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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中国超越美国成为２０１９年国际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

２０１９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在国际知识产权服务、遵守条约活动和收

入基础等方面又有了明显发展。中国通过ＷＩＰＯ的《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系统提

交了５８９９０件申请，超越了美国（５７８４０件），成为 ＷＩＰＯ国际专利申请的第一大来

源国。

２０１９年，通过ＰＣＴ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增长了５２％（２６５８００件），通过马德

里国际商标体系提交的国际商标申请增长了５７％（６４４００件），通过海牙国际外观

设计体系提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增长了１０４％（２１８０７件），推动 ＷＩＰＯ全球

知识产权服务再创历史新高（表１）。

表１　ＷＩＰＯ十年间知识产权服务增长情况

类型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９年 十年增长率

ＰＣＴ（专利） １５５４０８ ２６５８００ ７１．０％

马德里体系（商标） ３６０９４ ６４４００ ７８．４％

海牙体系（外观设计） ８１６６ ２１８０７ １６７．０％

ＷＩＰＯ总干事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ｕｒｒｙ表示，中国通过ＷＩＰＯ迅速发展成为国际专利最大

申请国，这突显了创新重心向东方转移的长期趋势，目前亚洲专利申请已占ＰＣＴ申

请总数的一半以上。１９９９年，ＷＩＰＯ只收到了２７６件来自中国的申请，而２０１９年跃

升为５８９９０件，２０年里增长了２００倍。表２为２０１９年ＷＩＰＯ三大类型的知识产权

服务状况对比。

表２　２０１９年ＷＩＰＯ知识产权服务状况

ＰＣＴ国际专利体系

领先
国家

ＰＣＴ申请的前五位是中国（５８９９０件）、美国（５７８４０件）、日本（５２６６０件）、德国
（１９３５３件）和韩国（１９０８５件）。
前１５位的国家中，从收入情况来看，包括１２个高收入国家和３个中等收入国家，３
个中等收入国家依次为中国、土耳其（２０５８件）和印度（２０５３件）。亚洲申请者占
２０１９年ＰＣＴ申请总数的５２４％，而欧洲（２３２％）和北美（２２８％）各占不到１／４；从
增长幅度来看，土耳其（＋４６７％）、韩国（＋１２８％）、加拿大（＋１２２％）和中国（＋
１０６％）在２０１９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年增长，而德国（

"

２％）和荷兰（
"

３％）是仅有
的两个申请数量下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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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ＰＣＴ国际专利体系

领先
申请人

中国华为技术公司的ＰＣＴ申请位居首位（４４１１件），其后依次是：日本三菱电机公司
（２６６１件）、韩国三星电子公司（２３３４件）和美国高通公司（２１２７件）。
排名前１０位的企业中，从国别来看，包括来自中国的４家公司，来自韩国的２家公
司以及来自德国、日本、瑞典和美国各１家公司。
在全球高校中，美国加州大学排名第一，申请数量为４７０件。清华大学（２６５件）位
居第二，其次是深圳大学（２４７件）、麻省理工学院（２３０件）和华南理工大学（１６４
件）。排名前 １０位的高校包括美国的 ５所大学、中国的 ４所大学和韩国的 １所
大学。

领先
技术
领域

计算机技术（占总数的８７％）是ＰＣＴ专利申请中涉及最多的技术领域，其次是数字
通信（７７％）、电机（７％）、医疗技术（６９％）和测量（４７％）。在排名前１０的技术
中，半导体（＋１２％）和计算机技术（＋１１９％）是２０１９年增长率最高的领域。

马德里国际商标体系

领先
国家

马德里体系国际商标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为美国（１００８７件），其次是德国（７７００
件）、中国（６３３９件）、法国（４４３７件）和瑞士（３７２９件）。
排名前 １５位的来源国中，土耳其（＋３７８％）、俄罗斯（＋１５６％）、美国（＋
１４３％）和瑞士（＋１０２％）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意大利（－１６％）则急剧
下降。

领先
申请人

法国欧莱雅以１８９份申请位居榜首，其次是瑞士的诺华制药（１３５件）、中国的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１３１件）、印度的 Ｎｉｒｓａ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２４件）和卢森堡的
ＲｉｇｏＴｒａｄｉｎｇ（１０３件）。其中，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申请人首次进入前５名。

领先
技术
领域

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领域相关申请所占份额最大，占总数的１０１％，其次是商业服务
（８３％）和技术服务（６７％）。在排名前１０的领域中，用于医疗目的的药物和其他
制剂（＋１２４％），以及教育、培训、娱乐、体育和文化活动领域的服务（＋９６％）增
长最快。

海牙国际外观设计体系

领先
国家

在海牙体系下提交的申请中包含的设计数量增加了 １０４％，达到创纪录的
２１８０７份。
其中，德国有４４８７项设计，继续排名第一，韩国（２７３６件）超过瑞士（２１７８件）位居
第二，意大利和荷兰分别以１９９４件和１３７６件设计排在第四和第五位。在排名前５
的国家中，韩国（＋７７１％）和意大利（＋５８１％）增长最快，而瑞士（

"

１１２％）则
大幅下降。

领先
申请人

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以９２９项已公布登记的设计名列榜首，荷兰的ＦｏｎｋｅｌＭｅｕｂｅｌｍａｒ
ｋｅｔｉｎｇ（８５９件）、韩国ＬＧ电子（５９８件）、德国大众（５３６件）和美国宝洁（４１０件）紧
随其后。前１０名的申请人中，意大利、荷兰、韩国和美国各 ２个，法国和德国各
１个。

领先
技术
领域

与录音和通信设备相关的设计占比最大（１３６％），其次是家具（１０１％）、运输工具
（９４％）、包装及容器（６４％）、照明设备（６２％）。在排名前１０的领域中，录音和
通讯设备（＋４６４％）和服装（＋３５１％）增长最快。

许海云　检索，黄玉茹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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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新冠疫情救济通知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针对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专利

和商标申请人、专利权人和商标所有人发布救济通知（Ｒｅｌｉｅｆ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ｏＰａｔｅｎｔ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Ｐａｔｅｎｔｅ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Ｏｗｎｅ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ＵＳＰＴＯ认为新冠病毒的影响属于３７ＣＦＲ１１８３和３７ＣＦＲ２１４６规定

的“特殊情况”，将在某些情况下免除受疫情影响的专利和商标申请人、专利权人、

复审当事人和商标所有人的相关费用。但本通知不允许放弃或延长法令规定的要

求或日期。具体规定如下。

　　１．专利相关的权利恢复

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所有人无法及时回复审查意

见，从而导致申请程序被放弃、复审诉讼终止或被限制的情况，ＵＳＰＴＯ建议专利申

请人或所有人根据规定在专利申请放弃、复审诉讼终止或限制通知发出之日起两

个月内提出豁免申请如果未收到专利申请放弃、复审诉讼终止或限制通知，则必须

在已放弃或复审诉讼终止、限制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权利恢复，并免除申请费；如

果通知中规定的条款不适用，可以向 ＵＳＰＴＯ申请救济，具体的申请类型将取决于

具体情况和所要求的救济。

　　２．商标相关的权利恢复

因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所导致的答复延迟，从而引起商标申请和注册被放弃、

取消或失效的情况，ＵＳＰＴＯ将免除上述状态恢复的申请费用。在所有情况下，申请

都必须包括一份由于新冠病毒爆发的影响而未能及时做出反应的声明。该申请必

须在放弃或注销通知发出之日起两个月内提出，如果申请人或注册人未收到放弃

或注销通知，则必须在商标电子记录系统显示该申请被放弃或注册被取消／终止之

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申请。

　　３．与专利和商标有关的法定期限和要求

与专利相关的期限不能申请延长的情形如下：（１）美国专利法第１１９条（ａ）至

（ｄ）项规定，要求享有在先提交的外国申请日的非临时专利申请期限；（２）美国专

３知识产权动态



利法第１１９条（ｅ）项规定，在有效期内，非临时专利申请人提出申请享有在先提交

的临时申请日，可享有临时申请的专利期限；（３）美国专利法第１２０条规定，分案申

请可享有原申请案的申请日；（４）美国专利法第１５１条规定，应在收到任何颁发证

书费用通知后三个月内缴纳相关费用；（５）美国专利法第３０４条规定，专利所有人

应在两个月内答复复审意见。

与商标相关的法定期限不被延长、法定费用不被免除的情形如下：（１）美国商

标法第１０５ｌ（ｄ）项规定，３６个月内必须提交商标使用声明和相关费用；（２）美国商

标法第１０５８、１１４ｌ（ｋ）项规定，继续使用或可免除不使用的书面陈述期限及相关费

用；（３）美国商标法第１０５９条规定的申请续展期限和相关费用；（４）美国商标法第

１０６３和１０６４条规定，商标申请人向商标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Ｔｒｉａｌ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ｌＢｏａｒｄ）提出异议或失效程序的时间期限。

李姝影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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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

美国发布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公共卫生工作的快速反垄断程序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ＴＣ）和美

国司法部反垄断局（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ＤＯＪ）发表联合声明，将

实施快速反垄断程序（以下简称程序），以期为新型冠状病毒（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期

间致力于保护美国人健康和安全的企业之间的合作提供指导。程序指出，医疗机

构需要协同工作以提供资源和服务，帮助受大流行及其后果影响的患者、消费者和

社区。同时，企业需要暂时联合生产、分销或服务网络，以促进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耗材

的生产和分销。

根据ＣＯＶＩＤ１９公共卫生项目的快速程序，各机构将在收到审查要求的７个工

作日内，答复所有与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的要求，并解决相关公共卫生与安全问题。与

现有的程序相比，快速程序提供了更快的审查速度，为反垄断法下拟议行为合法性

的企业提供指导。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专家顾问意见”（Ｓｔａｆｆ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Ｏｐｉｎ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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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和司法部的“商业审查信函”（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程序允许任何公司、个人

或公司联盟向ＦＴＣ或ＤＯＪ提交提案并收到一份声明，告知申请机构是否会触犯反

垄断法。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乔·西蒙斯（ＪｏｅＳｉｍｏｎｓ）指出，ＣＯＶＩＤ１９流行之际，

开展公共卫生合作的企业需要当局的迅速回应，当局应当竭力为这些企业提供帮

助，同时继续不遗余力地执行反垄断法。司法部助理检察长马坎·德拉希姆（Ｍａ

ｋａｎＤｅｌｒａｈｉｍ）指出值此非常时期，快速清晰界定反垄断事项尤为重要，快速程序将

帮助希望迅速开展工作的企业解决与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的紧急公共卫生和经济问题。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在联合声明中列出了几种可能的

合作形式。同时，还强调将会追究试图利用大流行来实施相关违法行为的人的责

任。此外，司法部将对诸如操纵价格、投标或分配市场等行为提起刑事起诉。快速

程序要求申请人向ＦＴＣ或ＤＯＪ提供建议书的书面说明，包括参与工作或活动的当

事方以及相关人员的姓名与联系方式。快速程序仅用于与新冠状病毒相关的公共

卫生工作，由申请人选择使用，可代替ＦＴＣ或ＤＯＪ的标准程序。

ＦＴＣ与ＤＯＪ承诺将根据《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ｃｔ）加快处理标准开发组织和合资企业的要求。另外，ＦＴＣ

与ＤＯＪ也将对在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期间，通过欺诈和非法手段获利的个人和企业采取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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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９年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了２０１９年工作进展报告。该报告分为两

个部分，一是日本及全球知识产权动向，二是２０１９年日本专利局的各项政策实施

成果。主要内容如下。

５知识产权动态



　　１．统计概要

２０１９年日本专利申请总计３０７９６９件，其中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６６９６８件［１］。与

２０１８年相比，专利申请总量略有减少，但国际专利、外观设计、商标申请量有所增

加。２０１９年日本专利局受理非日本企业专利申请量排名中，美国高通位列第一

（９０４件），中国华为位列第二（７２９件）。

［１］国际专利包括ＰＣＴ申请中日本为指定国的申请以及日本专利局受理的ＰＣＴ专利申请。

　　２．专利审查

为加快审查进度，日本专利局将部分现有技术调查委托给注册调查机构，设立

早期审查制度（２０１９年，从申请到第一次审查结果通知平均耗时２５个月）和特级

早期审查制度（原则上不超过１个月，２０１９年平均耗时０６个月）；并修订了专利

法，对授权耗时过久的专利予以补偿，延长了专利权补偿期限；针对不同用户需求

提高审查便利性，如面对面审查形式。针对多个相关申请设置汇总审查程序，由各

领域的审查员合作，以保证审查顺利开展。

　　３．外观设计审查

日本专利局为外观设计开通了早期审查程序，从申请到第一次审查结果通知，

２０１９年平均耗时１７个月。２０１９年日本专利局修订了外观设计法以及外观设计

审查基准。

　　４．商标审查

为减轻商标审查负担，日本专利局对特定商品或服务类别开设了商标快速审

查程序。自２０２０年２月起，日本专利局将商标快速审查周期缩短为６个月，快速审

查无需提交额外的申请和手续费，满足条件的商标将自动进入快速审查程序。

　　５．诉讼审理

日本专利局积极采用口头审理程序，以准确地把握、处理问题并提高当事人双

方的认可度。根据当事人的要求赴现场进行巡回审判和出差审判。每年召开审判

实务者研究会，对审议结果及判决进行讨论研究。为普及审判制度，日本专利局将

有助于法律解释及应用理解的审议结果、异议决定和判决人工翻译成英文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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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支援政策

针对创业公司，日本专利局派遣专家团队支持其构建知识产权策略，开设了创

业公司相关知识产权网站 ＩＰ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ｓ：／／ｉｐｂａｓｅ．ｇｏ．ｊｐ／．）并及时发布信息，对创

业公司减免相关手续费；对中小新兴企业开放特级早期审查并普及了活用早期审

查的条件，以支持日本知识产权商业化；向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海内外支援信息，

并设立知识产权金融科普网站；向大学等机构派遣相关专家人士与研究负责人交

流，制定知识产权策略；日本专利局设立面向所有用户的专利信息平台，并加快了

信息更新速度，扩大了检索范围。

　　７．法律修订

２０１９年，日本经济产业省修订了专利法，完善了专利诉讼制度。其中主要新设

立了查证制度，当专利权有可能受到侵害时，在严格遵守相关条件的基础上，第三

方技术专家可以进入嫌疑侵权人工厂进行必要的调查并向法院提交报告书。

　　８．标准必要专利的支持措施

为提高用户在许可谈判、解决纷争时的便利性，２０１９年日本专利局修订了《涉

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指南》。除了许可谈判时之外，当专利权的买卖双方对专利

的标准必要性存在分歧时，或假定产品不在专利发明的技术范围内时，都可以运用

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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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２０２０年度工作计划》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为推动知识产权创造更多的工业价值和经济价值，韩国知

识产权局颁布了《２０２０年度工作计划》，在２０１９年的成果与不足的基础上，全方位

发展知识产权市场。

７知识产权动态



　　１．２０１９年主要工作

（１）主要成果：韩国知识产权局在实现技术独立性和应对日本对韩出口限制方

面的作用十分突出。支持对核心替代技术的掌握，通过专利大数据分析得出各产

业最有前途的技术，并应用在政府产业政策与研发项目中。

（２）在知识产权市场化领域，大力支持知识产权投资与融资，开启ＩＰ金融１万

亿韩元时代。同时实施专利费用减免政策，搞活知识产权市场。

（３）为提高审查服务质量，新设融合技术专门审查局。

（４）不足：虽然已经开展知识产权担保贷款等早期ＩＰ金融等活动，但还未完全

实现知识产权投资的扩展。由于保障损害赔偿的法律修缮并未完成，因此还没有

真正迎来知识产权保护时代。

　　２．２０２０年发展重点

２０２０年的发展重点包括：扩大专利大数据在产业的应用、开辟直接投资知识产

权的新型ＩＰ金融投资市场、完善法律，实现全面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创新，新设创业

公司创意保护制度。

（１）保护知识产权，增强国内技术竞争力。推动知识产权研发，实现技术独立；

灵活运用４３亿件专利大数据；分析行业趋势和技术发展方向，以提高审查质量。

（２）为及时保护创业公司创意和发明权利，建立相关的知识产权新制度。全面

改革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使难以获得专利的小发明、小创意得到保护。以审查工作

组为单位，分析产业和知识产权动态，完善审查政策。为促进产业创新，实行自由

形式的专利申请服务，改进专利分案申请制度和商标部分驳回制度。扩大融合技

术３人协议审查，指定高级技术专门复审部，提高审查质量。积极运用 ＡＩ图像检

索和机器翻译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审查。

（３）建立产生新经济价值的知识产权市场。支持民间集资型 ＩＰ投资基金、ＩＰ

众筹基金等新型知识产权投资基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打击知识产权侵权

和不当使用。

（４）加强国内出口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官民合作支持创业公司，提供融

资机会。为支持知识产权创业，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支持开展商业咨询活动和知

识产权服务开发。

８ 知识产权动态



　　３．计划达成目标

（１）以本次工作计划为基础，集中所有政策力量。政府与民间在研发领域积极

应用知识产权大数据，提高研发效率，增强国家技术竞争力。

（２）促进知识产权成为新的金融投资对象，市场流动资金通过知识产权流入产

业界，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和工作岗位。

（３）期待通过加强海外专利的申请和保护，以知识产权为武装力量的韩国出口

企业可以活跃在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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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第３５４号）

为加强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统一和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２０２０年４月３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统一和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规定》《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

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是指适用在按照相关标准、管理规

９知识产权动态



范或者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的地理标志产品上的官方标志。

第三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统一制定发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要

求，组织实施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监督管理。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的日常监管。

第四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如下

义务：

（一）按照相关标准、管理规范和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地理标志产品；

（二）按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要求，规范标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三）及时向社会公开并定期向所在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报送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使用情况。

第五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合法使用人包括下列主体：

（一）经公告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

（二）经公告地理标志已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注册人的集体成员；

（三）经公告备案的已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的被许可人；

（四）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的其他使用人。

第六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要求如下：

（一）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使用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国

外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

置标注经销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和地理标志名称，并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的地理标志标准代号

或批准公告号。

（三）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同

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该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并加注商标注册号。

第七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

图案矢量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得更改

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

第八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采用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标示方

法有：

（一）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在产

品本身、产品包装、容器、标签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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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等上；

（三）使用在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包括以广告牌、邮寄广告

或者其他广告方式为地理标志进行的广告宣传；

（四）使用在展览会、博览会上，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其他资料；

（五）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微信、微信公众号、微博、二维

码、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上；

（六）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

第九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未按相应标准、管理规范或相关使用

管理规则组织生产的，或者在２年内未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的，知

识产权管理部门停止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

第十条　对于未经公告擅自使用或伪造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或者使用与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

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的行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及相关执法部

门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一条　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加强本辖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日常

监管，定期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报送上一年使用和监管信息。鼓励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使用和日常监管信息通过地理标志保护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

第十二条　原相关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过渡期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在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前生产的使用原标志的产品可以继续在市场流通。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许海云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ｚｆｇｇ／１１４７２３９．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

专题报道

日本发布航天领域知识产权动向与策略报告

【摘要】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及内阁府航天开发战略推进事务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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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领域知识产权战略研讨小组”，旨在优化日本航天企业与研究机构的知识

产权策略，并形成了航天领域知识产权对策与支持方向报告。报告介绍了日本

在航天领域的知识产权动向、航天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航天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以及发展方向。

随着航天工业技术革新，全球航天设备呈现低成本化趋势，大多数用户购买拥

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和零件变得越来越容易。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航天企业也积

极向日本等国家申请相关专利。因此，为优化日本航天企业与研究机构的知识产

权策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及内阁府航天开发战略推进事务局成立“航

天领域知识产权战略研讨小组”，经多次讨论整理，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发布了航

天领域知识产权对策与支持方向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１．航天领域知识产权相关动向

　　（１）日本航天工业面临的总体形势

随着技术革新、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及需求的增加，其他行业的私营企业也逐

渐加入航天领域。全球航天市场规模正在以每年２～３％的增长速度扩大，新型商

业模式的出现是推动其增长的原因之一。当前欧美企业正积极地向日本及其他国

家申请相关专利，如获授权，将会对日本企业的独立服务、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

机构（ＪＡＸＡ）、大学等的开发研究形成阻碍。另一方面，日本很多中小企业与中小

新兴企业尚不重视专利申请。因此，日本决定尽快制定航天领域的知识产权策略。

　　（２）航天领域竞争环境的变化及海外专利动向

以欧美为中心的卫星及小型火箭业务急速增长，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且该领域

存在着配件民用化、产品量产化及低价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日本航天企业与欧美

相比，专利申请数量较少。据统计，２００３至２０１７年，在１３个主要航空国家［２］的航

天器（火箭、卫星）相关专利的申请中，中国申请数量最多，占 ２５９％，日本仅占

９２％。在日本的相关专利申请中，欧美专利占了４成，这可能阻碍日本企业今后

在国内的发展。

［２］１３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中国、韩国、俄罗斯、印度、加拿大、巴西、以色列和新西兰。

　　（３）日本国内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存在的问题

日本大多数企业存在难以掌握海内外其他公司专利动向的问题。此外，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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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成立了众多准备进军海外市场的中小企业、新兴企业，同时还有准备采取低价

量产商业模式的企业，上述企业均可能存在高新技术外流的风险，有必要对知识产

权加以管控。此外，日本企业存在经营资源不足、知识产权人才欠缺等问题。

　　（４）子领域专利申请倾向

航天工业可分为火箭、卫星、组件和地面服务等子领域，它们的特征各不相同，

报告阐述了每个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其中，火箭制造发射、地面服务的海外企业

专利申请较多；零件／组件制造、地面服务的技术外流风险较高；火箭制造和发射，

卫星／探查器制造等方面，大多数海外企业所申请的专利权范围较大。

　　（５）航天领域知识产权存在的问题

和欧美相比，日本企业在航天工业领域专利申请较少，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

航天器发射到太空，导致侵权问题难以识别；②主要由政府主导且参与企业较少，

商业专利保护必要性较低；③熟悉航天领域的律师较少；④一些机器、技术，从研发

到产业化耗时较长。由于欧美在日本申请专利较多，有可能对日本本土的专利申

请造成阻碍。除商业活动以外，ＪＡＸＡ、大学的研发活动也可能侵犯其他公司的专

利权。

　　２．航天企业知识产权策略

报告指出，为使各企业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策略，以帮助其知识产权及专有技

术的权利化或保密化，需要采取以下三个措施。

　　（１）事前专利调查

事前专利调查的目的如下：①确保本公司的产品、系统、服务等没有侵犯其他

公司的专利权；②判断本公司的发明能否获得专利权（现有技术调查）；③如果其他

公司专利有可能抵触本公司的发明，寻找能将其无效化证据（现有技术调查）；④了

解航天领域的技术动态以及海外综合技术策略（技术动态分析调查）。在进行专利

调查时，可充分利用数据库和相关的国家支持政策。

报告指出，当业务范围扩展到海外时，公司应当根据业务的性质和未来的发展

计划在相关国家进行制度调查和专利检索，需要注意以下两点：①为避免因侵权而

收到禁止令和索赔损失的风险，有必要了解业务布局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并确

认专利申请状况。②根据 ＴＲＩＰＳ协议，有些国家在专利法中设置了政府使用的相

关规定。在规定了政府使用的国家，可采取以下对策：不申请可能仅由政府部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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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专利；如需申请，则将重心放在公私两用技术上；告知政府部门公司拥有的专

利权以便获取补偿。

　　（２）企业实施公开－保密策略讨论是否申请专利

根据专利调查的结果，公司对发明采用公开或保密的策略进行判断（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策略）。在决定是否要申请专利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应申请专利的发明示例：

·向他人展示技术的发明（如接口信息、共同开发、经营策略上所必要的发明、

贩卖展示用发明等）

·能推测到侵权情况的发明

·有希望通过专利费盈利的发明

应作为专有技术保密的发明示例：

·有意保密的发明（与共同开发伙伴签订了保密协议）

·技术外泄的可能性极低的发明

·难以发现其他公司侵权行为的发明

　　（３）对不申请专利时的风险评估及对策

在决定对技术采用保密策略而不申请专利时，公司需要考虑所涉及的风险并

采取针对措施。报告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①开发并加强商业机密管理系统，以防止信息泄漏。

②调查本公司的技术、产品是否侵犯了其他公司的专利权，自己公司的发明是

否能获得专利权，了解其他公司的技术策略。

③在发现某专利申请侵犯到本公司利益后，向专利局提供信息或提出异议或

提起无效诉讼。

④如果有证据证明在申请日之前已经进行了业务活动，可以行使先使用权。

　　３．航天领域研发项目相关知识产权保护

　　（１）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调查

为了有效利用国家的研发经费，有必要在研发之前对专利申请状况进行彻底

调查。当政府机构、ＪＡＸＡ等公开招募航天领域的外包或联合研究时，应在项目计

划阶段进行专利调查。根据当前其他公司已经获得的权利范围和申请中的权利范

围来考虑研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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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知识产权归属

为了鼓励研究活动并有效利用商业活动中的成果，当政府部门或ＪＡＸＡ等机构

在航天领域公开招募外包研发时，根据《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产业活力再生特别

措施法》第３０条（日本版拜杜法）同样适用。同样，对于承包类型的开发研究，根据

日本版拜杜法，建议将知识产权分配给发明人所属机构。

在ＪＡＸＡ等机构进行的航天领域联合研发项目中，建议研发参与者将与研发相

关的知识产权（专利、专有技术、数据等）分为三类：参与者由该项目所获得的知识

产权、在研发开始之前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以及在研发开始之后所获得的与研发无

关的知识产权，以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建议将ＪＡＸＡ等机构研发获得的知识产权通

用技术共享给私营企业使用。

各机构情况不同，所适用的具体知识产权细则也有所不同。因此，政府部门、

ＪＡＸＡ等机构在考虑知识产权规定时，应适当参考其他国家的研发项目，探讨适用

的知识产权细则。

　　（３）对创业公司的支持

ＪＡＸＡ等机构为支持创业公司建立了可以根据公司规模等条件来计算包括专

有技术在内的知识产权许可费的制度。

　　（４）其他措施

日本内阁每年向各政府部门提供通过航天领域的研发项目获得的发明相关的

专利申请数量、专利权、许可动向等信息。

　　４．航天领域知识产权的支持

日本专利局计划继续开展讨论会、说明会，以普及知识产权制度、专利法、专利

信息平台的使用方法以及各项支持政策。为便于企业了解国内外专利动向，ＪＡＸＡ

将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定期收集和提供专利相关信息。针对专业人才的缺失，日本

经济产业省建立了平台网站“ＳＥｘｐｅｒｔ”，将航天领域的中小新兴企业与知识产权、

空间技术工程师等专业人力资源联系起来，该网站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起开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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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专利分析

【摘要】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技术是指利用纳米结构（如纳米机器人）

和纳米表面（如药物输运载体的巨大比表面积）高效调控肿瘤微环境，实现肿瘤

智能治疗的新方法。本文基于智慧芽数据库收录的２００１至今国内外智能纳米

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技术相关专利数据，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方法，分析

了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技术相关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地域分布、重

要研发机构及其重点布局方向等，以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发和产业化提供知

识产权情报支撑。

肿瘤微环境在肿瘤的产生、发展和转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靶向

调控微环境为发展肿瘤精准治疗的新策略提供了机遇。肿瘤微环境包括肿瘤周围

的血管、淋巴管、纤维细胞、免疫细胞、骨髓衍生的炎症细胞及肿瘤细胞外基质等，

是肿瘤存活的细胞环境。抑制肿瘤微环境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肿瘤发展，并增强

传统疗法的疗效。目前，靶向肿瘤细胞及多种微环境细胞的不同组合疗法越来越

被倡导，已成为肿瘤诊疗的新趋势。同时，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则为肿瘤的早期诊

断和靶向、长效和联合治疗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肿瘤细胞及其微环境的纳米药物和

诊断试剂的研发为肿瘤的诊疗方法提供新思路。

　　１．技术概况

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技术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ＤＮＡ折纸技术；脂质

体聚合物纳米载体、两亲性聚合物载体、聚乙二醇载体、多肽载体等肿瘤相关药物

载体；肿瘤血管阻断剂、免疫调控疫苗等。

　　（１）ＤＮＡ折纸技术

ＤＮＡ折纸技术（ＤＮＡｏｒｉｇａｍｉ）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ＤＮＡ自组装纳米技术。利

用ＤＮＡ折纸技术构造的纳米结构具有结构可控、易于修饰的特点，在药物运载方

面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机构主要有：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哈

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有限公司、格罗宁根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上海纳米技术及

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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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纳米载体技术

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技术涉及的载体主要包括脂质体聚合物纳米载

体、两亲性聚合物载体、聚乙二醇化载体、多肽载药等。其中，利用多肽自组装超分

子体系实现药物对肿瘤微环境的响应释放和高效递送，进而通过调控微环境中的

血管、成纤维细胞和胞外基质等组分，改变肿瘤赖以生存的“土壤”，并与抗肿瘤细

胞治疗有机结合是当前研发的热点之一。

　　（３）血管微环境调控药物

肿瘤的持续生长依赖于新生血管的生成，肿瘤的血管网络已是当今肿瘤治疗

的一个重要靶点。其中，肿瘤血管阻断剂，如多肽等是肿瘤血管微环境调控的主要

技术手段。肿瘤血管阻断疗法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医学院教授佛克曼

发明的，是指通过肿瘤血管抑制剂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增生因子ＶＥＧＦ的形成，从而

诱发血管内皮细胞自然凋亡，破坏肿瘤新生血管网的新方法。

　　（４）免疫微环境调控药物

近年来，由于肿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进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调控肿瘤微环

境在肿瘤治疗上的重要作用。免疫疗法主要是通过多种治疗手段激活癌症患者的

免疫系统来对肿瘤进行杀伤，主要包括免疫检查点阻断、ＣａｒＴ细胞治疗以及肿瘤

疫苗等。如何有效激活肿瘤特异性免疫应答并阻断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是当前肿

瘤疫苗研发的前沿和热点。

　　２．专利态势分析

截止２０２０年４月，在智慧芽数据库中检索到相关专利１５２５项专利，其中，中国

专利６８３项。

　　（１）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从全球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技术专利申请时间可以看出，近２０年全

球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呈总体增长趋势，自２０１３年开

始，申请量增速明显，近几年进入了申请最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专利申请量仍将

持高不下（图１）［３］。

［３］受专利公开滞后影响，近３年的专利量仅供参考。

从主要专利机构国家／地区的专利申请趋势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美国专利申

请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美国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１年年度专利申请量领先，２００２至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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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专利量超过美国，成为近１０年来专利量增长的主要贡献国家（图２）。

图１　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图２　主要国家／地区申请趋势

　　（２）全球专利地域布局

从全球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技术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析，中国、美

国、欧洲、加拿大、奥地利亚和日本等是研发机构最关注的潜在市场，其中在我国布

局的专利最多，美国第二，加拿大第三（图３）。

　　（３）全球主要研发机构

从全球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技术的主要专利申请人分析，中国科学

院和复旦大学是该技术主要研发机构。同时，进入前十位的还有美国塞莱克塔生

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博迪生物制药公司、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四川大学、中国药科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美国贝勒医学院。进入排名前２０的研发

机构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其中中国以科研机构和高校为主，美国以企业和高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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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图４）。

图３　全球专利地域布局

图４　全球主要研发机构

　　（４）主要技术布局

从国际专利分类角度看，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技术专利涉及的技术

分类重要包括抗肿瘤药、多肽、聚酯等纳米粒子载体成分、番泻叶甙等药物、脂质

体、含有抗原或抗体的医药配置品等（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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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专利涉及的技术分类

同时，智慧芽３Ｄ专利地图表明，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专利主要集中

在纳米粒子材料、脂质体、药物纳米载体、免疫、聚乙二醇载体等领域。涉及的高价

值专利主要集中在药物纳米载体、脂质体、纳米粒子材料等领域（图６）。
　　（５）中国专利概况

中国受理的该领域相关专利６８３项。从机构性质分析，专利数量排名前２０家

专利申请机构主要为高校和科研院所，仅有３家为企业。中国科学院参与研发的

二级院所有国家纳米科技中心、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长春应用

化学研究所等（表３）。

从中国受理的６８３项专利法律状态分析，目前授权有效的专利１４９项，处于实

质审查阶段的专利３５２件，公开专利４４件，另外有８８件专利因撤回、未缴、驳回、放

弃、权利用尽等原因而失效。整体来看，中国专利的失效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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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专利技术方向

表３　中国主要研发机构

申请人 专利数量／件 申请人 专利数量／件

中国科学院 ５２ 北京大学 ９

复旦大学 ４０ 华中科技大学 ８

四川大学 ２１ 东华大学 ７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０ 南开大学 ７

中国药科大学 １６ 南京大学 ６

浙江大学 １６ 南京颂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６

苏州大学 １６ 中国医学科学院 ５

上海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１２ 暨南大学 ５

郑州大学 １２ 温州医科大学 ５

中山大学 １１ 上海细胞治疗研究院 ４

　　３．小结

　　（１）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技术专利呈快速增长阶段

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技术专利已进入快速布局阶段，中国和美国是

引领专利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中国已成为引领近１０年全球专利量增长的主要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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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我国需要引导企业的研发与专利布局

排名前２０的研发机构主要来自我国和美国，我国主要以科研机构和高校为

主，而美国以企业和高校为主。我国企业在该领域竞争力较弱，我国需要出台政

策，积极引导企业的研发与专利布局，同时加强该领域的产学研合作。

张　博（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应用创造价值 将专利作为核心考核指标———中科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成果转化创新模式

２０１９年，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专利申请总

数达到１５１６件，知识产权投资实现股权转让收益４．６６亿元。截至４月８日，深圳

先进院累计申请专利８９０５件，累计授权专利３６２７件，ＰＣＴ（专利合作条约）申请数

３６６件，专利转化率达到２４％。

在４月２６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前夕，深圳先进院公布了其知识产权与成果

转化工作的最新进展。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说：“从专利申请的领域来看，深圳

先进院的专利集中于知识产权密集型的前沿科技领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领

域覆盖面广、交叉性强等特点。”

深圳先进院院地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处长吴小丽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

示：“深圳先进院开展成果转化工作既要有战略的着眼点，又要有战术的落脚点，从

高价值专利布局着手，以科技成果转化为轴心，以知识产权为依托，建立知识产权

分析的全景导航，为科技成果转化驶入快车道创造条件。”

　　１．ＰＣＴ申请数３６６件 领跑高校院所

４月７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教育机构中

ＰＣＴ排名第二的清华大学专利申请总量为２６５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２３０件。

深圳先进院公布的数据显示，该院的ＰＣＴ专利总量为３６６件，超过国内外知名

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圳先进院专利的各项数据排名位居中科院前列。其中，“３Ｄ

打印方法”获得第２１届中国专利银奖，“一种多功能健康检查设备及其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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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２０１３年广东专利金奖。

深圳先进院的专利不仅有量的优势，还有质的提升。这一方面离不开国家政

策的引导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深圳先进院创新的基因本色。

深圳先进院有６００多位从海外回国的科研人员，是国内海归人员最多的科研

院所。他们不仅曾在国外一流的研究机构从事工作，部分人员还有过创业经历，深

知技术领先和专利布局在成果转化中的重要作用。

专利数量大幅增长离不开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和深圳先进院的激励机制。据了

解，深圳先进院与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合作，发挥专家库的功能，实施

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在撰写和审查答复等环节对专利质量进行把控。在此基础上，

深圳先进院每年对申请专利的数量、质量和转化指标进行考核，从而形成科研人员

积极开展专利布局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深圳市应对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引导专利布局。来自深圳市知识产

权局的数据显示，深圳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已连续１６年全国城市排名第一，这也为

深圳先进院的知识产权布局提供了一片沃土。

　　２．股权变现４．６６亿元 收获现金红利

在产业培育方面，深圳先进院新增孵化企业２０９家，累计孵化企业９６８家，累

计持股企业２６３家，占股部分目前估值７６亿元，涵盖健康与医疗、新能源与新材

料、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深圳先进院以年孵化企

业个数作为建立新工业的主要手段，１０多年的企业培育进入了回报期。”樊建平

表示。

２０１９年，深圳先进院知识产权投资股权变现４６６亿元，专利转化率达到２４％

（含与企业合作的专利数），在成果转化上构建了新起点、新高度，实现了科技成果

转化真正意义上的闭环。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深圳先进院医学影像中心团队与上海联影医疗公司开展战略

合作，研发出我国首台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３．０Ｔ磁共振成像设备。深圳先进

院以３项磁共振成像核心技术专利作价１２４０万元入股上海联影医疗公司，后又持

续注入一批专利技术进行应用，到２０１９年实现股权转让到款４．３７亿元，股权增值

３５倍。深圳先进院与上海联影将在５Ｔ和７Ｔ磁共振、ＰＥＴ－ＭＲ等新技术研发方面

继续保持深入合作。

要实现知识产权转化为生产力，深圳先进院有自己的一些独家秘方。吴小丽

介绍：“不同于传统高校和院所单一的学科布局，深圳先进院设立末位淘汰制度，实

３２知识产权动态



现‘引得来、留得住、溢得出’的用人机制。学科建设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动态调整，让优势资源、服务能力、产业需求等要素充分有效整合，以满足成果转化

的必要条件。”

为了让实用技术实现转化，深圳先进院计划从基础研究的专利创造阶段开始

导入产业的技术需求，引入第三方机构，从技术路线、市场需求、应用和法律等层面

进行辅导培训，布局高价值专利。

　　３．外溢机构达１０家 建立转化网络

近年来，深圳先进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打造知识产权产业化的“热土”，孵化

企业化属性的外溢机构，进行技术的梯度化转移转化网络建设。

从２０１４年开始，深圳先进院按照建设大平台思路，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区域网

络，逐步设立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中科创客学院、济宁

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天津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珠海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苏州

先进技术研究院、杭州先进技术研究院、武汉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山东中科先进

技术研究院等１０家外溢机构，让网络核心价值平台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吴小丽说，“外溢机构是先进院实现成果转化的新形态，是联动先进院与区域

产业经济发展的有效桥梁”。

一方面外溢机构将深圳先进院的创新理念和基因带到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外

溢机构可以将地方产业需求带回深圳先进院，从而形成双向的合作通道。

外溢机构通过与深圳先进院在人才技术、公共技术平台等方面进行要素联动，

发挥“搅拌机效应”，强化平台多功能作用，解决当地中小企业关键性技术问题，逐

渐从单一的载体建设融入到当地产业发展中，实现聚合效应。

吴小丽以珠海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例介绍道，作为以知识产权投资的创新

载体，经过３年的建设和运行，珠海院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家新型研究机构示范单

位，地方政府下一步将把珠海院作为示范点大力推广，并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实现

了深圳先进院从无形资产投资向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转变。

此外，深圳先进院以６００万元现金投资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２０１９年股权

变现实现收益２４００万元，股权增值４倍。

今年，深圳先进院进一步扩大了当地院地合作的区域半径。３月３１日，深圳市

光明区人民政府与深圳先进院签署协议，共建光明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以下简

称创新中心）。

创新中心聚焦合成生物学相关产业孵化，重点布局生物医药、生物材料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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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未来３年，将吸引不少于３０家合成生物学领域高新企业入驻。

据悉，创新中心将探索性打造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应用在空间上有机融合的一

体化平台，打破“从０到１再到１０”的产业孵化时间壁垒，建立“科研—转化—产

业”的全链条产业培育模式。

服务在管理之前、管理在服务之中，这是深圳先进院职能部门的工作理念。

“发现资源、利用资源、整合资源，是院地合作与成果转化处非常关注的工作着力

点。”吴小丽说，“我们不仅要合理配置资源，还要提供精准服务，用科技资源撬动政

策资源，用政策资源撬动社会资本，形成纵向有支撑、横向有联系、纵横有交叉的成

果应用与转化的生态。”

樊建平表示，从科技成果，到股权价值，再到现金收益，深圳先进院这套“组合

拳”有效实现科技成果投资股权价值向资产现金价值的转化。未来将进一步在科

教融合特色中发挥优势，不断完善“基础研究 ＋技术攻关 ＋成果产业化 ＋科技金

融”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在“双区驱动”的发展机遇下，为创新型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许海云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ｃｍ／２０２００４／ｔ２０２００４２４＿４７４２３２９．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７日

新疆生地所举办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宣贯培训会

４月２１日，为贯彻落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的

要求，推进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和完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举办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宣贯培训会。会议由新疆生地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董云

社主持。

会议邀请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苏州氢智汇知识产权

有限公司辅导老师刘海燕作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培训报告。内容涉及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建设与体系运行工作要点、知识产权贯标认证过程、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文件解读以及各部门在体系运行阶段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等。

新疆生地所所长张元明在会上宣布研究所《知识产权手册》正式发布，并为首

批所级知识产权专员颁发了证书。张元明强调，知识产权贯标是新疆生地所发现

知识产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进而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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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协同配合，将贯标工作落到实处。

所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研究团队负责人、贯标工作组成员、各部门联络员、各

团队知识产权专员５０余人参加了会议。

许海云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ｇｉ．ａｃ．ｃｎ／ｘｗｄｔ／ｔｐｘｗ＿１６３３６１／２０２００４／ｔ２０２００４２３＿５５６１０８４．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７日

长春光机所举办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主题培训

为宣贯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的主要流程和工作方法，提升科研团队

的知识产权意识，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４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

械与物理研究所举办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主题培训，所内项目负责人、知

识产权专员、部门知识产权联系人４０余人参加了培训。成果转化处姜楠介绍了科

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的概念和工作流程。长春中科长光知识产权运营有限

公司倪宇阳工程师分享了立项阶段知识产权分析报告的撰写要点和实施心得。在

会场视频连线了智慧芽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经理耿楠，为与会人员进行了智

慧芽专利数据库培训。本次培训内容环环相扣，贴近研究所工作实际，取得较好反

响，获得大家一致好评。 许海云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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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上海微系统所举办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宣传日活动

为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普及，提升科研人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中国科学院上海

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在第２０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即将到来之际于４月１日在所

内组织开展了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宣传日活动。

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鹿艺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深入浅出

地讲述了“知识产权那些事”。鹿艺从真实的“故事”说起，分析了知识产权的典型

案例，引申到专利工作的申请和保护，还包括了国防专利申请的经验分享。鹿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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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了上海微系统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有针对性地对技术开发中的具体问

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许海云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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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硅酸盐所组织开展“中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为配合４月２６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

央宣传部等２０个部委于４月２０－２６日共同举办了“中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此次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知识产权与健康中国”。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积

极响应，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

４月２６日，上海硅酸盐所知识产权办公室组织在长宁园区和嘉定园区主楼播

放中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知识产权宣传视频，并发放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宣传资

料，同时组织科研人员参加中国科学院大学线上讲座“科研院所知识产权侵权监测

和维权”。

通过组织宣传，科研人员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得到进一

步提高。

许海云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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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欧盟知识产权局延长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所有时限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执行主任签署了一项决议，将

２０２０年３月９日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期间所有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时限延长至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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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月１日。由于５月１日是公共假日，实际时间将延长至５月４日。该决议考虑

到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３月１１日宣布将新冠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的暴发定性为大流

行，根据欧盟商标条例（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４日欧盟２０１７／１００１号法规，ＥＵＴＭＲ），特别

是第１５７条（４）（ａ）规定，由于新冠疫情严重影响并中断了世界各方与ＥＵＩＰＯ的正

常沟通，已构成ＥＵＴＭＲ第１０１（４）条规定的突发性事件，ＥＵＩＰＯ执行主任必须采取

包括内部行政指令和通知发布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ＥＵＩＰＯ的运行。该决议

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日起生效。

李姝影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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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初创公司获得８０００万美元投资
加速肺部疾病治疗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ＵＴ）的初创公司 ＲｅＣｏｄ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获得了８０００万美元

的投资，用以将其肺部疾病治疗药物推向市场。该公司开发了用于治疗囊性纤维

化和原发性睫状运动障碍的实验药物，这些疾病均以慢性呼吸道感染为特征。该

公司计划于２０２１年向 ＦＤＡ提交新药研究申请，获得了全球生物医疗投资人 Ｏｒ

ｂｉＭｅｄＡｄｖｉｓｏｒｓ和总部位于达拉斯的Ｃｏｌ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ｓ领投的８０００万美元的融资。Ｒｅ

Ｃｏｄｅ将融资资金的一部分用于与专注治疗原发性睫状运动障碍的公司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ｘ

合并。据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ｘ首席执行官大卫·洛克哈特（ＤａｖｉｄＬｏｃｋｈａｒｔ）称，这项投资用

于开发一种器官专用的递送系统，该系统能够将液体药物转化为可吸入的气雾剂。

通过创建自己的给药系统，初创企业可以节省成本并基于该系统开发潜在的未来

技术。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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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许可 ＣＯＶＩＤ１９治疗技术

初创公司ＳａｉＯｘ获得美国亚利桑那大学（ＵＡ）Ｈｅｓｐｉｒｏ设备的技术许可，该技术

可为呼吸困难的ＣＯＶＩＤ１９患者提供快速、安全的症状缓解措施。Ｈｅｓｐｉｒｏ设备通

过将氦气和氧气混合在一起的小型低压氦氧混合气呼吸系统，使气体以较小的阻

力流过呼吸道，同时去除二氧化碳，该设备可在密闭系统中再循环气体时适当调节

湿度，从而使患者呼吸更容易。该技术最初是作为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患者的家用设备而开发的。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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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推出疫情期间专利申请服务保障措施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声称已制定了强有力的计划，以

保障冠状病毒爆发期间的专利申请服务。ＵＫＩＰＯ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支持专

利申请人及受影响的律师。主要措施包括：（１）将延长英国和国际立法允许的期

限，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各方向ＵＫＩＰＯ提出申请使用自由裁量权；（２）ＵＫＩＰＯ将在逐

个研究个案的基础上，以尽可能有利的方式考虑延期申请；（３）因一段时间内未能

履行而导致的权利丧失，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恢复权利状态或恢复权利。英国的知

识产权立法没有为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提供单独的条款。法律规定取决于延迟答

复的性质和延迟的情形。ＵＫＩＰＯ工作人员对延迟情况、如何恢复或恢复程序的工

作具有解释权。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ｅｗｓ／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ａｄｖｉｃｅｆｏｒｒｉｇｈ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原文标题：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ａｄｖｉｃｅｆｏｒｒｉｇｈ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

９２知识产权动态



英国剑桥大学衍生公司预计六月份研发出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

剑桥大学的衍生公司ＤＩＯＳｙｎＶａｘ正在研发针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的疫苗，寻求关键的

资金支持和大型制药公司合伙，以加速突破。ＤＩＯＳｙｎＶａｘ成立于２０１７年，由剑桥大

学的商业化部门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支持。剑桥大学病毒动物学实验室负责人

Ｈｅｅｎｅｙ教授指出ＤＩＯＳｙｎＶａｘ的方法比目前的疫苗开发技术更快。ＤＩＯＳｙｎＶａｘ采用

的是一种根据病毒结构的计算机建模方法，由有关ＣＯＶＩＤ１９病毒本身及其近缘病

毒（ＳＡＲＳ、ＭＥＲＳ和其他冠状病毒）的信息创建，将病毒衣壳中的细小裂缝，外部突

起的关键部分以作为疫苗成分使病毒失活但不会引起严重感染。Ｈｅｅｎｅｙ团队结合

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技术开发出一种疫苗，该疫苗包括这一遗传密码，可以将其

注射到人体内。人体的免疫细胞会找到它，对其进行解码，并使用该信息对免疫系

统的其余部分进行编程，以产生针对它的抗体。Ｈｅｅｎｅｙ认为只要有适当的资金和

合作伙伴，可以在今年六月前研发出疫苗。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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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试行专利无效诉讼“计划型对话听证”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日本知识产权局宣布从２０２０年４月开始，在专利无效诉讼

程序中试行“计划型对话听证”。为确保当事人双方在早期审查阶段有足够的机会

提出主张和证据，能及时下达可靠的裁决。日本知识产权局审判部决定，将通过开

展多次非公开口头审讯的方式，试行“计划型对话听证”。该听证方式具有以下特

点：（１）确保双方有足够的机会提出主张和证据，便于争论点的整理（在口头审讯中

未主张的观点或证据之后将不予采纳）。（２）裁判长将与当事人协商制定审理日程

计划，通常情况下包括三次审讯。诉讼申请书的副本抵达后，围绕审理日程计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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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口头审讯；答辩书的副本抵达后，围绕当事人双方的主张、争论点的口头审

讯；对争论点进行最终确认的口头审讯。（３）灵活运用线上视频审理。（４）需要当

事人双方的理解与合作。由当事人自主提出申请，也可能会由裁判长判断内容，如

果认为有必要实行，则在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实行。试行件数达到上限

后，将终止试行。根据试行的结果，再考虑正式实行。

谢金秀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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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受新冠疫情影响程序延期措施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针对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以及商标等申请手续无法及时办理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

施。（１）关于指定期限的情况：受疫情影响，未能在指定期限内完成的事项，在向

ＪＰＯ提交材料中附上情况说明后，如被认定情况合理，即使过了指定期限也可视为

有效程序。（２）关于法定期限的情况：如果该程序所需的时限是由法律或政府法令

规定的，可在补救程序期间办理，向ＪＰＯ提交情况说明解释由于新冠状病毒疫情而

导致该程序终止的情况，在认定情况合理后，可在补救期间内办理有效手续。根据

所需要办理手续的时间不同，补救程序期限可分为延长１４日和延长两个月。主张

优先权的申请如若超过规定办理期限，必须在申请期满的两个月内办理手续。基

于专利合作条约的国际申请，应在能正常办理手续后尽快办理，最迟不能超过规定

期限后的６个月。

谢金秀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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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审查质量提升计划

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与２０１９年专注于缩短审查时间不同，

２０２０年将集中提高审查服务质量，并制定了韩国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审查质量提升计

划。具体内容如下：（１）逐步扩大口头审查范围。以往审查主要以书面资料形式进

行，最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积极通过网络远程视频的方式开展口头审查。

（２）加强口头审查的保障工作。审查员在进行口头审查前，提前整理争议内容并以

文书形式发送至当事人，给双方充分的准备时间。（３）开展案件审查说明会记录。

记录的主要内容由双方当事者签字确认，作为证明材料，以此解决案件审查说明会

中当事人无法确认相关内容的问题。（４）保障专利所有人的申诉权。目前小企业

存在无法进行快速、优先审查的问题，今后在小企业无法提交意见陈述书时，为其

提供额外机会。（５）扩大快速审查对象范围。为解决重复进行修正复审案审理的

时间浪费问题，首次将修正复审案纳入快速审查对象范围。（６）提前审理专利授权

后撤销的案件。以往专利授权后６个月内可以进行撤销申请，但在此后６个月才

会进行撤销审理，今后专利所有人在６个月内提交的专利撤销申请案可以得到及

时的审理。

罗　毅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Ｕ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Ａｐｐ牽ａ＝＆ｂｏａｒｄ＿ｉｄ＝
ｐｒｅｓｓ＆ｃｐ＝＆ｐｇ＝＆ｎｐ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３＿０５＿０１＆ｓｄａｔｅ＝＆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８１３９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支持融合技术领域初创公司创新

韩国知识产权局将进一步推进融合技术领域初创公司创新支援工作，致力于

发展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新产业以及技术的本地化，发掘具有潜力的创业企业。

通过对申请人持有专利的权利性、技术性、商业可行性以及业务能力等的审查评

估，最终选定支持企业。申请对象范围为预备创业者或创业７年以内，在融合技术

领域持有优质专利的企业。被选定的企业将被推荐入选“小型初创企业１００强”。

选定企业最高可获得２亿韩元支持，包括培训、指导和商业化资金支持，参与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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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局的支持项目，以及加入创意经济创新中心的培养和投资平台。同时，韩

国知识产权局计划与信用保障基金、韩国产业银行、Ｄ．ＣＡＭＰ（银行青年创业财团）

等民间投资也将支持选定企业的发展。

罗　毅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Ｕ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Ａｐｐ牽ａ＝＆ｂｏａｒｄ＿ｉｄ＝
ｐｒｅｓｓ＆ｃｐ＝＆ｐｇ＝＆ｎｐ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３＿０５＿０１＆ｓｄａｔｅ＝＆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８１３３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实施中小企业审查员协作项目

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知识产权难题、提供知识产权审查专业咨询服务，韩国知

识产权局试运行“中小企业审查员协作项目”，旨在改进书面材料审查的方式、增

加到企业现场服务的机会、深化对技术的了解、提高审查质量。审查员将深入企业

了解知识产权难题并开通咨询通道，同时支持审查员到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培训、审

查以及申请商谈等。另外，还将携手有关机构（韩国知识产权战略开发局、韩国发

明振兴会、韩国地区知识产权中心）介绍知识产权动向调查分析、知识产权相关的

研究开发战略、知识产权产业化和争议应对方法等。在试行企业遴选方面，２０１９年

受日本出口限制影响的工业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享有优先权。开展咨询活动的审查

员将由企业涉及技术领域的审查员组成，他们将有机会到技术开发现场进行学习

考察，并将其作为今后评选模范企业的基础。

罗　毅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Ｕ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Ａｐｐ牽ａ＝＆ｂｏａｒｄ＿ｉｄ＝
ｐｒｅｓｓ＆ｃｐ＝＆ｐｇ＝＆ｎｐ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３＿０５＿０１＆ｓｄａｔｅ＝＆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８１４０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

韩国企业海外专利申请数显著增加

据韩国知识产权局统计，２０１９年韩国企业在 ＩＰ５的四个国家申请专利６６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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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较２０１８年增长了１０９％，其增长幅度达到了自２０１４年以来的最高值。２０１９年

韩国企业约一半的海外申请提交在美国（５５１％）。韩国企业在美国的申请自２０１６

年以来有下降趋势，但在２０１９年增长了８５％。韩国企业的海外专利申请件数较

２０１８年增长了 ８８％，尤其在欧洲增长显著，五年来平均每年增长率达到了

３９１％，在中国达到了１０９％。海外申请件数的激增是因为韩国企业希望把海外

知识产权放在优先地位，为海外市场树立桥头堡，从而确保韩国的技术产品在全球

市场上得到保护。为支持企业打入海外市场，韩国知识产权局在２０１９年制定了国

家级海外知识产权安全策略，积极支援中小型风险公司的海外申请费用，以及提供

专利凭证、组建和投资知识产权申请支持资金、推进专利互助等。

谢金秀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ｅｔｒｏ．ｇｏ．ｊｐ／ｗｏｒｌｄ／ａｓｉａ／ｋｒ／ｉｐ／ｉｐｎｅｗｓ／２０２０／２００３２５ａ．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２０１９年の海外特许出愿「急
&

」、过去６年间で最大上癉幅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３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开通全球首个移动设备商标申请服务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日，新版韩国知识产权申请网站（ｐａｔｅｎｔ．ｇｏ．ｋｒ）正式开放通过

移动设备进行商标申请的功能。申请人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进行商标申请、

接收知识产权通知、缴纳手续费、查询审理进度和知识产权证发放等。通过该网

站，在５分钟内便可完成知识产权申请的所有程序。开通移动设备商标申请的想

法最初由江原道江陵的创业大学生提出。移动设备商标申请充分利用最新ＩＴ技术

ＨＴＭＬ５，搭建的网站能够提供适用于电脑、平板、手机等设备画面的 ＵＩ（界面设

计）。该网站全年无休２４小时运行，同时该网站还适用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

计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申请。

罗　毅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Ｕ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Ａｐｐ牽ａ＝＆ｂｏａｒｄ＿ｉｄ＝

ｐｒｅｓｓ＆ｃｐ＝＆ｐｇ＝＆ｎｐ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３＿０５＿０１＆ｓｄａｔｅ＝＆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８０８４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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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ＩＦ：ＢａｙｈＤｏｌｅ法案促进新冠病毒疗法的研发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日，美国著名科技创新智库———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Ｆ）全球创新政策专家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ｚｅｌｌ撰写博客，指出１９８０年的 ＢａｙｈＤｏｌｅ法案当前在加速新型冠状病毒（ＣＯＶＩＤ

１９）的新技术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予以捍卫。Ｅｚｅｌｌ认为正是因为 Ｂａｙｈ

Ｄｏｌｅ法案允许研究机构商业化其知识产权，才使得当前许多公司积极投入资金致

力于研发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和治疗药物。Ｅｚｅｌｌ提到，某些观点提出使用ＢａｙｈＤｏｌｅ介

入权，政府通过收回专利许可权利，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疗法实行价格管制。针

对上述观点，Ｅｚｅｌｌ指出ＢａｙｈＤｏｌｅ法案是一项基石政策，该政策已使美国生物医学

创新体系全球领先，也是当前冠状病毒疫苗与治疗方法研发所依赖的关键政策，而

对ＢａｙｈＤｏｌｅ介入权利的提倡可能会阻碍甚至破坏美国生物医学创新系统的支柱。

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ｓｕｌｔ．ｃｏｍ／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ｈｏｗｂａｙｈｄｏｌｅａｃ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原文标题：ＨｏｗｔｈｅＢａｙｈＤｏｌｅＡｃ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加速器 ＳｔａｒｔＸ设立 ＣＯＶＩＤ１９工作组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９日，美国斯坦福大学附属的启动加速器 ＳｔａｒｔＸ成立了一支预

防、诊断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工作组—ＳｔａｒｔＸＭｅｄＣＯＶＩＤ１９工作组，该工作组由来

自４５家公司的科学家和医生组成。ＳｔａｒｔＸＭｅｄＣＯＶＩＤ１９工作组向投资者推广了

相关的１９家初创公司，作为对在线演示活动的特别补充。ＳｔａｒｔＸＭｅｄ的多家公司

正在加速努力将ＣＯＶＩＤ１９的新抗病毒药物治疗及其最常见的肺部疾病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症（ＡＲＤＳ）的治疗方法应用于临床。这些公司包括位于帕洛阿尔托的

ＧＥｎ１Ｅ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公司和位于旧金山的 ＧｕｉｄｅｄＣｌａｒｉｔｙ公司和位于 ＬｏｓＡｌｔｏｓ的

Ｇｌｏｂａｖｉｒ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公司。ＳｔａｒｔＸＭｅｄＣＯＶＩＤ１９工作组的诊断小组的首要目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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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使现有的ＳｔａｒｔＸ遗传学公司能够优化其当前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诊断分子检测解决

方案，并与地方和州官员及政府机构展开合作。

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ｉｚ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ｏｍ／ｓａｎｊｏｓｅ／ｎｅｗｓ／２０２０／０３／１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ｒｔｘ

ｃｏｖｉｄ１９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ａｌｕｍｎｉ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ｃｋｌ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ｗｉｔｈＳｔａｒｔＸ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９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发廉价应急呼吸机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下，医院面临的最紧迫短缺的物资之一是呼吸机，当前每台机

器的成本约为３０，０００美元。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医生、计算机科学家和其他

人员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正在努力实现一种安全、廉价的应急替代方案。该团队于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成立，名为ＭＩＴＥＶｅｎｔ（用于紧急呼吸机）。此前，有学生设计了

一种简单的呼吸机设备，可以用价值约１００美元的零件制成。随着全球需求的迫

近，与该课程相关的新团队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该项目。廉价呼吸机的关键部件

是一种称为袋阀呼吸器或Ａｍｂｕ袋的手动塑料袋。它被设计成可以由医疗专业人

员或紧急技术人员手动操作，将一根管子插入病人的呼吸道，然后通过挤压和释放

柔性袋将空气泵入肺部，以在心脏骤停等紧急情况下为患者提供呼吸支持，由经过

培训的熟练技术人员来评估患者病情并相应地调整泵送的时机和压力。

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ｓｃｉｔｅｃｈ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ｍｉｔｐｏｓｔｓｆｒｅｅｐｌａｎｓｏｎｌｉｎｅｆｏｒａ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ｂｕｉｌｔｆｏｒ１００／

原文标题：ＭＩＴＷｉｌｌＰｏｓｔＦｒｅｅＰｌａｎｓＯｎｌｉｎｅｆｏｒａ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

ＢｕｉｌｔｆｏｒＭＹＭ１００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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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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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永生

内部资料

张志强

朱月仙 许海云 许 轶 李姝影

王学昭 赵 萍 马廷灿

■ ■ ■ ■ 

■ ■ ■ 

ystian

田永生

028-85229796

封面设计：徐  源

zhangx@cl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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