析。
从全固态激光器研究的特点出发，结合资料调研情况及专家知识，将全固态
激光器技术进一步分为“激活材料”、
“谐振腔”、
“泵浦源”、
“结构零部件”、
“调
制元件”、
“控温”、
“冷却及热管理”、
“光纤激光器”、
“非线性光学变频”、
“放大”、
“生长、制备、处理方法”、
“激光系统”、
“镀膜”、
“应用设计”、
“检测”、
“新光
学材料（除激光材料外）”，以及“激光电源技术”等 17 个子技术构成。并对每
个子技术构成的关键技术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具体技术构成鱼骨图见图 34。

图 34 全固态激光器关键技术构成鱼骨图

将全固态激光器相关技术的功效分为“特定性能”、
“时间特性”、
“光束质量”、
“参数测量”、
“频率特性”、
“能效”、
“仅提高半导体泵浦源性能”、
“综合性能”、
“加强散热”及“应用”等 10 个方面。并对每个方面的功效目标进行进一步细
分，具体功效构成鱼骨图见图 35。

图 35 全固态激光器功效构成鱼骨图

本文依据上述技术层次与功效构成，构建全固态激光器“技术-功效”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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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技术深度分析的基础和依据。
2. 国际专利申请态势
（1）专利年度趋势
图 36 反映了全固态激光器技术领域国际专利申请的整体概况。全球共有来
自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英国等近 50 个国家/地区的 1426 个机构与 1400 多
名个人申请了 7472 项（14533 件）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相关专利。这些专利向日
本、美国、中国、德国和欧洲等近 40 个国家/地区提出了专利保护，其中有 917
件未进入国家阶段的 PCT 申请。

图 36 全固态激光技术国际专利申请量年度态势

全固态激光器领域专利申请始于 1974 年，一件为个人申请的与激光器幅度
或强度调制相关的专利，一件为美国海军申请的激光器应用相关的专利。自 1977
年起，持续有全固态激光器的专利申请，并从 1982 年开始增幅显著。1995 至 2008
年是相关专利申请的高峰期，各年申请量基本维持在 600 件以上。随后专利申请
量略有下降[24]。
从专利主要来源国参与竞争的时间来看，美国及俄罗斯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就开始进行全固态激光器相关专利布局；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中国和

[24] 由于专利申请公开及数据库收录有时滞，近 3 年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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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基本在 1981 至 1985 年间开始进入；加拿大和韩国则在 1990 年左右开始参
与竞争。
（2）主要国家间技术流动分析
选取全固态激光器专利前 5 来源国家/地区及受理国家/地区来看主要国家间
技术流动情况。图 37 反映了美国、日本、中国、德国、英国之间，及其向欧洲
进行技术流动的情况。图中饼图代表黄色标签标注的国家/地区受理专利的来源
国家分布[25]，A→B 的箭头指向表示 A 向 B 的技术流动，即 A 向 B 提出专利申
请的情况，线条的类型与粗细代表专利申请数量的多少。

图 37 全固态激光器技术主要国家/地区间技术流动情况

中国、日本和美国受理的专利以本国申请为主；德国和英国受理的来自国外
申请人的专利多于本国申请人。
美国与日本以及美国与德国之间的技术流动最为频繁。从技术输出角度来
看，美国和日本是最主要的技术输出国，他们的主要技术输出区域为日本、美国、
德国和欧洲地区；其次是德国，其主要技术输出区域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
欧洲。结合图 36 来看，虽然中国的相关专利申请多于德国，但中国的技术输出

[25] 仅考虑选取的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及英国等 5 国的专利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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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主要以本国保护为主。整体来看，目前中国尚没有在全球成为全固态激光
器技术竞争的主要市场。
3. 在华专利申请态势
图 38 反映了全固态激光器技术领域在华专利申请的整体概况。全球共有来
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约 19 个国家/地区的 352 个机构与 200 多名
个人在华申请了 2015 项（2264 件）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相关专利，其中已获授权
专利 760 件，国外来华申请 276 项。
全固态激光器领域在华专利申请始于 1985 年，分别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谐振
腔结构设计专利、天津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的 2 件泵浦方式相关专利，以及一件
激光材料组分相关专利。随后相关专利申请量逐年平稳增长，进入 21 世纪以后
增速明显，并在 2011 年达到峰值 252 件[26]。与国际专利申请态势（图 36）相较，
在华专利申请的高峰期主要集中在 2006 至 2011 年间，起始年份晚于国际高峰期
约 10 年。

图 38 中国全固态激光器技术专利申请态势

在华申请的机构专利权人中，专利拥有量最多的是中国科学院，共有 1045

[26] 由于专利申请公开及数据库收录有时滞，近 3 年数据仅供参考。

知识产权动态

185

项专利；其余前 10 机构专利权人均为来自中国的大学与企业，分别为山东大学、
高意科技集团、北京工业大学、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高意通
讯有限公司、北京国科世纪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中视中
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和天津大学。
在华专利申请主要来自国内申请人，约占全部专利的 84%。国外来华专利主
要来自于日本（96 项）、美国（84 项）、德国（20 项）和法国（19 项）。这些国
家的主要来华专利申请机构均为企业，专利申请量均少于 20 项。其中，国外来
华专利申请多于 9 项的机构有三家，分别为日本三菱公司（16 项）、美国的柯尼
玻璃制造公司（11 项）和 ELECTRO SCI IND 公司（10 项）。
4. 核心专利
参考 Innography 数据库的专利强度（Patent Strength）指标，对全固态激光
器领域相关专利的专利质量进行初判。专利强度值根据专利权利要求数量、引用
先前技术文献数量、专利被引用次数、专利及专利申请案的家族情况、专利申请
时长、专利年龄及专利诉讼等十余个专利价值相关指标计算得到。
专利强度在 90%以上的专利被认为是本领域的相对高质量专利（即核心专
利），共 176 件。核心专利的受理国家/地区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申请机构
主要为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公司。
通过对核心专利申请机构进行分析，美国的 ESI 公司、光谱物理公司和诺思
罗普•格鲁曼公司是拥有核心专利数量最多的申请机构。除此之外，排名前 10 的
申请机构还有相干公司、JDS 尤尼弗思公司、爱信精机株式会社、阿克西瓦有限
公司和 Iridex 公司（图 39），这些公司在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研发和应用中产生了
一批价值较高的专利。虽然中科院关于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的专利申请最多，但
ESI 公司拥有相对较多的高质量专利（14 件），另外光谱物理公司和诺思罗普•
格鲁曼公司分别拥有 9 件和 7 件高强度专利。
图 39 中气泡大小代表该专利权人拥有高强度（高于 90%）专利数量的多少，
颜色深浅代表该专利权人的收益状况（专利权人总体的资源和财富所折射的市场
性）。通过对比专利权人在图中的位置，可以看出波音公司虽然拥有较少的核心
专利，但综合实力较强，具有一定的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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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全固态激光器核心专利申请机构分布

5. 基于技术功效的专利研发布局策略探讨
在“技术-功效”多角度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在全固态激光器相关技术方
向面临的国际专利形势和可能的应对策略。
表 32 中以 3 类图标来表征专利布局、技术垄断程度和相对重要专利 3 个方
面的指标结果。
专利布局指标：
●：表示在国际上至少一个国家/地区获得过专利授权的子技术点。
○：代表有国际专利申请，但专利申请均未获授权，也许是技术方案本身不
符合专利性。
↑：代表专利申请量超过 200 件的技术点。这些技术点关于全固态激光器技
术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均相对较大。
↓：代表专利申请量少于 10 件的技术点。这些技术点关于全固态激光器技
术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均相对较小。
技术竞争程度指标：
：表示人才聚集程度大于 30%的技术点。人才聚集分布的度量是相对的，
基于两个角度综合考虑：其一，该技术点相对于整个子技术发明人数量的比例；
其二，该技术点的专利申请量相对于子技术的专利申请量的比例。将上述两个方
面的因素赋予相同的权值，得到全固态激光器研究领域的人才聚集状态。因此这
样的技术点是被很多研发人才所重视并开展研究的技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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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提交专利申请的机构数量大于 100 个的技术点。这些技术点云集了
很多研发机构，当然也是竞争对手较多的技术点。
：表示从专利数量看，技术垄断程度高于 100%的技术点。报告中用申请
量前 3 位的专利权人申请的专利数量占该技术点全部专利申请量的比例来表征，
技术垄断程度高，说明该技术点当前形成强烈的技术垄断。
：表示因为专利数量少引起的技术垄断。
相对重要专利指标：
：代表全固态激光器领域核心专利所分布的技术点。
：三方专利（在此指同时在美国、欧洲、日本提交专利申请的专利）中，
同时在中国提交申请的技术点。分析发现，大部分三方专利已在中国进行布局。
：代表三方专利中，目前还没有在中国提交申请的技术点。对这些技术点
需要持续关注，跟踪相应的三方专利的法律状态和在美、日、欧的审查进展。
在上述多角度揭示的基础上，参考各技术点的重要专利权人情况，结合我国
实际，初步探讨我国在全固态激光器研究特定领域的研发布局策略。但具体的专
利布局实施路线需要结合专利权利要求和说明书进一步分析。
（1）全固态激光器技术专利壁垒区
形势：全固态激光器技术领域专利保护壁垒区的技术点，从专利布局看，专
利申请和授权量相对较大；从技术竞争程度看，专利权人数量相对较大，人才聚
集程度相对较高；从相对重要专利布局看，大部分技术点均有核心专利或者三方
专利布局。
策略：布局外围专利为主，研发应该主要放在围绕核心专利布局外围改进专
利，从而在后续产品制造和产业发展中获得交叉许可的筹码。另外，如果在研发
过程中有重大突破性技术产生，判断是否有可能成为技术点的关键核心技术。
（2）全固态激光器技术专利机会区
形势：全固态激光器技术领域专利保护机会区的技术点，专利申请/授权量
相对较少，无相对重要专利布局，技术垄断程度强是由于专利权人数量少导致的，
中国已经在部分技术点进行专利布局。
策略：以布局核心专利为主，注意外围专利的布局，形成严密的保护网。
（3）全固态激光器技术专利相对优势区
形势：全固态激光器技术领域专利相对优势区的技术点，专利申请/授权量
较少，无相对重要专利布局，技术垄断程度强是由于专利权人数量少导致的，中
国专利权人已经在这些技术点进行专利布局并且是技术点中相对重要的专利权
人。

知识产权动态

188

策略：积极布局核心专利，形成绝对技术优势，同时加强对其他国家/市场
的专利布局。
（4）全固态激光器技术专利空白区
形势：全固态激光器技术领域专利空白区是尚未进行专利布局的技术点。
策略：这些空白点对应技术的研发与改进在获得专利权方面不存在风险，但
研发可能存在失败风险：这些方向虽然目前没有专利产生，但也许已经有竞争者
进行过尝试，因此，对于这些空白点的布局依然需要谨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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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形势指示：
专利壁垒区
专利机会区专利优势区专利空白区
专利布局指标：
技术竞争程度指标：
相对重要专利指标:
中国布局指标：
● 国际至少一个国家/地区获得过专利授权
人才聚集程度>30%
核心专利布局
★ 中国申请人申请且获得过授权
○有国际专利申请，但专利申请均未获授权
专利权人数量>100个
三方专利并在华有申请 ☆
中国申请人申请尚未获得授权
↑专利申请量≥200件
技术垄断程度=100%
三方专利但在华无申请
↓专利申请量<10件
因为专利数量少引起技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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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在宏观分析方面，全球共有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英国等近 50 个
国家/地区的 1426 个机构与 1400 多名个人申请了 7472 项（14533 件）全固态激
光器技术相关专利，向日本、美国、中国、德国和欧洲等近 40 个国家/地区提出
了专利保护。全固态激光器领域专利申请始于 1974 年，自 1977 年起持续有全固
态激光器专利申请，并从 1982 年开始增幅显著，1995 至 2008 年是相关专利申
请的高峰期。从技术流动看，美国与日本以及美国与德国之间的技术流动最为频
繁，中国的相关专利申请多于德国，但中国的技术输出较少，主要以本国保护为
主，而且中国尚没有在全球成为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竞争的主要市场。全固态激光
器领域在华专利申请始于 1985 年，全球共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和法
国等约 19 个国家/地区的 352 个机构与 200 多名个人在华申请了 2015 项（2264
件）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相关专利。在华专利申请主要来自国内申请人，约占全部
专利的 80%左右。国外来华专利主要来源于日本、美国、德国和法国。
在“技术-功效”分析方面，应用设计和激光系统技术的专利申请和授权相
对活跃；冷却及热管理、控温技术相关的申请活动较少；应用是全固态激光器研
发的主要目的。三方专利布局重点与整体技术布局重点基本一致，大部分三方专
利均在中国也同时进行了专利保护。核心专利（Innography 专利强度在 90%以上
的专利被认为是本领域的相对高质量专利）共 176 件，有专利的技术点大部分已
经产生核心专利，特定性能、方便调节和应用 3 个功效方向的核心专利布局较广，
时间特性、参数测量和加强散热 3 个功效方向的专利布局较少；核心专利申请机
构主要为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公司。
在上述多角度揭示的基础上，参考各技术点的重要专利权人情况，给出了中
国全固态激光领域的研发布局和保护策略（表 33）。
表 33 中国在全固态激光器领域面临的专利形势和应对策略
专利形势


全
固
态

通过激活材料的组分和组合技
术提高特定性能

专利壁垒区



通过谐振腔的结构设计的改进
提高转换效率和功率

激
光
器

技术点

专利机会区

应对策略
布局外围专利为主，研发应该主要放在围
绕核心专利布局外围改进专利，从而在后
续产品制造和产业发展中获得交叉许可的
筹码。另外，如果在研发过程中有重大突
破性技术产生，要判断是否有可能成为技



……



通过泵浦源和调制元件术提高

从外围专利布局向核心专利布局突破。以

特定性能

布局核心专利为主，注意外围专利的布局，

术点的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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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冷却及热管理技术提高转

形成严密的保护网。

换效率


……



通过激活材料的形状改变提高
转换效率

专利优势区



通过检测的整体结构改进提高
功率



积极布局核心专利，形成绝对技术优势，
同时加强对其他国家/市场的专利布局。

……
这些空白点对应技术的研发与改进在获得

专利空白区



通过控温技术提高脉冲能量

专利权方面不存在风险，但研发可能存在



通过新光学材料技术提高功率

失败风险：这些方向虽然目前没有专利产

稳定性

生，但也许已经有竞争者进行过尝试，因

……

此，对于这些空白点的布局依然需要谨慎



考虑。
赵 萍，王学昭，赵亚娟，张 静（院文献情报中心知识产权情报分析团队） 分析撰写

国际深海采样专利技术研发态势分析
【摘要】本分析以德温特创新专利索引（DII）数据库为专利数据源，利用美国汤森
路透数据分析工具 TDA 和 Thomson Innovation 分析平台，对深海采样技术专利整
体发展态势进行分析，揭示深海采样技术分布特征、技术研发热点及竞争格局。

海洋蕴藏的油气、矿产、生物、化学、空间资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为人类社会
发展提供着重要支撑。然而由于水层的隔离，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
用均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为了突破这种限制，各种采样技术与装备应运而生，并
迅速得到发展。在海洋地质调查、资源勘探和矿产评估中，海底采样技术及其设
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业区可从水深几米的滨海扩展到几千米的深海。我
国在太平洋深海锰资源调查过程中，就是通过无缆抓斗、拖网、箱式取样等海底
采样技术进行资源普查与评估，并最终确定我国专属经济区。因此海底采样技术
研发具有重要意义，海底采样设备的更新与改进，可加快海洋资源勘探与地质调
查的效率和准确度，节约成本，获得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本文基于专利文献计量的角度，通过对海洋采样技术领域专利数据的分析，
整体揭示海洋采样专利技术的研发现状与态势，包括专利增长趋势、技术的具体
分布、研发热点以及技术的市场占有与竞争格局，为我国及中科院相关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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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用提供参考。
1. 专利技术增长趋势
对检索获得的 DII 数据库 2541 件相关专利进行分析，深海采样技术专利增
长情况如图 40 所示。从专利数量变化来看，在 2000 年以前深海采样技术处于稳
定的发展时期，2000 年以后研发明显加快，形成快速增长期，在 2011 年达到峰
值，2000 年及以后申请的专利占全部专利的 62.5%。

图 40 深海采样技术专利增长趋势（基本专利年）

2. 专利技术国家/地区分布
2.1

主要专利优先权国家/地区

基于优先权专利分析，深海采样技术专利主要分布在美国、中国、日本以及
俄罗斯等国家，4 国专利占专利总量的 76.3%（图 41）。

图 41 深海采样技术专利国家/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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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地区研专利申请活跃度及技术影响力分析

从主要国家/地区近 3 年的专利申请受理情况来看，深海采样专利技术研发
最为活跃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韩国、荷兰和欧洲，其近 3 年专利申请占比
分别为 45.1%、39.4%、25.9%和 10.0%（表 34）。
主要国家/地区的专利被引情况分析结果表明，美国、法国、英国和欧洲等
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影响较高，其中美国专利的总被引频次占主要国家/地区专利
被引总频次的 66.5%，平均专利被引频次达 6.22，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地区。中
国专利的影响较弱，平均被引频次不足 0.5（表 34）。
表 34 主要国家/地区深海采样技术专利申请活跃度及影响力
申请活跃度
国家/地区

专利总量

近3年受理量

技术影响力

近3年专利占

专利总被引频

专利平均被引频

比

次

次

美国

611

60

9.8%

3799

6.22

中国

526

237

45.1%

257

0.49

日本

466

35

7.5%

834

1.79

俄罗斯

282

9

3.2%

37

0.13

德国

115

7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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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韩国

99

39

39.4%

36

0.36

英国

97

9

9.3%

255

2.63

法国

88

4

4.5%

186

2.81

欧洲

30

3

10.0%

79

2.63

荷兰

27

7

25.9%

36

1.33

3. 机构专利权人分析
3.1

主要国家/地区机构专利权人分布

表 35 给出了前 10 个主要专利申请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申请机构及其专利申请
情况。从整体的专利申请机构构成来看，深海采样技术专利主要申请机构以企业、
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为主；从专利申请数量来看，申请深海采样技术专利最多的
机构来自高校、政府部门和公共研究机构。
不同国家/地区主要机构专利权人构成呈现以下特征：
（1）以政府部门和企业为主，如美国；
（2）以高校和国立研究机构为主，如中国；
（3）以企业为主，包括日本、英国、荷兰和欧洲；
（4）以公共科研机构和企业为主，包括俄罗斯、德国、韩国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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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重要国家/地区深海采样技术专利主要申请机构
专利受理
国家/地区

美国

中国

日本

俄罗斯

德国

韩国

英国

法国

欧洲

荷兰

主要申请机构
机构名称

申请量

所属国家

US SEC OF NAVY

49

美国

SCHLUMBERGER LTD

18

美国

GECO TECHNOLOGY BV

16

荷兰

UNIV ZHEJIANG

46

中国

UNIV CHINA OCEAN

33

中国

CAFS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 INST

19

中国

MITSUBISHI JUKOGYO KK

26

日本

HORIBA LTD

12

日本

SHIMADZU CORP

11

日本

OCEANOLOGY INST

16

俄罗斯

LENINGRAD PLEKHANOV MINE

8

俄罗斯

AS FAR E VOLCANO

8

俄罗斯

STIFTUNG WEGENER INST POLAR & MEERSFORSC

6

德国

HOWALDTSWERKE DEUT WERFT GMBH

6

德国

SIEMENS AG

5

德国

KOREA OCEAN RES&DEV INST

12

韩国

KIGAM KOREA INST GEOSCIENCE&MINERAL

8

韩国

REPUBLIC KOREA

4

韩国

SCHLUMBERGER TECHNOLOGY BV

6

美国

SCHLUMBERGER LTD

5

美国

GECO AS

3

荷兰

COMMISSARIAT ENERGIE ATOMIQUE

9

法国

INST FRANCAIS DU PETROLE

8

法国

IFREMER INST FR RECH EXPL DE LA MER

6

法国

AKZO NOBEL NV

3

荷兰

EKA CHEM AB

2

荷兰

SPAUWER DREDGING BV

2

荷兰

IHC HOLLAND IE BV

5

荷兰

BALLAST NEDAM OFFSHORE BV

3

荷兰

HOLLANDSCHE BETONGROEP NV

3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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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机构专利权人分析

3.2

（1）Top10 专利申请机构
根据分析结果，在深海采样技术领域申请专利最多的前 10 所机构分别为：
美国海军部（49 件）、中国浙江大学（46 件）、美国斯伦贝谢公司（38 件）、中
国海洋大学（33 件）、日本三菱集团（26 件）、中国水产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20 件）荷兰格库技术有限公司（18 件），俄罗斯谢尔绍夫海洋研究所（18 件）、
中国杭州电子科技大学（13 件）和英国 Westerngeco 公司（13 件）。其中美国机
构申请专利占上述主要机构专利申请总量的 1/3 以上。
（2）主要机构专利权人专利申请活跃度分析
对专利申请 10 件以上的机构近 3 年以来的专利申请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
示，深海采样专利技术研发较为活跃的机构包括：中国水产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
所、荷兰格库技术有限公司、英国 Westerngeco 公司、美国斯伦贝谢公司、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浙江大学、韩国海洋研究院和中国海洋大学。其中中国
水产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荷兰格库技术有限公司、英国 Westerngeco 公司、
美国斯伦贝谢公司近 3 年的专利申请占比高达 50%以上，表明其近期在深海采样
技术研发方面十分活跃。而相比之下，拥有最多专利的美国海军部在近期研发活
跃度很低，一方面由其实际技术需求决定，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其相关技术研发的
超前性。
表 36 深海采样技术主要机构专利权人专利申请活跃度
专利申请人

申请总 近3年申请
量（件） 量（件）

近3年申请
占比（%）

US SEC OF NAVY

49

1

2.0

UNIV ZHEJIANG

46

19

41.3

SCHLUMBERGER LTD

38

20

52.6

UNIV CHINA OCEAN

33

7

21.2

MITSUBISHI JUKOGYO KK

26

2

7.7

CAFS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 INST

20

14

70.0

GECO TECHNOLOGY BV

18

10

55.6

OCEANOLOGY INST

18

0

0

UNIV HANGZHOU DIANZI

13

0

0

WESTERNGECO LLC

13

7

53.8

HORIBA LTD

12

0

0

KOREA OCEAN RES&DEV INST

12

3

25.0

UNIV SICHUAN

12

0

0

CHINESE ACAD SCI OCEANOLOGY INST

11

5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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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要机构专利申请及保护策略

从表 37 可知，深海采样技术专利主要申请机构均以本国为专利申请和保护
的目标国，较少在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专利申请（只有美国斯伦贝谢
公司、荷兰格库技术有限公司和英国 Westerngeco 公司在其他国家有申请部署）。
这显示出与其他一般技术领域很大的不同，可能是由于深海采样相关技术的专属
性高和技术具有相对的垄断性所致。
表 37 排名前 10 位机构的深海采样技术专利国别分布
专利申请保护国家
专利申请人

US SEC OF NAVY

美

中

日

俄罗

德

韩

英

法

国

国

本

斯

国

国

国

国

49

-

-

-

-

-

-

-

46

-

-

-

-

-

-

5

-

UNIV ZHEJIANG
SCHLUMBERGER LTD

18

13

-

-

-

-

UNIV CHINA OCEAN

-

33

-

-

-

-

MITSUBISHI JUKOGYO KK

-

-

26

-

-

-

-

-

19

-

-

-

-

-

-

-

GECO TECHNOLOGY BV

16

-

-

-

-

-

2

-

OCEANOLOGY INST

-

-

-

16

-

-

-

-

UNIV HANGZHOU DIANZI

-

13

-

-

-

-

-

-

WESTERNGECO LLC

12

-

-

-

-

-

-

1

HORIBA LTD

-

-

12

-

-

-

-

-

KOREA OCEAN RES&DEV INST

-

-

-

-

-

12

-

-

UNIV SICHUAN

-

12

-

-

-

-

-

-

-

11

-

-

-

-

-

-

-

CAFS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
INST

CHINESE ACAD SCI OCEANOLOGY
INST

4. 专利技术布局分析
4.1

专利技术主题分布

为把握海洋采样技术领域的总体研发趋势，以 Thomson Innovation 专利分析
平台 2008 至 2013 年海洋采样技术相关专利数据为基础，利用分析平台 Theme
Map 功能绘制了专利技术主题分布图（图 42）。
结合专家解读，对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可知深海采样技术目前最主要的 5
个研发主题分别为：岩芯取样技术、活塞取样技术、浮游生物采样技术、采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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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以及底拖网技术。

图 42 深海采样技术专利主要主题分布

4.2

专利技术研发热点分析

（1）最受关注的技术方向
基于 IPC 分类，对专利技术分支的出现频次进行分析，可知深海采样技术领
域最受关注的技术方向包括：吸附式海底采样设备及专用设备部件、海洋分析测
试样品采集与制备、海水物理化学分析、海底岩石采样及分析、深海生物及有机
体分析、深海采矿以及海洋非生物样品分析。
图 43 显示了深海采样技术领域出现频次最高的前 10 个技术方向[27]。

图 43 深海采样技术热点技术方向

（2）近期研发热点变化及新出现的技术方向
[27]因篇幅所限,专利技术分类代码的具体说明参见 IPC 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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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近 5 年（2008 至 2012 年）专利申请最为集中的技术方向（专利申请
数量≥5）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揭示近期深海采样技术领域研发热点变迁，并聚焦
于此同时新出现的研发方向。
2008-2012 年主要的热点研发方向分别为：抽吸作业设备、利用特殊方法分
析海水、海水分析检测样品制备；海洋分析检测样品制备、利用特殊方法分析海
水、深海生物及有机体分析、海洋取样装置；海水养殖相关技术、深海生物及有
机体分析、抽吸作业设备、深海地震勘测、海洋细菌分析；抽吸作业设备、波反
射探测装置、特殊方法深海采矿、海底挖掘设备、海洋物质光学效应分析；海底
专用岩心接收器。
近 5 年出现的新的研发方向分别为：深海地震勘测、海洋样品提取装置、防
腐蚀海洋电化学检测系统、海洋探测回波信号分析以及海洋钻探辅助设备。
表 38 深海采样技术领域最受关注和新出现的技术方向
年份
2012

专利数
量（件）
42

热点技术方向（专利数量）
E21B-0025/18（5）

新出现的技术方向
（专利数量）
E21B-0019/14（4）

E02F-0003/88 （18）
、G01S-0007/41 （14）
、
2011

190

E21C-0050/00 （10）
、E02F-0005/00 （7）
、

G01S-0007/539 （4）

G01N-0021/31 （7）
、
A01K-0061/00 （10）
、C12Q-0001/68 （8）
、
2010

196

G01N-0001/14 （8）
、E02F-0003/88 （7）
、

G01N-0017/02（6）

G01V-0001/38 （7）
、C12N-0001/20 （7）
G01N-0001/10 （15）
、G01N-0033/18 （10）
、
2009

184

C12Q-0001/68 （9）
、G01N-0001/28 （7）
、

G01N-0001/08 （6）

G01N-0001/08 （6）
、G01N-0001/02 （6）
E02F-0003/88 （8）
、G01N-0033/18 （6）
、
2008

138

G01N-0001/10 （5）

G01V-0001/38 （4）

5. 专利技术生命周期分析
专利技术生命周期是指在专利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专利申请量与专利权
人数量的一般性的周期性的规律。通过对专利申请量与专利权人数量二者的时序
变化进行分析，专利技术生命周期理论上存在 5 个阶段，即萌芽期（引入期）、
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饱和期、淘汰期、瓶颈期）、复苏期。
图 44 展示了深海采样技术专利生命周期曲线，可以看出，整体上深海采样
技术还处于发展期（由于 2012 年数据不全，因此不考虑 2012 年数值点）。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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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整体的发展过程看，深海采样技术的萌芽期阶段较长，这与早期开展海洋开发
的国家较少相符合；2000 年以后，深海采样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技术也有相应
的突破，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权人大幅增加。尚处于发展期的技术发展周期分析
结果表明深海采样技术还存在较大的研发空间，未来技术研发及市场前景广阔。

图 44 深海采样技术专利生命周期分析

6. 主要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有关国际深海采样技术研发态势的主要结论如下：
（1）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期，国际上深海采样专利技术逐步受到
关注并稳定发展，2000 年至今，研发明显加快，进入专利的快速增长期。
（2）深海采样技术专利主要集中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欧洲主
要国家。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具有明显的主导优势。美国的专利技术影响
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结合其近期研发活跃度明显下降的分析结果，揭示
出美国在深海采样技术的引领性和前瞻性。相比而言，中国的专利技术影响较弱。
（3）深海采样技术主要研发机构整体呈现以高校和公共科研机构为主导的
格局。美国海军部的研发优势显著以及主要国家国立科研机构研发较为活跃，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深海采样技术的战略地位。同其他主要国家研发主体相对多元化
不同，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研发以高校为主导。
（4）在专利申请及保护策略方面，深海采样技术体现出显著区别于一般领
域的特点：专利申请和保护集中于本国，海外部署较少，说明了深海采样技术的
专属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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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深海采样专利技术研发集中于岩芯取样技术、活塞取样技术、浮游生
物采样技术、采水技术以及底拖网技术等技术主题。该领域主要的研发热点方向
包括：吸附式海底采样设备及专用设备部件、海洋分析测试样品采集与制备、海
水物理化学分析、海底岩石采样及分析、深海生物及有机体分析、深海采矿、海
洋非生物样品分析。近年来深海采样技术领域新涌现研发方向主要有深海地震勘
测、海洋样品提取装置、防腐蚀海洋电化学检测系统、海洋探测回波信号分析、
海洋钻探辅助设备。
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深海采样技术整体处于发展上升期，技术研发及市场前
景广阔。
王金平，张树良，鲁景亮（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获得
“中央 2013 年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
从广东省财政厅发文的《关于下达中央 2013 年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
金的通知》获悉，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获得中央资助向国外申请专
利共 5 项，获得资助金额在省直单位以及广州市资助单位中排第一。本次获得资
助的 PCT 专利包括“诱导多能性干细胞快速高效产生的新型无血清培养基以及
使用其的方法”和“一种培养基添加剂及其应用”向欧洲、美国、日本申请的 5
项专利。
为了支持国内申请人积极向国外申请专利，保护自主创新成果，中央财政从
2009 年起设立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此次，作为展示广东省和广州市
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工作成果的典型代表——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能以较为显著的优势获得“2013 年中央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在
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各级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指导科研院所提升、运用知识产权制度
能力与水平的阶段性成果，此外也是对生物院在诱导性多能干细胞相关专利技术
研制上坚持自主创新的极大肯定。目前生物院已在该领域申请了 20 多个国外专
利，在研究技术上已取得了众多的突破性进展，并与相关企业开展了合作。
张

娴 摘编自

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548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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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理化所“氟硼酸钡、氟硼酸钡非线性光学晶体的
制备方法和用途”获美国发明专利
近日，由中科院新疆理化所技术研究所潘世烈研究员等科研人员完成的“氟
硼酸钡、氟硼酸钡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制备方法和用途”获美国发明专利授权（专
利号：US8545785B2）。
该发明采用固相反应法合成氟硼酸钡化合物，用高温熔液法生长氟硼酸钡非
线性光学晶体。氟硼酸钡化合物和非线性光学晶体化学式均为 Ba4B11O20F，晶体
属正交晶系，空间群 Cmc21 ，晶胞参数为 a=18.802(3)Å，b=10.7143(19)Å，
c=8.6113(14)Å，V=1734.7(5)Å3，其粉末倍频效应达到 KDP(KH2PO4)的 10 倍，
紫外截止边约为 170nm；该氟硼酸钡非线性光学晶体机械硬度大，易于切割、抛
光加工和保存，在制备倍频发生器、上频率转换器、下频率转换器或光参量振荡
器等非线性光学器件中有望广泛应用。
张

娴 摘编自

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546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18 日

中科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合作座谈会
2014 年 3 月 11 日，中科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合作座谈会，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施尔畏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出席会议。
施尔畏副院长首先介绍了中科院知识产权工作情况。中科院知识产权工作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鼓励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数量快速增长；第二个
阶段，提高知识产权质量，鼓励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下一步将通过引入市场机制，
开展专利挖掘、运营工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施院长希望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的指导下建设 STS-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网络，实践以专利为主体的知识产权
运用，向院属研究所、院外科研机构、大学、企业有偿提供“菜单式”的专业化
服务。
申长雨局长介绍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未来几年的工作思路，即以建设知识产权
强国为中心，抓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局强局建设和推动建立
具有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 3 个关键，处理好知识产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知识产
权数量与质量、知识产权管理集中与分散、知识产权国内与国际事务、国家知识
产权局与知识产权系统及其他部门等五个方面的关系。目前，国知局正在凝炼
10 项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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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科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合作，申局长强调，一是要利用好已有的平
台，继承和发扬双方良好合作成果；二是要开创新的合作领域，寻找新的切入点。
施院长和申局长都表示双方可以在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编制和宣贯，知
识产权培训以及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等方面开展合作。
国家知识产权局廖涛副局长、专利管理司马维野司长、保护协调司张志成副
司长，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严庆局长、陈文开副局长等参加了会谈。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std.cas.cn/zscq/gzdt/201403/t20140313_4051252.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9 日

中科院微电子所 2013 年美国授权专利数量
进入全球 Top500
根据专利数据提供商 IFI Claims Patent Services 的数据，2013 年美国专利商
标局共授予 27.7835 万件专利，较 2012 年增长 10%，创历史新高。2013 年，我
国机构取得的美国专利数量相比 2012 年也有较大增长，有 19 个机构进入
Top1000，9 个机构进入 Top500。其中，中科院微电子所 2013 年美国授权专利数
量达 68 件（2012 年为 13 件），位列全球第 468 名。2013 年美国授权专利 Top500
机构中，国内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只有 2 个，另一个是清华大学。
马廷灿 编译自
http://ificlaims.com/index.php?page=rankings_top_global_assignees
http://cdnet.stpi.narl.org.tw/techroom/pclass/2014/pclass_14_A033.htm
原文标题：IFI CLAIMS Announces Top U.S. Patent Assignees of 2013
检索日期：2014 年 2 月 26 日

植物所通过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验收考核
2014 年 2 月 26 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通过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验收考核，
被认定为 2013 年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
专利试点单位评选由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组织，旨在落实首都知识产权战略，
加强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工作，提升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和利用能力。被
认定为专利试点单位后，可享受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在国内外专利申请方面的优惠
资助政策。

知识产权动态

203

截至 2013 年，植物所共申请专利 393 件，授权专利 249 件，涉及植物抗逆、
生态恢复、园艺等多个领域。植物所将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管理和运用能力，促
进优势科研创新能力与产业的融合，服务行业和区域发展。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553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9 日

合肥研究院 3 项科技成果获 2013 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
2014 年 2 月 25 日，2013 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合肥召开。中国科学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 项科技成果获得科学技术奖一等奖，1 项获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本次安徽省共颁发了 16 项科学技术一等奖，其中仅 3 项为自然科学一
等奖，合肥研究院获得 2 项。
据了解，合肥研究院智能所张忠平等人完成的“面向痕量快速检测的纳米传
感原理与分析方法”和等离子体所王祥科等人完成的“重金属离子和放射性核素
在环境中化学行为和污染治理研究”两项成果分别获得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智能
所刘锦淮等人完成的“新型触摸屏纳米功能薄膜制备关键技术与应用”成果获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cas.cn/xw/yxdt/201402/t20140227_4041589.s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9 日

武汉物数所 2 项成果荣获
湖北省 2013 年技术发明一等奖
2014 年 2 月 25 日，湖北省召开 2013 年科技奖励大会，表彰 2013 年度省科
学技术奖获得者。武汉物数所刘朝阳研究员主持完成的“高场核磁共振仪器关键
技术及核心部件的开发应用”获得湖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同时，该所宋沙磊副
研究员参与完成的研究项目“地物探测多光谱激光雷达”获得湖北省技术发明一
等奖。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cas.cn/xw/yxdt/201403/t20140303_4043792.s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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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检查指导
沈阳自动化所专利工作
2014 年 4 月 1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率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利法
执法检查组实地检查指导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专利工作。沈阳自动化所
所长于海斌陪同陈竺检查工作。
此次陈竺率检查组实地考察沈阳自动化所，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详细了解了该所的专利法落实情况。在沈阳自动化
所检查期间，陈竺一行参观了水下条件实验室，所长于海斌详细介绍了水下滑翔
机、北极 ARV、
“潜龙一号”水下机器人等科研成果，以及沈阳自动化所在“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控制系统方面的研发和应用情况。陈竺对沈阳自动化所在科技
创新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沈阳自动化所是全国知识产权试点单位和辽宁省知识产权示范单位，是此次
检查组在沈阳实地检查的三家单位之一。
张

娴 检索，许 轶 摘编自

http://www.sia.cn/xwzx/tpxw/201404/t20140421_4093855.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9 日

科技促进发展局举办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讲座
2014 年 4 月 9 日上午，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与人事局共同邀请中国科学院大
学李顺德教授为院机关工作人员作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报告。科
发局陈文开副局长出席并主持讲座。
李顺德教授深入浅出地讲授了什么是知识产权、有知识产权和没有知识产权
有什么不同、知识经济给知识产权带来了什么、为什么要学习知识产权等等。
李顺德教授指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大国”，但是还不是
一个世界的“制造强国”，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还要受到外国公司的制约。在
产品开发、产品制造、产品营销过程中，我国的制造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产品制
造这个环节，产品开发和产品营销这两个环节还很薄弱。我国要想真正成为世界
的“制造强国”，必须在产品开发和产品营销这两个环节有所突破，取得长足发
展，而要想在这两个环节有所突破，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李顺德教授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说明知识经济给时代的知识产权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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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财富、重要的资本、重要的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贸易已经成为贸易的
一种主要形式；知识产权经营已经是企业经营的重要内容；知识产权与标准相结
合成为企业追求的重要目标。
许海云 摘编自
http://www.std.cas.cn/ywzgzdt/201404/t20140411_4089099.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2 日

微系统所成为首批上海市专利试点单位
上海微系统所近日获得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批准，取得了新办法实施后的首批
专利试点单位的荣誉。
上海微系统所近年来每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维持在两百多件，专利申请量
和授权量保持全院及上海市领先地位。截止目前为止，微系统所专利共申请 1225
件，授权专利 653 件，拥有有效专利 1472 件；已经提交 PCT 申请 85 件，其中
已经有 59 件进入美国国家阶段，已有 25 件获得美国专利证书。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颁布了新的《上海市企事业专利工作试点示范单位认定和
管理办法》，旨在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事业，深入实施国家和上海知
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升上海市企事业单位专利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
许海云 摘编自
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557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2 日

《自然出版指数 2013》显示：中科院跃居世界前十
2014 年 3 月 27 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
根据 2013 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高质量论文的贡献指数，中科院由上一年
的 14 位跃升至全球第 6 位，并超过日本东京大学，排名亚太地区科研机构首位；
中国科技大学则连续三年蝉联中国高校榜首。
报告认为，2013 年是中国的科学发现之年，在尖端技术领域获得了丰硕成
果。其中，中国科学院以发表 165 篇论文、论文贡献指数 63.15 首次取代东京大
学，跃居全球前十名，并占据亚太区科研机构首位。报告预测，中国“在未来两
至三年内，将超过日本逐步成为亚太地区自然出版指数的首要贡献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仅次于中科院，连续第三年位居中国高校首位，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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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及其子刊上共发表 37 篇论文，贡献指数 15.11，在物理、化学方面分
数优势比较明显。
中国科研机构前十名分别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深圳华大基因、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
港大学。
英国《自然》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性科技期刊，也是最权威的科学杂志
之一。该杂志专注于报道国际科研活动中的重大发现与前沿进展，并根据各科研
机构在《自然》杂志及其子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质量，每年发布“自然出版指
数”，该指数常被作为衡量高质量的基础性研究的标志性指标。
许海云 摘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3/27/c_119979404.htm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2 日

第二届亚洲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4 年 4 月 10 至 13 日，第二届亚洲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研讨会在海南海
口举行。会议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主办，共有来自中国、印度、韩国、
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东盟
生物多样性中心（ACB）、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IUCN）等国际组织的 22 名代表参加，中国代表来自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植物所、动物所、人与生物圈秘书处等单位。
会议重点讨论了四个方面的事宜：（1）ABCDNet 的会员管理办法、会员的
权利和义务，从而进一步完善组织机构；
（2）如何有效搜集亚洲生物多样性数据，
并通过 ABCDNet 网络共享；
（3）2014 年重点推动的优先项目；
（4）完善《亚洲
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现状、挑战与机遇》的编写提纲和实施计划。ABCDNet 致
力于推动亚洲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研究和保护，鼓励会员利用 ABCDNet 平台成立
不同研究方向的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从不同研究方向促进亚洲生物多样性
领域的发展。
许海云 摘编自
http://www.std.cas.cn/ywzgzdt/201404/t20140414_4090103.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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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举办知识产权讲座
2014 年 5 月 7 日，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和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
所邀请汤森路透产品与解决方案专家 Amy Rufe 开展题为“Improving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ith an intelligent platform”的讲座。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
产权管理处唐炜处长、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李锡玲副主任出席讲座。来自政
策所、过程所、化学所、高能所、理化所、微生物所与文献情报中心等院属单位
共 30 余人参加了讲座。
Amy Rufe 介绍了全球顶级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现状，分享了一些国外科
研机构知识产权信息化实践的案例，并结合知识产权管理的生命周期介绍了知识
产权管理平台的运用。讲座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并引起强烈反响，与会人员与
Amy Rufe 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
许

轶 摘编自

http://www.casipm.ac.cn/xwzx/xsxw/201405/t20140513_4119161.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28 日

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资公司举办知识产权沙龙
2014 年 5 月 9 日，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科技服务业
协会联合举办知识产权沙龙。此次沙龙包括“由你信不信，专利其实就是钱”、
“精耕细作，运营实现专利价值最大化”和“专利布局，面向未来的跑马圈地”
三个话题，来自康佳集团、沃奥德实业、筑微科技、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
圳大学等企业及高校的 30 多名代表积极参与了此次活动。
许

轶 摘编自

http://www.caship.ac.cn/news//news/gsdt/2014-05/828c756c961c5a6d.jsp
检索日期：2014 年 5 月 28 日

计算所无线通信技术研究中心专利
荣获北京市发明专利二等奖
2014 年 6 月，在第三届北京市发明专利奖颁奖大会上，计算所无线通信技
术研究中心的“一种应用于宽带无线网络的数据调度方法”专利荣获本届发明专
利奖二等奖。市领导为获奖单位颁发了奖牌，并对此项专利的发明人田霖、杨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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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刘博、蒋海平、石晶林颁发了荣誉证书。
“一种应用于宽带无线网络的数据调度方法”专利提供一种应用于宽带无线
网络的数据调度方法，综合考虑多播业务和单播业务的传输特点进行降低终端能
耗的调度，与 LTE 系统中常用方法相比，能耗降低 25%以上。该专利通过自行
实施及技术许可等方式，已应用于多套宽带无线通信网络协议栈中，产生了一定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564
检索日期：2014 年 6 月 18 日

苏州纳米所举办国际专利申请实务及政策讲座
2014 年 6 月 9 日，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开展知识产权培训系列
之“国际专利申请实务及政策讲座”。讲座由技术转移中心主办，苏州工业园区
知识产权局滕文东处长和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资深代理人柳春琦老
师应邀为广大师生做了精彩的培训报告。
苏州纳米所作为园区科技成果产出大户，一直以来受到园区知识产权局的高
度关注。通过多年的发展，苏州纳米所积累了大量优秀的科技成果，急需进行国
际专利申请布局。本次培训讲座作为纳米所知识产权培训系列活动之一，旨在提
高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强对国际专利申请的认识，促进苏州纳米所知识
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特别是为国际专利运营的开展打好基础。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cas.cn/jypx/gzdt/201406/t20140612_4136414.s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6 月 18 日

“开放式核磁共振超导磁体系统研制”
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2014 年 5 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在宁波余姚组织召开了“开放式核磁共振超
导磁体系统研制”成果鉴定会。
该成果是由电工研究所在开展高磁场超导磁体技术研究开发的基础上，与宁
波健信机械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一款可用于开放式核磁共振医学成像的 0.7T
超导磁体系统。该技术由宁波建信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产业化，北京汇影互联科技

知识产权动态

209

有限公司负责整机应用推广。
包括 9 位院士在内的 11 位专家参观了磁体系统的产业化生产现场，听取了
有关报告，一致同意通过成果鉴定。研制成功的超导磁体系统是磁共振医学成像
的核心，具有大开放、少液氦、低费用、结构紧凑的优点。一方面开放的空间实
现治疗与诊断一体化，另一方面极大减少稀缺昂贵的液氦资源消耗，进而降低医
疗成本，未来应用可实现全民低成本治疗。
目前该技术成果已经开展产业化生产。未来 3 到 5 年内，年产量将达 500
台，产值达到数亿元人民币，有效满足我国医疗领域的需求并对外出口。
朱月仙 摘编自
http://www.std.cas.cn/ywzgzdt/201406/t20140609_4133303.html
检索日期：2014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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