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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盟发布２０１９年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

２０１９年底，欧盟发布２０１９年版《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分析了２５００家公

司过去一年研发和经济指标的主要变化。上述公司来自全球４４个国家／地区，总

投资额为８２３４亿欧元，约占全球企业研发资金的９０％。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１８年，２５００家公司研发投资总额为８２３４亿欧元，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８９％。

其中，美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占全球总量的３８％，欧盟 ２５３％，日本 １３３％，中国

１１７％，韩国３８％，瑞士３５％。过去几年中，中国在全球研发中所占的份额不断

上升。报告指出这是因为中国虽然研发投入只有日本的８８％，但ＧＤＰ几乎是日本

的３倍。

（２）大型公司研发活动活跃。前１０名、前５０名和前１００名公司的研发资金分

别占总量的１５％、４０％和５２％。前５０名企业中，美国占据２２席，欧盟１７席，日本６

席，中国和瑞士各２席，韩国１席。研发较为活跃的三大领域研发资金占总量的

７６６％，其中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领域占 ３８７％，健康领域占 ２０７％，汽车领域

占１７２％。

（３）欧美日中四个主要国家的研发领域分布差别较大。欧盟研发投入中，ＩＣＴ

领域占２０％，健康领域占２１６％，汽车领域占３１％；美国研发投入中，ＩＣＴ领域占

５２８％，健康领域占２６７％，汽车领域仅占７６％；日本与欧盟较为相似，ＩＣＴ领域

占２４９％，汽车领域占３１％，健康领域仅占１２１％；中国的研发投入中，ＩＣＴ领域占

４７１％，汽车领域占１１５％，健康领域仅占４８％。

（４）欧美日中不同的研发投入分布导致平均研发强度（研发／销售）存在较大

差异。三大领域的研发强度高于其他领域，其中制药领域为１５４％，软件领域为

１０８％，ＩＴ硬件领域为８０％，汽车领域仅为４７％。欧盟平均研发强度为３４％，

美国为６６％，日本为３５％，中国为２７％。地区的研发强度取决于其行业结构。

例如，中国的平均研发强度较低，主要是因为存在较小的制药产业和低技术含量的

大产业。

（５）２０１９年，全球研发投入增长８９％，由ＩＣＴ服务领域（１６９％）、ＩＣＴ生产领

域（８２％）和健康领域（７６％）推动。欧盟研发投入增长４７％，美国增长１０３％，

日本增长３９％，中国增长２６７％。不同地区的平均利润率也存在显著差异，美国

为１３７％，其次是欧盟（１０３％）、日本（７８％）和中国（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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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全球研发投资额最大的４家公司分别是Ａｌｐｈａｂｅｔ、三星电子（Ｓａｍｓｕｎｇ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ｓ）、微软（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和大众（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过去的１５年里，有８家公司的全球

排名上升了７０位以上，包括Ａｌｐｈａｂｅｔ、华为（Ｈｕａｗｅｉ）、苹果（Ａｐｐｌ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阿里

巴巴（Ａｌｉｂａｂａ）、新基制药（Ｃｅｌｇｅｎｅ）、吉利德（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和大陆集团（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ｔａｌ），这表明ＩＣＴ和生物技术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排名前５０位的大型跨国公司

中，２３家公司来自生物制药行业，２４家来自ＩＣＴ行业。

（７）记分牌上还单独列出了欧盟前１０００家公司的名单，这些公司的研发投入

均超过８６０万欧元。欧盟研发强度在地域上高度集中，前三名德国、英国、法国占

欧盟研发的６８４％，前十名占９７％。德国公司在汽车和工业工程领域领先，占欧

盟１０００家公司的３７４％，而英国公司在生物制药、软件和 ＩＴ硬件领域领先，占

３５９％。２０１８年，欧盟的研发增长主要是由法国和德国的汽车行业驱动，其次是健

康和ＩＣＴ行业。

（８）２０１９年记分牌包括对研发密集型产业———生物和制药行业的专利分析。

过去１０年，上述行业的研发活动大幅增加，但专利年申请量有所下降。这反映了

一些特定的行业问题，如从小分子药物转向更难开发和获得监管批准的生物药物。

这一趋势还推动了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的并购浪潮。分析显示，欧盟和美国公司

在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技术配置方面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于欧盟生物技术公

司数量低于美国。

（９）２０１９年的计分牌突出了工业研发在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报告列举了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石墨烯

和改进的清洁能源发电与存储技术等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做的贡献。２０１２至

２０１５年间欧洲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受理的专利申请中，记分牌公司占５０％，

“绿色”专利占９％。丰田拥有最多的绿色专利，全球绿色专利拥有量排名前２５位

的公司包括博世、大众、空客和劳斯莱斯等欧盟公司。

（１０）报告还对全球汽车行业开展了专利分析，汽车行业的专利申请占全球记

分牌公司专利总量的１３％，其中３５％由欧盟公司持有。这些专利大多涉及传统汽

车技术，但越来越多的专利涉及“绿色”技术，包括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以及

新型电池和燃料电池等零部件。软件、技术硬件、电子和化工行业的公司正在加入

这些技术的专利申请行列。

许　轶　检索，白　雪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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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

２ 知识产权动态



欧盟发布第三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欧盟发布最新的第三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报告。报告更

新了重点关注的三类国家名单。报告指出，“优先国家”不一定是知识产权保护和

执法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而是被认为对欧盟经济利益造成较大损害的国家。报告

认为，自上次报告发布以来，第三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一些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

待改进之处。

报告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１９年３至５月进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情况的公众

咨询。此外，还包括欧盟驻外代表机构提供的资料、各国政府公布的知识产权侵权

数据等。评价指标包括对欧盟运营商的重要性、假冒及盗版的程度、知识产权立法

的水平／质量、法律实施的成效、在国际论坛上对双边关系的态度和对知识产权的

尊重程度、在国际论坛（ＷＴＯ争端解决）中对法律决定的尊重程度、经济发展水平

（例如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世界银行指数排名）等。

由于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领域的问题规模大且持续存在，报告将中国作为

首要优先国家进行分析。欧盟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报告（２０１８）和ＥＵＩＰＯＯＥＣＤ关于

假冒和盗版货物贸易趋势的研究（２０１９）显示，在进入欧盟的假冒和盗版商品的价

值和数量方面，中国均占据较大份额。欧盟海关扣押的假冒和盗版商品中，８０％以

上来自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

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土耳其和乌克兰仍然是第二级优先国家。这些国

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领域存在严重的系统性问题，对欧盟企业造成重大损害。

与前一份报告相比，这些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没有取得进展，或进展有限。

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马来西亚和泰国是第三级优先国家，上述国家在知识

产权领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对欧盟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这些国家发现

的问题的严重性和数量低于第二优先级国家。

此外，报告还介绍了与欧盟已经缔结或即将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些国家，以

及那些特别需要监测知识产权情况的国家，包括加拿大、韩国、墨西哥和越南。欧

盟还将密切监测以色列、摩洛哥、巴拉圭、菲律宾、南非、瑞士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等因知识产权执法引起关注的国家的情况。

此次报告中，菲律宾已从优先国家名单上除名，列入需要密切监测的类别。但

是，皮革制品、手袋、药品、鞋类、游戏、玩具和运动器材等许多产品类别中菲律宾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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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盟假冒商品的重要来源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发往欧盟的假冒和盗版商品

贸易中具有的全球性影响，因此它出现在需要密切监视的国家中。

鉴于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和经合组织等国际论坛上的良好合作，

以及在跨大西洋知识产权工作组框架内参与双边讨论，美国被从优先名单上除名。

许　轶　检索，白　雪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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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提示禁反原则的潜在风险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９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针对 ＰｈａｒｍａＴｅｃ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公司诉 Ｌｉ

ｆｅｓｃａｎ公司案的裁决，重申了在起诉过程中应谨慎修改权利要求和论据，以避免重

要权利要求被排除在等同原则［１］的保护之外。此案中，地区法院依据禁止反悔原

则，做出了等同原则下不侵权的即决判决。上诉法院进一步确认，该案中禁止反悔

原则阻止了ＰｈａｒｍａＴｅｃ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公司在起诉期间利用等同原则来重新获取已放

弃的保护客体。联邦巡回法院认定，控方禁止反悔的依据既可来自控方自身的证

据，也可来自权利要求的修改。

联邦巡回法院进一步深入解释了两种类型的禁止反悔原则：依据论证的禁止

反悔原则要求“明确无误地放弃主权”和“竞争对手有理由相信申请人放弃了保护

客体”，而不考虑论证是否需要获得许可。狭义权利修正［２］引发了依据修正的禁止

反悔原则，但以下情形除外：（１）申请时，专利申请人主观上不能预见的等同权利要

求；（２）修正案所依据的基本原理不与所涉同等物有任何密切关系；（３）有其他原

因表明专利权人不能合理地描述期望的非实质性替代物。

［１］等同原则（ＤＯＥ）允许专利权人阻止侵权者仅使用一个声称的功能等同物来回避责任。
［２］对原权利与修正权利要求领域间的一般免责声明。

联邦巡回法院指出，为了避免来自修订过程的禁止反悔原则带来的风险，申请

人应该避免做出超出可专利性影响的权利要求修正。联邦巡回法院建议，申请人

可以考虑提供一份概要声明，说明修订结果未做任何权利放弃，以此作为日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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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为避免来自论证的禁止反悔原则带来的风险，申请人应避免做出客观上

形成放弃保护客体的陈述。由于此类强调会增加起诉禁止反悔的可能性，申请人

也应该避免重复提出类似的声明。

最后，申请人应考虑从不同角度起草多项独立的权利要求书，涵盖发明的技术

和商业优势。这样，同样的修正案和论据不太可能被用来排除等同规则下所有的

权利。

尽管延续申请是保留具有商业价值的技术的最好做法，以便应对竞争对手的

申诉，但来自母案的起诉可能会传递到延续申请。为此，申请人应在起诉母案期间

澄清记录，并在延续申请中包涵不同的权利术语。在母案和延续申请中以不同的

方式主张发明权，并在起诉过程中严格论证所述的措辞，减少禁止反悔原则适用于

后续申请的可能性。

许海云　检索，白　雪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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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日本大学产学合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２０１８年日本大学产学合作实施报

告》，通过调查日本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大学共同研究机构的产学合作实施状况，

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１８年日本大学研发资金收入总额为３４３２亿日元（包括共同研究、受托

研究、临床试验、知识产权等），较上年增加１４３亿日元，同比增长４３％。

（２）来自民间企业的研发资金共计１０７５亿日元，较上年增加１１５亿日元，同比

增长１２０％，这是自２００３年实施调查以来首次超过１０００亿日元。其中，共同研究

类研发资金为６８３亿日元，占比为６３５％，带动了研发资金整体的增长。

（３）与民间企业实施的共同研究无论是收入额还是实施件数都呈增加趋势。

共同研究类研发经费收入为６８３亿日元，较上年增加７４亿日元，同比增长１２２％。

实施共同研究２７３８３件，较上年增加１９３２件，同比增长７６％。平均单件研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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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４９３万日元。单件收入在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上的共同研究数量超过总量的一半，

经费共计３２９亿日元，较上年增加了４２亿日元，同比增长１４５％。

（４）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收入为５９亿日元，较上年增加１７亿日元，同比增长

３８６％。其中，专利权收入为４４亿日元，占比７４２％，引领知识产权收入的增长。

（５）实施交叉任职（ｃｒｏｓ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制度的机构共有１２４家，较上年增加２５

家，同比增加２５３％。其中，大学教职员工前往企业任职的人数为１７人，较上年增

加了１０人，同比增加１４２９％。

（６）配备大学研究协会（ＵＲＡ）的机构有１６９家，较上年增加了２３家，同比增加

１５８％。大学研究协会（ＵＲＡ）配备人员 １４５９人，较上年增加了 ２３４人，同比增

加１９１％。

（７）成立１８５家大学初创公司，比上一年增加了３３家，同比增长２１７％。

（８）与民间企业开展共同研究，设定间接经费与直接经费比例的机构有４７９

家，较上年增加了３７家，同比增长８４％。间接经费占３０％以上的机构有３３家，较

上年增加了７家，同比增长２６９％。

（９）设立战略性产学合作经费的大学有 １４家，较上年增加了 ５家，同比增

长５５６％。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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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开发专利数据自动识别方法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日本科技学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了《专利信息下

发明内容的分析和申请人特性比较》的报告。报告指出，专利数据是分析企业、产

业以及国家技术趋势的重要信息源。一方面，与科学技术论文相比，专利信息中包

含与创新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目前专利数据规模庞大，难以通过内容相似度进

行分类。

为应对上述问题，ＮＩＳＴＥＰ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和统计数理方法分析大规模

专利数据。ＮＩＳＴＥＰ基于日本专利局公开的专利数据，以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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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符合条件的４０６９５０３件专利为对象进行了分析。分析过程如下：首先，完成日本

专利局公开公报信息中的标题和摘要的关键词的分布式统计，构建专利内容矢量

空间模型。继而，通过该模型建立专利集群，抽选邻近专利，并测定专利间的距离。

通过该方法，ＮＩＳＴＥＰ得到了３００个维度的关键词离散表现，在３００个矢量坐标上进

行专利离散表示。最终，这些关键词整合到平面图后得到了图１中多个专利领域

族群，分别是加工、电路、半导体、生物技术、游戏、金属、信息、图像、流体、车辆、端

子、光学、化合物、电动机和树脂。

图１中可以看到，车辆、印刷、金属领域被其他领域隔开，分布较为分散，相比

之下，其他领域族群则比较靠近。另外，信息的附近分布了图像和电路，化合物的

附近分布了生物技术和树脂。报告推测是因为上述族群之间联系密切。报告认为

车辆被几个领域隔离，是因为电路与车辆控制相关，流体与燃料控制和气流特性

有关。

图１　专利族群

最后，为提供类似的专利数据检索方法，ＮＩＳＴＥＰ建立了高维度矢量邻近检索。

通过该方法分析了个人、企业、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四类申请人类型和产学合作专

利的临近专利分布情况。分析发现在平面图上，专利平均距离有以下规律，企业＜

产学合作＜公共研究机构 ＜大学 ＜个人。报告分析认为，企业专利申请集中在申

请密集的主流技术领域，但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和个人则在独立性较高的领域申请

较多。由此报告得出结论：当前日本，个人以及大学申请的专利分布领域广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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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利申请则集中在特定领域。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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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制度新变化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韩国知识产权局汇总发布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制度的变化，主

要内容如下。

　　１．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权利的快速获取

（１）实施网络下载软件的流通保护政策，加强储存在记录介质（ＣＤ、ＵＳＢ等）软

件在流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２０２０年３月起实行）。

（２）扩大原料、零件和设备制造企业的优先审查对象范围，范围扩大至无效审

判和确定权利范围复审（２０２０年１月起实行）。

（３）扩大外观设计领域的优先审查对象范围，人工智能与物流网等第四次产业

革命相关技术领域的设计注册申请被纳入其中（２０２０年１月起实行）。

　　２．增强公民享受知识产权服务的便利度

（１）改进知识产权电子申请系统，搭建手机等多种终端的商标和专利申请系

统，注册办理时间改为２４小时全天候开放（２０２０年３月起实行）。

（２）大幅缩短外观设计的审查时间，由６０天减短为１０天（２０２０年１月起实

行）。

（３）简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资料的提交形式（２０２０年２月起实行）。

（４）加强专利分类的可操作性，韩国知识产权局将提供“国家科学技术标准分

类专利分类”及“产业技术分类专利分类”之间的关联信息（２０２０年１月起实行）。

　　３．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性风险投资发展

（１）减免创业企业７０％的专利优先审查申请费，减免额度为６万至２０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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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１月起实行）。

（２）实行知识产权金融政策，中小企业担保贷款发放后，年费减免５０％（２０２０

年１月起实行）。

（３）加强培养全球性知识产权明星企业，面向地区有潜力的出口企业，集中支

援各地区特色产业。支持规模由２０１９年的１５０亿韩元扩大至１７０亿韩元，支持范

围由５７０家企业扩大至７００家企业（２０２０年１月起实行）。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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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预算计划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韩国知识产权局通过国会大会决议，决定将２０２０年知识

产权预算扩大至６２７０亿韩元，与２０１９年相比同期增长６４％（３７８亿韩元）。２０２０

年预算将主要用于以知识产权为基础促进创新与就业，具体内容如下。

　　１．提高审查审判服务质量

该部分总预算金额由７８５亿韩元（２０１９年）增长至８３３亿韩元（增加４８亿韩

元，＋６１％）。随着知识产权相关技术文献的迅速增多、以及知识产权在先检索花

费时间的增加，需要增加对知识产权在先检索的预算以提高审查质量。其中，对商

标审查的预算由６８亿韩元（２０１９年）增长至８７亿韩元。

　　２．支持知识产权先占与申请以促进创新发展

该部分总预算金额由９８６亿韩元（２０１９年）增长至１１０５亿韩元（增加１１９亿韩

元，＋１２０％）。

（１）扩大海外知识产权市场，支持优秀知识产权的申请，由原先支持５７０家公

司增加到 ７００家。其中，用于打造国际知识产权知名企业的预算由 ９６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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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增长至１１８亿韩元（增长２２亿韩元）。

（２）知识产权战略分析专家和知识产权分析机构等将组建专门小组，根据各中

小企业研发实况量身打造知识产权研发战略（ＩＰＲ＆Ｄ）并将扩大支持范围，由原先

支持２１０家公司增加到３２６家。

（３）促进产品和服务融合发展，扩大综合知识产权战略支援范围，由原先支持

４３家公司增加到５３家。增强韩国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竞争力。

（４）为解决地方与首都圈知识产权不平衡问题、支持地方潜力企业进一步发

展，开展优化创业企业知识产权经营体系的“ＩＰ腾飞工作”，反馈地方需求及扩大支

持范围，由原先支持４５３家公司增加到６４３家。

　　３．防治知识产权侵权与搞活知识产权市场

该部分总预算金额由６８５亿韩元（２０１９年）增长至８２２亿韩元（增加１３７亿韩

元，＋１９９％）。

（１）为保护韩企海外知识产权，成立“ＩＰＤＥＳＫ”，同时将“Ｋ品牌先占监督国

家［３］”范围由中国和越南扩大至泰国。

［３］Ｋ品牌先占监督国家：为应对中国和东南亚等地侵占韩国品牌权利的行为，韩国知识产权局构建的体系化
监督系统，通过企业监督、网络监督和个人监督的方式进行。

（２）加强对大学有潜力的知识产权技术商业化的核查力度，同时加强对创始资

金的支持力度，收回成本并对潜力知识产权进行再次投资。

（３）通过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将经管知识产权担保贷款的银行向地方扩散，加

强对联通金融知识产权评估的费用支援。该工作将帮助中小企业进行以知识产权

为基础的资金筹备，联通金融机构的融资及投资项目，对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费用进

行支持。

（４）增加“基础资金专利账目”的预算，增强对持有优秀知识产权革新企业的

投资力度。

（５）重新推进担保工业产权的买入和运用。该工作为专业回收机构（政府和银

行共同经营）对危险担保知识产权进行买入和交易，减轻知识产权被回收风险，是

知识产权担保贷款的普遍融资手段。

　　４．构建网络知识产权审查服务

该部分总预算金额由３９１亿韩元（２０１９年）增长至４６２亿韩元（增加７１亿韩

元，＋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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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韩国知识产权局计划引进并广泛应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为韩国国民提供

快速准确的审查服务。

（２）运用知识产权信息，为服务产品领域的创业公司和风投公司提供事业开发

战略规划，同时预计新增１０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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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梅尔：ＷＩＰＯ报告显示创新日益全球化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ＤｅｎｎｅｍｅｙｅｒＧｒｏｕｐ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最近发布

的《２０１９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提出，近年来，技术创新已开始从中心向外扩散，成

为一个更加分散的全球创新生态系统。这份题为《创新的地理：地方热点、全球网

络》（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的报告显示，虽

然创新中心继续存在于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但某些国家对全球创新的束缚正在

减弱，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世界顶级创新中心的行列。

１９７０年至２０００年期间，全球２／３的专利活动来自美国，日本和德国。在此期

间，全球９０％的专利申请活动都来自这三个国家和西欧其他国家。但随着其他国

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专利活动的地理区域已扩展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１９９０

年至１９９９年间，中国和韩国的专利申请量仅占全球的３％，而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

间，两国的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２０％。

　　１．研究与开发活动聚集于城市中心

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为全球创新做出贡献，但强有力的研发部门仍然局

限于城市人口中心。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间，全球约１／４的美国专利申请来自波士

顿、纽约和旧金山，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中国专利来自北京、深圳和上海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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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区。ＷＩＰＯ报告中调查的所有专利申请中，只有不到２０％来自城市以外或利

基技术集群以外的发明者。

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是长距离互联互通，数字技术对专利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ＷＩＰＯ报告显示，全球由团队而非个人申请的的专利比例显著上升。２１世纪初，团

队申请的专利数量只占全部专利申请数量的一半多，而在２０１０年后，团队申请的

专利占比接近７０％。在２１世纪初，许多发明团队都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组成

的，这些成员往往来自有限的几个国家。而在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期间，在发明和科

学研究方面的所有国际合作中，有２／３的成员来自美国或西欧。

近几十年来，崛起的跨国公司一直是推动国际合作的主要力量。在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和８０年代，美国和西欧的公司仅有９％的专利包含外国发明人。但到了２０１０

年，西欧公司包含外国发明人的专利比例上升到了２７％，美国上升到了３８％。在

印度或中国等中等收入经济体，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创新的一个因素。

　　２．自动驾驶汽车和农作物生物技术主导创新

ＷＩＰＯ报告更深入地探讨了两个重要且发展迅速的领域的全球专利活动———

无人驾驶汽车（ＡＶ）和农作物生物技术。底特律地区的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在无

人驾驶汽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拥有３５７个专利家族，紧随其后的是丰田（３２０个专

利家族）和博世（２７７个专利家族）。一些非传统的汽车制造商也正在进入无人驾

驶汽车创新者之列，拥有１５６个ＡＶ专利家族的Ｇｏｏｇｌｅ排名第八，已超过了ＢＭＷ、

现代和日产等汽车制造商。

ＷＩＰＯ报告记载的另一个创新领域———农作物生物技术的全球专利申请总量

中有８０％来自美国、德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由于公立大学在该领域进行了大量

的学术研究，私人农作物生物技术公司一直在加强与公立大学的合作，而公立大学

通常需要私人公司的资金来生产商业化产品。

许海云　检索，黄玉茹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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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主编：知识产权领域未来十年可能的重大变化

《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杂志》（ＩＡＭ）主编ＪｏｆｆＷｉｌｄ近期撰稿，分析未来十年知识

产权领域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ＪｏｆｆＷｉｌｄ认为过去十年知识产权（ＩＰ）领域发生了

重大变化，但未来十年将会发生更重大变化。

　　１．重要案例对未来的持续影响

美国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的成立，以及双方复审程序的建立，让《美
国发明法案》（ＡＩＡ）重要性得以凸显。

伴随着最高法院２０１４年对Ａｌｉｃｅ案的判决，ＰＴＡＢ在重塑美国和国际知识产权

市场、降低专利的货币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ＡＩＡ和 Ａｌｉｃｅ案导致的结果是，

此前许多以专利为基础的成功的商业模式，现在大部分都被放弃或被大幅修改。

企业知识产权部门重新思考它们的知识产权处理方式，这对为它们提供服务的第

三方［４］产生了并且还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

［４］指律师、经纪人到反向工程企业和其它机构。

　　２．国际事务话语权争夺激烈

欧洲专利局将取得在国际专利决策中的强大话语权。专利权人将更加关注欧

洲法庭，尤其是德国和英国法庭。在３Ｇ、４Ｇ及５Ｇ背景下，这也将使欧洲成为标准

必要专利发展许可实践的关键。ＪｏｆｆＷｉｌｄ认为，２１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将尽其所能，

再次成为国际专利事务的重要组成。过去十年中国专利影响力显著提升。无论贸

易战结果如何，未来十年中国在国际专利决策中只会变得更加重要。

　　３．专利商品化和制度化趋势日显

２０２０年，全球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裕，技术的复制也将变得更容易且便宜。
这将促进专利推向商标之路，对权利人的保护战略产生重大影响，且将在拉丁美

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知识产

权问题的全球化更显著。

　　４．专利与反垄断相互制衡

全球范围内，监管机构正越来越密切地关注专利与反垄断之间的交集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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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５Ｇ和物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一交集和冲突将会增多。专利权人需要应对试图

通过许可进入新行业和地区所引起的问题。

未来十年里，塑造专利世界的将是影响力日益增长的数据和人工智能（ＡＩ）。

更多数据内容正在创建，且操作方式更为复杂，从而使 ＡＩ变得更加强大。人工智

能的影响将是巨大的，甚至极有可能以当前尚未可知的方式出现。２０１０年的企业

知识产权职能的结构和角色、专利颁发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团队等在今

天很容易被识别，而２０３０年的情况将截然不同。

许海云　检索，白　雪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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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ＩＣＬＡＩＭＳ公布２０１９美国专利权人排名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美国专利数据库商ＩＦＩＣＬＡＩＭＳＰａｔ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发布２０１９年

美国专利统计报告。报告指出，２０１９年美国专利商标局共授权了３３３５３０件专利，

较上年增长１５％；专利申请公开量较上年略增（５％）。

图２　美国专利授权量年度变化（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从申请人国别来看，２０１９年，美国本土的专利申请量领先（１６５５５６件），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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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日本（５４４１６件）和韩国（２２１３５件）的申请。来自中国的申请快速增长，增速为

３４１４％。与２０１８年相比，北美（１５３１％）和亚洲地区（１３１５％）的申请保持增长，

欧洲略有下降（－０７０％）。

从专利权人来看，２０１９年，ＩＢＭ获得了９２６２件专利授权，位居榜首，其后依次

是三星电子（６４６９件）和佳能公司（３５４８件）。中国华为公司从第１６位升至第１０

位；京东方从第１７位升至第１３位。

从活跃专利家族持有情况来看，前十名依次为三星电子（７６６３８项）、ＩＢＭ、佳

能、通用电气、微软、博世、松下电器、西门子、英特尔和ＬＧ电子公司。

从技术类别来看，高技术类专利申请依然占据主导，如 Ｇ０６Ｆ（电数字数据处

理）和Ｈ０４Ｌ（数字信息的传输，例如电报通信）。Ａ６１Ｂ（医疗设备）类专利申请增长

强劲（２５７％），Ａ６１Ｋ（药品）类专利申请小幅增长（５％）。尽管商业方法和软件面

临可专利性问题，但是Ｇ０６Ｑ（业务方法）显示出强劲的增长（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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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对中国申请人商标和
外观设计案件的时限延期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在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对中国申

请人在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申请案件的时限延期公告。

该公告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申请人在欧盟知识产权局的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申

请、异议、无效等案件，如法定期限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之间

（包括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和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可延长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９日。中国

申请人可根据该规定，做好案件相关调整安排和工作准备。

相关延期公告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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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商标条例》的第２００７／１００１号条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欧盟知识产权局决定对中国申请人放宽商标和外观设

计申请时限：

其中第１５７（４）（ａ）条，根据该条，欧盟商标局执行主席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步

骤，包括通过内部行政指示和发布通知，以确保欧盟知识产权局的运作。

根据《欧盟商标条例》第１０１条第（４）款的规定

如果发生特殊情况，如自然灾害或罢工，中断或干扰各方与欧盟知识产权局之

间或欧盟知识产权局与各方的正常通信，执行主席可决定，对于住所或注册办事处

或代理机构在该发生特殊情况的国家的申请人所涉及的时限予以延期。

在确定该日期时，执行主席应评估异常情况何时结束。如果该特殊情况影响

到欧盟知识产权局所在地，执行主席的这一决定应适用于所有当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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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１１４６１４４．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

专题报道

美国发布《标准必要专利禁令的联合政策声明》

【摘要】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和美国

司法部反垄断局发布了《标准必要专利禁令的联合政策声明》。鼓励标准必要

专利权人与受Ｆ／ＲＡＮＤ承诺约束的专利使用者之间的善意许可谈判，旨在促进

技术创新和消费者选择，增强行业竞争力。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ｔ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Ｏｆ

ｆｉｃｅ，简称：ＵＳＰＴＯ）、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简称：ＮＩＳＴ）和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Ｄｉ

ｖｉｓｉｏｎ，简称：ＤＯＪ）发布了《标准必要专利禁令的联合政策声明》。鼓励标准必要专

利权人与受Ｆ／ＲＡＮＤ承诺约束的专利使用者之间的善意许可谈判，旨在促进技术

创新和消费者选择，增强行业竞争力。但是，当许可谈判失败时，则应提供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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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措施以保持竞争，鼓励双方创新并使其继续参与自愿的、以协商意见为基础的

标准制定活动。该声明是三家机构关于促进这些目标的适当救济措施的共同

看法。

２０１３年，ＵＳＰＴＯ和 ＤＯＪ曾联合发布一项政策声明，内容涉及对自愿受 Ｆ／

ＲＡＮＤ承诺约束的标准必要专利的救济措施。该声明指出，虽然某些情况下，针对

标准必要专利侵权行为的排他性救济措施受Ｆ／ＲＡＮＤ承诺的约束可能与这些专利

的公共利益相抵触，但在其他情况下（例如，潜在的被许可人坚决拒绝参与确定Ｆ／

ＲＡＮＤ条款的谈判），排他性救济措施可能是适当的。

自《２０１３年政策声明》发布以来，ＵＳＰＴＯ、ＮＩＳＴ、ＤＯＪ以及美国和国际上的其他

机构和法院，在处理有关标准必要专利的纠纷方面积累了更多的经验。《２０１３年政

策声明》曾被误解为“建议在与专利相关的争端中采用一套独特的法律规则，这是

对Ｆ／ＲＡＮＤ承诺的基本要求（不同于标准非必要专利），并且在侵犯标准必要专利

权利的诉讼中不应使用禁令和其他排他性救济措施”。这将不利于维持平衡的专

利制度，最终损害创新和动态竞争。

《２０１９年联合政策声明》认识到了《２０１３年政策声明》的局限性，因此 ＵＳＰＴＯ

和ＤＯＪ撤回了《２０１３年政策声明》，并与 ＮＩＳＴ发布了该联合声明。他们认为专利

权人的Ｆ／ＲＡＮＤ承诺是确定救济措施是否适当的相关因素，但不能充当禁止任何

特定救济措施的依据。

《２０１９年联合政策声明》指出，根据现行法律并依据具体事实，在特定的专利

案件中可能适用的救济措施，包括禁令救济、合理的特许权使用费、利润的损失、故

意侵权的增加赔偿以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Ｕ．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发布的排除令等，在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诉讼中同样适用。同时在涉及 Ｆ／

ＲＡＮＤ承诺的谈判中，在数据可得性和最佳做法的应用支持下，“诚信”可以促进许

可效率，正如在涉及标准非必要专利承诺的谈判中一样。

《２０１９年联合政策声明》提出，拒绝一套特别的法律规则来限制对侵犯标准必

要专利的救济，也符合美国法院迄今的判决立场。援引 ｅＢａｙ的内容，其要求应用

传统的公平原则，并避免进行任何过于严格和明确的限制。

《２０１９年联合政策声明》还指出，专利权人作出的特定 Ｆ／ＲＡＮＤ承诺、ＳＤＯ的

知识产权政策以及专利权人与使用者之间的许可谈判的个别情况，都可能与标准

必要专利侵权的救济措施有关，取决于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个别当事人也可以自

愿订立或同意特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另外，法院以及其他相关的中立决策者应继

续根据一般法律，为违反标准必要专利的侵权行为制定救济措施，这些专利必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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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Ｆ／ＲＡＮＤ许可承诺。考虑到现有的救济措施，平衡的、以事实为基础的分析将有

助于保持竞争和鼓励创新，使双方继续参与自愿的、以共识为基础的、制定标准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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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报告

【摘要】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８日，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ＪＲＣ）发布知识产权与人

工智能报告，从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保护，人工智能使用数据源的版权保护，人

工智能产生的资产的保护，知识产权、透明度、可解释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等角度

讨论了在知识产权框架中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ＡＩ）的潜在影响。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８日，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ＪＲＣ）发布了知识产权与人工智

能报告，讨论了在知识产权框架中开发和采用人工智能技术（ＡＩ）的潜在影响。报

告指出，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有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人

工智能系统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和自主决策能力，以及它们在多个行业的潜在应用，

也带来了法律监管方面的挑战。

　　１．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保护

目前，关于知识产权体系是否足以适应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对现有专

利标准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报告综述了专利和版权法对人工智能保护的关键

要求。

　　（１）人工智能的专利保护

① 符合条件的保护对象

近年来，法院一直就是否授予新发明领域（尤其是计算机软件）专利权进行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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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Ｋｏｈｌｈｅｐｐ，２００８），包括人工智能等软件能否获得专利保护。通常，计算机程序

的可专利性被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排除，但排除条款不适用于具有技术特征的计算

机程序。

２０１８年，ＥＰＯ新增了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ＭＬ）可专利性的章节，数学方

法被排除在可授予专利权的范围之外。同时，如果权利要求涉及使用的技术手段

（如计算机）或设备，则其主题具有整体技术特征，因此不排除可专利性。ＥＰＯ在审

查保护的主题是否具有技术特征时，必须仔细研究诸如“支持向量机”、“推理机”

或“神经网络”之类的特定表达，因为它们通常指的是没有技术特征的抽象模型。

根据数学方法审查指南，一旦确定所声称的主题整体上是一项发明，就会根据

其他可专利性要求，特别是新颖性和创造性步骤进行审查。ＥＰＯ指南给出了人工

智能和机器学习应用领域的可专利性主题示例：在心脏监测设备中使用神经网络

技术，以识别不规则的心跳；基于低级特征（例如，图像的边缘或像素属性）的数字

图像、视频、音频或语音信号的分类是分类算法典型的技术应用。另一方面，指南

指出，仅根据文本内容对文本文档进行分类，本质上不认为有技术目的而是语言目

的的申请，可能无法获得专利授权。

② 披露的充分性

欧洲专利公约（ＥＰＣ）第８３条要求，欧洲专利申请应以足够清晰和完整的方式

披露，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充分实施。在有关人工智能的 ＩＰ５专家圆桌会

议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到，披露的程度取决于要求保护的内容，并且 ＩＰ５局对披露有

严格的要求，过于严格的标准可能会阻止公司寻求专利保护而转用商业秘密保护。

由于人工智能发明通常属于ＣＩＩｓ２２的范畴，因此可以假定，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与

计算机类发明大致相同。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关于专利和新兴技术的背景文件，深度学习技

术涉及一些随机初始化带来的“深度学习技术的非确定性”。因此，即使相同的训

练数据和神经网络架构也可能导致机器学习的性能略有不同。文件将这种不确定

性特征与生物材料的相似性进行了比较，并提到可以考虑基于专利申请披露发明

的可重复性或合理性。

日本专利局在其《发明和实用新型审查手册》（Ｒｏｇｉｔｚ（２０１９））的附件中发布了

１０个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新案例。Ｒｏｇｉｔｚ（２０１９）概述了要求的主要内容，并指

出，在日本提交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时，应披露与人工智能发明可能产生的某些关

联，例如相关性，以及某些人工智能发明，还要求披露测试结果或验证模型，除非人

工智能的估算结果可以替代对实际制造产品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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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人工智能的版权保护

作为计算机程序，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获得原创软件的版权保护。但是，版权保

护只适用于计算机程序的原始表达，而不适用于其背后的思想和原则。报告指出，

只有表达是受版权保护的。这意味着原创算法的代码可以被保护，而算法背后的

纯概念却不能。

　　（３）用于人工智能的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

人工智能系统高度依赖数据来训练智能算法。这些数据可能受到第三方权利

的保护，因此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可能需要获得访问和使用这些数据的许可。更复

杂的是，人工智能开发人员经常对原始数据集进行处理、清理和注释，这些活动可

能会触发新的权限问题。对于相同或不同人工智能系统的未来用户来说，数据注

释有可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

　　２．版权和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数据

数据数字化和数据可用性已成为人工智能最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之一。报告

从版权法的角度探讨人工智能模型中数据的使用问题。

随着数据经济时代的到来，关于文本和数据挖掘（ＴＤＭ）的法律制度和最合适

的ＴＤＭ例外形式的讨论出现了两极分化。一些学者认为，ＴＤＭ不应该被认为与版

权法有关，因为它不是对作品的使用。但是，更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通常ＴＤＭ可

能涉及对一些受专有权保护的客体的复制。因此，除非有例外情况，否则 ＴＤＭ需

要版权所有者的许可。

为克服有关ＴＤＭ的法律不确定性，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１６年提出了一项有关数

字单一市场中版权和邻接权新指令的立法提案，该指令规定了强制性版权例外，允

许研究组织可以合法访问作品或数据库进行ＴＤＭ活动。另外，许多作者建议通过

更宽泛的规定或开放的规范为欧洲版权法引入更灵活的规则。

　　３．人工智能产生的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在人工智能产生的作品或发明中的应用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特别是在版权和专利权方面。

　　（１）版权

欧盟成员国的大多数版权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人为中心的概念，这体

现在保护的受益人（即作者）；保护条件（如独创性）；授予的权利（经济权利，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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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道德权利）等方面。软件指令和数据库指令均基于创建作品的自然人或自然人

组来定义作者，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方法也适用于原创性的定义。

《美国版权法》保护原创作品，而具有原创资格的作品必须由人类创作。在这

方面，美国版权局政策和程序的一般指南也很明确，“由随机或自动运行产生而没

有任何创造性输入或人工干预的客体不属于版权保护对象”。

中国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北京法院最近的一项裁决以类似的理由拒绝了人

工智能系统生成报告的版权保护申请。从版权法的意义上说，仅由机器创作的作

品不能被视为原创作品，因为它们将缺乏法律所要求的人的属性。

众多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讨论。Ｍｉｃｈａｕｘ（２０１８）指出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的

作品不受版权保护，那么区分人类和机器生成的作品将成为一大难点。

ＬａｕｂｅｒＲｎｓｂｅｒｇ（２０１９）强调将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整合到版权制度中，可能会极大

地破坏版权立法及整个体系的基础。Ｐｅｒｒｙ和 Ｍａｒｇｏｎｉ（２０１０）对公共领域的持续侵

蚀提出了警告，而 Ｓｃｈｏｎ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１８）则预测，如果机器生成的作品受到同样的对

待，可能会破坏对人类创造者的激励。

　　（２）专利权

原则上，只要是可授予专利的主题，就不能阻止人工智能产生的发明受到专利

保护。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２０１８）提出了一个框架以分析人为干预的范围，来区分可授予专利

和不可授予专利的计算机辅助发明和计算机生成的发明。

对于人工智能的专利权保护，Ｂｌｏｋ和Ｓｈｅｍｔｏｖ持反对观点，认为在解释专利法

时，不能也不应该允许人工智能系统在专利法中的地位与人类发明者相同。而

Ｄａｖｉｅｓ（２０１１）、Ｐｅａｒｌｍａｎ、Ａｂｂｏｔｔ、ＹａｎｉｓｋｙＲａｖｉｄ等人持支持观点，认为在这个新机

器时代，机器越来越具有自主性，他们主张改变甚至彻底废除传统的专利法来适应

新时代的到来。

　　４．知识产权与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报告认为，透明度和可解释性要求的实施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之间的相互作用

也应予以考虑。

一方面，知识产权法已经存在对透明度或可解释性的要求。因此，在专利法

中，作为寻求专利保护的发明应该被清楚而充分地披露，以便使它们能够付诸实

践。根据欧洲版权法，合法的软件用户有权观察，研究或测试该程序的功能，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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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构成该程序任何元素的思想和原则。但是，正如 ＮｏｔｏＬａＤｉｅｇａ（２０１８）所强调的

那样，异常的范围有限，使得其对算法透明性的价值有限。

一方面，可解释的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检测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资产的侵权使

用，并确定给定使用是否属于专有知识产权范围。

鉴于上述情况，应将有关以下方面的知识产权问题纳入广泛讨论：（１）人工智

能政策的道德和法律问题；（２）开发可信赖的人工智能的特定工具和方法以及适当

的责任和安全框架。

　　５．结论

迄今为止，人工智能策略很少关注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法律框架的挑战。然

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学者们在版权和专利系统中发现的空白

表明，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

在人工智能的可专利性方面，欧洲专利局新发布的《人工智能可专利性标准指

南》值得参考和借鉴。但是，保护人工智能产生的作品或发明似乎更有问题。从著

作权法的人本主义路径来看，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是否需要版权保护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在法律方面，虽然人工智能产生的发明在原则上可能是一个可申请

专利的主题，但对发明步骤或发明归属的评估也会引发政策问题。

尽管一些版权学者明确主张将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置于公共领域，但其他人

却提出了确保一定程度的保护的提议。除了明显的例外，这些建议仍然太含糊，并

不都能足够详细地说明支持这种保护的原因。

最后，报告主张将知识产权纳入有关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伦理和法律讨论，以兼

顾权利人、用户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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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ＩＰ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ＮｅｗＲｅｐｏｒｔｂｙＪｏｉ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ｏｆ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２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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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吉利德科学公司 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瑞德西韦）相关专利介绍

【摘要】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针对埃博拉病毒开发的一

款在研药物，近期针对美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ＣＯＶＩＤ１９）感染肺炎患者表现出

治疗疗效，现正在开展针对ＣＯＶＩＤ１９临床三期实验。本文从ＰｕｂＣｈｅｍ、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

数据库中获取了吉利德公司关于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瑞德西韦）的９项专利，基于 ｉｎｃｏ

Ｐａｔ全球专利数据库获取整理了相关信息（检索日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５日），希望能

为相关研发提供参考。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ＮＥＪＭ）在线发表多篇关于２０１９年新

新型冠状病毒（ＣＯＶＩＤ１９）感染病例的论文，其中介绍了美国首例 ＣＯＶＩＤ１９感染

肺炎确诊病例的诊疗过程以及其接受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

在研药物 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国内翻译有多种：瑞德西韦，伦地西韦）作为“同情用药”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ｕｓｅ）进行试验性治疗的临床表现。该患者在治疗之后，病情出现了

迅速缓解［５］。

［５］ＦｉｒｓｔＣａｓｅｏｆ２０１９Ｎｏｖｅｌ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ｅｊｍ．ｏｒｇ／ｄｏｉ／ｆｕｌｌ／１０．
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ｏａ２００１１９１牽ｑｕｅ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ｈｏｍｅ。

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是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针对埃博拉病毒开发的一款药物，在临床前

研究中被发现能够抑制埃博拉病毒中名叫ＲｄＲＰ的蛋白质———该蛋白质对于埃博

拉病毒在人体细胞内的复制繁殖至关重要，因此能够起到很强的病毒抑制作用。

截至目前，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尚未在任何国家获得批准上市，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也未被证

实。吉利德公司表示，尽管目前没有抗病毒数据显示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对于ＣＯＶＩＤ１９的

活性，但其针对其他冠状病毒的有效数据带来了希望，在体外和动物模型中，Ｒｅｍ

ｄｅｓｉｖｉｒ被证实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ＳＡＲＳ，即“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

（ＭＥＲＳ）的病毒病原体均有活性，它们也属于冠状病毒，且与 ＣＯＶＩＤ１９在结构上

非常相似。２月１日，吉利德公司全球首席医疗官 ＭｅｒｄａｄＰａｒｓｅｙ博士代表公司发

布声明，公司正与全球卫生机构密切合作，提供在研药物 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用于试验性治

疗的数据，以支持应对ＣＯＶＩＤ１９感染的爆发。目前，吉利德公司与美国食药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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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ＣＤＣ）、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ＤＨＨＳ）、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ＮＭＰＡ）、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美

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ＮＩＡＩＤ）等组织机构以及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一起，在

抗病毒领域贡献其资源，帮助患者和各界共同抗击 ＣＯＶＩＤ１９［６］。

２月２日，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ＣＤＥ）正式受理 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的临床试

验申请。２月５日下午，中日友好医院王辰、曹彬团队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宣布启

动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治疗２０１９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研究。按计划，该试验将入组轻、中症患

者３０８例，重症患者４５３例，将执行严格的随机双盲试验研究，以评价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对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疗效和安全性［７，８］。

［６］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Ｏｎｇｏｉ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２０１９Ｎｏｖｅｌ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２０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ｉｌｅａｄ．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
ｎｙｏｎｇｏｉ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２０１９ｎｅｗ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７］瑞德西韦临床试验正式在武汉启动：入组患者７６１例．［２０２０２５］．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ｃ／７ｔｐ６４Ｅ５ｆＪｌＴ
［８］新冠肺炎将有“特效药”？今起临床试验，入组病人２７０名．［２０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ｈｔｍｌ
ｎｅｗｓ／２０２０／２／４３５３４３．ｓｈｔｍ

本文从ＰｕｂＣｈｅｍ、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数据库中获取了吉利德公司关于 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的９项

专利，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全球专利数据库获取整理了相关信息（检索日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５

日），希望能为相关研发提供参考。

　　１．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瑞德西韦）

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是由吉利德公司开发的一种新型实验性广谱抗病毒药物，被认为可

以有效抑制呼吸道上皮细胞中 ＳＡＲＳ病毒和 ＭＥＲＳ病毒的复制。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属于

核苷类似物，是ＲＮＡ依赖的 ＲＮＡ聚合酶（ＲｄＲｐ）抑制剂，可以通过抑制病毒核酸

合成抗病毒。目前，该药针对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在Ⅲ期阶段。

药品名称：瑞德西韦，伦地西韦

研发代码：ＧＳ５７３４

系统（ＩＵＰＡＣ）命名名称：２ｅｔｈｙｌｂｕｔｙｌ（２Ｓ）２［［［（２Ｒ，３Ｓ，４Ｒ，５Ｒ）５（４ａｍｉｎ

ｏｐｙｒｒｏｌｏ［２，１ｆ］［１，２，４］ｔｒｉａｚｉｎ７ｙｌ）５ｃｙａｎｏ３，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ｏｘｏｌａｎ２ｙｌ］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

ｎｏｘｙ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ｍｉｎｏ］ｐｒｏｐａｎｏａｔｅ

化学物质登记号：１８０９２４９３７３

分子式：Ｃ２７Ｈ３５Ｎ６Ｏ８Ｐ

摩尔质量：６０２５８ｇ·ｍｏｌ－１

分子靶点：ＲＮ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Ｎ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ＲｄＲ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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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制：ＲｄＲｐ抑制剂；核苷类似物

公司：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最高研发阶段：Ⅱ／Ⅲ期临床

结构式：如式（１）所示。

式（１）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的结构式（图片来源：ＰｕｂＣｈｅｍ）

　　２．吉利德公司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相关专利

　　（１）专利技术市场布局

通过ＰｕｂＣｈｅｍ、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记录获知吉利德公司关于 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化合物的９项相

关专利申请［９，１０］。这９项专利申请通过ＩＮＰＡＤＯＣ同族专利布局，共覆盖了全球３８

个国家及地区。这些专利家族成员的全球分布地域反映出，吉利德公司对该技术

布局最重视的市场依次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韩国、加拿大。吉利德公司

很重视ＰＣＴ途径的利用。详见表１。

［９］ＰｕｂＣｈｅｍ：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２０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ｐｕｂｃｈｅｍ．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
［１０］ 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 ［２０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ｃｏｍ／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ｑ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ｉｎｄｅｘＢａｓｅｄ ＝
ｔｒｕ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ＣＩ

　　（２）专利技术主要内容

吉利德公司于 ２０１１年 ７月 ２２日申请了 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的最早化合物专利

（ＷＯ２０１２０１２７７６Ａ１）。吉利德公司对该化合物通过ＰＣＴ（国际专利合作条约）途径

在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等全球２０多个国家与地区开展了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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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８项专利技术分别涉及了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用于多种病毒感染治疗的相关化合物、药

物组合物及其相关制备方法、病毒感染治疗方法等内容，包括化合物结构、化合物

及其药物组合物制备方法、合成、晶型、制剂等的保护。

这些专利技术内容反映出，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化合物可作为丝状病毒科病毒（马尔堡

病毒、埃博拉病毒和Ｃｕｅｖａ病毒等）、沙粒病毒科病毒（拉沙病毒和胡宁病毒等）、冠

状病毒科病毒（ＳＡＲＳ、ＭＥＲＳ病毒等）、黄病毒科病毒（寨卡病毒等）和副粘病毒科

病毒感染的诸多疾病的潜在治疗药物，体现出了其广谱抗病毒性潜力。简析如下。

①专利名称：用于治疗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和化合物

基本信息　公开（公告）号：ＷＯ２０１２０１２７７６Ａ１

申请号：ＷＯＵＳ１１０４５１０２

申请日：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２日

原始题名：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ｙｘｏｖｉｒｉｄａｅＶｉｒｕｓ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１３６６６０９２０１００７２２

发明人：ＭＡＣＫＭ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ＰＡＲＲＩＳＨＪａｙＰ；ＲＡＹＡｄｒｉａｎＳ；ＴＨＥＯ

ＤＯＲＥＤｏｒｏｔｈｙＡｇｎｅｓ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

法律状态　进入多个国家后获得授权

技术描述　提供了用于通过施用式（Ｉ）的核苷、其核苷磷酸盐或酯和前药来治疗副

黏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其中核苷糖的１’位被取代。所提供的化合

物、组合物和方法特别适用于治疗人副流感病毒和人呼吸道合胞病毒

感染。

权利要求　１１９项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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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专利名称：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基本信息　公开（公告）号：ＵＳ９７２４３６０Ｂ２

申请号：ＵＳ１４９２６０６２

申请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

原始题名：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Ｆｉｌｏｖｉｒｉｄａｅ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２１０５６１９２０１５０１２０；ＵＳ６２０７２３３１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发明人：ＢｙｏｕｎｇＫｗｏｎＣｈｕ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ＮｅｉｌＨａｎｒａｈａｎＣｌａｒｋｅ；Ｅｄｗａｒｄ

Ｄｏｅｒｆｆｌｅｒ；ＨｏｎＣｈｕｎｇＨｕｉ；ＲｏｂｅｒｔＪｏｒｄ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Ｍａｃｋｍａｎ；ＪａｙＰ

Ｐａｒｒｉｓｈ；ＡｄｒｉａｎＳＲａｙ；ＤｕｓｔｉｎＳｉｅｇｅｌ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

法律状态　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９日获得授权

预计有效期届满日：２０３７年７月１９日

技术描述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化合物、方法和药物组

合物，通过施用式 ＩＶ的核苷、核苷磷酸盐及其前药来进行。所提供的

化合物、组合物和方法特别适用于治疗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和Ｃｕｅ

ｖａ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　８项权利要求

③专利名称：制备核糖核苷的方法

基本信息　公开（公告）号：ＵＳ２０１６０１２２３５６Ａ１

申请号：ＵＳ１４９２６０６３

申请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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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题名：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ｂｏｓｉｄｅｓ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２１０５６１９２０１５０１２０；ＵＳ６２０７２３３１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发明人：ＳｔｅｖｅｎＤｏｎａｌｄＡｘｔ；Ｐａｖ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ｏｖｉｃｈＢａｄａｌｏｖ；ＫａｔｒｉｅｎＢｒａｋ；Ｓｉｌ

ｖｉｏＣａｍｐａｇｎａ；ＡｎｄｒｅｉＣｈｔｃｈｅｍｅｌｉｎｉ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Ｄｏｅｒｆｆｌｅｒ；ＭｏｒｉｎＭａｅ

Ｆｒｉｃｋ；ＤｅｔｉａｎＧａｏ；ＬａｒｓＶＨｅｕｍａｎｎ；ＢｒｉｔｔａｎｉｅＨｏａｎｇ；ＷｉｌｌａｒｄＬｅｗ；Ｒｏｂ

ｅｒｔＲｏｎａｌｄＭｉｌｂｕｒｎ；ＳｅａｎＴｉｍｏｔｈｙＮｅｖｉｌｌｅ；ＢｒｕｃｅＲｏｓｓ；ＥｒｉｋＲｕｅｄｅｎ；

Ｒｏｂｅｒ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ｃｏｔｔ；ＤｕｓｔｉｎＳｉｅｇｅｌ；ＡｎｄｒｅｗＣＳｔｅｖｅｎｓ；ＣｌａｒｉｓｓａＴａｄｅｕｓ；

ＴｉａｇｏＶｉｅｉｒａ；ＡｎｄｒｅｗＷＷａｌｔｍａｎ；Ｘｉａｎｇ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Ｍａｒｋ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ｈｉｔ

ｃｏｍｂ；ＬｙｄｉａＷｏｌｆｅ；ＣｈｉａＹｕｎＹｕ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法律状态　在审发明专利申请

技术描述　本发明提供了制备用于治疗丝状病毒科（Ｆｉｌｏｖｉｒｉｄａｅ）病毒感染的化合

物和药物组合物的方法。所提供的化合物、组合物和方法特别适用于

治疗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和弯曲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　４２项权利要求

④专利名称：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基本信息　公开（公告）号：ＵＳ９９４９９９４Ｂ２

申请号：ＵＳ１５２４６２４０

申请日：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４日

原始题名：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Ｆｉｌｏｖｉｒｉｄａｅ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２１０５６１９２０１５０１２０；ＵＳ６２０７２３３１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发明人：ＢｙｏｕｎｇＫｗｏｎＣｈｕ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ＮｅｉｌＨａｎｒａｈａｎＣｌａｒｋｅ；

ＥｄｗａｒｄＤｏｅｒｆｆｌｅｒ；ＨｏｎＣｈｕｎｇＨｕｉ；ＲｏｂｅｒｔＪｏｒｄ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Ｍ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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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ＪａｙＰＰａｒｒｉｓｈ；ＡｄｒｉａｎＳＲａｙ；ＤｕｓｔｉｎＳｉｅｇｅｌ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

法律状态　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４日获得授权

预计有效期届满日：２０３６年８月２４日

技术描述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化合物、方法和药物组

合物，通过施用式 ＩＶ的核苷、核苷磷酸盐及其前药来进行。所提供的

化合物、组合物和方法特别适用于治疗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和Ｃｕｅ

ｖａ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　１５项权利要求

⑤专利名称：治疗沙粒病毒科和冠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基本信息　公开（公告）号：ＵＳ１０２５１９０４Ｂ２

申请号：ＵＳ１５２６７４３３

申请日：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６日

原始题名：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ｒｅｎａｖｉｒｉｄａｅａｎｄ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ｉｄａｅＶｉｒｕｓ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２２３９６９６２０１５１００９；ＵＳ６２２１９３０２２０１５０９１６

发明人：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ＮｅｉｌＨａｎｒａｈａｎＣｌａｒｋｅ；ＪｏｙＹａｎｇＦｅｎｇ；ＲｏｂｅｒｔＪｏｒｄａ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Ｍａｃｋｍａｎ；ＡｄｒｉａｎＳＲａｙ；ＤｕｓｔｉｎＳｉｅｇｅｌ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

法律状态　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０日获得授权

预计有效期届满日：２０３９年３月２０日

技术描述　本发明提供了通过施用式 Ｉ的核苷及其前药来治疗沙粒病毒科和冠状

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其中核苷糖的１位被取代。所提供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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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物和方法对于治疗拉沙病毒和胡宁病毒感染特别有用。

权利要求　４３项权利要求

⑥专利名称：治疗黄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基本信息　公开（公告）号：ＷＯ２０１７１８４６６８Ａ１

申请号：ＷＯＵＳ１７０２８２４３

申请日：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９日

原始题名：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Ｆｌａｖｉｖｉｒｉｄａｅ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２３２５４１９２０１６０４２０

发明人：ＣＬＡＲＫ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ＮｅｉｌＨａｎｒａｈａｎ；ＪＯＲＤＡＮ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ＣＫＭ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ＲＡＹＡｄｒｉａｎＳ；ＳＩＥＧＥＬＤｕｓｔｉｎ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

法律状态　ＰＣＴ有效期满

技术描述　本发明提供了通过施用式Ⅰ的核苷、核苷磷酸酯及其前药治疗黄病毒

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其中所述核苷糖的１位被取代。本发明提供的化

合物、组合物和方法特别适用于治疗寨卡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　１１项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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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专利名称：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基本信息　公开（公告）号：ＵＳ１０２５１８９８Ｂ２

申请号：ＵＳ１５９０２６９０

申请日：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２日

原始题名：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Ｆｉｌｏｖｉｒｉｄａｅ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２１０５６１９２０１５０１２０；ＵＳ６２０７２３３１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发明人：ＢｙｏｕｎｇＫｗｏｎＣｈｕ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ＮｅｉｌＨａｎｒａｈａｎＣｌａｒｋｅ；Ｅｄｗａｒｄ

Ｄｏｅｒｆｆｌｅｒ；ＨｏｎＣｈｕｎｇＨｕｉ；ＲｏｂｅｒｔＪｏｒｄ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Ｍａｃｋｍａｎ；ＪａｙＰ

Ｐａｒｒｉｓｈ；ＡｄｒｉａｎＳＲａｙ；ＤｕｓｔｉｎＳｉｅｇｅｌ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

法律状态　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０日获得授权

预计有效期届满日：２０３９年３月２０日

技术描述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化合物、方法和药物组

合物，通过给予式 ＩＶ的核苷、核苷磷酸盐及其前药来进行。所提供的

化合物、组合物和方法特别适用于治疗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和Ｃｕｅ

ｖａ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　１６项权利要求

⑧（Ｓ）２Ｅｔｈｙｌｂｕｔｙｌ２（（（Ｓ）（（（２Ｒ，３Ｓ，４Ｒ，５Ｒ）５（４ａｍｉｎｏｐｙｒｒｏｌｏ［２，１Ｆ］

［１，２，４］ｔｒｉａｚｉｎ７ｙｌ）５ｃｙａｎｏ３，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ａｎ２ｙｌ）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ｏｘｙ）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ｍｉｎｏ）ｐｒｏｐａｎｏａｔｅ的结晶形式

基本信息　公开（公告）号：ＵＳ２０１８０３４６５０４Ａ１

申请号：ＵＳ１５９６４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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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日：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

原始题名：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Ｓ）２ＥＴＨＹＬＢＵＴＹＬ２（（（Ｓ）

（（（２Ｒ，３Ｓ，４Ｒ，５Ｒ）５（４ＡＭＩＮＯＰＹＲＲＯＬＯ［２，１Ｆ］［１，２，４］ＴＲＩ

ＡＺＩＮ７ＹＬ）５ＣＹＡＮＯ３，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ＡＮ２ＹＬ）

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ＯＸＹ）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ＭＩＮＯ）ＰＲＯＰＡＮＯＡＴＥ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２４９２３６４２０１７０５０１

发明人：ＫａｔｒｉｅｎＢｒａｋ；ＥｒｎｅｓｔＡＣａｒｒａ；ＬａｒｓＶＨｅｕｍａｎｎ；ＮａｔｅＬａｒｓｏｎ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

法律状态　在审发明专利申请

技术描述　本发明涉及用于治疗病毒感染的（Ｓ）２Ｅｔｈｙｌｂｕｔｙｌ２（（（Ｓ）（（（２Ｒ，３Ｓ，

４Ｒ，５Ｒ）５（４ａｍｉｎｏｐｙｒｒｏｌｏ［２，１Ｆ］［１，２，４］ｔｒｉａｚｉｎ７ｙｌ）５ｃｙａｎｏ３，４ｄｉ

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ａｎ２ｙｌ）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ｏｘｙ）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ｍｉｎｏ）ｐｒｏ

ｐａｎｏａｔｅ的新型盐和结晶形式。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病毒感染是由

选自以下的病毒引起的：沙粒病毒科、冠状病毒科、丝状病毒科、黄病毒

科和副粘病毒科。

权利要求　３２项权利要求

⑨专利名称：用于治疗病毒感染的包含ＲＮＡ聚合酶抑制剂和环糊精的组合物

基本信息　公开（公告）号：ＵＳ２０１９０８３５２５Ａ１

申请号：ＵＳ１６０３１６２０

申请日：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日

原始题名：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ａｎＲＮ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ａｎｄＣｙ

ｃｌｏｄｅｘｔｒｉｎ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Ｖｉ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发明人：ＮａｔｅＬａｒｓｏｎ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Ｇｉｌ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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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状态　在审发明专利申请

技术描述　本发明提供了包含化合物１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环糊精和任选的

ｐＨ调节剂的组合物。

权利要求　２５项权利要求

　　（３）中国同族专利

吉利德公司上述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专利技术在中国共有６件专利家族发明申请。其

中２件已获得授权，其余４件尚处于实质审查阶段（表２）。

表２　吉利德公司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相关中国专利申请

申请号 申请日 专利题名 当前法律状态

ＣＮ２０１１８００３５７７６．１ ２０１１０７２２ 用于治疗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和化
合物

授权

ＣＮ２０１５１０６１５４８２．６ ２０１１０７２２ 用于治疗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和化
合物

授权

ＣＮ２０１５８００５９６１１．６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 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实质审查

ＣＮ２０１５８００５９６１３．５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 制备核糖核苷的方法 实质审查

ＣＮ２０１６８００６６７９６．８ ２０１６０９１６ 治疗沙粒病毒科和冠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
方法

实质审查

ＣＮ２０１８８００２８９８８．９ ２０１８０４２７

（Ｓ）２（（（Ｓ）（（（２Ｒ，３Ｓ，４Ｒ，５Ｒ）５（４
氨基吡咯并［２，１ｆ］［１，２，４］三嗪７基）
５氰基３，４二羟基四氢呋喃２基）甲氧
基）（苯氧基）磷酰基）氨基）丙酸２乙基
丁基酯的结晶形式

实质审查

吉利德公司的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化合物专利在中国已经获得专利授权，且距离有效

期届满还有较长一段时期，对于药物的专利保护而言，化合物专利是其中的重要核

心。其它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用于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沙粒病毒科病毒、冠状病毒科病

毒、黄病毒科病毒等多种病毒感染的化合物、组合药物及其制备以及施用治疗方法

的相关专利申请，当前尚未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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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６件中国专利的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①专利名称：用于治疗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和化合物

基本信息　申请号：ＣＮ２０１１８００３５７７６．１

公开（公告）号：ＣＮ１０３０５２６３１Ｂ

申请日：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２日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１３６６６０９２０１００７２２

发明人：Ｒ·Ｌ·麦克曼；Ｊ·Ｐ·帕里什；Ａ·Ｓ·雷；Ｄ·Ａ·西奥多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

法律状态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公开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４日，实质审查的生效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５日，授权

技术描述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通过施用式（Ｉ）的核苷、其核苷磷酸盐或酯和前药来

治疗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其中核苷糖的１’位被取代。所提供

的化合物、组合物和方法特别地可用于治疗人副流感病毒和人呼吸道

合胞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　２６项权利要求。其中，独立权利要求３项，分别是：

权利要求１：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在制备药物中的用途，所述

药物用于治疗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其中所述化合物由式ＩＩ表示。

权利要求１８：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

权利要求２３：药物组合物，包含治疗有效量的权利要求１８２２中任一项

所 述的化合物和药学上可接受的载体。

②专利名称：用于治疗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和化合物

基本信息　申请号：ＣＮ２０１５１０６１５４８２．６

公开（公告）号：ＣＮ１０５３４３０９８Ｂ

申请日：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２日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１３６６６０９２０１００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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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人：Ｒ·Ｌ·麦克曼；Ｊ·Ｐ·帕里什；Ａ·Ｓ·雷；Ｄ·Ａ·西奥多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

法律状态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４日，公开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实质审查的生效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３日，授权

技术描述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通过施用式（Ｉ）的核苷、其核苷磷酸盐或酯和前药来

治疗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其中核苷糖的１位被取代。所提供

的化合物、组合物和方法特别地可用于治疗人副流感病毒和人呼吸道

合胞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　２４项权利要求。其中，独立权利要求３项，分别是：

权利要求１：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在制备药物中的用途，所述

药物用于治疗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其中所述化合物由式ＩＩ表示。

权利要求１８：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所述化合物由式ＩＶ表示。

权利要求２２：用于治疗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的药物组合物，包含治疗有

效量的权利要求１８２１中任一项所述的化合物和药学上可接受的载体。

③专利名称：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基本信息　申请号：ＣＮ２０１５８００５９６１１．６

公开（公告）号：ＣＮ１０７０７３００５Ａ

申请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２０７２３３１２０１４１０２９；ＵＳ６２１０５６１９２０１５０１２０

发明人：千炳权；Ｍ·Ｏ·Ｈ·克拉克；Ｅ·多伊尔弗勒；许汉中；Ｒ·乔

丹；Ｒ·Ｌ·麦克曼；Ｊ·Ｐ·帕里什；Ａ·Ｓ·雷；Ｄ·西格尔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

法律状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８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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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２日，实质审查的生效

技术描述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化合物、方法和药物组

合物，通过给予式 ＩＶ的核苷、核苷磷酸酯及其前药来进行。所提供的

化合物、组合物和方法特别适用于治疗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和奇瓦

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　２４项权利要求。其中，独立权利要求９项［１１］，分别是：

权利要求１：一种治疗有需要的人的丝状病毒科感染的方法［１２］，包括给

予治疗有效量的式Ⅳ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水合物或酯。

权利要求１６：６种化合物。

权利要求１８：１种药物组合物。

权利要求１９：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或酯，用于治疗人的丝状病

毒科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２０：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或酯，用于治疗人的埃博拉

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２１：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或酯，用于治疗人的马尔堡

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２２：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或酯，在制备用于治疗人的

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药剂中的用途。

权利要求２３：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水合物或酯，在制备用于

治疗人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药剂中的用途。

权利要求２４：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水合物或酯，在制备用于

治疗人的马尔堡病毒感染的药剂中的用途。

［１１］权利要求２０、２１、２３、２４按照中国专利法相关语法形式要求划分。
［１２］此处表述引用专利公开文本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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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专利名称：制备核糖核苷的方法

基本信息　申请号：ＣＮ２０１５８００５９６１３．５

公开（公告）号：ＣＮ１０７０７４９０２Ａ

申请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２０７２３３１２０１４１０２９；ＵＳ６２１０５６１９２０１５０１２０

发明人：Ｓ·Ｄ·阿克斯特；Ｐ·Ｒ·巴达罗弗；Ｋ·布拉克；Ｓ·卡帕格

纳；Ａ·克奇梅里尼奈；Ｅ·多伊尔弗勒；Ｍ·Ｍ·弗里克；高德天；Ｌ·

Ｖ·休曼；Ｂ·黄；Ｗ·卢；Ｒ·Ｒ·米尔本；Ｓ·Ｔ·内维尔；Ｂ·罗斯；

Ｅ·鲁登；Ｒ·Ｗ·斯科特；Ｄ·西格尔；Ａ·Ｃ·史蒂文斯；Ｃ·塔德尤

斯；Ｔ·维埃拉；Ａ·Ｗ·瓦特曼；王翔宏；Ｍ·Ｃ·惠特科姆；Ｌ·沃尔

夫；余谢韵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

法律状态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８日，公开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５日，实质审查的生效

技术描述　本发明提供了制备用于治疗丝状病毒科（Ｆｉｌｏｖｉｒｉｄａｅ）病毒感染的化合

物和药物组合物的方法。所提供的化合物、组合物和方法特别适用于

治疗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和弯曲病毒。

权利要求　４２项权利要求。其中，独立权利要求１０项，分别是：

权利要求１：一种制备式Ｖ化合物的方法。

权利要求５：制备式Ｖａ或式Ｖｂ化合物的方法。

权利要求１０：制备式ＸＩａ化合物的方法。

权利要求１３：制备式ＸＩａ２化合物的方法。

权利要求１６：制备式ＸＩｂ化合物的方法。

权利要求１９：制备式ＸＩｃ化合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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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２２：制备式ＶＩＩＩ化合物的方法。

权利要求３０：制备式ＶＩＩＩ化合物的方法。

权利要求４０：制备式Ｘｂ化合物的方法。

权利要求４２：一种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水合物或酯。

⑤专利名称：治疗沙粒病毒科和冠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基本信息　申请号：ＣＮ２０１６８００６６７９６．８

公开（公告）号：ＣＮ１０８３４８５２６Ａ

申请日：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６日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２２１９３０２２０１５０９１６；ＵＳ６２２３９６９６２０１５１００９

发明人：Ｍ·Ｏ·Ｈ·克拉克；Ｊ·Ｙ·丰；Ｒ·乔丹；Ｒ·Ｌ·马克曼；Ａ

·Ｓ·雷；Ｄ·西格尔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

法律状态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公开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４日，实质审查的生效

技术描述　本发明提供了通过施用式 Ｉ的核苷及其前药来治疗沙粒病毒科和冠状

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其中核苷糖的１位被取代。所提供的化合物、

组合物和方法对于治疗拉沙病毒和胡宁病毒感染特别有用。

权利要求　７４项权利要求。其中独立权利要求８项，分别是：

权利要求１：用于治疗有需要的人的沙粒病毒科感染的方法，其包括施

用治疗有效量的式Ｉ的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或酯。

权利要求３４：根据权利要求１２５中任一项所述的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

接受的盐或酯，其用于治疗人类中的沙粒病毒科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３６：权利要求１２５中任一项所述的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

的盐或酯在制备用于治疗人类沙粒病毒科病毒感染的药物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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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３８：一种试剂盒，其包含一个或多个单个剂量单位的选自权利

要求１２５中描述的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酯、立体异构体、水

合物、溶剂合物、立体异构体的混合物或其互变异构体，以及它们用于

治疗人类沙粒病毒科病毒感染的说明书。

权利要求３９：用于治疗有需要的人的冠状病毒科感染的方法，其包括施

用治疗有效量的式Ｉ的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或酯。

权利要求７０：根据权利要求３９６２中任一项所述的化合物或其药学上

可接受的盐或酯，用于治疗人类冠状病毒科病毒感染。

权利要求７３：权利要求３９６２中任一项所述的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

受的盐或酯在制备用于治疗人类冠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药物中的

用途。

权利要求７４：一种试剂盒，其包含一个或多个单个剂量单位的选自权利

要求３９６２中描述的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酯、立体异构体、

水合物、溶剂合物、立体异构体的混合物或其互变异构体，以及它们用

于治疗人类冠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说明书。

⑥专利名称：（Ｓ）２（（（Ｓ）（（（２Ｒ，３Ｓ，４Ｒ，５Ｒ）５（４氨基吡咯并［２，１ｆ］［１，２，

４］三嗪７基）５氰基３，４二羟基四氢呋喃２基）甲氧基）（苯氧基）磷酰基）氨基）

丙酸２乙基丁基酯的结晶形式

基本信息　申请号：ＣＮ２０１８８００２８９８８．９

公开（公告）号：ＣＮ１１０６３６８８４Ａ

申请日：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

优先权信息：ＵＳ６２４９２３６４２０１７０５０１

发明人：Ｋ·布拉克；Ｅ·Ａ·卡拉；Ｌ·Ｖ·休曼；Ｎ·劳森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

法律状态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开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４日，实质审查的生效

技术描述　本发明涉及用于治疗病毒感染的（Ｓ）２（（（Ｓ）（（（２Ｒ，３Ｓ，４Ｒ，５Ｒ）

５（４氨基吡咯并［２，１ｆ］［１，２，４］三嗪７基）５氰基３，４二羟基四

氢呋喃２基）甲氧基）（苯氧基）磷酰基）氨基）丙酸２乙基丁基酯（式

Ｉ）的新型盐和结晶形式。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病毒感染是由选自

以下的病毒引起的：沙粒病毒科，冠状病毒科，丝状病毒科，黄病毒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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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粘病毒科。

权利要求　８３项权利要求。其中独立权利要求８项，分别是：

权利要求１：化合物的４种结晶形式及其混合物。

权利要求５３：一种药物组合物，其包含治疗有效量的权利要求１至５２

中任一项所述的形式以及药物上可接受的赋形剂。

权利要求６７：通过将治疗有效量的权利要求１至５２中任一项的形式与

药学上可接受的赋形剂组合而制备的药物组合物。

权利要求６８：权利要求１至５２中任一项的形式用于治疗病毒的用途，

所述病毒选自沙粒病毒科，冠状病毒科，丝状病毒科，黄病毒科和副粘

病毒科。

权利要求６９：一种用于治疗人中病毒感染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向有此

需要的人施用治疗有效量的权利要求１至５２中任一项的形式。

权利要求７１：权利要求１至５２中任一项的形式用于治疗由病毒引起的

感染的方法中的用途，所述病毒选自：沙粒病毒科，冠状病毒科，丝状病

毒科，黄病毒科和副粘病毒科。

权利要求 ７２：一种制备权利要求 ９至 ２０中任一项的（Ｓ）２（（（Ｓ）

（（（２Ｒ，３Ｓ，４Ｒ，５Ｒ）５（４氨基吡咯并［２，１ｆ］［１，２，４］三嗪７基）５氰

基３，４二羟基四氢呋喃２基）甲氧基）（苯氧基）磷酰基）氨基）丙酸２

乙基丁基酯（式Ｉ）的结晶形式ＩＩ的方法。

权利要求８２：一种组合物，其包含纯度至少为９９１％的式Ｉ化合物。

声明：本文中的药物与专利信息来自 ＰｕｂＣｈｅｍ、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ｉｎｃｏＰａｔ全球专利数据

库，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５日。本文只提供有关领域发展进展科技信息，不作

为相关治疗预防和科研的指引。

张　娴，朱月仙，李姝影，许　轶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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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科院２０１９年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发布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全院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重大科技成果不断产出，并持续通过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经中

国科学院有关职能部门和专家推荐，同时参考广大网民意见，中科院２０１９年度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最终确定，予以正式发布，共６项：

１．我国首台国产碳离子治疗系统获批注册上市

２．百吨级无焊缝整体不锈钢环形锻件研制成功

３．“中科发”系列水稻新品种选育成功获大面积示范应用

４．青蒿素实现绿色规模化生产

５．中国首台千吨级循环床煤气化装置交付使用

６．煤经合成气直接制低碳烯烃技术完成工业中试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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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６日

青岛能源所举办第三届知识产权专员年度交流会暨

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专员竞赛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工程研究所举办第三届

知识产权专员年度交流会暨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专员竞赛。竞赛按照《青岛能源所知

识产权奖励实施细则》，旨在加强研究所知识产权专员队伍建设，提升专员队伍专

业化水平，进一步加强专员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认识。竞赛邀请了研究所党委

副书纪许辉、青岛市专利代办处副主任张宁、中规认证公司审核部部长张恒君以及

合享汇智信息科技集团山东公司经理加小科等作为评审专家，１８名知识产权专员

参加了竞赛与交流。

竞赛采用现场答辩方式，知识产权专员分别从对科研团队知识产权工作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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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贯标工作组织开展工作情况、团队核心方向开展专利分析、布局与导航工作情

况、自身专业性能力等方面进行了汇报，并与评审专家进行深入细致的交流。专员

们的良好表现获得了评审专家的好评，同时专家组也对参赛专员的工作给予了指

导性建议，建议各位专员继续加强自身专业能力建设，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专员在研

究组内的知识产权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下一阶段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有效

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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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

苏州医工所转化成果入选

第一批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急需医学装备

２月１２日，为配合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需要，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提出了疫情防治所需医学设备清单并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急需医学装备目

录（第一批）”。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转化成果 ＲＯＦＩ全自动

干式荧光免疫分析仪成功入选，并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上报至国家卫健委。

苏州医工所于２０１５年开始研发全自动干式荧光免疫分析仪，２０１７年转化给苏

州鼎实医疗公司并于２０１９年初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该分析仪具有整机全自动，

原始管上样全血不离心，全自动脱帽、盖帽防溅不污染，全自动高精加样不接触，全

自动废弃物整体收集封闭不暴露，检测时间快，结果准确可靠，可连接Ｌｉｓ＼Ｈｉｓ等特

点，配套降钙素原＼Ｃ反应蛋白（ＰＣＴ／ＣＲＰ）联合检测、ＳＡＡ、心肌肌钙蛋白Ｉ（ｃＴｎＩ）、

心肌三项（ｃＴｎＩ／Ｍｙｏ／ＣＫ－ＭＢ）联合检测等试剂盒，确保实验室检验人员在检测过

程中全程无手工操作，不接触血液样本。通过分析仪项目测试，观察指标变化，可

以监测疑似及确诊病例的生命体征变化情况，对新冠肺炎患者快速筛查、确诊、确

诊后治疗过程中治疗效果的评价等工作具有临床指导作用。

２月１０日，该产品已向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交付，并完成调试安装投入使用。

２月１５日，产品在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医院发热门诊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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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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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创新动员科研力量践行科技抗疫

中科院创新孵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科创新”）立足自身资源和优势，

旗下国科金服和国科医工积极进行防病抗疫相关产业化项目的梳理和征集，联合

开展梳理了中科院院内冠状病毒感染的主要研究单位、研究团队和研究成果，支持

相关研究成果落地到中科院系统的孵化器进行快速孵化、产品化，筛选团队１５个，

征集到院内外相关项目８项，从院内２０万件专利信息中筛选出４３８８８件抗疫相关

基础专利数据，筛选出核酸诊断试剂、蛋白诊断试剂、医疗废弃物处理、消杀技术、

病毒研究、病毒检测、病毒预防和治疗等高度相关专利５６５件。

国科医工在孵１项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抗菌材料检测中心微波灭菌设备项

目，已临时立项开展微波灭菌设备实验用机用于医用废弃物灭菌灭毒实验，并协同

合作医疗器械厂商开展医疗用品灭菌灭毒实验，同时编制灭菌灭毒方案和标准。

为及时快捷获取疫情发展动态，国科医工还利用自建信息平台，紧急上线新型

肺炎现状跟踪页面，提供疫情疫病信息动态跟踪服务，协助调动人力、物资、财力，

支持疫区抗击疫情疫病，收集统计多渠道疫情相关舆情信息近百万条，为有需求部

门每天提供最新的资讯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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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２日

合肥研究院２０１９年度在皖转化科技成果补助总金额
居安徽省内高校院所第一

根据安徽省科技厅反馈，合肥研究院２０１９年度在皖转化科技成果补助总金额

居２０１９年度安徽省内高校院所在皖转化科技成果补助总金额第一位。

根据安徽省科技厅《关于开展２０１９年度省支持科技创新有关政策申报工作的

通知》相关要求，２０１９年３月份，科技发展处组织召开了２０１８年度安徽省内高校院

所在皖转化科技成果补助奖励会暨《安徽省科技成果登记实施细则（试行）》宣贯

会，对２０１９年度安徽省内高校院所在皖转化科技成果补助申报要求做了说明。经

过前期的宣贯、搜集、筛选、整理、汇总等，２０１９年合肥研究院共申报补贴项目６２

个，申报补助金额 ４８６４９８６万元，实际获批补助 ４２４５０万元，较去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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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１２４６０％。

据悉，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加大对实

体经济支持力度，推进安徽创新型省份和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建设，近年来安

徽省政府相继出台了《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支持与国内外重点科研院所高校

合作的若干政策》等政策，这也将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与安徽省企业产学研合作积

极性，促进更多高质量的科技成果在安徽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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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欧盟知识产权局上线商标和外观设计 ＡＩ检索工具

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上线了一款名为 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ｕｓ的商标和外观设计检

索工具。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ｕｓ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寻找相似的商标和外观设计，使用图像识

别技术来分析颜色、形状和纹理，而不像传统基于文本的搜索系统那样分析关键

字。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ｕｓ允许在搜索商标时上传图像，支持ＪＰＧ、ＰＮＧ、ＧＩＦ和ＴＩＦＦ等格式，

一次最多上传７幅图像以搜索外观设计。同时，ＥＵＩＰＯ网站上提供了有关使用该

工具的更多信息和操作提示。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ｕｓ的优点包括６个方面：（１）图像搜索算

法可在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ｕｓ中提供更完整的排名结果；（２）搜索更容易，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ｕｓ能准

确找到相似的图像，自动识别并提供相关维也纳或洛迦诺分类建议；（３）提供检索

报告，以ｅｘｃｅｌ格式生成单个搜索报告，上限为一千个搜索结果；（４）新的套索选择

工具，可以选择图像的特定区域以在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ｕｓ中进行高精度搜索；（５）提供分类

检索功能，在高级搜索中可将图片搜索与维也纳和尼斯分类相结合；（６）可结合其

他条件综合开展检索，例如商标名称，类型或申请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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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驳回两项以机器为发明人的专利申请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８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公布有关驳回两项以 ＡＩ系统为发明人

的专利申请决定。这两项申请由个人于２０１８年秋季提交，申请号为 ＥＰ１８２７５１６３

和ＥＰ１８２７５１７４，名为“ＤＡＢＵＳ”的机器被作为发明人。ＥＰＯ驳回的理由是上述申请

不符合《欧洲专利公约》（ＥＰＣ）的法律要求。ＥＰＣ规定，申请中指定的发明人必须

是自然人，不应是机器。此外，发明人指定是强制性的，因为这关系到一系列的法

律后果，尤其要确保指定发明人是合法的发明人，且可以从与该地位相关的权利中

受益。因此，相关权利的行使要求发明人必须具有法律人格，这是 ＡＩ系统或机器

不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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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电子游戏
知识产权保护指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Ｈｅｌｐｄｅｓｋ）发布电子游

戏知识产权保护指引，文中指出电子游戏与其他创意产业不同之处在于其同时聚

合了技术和创意两个方面。电子游戏作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制定积极的知识

产权战略对开发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电子游戏细分环节的保护如下：（１）源代码

可采用著作权保护；（２）人物、建筑物、地图、概念设计和游戏盒子设计等均可通过

著作权保护；（３）原声带和声音特效可通过著作权保护；（４）剧本、对话等可通过著

作权保护；（５）公司品牌和游戏名可通过商标保护；（６）客户邮件列表、价格信息、

内部开发工具以及发布者、游戏引擎和开发人员的联系信息可通过商业秘密保护；

（７）硬件、技术解决方案、图形用户界面和技术创新可以通过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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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将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生效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消息，随着印度尼西亚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８日批准

加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将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对其３０个缔约方生效。《北京

条约》涉及视听表演者的知识产权，特别是通过以视听形式为受益人的表演提供５

种专有经济权利：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向公众提供权、向公众广播和传播的权

利。成员需承诺根据其法律制度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该条约的实施。每个缔

约方必须确保根据其法律设置执行程序，来打击条约所涵盖的任何侵权的行为。

诉讼必须包括快速救济措施，以防止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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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修订《商标法实施条例》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了修改《商标法实施条例》的公告。修订后

的《商标法实施条例》将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开始实行。公告指出，为便于企业更好

地保障在店铺外观、内部装修、复杂商品的形状等方面的利益，针对立体商标的申

请书填写方式，将对《商标法实施条例》做出以下修订：（１）在申请立体商标时，可

用实线、虚线绘制三维商标；（２）允许在三维商标的申请中包括对商标的详细描述；

（３）修订了表格２的注释，用以规定在申请书中的具体描述方法；（４）关于上述修正

案，已经制定了过渡措施，适用于实施日期之后提交的商标注册申请和防御性商标

注册申请。

谢金秀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ｗｓ／ｒｕｌｅ／ｓｙｏｒｅｉｋａｉｓｅｉ／ｓｈｏｈｙｏ／ｓｈｏｈｙ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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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商标法施行规则の一部を改正する省令（令和２年２月１４日
$%

产业省令第８号）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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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２０２０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及合作促进计划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４日，日本专利厅总务部国际政策科发布２０２０年度知识产权保

护及合作促进计划，公开招募知识产权研究人员。公告指出，随着日本企业在中国

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合理保护在中国的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

日本有必要同当地知识产权相关部门建立合作机制，并通过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共

同研究及提议，促进中国法律制度及运用改善。因此，日本专利厅决定推行此计

划，并招募相关研究人员。关于促进计划的内容，公告指出研究员将代表日本专利

厅与中国政府机关及学术机构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选取知识产权制度及运用的

相关课题，研讨改善提案并向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提议，与此同时，将结果反馈到日

本专利厅。另外，研究员将与日方据点合作，旨在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在知识产权

制度及运用的改善上达成共识。

谢金秀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ｎｅｗｓ／ｃｈｏｔａｔｓｕ／ｋｏｂｏ／２０１９１２２４＿ｃｈｉｚａｉ＿ｈｏｇｏ．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令和２年度知的财产保护包括协力推进事业の企画提案の公募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

日本专利局公布专利创造性审查要点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９日，日本专利局公布专利创造性审查要点及参考案例，旨在进

一步明确创造性审查标准。文件指出，审查员在判断创造性时，需要对发明申请和

引用发明进行认定，再将两者进行对比。根据对比结果中的差异点，判断该发明是

否具有创造性。包括以下要点：（１）审查员应按照专利申请权利要求确定发明的保

护范围；（２）审查员应进行充分的现有技术调查；（３）审查员应将专利申请和引用

发明在要求保护事项上进行对比；（４）审查员应在拒绝理由中阐述对比情况，列出

具体事实，进行综合评价；（５）审查员应合理选择主引用发明，再判断申请发明是否

显而易见；（６）仅有数值进步的发明不能认定为具有创造性。此外，文件中还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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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要点中列举了具体案例，以供审查员参考。

谢金秀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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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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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过程自动化技术专利分析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日本专利局发布过程自动化技术专利态势报告，以石油、石

化、化学和钢铁等行业生产过程中采用的自动化技术涉及的专利申请为分析对象，

调查了２００５至２０１８年该项技术在日本、美国、欧洲、中国、韩国以及ＰＣＴ国际专利

申请情况。截至检索日（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该技术专利申请总量为５７４７件，其中

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出现短暂的增长。从申请人国籍来看，２００５到２０１３年美国籍申

请人提交的专利申请件数较多，２０１４年以后开始减少；中国籍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呈

持续增加趋势，２０１４年后领先其他国家申请人。从申请目标地看，截至２０１１年，日

本、美国、欧洲和中国的专利数量基本相同，２０１２年后，向中国提交的申请数量显著

增长。从技术类别来看，用于监控、警报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多。从论文发表情况来

看，相关论文发表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论文发表排名靠前的机构中中国大学

较多。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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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９日

日本商标快速审查周期缩短至６个月

为实现更快速高效的商标审查，日本专利局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宣布，２０２０年

２月以后将商标快速审查周期缩短至６个月。本次修改只缩短了审查时间，并未更

改适用对象。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即可进入快速审查程序：（１）商标申请中指定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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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服务类别来自《相似商品·服务审查指南》、《商标法实施条例》或《商品和服

务国际分类表》；（２）审查开始时，商品和服务指定类别没有进行修改。快速审查无

需专门提交申请，无需缴纳手续费。满足条件的商标将自动进入快速审查程序。

此外，除上述普通快速审查程序外，日本专利局还设有特殊快速审查程序。在普通

快速审查程序基础上，还需满足以下条件：商标已经在指定的商品或服务类别中使

用（或是已经进入准备使用阶段）。特殊快速审查需要单独提出申请，平均耗时约

１．８个月。

谢金秀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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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

日本将和牛遗传资源列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７日，日本农林水产部围绕将和牛遗传资源列为知识产权保护

对象，强化保护的相关措施及意见召开了第三次会议。会议提出，和牛的品种改良

是畜牧业行业人士的知识创造活动，拥有知识产权价值，并明确了将和牛遗传资源

列为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措施。２０１８年发生欲将和牛受精卵等非法携带出境事件

之后，畜牧行业人士强烈呼吁起草针对和牛遗传资源非法携带出境的对策，日本农

林水产部召开了关于遗传资源保护措施的研讨会。日本农林水产部认为，为杜绝

和牛遗传资源非法携带出境事件的发生，除了需要制定具体的赔偿金额和基准，影

响重大者或有必要处以刑事惩罚。此外，为彻底贯彻遗传资源的保护管理，农民及

相关人员有义务提供和牛遗传资源买卖记录。日本农林水产部将继续探讨具体惩

罚标准，预计在２０２０年国会上提出法案。

谢金秀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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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和牛の遗碝资源は「知的财产」不正持ち出しを法规制へ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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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研究企业年龄与创新的关系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创办的《ＳＴＩＨｏｒｉｚｏｎ》

杂志发布了题为《企业年龄与创新———是否成熟企业劣于年轻企业》的报告。报告

运用《全国创新调查２０１８》数据调查了日本企业年龄分布、不同产业企业平均年

龄、不同年龄企业实现产品创新的比例，综合分析发现：（１）大规模企业和在公司内

进行研究开发的企业的产品创新实现率较高；（２）同行业竞争企业数量也对产品创

新产生了影响，没有竞争对手的企业产品创新率较低，具有１５４９家竞争对手的企

业产品创新率较高。另外，报告得出以下结论：企业年龄与创新关系复杂，目前没

有证据说明年轻企业在创新方面较成熟企业具有优势。在创新意识方面，年轻企

业高于成熟企业；在创新能力方面，相较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影响更大；在学习新知

识和新技术方面，成熟企业可有效吸收前沿知识和技术，优于年轻企业；但成熟企

业组织僵化问题严重，具有消极对待革新性研发项目投资的风险。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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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调查２０１９民营企业研究活动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日本科技学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公布２０１９年民营企业

研究活动调查结果速报，收集了日本民营企业研发活动相关基础数据，希望通过该

项调查促进日本科学创新政策的制定。速报针对内部研发资金在１亿日元以上的

３８１３家企业进行调查，得到２００３家企业的回复，结论如下：从特定领域的研发状况

来看，以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和“５．０社会”为目标，实施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融合相

关技术研发的企业比例为２９．３％。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研发的企业比例为

２１．３％。从事全球环境问题相关技术研发的企业比例为２０．７％。另外，从事人文

和社会科学相关研发的企业比例为１．７％，占比较低。从研发周期来看，实施短期

研发的企业占比为７５．３％，为实施中长期研发企业的３倍以上。有效利用“研发相

关的政府采购制度”的企业占比为６．１％，较上年显著增加。２０１８年，聘用研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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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企业占比为６１．０％，为２０１１年以来的最大值。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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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速报）の公表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公布《发明振兴法》修正案

２０２０年２月４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公布《发明振兴法》修正案，预计将于２０２０

年８月５日正式实施。在知识产权争议调解方面，本次修订将窃取商业经营秘密、

如盗用未注册著名商标、商品外观模仿行为、窃取创意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工业

产权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范围。同时，工业产权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委员扩大

至１００人，原来由３人组成的调解部改为由１人或２人组成，提高纠纷调解工作效

率。此外，工业产权争议调解委员会被授予事实调查权，韩国知识产权局设立秘书

处，保障调解委员会的稳定运营。韩国１９９５年成立了工业产权争议调解委员会，

通过迅速、经济的方式解决了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商标、外观设计等工业产权与商

业秘密（技术信息）相关纠纷。但盗用未注册著名商标、模仿商品外观、窃取创意等

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侵犯商业经营秘密（例如客户名单）等纠纷此前并不在调解范

围内。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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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

韩国颁布《增强标准专利竞争力方案》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韩国政府召开了第二十五届韩国知识产权委员会议，会议

审议和确定了《增强标准专利竞争力方案》。该方案主要针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强

化与标准技术扩散的国际形势，着重致力于降低技术的对外依赖性，建立以标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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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为基础的未来市场。该方案对“标准技术开发”和“标准专利战略”提供三年以

上的支持，并支持第四次产业革命核心技术标准专利先占。运行标准专利审查专

门小组，制定标准专利许可证相关指标。扩大对产业界标准专利信息的提供，构建

政产学研标准专利合作体系。《增强标准专利竞争力方案》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

（１）强化升级对标准专利申请的支援战略，（２）增强标准专利争端应对力量，（３）加

强对标准专利的基础设施建设。

许　轶　检索，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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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携手地方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体系

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为提高地区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和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的参与度，从２０２０年开始与仁川市、大田市、忠北道、忠南道地方自治团体建立

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体系，并计划逐步扩大与该地区以外的地方自治团体的合作体

系。（１）优先支持地区出口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援助项目”，主要包括：优先支持

国际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战略支援工作与共同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支援工作；提供免

费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评估服务；为海外参展企业提供对象国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加强知识产权素质教育相关研讨会；提供解决争端的优秀事例和海外知识产权纠

纷动向等。（２）知识产权局和地方自治团体计划组成“知识产权保护支援协商组

织”，落实合作项目。韩国知识产权局希望通过与地方自治团体建立知识产权保护

合作体系，提高地区企业的知识产权认识度及事业参与率，创造知识产权相关工作

岗位，同时加强地区专利代理人行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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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减免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注册费

韩国知识产权局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起实施减免专利注册费用政策，以活跃

知识产权（ＩＰ）金融活动，具体内容如下：（１）减免专利年注册费５０％。对中小企业

实行ＩＰ金融制度（ＩＰ担保贷款等），获得中小企业的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设计

权时，减免５０％的年费。（２）创业公司ＩＰ优先申请审查费减免７０％。通过优先审

核争取尽早获得专利权，将创业公司知识产权优先申请审查费减免７０％，减轻创业

公司在申请专利过程中产生的经济负担。（３）一次性缴纳三年以上的专利年费时，

折扣比率由５％上升至１０％。通过这一措施，中小企业等不仅可以得到注册折扣

优惠，还可以防止因错过缴纳注册费时机而丧失专利权。（４）扩大行政信息共同利

用度，减少材料的提交数量。在同意共享行政信息情况下，申请人申请“手续费事

后减免”时，可减少存折复印件等相关资料的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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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推进医疗机械产业发展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韩国知识产权局联合韩国医疗器械产业协会（简称“协

会”）举办“知识产权革新战略洽谈会”。会议上发表的知识产权大数据分析结果

显示，ＡＩ医疗器械与３Ｄ打印医疗器械是未来医疗器械领域最具潜力的投资项目。

为强化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双方共同创办《知识产权战略报告》刊物。协会将新

设“知识产权研发战略”教学科目。同时，为鼓励医疗器械产业专利的申请与应用，

协会将积极推动政府加强对医疗器械领域的专利补偿力度，并将在举办活动时设

置知识产权咨询处。随着韩国健康意识的增强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医疗器械市

场迅速扩大。２０１９年５月，韩国政府发布了“生物健康产业革新战略”，将致力于

将包括医疗器械在内的生物健康产业与非存储器半导体、未来型汽车产业列为新

生代产业，计划在２０３０年将韩国医疗器械与制药的世界市场占有率由２０１８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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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提高至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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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启动国际知识产权争端战略支援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决定优先对加工制造业开展国际知识产

权争端战略支援工作。从２０２０开始，加工制造企业在参与同等项目时享受加分评

价优待。同时，在企业提出申请时，韩国知识产权保护院的行业专家将进行现场考

察并就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免费咨询。相关企业每年可定期接受提升知识产权

专业知识与强化知识产权力量的相关教育活动。韩国知识产权局计划加强与韩国

产业通商资源部的合作，持续推进企业需求开发与宣传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促进

加工制造企业的知识产权教育及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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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伪造商品网民监督团”成效显著

２０１９年４月，韩国知识产权局组建了“网络伪造商品网民监督团（简称‘监督

团’）”。截至１２月２３日，长达８个月的监督取得显著成果，共检举了总价值９３８２

亿韩元的１２１５３６件伪造商品，有效减少了消费者的损失。该监督团由１０５名韩国

妇女组成，主要负监管网上购物中心、门户网站和社交网络平台等出现的伪造商

品。检举结果显示，包类伪造商品占比最大，占以３１％，其次是服装类与鞋类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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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与１９％。其中，按照品牌分类，古驰（ＧＵＣＣＩ）占比最大（１４％），路易威登（Ｌｏｕ

ｉｓｖｕｉｔｔｏｎ）与香奈儿（Ｃｈａｎｅｌ）分别占１０％。按照平台分类，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

平台占比最大，达到４６％，网上购物中心和门户网站则分别占比３０％和２４％。韩

国知识产权局决定２０２０继续运行该监督团，具体规划如下：实施节假日监督，危害

安全健康产品管制计划，加强对销售终止令实施的检查；协助法警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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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中小企业成为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申请主力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韩国知识产权局统计结果显示，韩国专利、实用新型、商标、

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２０１９年申请量首次突破５０万件。截至２０１９末（１２月 ３１

日），韩国知识产权申请预计将达到５２万件，与２０１８年统计的４８０２４５件相比增加

６３％。其中，商标申请比去年增长 １０４％，专利与外观设计分别增加 ４２％和

２６％。同时，从２０１８年开始迅速增长的数据可得出，第四次产业革命中韩企技术

竞争力在提高。根据申请类型，中小企业主导本次数量突破，与去年相比增加

１０４％。私人企业与大企业分别预计增长７９％与６７％。从２０１５年起中小企业

的专利申请量开始超过大企业，韩国的专利市场中心由大企业为向中小企业转变。

美国、日本等Ｇ７国家的专利申请增长与ＧＤＰ增长有着密切关联，韩国在这方面也

显示出明显关联性。因此，文章指出知识产权申请突破５０万件为韩国未来经济市

场发展发出了积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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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普渡大学帮助初创企业扩大规模

近日，美国普渡大学创业基金ＰｕｒｄｕｅＦｏｕｎｄｒｙ从过去６年资助的２５０余家初创

公司中挑选出９家公司开展合作。利用 ＤｏｕｂｌｅＤｏｗ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ＤＸ）计划弥补

大学在支持初创公司连续发展中存在的断层。当前大多受ＴＴＯ资助的初创企业可

能很难跨过拐点顺利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ＤＤＸ计划旨在为潜力巨大但难以扩张

的初创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帮助初创企业解决下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该计划的

首批成员是根据收入、获得的资金以及提供的全职工作岗位这三个主要标准选拔。

上述指标将在计划实施结束后再次统计核算。该计划为期一年，每６个月将补充

更新初创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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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提供免费企业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实施一项名为ＩＰＣｌｉｎｉｃ的特殊计

划，帮助大学和州内科技企业家探索知识产权保护方式。ＩＰＣｌｉｎｉｃ项目负责人及其

团队由大学的法律系学生组成，提供研讨会和一对一等形式的咨询，并使用视频会

议的方式与远程客户会面，旨在帮助企业创始人确定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商业秘

密的保护策略。项目提供的服务均免费，并且向该州的所有企业或个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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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杜克大学与投资公司合作推动药物研究商业化

杜克大学与纽约医疗投资公司Ｄｅｅｒｆｉｅｌｄ投资１３亿美元合作加速该大学药物

开发的商业化。杜克大学和Ｄｅｅｒｆｉｅｌｄ将组建一家名为 Ｆｏｕｒ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ＰＩ）

的新公司，ＦＰＩ公司将投入１３亿美元，资助杜克大学的药物开发研究。研究人员

可向Ｄｅｅｒｆｉｅｌｄ与大学委员会提交项目建议书，包括临床试验药品 Ｉ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ｗＤｒｕｇ）。根据合作协议，任何准备就绪的 ＩＮＤ项目都可能有资格获得

Ｄｅｅｒｆｉｅｌｄ的追加投资，且ＦＰＩ公司通过“四点计划”的实施保留资助项目知识产权

的许可权利。杜克大学新创企业主管霍尔福德表示，“四点计划”背后的策略与鼓

励更多的商业化活动的理念相吻合。霍尔福德认为达成的许可越多，获得成功的

机会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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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许可突破性印刷电子技术

近日，专注于纳米产品批量制造解决方案的公司ＣａｒｐｅＤｉ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卡帕

蒂姆）与明尼苏达大学（ＵＭＮ）签署了一项突破性的印刷电子技术许可协议。由

ＵＭＮ研究人员ＤａｎｉｅｌＦｒｉｓｂｉｅ和ＬｏｒｒａｉｎｅＦｒａｎｃｉｓ开发的ＳＣＡＬＥ（电子自对准毛细管

辅助光刻技术）适合于在纸和塑料等柔性基材上印刷，可直接应用于包括从食品到

药品的消费品智能标签、柔性显示器和分布式自供电传感器。传统的打印工具（如

喷墨或丝网印刷）不适用打印电子产品时所需的小且对齐特征。ＳＣＡＬＥ的纳米压

印光刻技术解决了小尺寸问题以及相同精度水平的对准问题。ＣａｒｐｅＤｉｅｍ已经创

建并演示了用于印刷方案的完整的电阻器、电容器、二极管和晶体管电子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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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ＣａｒｐｅＤｉｅｍ正在为客户和分许可证持有人开发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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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佐治亚大学：并非所有初创公司都适用加速器

美国佐治亚大学（ＵＧＡ）的研究人员发现，加速器并非适用所有初创公司，即使

那些确实受益的初创企业也并非适合所有类型的加速器。科恩发现，特定的指导

和参与方法与加速器的成功紧密相关。例如，企业家与导师，客户和各种利益相关

者会面的次数越多，他们对新想法的开放程度就越高。加速器的隐私保护方法有

所不同，一方面，有些人出于担心企业家可能会窃取彼此的想法的考虑而鼓励隐

私；另一方面，也有人在开放的环境中交流各自的想法。后者被证明更成功，因为

企业家们经常互相帮助发展自己的业务，并学会发展更具独特性的想法，而不是与

相似的想法竞争。此外，科恩发现标准化加速器的性能要优于为每个初创企业和

企业家量身定制的加速器。企业家不仅需要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也要意识到自身

劣势，标准化的加速器帮助他们拓宽了建立业务的知识。企业家对是否申请加速

器应保持谨慎，应做尽职调查以确保该计划可帮助公司实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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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ｖｏｈｅａｒｔ获得哈佛大学人造心脏技术许可

Ｎｏｖｏｈｅａｒｔ是一家全球干细胞生物技术公司，是药物开发“人造心脏”模型的先

驱，目前已获得哈佛大学的技术许可，以补充其 ＭｙＨｅａｒｔ平台。已获许可的生物反

应器技术涉及心脏心室的组织工程化比例模型，由哈佛大学研究人员 ＫｅｖｉｎＫｉｔ

Ｐａｒｋｅｒ的实验室开发。结合 Ｎｏｖｏｈｅａｒｔ的 ＭｙＨｅａｒｔ平台，Ｐａｒｋｅｒ实验室的许可技术

或将产生下一代“人造心脏”，为疾病建模和药物开发提供更卓越的人类心脏模型。

Ｎｏｖｏｈｅａｒｔ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凯文·科斯塔（ＫｅｖｉｎＣｏｓｔａ）指出，通过整合带

瓣生物反应器技术与自身专有的人体心脏技术，Ｎｏｖｏｈｅａｒｔ可将用于体外人体心脏

测定的疾病建模功能的生物保真度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上述模型可以直接应

用于发现针对此类疾病的新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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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学教授发现大学创业孵化器可能导致创新质量降低

美国贝勒大学创业学教授彼得·克莱恩（ＰｅｔｅｒＫｌｅｉｎ）最新研究发现，以大学为

基础的初创孵化器通常会导致创新质量下降。该研究分析了１９６９年至２０１２年期

间授予建立研究孵化器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近５６，０００项专利，发现孵化器的建立

与该大学随后产生的专利质量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该研究通过查看专利

及其“正向引用”或“在随后的专利申请中被引用的次数”来确定专利质量。克莱

恩认为孵化器通常是在减少用于学术研究的公共资金和增加公众责任感的压力下

创建的。正如研究可能证明的那样，它们的创造可能以其他活动（如基础研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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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克莱恩认为需要谨慎对待这项研究的结果，不要完全阻止孵化器的启动，因

为孵化器可以教授企业家精神，并有助于有用的，有时是挽救生命的研究从实验室

到市场的转化。作者还认为，该项研究结果并不意味着孵化器会破坏价值，因为大

学孵化器既有商业目的，也有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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