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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１９知识产权侵权报告

２０１９年６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知识产权侵权报告。报告汇集了

欧盟知识产权局自２０１３年以来针对欧洲知识产权侵权情况的研究结果，从知识产

权价值、知识产权侵权原因以及侵权导致的经济后果等方面分析欧盟知识产权及

侵权的整体情况。

　　１．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和经济价值

（１）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２％，就业的２８％，以及欧盟

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９３％。这些产业的平均薪资比其他产业高出４６％。

（２）在企业层面，知识产权持有企业表现优于非持有企业（人均收入比非知识

产权持有企业高２９％）；欧洲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业绩与其知识产权持有量密

切相关，知识产权持有企业的人均收入比非持有企业高出３２％。

（３）平均而言，知识产权持有企业支付给员工的薪酬比非知识产权持有企业

（在同一行业和国家）高出２０％。

（４）中小企业记分牌显示，知识产权资产的积累对企业的营业额、就业率、盈利

能力和融资渠道等业务指标有积极影响。

（５）只有９％的欧洲中小企业拥有知识产权，但有明显迹象表明，持有知识产

权的企业利润更高，增长速度也更快。

　　２．知识产权侵权的原因和方式

（１）假冒产品和分销渠道不断发展。

（２）运输方式的扩展和多样化（铁路、自由贸易区、小包裹等电子商务）。

（３）随着化妆品或药品等日常消费品的假冒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人们对健康

和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

（４）高利润、轻惩罚导致的侵权动机。

（５）价格低、社会道德感薄弱是个人购买仿冒产品的原因。

（６）证据表明，如果价格合适且没有明确的法律声明，欧洲年轻人倾向于购买

假冒商品和下载非法内容。

（７）假冒商品的分销和非法数字内容的消费给假冒者带来了额外的经济利益

１知识产权动态



（广告收入），导致更为复杂的知识产权侵权情况（特别是商标和版权）。

（８）销售假冒商品和分享非法数字内容等商业模式有助于造假者获取额外

收入。

　　３．知识产权侵权的经济后果

（１）假冒商品的贸易额（１２１０亿欧元）可能高达欧盟进口总额的６．８％。

（２）假冒商品的主要来源国是中国、印度和土耳其。

（３）假冒商品的重要过境地区包括中国香港、阿联酋、新加坡和巴拿马。

（４）欧盟市场上的假冒商品给欧盟合法产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达５６０

亿欧元，相当于４６．８万个工作岗位创造的经济价值。加上对其他行业的连锁反

应，总销售额损失达９２０亿欧元。

（５）对小型公司来说，应对知识产权侵权面临的负担尤其沉重。

许　轶　检索，黄玉茹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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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解析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挑战

２０１９年５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邀请斯特拉斯堡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ＣＥＩＰＩ）高级讲师兼研究员ＧｉａｎｃａｒｌｏＦｒｏｓｉｏ分析人工智能（ＡＩ）技术在知识产

权法律监管方面带来的挑战。文章指出，人工智能活动的监管将成为一个主要的

政策问题，虚拟代理、智能算法、机器人将对欧洲数字单一市场（ＤＳＭ）产生极大的

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能够维持 ＤＳＭ中行为者之间平衡的政策框架，以

便欧盟公民可以从颠覆性技术及创新中获益。

　　１．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ＭＬ）系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大量挑战。任何软件可

以通过版权法或专利法给予保护。根据欧洲专利公约，专利保护只能用于计算机

实现的发明，而不能用于软件本身。在这种背景下，技术主题的可专利性是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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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术专利保护面临的根本挑战。此外，在为人工智能技术寻求专利保护时，满足

披露要求可能具有挑战性。总的来说，在可专利性方面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２．人工智能信息和数据的输入管理

数据和大数据处理是机器学习的基本部分。一方面，数据所有权是一个关键

问题。ＡＩ和机器学习系统的开发通常涉及使用大型数据集进行训练，以提高系统

决策能力。另一方面，数据保护法规将在ＡＩ和机器学习系统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其特别强调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关于分析和自动决策规定的解释。最

后，可以通过其他法律法规的部署，如竞争法、不正当竞争法和商业秘密法，来规范

机器学习和其他ＡＩ过程中数据的输入。

　　３．人工智能输出的所有权和可保护性

人工智能产生的创造力和创新将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并将迫使

人们重新建立知识产权框架。

　　（１）人工智能的创造力

人工智能可以创作诗歌、小说和新闻稿，也可以作曲、编辑照片、制作视频游

戏、绘画和其他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版权制度的作者标准受到了极大的挑

战。除此之外，解决机器创作作品的所有权和侵权问题也是相关研究的焦点所在。

政策制定面临来自人工智能产生的文化生态系统、人工智能在数字／创意市场

中的新兴商业模式的道德挑战。对人工智能产业的投资也将取决于法律制度是否

有能力保护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特别是在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对人工智能

的创新、创造性产出和数据提供保护。这将是未来政策制定工作中的难题。

　　（２）人工智能的创新

人工智能对基本专利概念造成挑战。比如工业适用性和合理性、发明步骤的

问题，以及当机器具有更高水平的自主性和（技术）创造力时，如何定义精通这门技

术的人等。根据相关法规，发明权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概念，将机器指定为发明人

可以作为驳回专利申请的理由。因此，人工智能机器发明的专利保护面临十分复

杂的情况。

　　４．数字版权管理（ＤＲＭ）

新兴的数字技术可能会改变创建有效政策机制和实施 ＤＲＭ系统的手段。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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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块链作为数字分类账技术使得ＩＰ相关（版权）交易更加透明，更能实现高效和

可靠的管理。支持ＡＩ的智能合约可以大大加快与ＩＰ相关的交易，同时降低交易成

本。同样，基于区块链构建的微支付服务也可以促进创作者与公众之间直接契约

的形成。

同时，这些技术也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当区块链平台的管理和所有权与所交

换权利的所有权重叠时，可能会出现限制竞争行为的问题。此外，在管理这些网络

中的个人资料时，也要注意遵守《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

　　５．人工智能下的知识产权执法

人工智能和智能互联网机器人以及算法也将作为知识产权执法工具。实际

上，人工智能和算法适用于处理任何可能发生在网上的侵权行为，其适用范围远远

超出了知识产权的范畴。欧盟委员会近期强调，人工智能执法对在线内容的影响

已成为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

许　轶　检索，黄玉茹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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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０日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解析初创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２０１９年６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邀请欧洲Ｗｉｔｈｅｒｓ＆Ｒｏｇｅｒｓ律师事务所专

利律师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Ｆｏｒｄ和ＰｈｉｌｉｐＨｏｒｌｅｒ撰文分析初创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

文章指出，除了实现垄断权利，知识产权还可用于企业增值，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在早期阶段实施合理的知识产权战略，可以让初创企业受益多年。

　　１．知识产权战略

从广义上讲，知识产权是企业或个人拥有的无形资产，通常指研究或创造性成

果。知识产权可以采取多种保护形式，最常见的类型是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

密。这些保护手段各有优缺点。例如，专利提供了２０年在特定地理区域强制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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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这意味着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使用该专利。但是，专利

必须提供关于如何实施技术方案的充分描述。企业应尽早制定合理的战略保护具

有潜在价值的知识产权。对一些企业而言，短期的垄断可能是最好的战略，但对另

一些企业，长期商业秘密保护则更为可取。此外，企业还需考虑知识产权保护的成

本和预期的投资回报，从而制定最佳的知识产权战略。

　　２．知识产权货币化

知识产权可以通过类似于实物产权的方式货币化。例如，专利抵押、出售、购

买和许可。知识产权许可是一个获取长期收入的手段。专利许可在中小企业中广

受欢迎，它可以降低其知识产权维权的潜在成本，也可以构成企业重要的、甚至是

核心的收入来源。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可以在不投资制造、不直接承担制造或销售

产品相关风险的情况下收回研发成本。另外，知识产权交易还可用于创建辅助收

入流。例如，随着初创企业的发展，可将不再适用于自身发展的发明出售或许可给

其他公司，从而实现创新的额外回报。

　　３．评估专利组合的新方法

２０１６年，ＡＲＭＨｏｌｄｉｎｇｓ被 Ｓｏｆｔｂａｎｋ以３２０亿美元收购。通常情况下收购这种

以知识产权为主要资产的公司，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法律费用来审查庞大的资产组

合。但是，英国初创公司 Ａｉｓｔｅｍｏｓ的新 ＡＩ工具在几天内就完成了 ＡＲＭ专利的尽

职调查。Ａｉｓｔｅｍｏｓ、ＰａｔＳｎａｐ等知识产权分析公司都希望提供一些方法来帮助企业

分析大量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数据，有助于企业形成自身优势。在寻求潜在的被许

可人或评估专利是否值得许可时，这些方法可以提供商业优势并帮助降低成本。

但是，应谨慎使用这类知识产权分析工具。此类工具针对的是大型投资组合，对于

较小的投资组合或采用不寻常备案策略的投资组合结果可能不尽人意。

　　４．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意义

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可从知识产权保护中获益，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意味着

企业丧失了在特定领域发展的机会，这对于核心业务涉及一种或两种特定技术的

初创企业尤为重要。

但是，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企业。对于某些企业而

言，所涉及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应谨慎并有意识地考虑

到短期、中期和长期价值。总之，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应尽早制定并评估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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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从而获得从一系列知识产权中长期获益的最佳机会。

许　轶　检索，刘思晗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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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７日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分析企业专利与外观设计创新的关联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日本科技学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报告，通过整合

ＩＩＰ专利数据库（ＩＩＰｐａｔｅ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中收录的专利发明人数据和ＮＩＳＴＥＰ的外观设

计数据库中收录的３８万件外观设计申请人数据，分析企业创新活动特征。报告发

现，半数以上的外观设计申请人也是专利发明人，这种情况在土木建筑用品和电子

通信产品领域较突出；近年来专利发明和外观设计融合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

专利申请较多且规模较大的企业。

不同外观设计分类中专利发明人参与的外观设计比例见表１。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

ＮＩＳＴＥＰ的外观设计数据库收录的约３８万件外观设计中，专利发明人也作为设计
表１　不同外观设计分类中专利发明人参与情况统计

无发明人 有发明人 有发明人所占比例

Ａ部（加工食品和嗜好品） ４３６ １０５ １９．４％

Ｂ部（衣服和日用品） １５０００ ６３１３ ２９．６％

Ｃ部（生活用品） ２１０４５ １６９１２ ４４．６％

Ｄ部（建筑设备用品） １４４３３ ３１０３２ ６８．３％

Ｅ部（兴趣娱乐和运动用品） ８４８８ ６７８４ ４４．４％

Ｆ部（办公和销售用品） ２２２０６ ２１２５８ ４８．９％

Ｇ部（运输和搬运机械） １１５６９ １０５６５ ４７．７％

Ｈ部（电子和通信产品） ２４０３１ ５３４８３ ６９．０％

Ｊ部（通用设备器具） １０５７４ １６８３１ ６１．４％

Ｋ部（产业制造设备） １２７６３ １６２８８ ５６．１％

Ｌ部（土木建筑用品） １１９５５ ３１３８５ ７２．４％

Ｍ部（不属于ＡＬ的其他基础制品） ９４４３ １１３７６ ５４．６％

合计 １６１９４３ ２２２３３２ 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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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与的外观设计占比约为６０％。从分类来看，Ｌ部（土木建筑用品）中专利发明

人参与的外观设计占比最高，为７２４％，其次是Ｈ部（电子通信产品）。与之相比，

Ａ部（加工食品和嗜好品）和 Ｂ部（衣服以及日用品）中专利发明人参与的外观设

计比例较低。

从外观设计申请时间分布来看，２０００年以来，由专利发明人参与的外观设计数

量减少，近年来半数以上的外观设计都没有发明人参与。

从企业专利申请规模来看，专利申请量超过１００００件的大型企业发明人参与

的外观设计申请的比例较高，但是近年来出现明显的减少趋势。专利申请量超过

１０００件的企业的趋势基本相同，２００７年以来有发明人参与的外观设计申请的比例

逐步降低。报告指出，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进行新商品开发时，更注重发明人和设计

人的角色划分。

报告认为，很多研究已经证明设计活动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

从２０１２年经济产业省的调查来看，仅有不到１０％的企业认为设计力是企业竞争力

的来源，同时，日本企业的设计活动多由设计师独立完成，缺乏类似ＩＤＥＯ的供设计

企业成长的环境。

报告建议，大型企业设计活动与发明活动分立的趋势值得关注。从专利发明

人参与外观设计创作到设计师独立完成外观设计，这一趋势反映了在产品开发中，

不仅是产品功能，设计性能也正在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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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盖尔发布欧盟卓越研究能力提升报告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２日，欧洲顶尖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Ｂｒｕｅｇｅｌ）发布研究报告《欧

洲———全球卓越研究中心》（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分析

了以美国、欧洲、中国形成的多极竞争局面为主的国际科技形势，并且评价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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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经费产出绩效，在此基础上就提升欧洲卓越研究能力提出建议。

报告首先评估了全球科技研究趋势及欧盟的国际地位。目前，美国和欧洲在

卓越研究方面仍处于主导地位，全球绝大多数排名靠前的大学都来自美国，欧洲大

学的排名也在逐渐提高。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的科研成果产出和高被引论

文数量增长迅速，大学排名一路飙升。

报告指出国际合作研究更易于产生高质量论文。欧盟研究人员倾向于开展国

际合作，而中国对国际合作的态度仍然相当封闭。私营部门的研发支出高度集中

在少数几家大公司中，其中美国公司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欧盟公司。此外，全球

研发支出最高的前２５００名公司中中国公司的排名不断攀升，以数字技术领域的表

现尤为显著。在专利领域也有类似的趋势。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迅速，但在专

利质量方面，中国仍然落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

报告通过评估欧盟第七框架计划（７ｔｈ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Ｐ７）和欧盟２０２０

地平线计划（Ｈｏｒｉｚｏｎ２０２０，Ｈ２０２０）项目成果来评估欧盟的研发投入绩效。ＦＰ７资

助项目的质量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由ＦＰ７资助项目产出的研究成果更有可能

跻身被引频次前１％的论文；欧盟科研理事会（ＥＲＣ）作为欧盟框架计划中最致力于

卓越研究的机构，由其资助的项目更是如此。不过，绝大部分优质论文只是欧盟内

部跨境协作的成果。有证据表明，与仅限于欧盟内部合作产出的论文相比，由欧盟

和非欧盟国家的研究人员共同撰写的论文具有更大的引文影响力。

报告对促进欧盟卓越研究的建议：应长期持续增加欧盟研究和创新预算；充分

利用欧盟外部潜在的联系和人才；卓越研究对开放与获益至关重要，应成为评价框

架计划项目目标的主要指标；针对欧盟有望成为全球卓越科技中心的具体领域，应

将其纳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类项目资金的总体均衡分配方式之中；应系统地

监测和评估欧洲地平线计划；评估框架计划在发展、创新能力、欧盟竞争力增长和

社会挑战等方面引发的卓越研究绩效。

许　轶　检索，刘思晗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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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２０１９）》印发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

（２０１９）》（下称《工作指引》），旨在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动高质量发展决策部

署，进一步做好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工作，坚决把发展的重心转移到质量上来。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新时代，站在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

重要历史节点上，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此次出

台《工作指引》，是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的具体

举措，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的具体要求，也是知识产权

发展阶段的内在需要。

据介绍，《工作指引》在研究制定过程中突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则，即坚持统筹推

进，巩固局省市联动、点线面结合的工作格局；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制约知识产权高

质量发展的瓶颈障碍；坚持因地制宜，设置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工作指引》确定了三方面的重要任务。一是“明确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的指标体系”，主要是准确把握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提出研究形成若干表

征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核心指标、建立知识产权运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区

域差异化的指标体系等三方面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建立健全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

发展的指标体系，明确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二是“完善推动知识产

权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主要是调整优化政策设计，提出强化知识产权战略谋

划与顶层设计、加强知识产权宏观管理与政策研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体系、

完善知识产权运用促进体系等四方面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宏观管理，

保持知识产权政策的稳定性、调控的针对性、标准的一致性，防止大起大落；三是

“形成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统计体系”，主要是对照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

标体系，提出完善知识产权统计工作机制、提高知识产权统计数据质量等两方面的

重要任务，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分类、产业统计监测、重要

指标的统计评价、地方知识产权统计制度等工作，全面及时准确反映高质量发展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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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还随《工作指引》印发了“２０１９年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

发展任务清单”，从７个方面确定了１８项具体重点任务，并对三类强省设置了差异

化的工作要求，明确了必做选做任务，进一步突出重点任务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工作指引》确定的主要目标，到２０１９年底，我国将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

创造质量、保护效果、运用效益、管理水平、服务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初步搭建适应

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和统计体系。

许　轶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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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ＥＰＯ和 ＥＵＩＰＯ联合调查中小企业发展和知识产权的关系

【摘要】２０１９年５月，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联合发布报

告，从高增长企业特征、知识产权对中小企业的影响、高增长企业的知识产权活

动特征等方面分析了中小企业发展与专利密不可分的关系。

２０１９年５月，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联合调查了中小

企业中的高增长企业（ＨＧＦｓ）的知识产权特征，旨在分析知识产权活动对欧洲中小

企业发展的影响。

　　１．高增长企业定义及特征

高增长企业是指３年平均就业增长率至少为１０％的中小企业。高增长企业具

有如下特征。首先，人力资本、研发和知识资产往往是这些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具有创业精神的中小企业往往愿意挑战大型企业无法接受的风险，充当变革的推

动者。因此，它们常常被视为行业增长和发展的路标。其次，与其他中小企业相

比，高增长企业的成功也往往取决于其在欧盟内部市场甚至超出该市场的国际发

展能力。最后，与一般中小企业相比，ＨＧＦｓ更容易受到资源的约束。ＨＧＦｓ更依赖

０１ 知识产权动态



于风险导向型融资，如股权资本或准股权融资，而不是传统的银行担保贷款。贷款

人和投资者很难评估ＨＧＦｓ的增长潜力，因此ＨＧＦｓ也更有可能面临融资困难。

知识产权（ＩＰＲｓ）对初创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成功的关键作用早已得到认

可。专利、商标和工业设计等知识产权类型使中小企业能够有效利用其创造力、发

明创造和研发投资的成果，并为进一步投资创新提供动力。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

ＰＯ，２０１５）的一项研究表明，使用知识产权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表现更好。欧

盟知识产权局（ＥＰＯ，２０１７）发布的一系列案例研究也说明了中小企业利用知识产

权实现增长的各种方式，即许可、建立合作协议、确保高利润率、吸引投资者和消费

者。知识产权同样有助于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国际发展。有效的国外知识产权保护

是知识转移和开发知识资产国际价值的先决条件。

　　２．知识产权在中小企业增长中的作用

　　（１）创新对高增长企业的作用

创新型中小企业具有很高的新发明实验倾向。大型企业往往在成熟和稳定的

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小型企业可能在受技术不确定性影响的动荡市场中表现

得更好。正在经历技术变革的工业环境对大企业的正式结构、日常办公和决策过

程尤其具有挑战性。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企业可更灵活的应对上述挑战，并将其

转化为创业和成长的机会。

小型新企业可以通过探索新技术或新规则、创造新机会来取得成功。通过提

供差异化的产品，小企业可以避免价格竞争，并从需求尚未被完全满足的客户处创

造新的需求。报告指出，ＨＧＦｓ往往是识别和实现行业特定增长机会方面的早期推

动者。

但是，创新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可能超出中小企业的承受力。小企业可能面

临财务资源、非核心技能、实物资产、分销渠道或营销专业知识的缺乏。由于这些

限制，创新型中小企业往往专注于一个狭窄的技术范围，从而增加了失败的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规模较小的企业可能会更成功地利用新市场出现的机会，但也

特别容易受到创新活动风险的影响。

　　（２）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式

知识产权是创新企业捕捉其创意价值并将其推向市场的要素之一。因此，知

识产权可以在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风险投资回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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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分知识产权的三种保护形式———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这三种知识

产权均需经过正式的申请程序，才能获得相关机关的授权。

专利保护解决技术问题的新方案。具备新颖性，非显而易见（即包括创造性的

步骤）和工业上可应用性是发明获得授权的必要条件。一项专利权权利要有效和

可行使，必须通过专利审查，由专利机关授予权利。所有专利申请均在提交１８个

月后公布，披露有关技术解决方案的信息。专利权赋予其所有者阻止任何其他实

体对发明进行商业利用的权利。专利的专有权具有期限：通常，专利权保护从申请

之日起持续２０年，需支付年费。专利权在空间上也是受限的，排他性权利只能在

授予国的管辖范围内执行。

商标保护的是识别商品、服务、个体或组织的独特标志，包括文字、图片、格式

化文字、标识、颜色或颜色组合、或这些标志的某些组合。商标需要满足显著性，即

消费者可以识别标识，并将其与同一领域的其他商标区分开来。商标可以通过向

商标管理机构注册（即注册商标）或通过在某些国家市场上的实际使用（即未注册

商标）得到保护。注册商标的所有人享有使用该商标的专有权，并有权阻止他人在

同一领域使用与该商标近似或者相同的标志。注册商标的保护期一般为１０年，可

以通过缴纳续展费延长保护期。

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涵盖了产品的视觉外观，即产品的形状、外表或其装饰，

包括包装、图形符号和字体。外观设计只保护产品的外观，不保护其功能。工业品

外观设计的权利通常是根据注册程序（即注册设计）授予的，但未注册的设计在欧

盟也受到保护。通过在文件或产品（即未经注册的设计）中披露设计，可以自动获

得保护。设计作品的所有人拥有专有权，并有权阻止第三方使用该设计作品。在

欧盟，注册外观设计所赋予的权利保护最多２５年，而未注册外观设计仅在首次披

露后的３年内受到保护。

因此，专利通常用于保护研发成果。例如，在产品周期较长的受监管行业（如

制药行业）。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主要保护企业声誉所依赖的投资（产品质量，

服务或广告方面）。正因如此，它们在更广泛的行业中得到了应用，特别是对于与

消费者直接接触的企业而言尤为重要。

　　（３）知识产权支撑中小企业发展

知识产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知识产权提供的保

护主要是为了确保在市场上独家利用创新理念，从而使中小企业能够在风险投资

上获得足够的回报。对欧洲专利申请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商业利用”和“防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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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是申请专利最重要的两个动机。另外，知识产权还确保了持续或未来发展的经

营自由（ＦＴＯ），从而降低了不必要的许可成本和诉讼风险。

除了这些基本功能，良好的知识产权管理还可以产生更多利益，例如建立合作

和许可、确保投资和促进技术交易。这些利益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特别重要，因为这

是弥补其资源缺乏的一种手段。

与其他企业或研究机构合作是中小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的一种方式，在合作的

过程中，可以利用合作伙伴的资产来填补专业知识和资源的空白。对此，知识产权

发挥着关键作用。

另外，科技初创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知识产权来吸引投

资者。独立机构授予的知识产权公开信息向金融行为者发出信号，表明中小企业

拥有宝贵的无形资产，从而帮助其克服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报告指出，利用中小企业的知识资产并用它们来抓住增长机会需要采取积极

主动且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方法。中小企业必须预测知识产权管理和商业成功之

间的相互联系，以便尽早制定有效的知识产权长期战略。

　　３．结论

　　（１）优先开展知识产权活动的中小企业更有可能成长。

至少申请一项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进入后续增长期的可能性增加２１％，成为

高增长企业的可能性增加１０％。同时，至少申请一项专利的中小企业进入高增长

期的可能性要高９％，申请至少一项商标的中小企业可能性增加１３％。

　　（２）申请欧洲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成为ＨＧＦ的可能性更高。

对于已经申请至少一项欧洲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来说，进入高增长期的可能

性要高１７％。申请欧洲知识产权是中小企业准备将业务扩展到欧洲的积极指标。

　　（３）专利申请作为ＨＧＦ的预测指标在高科技和低科技行业中效果较佳。

在高科技行业，拥有一项或多项欧洲专利的中小企业实现高增长的可能性要

高出１１０％，低科技行业（＋１７２％）中尤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在这些行业专利申

请可能相对较少。

　　（４）在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行业中商标申请作为ＨＧＦ的预测指标表现较佳。

在快速消费品行业，在欧洲注册了商标的中小企业实现高增长的可能性要高

出６２％。相比之下，申请国家商标是耐用消费品行业高增长可能性更好的预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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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４９％）。

（５）使用商标、专利和外观设计组合而不是单一类别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更

有可能实现高增长。

涉及商标的知识产权组合优于其他类型组合和单一类别知识产权，这说明商

标是有效知识产权捆绑的基本组成部分。这可能是由于商标注册与市场进入和营

业额增长有关。

总而言之，对主要研究结果的分析旨在通过衡量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活动与其

进入高增长期的可能之间的相关性，来评估知识产权指标的预测能力。报告指出，

这种相关性不应被解释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仅仅申请知识产权不足以引发增长，

但可以表明，企业通过创造、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来维持增长的能力更强。

许　轶　检索，黄玉茹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ｉｓｓｕｅ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９／２０１９０５２１．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ＪｏｉｎｔＥＰＯＥＵＩＰＯｓｔｕｄｙｆｉｎｄｓｓｔｒｏｎｇｌｉｎ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Ｍ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ｕｓｅｏｆＩＰ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

技术观察

协作机器人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协作机器人由于具有高度安全性、良好的环境适应性、较强的人机交互

能力等特点，在制造业、服务业、医疗保健行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是下一代

机器人的重要发展方向。同时，协作机器人也是解决我国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

题，实现“机器换人”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了

解协作机器人的未来发展方向，解析其技术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

用德温特创新数据库（ＤＩ）、德温特数据分析器（ＤＤＡ）等工具，分析了协作机器

人相关专利的数量趋势、主要国别、主要技术类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

协作机器人通常具有质量轻、安全性高、对环境的感知适应性好，人机交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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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等优点，能够满足任务多样性和环境复杂性的要求，用于执行与未知环境和人

发生交互作用的操作任务，是下一代机器人的重要发展方向。

随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计算机、通信及消费类电子产品为代表的３Ｃ产业

蓬勃发展，产品生命周期变得越来越短，用户个性化需求也越来越高。面对生产线

变更时间需大幅缩短，工作空间狭小等问题，传统的“非自动即手动”的生产装配模

式难以应对，大量工作需要人和机器人协作完成。因此，人机协作成为搭建灵活高

效制造系统的有效方案。人机协作不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也是长远发展的

选择。

本文以协作机器人专利为研究对象，分析协作机器人关键技术发展趋势和技

术领域分布，研究当前协作机器人技术成熟度、关键技术最新动向，研判主要机构

的专利布局和竞争优势，为我国在这一优势技术领域中的研发决策、产业化布局提

供参考。

本文基于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专利数据库，以协作机器人相关检索词制定检索

策略，在数据库中检索得到协作机器人相关专利共４９２３件，经德温特同族专利合

并后，共得到２７２１项同族专利。专利分析结果如下。

　　１．协作机器人专利申请趋势

近３０年来，协作机器人相关专利数量发展趋势如图１所示。１９９５年，第一台

商业化人际协作机器人 ＷＡＮ诞生。１９９６年，美国西北大学首次提出了协作机器

人的概念。从专利角度来看，在１９９９年以前，协作机器人相关专利数量极少，每年

图１　协作机器人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１］

［１］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被ＤＩ收录会有一定的时滞。文中近２年，特别是２０１８年的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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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极少数专利出现，这一阶段为相关技术的早期萌芽阶段。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是协作机器人的初始发展阶段。２００５年，美国开展

了致力于通过机器人技术增强 ＳＭＥｓ劳动力水平的 ＳＭＥｐｒｏｊｅｃｔ项目，协作机器人

技术迎来发展契机，协作机器人每年相关专利的申请量从个位数上升至为５０项左

右。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协作机器人相关专利数量从５０项／年大幅上升至近５００项／年，

该阶段可视为协作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增长期。在这段时间中，世界主要协作机器

人企业纷纷发力，推出各类商业化产品。如２００８年，ＡＢＢ发布世界上首台人机协

作双臂机器人ＹＵＭＩ，ＦＵＮＡＣ、ＹＡＳＫＡＷＡ等多家企业也推出协作机器人产品；２０１５

年，ＵＲ推出世界上首台桌面型协作机器人ＵＲ３；同年Ｒｅｔｈｉｎｋ推出第二款协作机器

人ｓａｗｙｅｒ。在这一阶段后期，中国企业也开始进入这一市场，２０１６年前后，如新松，

大族电机、遨博、达明等国产企业开始推出自己的协作机器人产品，而中国企业的

进入也是造成后期协作机器人专利数量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２．协作机器人专利主要技术类别

图２从ＤＷＰＩ手工代码［２］的角度展示了协作机器人专利的技术分布情况。可

以看出，数量最多的前三类专利是 Ｐ６２Ｅ、Ｐ６２Ｆ与 Ｘ２５Ａ０３Ｅ，均指代各类型的机

械臂和操控装置，其中Ｘ２５Ａ０３Ｅ更明确的指代工业用电气设备中的操控装置。

［２］ＤＷＰＩ手工代码是由专利数据库提供商德温特的专业人员为专利标引的代码。

排在４６位的专利技术类别分别是 Ｔ０６Ｄ０７Ｂ、Ｘ２５Ａ０３Ｆ和 Ｔ０１Ｊ０７Ｂ，这三个

技术分类均与控制技术相关，分别是过程与机器控制、工业电气设备控制，以及用

于过程控制的数字计算机技术。

排在７位及以后的主要技术类别主要包括数字软件、计算机控制模型、数字处

理系统（Ｔ０１Ｓ０３、Ｔ０６Ａ０７Ａ、Ｔ０１Ｊ０８Ａ）；协作机器人在多个领域的应用如制药、车

辆等（Ｐ６２Ｕ１３、Ｘ２５Ｆ０５Ａ、Ｐ６２Ｕ０３、Ｔ０６Ｄ０８Ｆ）；以及具体结构细节如安全装置、抓

手等（Ｐ６２Ｔ０７、Ｐ６２Ｄ０２）。

图３展现了基于ＤＷＰＩ手工代码的协作机器人技术类别在近３０年间的变化态

势。

２００６年以前，协作机器人的主要专利集中在卡车、货车或机器人车辆领域

（Ｘ２５Ｆ０５Ａ）。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间，协作机器人领域的主要专利集中在工业电气设备的工具控

制技术（Ｘ２５Ａ０３Ｆ），过程和机器控制用的操纵器（Ｔ０６Ｄ０７Ｂ）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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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协作机器人专利技术类别分布情况
注：代码含义

Ｐ６２Ｅ：机械臂

Ｐ６２Ｆ：手动工具，切割测量，指示，传感，控制手／便携式工具

Ｘ２５Ａ０３Ｅ：工业电气设备工作材料工具操纵器

Ｔ０６Ｄ０７Ｂ：过程和机器控制应用操纵器

Ｘ２５Ａ０３Ｆ：工业电气设备工作材料工具控制

Ｔ０１Ｊ０７Ｂ：数字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用于工业过程控制

Ｔ０１Ｓ０３：数字计算机软件内容软件产品

Ｐ６２Ｕ１３：手动工具，切割应用制药；医用

Ｐ６２Ｔ０７：手动工具，切割手工和切割工具的结构细节安全装置

Ｘ２５Ｆ０５Ａ：工业电气设备输送，起重，运输，装卸材料起重机，起重机，绞车，卡车卡车，货车或机器

人车辆

Ｔ０６Ａ０７Ａ：过程和机器控制一般控制系统计算机控制系统；系统使用模型

Ｐ６２Ｄ０２：手动工具，车间车间设备；工作人员；钳子；夹子钳；夹；抓头

Ｐ６２Ｕ０３：手动工具，切割应用车辆

Ｔ０６Ｄ０８Ｆ：过程和机器控制应用输送，提升，运输，处理材料卡车，货车或机器人车辆

Ｔ０１Ｊ０８Ａ：数字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电气设备设备支持处理

２０１２年后，机械臂、控制手臂等协作机器人技术（Ｐ６２Ｅ、Ｐ６２Ｆ与 Ｘ２５Ａ０３Ｅ）

开始大幅增长，同时控制技术（Ｘ２５Ａ０３Ｆ）专利逐渐减少。同时，用于工业过程控

制的数字计算机技术（Ｔ０１Ｊ０７Ｂ），以及安全装置技术（Ｐ６２Ｔ０７）开始出现。

最近３年以来，协作机器人的应用技术专利，特别是在医用、制药领域的技术

专利（Ｐ６２Ｕ１３）开始更多地出现。

基于专利标题的词组出现频次，本文计统计了近３年首次使用的主题词词组，

如“云平台”、“人工皮肤”、“人工智能”、“柔性”等。通过对这些新出现的词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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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协作机器人专利主要技术类别申请态势

人工判读和分类，总结出协作机器人专利技术的发展态势：

（１）协作机器人正在从研发向应用领域转型。包括工作平台、基础平台、云平

台、家庭护理设备、身体状况信息、医疗机构等主题词成为近年来相关专利的高热

频主题词汇。表明协作机器人的技术开发正逐渐从技术研发向工业应用、智能制

造、医疗应用方面转换。

（２）柔性化技术是协作机器人重要发展方向。在近３年最新出现的关键词组

中，弹性、柔性关节等词汇频现，说明协作机器人领域的柔性化、灵活化、弹性化专

利技术开始增多。

（３）与其他数字技术的交叉融合。在最新出现的关键词组中，触摸屏、云平台

是频次较高的主题词汇。这说明协作机器人技术正在与人机交互界面、云计算等

数字技术融合，向更灵活的操控、更智能化方向发展。

　　３．协作机器人主要申请国家／地区

图４展现了协作机器人领域各国国家的专利数量对比。其中中国以１２６９项

专利族排在第一位，其数量是美国的２．５倍有余，可见协作机器人在中国的专利申

请热度非常高。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拥有４９４项同族专利，再次是日本（３７１项）、韩

国（２４６项）和德国（１２７项）。其他国家申请数量较低。可见，中、美、日、韩、德是

协作机器人专利的主要布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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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主要国家／地区协作机器人专利申请情况

图５　中、美、日、韩、德五国协作机器人专利申请变化趋势

　　图５展现了中、美、日、韩、德五个主要国家协作机器人专利申请数量的变化趋

势。２００５年以前，日本是协作机器人相关专利的主要申请国家。２００５年后，日本

相关专利数量有所下降，同时中、美、韩等国在该领域的专利数量开始逐渐增多。

２０１１年前后，德国相关专利数量在该领域开始增加，美国相关专利数量的增长幅度

也开始加大，并成为协作机器人年专利量最多的国家。２０１４年，中国协作机器人专

利申请量开始爆发，并在短短３年内极速增长，２０１７年，中国的协作机器人专利数

量达到３５０项，超过其他国家专利数量总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相关专利爆发

的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之间，美、日、韩、德等国家的专利数量却从稳步增长转为下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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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国外的协作机器人技术趋于成熟，相关研究热点可能发生了

一定程度的转变，而中国在该领域仍然保持着极高的研发热情。

图６对比分析了中、美、日、韩、德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协作机器人专利技术主

题布局上的差异。可以看到，机械臂（Ｐ６２Ｅ）、控制手（Ｐ６２Ｆ）、操纵器（Ｘ２５Ａ０３Ｅ）

是各国协作机器人专利的主要技术类别。不过，中国在这三个技术领域中的专利

占比要高于其他国家，约有７２％的中国专利属于这三个技术方向，而美国的比例约

为５９％，日本约为４７％，韩国约为５３％，德国约为５８％。而在控制技术领域（Ｔ０６

Ｄ０７Ｂ、Ｘ２５Ａ０３Ｆ、Ｔ０１Ｊ０７Ｂ），中国的专利占比相对其他国家较小，中国在这三个领

域中的专利数量占比约为２２％，美国约为３１％，日本约为３２％，韩国约为３７％，德

国约为２４％。

图６　中、美、日、韩、德五国协作机器人专利技术布局

此外，其他国家还在其他技术领域布局上有一些偏向，例如日本和韩国在机器

人车辆方面相对其他国家有更多布局，而德国则在协作机器人的安全装置方面相

对其他国家有更多布局。

　　４．协作机器人主要专利权人

图７对比分析了协作机器人相关专利申请主要专利权人。索尼公司以１０１项

专利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库卡机器人公司（６４项）和发那科公司（６０项），然后是三

星电子集团（４９项）、中国华南理工大学（３８项）、哈尔滨工业大学（３５项）、ＬＧ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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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项）、松下电器公司（３３项）、ＡＢＢ公司（３２项）和中国科学院（２９项）。

图７　世界主要协作机器人专利权人专利数量

图８　世界主要协作机器人专利权人专利数量变化趋势

图８显示了协作机器人领域主要专利权人专利申请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索尼

和ＬＧ电子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２００５年以前，此后没有太多协作机器人专利布

局。松下电器公司和三星的主要专利申请集中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之间，２０１４年后，仅

有少量专利布局。２０１２年后，库卡机器人、发那科公司的协作机器人专利申请量开

始增加，并领跑全球。中国的华南理工大学、哈工大和中科院在协作机器人领域的

布局始于２０１４年前后，相比库卡和发那科晚两年左右，但其专利数量近年来呈逐

渐增加的趋势，有可能在后期成为协作机器人专利数量最多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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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展示了协作机器人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的技术类别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

库卡、发那科、华南理工、哈工大、ＡＢＢ和中科院在专利技术构成上比较接近，其占

主导地位的专利基本涉及机械臂、控制手、操纵器及相应的控制技术。不过与国家

层面的技术布局类似的，中国专利权人华南理工、哈工大和中科院相比库卡、发那

科和ＡＢＢ而言，在机械臂、控制手、操控器等硬件领域的布局占比更多，而在控制技

术等其他技术方向的布局相对偏少。库卡和发那科在安全装置方面的专利布局多

于其他专利权人。

图９　协作机器人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技术类别

除上述６个专利权人外，索尼、三星、ＬＧ和松下在技术布局上有比较明显的差

异。例如索尼，其在机器人车辆和各种控制技术方面有较多专利布局；三星和松下

则在控制技术方面有较多布局；ＬＧ则在软件产品、机器人车辆和机器人车辆控制

方面具有更多布局。

　　５．我国主要省市协作机器人申请情况

图１０显示了全国主要省（市）协作机器人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在全国范围内，

广东省大幅领先其他省份，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则处于第二梯队，安徽、山东、辽

宁、天津和黑龙江处于第三梯队。

图１１显示了协作机器人专利领域的Ｔｏｐ１０省（市）近１０年来专利申请量变化

趋势。可以看出，广东和江苏省专利数量的大幅增长始于２０１４年。江苏省曾在

２０１４年后短暂领先，但随即被广东省超越，后者一直在协作机器人专利申请方面保

持非常高的增长速度。除广东和江苏外，其他省（市）的专利申请量的爆发时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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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我国协作机器人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０省（市）

迟了一年，约在２０１５年。北京、上海和浙江近几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这些省

（市）无论在年专利申请数量，还是在专利数量的增长幅度上，均落后于广东和江苏

两省，预计未来广东和江苏仍将在协作机器人专利申请方面保持领先。

图１１　我国协作机器人专利Ｔｏｐ１０省（市）申请量变化趋势

图１２显示了国内协作机器人专利申请量Ｔｏｐ２０专利权人。可以看出，华南理

工大学在该领域申请的专利数量最多，达到４３项专利；其次是哈工大，数量为２３

项；清华大学在该领域申请专利数量排第三，为１８项。

在Ｔｏｐ２０专利权人中，北京占５席，辽宁、上海各占３席，广东、江苏、浙江、河

北各占２席，对比这些省份协作机器人专利申请总量来看，北京、上海、辽宁的头部

集中情况更为明显，大量专利集中在相对少的专利权人手中。相对而言，广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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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浙江等专利总量不低，头部专利权人数量较少，说明其省内专利分布比较分散。

图１２　我国主要协作机器人专利权人

图１３展示了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五大省（市）在协作机器人领域的专

利权人的类型构成。可以看出，江苏、上海相关专利申请较多分布在企业，达到了

６０％左右，其次是大专院校。广东省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也较多，占比接近５０％。

相对而言，北京和浙江相关专利申请的主体是大专院校，其中北京约有４１％的专利

来自高校，企业占比仅为３５％，科研单位占１３％；浙江省高校申请的专利占比是五

省（市）之中最高的，达到了５１％，企业专利占比仅占２７％。可见，从专利角度而

言，在协作机器人领域，上海、江苏、广东的技术推动者主要是企业，而浙江、北京的

主要技术推动者则是高校，企业研发力量相对薄弱。

　　６．小结

本文聚焦协作机器人相关技术，对协作机器人专利开展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１）协作机器人技术专利数量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但近年来中外发展态势略

有差别。２０１４年，中国协作机器人专利申请量开始爆发，并在短短３年内极速增

长，２０１７年，中国的协作机器人专利数量达到３５０项，超过其他国家专利数量总和。

其他国家专利数量则开始略微下降。

（２）协作机器人的技术类别可以大致分为硬件和软件两类，硬件技术主要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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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我国Ｔｏｐ５省（市）专利权人类型构成

械臂、控制手、操纵器、医用工具、工业用车辆器具、车间工具等，软件技术主要集中

在数字控制技术、软件技术、控制模型等方面。

（３）中外在协作机器人领域的技术布局上总体类似，但中国在机械臂、控制手、

操纵器等硬件领域的布局较多，占比远高于其他主要国家，而在控制技术的等软件

领域，占比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德国等先进国家。其中日韩在机器人车辆方面

布局更多，德国则在安全装置领域布局更多。

（４）国内外主要竞争机构包括库卡机器人、发那科、三星、ＬＧ、松下、ＡＢＢ等国

外企业，以及华南理工、哈工大和中科院等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并且 ＬＧ、三星、

松下近年来较少有专利布局，近年专利申请主要来自库卡、发那科等专业机器人公

司。中国机构近年来专利数量增长迅速。

（５）国内协作机器人领域专利申请最多的是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等省

市，广东省领先幅度较大。在各省的专利权人类型构成上，江苏、上海专利主要来

自企业，而北京、浙江的专利主要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占比较低。广东省来

自企业的专利占比也接近一半，类型分布上相对均衡。

姜山（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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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科院５１项科技成果参展创交会

６月２１日至２３日，２０１９年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简称“创交会”）在广州

举行，中国科学院５１项科技成果参展。

此次集中参展由中科院广州分院组织，面向全院征集并遴选出来自２０个院属

单位的５１项科技成果，在本届创交会特设的高端人才成果展区进行展出。其中，

先进全捷联低成本精确制导导弹、高精度并联调整装置、超冗余模块化灵巧协作机

器人、ＣＤｌｉｋｅ多通道并行全自动生化芯片分析系统、带有力触觉反馈的智能假肢

手、中科智慧书法教育、超视距激光选通三维成像技术产业化等优秀项目参加了项

目路演活动。

期间，中科院专利技术成果拍卖会粤港澳专场首次在创交会举办，并计划长期

“落户”创交会，此次参与拍卖的１２项中科院专利成果全部成交，总成交额３９６万

元。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与中科前衍（深圳）工程科学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新型材料粉

化技术（７项专利打包）转让的签约仪式举行，签约金额８００万。企业技术需求征

集路演和中科院重点科技成果推荐活动上，现场发布需求的２家企业与中科院相

关研究所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本次创交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工程院、九三

学社中央、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广州分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上述活动。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ｚｋｙｚｓ／２０１９／０６／２０５／ｙｘｄｔ／２０１９０６／ｔ２０１９０６２５＿４６９６６７９．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

中科院两家研究所率先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５日，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通过中规（北京）

认证有限公司的现场审核，成为我国首家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的

科研机构。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２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作为全国第二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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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体系认证证书。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４日，中国科学院举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交

流会，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作为全国首批通过

认证的两家研究所分享了贯标经验，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分享了认证审核经

验。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长雷筱云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授牌。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

科学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同起草，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正式颁布实施。２０１８年，

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贯标工作，确定了首批３２家贯标单

位，预计２０２０年底将全部完成贯标认证工作。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ｍｔｓｄ／１１４０１７８．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ｚｋｙｚｓ／２０１９／０６／２０５／ｙｘｄｔ／２０１９０６／ｔ２０１９０６２５＿４６９６６７９．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

北京分院与成都分院举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训班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３日至１４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成都分院在成都联合举办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训班。

会上，成都分院分党组书记、副院长王嘉图介绍了成都分院重大科技项目在川

渝藏地区布局、转化与产业化等情况。来自北京知识产权保护协会、中科院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成都西南交大研究院的专家分别作“知识产权在商业竞争中的价

值”“中科院成果转化中的基金运作与有效投选”“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

思考与试验”主题报告，介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宏观形势、政策和具体操作，并解

答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类疑难问题。

此次培训是北京分院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基地、成都分院院级继续教育基地

联合培训项目，旨在进一步提升各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拓宽在科技管理、成果

转移转化方面宏观政策和具体操作的新思路，促进科技合作战线人才队伍的知识

结构更新和创新能力升级。

北京分院、成都分院、沈阳分院等中科院院属有关单位科技合作部门相关负责

人，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沈阳分院丹东育成中心、成都国家技术转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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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及四川省各地方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相关人员参加培训。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９０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

信息扫描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专利互动指南

２０１９年５月底，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台与欧洲非营利组织４ｉＰ委员会合作制定

新的专利互动网络指南，旨在帮助欧洲中小企业从专利中获取经济和战略价值。

该指南确定了专利的四个主要优势：市场准入、谈判、资金和战略价值，并针对每种

优势提供案例、报价及资料链接。该指南的内容主要来自欧盟技术转移经理人协

会（ＡＳＴＰ）、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欧洲专利局、法国专利主权基金（ＦｒａｎｃｅＢｒｅ

ｖｅｔｓ）、德国知识产权和版权协会（ＧＲＵＲ）等多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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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中小企业海外维权支援政策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中小企业海外维权支援政策，旨在促进中

小企业在海外合理地行使专利和商标等权利，对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中小企业提

供维权补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１）就中小企业为掌握仿制品制造地和流通路线

开展的相关调查，基于调查结果向仿制品制造者发送警告文件、公开揭露、申请海

关查处、删除仿制品售卖网页等行为，将补贴２／３的经费，补贴上限为４００万日元。

（２）就品牌商标和地理标志商标受到侵害的中小企业提出异议申诉和无效判决请

求的行为，将补贴２／３的经费，补贴上限为５００万日元。（３）就公司名称和及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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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侵害的中小企业，在提起诉讼过程中产生的咨询费、诉讼费以及和解所需费用

等，将补贴２／３的经费，补贴上限为５００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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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分析中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创新重要性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日本科技学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名为《日本和德国

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和创新：综合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性》的报告，通过整理日本和德

国创新调查相关数据，分析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特别是进入海外市场和与海外

企业合作两种战略）对生产和创新活动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１）企业在进军海外

市场的同时，开展与海外企业的合作，实施多种国际化战略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创新

成果产出。对比发现，虽然单独实施一种国际化战略也能提升创新成果，但是两种

战略同时实施的效果更好。（２）实现高度创新需要多样化的知识和资源，综合国际

化战略有助于具有高度新颖性的创新成果产出，但对渐进式创新成果无明显影响。

（３）日本和德国虽然在地理、文化和制度方面差异较大，但是综合国际化战略对企

业创新成果的影响表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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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９日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２０１８年度民营企业研究活动报告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０日，日本科技学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了“民营企业研究

活动调查２０１８”，以资本规模超过１亿日元且在公司内进行了研发活动的３６９１家

企业为对象，分析了企业研发投资动向、研发人员以及知识产权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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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了研发活动的企业中，７５．５％的企业开展了专利活动，商标为４４．９％，

外观设计为２８．３％，实用新型为１２６％。

民营企业的日本专利申请量平均为７４．７件，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平均为１７．４

件，外国专利申请量平均为６４７件。日本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行业为信息通信设

备制造业（３４９．５件）、车辆及附属配件制造业（２５６．３件）和其他电气机械设备制造

业（１２５．９件）。

调查表明，从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１７年，７５．６％的企业在研究开发活动中，与其他组织

进行了合作。在合作对象中，国内大学和大型企业占７０％，中小企业和国内公共研

究机构次之。

在引进外部知识时，受企业重视的信息来源包括人脉网、学会研究成果发表、

展示会、论文和企业发布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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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

日本 ＪＳＴ发布下一代医药基础技术动向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Ｊａｐ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ｇｅｎ

ｃｙ，ＪＳＴ）下属研究开发战略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ＲＤＳ）发布《下一代医药基础技术动向和展望研究开发战略报告书》。报告提出今

后日本应该重点进行战略推进的研发主题：（１）制药进程革新，主要包括：人造器

官、基因编辑、人工染色体、成像、器官芯片、免疫情报学、大规模病例数据库、实验

自动化、分子立体构造解析和药物传递系统（ＤＤＳ）等。（２）现有疗法新途径研发，

主要包括：质子泵抑制剂（ＰＰＩ）制造、目标蛋白降解药物开发、低分子药物置换高分

子药物、人工肽性能改良、开拓新的治疗目标、抗体医药的多种运用、获得多种抗

体、基于微生物学基础研究探索新型感染病治疗药物、ＤＮＡ／ｍＲＮＡ疫苗等。（３）挑

战新兴疗法，主要包括：监管科学（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人工核酸改良、构建人工免疫

细胞、免疫细胞医药中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ＧＭＰ）、活体内和活体外的基因治疗技

术、基因治疗中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ＧＭＰ）、微观生物群医疗及其 ＧＭＰ、医用噬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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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开发及其ＧＭ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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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会遗产委员会发布著作权研究报告

２０１９年５月，加拿大国会遗产委员会发布著作权新研究报告，主要关注的主题

包括：价值差距的扩大；有艺术才能的中产阶级的衰落；技术对创意产业的影响；消

费文化的变化以及当地土著对著作权的看法。该报告提出了２２项建议，其中关键

的建议如下：为数字中介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安全港豁免；改革著作权委员会

使其能更快地响应行业变化；修订针对教育机构的公平交易法案；增加对流媒体服

务的监管；延长著作权保护期至作者死亡后７０年；建议政府签署如伯尔尼公约的

国际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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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创建创业融资新模式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是世界上研究成果商业化和初创企业创建最成功的大学之

一。在过去十年中，该大学已经启动了５００多家初创企业，获得了超过１０亿美元

的投资。但是，初创企业的融资以及创意市场化过程仍然存在挑战。为了应对这

一挑战，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多伦多大学创建了“开箱即用”（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ｂｏｘ）的慈善筹

资模式，该基金名为真蓝基金（ＴｒｕｅＢｌｕｅＦｕｎｄ）。该基金的种子资金来自多伦多大

学，金额为２５０万美元，用于投资已获得捐赠的项目，捐赠款和基金资助总额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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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万美元。这种大学ＴＴＯ和慈善捐赠合作资助的情况较为少见，被认为是学校

吸引成功校友企业家的好方法，可以为创业可能面临的关键机遇和挑战提供建议，

并为学校新晋企业家创建更强大的导师和顾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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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增强大学研究商业化资助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２日，美国空军正在更新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Ｓｍａｌ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ＴＴＲ），以便在寻求大学研究的新技术时，提供更多的资金以促

进更广泛的技术商业化。根据ＳＴＴＲ计划，大学研究团队首先提交技术理念的详细

说明提案。在该计划的第一阶段，选定的团队将在约３个月的时间内接受空军客

户考察和技术开发。成功的团队有机会竞争第二阶段的奖金，与空军进行原型开

发和技术验证。ＳＴＴＲ计划奖金金额第一阶段从１５０００美元增加到２５０００美元，第

二阶段从１０００００美元增加到２０００００美元，用于支持符合空军发展的技术开发，包

括工程和复杂系统、信息和网络、物理科学以及化学和生物科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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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州扩展大学创新网络

２０１９年５月，美国伊利诺伊州构建的促进创新和创业的研究型大学网络已经

扩展到该州所有公立大学。伊利诺伊州创新网络（ＩＩＮ）由伊利诺伊大学主导，由全

州各大学的孵化器（ｈｕｂ）组成，旨在通过创业、开展研究和开发劳动力来支持伊利

诺伊州的经济发展。该网络于去年８月推出，在伊利诺伊大学设有３个孵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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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最近宣布这一数字已增至１５个。每个孵化器都可从所在地区招募公共和私人

合作伙伴，以帮助制定有利于伊利诺伊州经济发展的计划，制定的计划将与大学的

科研优势相结合，如清洁能源、医疗保健、制造业等。各孵化器将通过伊利诺伊州

创新网络共同合作来支持该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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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密歇根州推出初创企业平台

２０１９年５月，美国密歇根州推出新平台（Ｓｔａｒｔｕｐ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ｔｅｃｈ）用于向全国各

地的潜在投资者和创新中心展示该州的初创企业。Ｓｔａｒｔｕｐ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ｔｅｃｈ目前存储

了超过３３５家初创企业、２５家投资者和２７家创新中心的信息，允许用户按业务模

型、融资阶段、地理位置、技术现状和其他因素筛选初创企业。该平台可加快融资

流程，并帮助投资人持续观测初创企业。Ｓｔａｒｔｕｐ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ｔｅｃｈ已获得密歇根经济发

展公司（ＭＥＤＣ）、威廉戴维森基金会、ＲａｌｐｈＣ．ＷｉｌｓｏｎＪｒ．基金会、ＰａｕｌＥ．Ｓｉｎｇｅｒ基

金会和新经济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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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省理工推出创新基金

２０１９年５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推出名为 ＭＩＴＳｏｌｖｅ的创新基金，旨在推动大

学开展全球最紧迫问题的研究。Ｓｏｌｖｅ创新基金将从捐赠者处募集３０００万美元，捐

款可免税。该基金通过全球年度开放创新挑战活动挑选 Ｓｏｌｖｅｒ团队作为投资对

象，进行债务或股权投资，投资回报将重新投入未来的 Ｓｏｌｖｅｒ团队。该基金的结构

具有创新性，是一种以捐赠人建议基金（ＤｏｎｏｒＡｄｖｉｓｅｄＦｕｎｄ）结构的首创专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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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将作为一种模式为早期企业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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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孟菲斯大学设立创业奖学金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２日，美国孟菲斯大学启动博士后奖学金计划（Ｐａｔｅｎｔｓ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旨在激发基于大学技术的初创企业的创建。该计划为参与人提供两年的支持，包

括初创企业启动资金、提供研究人员支持以及允许使用大学的实验室等措施。区

域创业组织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将为获得该计划支持的初创企业提供导师、客户和资本等资

源。上述合作模式有助于将大学的新技术和创新成果向本地公司转化，推进区域

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６／１２／ｕｏｆｍｅｍｐｈｉｓｃｒｅａｔｅｓ

ｎｅｗ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原文标题：ＵｏｆＭｅｍｐｈｉｓｃｒｅａｔｅｓｎｅｗ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５日

美国犹他大学设研究生创业新课程

２０１９年６月，美国犹他大学开设了一门新的研究生学位课程，帮助学生启动初

创企业。商业创造硕士课程为期９个月，合并了该大学Ｌａｓｓｏｎｄｅ创业学院和Ｄａｖｉｄ

Ｅｃｃｌｅｓ商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主要针对已度过创意阶段进入商业实现阶段的学生创

业项目。该课程不是传统的ＭＢＡ课程的重新包装，而是为学生创业量身定制的课

程，实际研究案例即是学生的公司。虽然该课程将提供类似加速器的专业知识和

支持，但犹他大学不会要求公司的任何股权。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６／０５／ｕｏｆｕｔａｈｃｒｅａｔｅｓｎｅｗ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ｄｅｇｒｅ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原文标题：ＵｏｆＵｔａｈｃｒｅａｔｅｓｎｅｗ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ｅｇｒｅ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

４３ 知识产权动态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主办：

承办：

封面设计： 在

田永生

ystian

内部资料

张志强

田永生


	
	页 2

	
	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