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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中国 

《2020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划》印发 

2020 年 5 月 13 日，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

《2020 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划》（下称

《推进计划》），结合此前印发的《2020 年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暨强国建设工

作要点》，共同对全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作出部署。 

在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方面，《推进计划》提出，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政策，

包括制定出台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复制推广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举措；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业务服务、

政务服务和信息服务“一网通办”，深入推进“蓝天”专项整治行动等。 

《推进计划》要求，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法律法规规章，配合做好

专利法、著作权法修改，起草相关司法解释；加强保护长效机制建设，优化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建设布局，深入推进“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知识产权行政

保护，加快出台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业务指导体系，

继续开展各类专项行动；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

一”工作，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监督机制等。 

在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方面，《推进计划》明确，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

和效率，今年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减至 16 个月以内，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

压减至 4 个月；强化知识产权质量导向，形成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

册、囤积行为的长效机制；加强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出台专利导航实施指南，开

展商标、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培育行动；促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加快重点城市知

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等。 

此外，《推进计划》还就深化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

实施等方面明确了具体措施。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深入开展，今年迎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下称《纲要》）收官之年。《纲要》提出的 2020 年“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目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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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抓紧制定面向 2035 年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形成与《纲要》接续推进、

压茬进行的战略布局。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sipo.gov.cn/zscqgz/1148699.htm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18 日 

《2020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印发 

2020 年 6 月，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印

发《2020 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

点》），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要求，坚持依法治理、打

建结合、统筹协作、社会共治原则，推进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执法联动，依

法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犯罪行为，推动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要点》对 2020 年全国打击侵权假冒伪劣工作作出安排，涉及 7 方面、35

项任务。一是深化重点领域治理和产品监管。加强互联网、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市

场、进出口环节侵权假冒治理，加强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化重点市场、

重点产品、寄递环节监管。二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商标专用权及其他商业

标识权益保护，加强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打击假冒专利行为，严格版权和地理标

志保护，强化植物新品种保护和林草种苗市场监管，持续推进软件正版化，健全

无害化销毁，查处侵权假冒涉税案件。三是严惩侵权假冒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刑

事打击力度，全面履行检察职能，深入推进司法保护，依法加强侵权假冒重点行

业和重点领域案件审判工作。四是推进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完善法律法规，推进

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完善两法衔接，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推动区域协作联动。五

是构建社会共治格局。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强化市场主体责任，发挥行业组织作

用，优化企业知识产权服务，不断强化维权援助，持续开展教育引导。六是深化

对外交流合作。深入开展多双边交流合作，大力加强跨境执法协作，支持企业开

展海外维权。七是推进业务能力建设。提升专业水平，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系

统性宣传。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nipa.gov.cn/zscqgz/1149586.htm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23 日 

http://www.cnipa.gov.cn/zscqgz/11495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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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表演北京条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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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wipos-beijing-treaty-audiovisual-performances-enter-

force 

原文标题：WIPO’s Beijing Treaty on Audiovisual Performances to Enter into Force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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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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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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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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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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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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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商标侵权判断标准》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加强商

标执法指导工作，统一执法标准，强化商标专用权保护。2020 年 6 月 17 日，国

家知识产权局出台了《商标侵权判断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2018 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中央明确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对商标专利

执法工作的业务指导，“制定并指导实施商标权、专利权确权和侵权判断标准”。

《标准》的制定，既是落实机构改革要求，加强对商标执法业务指导的现实需要，

也是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及其推进计划的具体举措。 

《标准》在《商标法》框架内，立足商标执法业务指导职能，对多年来商标

行政保护的有益经验与做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提炼总结，为商标执法相关部门依

法行政提供具体操作指引，为市场主体营造透明度高、可预见性强的知识产权保

护环境。《标准》共三十八条，对商标的使用、同一种商品、类似商品、相同商

标、近似商标、容易混淆、销售免责、权利冲突、中止适用、权利人辨认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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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细化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做好《标准》的政策解读

工作，加大培训力度，推进《标准》的实施。同时做好指导案例、典型案例、行

政答复等工作，不断完善业务指导体系，提升执法保护水平，加大知识产权的保

护力度，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nipa.gov.cn/zscqgz/1149655.htm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23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九项措施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0 年 2 月 28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大力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支

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发布，《通知》从九个方面作出具体安排，全文

如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

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复工复产十条》政策落地，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现就更大力度做好知识产权运用促进等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融资作用，及时纾困助企 

（一）应对疫情影响创新推进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各地要积极出台相关应

急性针对性政策措施，支持金融机构快速开发符合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需要的知

识产权质押、保证保险等金融产品。组织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和受疫情冲击

较大行业企业的知识产权融资需求进行全面摸排，调查掌握存量质押项目的企业

还款能力，做到政策上门和服务上门，用好用足政策工具，积极协调银行予以贷

款或续贷，优先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中央财政引导设

立的知识产权运营基金要加快已有储备项目的投资进度，缩短尽职调查和投资决

策周期，优先投向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研发企业，有效纾解企业资金困难。 

（二）坚持特事特办切实做好知识产权质押便利化服务。设立专利商标质押

登记绿色通道，鼓励采取网上和邮寄方式提交，提供电话预约和专人指导等服务，

根据有关企业和银行需求，即收即办、快速办理，力争 1 个工作日完成电子化登

记。针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等，推出即刻办理、立等可取等加急措施。鼓励

http://www.cnipa.gov.cn/zscqgz/11496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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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依托线上平台实行“一站式”快速办理，提高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风险补

偿及评估、保险、担保等有关费用补贴的拨付效率。针对知识产权处置周期长的

特点，鼓励地方采取先风险补偿后处置清算等方式，使补偿资金更快惠及企业。

快速组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机构库及工具库，鼓励有关评估和服务机构提供优惠

或免费评估工具和在线服务。 

（三）紧盯全年目标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扎实做好全年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工作的研究谋划和启动部署，落实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要求，开

好局、起好步，力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全年增长 20%以上。及时调整优化现

有政策，未实现专利、商标质押政策互通的地方要抓紧完成政策制修订工作。要

提高中央财政支持的知识产权质押风险补偿资金使用效率，完善机制和流程设计，

放大资金引导效果。积极复制推广国务院确定的支持创新改革举措和有关地方好

经验好做法，推动“保险助融”“协商估值”等质押模式落地。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

应的质押融资工作模式，创新互联网、新媒体等政策宣传和项目对接方式，鼓励

知识产权与企业、信用、市场的大数据综合运用，实现精准对接、精准施策。 

二、加快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促进创新成果惠企强企 

（四）加速疫情防控相关知识产权转化。密切关注疫情防控相关技术需求和

有关科研单位研发动态，利用各类知识产权交易运营平台等发布技术需求，组织

快速转化相关专利技术，满足疫情防控一线需要。鼓励高校院所降低或缓收相关

专利实施许可的一次性费用，积极向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免费或低成本许可专利技

术。支持国家级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中心）发挥平台功能、资源优势和业务特色，

主动开展疫情防控相关技术追踪分析和需求收集对接，开放平台工具和数据资源，

提供高水平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服务。 

（五）加快实施知识产权运用相关项目。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

市等有关地方要切实加快中央财政资金预算执行，及时调整项目计划，有效盘活

存量资金，力争早投入早见效，确保原定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完成。要加快知识产

权转化实施、奖项评定、贯标引导、优势示范企业及专利导航等各类项目资金拨

付进度，有条件的项目可提前执行，及时足额兑现惠企资金。要优化专利资助资

金支出结构，进一步从申请创造向转化运用阶段倾斜，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支持力度。 

（六）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地理标志产品生产销售。密切掌握地理标志产品生

产销售和春耕备耕情况，对存在生产困难、产品滞销和物流受阻等问题的，及时

协调有关部门共同解决。发挥地理标志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服务

机构等作用，以地理标志为纽带，共享生产技术、品牌资源和销售渠道，组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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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企业和农户共同抗击疫情。鼓励有关电商企业和知识产权运营平台等开设“抗

疫”地理标志产品线上专区，加大展示推介力度，做好产销对接。 

三、优化知识产权服务措施，更大程度便民利企 

（七）完善知识产权业务办理和服务措施。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完善各类知识产权运用促进项目管理措施，积极推行“网上办、掌上办、寄递办、

预约办”等有效手段，有针对性地采取告知承诺、容缺审批等措施，解决企业受

疫情影响无法及时提供材料等问题。优化各级各类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项目考核管

理措施，简并表格材料要求，减轻地方和企业负担。落实好全面加强专利商标服

务窗口业务管理的要求，大力宣传疫情防控期间知识产权审查便利化政策，根据

地方分区分级防控的新形势，及时调整窗口服务措施，并向社会公布。 

（八）发挥专利导航的研发引导和决策支撑作用。加强与相关部门横向联动，

建立专利导航工作机制，跟踪分析新冠肺炎药物专利申请动态，指导有关企业、

科研单位用好现有各类疫情防控专利信息和运营平台，助力科研攻关和专利技术

转化。大力支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和研发单位实施专利导航项目，充分运用

专利信息提高研发效率，规避知识产权风险。做好疫情防控相关专利信息平台和

专利分析项目统筹，加强平台开放和成果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九）支持知识产权服务行业抗击疫情。引导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有序复工复产，充分依托线上平台，创新“互联网+”知识产权服务模式，

确保服务“不掉线”、质量“不打折”。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主动对接服务疫情防

控相关生产科研单位，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提供专利商标代理援助等免

费服务。要及时协调解决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现实困难，用好地方政府援企稳岗等

政策措施，支持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吸纳就业。发挥专利代理人（师）协会、知识

产权服务业协会等行业组织作用，收集并回应服务机构政策诉求，涉及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迅速向上反映。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党中央各项决策

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大力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全力支持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助力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国家知

识产权局将加强统筹协调、政策供给和信息共享，及时协调解决落实中出现的问

题，对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措施得力、成效突出的地方和有关单位，在今年

的知识产权运营、地理标志运用促进等相关项目安排和企业知识产权工作表扬中

予以倾斜。地方有关落实情况请及时报告。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sipo.gov.cn/gztz/11463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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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8 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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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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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sipo.gov.cn/zscqgz/1146144.htm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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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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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反垄断局发布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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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简称：USPTO）、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简称：NIST）和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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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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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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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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姝影  检索，黄玉茹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s://www.ipwatchdog.com/2019/12/19/uspto-doj-nih-policy-statement-injunctions-

seps/id=117395/ 

原文标题：USPTO, DOJ&NIST Issue Joint Policy Statement on Injunctions for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检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 

德国商标法修正案于 2020年 5月 1日生效 

德国《商标法现代化法案》第二部分于 2020 年 5 月 1 日生效。新法案规定，

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可就商标无效和撤销程序作出裁决。该修正案基于 2016

年生效的《欧洲商标指令》，将使商标撤销和无效程序更高效、快捷和低成本。

从 5 月 1 日起，商标在先权利持有人可直接向 DPMA 提交无效程序，此前无效

程序只能由普通法院处理；撤销程序也可在 DPMA 进行，此前如果商标所有人

反对撤销或取消其商标，则必须向普通法院提交请求，以后此类程序可由 DPMA

全程审理。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dpma.de/english/services/public_relations/press_releases/20200429.html 

原文标题："Efficient, fast and low-cost": law amendments strengthen rights of trade mark 

proprietors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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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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0200214.html 

原文标题：商標法施行規則の一部を改正する省令（令和 2 年 2 月 14 日経済産業省令第 8

号）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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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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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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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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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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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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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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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实行）。 

（2）简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资料的提交形式（2020 年 2 月起实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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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起实行）。 

（2）实行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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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2&pg=1&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

=17942 

原文标题：2020 년새롭게달라지는지식재산제도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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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2&pg=1&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42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2&pg=1&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42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2&pg=1&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42


知识产权动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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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017 

原文标题：

미등록유명상표도용,아이디어탈취행위도산업재산권분쟁조정위원회를통해해결가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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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l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

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7919 

原文标题：한국의표준특허경쟁력강화방안 

检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 

韩国拟修正《防止不正当竞争法》 

2020 年 5 月 26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就《防止不正当竞争与保护商业秘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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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下称《防止不正当竞争法》）召开制度改进委员会首届会议。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产业价值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随着 K-POP 等韩流影

响力的增强，随意使用韩国歌手姓名以及肖像的行为增多。韩国知识产权局认为

有必要制止产业界不正当使用收集的大数据的行为，以及保护名人肖像的宣传权。

就此，韩国防止不正当竞争制度改进委员会计划就相关问题提出改进方案，并就

落实侵犯商业秘密赔偿制度展开深度讨论。制度改进委员会计划将继续针对以下

内容展开讨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纠正建议不履行者，采取对应措施；完善数

据提交订单系统；对于名人肖像以及大数据不正当使用等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规定；修订侵犯商业秘密损失赔偿制度等八个议题。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

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23  

原文标题：부정경쟁방지법 제도개선위원회 개최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1 日 

韩国改进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韩国国会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通过了专利法部分修正

案，并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正式开始实施。该修正案规定当专利侵权产品的销售

额超过专利权人的生产能力时，对于超过的部分也能获得侵权损害赔偿。现行专

利法规定，如专利权人的产品生产能力为 100 件时，即使侵权者在市场上售卖

10000 件侵权产品，专利权人也无法获得超出其生产能力的 9900 件产品的损害

赔偿。专利权人不仅可以自行生产产品，同时还可许可给第三方生产，并获得相

应的许可费用。但是现行专利法并没有很好地保障这一特性，各中小企业和风投

企业也在不断地反映相关问题。实行修正法律后，专利权人生产能力范围内的销

售数量专利费用保持不变，而超过部分则以专利发明的合理使用费进行核算。 

本次修正案与 2019 年 7 月开始实行的专利侵权三倍赔偿制度相结合，落实

损害赔偿额相关改进制度的同时，三倍赔偿制度也随之增额。由此可以搞活专利

技术交易和知识产权金融市场。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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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221 

原文标题：손해배상액 현실화를 위한 특허법 개정안 국회통과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研究报告 

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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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过去十年的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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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上年增长 8.9%。中国研发投资已经超过了欧盟，美国在 ICT 和卫生行业研发

资金的高增长加强了其领导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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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其中，美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占全球的 38%，欧盟占 25.3%，日本占 13.3%，

中国占 11.7%，韩国占 3.8%，瑞士占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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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是日本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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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其中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占 38.7%，健康领域占 20.7%，

汽车领域占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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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汽车领域占 31%；美国的研发投入中，信

息通信技术 ICT 领域占 52.8%，健康领域占 26.7%，汽车领域仅占 7.6%；日本与

欧盟较为相似，ICT 领域占 24.9%，汽车领域占 31%，健康领域仅占 12.1%；中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21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21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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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研发投入中，ICT 领域占 47.1%，汽车领域占 11.5%，健康领域仅占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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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软件领域

为 10.8%，IT 硬件领域为 8.0%，汽车领域仅为 4.7%。欧盟平均研发强度为 3.4%，

美国为 6.6%，日本为 3.5%，中国为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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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由 ICT 服务领域（16.9%）、ICT 生

产领域（8.2%）和健康领域（7.6%）推动。欧盟研发投入增长 4.7%，美国增长

10.3%，日本增长 3.9%，中国增长 26.7%。不同地区的平均利润率也存在显著差

异，美国为 13.7%，其次是欧盟（10.3%）、日本（7.8%）和中国（7.4%）。 

（ 6 ）全球研发投资额最大的 4 家公司是 Alphabet 、三星电子

（SamsungElectroni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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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ental），这表明 ICT 和生物技术的重要性

日益上升。排名前 50 位的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强度（平均 13.3%以上）也突出

了这两种技术的重要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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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研发强度在区域上高度集中，前三名德国、英国、法

国占欧盟研发的 68.4%，前十名占 97%。德国在汽车和工业工程领域领先，占欧

盟 1000家公司的 37.4%，而英国在生物制药、软件和 IT硬件领域领先，占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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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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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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大多涉及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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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iri.jrc.ec.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2020-01/SB2019_Final_online.pdf 

原文标题：The 2019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 board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 日 

欧盟发布地理标志产品经济价值报告 

2020 年 4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地理标志（GI）产品研究报告。报告收集并

分析了 2011-2017 年期间在欧盟 28 个成员国注册的地理标志（GI）和传统特产

保护（TSG）产品的经济数据（3153 个 GI 和 54 个 TSG）。研究发现，具有受保

护名称的产品的平均销售价值是未经认证的类似产品的两倍，证明地理标志和传

统特产保护在营销和销售增长方面具有经济利益。 

2017 年，GI 和 TSG 产品的销售额估计为 771 亿欧元（GI 产品为 748 亿欧

元），相比 2010 年增长 42%（GI 产品为 37%）。其中，法国、意大利、德国、英

国和西班牙的 GI 产品销售额均超过 50 亿欧元。GI 和 TSG 产品的出口值（欧盟

内部贸易和对非欧盟国家的出口）估计为 321.0 亿欧元，占 2017 年销售总额的

42%（欧盟内部贸易占 20%，对非欧盟国家出口占 22%）。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european-commission-study-geographical-indications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a7281794-7ebe-11ea-aea8-01aa75ed71a1 

原文标题：European Commission Study on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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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发布 2020年研究与创新绩效报告 

2020 年 5 月 27 日，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发布研究与创新绩

效报告，对欧盟的科学、研究与创新绩效进行了分析。报告提出了 11 项政策建

议并认为欧洲知识产权状况喜忧参半。 

1. PCT 专利申请量 

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与创新投入所产生的技术创新会体现在相关人员的专利

活动上。2017 年，欧盟占全球 PCT 专利申请量的 20%，比 2000 年（30%）有所

下降。以日本和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PCT 专利申请所占份额迅速增长，而美国、

欧盟和英国等西方国家，份额一直在下降。尤其在 2016 年，中国成为 PCT 专利

申请强国，在 2000 至 2017 年期间以每年约 22%的速度增长。而美国 PCT 的专

利申请份额已从 40%（2000 年）大幅下降至 23.5%（2017 年）。报告认为，将这

些数据与科学出版物的研究成果比较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欧盟未能充分

发挥其出色科学研究成果的全部价值。 

 

图 1  2000 至 2017 年重要国家/地区 PCT 专利申请所占份额 

报告指出，按人均计算，中国的表现还远不及美国、欧盟和亚洲发达经济体。

按人口标准化后，日本和韩国的 PCT 专利申请量随时间显著提升。虽然韩国在

2000 年落后于美国、欧洲和加拿大，但在 2017 年，韩国远超这些国家。近年来，

欧盟的表现非常稳定，虽与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仍领先于加拿

大。 

2. 专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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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专利质量的一项衡量指标，向欧洲专利局（EPO）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前

1%被引用最多的专利来自韩国，其次是加拿大和日本，他们均超过了欧盟。另一

方面，欧盟领先于中国和美国。 

3. 研发投资回报 

日本和加拿大在商业研发投入转化为技术进步方面效率最高。对比商业研发

支出强度水平，日本和加拿大的专利强度相对较高，并且超过了欧盟、美国和中

国。 

报告认为，假设商业研发投入是知识输入，专利是知识产出，那么专利可以

被认为是对研发投资的回报。事实上，商业研发强度与专利强度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在专利强度相似的情况下，欧盟与美国相比商业研发投入更少。然而，最

新的《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显示，美国

研发投入最多的为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企业，而欧盟专利强度更高的则是汽车

和制药行业的企业。这或许可以解释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差异。根据《欧洲创新记

分牌》（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显示，在欧盟内部，瑞典、芬兰和荷兰

等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与其商业研发支出强度相比，他们是专利强度非常高的

国家。另一方面，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和捷克尽管商业研发支出水平相对较高，

但并没有将其转化为专利申请。 

4. 重要领域专利活动演变 

报告指出，为评估创新对解决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当前社会挑战的作用，可以

参考在生物经济和食品安全、气候和环境、能源、安全、交通和健康等领域专利

活动的演变。 

关于“地平线 2020 计划”（Horizon 2020 Framework Programme）中定义的面

向社会挑战的 PCT 专利申请，所有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

加。从单个行业来看却存在例外情况。能源行业在 2012 年之前大幅增长，近年

却出现了下滑，尽管这可能是由分类方法造成的。交通行业在 2010 年前的专利

申请量一直位于第三，在 2016 年申请了 22000 多项专利，超过食品和生物经济

行业，并缩小了与健康行业的差距。在此期间，健康行业的专利仍然是最多的。

健康与交通这两个行业都有很强的专利申请倾向，其专利数量比其他领域都要多。

虽然气候领域的专利总量一直很少，但在 2016 年达到近 2000 项，相比 2000 年

的专利总量已翻了一倍多。交通行业（+233%）、能源行业（+239%）、安全行业

（+209%）和气候行业（+133%）的正向变化表明，气候变化、环境和修复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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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全球政治议程中的地位已显著上升。 

当考虑到地域差异，在社会挑战领域的专利申请中欧盟和美国地位有所下降，

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事实上，欧盟和美国只有在生物经济和健

康领域中的专利申请总量仍占 50%以上。美国在健康、生物经济和安全领域处于

领先地位，而欧盟在能源、气候和交通领域领先。中国除了在各个领域的重要性

日益提高外，在能源和安全领域变得特别强大，而日本在生物经济和交通方面依

然保持强势。 

 

图 2  按社会挑战划分的各国/地区 PCT 专利申请所占份额（2016 年（外）VS 2006 年

（内）） 

5. 总结 

报告认为，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欧盟的专利申请更集中于交通、食品和生

物经济领域，而在健康和安全领域的专利申请则较少。这是因为一些欧洲国家有

强大和专利密集的汽车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经历了重大变化。虽然在

2000 年，欧盟的专利申请在除健康以外的所有领域都比其他国家更加专业化，

但在 2016 年，只有近年来略有恢复的交通、食品和生物经济以及气候领域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 

朱月仙  检索，安晓慧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www.iprhelpdesk.eu/news/european-commission-releases-research-and-innovation-

performance-report 

原文标题：European Commission Release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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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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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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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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训练数据和相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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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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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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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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berRönsbe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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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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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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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isky-R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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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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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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检索，黄玉茹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www.iprhelpdesk.eu/news/ip-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new-report-joint-research-

centre-european-commission 

原文标题：IP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Report by Joint Research Centr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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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infographic-ip-videogames 

原文标题：In fographic: IP in Video games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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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国际商务 

知识产权管理指南 

【摘要】2020 年 4 月 20 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国际商务知识产权管理指南，

概述企业业务国际化时可以采取的知识产权管理基本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在国际市

场中保护核心知识产权资产，提高企业收益和知名度。该指南包括明确知识产权存

量、制定知识产权策略、寻找潜在商业伙伴、了解目标市场地知识产权规则、选择

正确的商业模式和知识产权维权等内容。 

在国际商务中采用适当的市场分析和知识产权管理战略将使企业更容易获

得融资，帮助企业增加收益和整体知名度。2020 年 4 月 20 日，欧洲知识产权服

务平台发布国际商务知识产权管理指南，旨在帮助中小企业在国际化业务中保护

核心知识产权资产。该指南主要包括明确知识产权存量、制定知识产权策略、寻

找潜在商业伙伴、了解目标市场地知识产权规则、选择正确的商业模式和知识产

权维权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1.明确知识产权存量 

明确企业持有的商标、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版权，以及计划出口的

商品和服务。 

（1）知识产权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是指为尽可能收集与企业无形资产相关的价值和风险信息而采取

的一系列行动，包括识别、监测及风险评估。简而言之，尽职调查需要评估相关

知识产权的真实性和适当价值，以及买方可能承担的知识产权风险。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可帮助企业确定知识产权发展和商业化战略、检测与企业

资产相关的风险、采取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行动、降低第三方侵权风险。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步骤包括：①知识产权资产的识别；②验证知识产权的

有效性和所有权；③知识产权资产限制；④知识产权的效力和强度；⑤潜在侵权

可能。 

（2）知识产权审计 

知识产权审计通过对所有的知识产权资产（拥有、使用或收购的）进行系统、

全面和以解决方案为重点的审查，以确定其法律地位、价值、潜在风险以及保护

和资本化的手段。知识产权审计有助于识别和评估知识产权资产，预测和管理与

知识产权资产相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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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审计的步骤包括：①收集关于知识产权库存和所有权、资产保护和

使用分配、侵权信息和知识产权管理的背景信息；②SWOT 分析：分析知识产权

资产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③进行知识产权评估。 

（3）知识产权评估 

知识产权评估包含市场上用于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进行价值评估的一系

列方法。在协商时需要与对方就价格达成协议，因此，如果想确保交易的公平性，

了解有关知识产权资产的价值很重要。 

知识产权评估的方法包括：①定性方法：分析多个因素对知识产权资产价值

的影响，如法律、创新的技术水平、市场信息和经营管理；②定量方法：包括基

于成本的方法、基于市场的方法、基于收入的方法和基于期权的方法。 

2.制定知识产权策略 

在确定一个或多个目标国家后，应开展广泛的市场调查，包括自由经营的市

场调查（FTO）分析。根据业务性质、目标国家和知识产权组合情况选择进攻性

或防守性的知识产权战略。 

（1）商业计划 

商业计划是将创新商业化并将其推向市场的战略文件，包括企业详细信息、

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目标市场、客户和竞争对手的信息、营销策略和渠道、经

营管理以及财务计划等内容。 

知识产权与商业计划的关系：①企业拥有或被许可的知识产权将影响在特定

国家的经营方式；②知识产权资产是企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计划不可避

免地需要解决知识产权管理问题；③将企业的知识产权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可

以帮助企业判断经济可行性。 

（2）知识产权策略 

一般而言，知识产权策略有两种：①进攻性策略：主要目标是保护企业的知

识产权资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获取外部知识产权；②防御性策略：主要目标是

防止竞争对手利用企业创新成果，从而消除或降低风险。 

（3）自由实施调查 

自由实施（FTO）调查是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普遍做法。在这些行业领域，现

存专利的数量较多，可能会阻碍包含冲突专利的产品的商业化。FTO 需要分析并

确保企业在特定地理区域测试、营销或销售产品或服务的自由。 

FTO 应由专业人员进行，因为它们涉及对专利文献的详尽审查。如果确定存



知识产权动态   29 

 

在侵权可能的专利，假设没有理由质疑其有效性，则可以采取以下措施：①购买

专利或获得许可；②两家企业之间的交叉许可或交换相关许可；③通过调整研究

方向或对要推出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更改来规避侵权；④专利池。 

3.寻找潜在商业伙伴 

在接触潜在的商业伙伴、联系人或投资者时，一定要准备保密协议，明确在

商谈期间共享信息的机密性以及潜在的制裁措施，以避免未来可能存在的问题或

误解。 

（1）商业和金融合作伙伴 

寻找国际合作伙伴可使用以下几种工具。 

①EEN partner search tool 

欧洲企业网络（EEN）合作伙伴搜索工具（EEN partner search tool）管理着

欧洲最大的在线商机数据库，其提供了搜索工具使企业可以寻找业务或学术合作

伙伴来制造、分销、共同开发和供应产品和服务。 

②Access to finance 

欧盟委员会管理着另一个数据库，可帮助企业寻找可用的欧盟资金，包括商

业贷款、小额信贷、担保和风险投资等。 

③参加展销会 

展销会是最有效的营销工具之一，尤其是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展销会可以

帮助企业吸引新客户，为企业提供分析竞争状况的机会，并帮助企业测试特定产

品的市场，从而使企业能够相应地调整策略。 

（2）保密协议 

保密协议（NDA）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规定了一方向另一方披露保密

信息的条件。通过 NDA 可以保护的信息有：不在公共领域的信息、对方仍不知

道的信息以及除非违反合同否则不会公开提供的信息。 

4.了解目标市场地知识产权规则 

（1）海外知识产权规则差异 

知识产权走向海外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制度差异，知识产权保护的种类和期限

因地区而异，登记的要求、时间和费用也可能不同。举例说明上述情况： 

①商标：尽管在欧洲不再限于图形表示（例如，可以注册声音），但并非所

有国家/地区都删除了此要求（例如，智利仍然需要图形表示才能注册商标）。 

②版权：版权保护期因国家/地区而异。例如，在欧洲，保护期为作者逝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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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而在墨西哥，保护期为作者逝世后 100 年。 

③专利：在中国，如果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希望首先在外国申请专利，那么它

必须先在中国知识产权局进行保密审查。而这样的要求在欧盟并不存在。 

④实用新型：有些国家/地区不提供实用新型保护，如英国、美国。 

⑤外观设计：欧洲外观设计的保护期为 25 年，新加坡外观设计的有效期为

15 年。 

（2）保护商业秘密 

鉴于国际形势千变万化，商业秘密可能变得更加重要，不应被忽视。商业秘

密是指为了保持竞争优势而保密的信息。信息归为商业秘密需要满足三个要求：

信息是未知的或不容易被很多人获取；信息因为保密而具有商业价值；信息已通

过合法控制该信息的人采取合理措施来使其保密。 

保护商业秘密的方法如下：①制定保密条款或协议；②约定违约责任或制裁

来降低披露风险；③制定竞业禁止条款或协议，规范拥有机密信息访问权限的员

工或业务合作伙伴的关系；④制定禁止招揽条款，规定雇员有义务在其离开企业

后，不为其自身利益或竞争者利益招揽企业客户；⑤其他措施，比如限制访问企

业的某些文件和区域、进行文件标记以及开展员工保密培训。 

5.选择正确的商业模式 

（1）合资企业 

合资企业可以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风险投资人之间的商业联盟，目的

是通过分担工作风险承担特定项目或实现特定目标。由于合资企业涉及到知识产

权资产的组合，合作伙伴需要就合资企业内部和有关的初始贡献、责任和义务达

成一致。 

成立合资企业应考虑的因素有：合作伙伴的背景、前景和访问权；接受新成

员及合作伙伴退出的条件；合伙人之一破产时应采取的行动；每个合作伙伴的贡

献；合资企业的管理架构；如果终止合资企业，应概述已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及

相关权利的情况。 

（2）许可 

许可人（知识产权所有者）根据许可协议中规定的条件和限制，授予被许可

人（任何第三方）使用知识产权的许可。简而言之，许可将允许其所有者通过向

被许可人收取一定费用来换取使用该知识产权的授权。 

许可时应考虑的因素有：许可证类型；许可证的期限和地理范围；被许可人

是否有权再许可；未来的改进权利；有关付款的任何问题；担保、合同违约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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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及处理；准据法；争端解决。 

（3）特许经营权 

从某种意义上讲，特许经营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许可。在此类型协

议中，一方（授权方）授予另一方（加盟商）使用其商标或商号、业务流程或其

他知识产权来生产符合某些规范的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特许经营时应考虑的因素有：国家法规；加盟商；特许经营披露文件；加盟

商的尽职调查等。 

（4）网络化 

扩大业务范围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企业的业务网络化，以便快速地吸引更多的

潜在客户。 

业务网络化应当注意的内容包括：①注册域名，避免域名抢注；②保护网站

元素：版权将保护数据库或网站上的任何创意内容，商标将保护网站上包含的所

有独特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将保护图形用户界面和图形符号。 

6.知识产权维权 

如果第三方或竞争对手侵犯了企业的知识产权，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维护

企业的权利。 

（1）初步执行措施 

警告信通常被证明是对侵权者非常有效且简单的措施。它们通常实施于需要

采取进一步措施之前。从本质上讲，警告信是发给涉嫌侵权者的信函，要求他们

终止特定的侵权行为。 

（2）民事诉讼 

采取民事诉讼措施是指通过法律手段制止侵权行为，获得损害赔偿。 

根据各国法律，民事法院通常会通过以下顺序采取不同行动：①临时措施（如

中间禁令和扣押）：应尽早采取临时措施，以避免潜在的侵权行为并保留相关证

据。②损害赔偿措施：在侵权发生后适用，为权利人遭受的损害寻求赔偿，包括

律师费等。③审判后执行程序：将在知识产权侵权和损害赔偿诉讼结束后启动，

确保法院的裁决有效。 

（3）刑事诉讼 

与知识产权侵权相关的刑事制裁主要适用于假冒和盗版行为，其他类型的知

识产权侵权只能通过民事诉讼强制执行。可采取的行动和程序因各地区的规定而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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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关行动 

海关在识别和防止侵权商品出入境中起着重要作用。许多国家/地区的海关

会设置登记册，便于权利人要求当局阻止侵权货物入境。 

阻止申请有时间和内容的限制，时间间隔和申请内容因国家/地区而异。时

间上，欧洲的有效期为 1 年，中国为 10 年，新加坡有效期则为 60 天。内容上，

通常需要提供知识产权在相关区域的有效性证明，商品和包装的准确且详细的描

述，以及权利持有人指定的人员的姓名和地址。 

（5）网上执法 

互联网为潜在侵权者提供了侵权行为的便利性。因此，企业必须了解可用于

阻止和预防在线侵权的工具。首先需要识别在线侵权。专业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提

供工具和服务，监视在线侵权并随后收集必要的信息，通过知识产权执法措施有

效解决此类侵权。其次，收集到必要的信息后，应制定在线执法策略，以便以经

济有效的方式解决当前的侵权行为并减少潜在的侵权行为。 

（6）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包括：①调解：中立的调解员协助当事方解决争端的非

正式程序；②仲裁：将争议提交给一名或多名仲裁员，对争议作出最终裁决的有

约束力的程序；③快速仲裁：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的仲裁程序；④专家

判断：涉及到技术、科学或业务等专业领域问题，提交给专家做出决定。这些程

序将帮助企业和合作伙伴在庭外解决争议。 

许  轶  检索，黄玉茹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iprhelpdesk.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U-IPR-Guide-IP-Int-Business-EN.pdf 

原文标题：New Guide to IP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2 日 

欧洲专利局发布《2019年专利指数》 

2020 年 3 月 12 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了《2019 年专利指数》（Patent 

Index 2019）报告，报告指出，欧洲专利申请量持续增长，创历史新高。其中，

华为的申请量位居榜首。 

1. 欧洲专利持续增长 

2019 年，EPO 收到超过 181000 件专利申请，比 2018 年增长 4％，创历史新

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美国和韩国专利，EPO 成员国的专利申请量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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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这证实了欧洲市场仍然是全球经济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图 3  近五年 EPO 专利申请数量趋势（单位：件） 

2. 领先申请人 

申请人排名[1]也反映了数字技术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其中华为位居榜首，领

先于三星、LG、联合技术和西门子。前十名由来自欧洲的 4 家公司，来自亚洲

的 4 家公司和来自美国的 2 家公司组成。对来自欧洲国家的申请人进行分析显

示，EPO 的申请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较小的实体。 

 

图 4  2019 年 EPO 专利申请量 Top 10 申请人排名（单位：件） 

3. 领先技术领域 

图 5 显示了欧洲专利申请的热门领域。迄今为止，数字通信技术的专利申请

量增长最为强劲，年申请量十多年来首次超过了医疗技术，这反映了 5G 技术的

发展方向。在人工智能崛起的推动下，计算机技术成为增长速度排名第二领域。

2019 年，排名前十位的技术领域占 EPO 申请总量的 54％。 

 
[1] EPO 基于第一申请人原则统计了 2019 年专利领先申请人的排名情况。它以各公司向 EPO 提交的欧洲

专利申请为基础，包括直接的欧洲专利申请以及在报告所述期间进入欧洲阶段的国际（PCT）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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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9 年 EPO 专利申请热门领域 （单位：件） 

4. 专利申请来源分布 

总体而言，2019 年欧洲专利的主要申请人近一半来自于 EPO 成员国，仅德

国就占了约 15％。在数量众多的欧洲国家中，申请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是瑞典（+ 

8％）、英国（+ 6.9％）和瑞士（+ 3.6％）。在其他地区，美国申请的专利占 25%，

其次是日本、中国和韩国。 

 

图 6  2019 年 EPO 专利申请主要来源国家/地区 

朱月仙  检索，黄玉茹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s://www.epo.org/about-us/annual-reports-statistics/statistics/2019.html 

原文标题：Welcome to the Patent Index 2019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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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I与 EPO发布知识产权营销策略报告 

2020 年 6 月 15 日，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LESI）和欧洲专利局（EPO）

合作发布了一期专辑，其中包含知识产权营销策略、高成长技术企业的技术产品

营销和许可方面的报告。内容涉及提升许可方吸引力、技术产品改进、识别潜在

合作伙伴的方法以及技术产品营销关键点等。 

1. 提升许可方的吸引力 

报告指出，单靠技术并不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许可方。第一步是吸引潜在

被许可方的兴趣，而要吸引客户的兴趣，这项技术就必须为相关的客户问题提供

解决方案。消费者的问题越重要，许可方就越有吸引力。当然，前提是该项技术

能提供解决方案，而且让消费者看到该解决方案的优势，并相信值得为此付费。 

报告认为，技术诀窍和消费者需求确认等超越专利的价值驱动因素对成为具

有吸引力的许可方而言非常重要。 

2. 被许可方的看法 

与科技公司进行面谈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些公司对科技产品的期望。一家跨

国电信公司说指出，重要的是能在两分钟内向人们解释涉及的技术、关键人物、

受保护的内容以及专利的状态。 

总而言之，被许可方正在寻找商业和市场的组成部分。技术如何帮助被许可

方解决客户的问题？许可方需要准备好快速、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并用事实和

数据支持分析的结论。许可方需要真正了解自己的价值定位并且能够在竞争对手

和替代品中脱颖而出。 

3. 对技术产品的改进 

（1）营销材料或技术产品的关键点 

⚫ 提供什么？ 

⚫ 技术为付费客户解决的“痛点”是什么？ 

⚫ 技术的独特卖点（USP）是什么？ 

⚫ 技术的总体优势是什么？需要将技术特征转化为满足客户需求的优势。 

⚫ 为什么这项技术比竞争或替代技术更好？ 

⚫ 解决方案的市场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增长速度有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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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到技术层面讨论解决问题的好处 

⚫ 这项技术的成熟度达到了什么水平？ 

⚫ 是否有原型或有吸引力的示例，甚至是最小可行产品（MVP）？ 

⚫ 能提供什么？技术诀窍、专利、设计权等，或者合作？ 

⚫ 从专利实施的角度来看，是否能够发现或检测到有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

下使用了你的技术？ 

（3）在市场方面做出优化 

⚫ 客户是否很感兴趣？如何确定？ 

⚫ 目标和可服务的市场有多大？ 

⚫ 技术是否已经有市场，还是需要开发市场？ 

⚫ 是否有可能制定标准？技术是否与现有标准相关？ 

⚫ 采用该技术是否存在监管压力？ 

（4）提炼出技术的价值和成本 

⚫ 这项解决方案对客户有何价值？ 

⚫ 这项解决方案是否比客户当前的解决方案更好、更便宜？ 

⚫ 被许可方及其客户是否有该解决方案的预算？ 

（5）关键人物 

⚫ 当与潜在被许可方联系时，确定第一个联系人是谁。 

⚫ 考虑邀请发明人进行技术转让，并检查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合作开发该项

技术。 

（6）需要注意避免出现的严重错误 

⚫ 由于潜在客户目前在使用其他技术，要意识到潜在客户面临的沉没成本； 

⚫ 注意会有超出获取该技术解决方案额外费用的转换成本，例如，员工可

能需要培训，在此期间他们的工作效率会降低； 

⚫ 不要认为没有替代品，总有一部分客户会选择劣质、便宜的替代解决方

案； 

⚫ 即使潜在被许可方的管理层可能会给你留下他们正在进行开放式创新的

印象，也要预料到“非我发明”综合症（“not-invented-here” syndrome）的情况。 

4. 寻找绝大部分用户会用到的应用程序以及感兴趣的合作伙伴 

要研究相关技术和竞争对手的专利。这些可能是在开发技术时没有想到的潜

在替代应用程序的灵感来源。还可以使用 Google Marketfinder 和 Google Trends



知识产权动态   37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解决方案的潜在应用以及有利于解决方案的兴趣点。 

设计思维通常用来为新发现的客户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这也是为现有技术寻

找新的市场应用的绝佳工具。首先，观察并了解该技术可以解决的潜在客户问题；

其次，构思并综合该技术解决客户问题的方法；最后，创建一个简单的原型，例

如在纸上创建原型，并与潜在被许可方进行测试。同时使用从潜在被许可方及其

客户处收到的反馈来改进此过程。 

互联网搜索和对公司概况数据库、市场研究数据库、专利数据库（如

Espacenet）的搜索也可以很好地识别潜在感兴趣的合作伙伴。 

5. 成功地开展技术营销 

技术拥有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接近潜在的被许可方或商业合作伙伴。目标是

拥有良好的营销组合，可能涉及到： 

⚫ 个人网络与在线搜索相结合（让发明者参与其中）； 

⚫ 已公开的专利申请（提交后 18 个月）和科技出版物； 

⚫ 交易会、会议以及合作活动； 

⚫ 直接和数字营销； 

⚫ 市场促进者和市场交易； 

⚫ 通过媒体出版物被发现。 

6. 营销技术的关键要点 

⚫ 定义目标群体（潜在被许可方及其服务的客户）； 

⚫ 确定客户问题、技术优势、技术成熟度、市场规模和未来增长； 

⚫ 投入时间和精力专门定制营销材料； 

⚫ 使用所有的营销渠道，包括社交媒体； 

⚫ 通过出版物寻找信息。 

7. 营销材料清单 

⚫ 准备简短的标题（包括内容和原因）； 

⚫ 专注于解决客户问题； 

⚫ 注重改进，而不仅仅是降低成本； 

⚫ 说明（非机密的）技术优势； 

⚫ 在不泄露机密信息的情况下描述技术成熟水平； 

⚫ 列出专利和相关知识产权，如商业机密、原型和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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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研究或商业化合作的开放性； 

⚫ 研究并确定市场规模和未来增长； 

⚫ 包括行动号召； 

⚫ 确定关键人物并记录联系方式； 

⚫ 对目标群体进行 A/B 测试。 

朱月仙  检索，安晓慧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s://www.lesi.org/docs/default-source/ln/lnjune2020/10_bulthisupdated-dd-edits-

5154_l(p-152-155)-540c.pdf?sfvrsn=d84226dd_3 

原文标题：How To Market And License Your Technology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15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年度特别 301报告 

2020 年 4 月 29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年度特别 301 报告。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

乌克兰和委内瑞拉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报告称对中国以下问题表示担忧：强制

的技术转让制度，需要继续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进行根本性结构改革，包

括商业秘密盗窃、商标保护障碍、网络盗版和假冒、假冒商品生产和出口以及药

品创新障碍等问题。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april/ustr-releases-

annual-special-301-report-in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and-review-notorious 

原文标题：USTR Releases Annual Special 301 Repor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Review of Notorious Markets for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爱丽丝案专利审查影响报告 

2020 年 4 月 23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了由其首席经济学家撰

写的报告，分析爱丽丝案（Alice Corp v. CLS Bank International）以后专利审查情

况。该报告强调了 USPTO 最近采取的行动提高了专利主题资格审查的可预测性。 

1.爱丽丝案的判决增加了 USPTO 主题资格的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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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爱丽丝标准的实施导致基于不符合专利资格的主题驳回的增加。对于与

爱丽丝案相关的技术，在爱丽丝案之后的 18 个月内，首次审查不符合专利资格

主题驳回的比例增加了 31％。 

这一事实反映了爱丽丝案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将爱丽丝案标准应用到其

他技术领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驳回。其次，经过专业培训的法官、律师和审查员

可能采用合理但又不同的爱丽丝标准解释。 

2.爱丽丝案的判决增加了专利审查的不确定性 

早期爱丽丝标准的实施增加了受影响技术在专利审查第一阶段的不确定性。

对专利申请人来说，受爱丽丝案的影响，技术的审查过程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在

爱丽丝案之后的 18 个月里，相关技术在专利审查第一阶段中关于专利主题的资

格的不确定性增加了 26%。 

不确定性的增加反映了爱丽丝标准语言解释的自由度，激发了各种各样的观

点。这种因范围的扩大导致的驳回决定在不同的审查员中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3.USPTO 指南扭转了主题资格驳回的上升趋势 

针对专利主题资格审查，USPTO 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提供了初步审查说明，

并于当年 12 月发布了更实质性的专利主题资格审查临时指南，旨在使专利审查

实践与既定法律保持一致。但是，以爱丽丝案引起的第 101 条款为理由的驳回判

决增长一直持续到 2018 年 4 月 USPTO 的伯克海默备忘录和随后于 2019 年 1 月

修订的《专利主题事项资格指南》（2019 PEG）发布之前。PEG 公布一年以后基

于不符合专利资格的理由而被驳回的可能性减少了 25％。 

4.USPTO 指南降低了专利审查的不确定性 

伯克海姆备忘录发布后，专利审查第一阶段的不确定性开始降低，相关技术

驳回的不确定性下降。2019 PEG 公布对审查不确定性具有更大的统计学影响。

该指南公布一年以后，受爱丽丝影响的技术在专利审查第一阶段的专利主题资格

的不确定性降低了 44％。证据表明，2019 PEG 使得决策过程更加清晰和结构化，

从而降低了在主题资格确定中跨审查员观察到的变异程度。 

许  轶  检索，黄玉茹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releases-report-patent-examination-

outcomes-after-supreme-courts-alice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OCE-DH_AdjustingtoAlice.pdf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releases-report-patent-examination-outcomes-after-supreme-courts-alice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releases-report-patent-examination-outcomes-after-supreme-courts-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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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Adjusting to Alice: USPTO patent examination outcomes after Alice Corp. v. CLS 

Bank International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8 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2019年统计报告 

2020 年 5 月 27 日，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发布了 2019 年度知识产权

统计报告。报告的统计数据来自 2019 年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听证会的年度

管理数据，主要结论如下。（1）专利：2018 至 2019 年间，英国知识产权局专利

申请数量下降了 8%，公开数量下降了 7.8%，授权数量下降了 0.6%；（2）商标：

2019 年，英国知识产权局收到创纪录的 107,527 件商标申请，比 2018 年增长了

12.9%。自 2011 年以来，商标的申请量和注册量均同比增长；（3）外观设计：自

2015 年以来，外观设计申请量激增，2015 至 2018 年间，申请数量增长了 304%。

报告认为，2016 年 10 月生效的新收费结构以及 2017 年 10 月上线的在线申请等

外观设计保护程序简化了申请人的申请流程，降低了申请成本，促使申请数量显

著增加。此后，申请数量趋于稳定，2019 年申请量同比下降了 2.4%；（4）听证

会：英国知识产权局通过听证会和法庭协助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在 UK-IPO 听证

活动中，涉及商标的案件占比最大，2019 年共涉及 4117 项与商标有关的异议。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facts-and-figures-patent-trade-mark-design-and-

hearing-data-2019?utm_source=ba5910e9-3a9f-4aee-ac18-

e8a6e54c6bc1&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govuk-

notifications&utm_content=immediate 

原文标题：Official Statistics Facts and figures: patent, trade mark, design and hearing data 2019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2 日 

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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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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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facts-and-figures-patent-trade-mark-design-and-hearing-data-2019?utm_source=ba5910e9-3a9f-4aee-ac18-e8a6e54c6bc1&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govuk-notifications&utm_content=immedia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facts-and-figures-patent-trade-mark-design-and-hearing-data-2019?utm_source=ba5910e9-3a9f-4aee-ac18-e8a6e54c6bc1&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govuk-notifications&utm_content=immedia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facts-and-figures-patent-trade-mark-design-and-hearing-data-2019?utm_source=ba5910e9-3a9f-4aee-ac18-e8a6e54c6bc1&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govuk-notifications&utm_content=immedia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facts-and-figures-patent-trade-mark-design-and-hearing-data-2019?utm_source=ba5910e9-3a9f-4aee-ac18-e8a6e54c6bc1&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govuk-notifications&utm_content=im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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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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日本仅占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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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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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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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还存在经营资源不足、知识产权人才欠缺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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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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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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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研发到产品化耗时较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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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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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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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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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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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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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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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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p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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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meti.go.jp/press/2019/03/20200331018/20200331018_a.pdf 

原文标题：宇宙分野における知財対策と支援の方向性報告書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日本发布 2019年专利信息服务调查报告 

2020 年 4 月 7 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了 2019 年专利信息服务调查报告，旨在

调查专利信息服务行业的现状和最新趋势，为制定专利信息普及措施提供参考。 

日本专利局定期进行专利信息服务的现状及趋势调查，以了解知识产权环境

以及用户需求的变化。本次调查采用了文献调研、问卷调查等形式，以专利信息

服务行业的私营企业、终端用户为对象，调查了自 2015 至 2018 年该行业的发展

趋势及专利检索数据库的使用情况。 

1.专利信息服务行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私营企业为对象） 

https://www.meti.go.jp/press/2019/03/20200331018/20200331018_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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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至 2018 年，专利信息服务的市场规模小幅增长（4.3%），2015 年的市

场规模（销售额）为 1021 亿日元，2018 年为 1065 亿日元。 

自 2010 年以来，专利信息服务行业的私营企业数量逐年增加。2015 至 2018

年，有 22 家新的私营企业进入市场，说明市场已经为新服务商的进入做好了准

备。此外，该行业的中小型企业（资金在 5000 万日元以下的企业）市场销售额

占比为 38.3%，大型企业（资金在 5 亿日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为 35.1%，两者市

场份额接近，说明市场并没有被大型企业主导。2018 年数据显示，行业销售额排

名在前 60 名的企业占据了市场销售总额的 80%。 

2015 至 2018 年，许多新进入市场的服务商利用独特的技术来提供服务，如

基于人工智能（AI）的检索服务、基于专利价值评估方法的专利分析评估服务，

以及基于母公司（制造商）开发技术的专利调查服务等。 

2.专利信息服务动向（以私营企业为对象）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与 2015 年相比，多个服务类型的市场规模占比没有大

幅度的增减；调查分析服务和知识产权管理相关服务的市场规模小幅上升。 

许多受访企业表示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业务并无影响，如日本专利申请数量的

减少、商标申请数量的增加以及中小型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等变化。同时，

很多受访者认为海外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AI 相关技术的发展等都是业务扩展

的契机。此次调查发现，受访者中提供调查分析服务的企业最多，其次是提供代

理检索和翻译服务的企业。另外，提供加工和出版服务的企业最少。在 76 家提

供专利信息服务的私营企业中，有 51 家涉及一个以上的服务领域，而仅涉及一

个服务领域的私营企业占比为 33%（2015 年的调查中为 22%）。 

3.专利信息检索数据库的使用情况（以终端用户为对象）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从数据库整体的利用率来看，日本专利信息平台 J-

PlatPat 最高（96％），其次是商业数据库（73％）。与 2015 年相比，商业数据库

的利用率增加了约 5％。由此可见，用户已经认识到利用商业数据库进行深入分

析的重要性。海外专利局的数据库中，欧洲专利局（EPO）的利用率是 64％、美

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为 6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为 61％，利用率

基本持平。免费私营数据库的利用率仅占 11%，可见终端用户更倾向于选择功能

更完善的商业数据库。 

除金融机构外，超过 70%的受访者（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大学、公共研

究机构）的检索目的是在申请前进行可专利性确认。另一方面，为了知识产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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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评估开展检索的受访者占比不到一半，可见终端用户尚未完全形成这一意识。

此外，尽管受访者中，将探索研发主题作为检索目的的大型企业（47％）和公共

研究机构（40％）相对较多，但以锁定合作研究对象及缩小其范围为目的的受访

者仅占 20％。将前者作为检索目的的大学占比 21%，以后者为目的的大学占比

27%，这表明资源有限的大学迫切需要寻求合作研究对象。 

用户会根据目的不同，选择不同类型的产品，将多个数据库组合使用。受访

者主要利用商业数据库的信息的选择性传播（SDI）功能进行检索，提取搜索专

利，监视其他企业的专利，为避免与其他公司产品冲突或侵权而进行调查。海外

专利局所提供的数据库中，EPO 和 WIPO 主要用于检索同族专利，WIPO 还可用

于获取海外竞争对手的 PCT 申请信息。 

4.海外地区的系统应用程序接口（API）开放情况 

为了满足用户的广泛需求，海外专利局提供了单独获取单个数据和批量下载

大量数据的方式（批量数据提供方式）。欧洲专利局和韩国知识产权局采用了根

据访问次数付费的制度，并收取数据通信费。德国专利商标局则只收取初始费用。 

另外，为了促进应用程序接口（API）的利用，支持 API 利用者，海外专利

局在主页开设了开发人员信息交换社区网站，用于发布和共享 API 利用数据资

料及分析结果。在开放 API 时，除了开发人员支持机制（各种支持站点和开发人

员手册）之外，创建一种持续发布使用方法等信息的机制也很重要。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sonota/service/document/index/r01-report.pdf 

原文标题：令和元年度 特許情報提供サービスの現状と今後に関する調査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9 日 

日本发布 2019年中日知识产权研究报告 

2020 年 4 月 10 日，日本专利局发布 2019 年中日合作知识产权研究报告，

整合了中日学者围绕专利法中的间接侵权、外国驰名商标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管

理研究等议题的研究成果。 

报告指出，为制定中日两国未来的知识产权策略，有必要加强两国交流。具

体而言是通过与中国政府、相关组织、学术机构等密切交流，加深对知识产权状

况的了解。 

为了总结迄今为止中国采用的知识产权措施和战略，验证日本知识产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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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着眼于中日两国未来的知识产权策略探讨能进一步创造、保护和利用知识

产权的制度，双方合作对日本和中国的知识产权政策方向进行了调查研究。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takoku/nicchu_houkoku/2019.html 

原文标题：平成 31 年度知的財産に関する日中共同研究報告書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6 日 

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 2020年日本工业技术展望报告 

为重新评估日本技术创新停滞的基本问题，并提出 2050 年应集中资源的重

要技术研发方向，2020 年 5 月 29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 2020 年日本工业技

术展望报告。 

报告指出，一方面，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向资源循环型经济过

渡，解决灾害、传染病应对等社会问题，并增强工业竞争力，日本需要进一步提

升创新水平；另一方面，近年来日本技术创新的状况并不理想，此次新型冠状病

毒引起的危机也凸显出超智能社会（社会 5.0）的准备不足。为此，有必要以工

业技术为切入点，从中长期的角度确定要解决的问题，努力提升创新水平。 

2020 年日本工业技术展望报告基于 2050 年的五项全球大趋势和未来动向，

对日本面临的基本问题提出假设，总结出 2050 年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及预期实

现目标。 

报告指出，适应全球大趋势并动态响应实现社会 5.0中变化的关键是多样化、

有机的技术创新。为此，日本需要加强对智力资本的活用。 

从中长期发展来看，报告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应对方向： 

1. 通过开放“个人”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人是形成智力资本的基础，应加速

以“人”为中心的投资，并建立积累智力资本的机制和基础设施。 

2. 摆脱自我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促进开放式创新：为了将新技术投入实际

使用并使其发挥社会价值，重视将研发与业务发展相联系。 

3. 为实现社会 5.0，确定应将资源集中于以下领域：（1）推动知识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的智联网和人类扩展，以及支撑下一代计算的数字技术等；（2）具有创

新潜力的生物技术；（3）作为所有领域基础的材料技术；（4）解决经济负面影响

的能源、环境技术。 

报告指出，日本的技术创新停滞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问题，不存在万能的解

决方法。日本经济产业省将全面、综合地通过推动以上三个层面来促进技术创新。 

谢金秀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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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meti.go.jp/press/2020/05/20200529010/20200529010.html 

原文标题：「産業技術ビジョン 2020」を取りまとめ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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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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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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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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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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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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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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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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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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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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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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statusreport/2020/index.html 

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statusreport/202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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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特許庁ステータスレポート 2020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 2020年重点技术专利及 

市场趋势报告 

2020 年 4 月 10 日，针对公众关注度较高的多个技术领域，日本专利局分析

了日本、美国、欧洲、中国、韩国等国家及地区的专利申请和市场趋势。报告涉

及钙钛矿太阳能电池、MicroLED 显示屏、卡式连接器、机械手、车载安全装置、

口腔崩解片、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基础化学品制造、塑料废弃物处理、纤维素纳米

纤维、二维材料（石墨烯）、固体高分子型燃料电池等 11 个领域，主要结论如下。 

1.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报告指出，全球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2019 年的 2.07 亿美元

增长到 2024 年的 12.7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 36%。 

2009 至 2017 年，该领域专利申请总量为 2908 件，PCT 申请为 476 件。中

国籍申请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位列第一（1077 件，占比 37%），且自 2015 年

以来数量急速增加。其次是日本 619 件（21%）、欧洲（15.1%）、韩国（12.7%）

和美国（9%）。从专利申请的技术类别来看，涉及光电转换层的铅使用技术相关

专利申请量最多（895 件）。 

截至 2018 年，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共计约 3400 篇，自 2014 年起急速增长。

中国发表论文数量自 2016 年起显著增加。 

2.MicroLED 显示屏 

据矢野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全球 MicroLED 及 MiniLED 显示屏全球市

场调查（2019 年）》，预计到 2027 年全球 MicroLED 显示屏装机量将达 1083 万

台。 

2000 至 2019 年全球 MicroLED 显示屏相关专利申请总量为 8589 件，2015

年以后急速增长。2007 年以前日本籍申请人提交的专利件数较多。2008 年以后，

中国籍申请人提交的专利件数迅速增加，截至 2018 年共计 4170 件，占总量的

48.6%。 

3.卡式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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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苹果公司采用了 nanoSIM 卡后，卡式连接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索尼、三

星、华为、LG、中兴等公司的后续机型也采用了 nanoSIM 卡，进一步扩大了卡

式连接器的市场规模。 

2008 至 2017 年，该领域专利申请总计 37421 件，其中日本籍申请人提交的

专利数量最多，达 13559 件（占比为 36.6%），其次是美国 7858 件（21.2%），中

国 7613 件（20.3%）。鸿海精密工业、泰科电子、莫仕公司的专利申请量在该领

域的绝大多数子技术类别中排名较高。 

4.机械手 

自 2013 年起，全球工业用机器人销量呈增长趋势，与 2016 年（29.4 万台）

相比，2017 年（38.1 万台）增长了 30%。报告指出，汽车、电气电子和金属工业

领域的未来销量有望增加。 

2000 至 2017 年，该领域专利申请量为 150431 件，其中日本籍申请人提交

的专利数量为 43260 件，约占总量的 27%，其次是美国（24%）、欧洲（16%）和

中国（15%）。三星电子在工业用机器人、家用及服务业用机械手等技术类别的专

利申请量排名靠前。 

5.车载安全装置 

据 Iot for all 公司预测，2025 年全球汽车网络安全市场规模将达 57.7 亿美

元。 

2008 至 2017 年，该领域专利申请量为 12259 件，其中日本籍申请人提交的

专利数量排名第一（3946 件，32%），其次是美国（25%）、中国（16%）。汽车电

子钥匙系统安全类别的专利申请明显多于其他类别。车辆系统盗用及不正当使用

对策，以及生物识别安全系统方面，日本企业的专利申请较少，排名靠后。 

6.口腔崩解片 

基于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医药品药效分类，口腔崩解片主要运用于过敏类药物、

泌尿类生殖器官及肛门用药。2000 至 2005 年，全球口腔崩解片的专利申请件数

呈上升趋势，2005 年以后回落，但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逐渐增多。子技术类别

中，掩味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总计 1438 件，其中中国籍申请人提交了

480 件，占 33.4%。 

截至 2018 年，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总计 1004 篇，其中欧洲论文数量排名第

一，占总量的 22%，中国论文发表数量较少（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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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基础化学品制造 

报告预计乙烯、丙烯、丁二烯和苯-甲苯-二甲苯混合物（BTX）的产量将稳

定增长。 

整体来看，2008 至 2017 年该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稳定增长，总量达 10415 件，

且近年来中国籍申请人提交的专利数量明显增多，超越了欧美位列第一，占总量

的 36.2%。全球专利申请人排名中，中国石化位列第一（1474 件），其后是中国

科学院（272 件）。 

2008 至 2018 年，该领域论文发表总量为 14095 篇。其中，欧洲发表的论文

数量最多，占总量的 30.4%，其后是美国（17.8%）和中国（16.6%）。 

8.塑料废弃物处理 

报告指出，近年来全球塑料产量逐年增长，2017 年达 3.48 亿吨。日本 2018

年塑料废弃物排放共计 891 万吨，其中大多通过能源回收的方式进行处理，有效

利用率逐年缓增，2017 年达到了 86%。 

2003 至 2017 年，该领域全球专利申请总量为 27030 件，日本籍申请人提交

的专利件数最多，达 9399 件，占总量的 34.8%，其次是中国 5059 件（18.7%），

欧洲 4562 件（16.9%）。从技术类别来看，可生物降解型塑料相关专利申请数最

多，为 7642 件，其中 62.3%的申请人为日本籍，中国仅占 2.4%。 

2003 至 2018 年，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共计 19016 篇，其中欧洲发表论文数

量为 5587 篇（29.4%），中国数量为 2413 篇（12.7%），日本占比 8.2%。 

9.纤维素纳米纤维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估计，2030 年全球纤维素纳米纤维材料的市场规模预计

为 1 万亿日元，使用量将超过 44 万吨。 

2003 至 2017 年，该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为 13137 件，其中日本籍申请人提

交申请最多，占总量的 30.6%，其次是美国（24.1%）和中国（22.4%）。从技术

类别来看，涂料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4261 件），其中日本籍申请人提交申请

占比最大（27.9%），其次是美国（27.8%）、欧洲（21.7%）、中国（16.9%）。 

2003 至 2018 年，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共计 13093 篇，其中发表数量最多的

是欧洲，占总量的 31%，其次是中国（18.9%）、美国（14%）。 

10.二维材料（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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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二维材料（石墨烯）在物联网、医疗保健和安全相关的红外传感

器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2008 至 2017 年，二维材料相关专利申请总量为 4785 件，其中中国籍申请

人提交申请数量位列第一，占比为 47.1%，其次是美国（21.3%）。从技术类别来

看，物质类专利申请最多的是过渡金属二卤化物，相关专利申请在各个国家和地

区都有所增长，尤其在中国增长显著。应用类专利申请量最多的依次是是光电子、

半导体器件、催化剂。中国在半导体器件类的专利申请，自 2016 年起显著增长，

超越了美国。 

2008 至 2019 年，该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逐年增加，共计 41017 篇，其中欧

洲发表数量最多（24.7%），其次是中国（23%）、美国（21.9%）。 

11.固体高分子型燃料电池 

报告指出，在燃料电池领域，2018 年固体高分子型燃料电池（PEFC）的市

场规模最大，约 870 亿日元，占燃料电池市场总量的 40%以上。预测 2030 年，

固体高分子型燃料电池的市场规模将迅速扩大，超过 3.7 万亿日元，占据燃料电

池市场总量的 80%以上。 

2008 至 2019 年，日本籍申请人提交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占总量的

34.4%，其次是中国（23.1%）和韩国（14.9%）。近年来，欧洲、美国、日本申请

呈减少趋势，中国呈增长趋势。从专利申请的技术类别来看，电解质膜相关专利

申请件数最多，但近年来数量下降，其中，中国在该技术类别申请呈增加趋势。 

2008 至 2019 年，该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共计 654 篇，欧洲发文量占比为

32.4%，其次是中国（15.1%）和韩国（12.1%）。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gidou-houkoku/tokkyo/index.html#needs 

原文标题：ニーズ即応型技術動向調査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6 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高关注度技术专利趋势报告 

2020 年 2 月 28 日，日本专利局针对公众关注度很高的技术领域，调查了专

利申请和市场趋势，并发布了相关调查结果。调查主要涉及过程自动化、传感技

术、机器人、氨合成、基因编辑、氧化还原流动电池、IT 平台服务等领域。调查

结果显示，中国在过程自动化、传感技术、机器人领域技术实力较强。具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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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 

1. 过程自动化领域 

据 MarketsandMarkets 预测，全球过程自动化和仪器市场规模将从 2017 年的

626 亿美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889 亿美元。 

从专利申请来源看，中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增多。涉及测试/监视、

警报等技术的专利申请较多。 

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呈上涨趋势，中国大学的论文发表数量较多。 

2. 传感技术领域 

压力相关传感器（包括压力传感器和压敏传感器）的市场规模最大，预计将

从 2017 年的 8300 亿日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9600 亿日元。 

从专利申请来源看，中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近年来有显著提高，占申请

总量的 61.8%，居于首位，其次为日本、美国。按测量对象划分，浓度相关专利

申请数量较多，温度相关申请数量显著增长。 

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呈上涨趋势，中国论文发表数量最多，占总量的 28.2%。 

3. 机器人领域 

机器人在制造业应用市场规模最大，预计将于 2025 年达到 3 兆 1500 亿日

元，其次为生活支援市场，预计到 2025 年市场规模将达约 4600 亿日元。 

从专利申请来源来看，中国申请人申请数量占比最大，为 44%，其次为日本、

美国。按应用行业划分，机器人在制造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增长明显，尤其中国，

2015 年以后制造业应用专利申请数量急速增长。另外，2015 年以来，医疗和护

理应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也增长显著。按技术分类划分，在高度自治的机器人系

统领域，与运动和动作计划相关的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长，其中中国申请最多。

在协作机器人系统领域，教学演示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较快。 

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持续增加，其中欧洲论文发表较多，占 36.8%，其次是

美国和中国。 

4. 氨合成领域 

全球氨生产量稳步上升，根据今后肥料的需要，预计未来将以 3%至 5%的增

长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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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欧洲申请数量最多，占 33.2%，

其次是中国（27.4%）。按技术类别划分，氨燃料电池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其

次是氨排气净化。 

2010 年以来该领域论文发表数目显著增加，新型氨合成法的开拓研究是学

术界的热门话题。 

5. 基因编辑领域 

从市场趋势来看，基因编辑将广泛运用于医疗、农林水产业、工业、生物燃

料的增产等方面。 

该领域专利申请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美国和中国申请数量显著增长。其中

美国专利数量占比最大（54.8%），其次是中国（17.6%）、欧洲（16.4%），日本仅

占 4.1%。按技术类别划分，自 2013 年以来，基因编辑工具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

重复技术（CRISPR）的专利申请增长率已为锌指核酸酶技术（ZFN）和转录激活

因子样效应因子核酸酶技术（TALE）的 5 倍。迄今为止，美国和中国目标识别

技术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 

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 2013 年以来急速增长，美国、欧洲和中国论文数量占

总量的近 80%，其中美国和欧洲各占约 30%，中国占 16.6%。 

6. 氧化还原流动电池领域 

预计全球该领域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为 14.3%，2025 年将达 3.7 亿美元。 

该领域专利申请整体呈增长趋势，美国申请量排名第一，占 23.7%，其次是

日本，占 23.2%，中国占 15.5%。近年来，日、中、韩申请量增长较快。 

2010 年以来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急速增加，美国、欧洲、中国论文总量极为

接近，各占 23%左右。 

7. IT 平台服务领域 

自 2010 年起广告费连续 11 年呈增长趋势，预计数字广告将继续保持两位数

的增长率。 

从专利申请来源看，美国数量最多（43.2%），其次是中国（24.6%）和韩国

（12.5%）。从增长速度看，美国自 2013 年以来呈下降趋势，中国呈上升趋势。

从提供服务的类别来看，网络检索、电商交易、社交网络服务（SNS）相关申请

数量较多。从技术类别来看，人工智能、信息推荐、金融/支付等技术领域申请数

量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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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以来，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总体呈增加趋势，但网络检索及电商

交易相关论文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SNS 所占比例则有所增加。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gidou-houkoku/tokkyo/index.html#needs 

原文标题：ニーズ即応型技術動向調査（取得困難センシングに係るセンサ技術）の結果

概要を掲載し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 2019年 

日本大学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总结报告 

【摘要】2019 年开始，日本专利局向各大学派遣了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负责从大学

挖掘杰出的研究成果，并从研究人员的角度设计知识产权战略。2020 年 5 月 26 日，

日本专利局公布了 2019 年日本大学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总结报告。报告总结了各大学

在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派遣前存在的问题，规划师的解决过程及其取得的成果。 

日本正在将大学的研究成果广泛地回馈社会，促进研究发展和社会实施，并

促进大学建立以“知识”为源泉的生态系统，其中知识产权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

大学正通过活用知识产权开展产学合作、建立合资企业等；另一方面，仍然有许

多研究人员没有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权利的意识，导致作为技术创新源头的“知识

产权”也被埋没。因此，从 2019 年开始，日本专利局向各大学派遣了知识产权战

略规划师，负责从大学挖掘杰出的研究成果，并从研究人员的角度设计知识产权

战略。2020 年 5 月 26 日，日本专利局公布了 2019 年日本大学知识产权战略规

划总结报告。报告列举了具体事例，总结了各大学在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派遣前

存在的问题，规划师的解决过程及其取得的成果。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向研究人员提出未来的发展前景，例如合作研究和商业

化的发展方向，使研究成果发挥最大的作用。从研究人员的角度设计知识产权战

略，包括应保护的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的获取时机，并通过活用知识产权创造社

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以下是该报告中总结的各大学存在的问题以及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的建议。 

1.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除了研究人员主动进行的发明咨询以外，产业合作

部门不了解研究成果，也不知道如何辨别应积极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成果。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通过分析大学内研究人员的所有论文，不仅可以

了解研究人员个人的优势，还可以确定大学整体所具有的技术优势领域，并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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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学与企业合作可能性较高的研究成果。 

2.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兼具大学研究管理职能的产学合作部门没有针对

每个研究人员的研究信息或授权信息，对研究人员的支持只能通过发明咨询和发

明申请触发。因此希望能纵观整个大学的研究人员，以了解那些正在从事有利于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原创研究的研究人员。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立了该大学过去五年的各项研究成果数据库，从中选

取了正在积极开展研究并有望在未来产生有益结果的研究人员，仔细审查了这些

研究人员的论文和科研经费的详细信息，从而确定了从事高原创性和高社会影响

力研究的研究人员，并通过听证会挖掘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规划师指出，为创造

良好的知识产权，研究开发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从发明完成之前的阶段开始，

配合研究的进展对知识产权进行支持。 

3.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一直以来，大学的知识产权支持都是从研究人员提

交发明申请之后才进行的，因此容易错过一些最好在基础研究阶段提出专利申请

的研究成果，导致专利申请比最佳申请时机要晚。即使在基础研究中，大学研究

管理人员也希望积极地与研究人员接触，以便将来开展联合研究、建立合资企业、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可以根据竞争性资金类型等客观数据，缩小大学

想要重点支持的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范围；还有一种选择是检查论文的科研

质量（FWCI），查看其研究成果对社会的影响。 

4.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在研究的早期阶段，大学无法提供知识产权支持。

以往都是从创造出研究成果之后才开始实施，导致很难根据研究方向有效地梳理

发明，从而获得强大、广泛、有用的专利。因此，希望能从更早的阶段开始对研

究人员进行知识产权支持。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如果研究人员向大学提出，为了发表论文希望马

上申请专利，大学的知识产权战略就会变得很被动，而从研究阶段开始进行知识

产权支持，时间上更宽裕，可以构建出主动的知识产权战略。如果在发明诞生前

的阶段，在研究生院内培养能将知识产权咨询与产学合作部门相结合的人才，便

能制定主动积极的知识产权战略。 

5.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利用丧失新颖性例外条款（日本专利法第三十条）

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多，希望催促研究人员在学术会议发表前尽快提交专利申请，

降低专利法第三十条的利用率。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将利用丧失新颖性例外条款的专利申请数据化，

可以得知利用丧失新颖性例外条款申请专利的研究人员常出席的学术会议，在学

术会议召开前几个月访问研究人员，便可以降低利用丧失新颖性例外条款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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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风险。 

6.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是否提交专利申请主要由研究人员判断，产学

合作部门希望能了解有专利申请可能性的发明，也希望加深研究人员以及校内所

有相关人员对知识产权的了解。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通过在校园内设立“基于竞争性资金申请文件的

发明咨询窗口”，可以从竞争性资金的申请阶段开始提供知识产权支持。针对研

究人员和校内所有相关人员举办知识产权研讨会，可以提高整个大学的知识产权

意识。 

7.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医学系、理学系、农业系），相

对研究人员和论文的数量，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较少。希望挖掘出在不久的将来能

用于社会实施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应用于专利申请中。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为了让研究人员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可以申请专利，

有两个方法可行：一是向研究人员传达没有专利就不能放心地引用大学的研究成

果的文化；二是向研究人员展示个别具体的事例，说明哪些研究成果是可以获得

专利权的。 

8.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希望已经发表了数篇优秀论文，正在开展有望用于

社会实施项目的研究人员认识到他们可以为其研究成果申请专利。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可以向研究人员展示该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以

及正在提出专利申请的企业，使其认识到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的价值。通

过比较以往的技术，明确研究人员的研究优势，提出将研究成果用于社会实施的

具体方案，同时还可以建议获取广泛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以便推动研究成果的

社会实施。 

9.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在研究人员提出发明申请主动咨询前，知识产

权负责人员都很少有机会与研究人员讨论发明，导致即使研究人员获得了有关疾

病发病机理的新发现，甚至发现了影响该机理的化合物时，他们仍未意识到其可

专利性。此外，有时大学并没有时间充分考虑先进的知识产权战略，例如讨论物

质专利、用途专利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以及从作用机制的角度讨论用途的扩展

等。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指出，尤其是在药物发现领域，重要的不只是产品的新

颖性，还有产品的作用机理及该作用机理适用的用途。 

10.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希望与企业合作，以实施大学出色的研究成果，

并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如果大学能把握研究成果的市场趋势、运用该成

果的产品的市场趋势以及技术趋势，就能更容易掌握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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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潜在的合作伙伴。 

11.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一直以来，知识产权业务是由发明申请触发的被

动业务，大多数专利申请是与企业的联合申请，难以应用于第三方。为了将大学

的研究成果作为一种基本技术广泛普及，需要在与企业进行联合研究之前增加大

学的独立申请量。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通过按时间顺序分析现有技术文献和市场趋势，

创建技术趋势图，便可以说明该研究内容的哪些领域是公开已知的，哪些地方具

有新颖性，今后有多大的市场规模。同时，通过提出联合研究伙伴、许可方等的

候选者，还可用于发明审查委员会中作为解释专利申请必要性的材料。 

12.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大学研究人员一直在进行前沿研究，如今，也积

极开展了关于不同领域融合的研究，例如人工智能与材料相结合的研究。但是，

大学研究管理人员等由于专业技术领域受限，尤其是涉及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

术时，在获取专利的必要性和应获得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方面能提供的建议有限。

因此，希望在与具有人工智能知识的规划师合作的同时，对人工智能研究提供进

一步的知识产权支持。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基于日本专利局发布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相关发

明事例集，对人工智能已申请专利的发明和非申请专利的发明的相关事例进行解

释，使研究人员更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战略。 

13.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近年来，融合了诸如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之类信息

技术的数字健康领域相关研发一直在蓬勃发展，但很少有大学研究管理人员具备

获得相关知识产权和制定商业策略必需的知识和经验，因此也很难对该领域研究

人员的研发方案和战略规划提供有效的建议。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如果研究活动所产生的数据以及数据周边具有保

护价值，则除了专利权之外，还可以采用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策略。 

14.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相比大学在信息通信领域的联合研究和委托研究

成果，大学技术转让部门进行的技术转让成果较少，希望能查明其原因。 

经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调查发现，研究人员将程序、数据作为联合研究成果

转移到企业。而大学技术转让部门不了解这些技术转让的机制。技术转让的对象

不仅包括专利，也包括在研究过程中创建的程序和获取的数据，这些都可以转让

给企业。 

15.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对于缺乏专利申请经验的研究人员来说，不了解

专利权利要求，难以进行专利申请的准备工作，有时还掌握不了专利申请的时机。

还存在关注点停留在学术研究主题上，导致对发明不了解的情况。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为了让研究人员对具体的专利申请有所了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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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研究人员展示其他出版物和专利出版物的实际示例。通过对申请程序和专利

权利要求进行说明，使研究人员与大学研究管理人员之间可以就专利申请的准备

工作进行顺畅的沟通。 

16. 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正在研究通用技术的研究人员致力于该技术的社

会实施，大学正在考虑将设立合资企业作为一种社会实施的方法，但希望了解具

体应该采用哪种策略。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设立合资企业时，重要的是要考虑竞争企业的存

在和市场垄断的可能性。如果难以用所拥有的专利来垄断市场，则可以与其他公

司合作，而不必坚持设立合资企业。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upport/daigaku/document/designer_haken/2019-knowledge.pdf 

原文标题：知財戦略デザイナー派遣事業 2019 ナレッジ集 ～大学の埋もれた知的財産か

らイノベーションを創出していくために～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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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雯祎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gidou-houkoku/tokkyo/index.html#needs 

原文标题：ニーズ即応型技術動向調査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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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专利技术趋势调查报告 

2020 年 4 月 30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 2019 年专利申请技术趋势调查报

告，通过专利及论文信息分析各国研发动向，帮助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制定

开发策略及知识产权策略。此次调查共涉及 10 个技术领域，包括电子元件内置

基板、福利设备、体育相关技术、3D 打印、材料信息学、受控自由基聚合技术、

V2X 通信技术、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航天器、基于人工智能的

图像处理等领域。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meti.go.jp/press/2020/04/20200430003/20200430003.html 

原文标题：特許出願技術動向調査を取りまとめ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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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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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雯祎  编译 

来源：https://www.nistep.go.jp/activities/sti-horizon%E8%AA%8C/vol-05no-04/stih00197 

原文标题：レポート企業年齢とイノベーション－成熟企業は若年企業に劣るか?－ 

检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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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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研发人员的企业占比为 61.0%，为 2011 年以来的最大值。 

王雯祎  编译 

来源：https://www.nistep.go.jp/archives/43747 

原文标题：「民間企業の研究活動に関する調査 2019」（速報）の公表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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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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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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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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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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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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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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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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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企业专利申请则集中在特定领域。 

王雯祎  编译 

来源：https://www.nistep.go.jp/archives/43597 

原文标题：特許文書情報を用いた発明内容の抽出と出願人タイプ別特性比較

[DISCUSSIONPAPERNo.175]の公表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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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较 2018 年增长了 10.9%，其增长幅度达到了自 2014 年以来的最高值。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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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韩国企业约一半的海外申请提交在美国（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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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韩国企业的海外专利申请件

数较 2018 年增长了 8.8%，尤其在欧洲增长显著，五年来平均每年增长率达到了

39.1%，在中国达到了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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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の海外特許出願「急増」、過去 6 年間で最大上昇幅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中小企业成为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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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其中，商标申请比去年增长 10.4%，专利与外观设计分别增加

4.2%和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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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私人企业与大企业分别预计增长 7.9%与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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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7935 

原文标题：연간산업재산권출원,역대최초 50 만건돌파 

检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6 日 

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kr/ip/ipnews/2020/200325a.html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35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35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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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WI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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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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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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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1807 件），推动 WIPO

全球知识产权服务再创历史新高。 

表 1  WIPO 十年间知识产权服务增长情况 

类型 200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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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is G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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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而欧洲（23.2%）和北美（22.8%）各占不到

1/4；从增长幅度来看，土耳其（+46.7%）、韩国（+12.8%）、加拿大（+12.2%）

和中国（+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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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先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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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排在第二（2661件）、韩国三星电子公司（2334件）和美国高通公司（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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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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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高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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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在已发布的PCT申请中所占份额最大，其次是数字

通信（7.7％）、电机（7％）、医疗技术（6.9％）和测量（4.7％）。在排名前10的

技术中，半导体（+ 12％）和计算机技术（+ 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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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俄罗斯（+ 15.6％），美国（+ 

14.3％）和瑞士（+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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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san Connect Private Limited（124件）和卢

森堡的Rigo Tra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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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所占份额最大，占总数的10.1％，其次是商业服

务（8.3％）和技术服务（6.7％）。在排名前10的领域中，用于医疗目的的药物和

其他制剂（+ 12.4％），以及教育、培训、娱乐、体育和文化活动领域的服务（+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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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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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和意大利（+ 58.1%）增长最快，而瑞士（–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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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kel 

Meubelmarke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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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其次是家具（10.1%）、运输工

具（9.4%）、包装及容器（6.4%）、照明设备（6.2%）。在排名前10的领域中，录

音和通讯设备（+ 46.4%）和服装（+ 35.1%）增长最快。 

许海云 检索，黄玉茹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20/article_0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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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China Becomes Top Filer of International Patents in 2019 Amid Robust Growth for 

WIPO’s IP Services, Treaties and Finances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8 日 

WIPO分析绿色专利技术创新趋势 

2020 年 4 月 26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绿

色技术领域国际专利申请（PCT）在 2019 年几乎没有增长，该技术包括绿色能

源、节能技术、绿色交通以及核能发电 4 个类别。 

国际专利申请趋势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正在世界各地兴起，但首次提交地集

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地区。2019 年，76%以上的 PCT 绿色专利申请来自申请量排

名前 5 的国家/地区（日本、中国、美国、德国和韩国），排名前 10 的国家/地区

中除了中国和韩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的申请量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近年

来中国绿色交通技术专利申请量位于世界前列。 

PCT 绿色能源技术可分为两大类：替代能源生产和能源有效利用。替代能源

生产包括所有应用于实际能源生产的绿色技术，例如太阳能光伏发电或收集废热

发电。能源有效利用包括所有适用于最终能源消耗的技术，例如更节能的灯泡或

减少列车阻力的空气动力板。 

2013 年以后，PCT 绿色专利申请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替代能

源技术专利申请降低（-18%）。相比之下，在同一时间段内，能源有效利用技术

相关专利申请增加了 9%，表现优于替代能源。这一增长主要由节能技术（10%）

和交通运输（3%）推动。2014 年后，能源和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可能削减了开

发可持续绿色能源的动力。图 8 的数据佐证了这一结论，能源市场趋势与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能源价格指数（虚线）相关。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高

效利用技术增幅随之略有下降，但幅度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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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3-2019 年绿色技术专利申请增长率趋势 

多个国家/地区绿色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出现下降。替代能源专利量在专利总

量的占比在多个主要来源地均有所下降。中国和韩国的绿色技术尽管在绝对值上

总体有所增长，但所占比重分别下降了 0.9 和 2.5 个百分点。有效利用专利申请

比例较高，排名前十名的来源国/地区中有 5 个实现了增长，但增幅不大。 

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20/article_0007.html 

原文标题：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y 2020: Green Innovation Surge Needed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New WIPO Figures Show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6 日 

WIPO公布相关方对 AI和 IP政策的意见书 

2019 年 12 月 13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知识产权（IP）政策

和人工智能（AI）议题文件草案，内容涉及专利、版权、数据、设计、技术差距

和能力建设以及知识产权行政决策责任等问题。目前，WIPO 的 22 个成员国、

100 多个组织和 100 多位个人已就 WIPO 关于 IP 政策和 AI 议题文件草案提交意

见和建议。提交的材料已在 WIPO 网站上发布。网址为 https://www.wipo.int/about-

ip/en/artificial_intelligence/call_for_comments/submissions.html。提交意见的成员国

包括中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瑞士、英国和美国等，其中，欧盟指出，

发明人/所有权人议题应包含的基本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局识别 AI 产生的或由 AI

辅助产生的发明、将 AI 认定为法人并作为发明人的可能性、AI 作为发明人对社

会可能造成的后果。此外，一些法律组织、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司也提交了意见。

据悉，这些意见将被纳入修订版的问题文件中，以供 2020 年 5 月在日内瓦举行

的“第二届 WIPO 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对话”会议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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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ipwatchdog.com/2020/02/24/wipo-publishes-submissions-ai-ip-

policy/id=119152/ 

原文标题：WIPO Publishes Submissions on AI and IP Policy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7 日 

科睿唯安发布《德温特 2020年度全球百强 

创新机构》 

2020 年 2 月 19 日，科睿唯安发布《德温特 2020 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

报告。报告显示，面对来自颠覆性企业的竞争，大型机构[4]在全球发明市场中的

份额已经下滑至 18%，全球专利市场正呈现碎片化趋势。报告还显示，创新正日

趋成为一项知识密集型的协作活动，每项专利记录[5]的发明机构平均数量呈上升

趋势。 

报告遴选了全球最具创新力的机构。上榜机构在技术创新及专利保护方面成

绩斐然，同时这些专利拥有广泛的市场覆盖面和众多的衍生发明机会，商业前景

广阔。有三家中国大陆企业入选“德温特 2020 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分

别为华为、腾讯和小米，其中腾讯为首次入选。 

今年的报告首度将分析范围扩大到全球百强创新机构之外，揭示了创新市场

的三大趋势： 

（1）全球排名前 1000 的机构在创新市场上的份额呈现缩水态势。六年前，

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中逾四分之一（27%）的发明源自排名前 1000 的机构。今

天，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 18%。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利是由小企业，甚至是个体企

业家和发明家孵化而来。大型企业必须学会更好地协作并探索非传统的合作伙伴

关系，否则存在落伍的风险。 

（2）协作的重要性：创新正日益成为一项知识密集型活动，并且随着技术

的融合，基础科学和工程类学科更频繁地相互结合，因此需要涉及多领域的专业

知识。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中每项专利记录的发明机构平均数量由 2014 年的

2.84 家上升到 2019 年的 2.99 家，凸显了这一趋势。 

（3）强者恒强：入选“德温特全球百强创新机构”的分数门槛在过去六年间

上浮了逾五分之一（22%）。今年新上榜的六家机构分别是藤仓（Fujikura）、宏达

电（HTC）、Immersion、微芯科技（Microchip）、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

 
[4] 指《德温特 2020 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名单排名前 1,000 的机构。 

[5] 根据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从《德温特 2020 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中收录的专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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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腾讯，它们在当下竞争激烈的创新环境中游刃有余，自 2015 年以来平均排名

跃升了 250 位。 

科睿唯安知识产权集团首席分析师 Ed White 说：“当今世界的现代发明，从

电话、电动汽车到医疗设备，都需要更精深、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并且会涉及到

之前看来毫不相干的学科领域。传统上主导创新进程的大型机构要想在一个更为

复杂和碎片化的创新生态系统中继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尝试和拥抱新的合作

模式。” 

报告还有以下要点： 

（1）上榜机构所处行业和地区概览 

“德温特 2020 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的上榜机构分布于三大洲的 14 个国

家和地区。美国上榜机构达到 39 家，数量居首。日本紧随其后，有 32 家机构上

榜。美日两国的上榜机构接近榜单总数的四分之三。 

上榜机构的行业分布中，硬件与电子行业以 38 家上榜机构的数量位居各行

业之首，比去年增加 3 家。制造业和医药领域以 16 家上榜机构紧随其后，电信

和软件行业各有 8 家上榜机构。 

（2）研究方法论 

今年是“德温特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连续发布的第九年。评选过程中使用

了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DWPI）和德温特专利引

文索引（Derwent Patent Citation Index，DPCI），借助这些数据库中权威、准确、

经过深加工的专利数据，基于以下四项指标来跟踪各机构的创新活动：①专利总

量：机构在过去五年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至少达到 100 件(且申请的总数不少于

500 件)；②影响力：机构的创新成果必须拥有足够的下游影响力，被其他机构频

繁引用。评判标准参照德温特专利引文索引过去五年间(排除机构自我引用的次

数之外)的引用频次统计数字；③专利授权成功率：通过计算近 5 年来专利申请

公布量(专利局受理并公布但尚未授权的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量的比率来评估

创新的质量；④全球性：机构在全球主要市场对其发明进行保护，是重视其创新

和知识产权的重要指征。所使用四方专利指标覆盖中国、欧洲、日本、美国。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s://clarivate.com/derwent/top100innovators/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贝塔斯曼分析世界级专利趋势 

2020 年 6 月 3 日，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发布题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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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世界级专利——东亚、北美和欧洲的创新力》（World class patents in cutting-

edge technologies-The innovation power of East Asia,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的

报告，调查了 2000 至 2019 年间各个国家在研发和申请世界级专利方面的进展情

况。 

报告所指的“世界级专利”是 58 项前沿技术所申请的专利中最重要的 10％，

这些技术分为以下十类：环境、能源、营养、基础设施、数字化、安全、材料、

健康、移动和工业。报告指出，美国仍是全球“专利超级大国”，但东亚在过去 10

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报告主要聚焦于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北美（美国

和加拿大）以及欧洲（欧盟 27 国），由于这三个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在过去的 20

年里几乎没有增长，因此没有被考虑。 

1. 东亚 

报告指出，虽然北美和欧洲拥有最高的专利效率，但东亚也“展示了一种空

前的创新精神”，并在许多前沿技术方面提升了创新能力，比如能源、营养、基

础设施、工业和环境。然而，尽管东亚地区的专利申请数量众多，但在 2000 至

2019 年的大多数年份中，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专利申请量最大的东亚经济体的

世界级专利申请量却不到 10%。 

中国一直在努力生产高质量产品，并启动了“中国制造 2025”创新项目，旨在

使中国在飞机制造、电动汽车和计算机芯片生产等关键经济领域名列前茅。被调

查的 58 项技术中，中国在其中 42 项均拥有大量顶级专利，在环境技术领域的专

利尤其突出。例如，中国在循环利用领域拥有超过 25%的世界级专利，在水处理

领域拥有约 36%。韩国也经历了快速增长，特别是在电池和数字基础设施技术领

域。此外，尽管日本的专利增长缓慢，但仍是电池技术世界级专利的领头羊，占

比超过 30%。日本在电动汽车领域也取得了进展，在智能工厂、机器人和过程自

动化领域保持稳定。 

2. 北美 

报告指出，美国是目前全球顶尖的创新中心，拥有最多的世界级专利，涵盖

了报告调查的 58 项技术中的 50 项。报告指出，美国在以下两个领域特别突出：

健康领域（如生物技术和制药）和安全领域（如钞票、护照和药品包装生产，使

用防火墙、防病毒软件、加密和其他措施安全访问及使用网络上的数据，数字世

界中对人和物的认证）。 

10 家研发支出最多的公司中有 7 家位于美国，其中包括亚马逊和谷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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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数字化领域也遥遥领先，包括人工智能（AI）、云计算、大数据、量子计算、

区块链和虚拟/增强现实。例如，美国在 AI 领域世界级专利占比为 45%，全球领

先。 

尽管这项报告对北美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美国，但也提到加拿大在数字化领域

排名靠前，有潜力在基础设施领域获得优势。报告还指出，尽管北美在许多领域

领先，但中国在大多数领域的专利增长已经超过美国。 

3. 欧洲 

该报告表明，对欧洲正在落后的情况表示担忧，因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

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经济活动形式之际，欧洲的数字化进展缓慢。报告指出，欧洲

正面临着创新差距扩大的威胁，并解释到，这是因为在现有行业中缺乏对新数字

技术的应用。欧洲在数字化、电池技术、太阳热能、光伏发电和循环利用等环境

技术方面落后的形势尤其明显。 

然而，报告指出，欧洲在健康领域依然保持强势，包括制药和生物技术。此

外，欧盟 27 国（EU-27）在风能和功能性食品领域位居世界前列。德国在增材制

造（3D 打印）和机器人技术方面表现出众，其中在增材制造方面拥有 15%的世

界级专利。 

朱月仙  检索，安晓慧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s://www.ipwatchdog.com/2020/06/09/study-explores-world-class-patent-trends-east-

asia-north-america-europe/id=122289/ 

原文标题：Study Explores ‘World Class Patent’ Trends in East Asia,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9 日 

IAM文章分析人工智能芯片专利布局 

【摘要】2020 年 2 月，美国知识产权服务公司 Global Prior Art 创始人在知识产权商

业杂志 IAM 发表文章分析了当前人工智能（AI）芯片领域知识产权布局，并解析了

在 AI 芯片领域创建强大知识产权组合的机会以及各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地位。 

2020 年 2 月，美国知识产权服务公司 Global Prior Art 创始人 Bruce Rubinger

在知识产权商业杂志 IAM 发表文章分析了当前人工智能（AI）芯片领域知识产

权布局。文章基于已有的市场信息，分析了在 AI 芯片领域创建强大知识产权组

合的机会以及各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地位。通过三个典型案例解读了该领域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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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和现状，并针对该领域知识产权管理提出了详细建议。 

人工智能及其各种应用（例如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取得

了显著的市场增长，并且正处于推动许多行业变革的风口浪尖。作为目前最热门

的技术之一，人工智能支撑了许多领域的发展，包括数据中心、语音助手、定向

广告、医学诊断、产品开发、石油勘探、保险、安防、无人驾驶汽车等。为优化

特定应用而设计的专用 AI 芯片为各行业变革提供了动力。 

1. AI 芯片领域市场概况 

（1）AI 芯片市场规模 

AI 芯片在半导体领域的市场规模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大幅增长。麦肯锡公司

（Mckinsey＆Company）预测，AI 芯片的收入将从 2017 年的 170 亿美元增至

2025 年的 650 亿美元，增长三倍（图 9）。到 2025 年，AI 芯片预计将达到半导

体销售额的近 20％。 

 
图 9  AI 半导体市场规模及增长率预测 

（2）人工智能计算构架的演进 

人工智能基本上有两个主要子领域：云端人工智能和边缘人工智能。当前，

对基于云技术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大多数计算由中央处理器（CPU）和图

形处理器（GPU）完成。包括麦肯锡在内的机构开展的多项研究预测了专用集成

电路（ASIC）将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图 10）。专利数据证实，诸如 IBM、Intel

和 Qualcomm 等半导体公司正在设计 ASIC 以提高电源效率、增加数据吞吐量，

推动自身的技术路线的发展。这些公司还专注于开发可以进行有效训练的 AI 芯

片，通过提供学习数据构建机器学习模型。推理就是获取经训练的模型并利用其

进行预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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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人工智能计算架构的转变 

（3）传统处理器公司主导地位的变化 

人工智能技术可能终结传统处理器设计公司的主导地位。最初，人工智能是

由 CPU 执行的，然后转移到 GPU，因为它们更适合并行处理。尽管 GPU 仍擅

长密集浮点计算，但研究人员发现使用自定义硬件可以提高吞吐量和能效。专利

分析发现，大量的 IT 公司选择了 CPU 之上定制硬件来构建其神经网络体系结

构。定制集成电路逻辑和存储器层次结构可以生成定制硬件神经网络，该硬件神

经网络比上一代 GPU 更快，更节能。 

国际竞争改变了该领域的知识产权格局。2017 年，中国公布了下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计划。计划概述了中国为实现到 2030 年成为人工智能全球领导者采取

的战略。华为等领先的中国科技公司已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规划和提交知识产权

申请。实际上，华为已经公开了其手机中所使用芯片系统的人工智能内核。阿里

巴巴是 AI 芯片设计的另一个新参与者。地平线机器人公司则专注于监控摄像头

以及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 AI 芯片设计。 

在美国，英特尔、IBM、高通、AMD 和 NVIDIA 等传统半导体公司已经发

布或交付了云端 AI 芯片。此外，Google、Microsoft 和 Amazon 等非传统的半导

体公司已投入大量资金开发用于云端 AI 芯片，以伺机提高其在云计算中的地位。 

（4）AI 芯片发布情况 

图 11 列出了已发布的用于云计算的 AI 芯片公司。数据显示，美国和中国领

跑了 AI 芯片领域，共有 16 家公司上榜。相比之下，其他地区（欧洲、以色列、

日本和韩国）只有 4 家公司发布了 AI 芯片。在发布 AI 芯片的公司中，缺乏传统

芯片设计专业知识的公司数量也很可观，包括初创企业（Cerebras、Graph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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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an、Cambricon）和数据公司（Google、百度、阿里巴巴）。 

 
图 11  发布了云计算 AI 芯片的公司 

图 12 显示了 AI 芯片发布数量呈现出逐年上升态势。2019 年的芯片发布数

量是 2018 年的两倍。由于尚未发布 AI 芯片的公司（例如 IBM、AMD、Microsoft

和 Facebook）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其产品，已经发布 AI 芯片的公司将继续推

出新的产品。因此上升趋势可能会延续。 

 

图 12  AI 芯片发布数量 

2. 云计算 AI 芯片知识产权布局 

（1）重要公司专利申请态势 

图 13 显示了过去 5 年来特定公司提交的云计算 AI 芯片专利家族的数量。

可以看出，传统的半导体公司的专利产出量很高。英特尔在过去 5 年提交了 160

项专利，其次是 IBM（82 项）。2016 年成立的寒武纪拥有 60 多项专利，而谷歌

的 34 项专利证明了其对于进入这一领域的重视。总部位于中国的云计算 AI 芯

片领域新兴公司云天励飞是这一领域最活跃的申请者，目前已申请了 250 多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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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其中大部分仅在中国提交申请（246 项），而其余的向美国或通过《专利合作

条约》（PCT）提交申请。 

 
图 13  2015 至 2019 年重要公司云计算 AI 芯片专利家族数量（单位：项） 

从年度申请趋势来看，云天励飞和 Graphcore 的大部分云计算 AI 芯片专利

都在近 3 年提交。同时，对于英特尔来说，2017 年的申请量占据大部分，而 IBM

在近五年间的专利申请量比较均衡。 

（2）案例分析 

文章通过三项研究案例分析了云计算 AI 芯片领域领军企业的知识产权布局

情况。第一项研究比较了两家现有的处理器公司英特尔和 IBM，它们是传统的半

导体公司，拥有突出的技术专长和庞大的知识产权组合。第二项研究比较了 AI

芯片新兴公司高通和寒武纪的专利组合，这两家公司都生产了用于移动设备的人

工智能处理器，并宣布了云计算 AI 芯片的开发计划。最后一项案例研究比较了

谷歌和百度的知识产权组合，这两家云技术公司正在积极开发人工智能专用集成

电路（ASIC）。 

①英特尔与 IBM 

英特尔和 IBM 是半导体领域传统的服务器芯片巨头。随着人工智能专用服

务器芯片需求的迅速增长，对于这些公司而言，开发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和专为云

计算设计的芯片在战略上至关重要，以免将市场份额让给新竞争对手。 

在过去的 20 年中，IBM 申请了 1,000 项 AI 芯片相关专利，英特尔申请了

558 项专利。将分析范围缩小至过去五年间，英特尔申请了约 180 项美国专利，

而 IBM 申请了 75 项。分析这一时期的概况将有助于确定每家公司在 AI 芯片领

域的发展重点以及相关的知识产权情况。 

英特尔的专利申请似乎受到定于 2021 年发布基于 Xe 架构的 GPU 芯片的强

劲推动。该芯片的市场定位是为服务于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工作负载。

它显示了英特尔对数字实现技术以及模拟技术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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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最近的专利体现出该公司对涵盖多种并行处理和矢量处理技术的数

字方法十分关注。其知识产权组合中的其他专利涵盖了用于并行处理的存储器和

通信方式。相反，英特尔在 2015 年之前将模拟技术列为核心技术。 

过去五年中，IBM 的专利申请极为多样化，包括 82 项专利家族的 183 件专

利。在这些申请中，约有 20 项专利涉及模拟人工智能内核。其他领域还包括数

字实现、连接和存储器。一些最值得关注的专利优先考虑了人工智能的模拟实现

技术，这种方法可在较低功耗下实现更快的吞吐量，并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成为

AI 芯片的主流技术。 

②高通与寒武纪 

高通公司是最著名的智能手机处理器设计者。该公司目前提供智能手机的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包括智能相机的对象分类。近年来，高通公司一直致力于为数

据中心开发 AI 芯片，并积极寻求专利保护。 

寒武纪的首批人工智能设计用于智能手机，其麒麟 970 芯片的知识产权已授

权给华为。与高通类似，寒武纪此后一直专注于发展数据中心，并为此提供了人

工智能加速芯片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加速芯片是人工智能应用的硬件加速器，多

用于人工神经网络、机器视觉和机器学习等。 

过去五年间，寒武纪已申请了 63 项专利家族，主要布局在中国、美国、PCT

和欧洲。而同一时期高通公司在美国申请了 34 项涉及 AI 芯片的专利。 

③谷歌与百度 

谷歌以其出色的软件实力而闻名，但在过去的几年中，谷歌已经进入了芯片

设计领域，相似的是，百度以软件而非硬件而闻名。但是，百度也已经为其服务

器场开发了相应的芯片产品。 

在过去五年中，百度的专利申请数量是所有研究对象中最低的，共提交了 5

项专利，分布在中国、美国、PCT 和欧洲，主要涉及各种类型的人工网络以及以

矩阵格式处理数据的方法。相比之下，谷歌已在神经网络、存储器和矢量领域申

请了 34 项 AI 芯片相关专利。这些专利的技术主题涉及神经网络、并行处理和神

经网络连接技术。 

（3）总体情况 

分析重要公司的知识产权组合及其在 AI 芯片领域的定位发现，新技术的开

发、新竞争者进入市场、对多样化应用和更高速、低功耗处理器的追求推动了创

新的产生。诸如英特尔和 IBM 之类的传统半导体处理器设计公司已经构建了庞

大的专利组合，这些专利组合反映了公司的创新重点和优先级。这些传统公司既

与其他半导体公司（如 AMD、NVIDIA 和高通）竞争，同时也面临该领域新竞

争对手的挑战，其中包括正在努力提升在云计算领域地位的非传统半导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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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谷歌、微软、Graphcore、Cerebras、寒武纪和亚马逊）。 

从华为、云天励飞、百度和阿里巴巴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为

成为 AI 芯片领域领先者所采取的战略及其实现途径。 

最后，专利数据突出反映了从 CPU 到定制硬件策略的转变，不同参与者的

差异化创新重点以及企业知识产权高管从专利中获得强大的战略性技术的机会，

同时通过专利技术指导内部产品开发。 

3. 知识产权管理的最佳实践方式 

每家公司都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运作，因此深入了解竞争对手、基础技术、

业内所有参与者的创新重点和定位以及随后的机会空间至关重要。AI 芯片领域

包括 2,000 多项专利家族，该专业格局说明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面临的挑战。 

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策略需要强有力的专利保护，以掌握关键技术和产品功

能。最好的知识产权管理者应该意识到，必须在有效的知识产权战略所需的水平

上分析现有的 2,000 项 AI 芯片专利，而强大的专利组合大有裨益。盲目经营会

产生劣质的专利，无法保护公司的创新投资。 

文章指出，仅分析创新主体的专利数量或专利被引频次很可能掩盖驱动建立

有效知识产权策略的关键特征，需分析包括有关基础技术实践、产品功能、预期

的收益，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以及专利与现有技术相比的创新点。尽管这种分析比

较困难，但它有助于了解公司应优先考虑的发展机会以及具体的差距，从而支持

公司提出有力的权利保护方案。其优势包括提供了对新竞争者及其关注点的重要

情报、为避免盲目措施的前瞻性建议、开发创新产品的系统路线图以及抓住创新

优势的权利保护范围。 

朱月仙  检索，田亦瑶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 https://www.iam-media.com/who-leading-ai-chips-ip-race-best-practice-in-ip-

management 

https://www.iam-media.com/case-study-comparison-of-the-ai-chips-patent-landscape 

原文标题：A case study comparison of the AI chips patent landscape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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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创新 

欧美 

欧盟委员会推出知识产权助推器计划 

2020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推出知识产权助推器（IP Booster）计划，向欧洲

大学和公共研究组织提供免费、专业的知识产权咨询服务。由欧盟委员会的专家

提供知识产权、技术和业务策略，开展项目的研究和审查，并指导最佳的知识产

权策略，以实现研究成果的价值。IP Booster 计划可提供的服务包括：帮助确定

项目智力资产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的类型和数量，以及是否需要获得第三方的知识

产权；开展专利布局设计，确定最适合自身研究的商业化途径；执行全面的尽职

调查，评估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资产的数量、质量及其未来价值；准备项目的专

利、外观设计和商标申请；提供在技术转让协议谈判方面的建议和支持。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www.iprhelpdesk.eu/news/european-commissions-ip-booster-next-deadline-28-june-

2020 

原文标题：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IP Booster: Next Deadline 28 June 2020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3 日 

欧盟推动商标域名联合申请 

2020 年 5 月，为支持商标、域名的申请人和所有权人，欧盟知识产权局

（EUIPO）和欧盟域名注册管理中心 EURid 将推动商标域名联合申请。这项合

作将对欧盟知识产权系统的用户，尤其是初创企业提供支持，帮助他们以一种联

合申请的方式获取商标和域名保护，由此在业务开始阶段就能保护自己的品牌。

目前，EUIPO 在线申请流程结束，会自动通知欧盟商标申请人其商标是否可以获

得.eu 的域名，同时，申请人和所有权人也可以设置预警，与自身商标相匹配的.eu

域名被注册后会及时收到通知。根据两组织共同商定的新工作计划，EUIPO 和

EURid 将探讨在注册.eu 域名时实施对等程序，从而使域名持有人可以查看是否

有类似名称的商标可以在 EUIPO 注册。此外，两家机构将共同开展关于申请行

为的研究，以确定优先申请商标还是域名保护。根据 EUIPO《2025 年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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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小企业的核心，EURid 的域名信息将被整合到中小企业聊天机器人、发现

指南和网络研讨会中，以进一步指导中小企业实施综合品牌保护计划。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

=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

1&p_p_col_count=2&journalId=5772664&journalRelatedId=manual/ 

原文标题：Clos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EUIPO and EURid to benefit SMEs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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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最多上传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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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esearch-plus-new-image-recognition-technology-euipo 

原文标题：eSearchplus: New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t EUIPO 

检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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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5772664&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5772664&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5772664&journalRelatedId=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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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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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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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action/view/5644669 

原文标题：Decision of the Executive Director: extension of time limits COVID-19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7 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推出 eRegister系统公测版 

2020 年 4 月 22 日，欧盟知识产权局推出 eRegister 公测版，该系统是用于访

问有关欧盟商标（EUTM）和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RCD）历史记录的新工具，

旨在以电子形式提供 EUTM 和 RCD 申请及注册相关条目的正式记录。记录按时

间排序，以便用户了解特定时间点知识产权的状态。由于记录具有可追溯性，用

户可以确定信息的更改时间、内容及原因。eRegister 简化并改进了对知识产权变

更的追踪功能，并确保记录的安全性。目前，eRegister beta 版本仅应用于测试目

的，尚不能替代 eSearch 功能或满足用户的日常需求。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

=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

1&p_p_col_count=2&journalId=5709971&journalRelatedId=manual/ 

原文标题：eRegister (beta version) launched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0 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起青少年知识产权意识提升项目 

2020 年 6 月，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发起 IP4Teen 项目，该项目旨在提

高欧洲青少年对知识产权价值、盗版和购买假冒产品风险的认识。为此，IP4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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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免费提供各种在线学习资源，包括案例研究、点击式游戏和交互式视频，以

提升青少年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敏感度。另外，项目将开发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

程（MOOC），MOOC 主要包括 6 个模块：知识产权基础、经济中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与时尚、知识产权与数字平台、知识产权与社交媒体、知识产权和电子

设备。课程开发完成后，老师们可以在课堂上使用课程的内容，使高中学生能了

解保护个人创意和创新投资成果的重要性，以及保护和尊重他人创造成果的必要

性；确认原创成果的价值和数字内容的合法来源；确认与盗版和假冒产品相关的

风险。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ip4teen-ip-basics-teenagers 

原文标题：IP4Teen - IP Basics for Teenagers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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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ef Available to 

Patent and Trademark Applicants, Patentees and Trademark Owners Affected by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USPTO 认为新冠病毒的影响属于 37 CFR 1.183 和 37 CFR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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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诉讼终止或被限制通知发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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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ip4teen-ip-basics-tee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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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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emark Trial and Appeal Board）提出异议或失效程序的时间期限。 

李姝影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relief-uspto-customers-affected-covid-19 

原文标题：Relief for USPTO customers affected by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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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和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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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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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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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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相关耗材的生产和分销。 

根据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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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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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Advisory 

Opinion）程序和司法部的“商业审查信函”（business review let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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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Simons）指出，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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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an Delrah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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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相关的紧急公共卫生

和经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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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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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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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检索，白  雪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3/ftc-doj-announce-expedited-

antitrust-procedure 

原文标题：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Justice Department Announce Expedited Antitrust 

Procedure and Guidance for Coronavirus Public Health Efforts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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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出台小微实体 COVID-19 

优先审查计划 

2020 年 5 月 10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

下小微实体专利优先审查试点计划，旨在加速 COVID-19 治疗方案的市场化。该

计划将为获得小型和微型实体资格的专利申请人提供优先审查服务，并不收取额

外费用。如果申请人反馈及时，美国专利商标局将尽可能在 6 个月内完成该专利

的审查工作。该计划要求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必须属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批准用于预防和/或治疗 COVID-19 的产品或方法。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announces-covid-19-prioritized-

examination-pilot-program-small-and 

原文标题：USPTO Announces COVID-19 Prioritized Examination Pilot Program for small and 

micro entities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11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 COVID-19响应资源中心 

2020 年 6 月 3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启动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COVID-19）响应资源中心，向利益相关者和其他感兴趣的各方提供与

COVID-19爆发相关的各类USPTO计划、项目和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的有用信息。

该资源中心可以让用户更便利的获取到关键计划的信息，包括 P4P（Patents 4 

Partnerships）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加速 COVID-19 相关技术专利申请审查速度的

COVID-19 优先审查试点计划。此外，资源中心提供有关商标假冒和消费者欺诈

的信息，以及与 COVID-19 爆发有关的国际发展最新信息。资源中心还包括指向

USPTO 公益专利代理（Pro Bono）计划的链接、自愿提前公开的专利申请以及为

发明人和小型企业提供的多种资源，数据持续更新。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launches-covid-19-response-resource-

center 

原文标题：USPTO launches COVID-19 Response Resource Center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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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宣布不加入欧洲统一专利体系 

2020 年 2 月 27 日，英国政府非正式地宣布将不参与欧洲统一专利和统一专

利法院（UPC）体系。英国首相发言人证实了这一决定，并指出，英国加入适用

于欧盟法律并受欧盟法院（CJEU）约束的法院体系，与成为一个独立自治国家

的目标不符。英国政府的决定引起了人们对统一专利法院（UPC）未来发展的新

关注。统一专利法院是一个新的国际法院，一旦成立，新法院将在审理传统欧洲

专利和具有统一效力的单一专利的纠纷方面具有专属管辖权[6]。Mayer Brown 律

师事务所评论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英国政府的决定将如何影响 UPC 的实施，特

别是考虑到迄今为止英国已参与 UPC 项目的情况：英国与德国、法国作为三大

批准国，UPC 需要英国的批准才能生效。同样，UPC 的一个中心部门也将设在

伦敦，并专门针对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利纠纷进行处理。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20/03/uk-confirms-

that-it-will-not-become-a-member-of-the-unitary-patent-and-unified-patent-court 

原文标题：UK confirms that it will not become a member of the Unitary Patent and Unified 

Patent Court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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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advice-for-rights-applicants 

原文标题：Coronavirus advice for rights applicants 

 
[6] 该专属管辖权在 UPC 过渡期间受某些例外情况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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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7 日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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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修订外观设计注册令并制定过渡措施 

随着日本专利法的部分修订，2020 年 2 月 21 日，日本内阁发布关于修改外

观设计注册令以及制定相关过渡措施的决定。该法令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正式公

布，将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行。在专利法的部分修订中，扩充了相关外

观设计制度，使得相似外观设计也能得到注册。另外，外观设计的保护期限从自

登记日起 20 年变为了自申请日起 25 年。外观设计注册令修订内容包括：在申请

基础外观设计或相关外观设计的专用实施权时，规定所有基础或相关外观设计必

须申请相同的事项。随着修订后的专利法的实施，即使基础外观设计权已过期失

效，多个相关外观设计权也可能继续存在。为防止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同时享有

专有权，制定了以下过渡措施：禁止在基础外观设计权有效期限届满后，对仍然

有效的相关外观设计权进行单独转让，并限制相关设计的专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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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meti.go.jp/press/2019/02/20200221001/20200221001.html 

原文标题：「特許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の施行に伴う意匠登録令の規定の整備及び経

過措置に関する政令」が閣議決定され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8 日 

日本停止日韩、日欧双边优先权电子交换服务 

2020 年 5 月 20 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了修订部分《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公告。

此修订后的细则将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行。日本专利局将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停止和韩国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之间的双边优先权电子交换服务。为

便于今后与韩国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之间进行优先权电子交换，日本专利局

决定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使用 WIPO DAS 平台（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

优先权文件数字接入服务）获取对方出具的优先权电子文件，以便扩大对象专利

局的范围，提高交换安全性。为此，日本专利局删除了《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关

于日韩、日欧双边优先权电子交换服务的相关规定。此前，由其他国家专利局受

理的专利申请，可以通过欧洲专利局与日本专利局进行优先权电子交换服务，在

这次细则修订中也删除了相关规定。《实用新型法实施细则》、《外观设计法实施

细则》相应部分也有所改动。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ystem/laws/rule/syoreikaisei/tokkyo/tokkyohou_20200520.html 

原文标题：特許法施行規則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省令（令和 2 年 5 月 20 日経済産業省令第

49 号）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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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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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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还在各个要点中列举了具体案例，以供审查员参考。 

谢金秀  编译 

来源： 

https://www.jpo.go.jp/system/laws/rule/guideline/patent/tukujitu_kijun/document/index/reference

_materials.pdf 

原文标题：進歩性の審査の進め方の要点と参考事例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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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www.jpo.go.jp/news/koho/info/covid19_tetsuzuki_eikyo.html 

原文标题：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より影響を受けた手続の取り扱い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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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jpo.go.jp/news/koho/info/covid19_tetsuzuki_eiky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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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商品或服务类别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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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s://www.jpo.go.jp/system/trademark/shinsa/fast/shohyo_fast-change20200201.html 

https://www.jpo.go.jp/system/trademark/shinsa/fast/shohyo_fast_faq.html 

原文标题：事業計画を立てやすい迅速な商標審査の実現～ファストトラック審査の運用

変更～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7 日 

日本专利局专利文献检索系统获得专利权 

2020 年 5 月 11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日本专利局专利文献检索系统获得

专利权的公告。为了更好地进行专利审查，保障审查的质量，日本专利局认为有

必要建立一个不断更新的全球专利文献数据库，并适当变更不同国家及地区发行

的不同语言、不同形式的专利文献的数据结构，以方便检索。为此，日本专利局

利用实验性人工智能（AI）技术等，开发了一个专利文献检索系统及其管理系统

（统称 ADPAS），能在全球范围内用所需的语言和专利类别检索专利文献，并获

得相关技术的专利权。取得专利权有助于更好地主动实施该专利文献检索系统，

同时便于日本国内用户和其他国家专利局放心使用该专利技术。据悉，日本专利

局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提出了该系统相关技术的专利申请，4 月 28 日专利公报

发行。此外，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提出了该系统的商标申请。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meti.go.jp/press/2020/05/20200511001/20200511001.html 

原文标题：特許庁が特許文献検索システムに関する特許権を取得し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0/05/20200511001/20200511001.html


知识产权动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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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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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s://search.yahoo.co.jp/amp/s/www3.nhk.or.jp/news/html/20191218/amp/k10012218631000.ht

ml%3Fusqp%3Dmq331AQNKAGYAbTFwozk1f6Ifw%253D%253D 

原文标题：和牛の遺伝資源は「知的財産」不正持ち出しを法規制へ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8 日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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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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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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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earch.yahoo.co.jp/amp/s/www3.nhk.or.jp/news/html/20191218/amp/k10012218631000.html%3Fusqp%3Dmq331AQNKAGYAbTFwozk1f6Ifw%253D%253D
https://search.yahoo.co.jp/amp/s/www3.nhk.or.jp/news/html/20191218/amp/k10012218631000.html%3Fusqp%3Dmq331AQNKAGYAbTFwozk1f6Ifw%253D%25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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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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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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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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 亿韩元（2019 年）增长至 822 亿韩元（增加 137 亿

韩元，+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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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7]”范围由中国和越南扩大至泰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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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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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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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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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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检索，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7919 

原文标题：표준특허역량강화로표준기술기반미래시장을확보한다 

检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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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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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19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19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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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足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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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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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绝知识产权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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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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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毅  编译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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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078 

原文标题：누구나 지식재산에 직접 투자하는 新 IP 투자 시장 창출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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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提供额外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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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139 

原文标题：특허청, 세계 최초로 모바일 상표출원서비스 개통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0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携手地方自治建立 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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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078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078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078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139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139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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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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7978 

原文标题：특허청,지자체와손잡고지역지식재산보호사각지대를해소해나간다! 

检索日期：2020 年 01 月 15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构建下一代知识产权网 

2020 年 3 月 2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构建适用于人工智能（AI）等最新信息

技术的“下一代知识产权网”。在第一阶段，重点开展如下内容：（1）构筑利用 AI、

机器翻译等最新技术的高质量审查系统：运用基于 AI 的商标检索系统，利用 AI

开展图像检索；连接谷歌、Kakao Talk（韩国社交软件）等 AI 机器的翻译功能，

实现无障碍全球现有文献检索；能够对专利申请书以及审查员的审查意见通知书

提供自动错误检查，提高审查效率，同时为专利申请人提供更优质的审查结果。

（2）改进申请形式，简化申请程序，如提供移动应用程序等：通过商标申请移

动应用程序打破场所限制；提供全年无休、24 小时的网络申请服务；全面改版用

户界面，通过手机能够查询手续费等专利相关内容。（3）提升电子系统性能，以

适用于开放网络体系与开放软件：用开源软件代替商用软件，能够尽快应用最新

技术并提供技术维护。 

罗  毅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mobile/BoardApp/MSilgukApp?c=1001&board_id=press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78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78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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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AI 기술을 적용한 고품질 특허서비스 제공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实行外观设计新审查标准 

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实行外观设计新审查标准。改

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证英文命名的商品名称、加强对模仿著名商标以及外观设计

专利申请的审查。审查标准未修改前，在韩国使用并未普及的外文商品名称并不

被认可。今后，仅由英文单词组成的设计行业通用商品名称（例如 Smart Watch

等）将被认可。该改革是为顺应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新型产品增多、结合国际标准

与市场实际情况而修订的。同时，由于没有明确规定的拒绝审批理由，改变部分

构成要素模仿著名商标以及外观设计的申请行为造成了市场混乱。今后将按照具

体的拒绝审批实例，加强对著名商标以及外观设计的保护。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mobile/BoardApp/MSilgukApp?c=1001&board_id=press 

原文标题：앞으로 영어 물품 명칭만으로 디자인 출원 할 수 있다!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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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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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2&pg=1&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

=17939 

原文标题：중소기업,지식재산(IP)담보대출더욱쉬워진다.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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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084 

原文标题：특허청, 세계 최초로 모바일 상표출원서비스 개통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联合产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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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2&pg=1&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39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2&pg=1&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39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2&pg=1&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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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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提高至 6%。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7921 

原文标题：특허빅테이터분석으로의료기기산업유망분야발굴 

检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9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启动国际知识产权争端战略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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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7920 

原文标题：특허청，뿌리산업에대한지식재산권보호에앞장선다! 

检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9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将提供商业秘密管理咨询服务 

2020 年 2 月 27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宣布将从 2020 年起开展首个“商业秘密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21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21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21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20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20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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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专业咨询”项目，安排专家为企业建立适合企业规模的商业秘密管理系

统。“保密性”是商业秘密获得保护的条件。但法院在判断“保密性”时需要综合该

企业的规模、经营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来考虑，企业很难确定需要采取的措施以及

商业秘密的保护程度。为此，韩国知识产权局基于 2019 年相关案例的深入分析，

设立了“商业秘密标准管理系统”，并在管理系统的基础上推出“商业秘密管理系

统专业咨询”项目，法律专家可以直接访问企业的工作场所，提出与企业实际情

况相符的商业秘密管理体系和秘密分级系统。此外，专家还会提出针对机构和人

事部门的详细管理措施，例如秘密等级分类和机密性保证措施。专家将建议需配

备的安全设备，检查措施的实施状况，并提供相关培训，以提高主管人员和职员

对商业秘密的认识水平。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kr/ip/ipnews/2020/200227a.html 

原文标题：カスタムコンサルティングで営業秘密を保護！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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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140 

原文标题：중소기업의 지재권 애로사항, 심사관이 지원한다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0 日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140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140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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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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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与 19%。其中，按照品牌分类，古驰（GUCCI）占比最大（14%），

路易威登（Louisvuit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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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7933 

原文标题：경력단절여성들,짝퉁단속으로 9,382억원피해예방효과 

检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6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组成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知识产权援助特别工作组 

2020 年 2 月 28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组成“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知识产权

援助特别工作组”，宣布即刻执行以下对策： 

1. 加强对在疫情中经济受损的企业以及抗疫相关企业（疫苗研发、隔离、

防疫、诊疗等）的支援。 

（1）受损企业以及抗疫企业在运营资本不足时，可与 7 家市中银行[8]合作，

 
[8] 在韩国全境范围内有分行的大型银行，包括韩亚银行、新韩银行、国民银行、友利银行、农协银行、韩

国产业银行、企业银行。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33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33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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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知识产权担保贷款。 

（2）针对知识产权研发与知识产权腾飞等知识产权支援政策的支持对象，

优先选择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受损的企业。 

（3）加入专利扣减政策的企业可延迟缴纳款项的时间。同时与韩国技术保

证基金会合作，对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受损的中小企业提供特别担保。 

2. 加快与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相关的专利、商标、外观设计等申请的审

查程序。 

（1）将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无法遵守法令规定时间的情况视为“免责事

由”，逐步实行补救方案。 

（2）在履行审查等知识产权政策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线下会面，积极使用

电话和视频通话等方式。 

（3）为保障快速审查、审批，逐步扩大“审查员家庭办公”的比重。 

（4）优先审查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专利、商标以及外观设计申请。 

3. 为保护由于人员撤离受影响的海外知识产权，加强监督监测。同时，加

强对网络购物的管控，阻绝影响国民安全的商品交易。 

（1）改变原定于 2020 年 5 月开始的菲律宾海外知识产权中心运营时间，加

强对在东盟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支援。 

（2）实施对网络购物平台中“K-品牌（韩流品牌）”假冒商品的监督，并及

时向韩国相关受损企业提供信息。 

（3）加强对危害国民健康假冒产品的管制，实施对假冒知识产权的调查行

动。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060 

原文标题：코로나 19 피해기업 지식재산 담보대출 우선 실행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 日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060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060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060


知识产权动态   103 

 

韩国知识产权局支援新冠疫情商业秘密保护 

韩国知识产权局将开展商业秘密保护支援计划，评估新型冠状病毒诊断、治

疗和防疫领域的中小企业的商业秘密管理现状，并采取免费培训、减免商业秘密

原始文件证明服务费等支援措施。该支援计划申请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9

日，于 2020 年 5 月 7 日正式实行。韩国知识产权局计划与相关协会磋商，为协

会会员提供商业秘密保护特别支援，例如研究生产新冠病毒诊断工具、药物、防

疫物品的中小企业所属的韩国生物医药协会、韩国医疗器械产业协会。本次特别

支援内容包括企业培训教育以提高其员工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商业秘密管理现

状评估、提供必要的商业秘密管理方案以及减免商业秘密原始文件证明服务费等。

当商业秘密管理现状评估结果为“不足”或“薄弱”时，还为企业提供专业律师有关

加强商业秘密管理体系的咨询服务。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162 

原文标题：코로나 19 관련 중소기업, 영업비밀 보호 특별지원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3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支援 

新冠病毒检测设备海外知识产权保护 

2020 年 5 月，据韩国知识产权局报道，在政府的支持下，韩国电话亭式新

型冠状病毒检测设备采取商标等法律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目前该检测设备

广受关注并向全世界出口。在确保已有相关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后，韩国先后向泰

国、俄罗斯等 9 个国家出口 300 台以上检测设备。 

2020 年 4 月 13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以召开电话亭式检测设备开发者洽谈会

为契机，与中小风险投资企业部、产业通商支援部合作，促进电话亭式检测设备

在海外的销售范围。为克服此前由于品牌力量较弱导致的海外出口限制，韩国对

电话亭式新冠病毒检测设备进行品牌开发，并迅速支援国内外专利申请，构建量

产体系。与此同时，与主要国家开展知识产权局长会议，通过与外交部和大韩贸

易投资振兴公社合作，将电话亭式新冠病毒检测设备推广至全世界。韩国知识产

权局计划制定电话亭式检测设备品质保障方案，以及参与生产韩国电话亭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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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品牌化企业的选定程序、许可标准等质量管理方案。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208 

原文标题：‘K-워크스루’ 브랜드 날개 달고 워크스루 장비 수출 급증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21 日 

国际/地区性组织 

WIPO启动成员国新冠病毒疫情 

知识产权政策跟踪工具 

2020 年 5 月 5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启动政策跟踪工具，用于跟

踪成员国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相关的知识产权政策变更或应对措

施。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局针对新冠病毒疫情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例如延

长缴费时间或宽限期。此外，许多特殊措施也正在被考虑，例如强制许可、识别

潜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等。COVID-19 政策跟踪工具最初将包含十几个国家/地

区，并定期更新，可通过数据库界面自由访问。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20/article_0010.html 

原文标题：WIPO Launches Tool to Track IP Policy Information in Member State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6 日 

WIPO上线新型冠状病毒专利检索工具 

2020 年 4 月 20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全球专利数据库

PATENTSCOPE 启动新的搜索功能，旨在促进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领

域专利的检索，帮助 COVID-19 相关研发的开展。PATENTSCOPE 的 COVID-19

检索工具提供了数十种由专利信息专家精心策划的搜索查询功能，将为科学家、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08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08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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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行业参与者和公众提供易于获取的情报来源，以

改善对新型冠状病毒等疾病的检测、预防和治疗。PATENTSCOPE 数据库包含超

过 8300 万份专利和相关文档，具有多语言搜索功能，可对专利信息进行全面搜

索，同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获得高度准确结果。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20/article_0008.html 

原文标题：WIPO Launches New Search Facility For PATENTSCOPE Database to Support 

COVID-19 Innovation Efforts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2 日 

WIPO推出智力资产防篡改证明新服务 

2020 年 5 月 27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启动了一项新的在线商业

服务 WIPO PROOF，该服务可提供任何格式的数字文件（包括数据集）在某个时

间点防篡改的证据。WIPO PROOF 帮助创新者和创业者采取可验证的行动来保

护自身从概念设计到产品开发再到商业化过程中的工作成果，是对 WIPO 现有

知识产权体系的补充。 

WIPO 指出在当今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创新和创造活动通常是全球性和协

作性的，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文件，包括商业秘密、脚本、乐谱

和其他创意作品，还包括研究结果、大数据集、人工智能算法还有各种类型的商

业记录。这些数据文件很容易被滥用或盗用。WIPO 认为这些文件都应视为智力

资产，且无论最终能否成为正式的知识产权，都应在每个开发阶段独立且安全地

记录下来。WIPO PROOF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可以在每个特定的时间点创

建资产数字文件的证据，帮助减轻未来发生法律纠纷的风险，并为最终正式的知

识产权注册奠定基础。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20/article_0012.html 

原文标题：WIPO PROOF: WIPO Introduces New Business Service That Provides Evidence of 

an Intellectual Asset's Existence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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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常规育种植物不具有可专利性 

2020 年 5 月，欧洲专利局（EPO）最高法律机构扩大上诉委员会（EBA）裁

定：仅通过基本生物学方法获得的动植物不具有可专利性。EBA 根据《欧洲专利

公约》（EPC）第 53（b）条解释了可专利性的例外情况，并裁定：不具有可专利

性的情况同时还延伸到仅通过基本生物学方法获得的动植物产品。许多公司试图

对常规育种的作物申请专利，因此欧洲委员会、许多成员国和协会呼吁对这些植

物的可专利性作出一般性的决定。EBA 还指出，为了确保法律的确定性，该决定

对 2017 年 7 月 1 日之前已授权的包含此类权利要求的欧洲专利，以及在该日期

前已提交的包含此类权利要求的欧洲专利申请不具有可追溯性。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www.iprhelpdesk.eu/news/epo-conventionally-bred-plants-not-patentable 

原文标题：EPO: Conventionally Bred Plants Not Patentable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3 日 

转移转化 

美国 

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2020 年 5 月 4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知识产权交易平台（Patents 4 

Partnerships），提供用户友好的专利检索资源库，以及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COVID-19）相关的可用于许可的专利技术，帮助 COVID-19 病毒预防、诊断

和治疗的新产品和技术推向市场，进而扩展至其他技术领域。平台将促进各种关

键技术创新的许可和商业化，并有助于有价值的专利信息的传播。该平台允许用

户通过多种方式来搜索和分类信息，包括关键词、发明人、受让人和生效日期。

平台内容来自多个公共资源，包括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联邦实验室技术转让联

盟（FLC Business）、AUTM 创新市场（AIM）、大学以及联邦机构，如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美国能源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美国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美国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数据库。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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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launches-platform-facilitate-

connections-between-patent-holders-and 

原文标题：USPTO launches platform to facilitate connections between patent holders and 

potential licensees in key technologies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6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更新 2019年专利转让数据集 

2020 年 2 月 26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网站已完成专利转让数据集

更新，包括 1970 至 2019 年的完整数据文件，现已向公众提供免费下载。该数据

集是关系型数据库，包括了专利转让和其他相关交易信息，如名称更改、业务合

并、许可协议、担保权益和留置权等。USPTO 于 2014 年首次发布该数据集，并

每年进行更新。目前，数据集包含 1970 年以来的 860 万项专利转让和其他相关

交易的详细信息，涉及约 1490 万项专利和专利申请。转让数据集下载地址：

https://www.uspto.gov/learning-and-resources/electronic-data-products/patent-

assignment-dataset。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patent-assignment-dataset-2019-data-

files-now-available 

原文标题：USPTO Patent Assignment Dataset with 2019 data files now available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8 日 

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免费许可近千项技术 

2020 年 4 月，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宣布实

施新的快速许可计划，以摆脱 COVID-19 的影响，促进技术迅速应用到市场中。

超过 1000 项 Sandia 专利技术有条件地允许任何美国公民免费用于商业用途。用

户可以通过访问快速技术应用计划的网站申请免费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快速技术应用计划授予非排他性许可，允许一个以上的人拥有同一技

术的使用权。该网站还包含 Sandia 可供许可的专利信息，以及已进入公共领域

可免费使用的技术。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share-ng.sandia.gov/news/resources/news_releases/rapid_de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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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Sandia stimulates marketplace recovery with free technology licenses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3 日 

美俄勒冈州五大学签署研究与创新合作协议 

2020 年 2 月，美国俄勒冈州五所公立大学签署了三项新协议，旨在促进研

发和合作，提升国家对研发的资助水平。协议旨在帮助俄勒冈大学（UO）、俄勒

冈健康与科学大学（OHSU）、俄勒冈州立大学（OSU）、波特兰州立大学（PSU）

和俄勒冈理工学院（OIT）研究人员减少合作障碍，充分利用彼此之间的优势。

UO 研究与创新副校长 David Conover 指出，这些举措促进大学充分利用集体力

量，为有益俄勒冈州、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发现和创新的产出做好准备。其中的一

项举措就是让研究人员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合作伙伴机构的设施和设备。协议

还为知识产权共享提供了统一的理解，因为这些知识产权的开发人员可能受聘于

多所大学或是源于合作开发，这样可以避免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之争，解决人们对

竞争凌驾于研究合作之上的担忧。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2/19/five-oregon-state-universities-sign-agreements-

to-boost-collaboration-in-research-and-innovation/#more-47277 

原文标题：Five Oregon state universities sign agreements to boost collaboration i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7 日 

美国犹他大学设立创业硕士学位 

2020 年 4 月 21 日，美国犹他大学推出一项新计划，允许商科学生在 9 个月

内启动并发展其初创企业，同时可获得硕士学位。商业创新硕士（MBC）于 2019

年秋季在该大学的大卫·埃克尔斯商学院开始，第一批学生将于下个月毕业。MBC

不仅为企业家提供 MBA 课程，还使其在实际操作环境中学习开展新业务。将初

创公司作为案例研究，使创业者能够立即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公司发展中。该学位

得到全球最大的商业教育网络协会美国国际管理教育联合会（AACSB）的认证。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4/29/u-of-utah-recognized-for-new-masters-degree-

that-allows-students-to-launch-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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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U of Utah recognized for new master’s degree that allows students to launch start-ups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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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due Fou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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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Down Experi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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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1/15/double-down-experiment-seeks-to-help-

purdue-start-ups-scale-up/ 

原文标题：‘Double Down Experiment’ seeks to help Purdue start-ups scale up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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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2/12/penn-state-program-offers-free-patent-

lawservices-to-entrepreneurs-across-the-state/ 

原文标题：Penn State program offers free patent law services to entrepreneurs across the stste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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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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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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在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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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alNewDru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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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1/08/duke-strikes-130m-partnership-to-

commercialize-more-drug-research/ 

原文标题：Duke strikes $130m partnership to commercialize more drug research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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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de Therap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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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biMed Advisors和总部位于达拉斯的Colt Ventures领投的 8000万美元的融资。

R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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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ock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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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4/01/u-of-texas-start-up-lands-80m-investment-to-

accelerate-lung-disease-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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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U of Texas start-up lands $80M investment to accelerate lung disease drugs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许可 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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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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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techlaunch.arizona.edu/news/uarizona-invention-may-help-covid-19-patients-

breathe-easier 

原文标题：UArizona Invention May Help COVID-19 Patients Breathe Easier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9 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加速器 StartX设立 

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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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X Med COVID-19 工作组，该工作组

由来自 45 家公司的科学家和医生组成。StartX Med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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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X Med 的

多家公司正在加速努力将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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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1E Lifesciences 公司和位于旧金山的 Guided Clarity 公司和位于

Los Altos 的 Globavir Biosciences 公司。StartX Med COVID-19 工作组的诊断小组

的首要目标之一是使现有的 StartX 遗传学公司能够优化其当前的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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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rd-startx-covid-19-

coronavirus-startu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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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Stanford alumni founders tackle COVID-19 with StartX task force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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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CarpeDiem 正在为客户和分许可证持有人开发应用程

序。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9/12/18/carpe-diem-technologies-licenses-

breakthrough-printed-electronics-tech-from-u-of-minnesota/ 

原文标题：Carpe Diem Technologies licenses breakthrough printe delectronics tech from U of 

Minnesota 

检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 

美堪萨斯州立大学签署抗冠状病毒药物许可协议 

2020 年 2 月 24 日，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Kansas State University 

Research Foundation，KSURF）与合成晶体制药公司（Cocrystal Pharma）签订一

项许可协议，进一步开发专有的广谱抗病毒化合物，用于治疗诺如病毒和冠状病

毒感染。根据该协议的条款，堪萨斯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授予合成晶体制药公司

其拥有的某些用于人类抗病毒化合物相关专利的独占、付费许可，合成晶体制药

公司打算进行临床前和临床开发。合成晶体制药公司总裁 Sam Lee 博士指出，此

次合作将有助于研发安全、有效的抗病毒疗法，该许可协议为公司提供了若干发

展机会，以扩展药物发现平台的广泛用途，特别是针对尚未满足医疗需求的

COVID-19 冠状病毒和诺如病毒，合成晶体制药公司将在推进这些计划时寻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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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会。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2/26/kansas-state-u-inks-license-agreement-for-

antivirals-targeting-norovirus-coronavirus/#more-47384 

原文标题：Kansas State U inks license agreement for antivirals targeting norovirus, coronavirus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7 日 

美国哈佛大学授予 Novohe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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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KitP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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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19/12/16/1960721/0/en/Novoheart-

Licenses-Harvard-Technology-to-Develop-Next-Generation-Human-Heart-in-a-Jar.html 

原文标题：Novo heart licenses Harvard technology to develop enhanced “humanheart-in-a-jar”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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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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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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s://news.uga.edu/new-research-evaluates-design-startup-accelerator-programs/ 

原文标题：New research evaluates design of startup accelerators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0 日 

其他 

WHO启动 COVID-19技术获取池 

2020 年 5 月 29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启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COVID-19）的技术获取池（COVID-19 Technology Access Pool），当前已有 30

个国家和多个国际合作机构签署协议。该平台由哥斯达黎加总统 Carlos Alvarado

于 2020 年 3 月首次倡议，旨在让所有人都能使用疫苗、检测、治疗和其他卫生

技术来对抗 COVID-19。COVID-19 技术获取池基于自愿加入原则，向国际社会

公平分享科学知识、数据和知识产权提供一站式服务。WHO 总干事谭德塞指出，

全球的团结协作对克服 COVID-19 至关重要。开放科学研究可以加速疫苗、药物

和相关技术的发现，加快产品开发。 

该平台包含五个关键内容：（1）公开披露基因序列和数据；（2）公开所有临

床试验结果；（3）鼓励政府和其他资助者在与制药公司和其他创新者的资助协议

中加入有关公平分配、可负担性和试验数据发布的条款；（4）将任何潜在的治疗、

诊断、疫苗或其他卫生技术许可给药品专利池组织（Medicines Patent Pool，MPP）；

（5）促进开放式创新模式和技术转让。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who.int/news-room/detail/29-05-2020-international-community-rallies-to-

support-open-research-and-science-to-fight-covid-19 

原文标题：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allies to support open research and science to fight COVID-

19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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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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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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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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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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实施共同研究 27383 件，较上年增加 1932 件，同比增长 7.6%。平均单件研究收

入为 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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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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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其中，专利权收入为 44 亿日元，占比 74.2%，引领知识产权收入的

增长。 

（5）实施交叉任职（cross-appointment）制度的机构共有 124 家，较上年增

加 25 家，同比增加 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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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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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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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7）成立 185 家大学初创公司，比上一年增加了 33 家，同比增长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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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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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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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王雯祎  编译 

来源：https://www.mext.go.jp/a_menu/shinkou/sangaku/1413730_00005.htm 

原文标题：平成 30 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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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增设专利商业化支持基金援助对象 

2020 年 2 月 19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的知识产权资金缺口支援基金运营机构

与新选定的首尔大学、国民大学、亚洲大学以及材料研究所签订协议。知识产权

资金缺口支援基金旨在支持知识产权检验鉴定、原型生产、技术营销等支持技术

商业化的工作，从而解决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所持有的知识产权与企业所需技术

之间的差距问题。知识产权资金缺口支援基金类似于一般基金，与一次性的支援

方式不同，通过技术转让回收技术费用，从而对其他专利技术进行再投资。韩国

知识产权局将在未来三年内，每年投放 2 至 4 亿韩元给知识产权资金缺口支援基

金，用于支持技术商业化。韩国知识产权局于 2019 年首次运行知识产权资金缺

口支援基金，共选定包括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在内的 6 个支援对象，总计支援了

18 亿韩元。首年运行成果包括成功转让/许可了 59 件专利、创收 78.7 亿韩元的

专利转让、许可费，同时回收了 47%的技术费用。 

罗  毅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mobile/BoardApp/MSilgukApp?board_id=press&c=1001 

原文标题：특허청, 대학 등의 특허 상용화를 위한 펀드 지원 밝혀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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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133 

https://www.kipo.go.kr/mobile/BoardApp/MSilgukApp?board_id=press&c=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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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특허청, 유망특허를 보유한 창업기업 발구·육성에 나선다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0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官民合作型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为搞活韩国知识产权交易市场，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将进一步推进官民合作

型知识产权（IP）交易平台构建项目。2020 年 6 月 4 日，主导该项工作的韩国发

明振兴会举行了项目启动仪式，并与 6 个民办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签订了工作协

议。IP 交易平台构建项目是指在进行知识产权交易时，韩国知识产权交易所（隶

属韩国发明振兴会）全程为民办交易机构提供相关专业性知识培训，提升民办知

识产权交易所的专业性。该项目计划至 2025 年总计培育 36 所专业交易机构。知

识产权交易所除了提供丰富经验和相关知识之外，参与机构还可以免费使用交易

平台内的信息系统，同时享有知识产权交易合约签订相关的法律及会计服务，此

外还可共同使用韩国知识产权交易所品牌，提高公信力度。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239 

原文标题：지식재산(IP) 거래시장 활성화, 민간과 공공이 함께 나선다!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8 日 

华为对外许可 RF集群连接器专利 

2020年6月3日，华为宣布已向多家连接器制造商许可MQ4/MQ5射频（RF）

集群连接器专利。这将促进标准 RF 集群连接器的大规模商业使用，促进小型化

和高度集成的基站天线和 RF 设备的发展。RF 集群连接器在一个连接器中包含

多个 RF 端口，使天线无需增加尺寸即可提供更多端口。随着移动网络的不断发

展，运营商对高度集成天线的需求日益增长，导致天线和 RF 设备上端口数量大

幅增长。更小的天线更易于部署，但更小的尺寸使其难以增加天线端口的数量。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下一代移动网络（NGMN）联盟发起了集群连接器计划，并

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推荐华为的 MQ4/MQ5 RF 集群连接器作为早期 5G 部署的

行业标准。华为表示期待与行业伙伴开展合作，通过促进 RF 设备小型化以及天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39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39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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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和基站的高度集成，加速 5G 网络的部署。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www.ag-ip-news.com/news.aspx?id=54302&lang=en 

原文标题：Huawei Grants MQ4/MQ5 RF Cluster Connector Patent Licenses to Industry Partners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3 日 

执法与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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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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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IPO-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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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动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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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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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20/january/tradoc_158561.pdf 

原文标题：Report on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ird 

countries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20 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犯罪报告 

2020 年 6 月 10 日，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和欧洲刑警组织联合发布了

知识产权犯罪和其他类型严重犯罪之间关联的报告。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假冒商品是对社会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作出回应。报告用一系列的案例

论证了多种严重犯罪，如药物犯罪、贩毒、非法持有武器、食品欺诈等如何与知

识产权犯罪产生联系。知识产权犯罪通常被视为“无害”犯罪类型，造成的伤害相

对较小，但该报告指出，知识产权犯罪除了损害整个经济和知识产权所有权人（包

括中小企业）的利益，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所为，可能会损害消费

者的健康和福祉，还会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破坏。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joint-europoleuipo-poly-criminality-report 

原文标题：Joint Europol/EUIPO Poly-Criminality Report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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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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www.epo.org/news-isues/news.2020/20200128.html 

原文标题：EPO publishes grounds for its decision to refuse two patent applications namin

g amachines inventor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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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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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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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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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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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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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对原权利与修正权利要求领域间的一般免责声明。 



知识产权动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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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本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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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www.iam-media.com/law-policy/federal-circuit-ruling-marks-out-dangers-doctrine-

equivalents-estoppel 

原文标题：Federal Circuit ruling marks out dangers of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estoppel 

检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3 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在线版权侵权追踪调查报告 

2020 年 2 月 24 日，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发布第 9 次在线版权侵权追

踪调查报告（Onlin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racker survey），调查了英国 12 岁以

上人群在线版权侵权的程度、数字行为和态度。结果表明：（1）在过去的 3 个月

中，有 25%的受访者使用过非法来源内容；（2）电子出版物（35%）和体育直播

（34%）的侵权比例均高于平均水平；（3）电影（27％）、音乐（20％）、软件（18％）

和电视（17％）的侵权比例接近或略低于平均水平；（4）电子游戏（6%）的侵权

比例明显低于其他类别。报告指出，侵权行为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可访问性。

通过非法来源获取内容相对容易，且内容非常有吸引力。报告称，大多数人认为

内容提供方对侵权问题负有责任。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nline-copyright-infringement-tracker-

survey-9th-wave 

原文标题：Onlin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racker survey (9th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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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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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www.jpo.go.jp/system/trial_appeal/shubetu-muko/keikaku_taiwa_200325.html 

原文标题：特許無効審判における複数回の口頭審尋を活用した「計画対話審理」の試行

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6 日 

美律师建议在非美国法院开展专利侵权诉讼 

2020 年 2 月 19 日，美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Tech Transfer Central）刊载了

Jesse Schwartz 的文章，该文章建议大学在美国以外的法院开展专利侵权诉讼。

文章指出，在美国开展专利侵权诉讼非常耗时且成本高，可能使组织分散对核心

业务的注意力。美国知识产权法协会（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2019 年经济调查结果显示，涉及 1000 万美元至 2500 万美元损害赔

偿的侵权诉讼可能要花费近 140 万美元，如果案件进行审判并提起上诉，则可能

要另外花费 270 万美元。涉及超过 2500 万美元损害赔偿的案件，诉讼费用至少

要 260 万美元，审判和上诉费用为 400 万美元。这些费用对大多数大学而言都是

非常高的，而且无法保证诉讼一定会成功。因此建议用将案件提交美国以外的法

https://www.jpo.go.jp/system/trial_appeal/shubetu-muko/keikaku_taiwa_2003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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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这一替代性和/或补充途径来代替昂贵、缓慢的美国诉讼。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2/19/foreign-courts-may-offer-cheaper-faster-

alternative-in-patent-infringement-litigation/ 

原文标题：Foreign courts may offer cheaper, faster alternative in pat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7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2019年知识产权诉讼报告 

2020 年 5 月 11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和韩国知识产权保护院联合发布了《2019

年知识产权动向年度报告》。报告指出，韩国企业在美知识产权诉讼案件量自

2015 年开始逐年减少。韩国企业在美涉及非专利实体诉讼（NPE）的诉讼案件量

从 2018 年的 132 件下降至 2019 年的 90 件，在韩国企业在美国境内的诉讼总量

中占比达 70%，仍然呈现较高水平。韩国知识产权局计划继续对美国 NPE 进行

监测，分析与韩国企业关联性较大的核心 NPE，为韩国企业提供争端应对基本数

据等援助。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195 

原文标题：미국 내 특허소송 감소에도 우리기업의 NPE 에 의한 피소는 여전!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14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制定《标准专利纠纷应对指南》 

2020 年 2 月，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标准专利纠纷应对指南》，以帮助中小

企业解决标准专利许可谈判问题。标准专利是指包含在国际电信联盟（ITU）、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各类标准化机构制定的标准中，

且在实施标准时必须使用的专利。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了各产业间以信息通信技

术为中心的融合，通信技术等 ICT 相关标准专利的影响力正在向所有行业扩散。

因此，预计受到标准专利纠纷影响的企业也会增加。 

为实现技术的传播和利用，标准化机构要求标准专利权人遵守公平、合理、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195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195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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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歧视原则（FRAND）。根据 FRAND 原则，与普通的专利纠纷不同，标准专利

持有人在提起侵权诉讼之前，一般被要求与被许可方进行许可谈判。韩国公平贸

易委员会就知识产权的不正当使用在审查指南中指出，对愿意从标准专利权人那

获得许可的潜在许可人提出侵权诉讼不在合法的权利范围内。与标准专利权人相

比，中小企业专业人员缺乏、相关法律信息不足，因此，在不合理的条件下签署

许可协议的风险较大。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近来韩国中小企业在面临标准专利

许可谈判时，通常会接受不合理的专利费要求。如韩国大多数电子图像设备公司

在收到标准专利池要求缴纳专利费用的侵权警告函后，未经协商就接受专利池的

要求。 

在标准专利权人通过警告函等形式要求被许可人接受许可的情况下，《标准

专利纠纷应对指南》提出了谈判各阶段的应对要领。此外,该指南包含专利许可费

计算的具体方法，防止滥收费用。还包括主要标准专利池的信息、主要标准化组

织 FRAND 许可原则、海外标准专利相关案例分析等应对标准专利纠纷时所需的

信息。 

韩国知识产权局工业产权保护政策部部长表示，发生标准专利相关纠纷时需

要参照指南进行初步应对，但在专利许可费方面仍需请专家协助。 

罗  毅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mobile/BoardApp/MSilgukApp?c=1001&board_id=press 

原文标题：표준특허 라이선스 협상은 이렇게!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1 日 

韩国工业产权争议调解委员会将外观设计 

纳入调解范围 

韩国知识产权局决定，自 2020 年 8 月起，将模仿商品外观设计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纳入工业产权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范围。企业无需支付额外的申请费用，

可在 3 个月内获得调解。调解一旦成立便具有与审判和解等同的效力。外观设计

争议中很难判断相似性，并且诉讼时间长，通过诉讼很难挽回损失。外观设计侵

权刑事诉讼平均需要 6.5 月，外观设计侵权诉讼一审通常需要 12.4 月左右，而遭

受侵权企业的平均诉讼费为 8000 万韩元。此前由于时间以及费用成本较高，发

起外观设计侵权诉讼对于权利持有人益处较小，消极应对外观设计侵权行为成为

常态。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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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

8192 

原文标题：조율하기 어려운 디자인 분쟁, ‘산업재산권 분쟁조정위원회’로 신속하게 

해결하세요!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14 日 

Lex Machina发布 2020年美国商业秘密诉讼报告 

2020 年 4 月 21 日，知识产权诉讼研究公司 Lex Machina 发布商业秘密诉讼

报告，揭示了美国《商业秘密保护法》（DTSA）出台后，商业秘密诉讼实践的发

展趋势。 

报告数据来自 Lex Machina 平台，分析了 2010 至 2019 年联邦地方法院诉讼

案例，包括《商业秘密保护法》出台以后发生的案例。《商业秘密保护法》于 2016

年生效。当商业秘密与州际贸易或对外贸易有关时，该法案允许权利人直接向联

邦法院提出申请。2019 年，在联邦地方法院的所有商业秘密案件中，72%的案件

涉及 DTSA 索赔，80%以上的商业秘密案件涉及合同索赔。报告要点如下。 

（1）由于 DTSA 的出台，商业秘密案件申请在 2015 至 2017 年间增加了

30%，2017 至 2019 年间保持稳定。 

（2）保险和金融服务公司是最活跃的原告类型。这些公司通常采用许可或

特许经营方式，如果对方在合作关系结束时没有归还相关资料，他们就会提起盗

用商业秘密的诉讼。 

（3）最活跃的律师事务所以雇佣法业务著称。 

（4）2010 至 2019 年，排名靠前的原告有 Littler Mendelson、Ogletree Deakins

和 Seyfarth Shaw 等公司。 

（5）2019 年，费舍尔&菲利普律师事务所（Fisher&Phillips）是排名最高的

原告代理律师事务所，共代理 33 起案件，其中 30 起涉及 DTSA 索赔。 

（6）2019 年，最活跃的原告是 DiscoverOrg Data 公司。该公司从事情报软

件销售业务，并起诉那些未经授权访问其数据库的当事人。 

（7）在商业秘密法中，禁令对于阻止信息流动非常重要。实践中有大量通

过合意判决颁布的禁令。 

（8）在过去十年中，超过 1000 个案件被授予永久禁令。 

（9）2019 年，法院判决损害赔偿的商业机密案件比 2018 年少，但总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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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更大。 

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s://lexmachina.com/media/press/lex-machina-releases-2020-trade-secret-litigation-

report/ 

原文标题：Lex Machina Releases 2020 Trade Secret Litigation Report Highlighting Ten Years of 

Legal Analytics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7 日 

技术观察 

吉利德科学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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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感染肺炎患者表现出治疗

疗效，现正在开展针对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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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o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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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感染病例的论文，其中介绍了美国首例 COVI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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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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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FirstCaseof2019NovelCoronavirusintheUnitedStates.[2020-2-1].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
oa2001191?query=featured_home 

https://lexmachina.com/media/press/lex-machina-releases-2020-trade-secret-litigation-report/
https://lexmachina.com/media/press/lex-machina-releases-2020-trade-secret-litigatio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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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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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desiv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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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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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感染的爆发。

目前，吉利德公司与美国食药监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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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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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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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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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5734 

系 统 （ IUPAC ） 命 名 名 称 ： 2-ethylbutyl(2S)-2-[[[(2R,3S,4R,5R)-5-(4-

aminopyrrolo[2,1-f][1,2,4]triazin-7-yl)-5-cyano-3,4-dihydroxyoxolan-2-yl]methoxy-

phenoxyphosphoryl]amino]propanoate 

 
[12]GileadSciencesStatementontheCompany’sOngoingResponsetothe2019NovelCoronavirus(2019-nCoV).[2020-
2-1].https://www.gilead.com/news-and-press/company-statements/gilead-sciences-statement-on-the-company-ong
oing-response-to-the-2019-new-coronavirus 

[13]瑞德西韦临床试验正式在武汉启动：入组患者 761 例.[2020-2-5].http://news.ifeng.com/c/7tp64E5fJlT 

[14]新冠肺炎将有“特效药”？今起临床试验，入组病人 270 名.[2020-2-3].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

s/2020/2/435343.shtm. 

http://news.ifeng.com/c/7tp64E5fJ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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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登记号：1809249-37-3 

分子式：C27H35N6O8P 

摩尔质量：602.58g•mol-1 

分子靶点：RNA-dependentRNApolymerase(Rd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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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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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PubChem:Remdesivir(Compound).[2020-2-2].https://pubchem.ncbi.nlm.nih.gov/compound/Remdesivir 
[16]Cortellis.[2020-2-5].https://www.cortellis.com/intelligence/qsearch/Remdesivir?indexBased=true&searchCate
gory=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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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吉利德公司 remdesivir 相关专利分布 

公开（公告）号 名称 
法律 

状态 

INPADOC专利家族（件） 

总数 US JP AU KR EP WO CA CN 其它 

WO2012012776A1 用于治疗副黏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和化合物 

多个国

家获得

授权 

35 4 2 4 2 0 1 1 2 19 

US9724360B2 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授权 61 5 5 4 3 2 3 2 2 32 

US20160122356A1 制备核糖核苷的方法 在审 61 5 5 4 3 2 3 2 2 32 

US9949994B2 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授权 61 5 5 4 3 2 3 2 2 32 

US10251904B2 治疗沙粒病毒科和冠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授权 12 2 1 1 1 1 1 1 1 3 

WO2017184668A1 治疗黄病毒感染的方法 
PCT-有

效期满 
1 0 0 0 0 0 1 0 0 0 

US10251898B2 治疗丝状病毒科病毒感染的方法 授权 61 5 5 4 3 2 3 2 2 32 

US20180346504A1 

(S)-2-Ethylbutyl2-(((S)-(((2R,3S,4R,5R)-5-(4-aminopyrrolo[2,1-

F][1,2,4]triazin-7-yl)-5-cyano-3,4-dihydroxytetrahydrofuran-2-

yl)methoxy)(phenoxy)phosphoryl)amino)propanoate的结晶形式 

在审 7 1 0 1 0 0 1 1 1 2 

US2019008352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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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审 4 1 0 0 0 0 1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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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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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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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d Compounds for Treating Paramyxoviridae 

Virus Infections 

优先权信息：US61366609 20100722 

发明人：MACKMAN Richard L; PARRISH Jay P; RAY Adrian S; 

THEODORE Dorothy Agnes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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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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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119 项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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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or Treating Filoviridae Virus Infections 

优先权信息：US62105619 20150120; US62072331 20141029 

发明人：Byoung Kwon Chun; Michael O' Neil Hanrahan Clarke; 

Edward Doerffler; Hon Chung Hui; Robert Jordan; Richard L Mackman; 

Jay P Parrish; Adrian S Ray; Dustin Siegel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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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eva 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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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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题名：Method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Ribosides 

优先权信息：US62105619 20150120; US62072331 20141029 

发明人：Steven Donald Axt; Pavel Robertovich Badalov; Katrien Brak; 

Silvio Campagna; Andrei Chtchemelinine; Edward Doerffler; Morin 

Mae Frick; Detian Gao; Lars V Heumann; Brittanie Hoang; Willard 

Lew; Robert Ronald Milburn; Sean Timothy Neville; Bruce Ross; Erik 

Rueden; Robert William Scott; Dustin Siegel; Andrew C Stevens; 

Clarissa Tadeus; Tiago Vieira; Andrew W Waltman; Xianghong Wang; 

Mark Charles Whitcomb; Lydia Wolfe; Chia Yun Yu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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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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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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or Treating Filoviridae Virus Infections 

优先权信息：US62105619 20150120; US62072331 20141029 

发明人：Byoung Kwon Chun; Michael O' Neil Hanrahan Clarke; 

Edward Doerffler; Hon Chung Hui; Robert Jordan; Richard L Mackman; 

Jay P Parrish; Adrian S Ray; Dustin Siegel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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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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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or Treating Arenaviridae and Coronaviridae Virus 

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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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信息：US62239696 20151009; US62219302 20150916 

发明人：Michael O' Neil Hanrahan Clarke; Joy Yang Feng; Robert 

Jordan; Richard L Mackman; Adrian S Ray; Dustin Siegel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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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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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or Treating Flaviviridae Virus Infections 

优先权信息：US62325419 20160420 

发明人：CLARKE Michael O' Neil Hanrahan; JORDAN Robert; 

MACKMAN Richard L; RAY Adrian S; SIEGEL Dustin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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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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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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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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or Treating Filoviridae Virus Infections 

优先权信息：US62105619 20150120; US62072331 20141029 

发明人：Byoung Kwon Chun; Michael O' Neil Hanrahan Clarke; 

Edward Doerffler; Hon Chung Hui; Robert Jordan; Richard L Mackman; 

Jay P Parrish; Adrian S Ray; Dustin Siegel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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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eva 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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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16 项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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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triazin-7-yl)-5-cyano-3,4-dihydroxytetrahydrofuran-2-yl)methoxy) 

(phenoxy) phosphoryl)amino)propanoate 的结晶形式 

基本信息 公开（公告）号：US20180346504A1 

申请号：US15964597 

申请日：2018 年 4 月 27 日 

原始题名：CRYSTALLINE FORMS OF (S)-2-ETHYLBUTY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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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RIAZIN-7-YL)-5-CYANO-3, 4-

DIHYDROXYTETRAHYDROFURAN-2-YL)METHOXY) 

(PHENOXY) PHOSPHORYL)AMINO)PROPANOATE 

优先权信息：US62492364 20170501 

发明人：Katrien Brak; Ernest A Carra; Lars V Heumann; Nate Larson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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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thylbutyl 2-(((S)-

(((2R,3S,4R,5R)-5-(4-aminopyrrolo[2,1-F] [1,2,4]triazin-7-yl)-5-

cyano-3,4-dihydroxytetrahydrofuran-2-yl)methoxy) (phenoxy) 

phosphoryl)amino)propano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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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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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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s Comprising an RNA Polymerase Inhibitor and 

Cyclodextrin for Treating Viral Infections 

发明人：Nate Larson 

专利权人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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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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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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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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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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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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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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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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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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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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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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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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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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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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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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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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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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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此处表述引用专利公开文本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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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治疗人的马尔堡病毒感染的药剂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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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 或式 V-b 化合物的方法。 

权利要求 10：制备式 XI-a 化合物的方法。 

权利要求 13：制备式 XI-a2 化合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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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16：制备式 XI-b 化合物的方法。 

权利要求 19：制备式 XI-c 化合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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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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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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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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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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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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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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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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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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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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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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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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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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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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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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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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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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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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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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无人车、无人机、无人船/艇等无人平台技术已经成为自控领域的研究热点，

它们在战争、救灾、勘探、物流等领域有着巨大应用潜力。同时，多体无人平台之间

的相互协同协作，能够完成相比单体平台作业更复杂更多样化的任务。因此，分析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情况，对于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无人平台技术具有较

强的参考价值。本文利用德温特创新数据库（Derwent Innovation），分析了无人平台

协同技术相关专利的数量趋势、主要国别、主要技术类型和主要专利申请人等。 

本文分析的无人平台协同技术涵盖了较广泛的多体无人平台概念，其中以多

体化的无人车、无人飞行器和无人船（艇）之间的相互协同为主。 

无人车是当前自动控制领域研究的热点。一方面在道路交通中，该技术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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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通安全、效率、舒适性、便利性等方面存在巨大潜力。另一方面，在一些特

殊场合，如战场、救灾、有毒害环境、野外等不适合人员工作的场景，可以实现

车辆的自主/半自主作业。无人飞行器是指可以在无人驾驶情况下以自主或遥控

方式飞行，能够完成特定任务的飞行器，也称为空中机器人，最初的无人飞行器

多为军用，近年来则逐渐转向民用，在通信、气象探测、灾害监测、地图测绘、

地质勘测、人员搜救、目标追踪、制导与导航、农业灌溉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无人船（艇）作为人类探索和开发海洋的有效工具有着无人化、智能化等特点，

能够替代人类完成危险性更高更复杂的任务，近年来无人船（艇）在民用和军事

领域逐渐得到应用。 

无人平台的队列、集群、协同技术是无人平台技术的延伸，无论无人车、无

人飞行器还是无人船（艇），无人平台的工作方式已经由原来的单一作业方式发

展为协同控制作业方式。通过平台通讯实现机器编队行动，由多个无人平台协同

合作可以完成单一个体无法完成的任务，如搜救、反恐、导航、探测、测绘等，

其效率比单一作业更有优势。因此，研究多无人平台的协同感知、控制问题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专利角度对多无人平台的协同技术进行了分析。 

1.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总体申请趋势 

本文借助 Derwent Innovation 数据库，共检索得到无人平台协同技术相关专

利族共 4165 项（数据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0 日）。全球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

利申请趋势（基于最早优先权年）如图 14 所示。由于我国在该领域专利申请数

量突出，图 14 中特别将最早优先权为中国的专利与非中国专利的申请趋势进行

了对比。 

从图 14 可以看出，无人平台协同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在 2010 年前较少，且主

要以国外专利为主，中国相关专利申请始于 2006 年。2010 年后，无人平台协同

技术相关专利数量开始逐渐增多，直至 2014 年，国内外在该领域的专利数量均

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2014 年后，全球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的数量开始呈

现大幅度增长，不过这种增长主要源自中国相关专利申请的爆发。2014 至 2015

年间，中国无人平台协同专利的数量从 64 项暴增一倍以上，达到 173 项，并在

随后几年中持续大幅增长。相比之下，非中国专利的增长趋势比较平缓，2014 至

2017 年间，相关专利数量从 96 项增长至 305 项，且在 2017 年形成顶峰。 

据此推测，无人平台协同技术的蓬勃发展始于 2010 年，在 2010 至 2015 年

间，中国与世界发展基本同步，2015 年以来，全球相关技术的发展有较大幅度的

爆发，但其主要驱动因素来自于中国的大量申请，中国以外的相关专利申请虽然

也有所提升，但幅度远低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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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全球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单位：项） 

2.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主要技术类别 

表 5 从 IPC 分类号的角度统计了 4165 项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的技术分类

情况。分析表明，无人机协同专利技术主要聚集在三大领域：（1）物理类，即多

无人机的控制与调节、数据计算和处理分析、测量测试以及信号装置等，这也是

无人机协同技术专利占比最多的类别；（2）作业与运输类，这部分多与无人平台

的装置结构相关，包括飞行器及相关装置、车辆控制系统与装置、传送系统等；

（3）电学类，主要包括无人机通信技术、发电变电与配电技术以及基本电气元

件等。 

借助 IPC 的大组与小组分类，对无人平台协同的技术分类进一步细分发现，

超过三分之一的专利集中于无人平台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控制领域，包括

三维的位置或航道的同时控制（G05D-0001/10，804 项）；二维的位置或航道控制

（G05D-0001/02，468 项）；一般性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控制（G05D-0001/00，

344 项）。 

其他占比较高的技术领域还包括：特殊用途的飞行器（B64C-0039，512 项）；

无人平台的程序控制（G05B-0019，344 项）；无人平台的导航技术（G01C-0021，

295 项）；利用无人平台进行物流管理的数据计算处理（G06Q-0010，263 项）；旋

翼机（B64C-0027，179 项）；飞机设备（B64D-0047，178 项）；无线通信网络设

施（H04W-0004，173 项）；无人飞行器的交通控制系统（G08G-0005，170 项）；

无线电传输系统（H04B-0007，170 项）；无人车的交通控制系统（G08G-0001，

160 项）；数字传输装备与系统（H04L-0029，156 项）；地面装置或航空母舰甲板

装置（B64F-0001，134 项）；网络拓扑技术（H04W-0084，118 项）；在飞行中抛

投、弹射、释放或接收物品、液体或类似物资（B64D-0001，114 项）；卫星定位

技术（G01S-0019，110 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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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 IPC 分类统计（单位：项） 

G物理

（2788

） 

G05控

制调节

（1657

） 

G05D-0001陆地、

水上、空中或太空

中的运载工具的位

置、航道、高度或

姿态的控制，例如

自动驾驶仪

（1492） 

G05D-0001/10 三维的位置或航道的同时控

制（804） 

G05D-0001/02 二维的位置或航道控制

（468） 

G05D-0001/00陆地、水上、空中或太空中的

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的控

制，例如自动驾驶仪（344） 

G05B一般的控制或

调节系统；这种系

统的功能单元；用

于这种系统或单元

的监视或测试装置

（243） 

G05B-0019程序控制系统（344） 

G05B-0013自适应控制系统，即系统按照一

些预定的准则自动调整自己使之具有最佳性

能的系统（82） 

G06计

算；推

算；计

数

（733） 

G06Q专门适用于

行政、商业、金

融、管理、监督或

预测目的的数据处

理系统或方法

（364） 

G06Q-0010 行政；管理（263） 

G06Q-0050特别适用于特定商业领域的系统

或方法（135） 

G06F电数字数据处

理（209） 

G06F-0017特别适用于特定功能的数字计算

设备或数据处理设备或数据处理方法（94） 

G06F-0003用于将所要处理的数据转变成为

计算机能够处理的形式的输入装置；用于将

数据从处理机传送到输出设备的输出装置

（40） 

G06T一般的图像数

据处理或产生

（88） 

G06T-0007 图像分析（51） 

G06T-0017用于计算机制图的3D建模（25） 

G01测

量；测

试

（669） 

G01C测量距离、水

准或者方位；勘

测；导航；陀螺

仪；摄影测量学或

视频测量学

（356） 

G01C-0021导航（295） 

G01C-0011摄影测量学或视频测量学（30） 

G01S无线电定向；

无线电导航；采用

无线电波测距或测

速；采用无线电波

G01S-0019 卫星无线电信标定位系统；利用

这种系统传输的信号确定位置、速度或姿态

（110） 

G01S-0005通过确定两个或更多个方向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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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射或再辐射的

定位或存在检测；

采用其他波的类似

装置（254） 

置线的配合来定位；通过确定两个或更多个

距离的配合进行定位（62） 

G01S-0013使用无线电波的反射或再辐射的

系统，例如雷达系统；利用波的性质或波长

是无关的或未指明的波的反射或再辐射的类

似系统（48） 

G08信

号装置

（442） 

G08G交通控制系

统（329） 

G08G-0005空中航行器的交通控制系统

（170） 

G08G-0001道路车辆的交通控制系统（160） 

G08C测量值、控制

信号或类似信号的

传输系统（76） 

G08C-0017按采用的无导线电气线路表征的

信号传送装置（74） 

G08B信号装置或呼叫装置；指令发信装置；报警装置（48） 

B作业；

运输

（1420

） 

B64飞行

器；航

空；宇

宙航行

（924） 

B64C飞机；直升飞

机（702） 

B64C-0039其他飞行器（526） 

B64C-0027旋翼机；其特有的旋翼（179） 

B64C-0001机身；机身，机翼，稳定面或类

似部件共同的结构特征（50） 

B64D用于与飞机配

合或装到飞机上的

设备；飞行衣；降

落伞；动力装置或

推进传动装置在飞

机中的配置或安装

（385） 

B64D-0047其他类目不包含的设备（178） 

B64D-0001在飞行中抛投、弹射、释放或接

收物品、液体或类似物资（114） 

B64D-0045其他类目不包括的飞机指示装置

或防护装置（59） 

B64F与飞机相关联

的地面装置或航空

母舰甲板装置

（164） 

B64F-0001地面装置或航空母舰甲板装置

（134） 

B60一般

车辆

（249） 

B60W不同类型或

不同功能的车辆子

系统的联合控制；

专门适用于混合动

力车辆的控制系

统；不与某一特定

子系统的控制相关

联的道路车辆驾驶

控制系统（79） 

B60W-0030不与某一特定子系统的控制

（58） 

B60W-0050不与某一特定子系统的控制相关

联的道路车辆驾驶控制的控制系统的零部件

（26） 

B60W-0040不与某一特定子系统的控制相关

联的道路车辆驾驶控制系统的驾驶参数的判

断或计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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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0L电动车辆动力

装置; 车辆辅助装

备的供电; 一般车

辆的电力制动系统; 

车辆的磁悬置或悬

浮；电动车辆的监

控操作变量；电动

车辆的电气安全装

置（86） 

B60L-0053特别适用于电动车辆的电池充电

方法；充电站或为此的充电设备；电动车辆

中储能元件的更换（45） 

B60L-0011/18用车辆内部电源的电力牵引

（27） 

B60R 不包含在其他类目中的车辆、车辆配件或车辆部件（28） 

B65 输

送；包

装；贮

存；搬

运薄的

或细丝

状材料

（94） 

B65G运输或贮存装

置，例如装载或倾

卸用输送机、车间

输送机系统或气动

管道输送机（87） 

B65G-0001在仓库或库房内贮存单个的或顺

序布置的物件（45） 

B65G-0035/00其他类不包含的机械输送机

（22） 

H电学

（880） 

H04电

通信技

术

（715） 

H04W无线通信网

络（361） 

H04W-0004专门适用于无线通信网络的业

务；其设施（173） 

H04W-0084网络拓扑（118） 

H04L数字信息的传

输（236） 

H04L-0029装置、设备、电路和系统（156） 

H04L-0012数据交换网络（83） 

H04B 传输（220） 
H04B-0007无线电传输系统，即使用辐射场

的（170） 

H04N图像通信

（145） 

H04N-0007电视系统（95） 

H04N-0005电视系统的零部件（49） 

H02发

电、变

电或配

电

（123） 

H02J供电或配电的

电路装置或系统；

电能存储系统

（95） 

H02J-0007用于电池组的充电或去极化或用于

由电池组向负载供电的装置（82） 

H02J-0050用于无线供电或配电的电路装置或

系统（17） 

H01基

本电气

元件

（65） 

H01Q天线（30） 

H01M用于直接转变化学能为电能的方法或装置，例如电池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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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国家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申请情况 

图 15 展示了在无人平台协同技术领域，全球主要国家的专利数量分布情况。

中国以 2765 项居于首位，专利数量远超其他国家，是排名第二美国（724 项）的

近四倍。其它主要申请国家还有韩国（274 项）和日本（113 项），欧洲国家和俄

罗斯在该领域的专利布局比较少。 

 

图 15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领域主要国家专利数量（单位：项） 

图 16 对比分析了中、美、韩、日、德专利申请随年份变化的情况。可以看

出，中国作为无人平台协同技术领域专利最多的国家，最早专利申请出现于 2006

年，随后申请数量逐年上升。美国是较早在该领域申请专利的国家，专利总量排

在中国之后，同时美国近年来在该领域的专利数量也有一定增长，但增长幅度有

限。韩国在本世纪初也有一定专利申请，但与美国相比数量较少。近 10 年来，

随着无人平台技术的发展，韩国相关专利数量也有较大幅度增长，不过在最近的

2 至 3 年间，数量增长也有所停滞。日本在无人平台协同领域也有一定数量的专

利申请，近 5 年来数量有一定程度增多，但总体变化不大。德国在该技术领域与

前四国相比并不突出，在最早的专利申请时间上仅略早于中国，且中间有多年无

申请，近年来尽管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有所上升，但基数小，增长幅度低，总体数

量仍然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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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中美韩日德五国无人平台协同技术领域专利申请变化对比 

4.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 

图 17 给出了无人平台协同技术领域的 Top 20 专利权人。可以看出，除 5 家

国外企业和 3 家国内企业以外，其余均为中国高校。中国高校在无人平台协同技

术领域开展了较业界和全球其他研究机构更多的研究工作，而中国企业对该技术

专利申请热度则相对偏低。 

在该技术领域排名靠前的 5 家中国高校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

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3 家中国企业分别

是国家电网、江西洪都航空工业公司和深圳大疆公司。5 家国外企业分别是 IBM

公司、沃尔玛阿波罗公司、ZOOX 公司、谷歌公司和波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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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 Top 20 专利权人（单位：项） 

图 18 给出了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 Top 5 国内机构和 Top 5 国外机构专利

申请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无人平台协同技术的研

究起步较早，2007 年就开始申请相关专利，并在该领域一直较为活跃。哈尔滨工

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西北工业大学进入该领域的时间则稍晚，约在

2010 年前后。合肥工业大学从事相关研究开始的时间则更晚一些，约在 2013 年。

近年来，这些主要高校在无人平台协同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在 Top 5 的国外企业中，部分企业专利申请时间较早，还有部分企业的申请

集中在部分年份，这与我国大学近年来的持续且递增的申请情况存在差异。IBM

公司是申请较早的企业，早在 2005 年即有相关专利申请，不过中间有较长时间

的中断，直至 2012 年，才重新出现相关专利申请，且在 2016 至 2017 年有较大

幅度增加。沃尔玛阿波罗公司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起步时间很晚，约在 2015 年

前后开始出现相关专利，同时 2016 至 2018 年间也产生了较多新的专利。ZOOX

公司作为美国硅谷一家从事无人车技术开发的新兴企业，在 2015 年申请了大量

无人车编队相关专利，但随后即转为沉寂，并未持续产出相关技术。谷歌公司在

无人驾驶领域有大量投入，在无人平台协同领域，谷歌的专利主要申请于 2012

至 2015 年间，随后的专利产出则较少。波音公司作为航空业的巨头，介入该无

人机协同领域的时间略晚于 IBM，在 2006 年即出现了相关专利申请，其大部分

专利也主要申请于 2012 至 2015 年间，近年来申请数量也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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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无人平台协同领域国内外 Top 5 机构相关专利随时间变化情况 

图 19 从 IPC 分类角度对比了无人平台协同领域国内外 Top 5 机构在技术类

别上的异同，该图选择了全球无人平台协同专利分布最多的十个 IPC 小组进行对

比。可以发现，国内 Top 5 高校的研究重点基本集中在对无人平台位置、航道、

高度或姿态的控制技术领域（G05D-001），各校该领域的相关专利占比基本在 60%

左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该领域的专利占比尤其高。除合肥工业大学以外，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在该领域

占比次高的专利是关于距离、方位等的测量和导航技术（G01C-0021），特别是哈

尔滨工程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两所学校在无人平台协同测量与导航方面

有更多专利布局。合肥工业大学与其他四所高校略有不同，除控制技术外，在数

据的处理领域有较多布局（G06Q-0010）。 

国外 5 家企业与我国高校的专利技术布局有比较显著的差别。尽管最多的专

利也是无人平台的控制技术，但比例比国内偏低，只有 30%至 50%的专利属于这

一领域，其中谷歌公司在控制技术领域（G05D-001）专利占比最高，但也不到

50%。相对而言，国外企业在无人飞行器的结构装置上（B64C-0039）有更多专

利布局，如 IBM、沃尔玛和波音公司，均有相当比例的专利属于这类技术子领域。

此外，IBM 公司在飞行器的交通控制系统领域（G08G-0005）有较多专利布局；

沃尔玛公司在数据处理领域（G06Q-0010）的专利占比较多；ZOOX 和谷歌公司

在无人车交通控制系统领域（G08G-0001）布局较多。波音公司在除控制技术和

飞行器结构领域之外，其他领域技术的分布较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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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无人平台协同领域国内外 Top 5 机构技术类别对比[19] 

5. 小结 

无人平台协同是相对较新的一项技术，近年来全球在该领域的研究逐渐增多，

相关专利申请在 2014 年前后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相关专利申

请剧增主要是由中国机构，特别是中国高校拉动的。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主要分布在三大技术领域，包括多无人平台的控制与数据

计算测量领域，无人机的硬件设计领域，以及多无人平台通信、电储能和电气元

件领域。三大领域中，占比最高的是多无人平台的控制技术，特别是对其位置、

航道、高度和姿态的控制技术。 

中国是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专利数量约是排名第二的美

 
[19] IPC 分类号说明 

G05D0001：陆地、水上、空中或太空中的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的控制，例如自动驾驶仪 

B64C0039：其他飞行器 

G01C-0021：导航 

G06Q0010：专门适用于行政、管理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 

G08G0005：空中航行器的交通控制系统 

B64D-0047 ：用于与飞机配合或装到飞机上的设备；飞行衣；降落伞；动力装置或推进传动装置在飞机中

的配置或安装 

B64C0027：旋翼机；其特有的旋翼 

H04W0004：专门适用于无线通信网络的业务；其设施 

G08G0001：道路车辆的交通控制系统 

H04B-0007：无线电传输系统，即使用辐射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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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 4 倍，尽管专利出现时间晚于美国韩国和日本，但近年来增速迅猛。在专利

数量排名最多的 Top 20 机构中，中国高校占据了 12 席，中国企业占 3 席，其余

5 家均为美国企业。中国高校在该领域近年来的表现越来越活跃，而美国企业近

年表现较活跃的只有 IBM 和沃尔玛阿波罗公司，其余 3 家企业近年来较少申请

相关专利。 

中国高校在无人平台协同领域的技术主要集中在对多无人平台的控制方面，

其次是测量和导航技术。国外企业尽管对于控制技术也有较多布局，但力度不如

中国高校，他们还关注无人机相关硬件的制造，如 IBM、沃尔玛阿波罗和波音，

同时国外各企业在交通控制、数据处理等领域各有擅长。 

姜  山（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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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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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NA 折纸技术 

DNA 折纸技术（DNA origa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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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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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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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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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将持高不下（图 20）[20]。 

 
图 20  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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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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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0] 受专利公开滞后影响，近 3 年的专利量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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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全球专利地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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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为主（图 23）。 

 

图 23  全球主要研发机构专利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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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动态   161 

 

质体、含有抗原或抗体的医药配置品等（图 24）。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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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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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智能纳米机器调控肿瘤微环境专利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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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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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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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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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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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导和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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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竞争态势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 incoPat 数据库收录的专利数据，对 1999-2018 年全球精准农业领

域的专利申请情况进行分析。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探讨精准农业领域的全球

专利态势、技术研发热点、主要国家的科研水平、重要专利申请人的研发布局。研究

发现，近二十年，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研发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信息采集传感器和变

量作业装备是研发热点；中国、美国、日本是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中国进入该技术

领域较晚但取得了重大进步；国外机构在信息采集技术和变量作业技术主题占据主

导优势，相关研究机构努力的方向是形成核心技术优势、提高专利影响力、增强专

利海外布局和促进技术成果转化。 

精准农业（Precision Agriculture）是基于 3S 技术、传感器技术、物联网等现

代化技术手段，实现对耕种过程进行精准控制，对作物长势、受灾等各方面的情

况进行精准监测，根据监测情况精准调节耕作投入，实现精准耕作、精准灌溉、

精准施肥施药、精准播种、精准收获，以最少的投入实现同等或更高收益。精准

农业是目前最有吸引力的前沿性农业科学研究领域，促使人们对科学利用农业资

源潜力和农作物生产经营管理进行深刻反思与变革。推广、实施精准农业，是实

现农业现代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之一，将为中国全面推进“四个现代

化”、乡村振兴战略尤其是乡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专利文献汇集技术、经济、法律信息于一体，最能反映最新的研究开发及技

术创新水平。本文通过调研分析全球精准农业领域专利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和可

视化方法，展现精准农业专利技术的发展态势和研发活动特点，为我国相关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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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开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信息。本文以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

incoPat 专利数据库作为检索来源，通过关键词和专利分类号进行组合检索，选

用发明专利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申请号合并作为专利篇数（件）统计，进行

简单同族合并进行专利家族数（项）统计，专利申请时间选择是 1999-2018 年，

检索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13 日。 

1.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1999-2018 年期间，全球申请精准农业领域专利共计 6985 项（9455 件），专

利申请趋势如图 26 所示。1999-2012 年，相关专利数量增长缓慢，其主要驱动因

素是 GPS、GIS 和 RS 技术对农业的影响日渐明显；2013 年后，随着传感器技术

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精准农业技术进一步迭代更新，专利数量大幅度增长，

精准农业技术进入繁荣发展阶段。由于专利申请到公开最长有 18 个月迟滞，截

止检索日，2018 年还有部分专利申请尚未公开。 

 

图 26  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2.关键专利技术 

本研究根据功能将精准农业技术分为五大分支，分别为信息采集和传输、信

息处理、变量作业、集成系统和装备自动化技术。其中信息采集和传输的专利数

量最多（3327 项），排名第二的是变量作业（2867 项），其次是集成系统（1158

项），最后是装备自动化（805 项）、信息处理系统（759 项）。 

各类型的专利申请趋势如图 27 所示，总体看来，五种类型的专利数量增长

趋势与专利总数趋势保持一致，专利数量前期增长缓慢，2013 年后增长明显。其

中信息采集和传输技术、变量作业技术两类的专利数量占据主导优势，增长趋势

最为明显，特别是 2014 年之后增长迅速；集成系统、装备自动化和信息处理技



知识产权动态   165 

 

术专利数量并驾齐驱，增长也较为明显。 

 

图 27  精准农业领域分支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对专利文献进行专利地图聚类，如图 28 所示，目前全球精准农业领域专利

活动大致分为以下 6 个主题：（1）土壤、作物、病虫害及气象信息采集；（2）数

据采集、图像处理；（3）农业机械和变量作业装备控制；（4）专家系统和模拟系

统；（5）系统集成和智能控制系统；（6）作业部件及其装备自动化。其中土壤、

作物、病虫害及气象信息采集，农业机械和变量作业装备控制，系统集成和智能

控制系统是当前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研发活动的热点主题。 

 

图 28  精准农业专利技术专利地图 

信息采集和传输技术是精准农业的源头环节，土壤、气象、作物生长和病虫

草害等田间信息是精准农业实践的基础和前提。当前信息采集和传输技术主要包

括：全球定位导航系统、遥感技术、信息采集传感器、机器视觉和信息传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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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所示，信息采集和传输技术领域专利数量最多的技术主题是信息采集传感

器，接下来依次是机器视觉、全球定位导航系统、信息传输技术和遥感技术。信

息采集传感器专利以气象信息传感器专利最多，远超于排名其后的土壤信息传感

器，再次是作物病/虫/草害传感器、作物生长传感器和畜牧/水产养殖信息传感器。

机器视觉专利以图像采集和图像处理技术为主要构成。 

变量作业是指按区内要素的空间变量数据精确设定和实施最佳播种、施肥、

灌溉、用药、收割等多种农事操作。变量作业装备领域专利数量最多的是变量灌

溉机和变量播种/插秧机，其次是智能收割机、变量施肥机、变量农药喷洒机和畜

牧/水产管理控制。变量作业导航利用最多的是速度传感器，其次是红外传感器、

雷达、激光传感器、惯性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最后是陀螺仪、地磁方位传感

器。 

表 7  精准农业专利技术构成（单位：项） 

一级技术分支 二级技术分支 三级技术分支 

信息采集和传输

（3327） 

全球定位系统导航（320）   

遥感技术（247）   

信息采集传感器（1885） 

气象信息传感器（786） 

土壤信息传感器（273） 

作物病/虫/草害传感器（188） 

作物生长信息传感器（172） 

畜牧/水产养殖信息传感器

（166） 

作物流量传感器（113） 

产品信息传感器（87） 

其他传感器（113） 

机器视觉（640） 

摄像头（71） 

图像采集（342） 

图像处理（228） 

信息传输（312） 
传输网络（258） 

传输技术（108） 

信息处理（759） 

地理信息系统（70）   

决策支持系统（716） 
专家系统（531） 

模拟系统（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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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技术（2867）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1293） 

惯性传感器（134） 

超声波传感器（130） 

激光传感器（145） 

红外传感器（162） 

速度传感器（258） 

雷达（153） 

陀螺仪（82） 

地磁方位传感器（54） 

多传感器组合（183） 

变量作业装备（2517） 

变量施肥机（292） 

变量灌溉机（653） 

变量农药喷洒机（290） 

变量播种/插秧机（620） 

畜牧/水产管理控制（242） 

智能收割机（397） 

其他装备（113） 

集成系统（1158） 

系统集成（921）   

数据集成（128）   

软件集成（103）   

硬件控制集成（844）   

装备自动化（805） 
自动化装置（639）   

机器人（166）   

3．重要国家/地区分布 

（1）专利来源国家/地区分布 

专利技术来源国家/地区信息反映了技术创新发源地的创新能力和活跃程度，

为区域间的技术合作和竞争提供有用的信息。由表 8 可知，中国是精准农业领域

专利最大的来源国，在专利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最早开始精准农业相关研

究，是精准农业专利技术的重要来源国家；日本尽管并非农业大国，但在现代农

业先进技术行列占有一席之地，相关专利量位列全球第三；德国和俄罗斯分别位

列第四和第五，也是精准农业领域专利主要产出国。 

表 8  精准农业领域 TOP10 专利来源国家/地区 

序号 申请人国别 专利数/项 占比 

1 中国 4001 57.27% 

2 美国 1011 14.32% 

3 日本 994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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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国 253 3.62% 

5 俄罗斯 159 2.28% 

6 加拿大 98 1.40% 

7 印度 60 0.86% 

8 法国 56 0.80% 

9 韩国 34 0.49% 

10 比利时 33 0.47% 

（2）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 

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反映了国家/地区市场受重视程度以及专利保护强度。

由表 9 可知，在精准农业领域专利技术方面，中国是最重要的专利布局地，占比

44.58%，美国和日本位列中国之后，分别占比 12.90%和 10.85%，其次是 EPO 和

WIPO，德国、加拿大和俄罗斯也是重要的专利布局地。总体而言，精准农业领

域专利受理国家/地区与技术来源国/地区基本重合，主要集中于东亚、北美和欧

洲地区。澳大利亚、巴西、印度、阿根廷也存在少量专利受理，非洲市场尚未成

为受重视的技术输出和保护地。 

表 9  精准农业 TOP15 专利受理国家/地区 

序号 
专利公开国家/

地区 
专利数/件 占比 

1 中国 4215 44.58% 

2 美国 1220 12.90% 

3 日本 1026 10.85% 

4 EPO 543 5.74% 

5 WIPO 521 5.51% 

6 德国 358 3.79% 

7 加拿大 236 2.50% 

8 俄罗斯 218 2.31% 

9 澳大利亚 176 1.86% 

10 巴西 158 1.67% 

11 印度 107 1.13% 

12 韩国 87 0.92% 

13 阿根廷 68 0.72% 

14 法国 52 0.55% 

15 奥地利 51 0.54% 

（3）重要国家专利申请趋势 

1999 至 2018 年期间，中、美、日三国共申请精准农业领域专利 5994 项，占

全球相关专利的 85.81%。2010 年之前的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由日本和美国主导，

两者专利数量并驾齐驱，呈现较为缓慢的波动上升趋势，至 2017 年的专利数量

分别达到 98 和 118 项；中国于 2002 年申请了第一件精准农业领域专利（苜草种

植管理与病虫害防治专家系统），专利数量前期增长缓慢，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

精准农业政策的出台，2010 年后专利数量开始快速增长，2011 年赶超美国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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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为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随着我国精准农业领域研究机构的不断增加，2014

年之后相关专利数量增长迅猛，2017 年专利数量达到 933 项，遥遥领先于其他

国家（图 29）。 

 

图 29  精准农业领域重要国家专利申请趋势 

（4）重要国家专利技术构成 

中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精准农业专利技术构成（表 10）既存在相同的

重点布局技术分支，又各有侧重。总体看来，变量作业装备及其导航技术和信息

采集传感器是所有国家都很关注的技术分支，而地理信息系统、数据集成、软件

集成和机器人技术关注度普遍不高。此外，中国关注硬件控制集成、系统集成；

日本重点布局机器视觉；美国在系统集成、自动化装备也有较高关注度；其他国

家也较重视系统集成和自动化装置。 

表 10  精准农业领域重要国家专利技术构成（单位：项） 
 中国 日本 美国 其他 

信息采集和传输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 116 57 75 72 

遥感技术 185 0 45 17 

信息采集传感器 1138 258 227 262 

机器视觉 362 142 78 58 

信息传输 282 8 11 11 

信息处理 
地理信息系统 52 3 7 8 

决策支持系统 402 97 116 101 

变量作业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432 318 242 301 

变量作业装备 1153 523 385 456 

集成系统 

系统集成 591 73 148 109 

数据集成 48 10 34 36 

软件集成 56 6 20 21 

硬件控制集成 701 17 50 74 

装备自动化 
自动化装置 340 72 124 103 

机器人 84 45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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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要专利申请人 

（1）各技术分类重要专利申请人 

表 11 分析了中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重要专利申请人及其重点布局技

术类型，在信息采集和传输方面，专利数量较多的是日本井关农机公司（97）、

美国 DEERE 公司（64）、日本洋马公司（58）、CNH 美国公司（52）；信息处理

方面，江苏大学（10）、日本日立公司（10）、洋马公司（10）、美国 ITERIS 公司

（10）表现突出；变量作业以日本井关农机公司（186）、日本洋马公司（101）、

美国 DEERE 公司（89）进行的专利研发最多；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47）、美国 DEERE 公司（31）在集成系统上布局较多；井关农机公司（31）、

CNH 美国公司（18)、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16）也较重视装备自动

化技术。对比分析中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要申请人，来源中国的精准

农业领域重要专利申请人以高校和研究所居多，来源日美和其他国家的重要专利

申请人以企业居多。 

表 11  精准农业领域不同技术类型重要专利申请人 

 中国 日本 美国 其他 

信息采集

和传输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

技术研究中心

（46），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

研究中心（40）， 

江苏大学（31）， 

中国农业大学

（29） 

井关农机

（97）， 

洋马公司

（58）， 

索尼公司

（27）， 

日立公司

（16） 

DEERE公司

（64）， 

CNH美国公司

（52），

CLIMATE公司

（14）， 

加州大学

（9）， 

TRIMBLE 

NAVIGATION

公司（9） 

德国CLAAS 公

司（34）， 

德国Amazonen 

Werke公司

（29）， 

CNH加拿大公司

（17）， 

德国ROBERT 

BOSCH公司

（7） 

信息处理 

江苏大学（10）， 

中国农业大学

（9）， 

柳州易农科技公司

（9），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

研究中心（8） 

日立公司

（10）， 

洋马公司

（10）， 

井关农机

（6）， 

日本电气（5） 

ITERIS公司

（10）， 

DEERE公司

（7）， 

CNH美国公司

（6）， 

CLIMATE公司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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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作业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

技术研究中心

（39）， 

江苏大学（30）， 

中国农业大学

（25）， 

华南农业大学

（25） 

井关农机

（186）， 

洋马公司

（101）， 

久保田（63）， 

三菱电机

（24）， 

松山商事

（10） 

DEERE公司

（89）， 

CNH美国公司

（54）， 

AGCO公司

（19）， 

TRIMBLE 

NAVIGATION

公司（17） 

德国CLAAS公

司（55），德国

AMAZONEN ，

WERKE公司 

（42），CNH加

拿大公司

（10），CNH比

利时公司（10） 

集成系统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

技术研究中心

（47）， 

江苏大学（20）， 

中国农业大学

（13），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

研究中心（12） 

井关农机

（24）， 

洋马公司

（20）， 

日立公司

（7）， 

久保田（6） 

DEERE公司

（31）， 

CNH美国公司

（16）， 

CLIMATE公司

（16）， 

通用电气公司

（8） 

德国

AMAZONEN 

WERKE公司

（16）， 

CLAAS公司

（14）， 

CNH加拿大公司

(8) 

装备自动

化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

技术研究中心

（1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1）， 

哈尔滨派腾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7）， 

山东农业大学

（7） 

井关农机

（31）， 

久保田（12）， 

洋马公司（5） 

CNH美国公司

（18)， 

DEERE公司

（9）， 

AGCO公司

（9）， 

TRIMBLE 

NAVIGATION

公司（8） 

CNH加拿大公司

（7）， 

德国

AMAZONEN 

WERKE公司

（5）， 

CLAAS公司

（5） 

（2）重要申请人专利申请趋势 

中国精准农业专利数量排名前四位的是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中

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江苏大学。由表 12 可知，这 4 个专

利申请人开始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研发时间较晚，近五年专利占比均在 50%以上，

专利数量总体都呈现增长趋势。日本精准农业领域专利数量排名前四位是日本井

关农机株式会社、日本洋马株式会社、日本久保田株式会社和日本三菱电机株式

会社，这四家日本企业都较早进行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研发，近五年也保持较高的

活跃度，专利占比在 30%~50%，井关农机和久保田保持增长趋势，洋马和三菱

电机专利数量维持 6 项和 2 项左右波动。美国精准农业领域专利数量排名前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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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CNH 全球有限公司、美国 DEERE 公司、美国 CLIMATE 公司、美国 AGCO

公司，总体专利数量处于增长趋势，近五年专利占比在 50%以上；Climate 公司

相关专利申请在 2012 年之后，其他三家公司布局精准农业领域较早，AGCO 公

司专利数量从 2016 年开始下降。其他国家的重要专利申请人有德国 CLAAS 公

司和德国 Amazonen Werke 公司，两者开展相关专利研发较早，前期专利数量较

少，近两年专利数量增长明显。 

表 12  精准农业领域重要申请人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序号 专利申请人 
专利数/

项 
时间跨度 时间趋势 

近五年专利占

比 

1 

北京农业智

能装备技术

研究中心 

73 2010-2018 

 

87.67% 

2 
中国农业大

学 
65 2008-2018 

 

73.85% 

3 

北京农业信

息技术研究

中心 

59 2002-2018 

 

50.85% 

4 江苏大学 59 2002-2018 

 

67.80% 

5 
日本井关农

机株式会社 
205 1999-2018 

 

40.00% 

6 
日本洋马株

式会社 
125 1999-2018 

 

36.80% 

7 
日本久保田

株式会社 
88 1999-2018 

 

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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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本三菱株

式会社 
32 1999-2018 

 

34.38% 

9 
CNH全球有

限公司 
137 1999-2018 

 

72.26% 

10 
美国DEERE

公司  
129 1999-2018 

 

51.94% 

11 

美国 

CLIMATE公

司 

39 2012-2018 

 

100.00% 

12 
美国AGCO公

司 
31 1999-2018 

 

67.74% 

13 
德国CLAAS 

公司 
67 1999-2018 

 

50.75% 

14 

德国

Amazonen 

Werke公司 

62 1999-2018 

 

53.23% 

 

（3）重要专利申请人技术布局 

从图 30 可以看出，14 个专利申请人都在变量作业装备及其导航技术、信息

采集传感器方面申请了较多专利，其中日本井关农机株式会社、洋马株式会社、

CNH 全球有限公司均在变量作业装备上布局了 95 项以上的专利，是该技术主题

的领先者。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还在硬件控制、系统集成、机器视觉

和自动化装置方面开展较多研究；井关农机株式会社、洋马株式会社、久保田株

式会社布局相似，还在全球定位系统布局较多专利，井关农机株式会社还关注自

动化装置；CNH 全球有限公司和 DEERE 公司还布局较多系统集成、硬件控制集

成专利，自动化装置也是关注方向；德国 CLAAS 公司也关注机器视觉和硬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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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集成。 

 

图 30  精准农业领域重要专利申请人专利技术布局 

（4）专利被引情况和海外布局 

专利被引用情况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专利价值，本研究依据专利申请人平

均被引次数和被引专利占比来评估专利申请人在该技术领域的影响力水平。综合

来看，排名前四的是美国 DEERE 公司、美国 CLIMATE 公司、美国 AGCO 公

司、德国 CLAAS 公司，除 CLIMATE 外的其他三家都是农业机械领域的元老，

专利影响力最大的 CLIMATE 有大数据优势加持，实力强劲；其次是德国

Amazonen Werke 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江苏大学、

井关农机株式会社；再次是日本洋马株式会社、日本久保田株式会社、日本三菱

株式会社和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其中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

心被引用次数较少也可能与专利公开较晚有关。 

表 13  精准农业领域重要专利申请人影响力水平 

序号 机构名称 
篇均

被引 

被引专利

占比 
技术特长 高被引专利 

1 
美国 DEERE

公司  
8.23 70.31% 

变量作业装备， 

信息采集传感器，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US7184892B1 

US6382326B1 

US6220366B1 

WO2014123575A1 

2 5.59 84.62% 
变量作业导航技

术， 

US20160050840A1 

US2015030230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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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篇均

被引 

被引专利

占比 
技术特长 高被引专利 

美国 

CLIMATE 公

司 

系统集成， 

数据集成 

US20160232621A1 

US20160290918A1 

3 
美国 AGCO 公

司 
4.42 67.74%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

术， 

自动化装备 

US6708631B1 

US20090112372A1 

US20110084851A1 

WO2013053645A1 

4 
德国 CLAAS

公司 
4.52 72.73%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信息采集传感器, 

硬件控制集成 

US20140325422A1 

DE202009004721U1 

EP2743132A1 

US20140324272A1 

5 江苏大学 4.31 55.93% 

变量作业装备, 

信息采集传感器, 

系统集成 

CN1995987A 

CN101961003A 

CN1556412A 

CN1394467A 

6 
日本洋马株式

会社 
3.89 52.00%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 

JP2008092818A 

JP2005215742A 

JP2002186309A 

JP2004008187A 

7 中国农业大学 3.69 50.77% 

变量作业装备, 

硬件控制集成, 

系统集成 

CN104081917A 

CN101762569A 

CN101769867A 

CN104488405A 

8 
美国 CNH 全

球有限公司 
3.00 58.09% 

变量作业装备, 

系统集成, 

硬件控制集成, 

自动化装备 

US6445983B1 

US6385515B1 

US5995894A 

US6058342A 

9 
北京农业信息

技术研究中心 
2.61 47.46%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信息采集传感器, 

变量作业装备, 

系统集成 

CN103034910A 

CN101902618A 

CN101907453A 

CN105197243B 

10 

德国

Amazonen 

Werke 公司 

2.42 58.06%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信息采集传感器 

DE102004011302A1 

DE19921995A1 

EP917816A1 

EP1444879A1 

11 
日本井关农机

株式会社 
2.00 50.73%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信息采集传感器 

JP2007248347A 

JP2000161090A 

JP2006223105A 

JP2009118846A 

12 
日本久保田株

式会社 
1.91 46.59%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JP2015112071A 

JP20000844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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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篇均

被引 

被引专利

占比 
技术特长 高被引专利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 JP2003333902A 

JP2000184805A 

13 
日本三菱株式

会社 
1.50 50.00%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信息采集传感器 

JP2009044995A 

JP2013230088A 

JP11196693A 

JP2005058056A 

14 

北京农业智能

装备技术研究

中心 

1.40 32.88%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信息采集传感器 

CN101803507A 

CN101963584A 

CN102523839A 

CN102246620A 

专利的国际布局情况可以反应出专利的市场价值和专利申请人的海外专利

保护意识。如表 14 所示，美国和德国的企业更加重视布局国际市场，海外专利

占比均在 45%以上，其中美国 CLIMATE 公司平均每个专利在 4 个地区进行布

局，海外专利占比 78.85%；日本的四家企业海外专利占比在 10%~30%，平均每

个专利布局 1.06~1.32 个区域；中国的四家研究单位海外专利占比在 5%以下，平

均每个专利布局少于 1.05 个区域，结合专利被引情况（表 14），这四家机构的专

利价值不弱，但海外专利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 

表 14  精准农业重要专利申请人海外布局 

序号 专利申请人 TOP3专利受理地区 
平均保护区

域数量 

海外专利

占比 

1 美国CLIMATE公司 US，WIPO，EPO 4.00 78.85% 

2 美国DEERE公司  US，EPO，DE 3.32 77.32% 

3 美国AGCO公司 WIPO，EPO，US 2.03 76.19% 

4 德国CLAAS公司 DE，EPO，US 2.94 65.99% 

5 CNH全球有限公司 US，EPO，WIPO 1.97 52.96% 

6 德国Amazonen Werke公司 DE，EPO，DK 1.84 46.34% 

7 日本久保田株式会社 
JP，WIPO，EPO，

KR 
1.32 26.72% 

8 日本井关农机株式会社 CN，JP，KR 1.17 14.64% 

9 日本三菱株式会社 JP，WIPO，EPO 1.06 11.43% 

10 日本洋马株式会社 JP，WIPO，KR，CN 1.28 8.00% 

11 江苏大学 CN，WIPO，US 1.05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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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CN，US，WIPO 1.02 2.17% 

13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

中心 
CN 1.00 0.00% 

14 中国农业大学 CN 1.00 0.00% 

5 小结 

本文经过分析全球范围内精准农业技术相关专利，得到如下结论： 

（1）在过去的 20 年时间，精准农业技术发展非常迅速，相关专利产出呈现

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 2013 年之后，专利数量大幅度增长，精准农业技术进

入繁荣发展阶段。 

（2）从技术主题来看，信息采集和传输、变量作业的专利数量最多，其次

是集成系统、装备自动化和信息处理系统，每个技术主题的专利数量都呈现增长

趋势。信息采集和传输技术中，信息采集传感器专利最多，气象信息传感器是研

发重点。变量作业专利包括变量作业装备及其导航技术。 

（3）中国是精准农业技术相关专利最大的来源国和受理国，远超排名第二

和第三的美国和日本，中国进入该领域较晚，专利数量增长速度明显，遥遥领先

于其他国家，这说明中国在精准农业技术领域的专利研发上已取得了巨大进步。

从技术主题上看，各国的关注点相差不大，主要集中在信息采集传感器和变量作

业装备及其导航技术，此外，中国在硬件控制集成和系统集成专利较多，日本较

关注机器视觉，美国还关注系统集成和决策支持系统。 

（4）从重要专利申请人的角度看，中国主要优势研发机构是高校和研究所，

其他国家优势研发机构以企业为主，日本井关农业株式会社、日本洋马株式会社、

CNH 全球公司和 DEERE 公司是该领域的领先者。中国主要专利申请人进入该

领域较晚，近五年活跃度高，但未形成明显优势技术主题，专利影响力中等，专

利海外布局不足；欧美的主要专利申请人研发较早，在变量作业和信息采集技术

主题上占据主导优势，影响力显著，国际布局明显。 

吴晓燕，许海云（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高危工作环境下的智能系统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伴随诸多安全问题的产生，工业事故频发，加

上自然灾难、疫病蔓延等不确定事件的爆发，为易爆、高温、辐射、生化等高危环境

下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系统解决方案提出了更紧迫的需求。本文利用德温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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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库（Derwent Innovation），分析了高危工作环境下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的数

量趋势、主要国别、主要技术类型和主要专利权人等，借以反映该领域的技术发展

态势。 

近年来，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各领域风险交织叠加，随着石油

化工企业、核电、隧道、地铁等建设不断加速，燃气爆炸、隧道及地铁塌方等事

故也时常发生，面对易爆、高温、辐射、有毒、缺氧、浓烟等高危环境，更多地

采用智能化、无人化的解决方案是重要方向。此外，诸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

发、自然森林大火的蔓延等突发事件频出，如何安全地进行食品、快递、药物的

无接触配送，如何及早发现和预防灾难苗头，如何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工作，都

进一步凸显了国家、行业乃至企业的应急管理以及危险环境作业的去人化的必要

性。通过运用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机械臂等智能化系统，结合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计算技术，部分甚至全部取代人类在高危环境下进行工作，是美国、日

本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技术发展方向，我国在该领域也展开了较多技术研究，

如利用无人机进行消防灭火，利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高压电网智能巡检等。本文

从专利分析的角度，探究在反恐、消防、救灾，以及高温、生化、辐射、有毒、

深海等高危或极端环境下的监测与作业领域，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等智能化

系统的技术发展态势。 

1. 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总体发展态势 

本文基于 Derwent Innovation 数据库，以用于搜救、救灾、反恐、防爆、油

气泄漏处理、生物化学与核污染应对等高危工作环境的智能系统（包括无人机、

无人车、机器人、自动化系统等），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技术作为关键词构建检

索策略，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31 日，共检索得到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

技术专利 20,379 项（基于 DWPI 同族专利数量）。 

图 31 显示了近 20 年来，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变

化态势。2000 年，该领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略超过 100 项，至 2018 年，相

关专利申请量已达到 3461 项，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20.6%。相关技术专利的申请

爆发始于 2012 年，其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中国科研机构大量的专利申请。不过

最近 3 年来，相关专利申请的增长趋势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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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态势 

2. 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图 32 显示了基于 IPC 国际专利分类号的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

利技术领域分布。可以看出，该领域的主要专利分布在作业运输（B），物理（G），

电学（H）和人类生活必需（A），以及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和爆破（F）

等方向。 

（1）作业运输 

作业运输是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最集中的技术类别，这一类

别的技术与智能系统的硬件设备技术直接相关，其中机械手（B25）、飞行器（B64）

和无轨陆用车辆（B62）相关专利最多。机械手领域相关专利多集中于程序控制

机械手，安装在车辆上的移动机械手，以及用于监控和安全作用的机械手配件等。

飞行器是另一主要专利集聚领域，该领域相关专利主要涉及无人机，以及利用飞

机进行抛投、弹射、释放或接收物品等技术。无轨陆用车辆是高危工作环境下无

人技术的另一主要类别，该部分主要涉及包含特殊推进和接地装置的车辆，如履

带车辆等。 

（2）物理 

高危环境下智能系统的物理相关技术主要涉及智能系统的控制与调节

（G05）、导航与测速（G01）以及数据的处理计算（G06）等。其中，对陆水空

等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等非电变量的控制和调节系统是控制类专

利聚集最多的技术类别，其次是对于智能系统的程序控制系统相关技术。无线电

定位、导航、测距或测速是高危环境智能系统技术的另一重要技术聚集方向，大

量专利集中在利用卫星无线电信标进行定位和测速。在数据计算处理领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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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集中在对数据的监督和预测系统方面。 

（3）电学、人类生活必需、武器 

在电学技术领域，高危环境智能系统较多的专利涉及电视系统等的图像通信

技术，旨在利用视频对高危因素进行实时监控。在人类生活必需领域，专利数量

较多的是利用智能系统进行特殊物体或空间的火灾预防、控制和扑灭，说明目前

对利用智能系统进行火灾救援的相关技术研究更为深入。在机械工程、照明、加

热、武器和爆破领域，较多专利集中在地雷清除和探测方面。 

 

图 32  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3. 全球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分布态势 

图 33 显示了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在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领域申请

的专利占比。中、美、日、韩、德是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的主要

申请国家，占全部专利的九成。在全部 20,379 项专利中，中国以 11678 项专利申

请占总量的 57%，在数量上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其次是美国，以 3023 项专利申

请占 15%；再次分别是日本、韩国和德国，分别以 1639、1518 和 428 项专利申

请占 8%、8%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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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全球主要国家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比例 

图 34 显示了中、美、日、韩四国自 2000 年以来在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领

域中专利申请的数量变化态势。可以看到，中国在 21 世纪初的专利申请量较少，

2006 年前后相关专利申请开始逐渐活跃，至 2010 年，相关技术专利申请已超过

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并在此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态势，至 2018 年，中国在该

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已经远远超出其他国家。 

美国与日本在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领域是早期领先国家。近年来，美国

在该领域的专利数量也有一定幅度增长，但增长率远不及中国。日本早期也在

该领域申请了相对较多的专利，但中间较长时期内，日本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

量没有明显增长，直至最近 5 年，才有缓慢增长。韩国在该领域早期与中国类

似，较少有专利申请，但自 2010 年前后，韩国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有较大

增长，2018 年已超过美国，成为当年申请量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专利申请国，

不过韩国的整体专利数量仍然与中美两国存在较大差距。 

 

图 34  全球主要国家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变化 

从全球主要国家在该领域的国际专利布局来看，中国在非本土申请的专利总

数只有 269 件，占比仅为 2%，其中包括 PCT 专利 121 件。美国共申请了 816 件

PCT 专利，在欧专局申请了 535 件专利，在日本和中国也申请了 300 件以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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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非本土申请的专利比例高达 55%。日本在本土以外申请的专利占比达到了

35%，韩国也达到 20%。可见，在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技术相关的国际专利申

请方面，中国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尽管我国国际专利的绝

对数量不低，但在比例上而言，绝大多数专利仍然局限在国内，缺乏国际影响力。 

表 15  全球主要国家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国际专利申请布局 

 

从各国的技术布局来看（图 35），中、美、日、韩四国在利用无人机相关技

术（B64C）进行高危环境作业领域，都有较多布局，中、美、日三国在该领域的

相关专利占 10%至 12%，韩国的比例更高，接近 28%的相关专利与无人机有关。

对智能系统非电变量的控制或调节系统（G05D）是中、美、日三国重点布局的

技术方向，但韩国在该领域的布局相对较少。中韩两国在无人机配套设备及零部

件领域，如动力装置或传动装置等（B64D）有较多专利布局，而美国和日本在该

领域的布局相对较少。此外，中国在无人车（B62D）、消防（A62C）领域有相对

较多的专利布局；美国在监测和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和方法（G06Q）、交通

控制系统（G08G）、电数字数据处理（G06F）领域有相对更多的布局；日本在核

反应堆（G21C）、无人车（B62D）、指令发信或报警装置（G08B）领域布局较多；

韩国在监测和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和方法（G06Q）和指令发信或报警装置

（G08B）领域的专利布局较多。 

 

图 35  中、美、日、韩四国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专利技术 IPC 分类对比 

4．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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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显示了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 10 大专

利权人，依次是三菱电机、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电网、东芝

公司、日立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美国

西屋电气公司。Top10 专利权人中，日本企业和中国科研机构与大学占据了绝大

多数。 

 
图 36  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 Top10 专利权人 

图 37 从时间变化角度展示了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 Top10 专利权

人近 10 年专利申请的变化态势。由图可见，中国科研机构与大学的专利申请在

2012 年前后开始有大幅度增长，超过在该领域有较长时间积累的三菱、东芝、

日立、西屋电气等机构。后者尽管有较多专利积累，但多数申请自本世纪初，

尽管近年来申请的相关专利数量有小幅度增长，但远不及中国机构。 

 

图 37  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 Top10 专利权人专利申请数量变化 

表 16 是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领域 Top10 专利权人的主要技术分布。总体

而言，日本和美国的企业在该领域的专利多集中在机械手，以及核反应堆的监控

和处理方面，应用属性较强；而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主要侧重无人运载工具的

自动化控制方面，侧重基础研究。 

三菱电机在该领域的主要专利是与机械手（B25J）相关，包括用于监控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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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机械手附属装置（B25J-0019）、车轮或车厢上的机械手（B25J-0005）、程序

控制机械手（B25J-0009），此外三菱电机还有较多专利与核反应堆相关（G21C），

包括对核反应堆的监视（G21C-0017），用于反应堆压力容器中处理、装卸燃料的

设备（G21C-0019）等。 

哈尔滨工程大学的主要专利技术与无人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

自动控制（G05D-0001）有关。此外，哈尔滨工程大学在以下领域也有一定专利

布局：导航技术（G01C-0021）、基于生物学模型的计算机系统（G06N-0003）、

自适应控制系统（G05B-0013）、特定功能的数据处理设备或方法（G06F-0017）、

水下搜寻装置（B63C-0011）。 

中科院在该领域的专利布局比较分散，但在以下领域布局相对较多：无人运

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自动控制（G05D-0001）、机械手相关专利（B25J）、

履带车辆（B62D-0055）、其他非车轮或履带推进的车辆（B62D-0057）。 

国家电网公司的专利布局与其他机构差别相对较大，该公司在高危工作环境

智能系统技术方面主要布局在电网相关设施的安装维护方面，包括专用于安装、

维护、修理或拆卸电缆或电线的方法或设备（H02G-0001），用于输配电相关物体

或空间的火灾预防、抑制或扑灭（A62C-0003），无人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

度或姿态自动控制（G05D-0001），电视通信技术（H04N-0007）以及无人飞行器

（B64C-0039）领域。 

东芝公司与日立公司的专利布局与三菱电机基本类似，也主要集中在机械手

（B25J）和核反应堆（G21C）相关领域，只是数量上略有差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专利布局与哈尔滨工程大学比较近似，大量专利集中在

无人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自动控制（G05D-0001）方面，北航在

以数字方式标记记录载体方法（G06K-0009）上有一定专利。 

西北工业大学的主要专利也集中在无人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

自动控制（G05D-0001）方面，但该校在用飞机进行抛投、弹射、释放或接受物

品、液体（B64D-0001）等技术上有一定专利布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主要专利同样是无人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

态自动控制（G05D-0001）以及导航技术（G01C-0021），还有部分专利与卫星无

线电信标定位系统（G01S-0019）相关。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专利主要与核反应堆相关，不过其侧重在蒸汽锅炉的组

成件或零部件方面（F22B-0037），其在核反应堆的监视和压力容器中处理燃料也

有一定专利布局，同时西屋电气在利用超声波、声波或次声波来测试分析材料方

面有较多专利（G01N-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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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 Top10 专利权人主要技术领域分布 

专利权人 IPC技术分类（小组） 

三菱电机 
B25J-0019，B25J-0005，B25J-0009，G21C-0017，G21C-0019，B25J-

0015，B25J-0013，G05D-0001，B25J-0011 

哈尔滨工程大

学 

G05D-0001，G01C-0021，G06N-0003，G05B-0013，G06F-0017，

B63C-0011 

中国科学院 
G05D-0001，B25J-0019，B25J-0005，B25J-0009，B25J-0013，B62D-

0055，B62D-0057 

中国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 

H02G-0001，A62C-0003，G05D-0001，H04N-0007，B25J-0019，B64C-

0039 

东芝公司 
B25J-0005，G21C-0017，G21C-0019，B25J-0019，B25J-0013，B25J-

0009，B25J-0011 

日立公司 
B25J-0009，G21C-0019，G21C-0017，B25J-0019，B25J-0005，B25J-

0003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G05D-0001，G01C-0021，G06N-0003，G05B-0013，G06K-0009 

西北工业大学 G05D-0001，B64D-0001，G01C-0021，B64C-0027，B64F-0001 

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 
G05D-0001，G01C-0021，G05B-0013，B64F-0001，G01S-0019 

西屋电气公司 
F22B-0037，G21C-0017，G21C-0019，B25J-0009，G01N-0029，B25J-

0015 

5．小结 

高危工作环境下的智能系统涵盖的技术范围较多，从无人机、无人车到工业

机器人、智能监测系统等，中国进入该领域时间较早，近 10 年已经成为该领域

专利的主要申请国家，约占全部专利申请量的 57%，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该领

域的专利申请数量近年来也有所增长，但无法与中国的增长速度相比。 

高危工作环境下的智能系统技术的硬件载体主要是机械手、无人机、无人车

等，这也是相关专利申请最多的领域；其次是智能系统的控制、调节、导航和数

据运算技术。除上述两大专利集中领域外，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的专利还聚集

于图像通信技术、火灾救援、扫雷探测等领域。 

中、美、日、韩四国是该领域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申请数量上占绝

对优势，但国际专利的占比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不足 1%，且大量专利停留在

国内。在技术布局上，无人机相关技术在各国都是专利申请最多的方向，尤其是

韩国。中国在无人车、智能消防领域有较多专利申请，美国侧重于数据处理、交

通控制技术，日本侧重核反应堆中智能系统的应用。 

高危工作环境下的智能系统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最多的机构主要来自日本和

中国。日本主要为三菱、日立、东芝等企业，它们从事核反应堆与机器人相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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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较多；中国主要是中科院和高校居多，主要从事无人运载工具的位置、航

道、高度或姿态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国家电网公司在该领域申请了大量专利，多

与电网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巡检有关。 

姜  山（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专家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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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Local Hotspots, Glob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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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活动的地理来源已扩展到了其他国家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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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约四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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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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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log.dennemeyer.com/author/dennemeyer-group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944_2019.pdf
https://www.dennemeyer.com/services/?asset=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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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发明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所有国际合作中，有三分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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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公司将包含外国发明人的专利比例上升到了 27%，而在美国，这

一比例上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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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blog.dennemeyer.com/innovation-is-growing-more-international-wipo-report-shows 

原文标题：Innovation is growing more international, WIPO report shows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3 日 

ITIF：Bayh-Do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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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全球创新政策专家

Stephen Ezell 撰写博客，指出 1980 年的 Bayh-D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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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疫苗和治疗药物。Ezell 提到，某些观点提出

使用 Bayh-D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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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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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行价格管制。针对上述观点，Ezell 指出 Bayh-D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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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yh-D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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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bayh-dole-act-facilitates-development-

coronavirus-therapies/ 

原文标题：How the Bayh-Dole Act Facilitates Development of Coronavirus Therapies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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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9/12/18/study-finds-that-university-start-up-incubators-

may-lead-to-lower-quality-innovation/ 

原文标题：Study finds that university start-up incubators may lead to lower quality innovation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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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知识产权战略分析师论述美国软件专利制度问题 

2020 年 2 月 17 日，美国知识产权战略分析师 Raymond Millien[21 ]在 IP 

watchdog 平台上发表评论文章，论述了美国软件行业发展现状及软件相关专利

制度存在的问题。 

文章指出，距离美国最高法院 2014 年做出对 Alice 公司诉 CLS 银行的判决

已经过去了六年多。知识产权领域仍在等待一个清晰、可靠的检验结果，以确定

何时一项软件或计算机应用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 

文章认为，美国专利商标局在解释 Alice 案中涉及的第 101 节的准则以及随

附的 46 个示例中，并没有澄清这一困惑，Alice 案分散了美国专利商标局、法院

和相关从业人员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专心于对第 102 节（新颖性）和第 103 节

（显而易见性）的判断。最终会导致成本增加，专利质量下降，专利组合价值降

低，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妨碍了对有价值的软件发明进行专利保护。同时，全球

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软件的重要性仍然不可否认，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技术市场，预计 2020 年美国将占全球 IT 总支出的

32％，估计为 1.7 万亿美元。[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 

⚫ 2019 年，软件与互联网服务领域的全球并购活动资金达 2060 亿美元，

涉及 3,656 笔交易。[IMAA] 

⚫ 从 2018 到 2028 年，软件开发人员的就业预计将增长 21％，远快于所有

职业的平均水平。[美国劳工统计局] 

⚫ 应用软件开发是 2019 年需求最大的工作岗位，年薪中位数为 101,790 美

元，到 2024 年的增长前景为 31％。[CNBC] 

⚫ 2018 年，美国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学科授予了 79,598 个学士学位，46,468

个硕士学位和 2,017 个博士学位。[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 到 2026 年，物联网市场正以每年超过 3 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到 2025

年，物联网设备将超过 640 亿台，而 2018 年约为 100 亿台。[Business Insider] 

⚫ 到 2025 年，将有 60％的企业每天至少一次将代码部署到生产中（目前

为 3％左右）。到 2023 年，《福布斯》全球 2000 强企业中，有 30％的企业至少

20%的数字收入将来自数字开发商生态系统对数字服务和应用程序的使用。[IDC] 

鉴于此，文章分析了美国授权专利中软件相关专利占比。为了定义与软件有

关的专利，文章参照美国政府问责局 2013 年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的方法。遴选

出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家顾问认为的软件相关专利的美国专利分类（USPC）的类

和应用子类，并在 IP 服务公司 Clairvolex 的协助下对数据进行更新。 

 
[21] Raymond Millien 在 2009 年至 2016 年和 2019 年被《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杂志（IAM）评选为“全球 3

00 大领先 IP 战略家”之一，目前是沃尔沃汽车公司汽车业务的首席知识产权官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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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8、图 39 显示，2019 年，美国授权专利中有 61.8％与软件相关，比

2018 年增长 21.64％。2019 年美国软件相关专利授权量 Top15 的专利权人如表

17 所示。 

 

图 38  1991 至 2019 年美国软件相关专利授权量占比 

 

图 39  1991 至 2019 年美国软件相关专利授权量统计（单位：件） 

表 17  2019 年美国软件相关专利授权量领先专利权人 Top 15（单位：件） 

 
最后，文章认为，目前美国软件专利的法律缺乏明确性，与所处的物联网时

代背道而驰。 

朱月仙  检索，田亦瑶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s://www.ipwatchdog.com/2020/02/17/six-years-alice-61-8-u-s-patents-issued-2019-

software-related-21-6-2018/id=11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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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Six Years After Alice: 61.8% of U.S. Patents Issued in 2019 Were ‘Software-

Related’—up 21.6% from 2018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8 日 

美律所解析 COVID-19疫情期间 

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问题 

2020 年 5 月 18 日，美国 Holland & Knight 律师事务所发文解析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需要注意的事项。 

文章指出，当企业考虑如何向“新常态”过渡时，全面审查知识产权（IP）资

产和管理这些资产的协议应是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对很多公司而言，未来可能会

有更多员工在家办公，现场员工不断减少，员工在工作时保持社交距离，甚至出

现被迫休假和裁员。商业伙伴可能会关门、出售资产或发现自己无法履行合同。

新形势下，知识产权保护将面临新挑战。如果一个公司现在投入时间盘点现有知

识产权资产，评估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并规划未来的知识产权管理，将能够

更有效地应对未来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机遇和挑战。 

文章指出，目前需要采取的措施如下： 

1. 知识产权盘点 

（1）审查所有专利、商标和版权注册以及未决申请，注意适用的续展和其

他截止日期。 

（2）记录使公司具有竞争优势的机密商业信息。考虑业务的各个方面，如

研发、制造、市场营销和销售。商业运行中任何涉及保密技术、保密信息或专有

技术的部分，都要将其记录在案，包括：①保密信息的说明；②有权访问该信息

的名单以及如何访问的说明；③为保密而采取的所有措施的说明。业务越重要，

文档应该越详细。 

（3）审查所有带有版税的许可协议，以确保了解自己的付款义务，并注意

欠的款项是否及时支付。 

2. 知识产权评估 

（1）考虑是否保留现有的专利、商标和版权注册及申请。如果其中一些与

你的业务不太相关，可以考虑出售、许可或放弃。 

（2）考虑是否应该提出新的申请，以保护正在开发的技术或新的商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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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标志、商业外观等。 

（3）考虑是否正在（或可以）对现有技术或专有技术进行重新利用，以解

决因 COVID-19 疫情产生的问题。如果是，为保护这些创新，考虑需要哪些新的

申请或对现有申请、注册进行修改。 

（4）审查并根据需要更新现有的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协议、联合开发协议、

生产/供应协议以及员工协议。 

（5）对于打算作为商业秘密保留的机密信息，根据工作环境的预期变化，

审查并根据需要更新现有的保护协议，以限制访问并记录确需访问的个人（包括

员工、商业伙伴、供应商和零件制造商等）。 

3. 风险缓解 

文章认为，未来将充满机遇和挑战。如果一家公司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拥有

的知识产权资产，并在保护和管理这些资产方面采取稳健的、最新的做法，那么

它将处于有利地位，并且能够迅速有效地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安晓慧  编译 

来源：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ip-considerations-during-covid-19-ip-84610/ 

原文标题：IP Considerations During COVID-19: IP Housekeeping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19 日 

美律所：USPTO新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使大学 TTOs受益 

2020 年 6 月 2 日，美国 Banner＆Witcoff 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Aseet 

Patel 等发文评价了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新推出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Patents 4 Partnerships，P4P），指出该平台可以使技术持有人与有意向的购买者

和许可人相匹配。该平台最初仅限于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

相关的技术，未来计划将扩展到人工智能与癌症治疗等其他领域。目前 P4P 平台

已拥有超过 180 项 COVID-19 技术相关的美国专利和专利申请。 

文章指出，平台将对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TTOs）受益最大。专利申请、异

议和货币化的成本都非常高。许多大学 TTOs 都有预算限制，因此仅能对有明确

盈利途径的专利提出申请。而 P4P 平台提供了一个无约束力的开放市场，包含已

公布、正在审查状态的美国专利申请，潜在的被许可人可以在早期阶段识别出感

兴趣的技术，并提供专利异议、国外专利权和延续专利申请等的成本。文章建议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ip-considerations-during-covid-19-ip-8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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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Os 应考虑专利的提早公开，以便尽早上传 P4P 平台，避免成本上升。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ipwatchdog.com/2020/06/02/examining-usptos-patents-4-partnerships-

platform/id=122090/ 

原文标题：Examining the USPTO’s Patents 4 Partnerships Platform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3 日 

美 IP公司：AI对专利检索和挖掘至关重要 

2020 年 2 月 19 日，美国知识产权管理咨询公司 Effectual Knowledge Services

分析人工智能（AI）对专利检索和挖掘的重要性。文章指出，随着多种格式、语

言和来源的出现，专利和非专利文献的数量显著增长，需要通过专利检索和分析

以识别最相关的信息，这使得人工执行此过程非常费力且不堪重负。而 AI 可以

辅助人类进行专利和市场数据的智能分析。使用 AI 可以从基于关键词和常规布

尔逻辑运算符的专利检索转变为使用神经网络的 AI 增强语义搜索，以提高检索

效率和准确性。基于语义的算法可以帮助搜索者找到最相关的文档，而不必考虑

所使用的术语或语言，因为 AI 专注于挖掘信息并根据适当的上下文含义来进行

文档的检索。据悉，目前，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和欧洲专利局（EPO）均

在实施 AI 计划，例如，USPTO 用 AI 来增强分类和检索，帮助审查员审查专利

申请等。EPO 使用 AI 和机器学习来开发专利检索的业务解决方案，包括自动生

成检索查询和自动检索专利申请的现有技术。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iam-media.com/why-ai-crucial-patent-searching-and-mining 

原文标题：Why AI is crucial for patent searching and mining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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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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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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产生了并且还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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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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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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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指律师、经纪人到反向工程企业和其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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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iam-media.com/frandseps/saturday-opinion-2020s 

原文标题：IAM：If you thought the last decade was one of big change in IP, you ain't seen 

nothing yet 

检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3 日 

IFI CLAI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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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I CLAIMS Pat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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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美国专利授权量年度变化（2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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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4%。与 2018 年相比，北美（15.31%）和亚洲地区（13.15%）的

申请保持增长，欧洲略有下降（-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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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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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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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ificlaims.com/news/view/press-releases/ifi-claims-announces-

4.htm?select=19%2A&blog=0 

原文标题：IFI CLAIMS Announces 2019 Top Global Patent Holders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1 日 

CompuMark发布《2020年商标生态系统》 

2020 年 2 月，科睿唯安旗舰品牌 CompuMark 发布《2020 年商标生态系统

（Trademark Ecosystem Report）》报告。报告指出：（1）商标侵权挑战持续增大。

85%的受访者在 2019 年遭遇过品牌侵权问题，与 2018 年的 81%和 2017 年的 74%

相比持续增加；（2）商标侵权的三大主要影响：客户混淆（45%）、营收损失（38%）

和品牌声誉受损（37%）；（3）75%的商标侵权行为导致了诉讼，其中，40%的组

织在法律诉讼上的支出在 50000 美元至 249999 美元之间；（4）46%的受访者由

于遭遇侵权不得不重塑品牌，这对于品牌而言可能代价巨大。除此之外，报告还

涉及全球商标前景等研究。据悉，报告中的样本数据是以欧洲和北美商标专业人

士的调查访问为基础，覆盖了全球商标现状。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clarivate.com/compumark/campaigns/trademark-ecosystem-report-2020/ 

原文标题：Discover the CompuMark Trademark Ecosystem Report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8 日 

工作动态 

管理动态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 中科院 28项

（人）获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 1 月 10 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韩正主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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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先向获得 2019 年度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黄旭华院士和中

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曾庆存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并请他们到主席台就座。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

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参与和支

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黄旭华、

曾庆存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 296 项目和 12 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 2 人；国家自然科学奖 46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5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65 项，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62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85 项，其中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22 项、二等奖 160 项；授予 10 名外籍专家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中国科学院共获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28 项（人）。曾庆存获最高科

学技术奖；中科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自然科学二等奖 11 项；技术发明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5 项，其中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牵头完成的项目获技术发

明一等奖（专用项目）；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7 项，其中中科院半

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李晋闽牵头完成的“高光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与产业

化”获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牵头完成的项目获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专用项目）。中科院提名的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尼尔斯·克里斯蒂安·斯

坦塞斯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w/2020/t20200110_4730875.s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5 日 

中科院发布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2020 年 4 月 27 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印发《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

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这也意味着上一份文件《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知

识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间间隔了 12 年。 

“这期间我们经过多方论证，对之前的文件做了调整，希望在尊重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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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让更多专利回归本质，从‘书架’走上‘货架’。”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

识产权管理处处长田永生告诉《中国科学报》。 

“《管理办法》既保持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 GB/T 33250-

2016）的全员参与、全过程管理的骨架，又融合了中科院知识产权工作经验的精

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

伟表示，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和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中科院发布《管理办法》恰

逢其时。 

最大变化：给专利转化许个期限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提出，院属单位获得授权 3 年以上无正当理由未转化

实施的专利，由院主管部门指定相关机构开展评估与运营，扣除运营成本后，运

营收益归知识产权所属院属单位。院属单位坚持自行运营的，需向院主管部门承

诺在一定期限内完成运营并提出具体的工作方案及计划。 

杜伟表示：“《管理办法》第一次明确指出院属单位获得授权 3 年以上无正

当理由未转化实施的专利的处置建议，对研究所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引作用。” 

中科院每年都会对院属单位开展知识产权年度统计。2019 年，中科院申请

专利近两万件，授权专利约一万件。“专利技术有培育期，新技术迭代也很快。”

田永生对第十三条给出解读，“如今，不少企业到研究所寻找前沿技术，希望与

科研团队开展联合开发，进行中试和产业化推广。”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向《中国科学报》介绍，目前已

经启动了对全院授权 3 年以上待转化专利的梳理和调查，并开展评估和运营。

“不同产业、不同技术方向的专利从获得授权到转化应用所需要的平均时长是不

同的，全院专利涉及到多个产业方向，做一个统一规定比较可行，因此选择了 3

年期限。而且，我们在评估和运营过程中，会对全院各研究所相关的专利进行系

统梳理和有效组合，提升单件专利或单个研究所专利布局的价值，在技术创新和

产业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于知识产权的放弃，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所长

王容川希望院里可以有进一步的明确指导，比如放弃前是否需要评估、能否委托

中科院或第三方机构运营处理等。 

对此田永生表示，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会参与其中，对专利的放弃

或者保留作出评价。“有运营价值的专利，可以由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出资，

进一步与企业开展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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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关注：给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 

此次印发的《管理办法》系统化地对业界讨论热烈的职务发明的界定、发明

人奖酬和对国外的转让等热点问题给出了明确的规定。 

《管理办法》第八条提出，院属单位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赋予科研人员职务

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院属单位与科研人员进行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分

割的，要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明确各自承担的专利费用与获得的收益分配，

由科研人员个人承担的专利费用不得使用财政经费支付。 

“《管理办法》提出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专利进行事前确权，即在专利

转化前研究所和科研人员就可以协商按照合理比例明确权属。”田永生表示，此

举有利于授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也是尊重科研人员的做法。 

王容川认为《管理办法》最大的亮点在于，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

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这是一个很大的尝试和突破，能更加有效促进高质量知

识产权的产生，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 

杜伟表示，《管理办法》首次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的角度，

系统地梳理了与科研机构科研创新密切相关的重要生命线上的人、财、物、信息

和保障等环节与知识产权事务相关问题，明确提出了指导思想和处理原则。 

最终目的：让专利回归本质 

2015 年 11 月，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贯标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标志着中科院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化工作正式全面铺开。2016 年 7 月，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

营管理中心揭牌，通过有限行政干预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在院层面建设

知识产权集中管理和统一运营的平台。 

“让更多专利回归本质，聚焦成果转化、促进成果转化。”田永生道出了《管

理办法》出台的初衷。 

“与专利的成果转化率相比，更重要的是专利运营的收益规模。”王容川表示，

“真正的高价值专利可能仅占 5%甚至更少。专利运营应该是围绕高价值专利的运

营，以高价值专利的培育为基础。”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提出，中国科学院逐步建立“核心+网络”模式的知识

产权运营工作体系，以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为核心，构建覆盖全院

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网络；依托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市场化机制补充

并完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网络，协助院属单位开展知识产权转化与运用工作。 

在杜伟看来，这是《管理办法》最大的亮点，在知识产权运用方面提出了极

具中科院特色的知识产权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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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科院相关部门还将在具体的运营流程、专利价值的评估和相关运营操

作细则等方面不断地补充和完善。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ywzgzdt/202005/t20200509_4745118.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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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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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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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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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001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STS区域重点项目“千吨级异山梨醇型聚碳酸酯和聚

酯工程化示范”通过验收 

2020 年 1 月 8 日，中科院 STS 计划吉林省区域重点项目“千吨级异山梨醇型

聚碳酸酯和聚酯工程化示范”验收会在北京召开。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甘建国，

化学所所长张德清、党委书记王笃金，长春大成集团副总裁褚腊林，项目验收专

家组以及分院科技合作处、化学所职能部门、项目组成员和合作企业相关人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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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验收会。 

会议首先由甘建国主持，他代表长春分院对参会的领导和专家表示欢迎和感

谢，并简要介绍了 STS 项目管理过程和验收要求。王笃金感谢长春分院和大成

集团对化学所成果转化工作的支持，希望能以该项目的验收为契机，梳理相关进

展并总结合作经验，为生物基材料领域的成果转化树立所企合作的良好示范。 

项目验收环节由验收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刘德华教授主持。与会专家首先听

取了项目负责人李春成研究员的报告，审查了验收材料，并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

议，一致认为该项目完成了各项任务，实现了预期目标，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甘建国在总结中指出，生物基材料是吉黑两省新材料领域的重点方向，本项目的

成功实施对未来生物基材料高新技术成果落户吉黑两省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有

望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持续性贡献。 

中科院 STS 区域重点项目“千吨级异山梨醇型聚碳酸酯和聚酯工程化示范”

通过研发异山梨醇型聚碳酸酯和聚酯系列专用树脂料，实现千吨级工程化示范，

进而形成从玉米、异山梨醇到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的玉米深加工完整产业链。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iccas.ac.cn/xwzx/kydt/202001/t20200115_5488456/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西北研究院承担的 

国知局专利信息传播利用项目考核优秀 

近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科技咨询

团队承担的 2019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部署的专利信息传播利用项目“西部省区专

利信息特色应用项目”，经评审组就项目成效、组织管理等综合评定，结果为“优

秀”。 

团队针对甘肃省十大生态产业的科技创新需求，选定具有特色的藏药产业进

行基于专利分析的研发态势分析，依托该项目完成《藏药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藏药产业专利分析报告》、《藏药研发企业竞争力分析》以及多份针对性的藏药

研发专项技术分析报告，并开展了面向企业的专利信息推送服务和专利信息分析

利用培训，研究报告和针对性服务得到奇正藏药的好评。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028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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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永新集团来兰州化物所对接交流 

2020 年 3 月 10 日，西北永新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甘肃省科技投资集团监事

会主席肖建胜一行 4 人到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进行对接交流。兰州化

物所所领导班子成员、所长助理、知识产权与产业化处及相关课题组负责人参加

了交流会。 

兰州化物所所长、党委书记王齐华介绍了研究所的发展历史、科研领域、平

台建设、科技成果、重点项目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他表示，兰州化物所与西

北永新集团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促进研究所科

研成果在西北永新集团转移转化，为企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为地方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兰州化物所副所长周峰主持了会议，并建议双方积极探索创新合作模式，

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 

肖建胜介绍了西北永新集团重点产业和未来规划。他表示，西北永新集团非

常重视科技创新，希望与兰州化物所在前期合作基础上建立战略联盟合作关系，

在合作模式、机制建设、产业平台、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融合，发挥研究所研发

优势和西北永新集团市场优势，共同促进甘肃省地方经济发展。 

兰州化物所相关实验室负责人介绍了各自领域的特色研究课题和成果，并与

来访代表进行了讨论。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lzb.cas.cn/qycx/202003/t20200313_5514582.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6 日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承担的 

国知局专利信息人才项目获评优秀 

近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2019 年专利信息传播利用项目已完成验收，

通过评审组对项目组织管理、项目成效等进行的综合评定，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

情报中心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承担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信息人才项

目“高校（科研院所）专利信息服务实践探索”通过结项并被评为优秀。 

项目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大部署，结合区域科技经济发展需要和

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要求，以专利信息利用需求强烈的两家高校与科研院所作

为服务对象。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解决了创新主体当前专利信息利用迫切需求，

通过实践参与、培训辅导、产品示范等多种手段，推动了创新主体专利信息人员

培养和实践。基于试点研究案例，与创新主体一道开展经验总结与范式提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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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科研项目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实施指南》，可供进一步应用推广。 

朱月仙  供稿 

宁波材料所名列浙江省科研机构类专利申请量榜首 

近日，浙江省发布了 2019 年全省专利榜单，其中科研机构专利申请量为 3657

件，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的专利申请量为 476 件，占比 13%，

位居全省科研机构榜首。 

2019 年，宁波材料所实施并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成为浙江省首家

按国家标准认证的科研机构；同年，“一种同步交联改性聚偏氟乙烯微孔膜的制

备方法”、“一种超高速飞行器的热防护与减阻系统”两项发明专利荣获第 21 届中

国专利优秀奖。 

自建所以来，宁波材料所一直重视知识产权工作，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累

计申请专利 4000 余项，授权专利 1800 余项（包括国际专利授权 38 项），软件著

作权 60 余项。未来，宁波材料所将持续围绕重点领域实施知识产权分析预警、

技术路线规划和专利布局工作，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撑作用，

全面提高对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能力，为区域企业提供知识产权

分析、布局、挖掘等服务。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nitech.cas.cn/news/cyhz/202003/t20200317_5516766.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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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系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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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日活动的主讲人为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鹿艺，

鹿老师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述了“知识产权那些事”。先从真

实的“故事”说起，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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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国防专利申请的经验分享。期间鹿老师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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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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sim.cas.cn/xwzx2016/xwkd2016/202004/t20200402_5526298.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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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知识产权贯标是我所发现知识产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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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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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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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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www.ciomp.cas.cn/xwdt/zhxw/202004/t20200428_5565442.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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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www.sic.cas.cn/xwzx/zhxw/202004/t20200429_556553.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 

西北研究院俞祁浩研究员获 2019年度甘肃省 

专利奖发明人奖 

近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9 年度甘肃省专利奖

励的决定》（甘政发〔2020〕4 号），西北研究院俞祁浩研究员获 2019 年度甘肃省

专利奖发明人奖。 

俞祁浩研究员主要从事冻土工程、冻土环境的研究工作，提出以传热过程进

行路基稳定性分析的新方法，在冻土基础地温调控关键技术及基础稳定性等研究

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据悉，甘肃省专利奖发明人奖是甘肃省人民政府 2019 年度新设立的针对发

明人个人的奖项，从专利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中评选产生，注重评价发明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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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发明创造能力以及专利实施后取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旨在更好发

挥省专利奖对发明人积极从事发明创造的激励和引导作用，营造更好的鼓励创新

的社会氛围。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044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武汉植物园知识产权贯标开启试运行 

2020 年 4 月 29 日、5 月 7 日，武汉植物园分别召开了三场知识产权贯标管

理体系试运行启动会，会议由园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副主任尚纳新主持，

科研处副处长卢志军就“武汉植物园知识产权管理手册”结合各部门相关的表单

进行了详细讲解。全体管理、支撑部门负责人和学科组组长参加了会议。通过试

运行启动会，相关人员进一步认识到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了知识产

权贯标的工作内容及目标。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原定通过认证时间会延迟 2 个月，但各方面工作

都在按计划紧锣密鼓地进行。4 月 22 日，召开了园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宣贯线上

培训会议，园贯标工作组全体成员及所级专员共 37 人参加了培训。会后部分参

会人员参加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培训”测试，共收回答卷 22 份，平均得分

94.7 分，宣贯培训收到了预期效果。  

武汉植物园园自 2019 年 5 月 31 日正式启动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已按计划完

成了贯标筹备、调查诊断、框架构建、文件编写、宣贯培训、实施运行等体系构

建流程，接下来通过运行实施，我园知识产权相关部门和各环节将按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设定的流程规范，开展各项知识产权活动（即：各部门按照发布的手册、

程序文件的规定执行，当有相应的活动发生时，填写记录表单并归档保存）。同

时，建立自我完善机制，搞好后期的评价改进工作，力争今年 6 月份完成我园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工作，8 月完成我园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第三方审核认证。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057 

检索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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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化物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2020 年 5 月 28 日至 29 日，由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的两名审核员组

成的审核组对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进行 2020 年度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审核，这是继 2019 年度初次审核之后的第一次监督审核。大

连化物所副所长蔡睿、职能部门和研究组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审核的首末次会议，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进行。 

在两天的审核中，审核组通过远程审核的方式对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策划、运行以及内审和管理评审等过程进行了认真审核，并与管理者代表及相

关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沟通。审核组认为，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

良好，审核过程中未发现不符合项，顺利通过了本次监督审核，科研组织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被推荐保持认证。 

大连化物所于 2019 年 5 月通过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认证，成为我国第一家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科研机构。本次

顺利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是对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管理水平的肯定，

有利于促进该所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运行，

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各个环节均有所提升，相关工作进一步系统

化、规范化、标准化，为科研创新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也为院内其他单位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运行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dicp.ac.cn/xwdt/zhxws/202006/t20200603_5601828.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23 日 

精密测量院召开《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贯标工作启动会 

2020 年 6 月 17 日，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组织召开了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启动会。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

权处主管崔勇、中规认证公司湖北分公司总监黄思应邀参会指导。来自中科院武

汉分院、精密测量院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组及相关研究人员共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

启动会由技术发展处副处长罗凡主持。 

精密测量院院长、贯标工作最高管理者罗志强在启动会上致辞。结合国际国

内形势与精密测量院机构改革重点工作，罗志强首先强调了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

重要性，并要求全院职工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要把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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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至精密测量院管理体系中。精密测量院副院长、贯标工作管理者代表周欣在启

动会上致辞并宣布精密测量院贯标正式启动，对贯标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

积极做好知识产权与贯标工作的宣传；二是要提高全院职工对贯标工作的认识；

三是要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及标准相关知识的学习；四是各部门要做好协同配合，

让贯标工作切实落地见效益。 

崔勇系统介绍了中科院贯标工作的总体部署与工作进展；技术发展处张丽对

精密测量院贯标工作安排做了详细介绍，并对 2020 年 4 月 27 日新出台的《中科

院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进行了解读；黄思对《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条款做了详细解读。通过相关介绍与解读，与会人员对标准条款和知识产权

贯标工作流程有了整体了解，对目前新形势下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变化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 

后期，精密测量院将根据贯标工作以及《中科院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的整体要求，结合精密测量院的发展方向，认真梳理单位内部流程，完善知识产

权相关管理制度，提高全院人员防范知识产权风险的意识，更好地保护精密测量

院的科研成果，促进成果的转移转化，为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apm.cas.cn/zhxw/202006/t20200619_5609289.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23 日 

长春光机所召开 2020年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评审 

2020 年 6 月 17 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召开了 2020

年度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评审会议，所务会成员、相关职能管理部门与研究部

门负责人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所长贾平主持。 

会上，所长办公室等 14 个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先后做了管理评审输入报告，

就一年来各部门开展的主要工作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汇报。成果转化处做了长

春光机所 2019 至 2020 年度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情况报告。报告回顾了 2019

年度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评审中提出的改进措施和 2019 年度外部审核建议项

的落实情况，对 2020 年度内部审核实施情况和发现的系统性问题和建议改进措

施进行了梳理总结，同时汇报了近期国家、中科院、本地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重

要文件和重要事件，分析了外部环境变化对该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产生的影响。 

与会人员针对报告内容及知识产权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结合部门问题，在管理职责、制度建设、合同审核、核心技术保护等方面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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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建议。 

最后，体系最高管理者贾平所长作重要讲话。他首先肯定了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运行一年多以来取得的成效，认为各部门报告形式简洁、内容务实，通过内审

发现问题促进了该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持续完善，全所职工知识产权意识得到

显著提升。 

贾平指出，该所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正处于爬坡阶段，要提高认识、细

化制度、有效推动，要将体系要求渗透到全所各项管理工作中，贯彻全过程管理

理念，通过规范管理保障核心工作有效高质量运行；要关注核心技术的识别、跟

踪和管理，加强合同审核、技术秘密管理等工作；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深入思

考本部门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中的职责和核心工作内容，运用体系的力量提升全

所创新工作的效率和水平，向着“规范管理、激励创造、优质发展”的体系建设目

标迈进。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iomp.cas.cn/xwdt/yw/202006/t20200619_5609273.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23 日 

“西安光机所产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项目 

通过验收 

2020 年 6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产业发展处邀请陕

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巨拴科为组长，省融办、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中心、西安

市科技局等 13 名专家组成的验收评审专家组，对委托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开展的“西安光机所产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项目进行验收评审。西安光机所副所

长谢小平等参加验收会。 

项目组首先作了关于“西安光机所产业知识产权战略”汇报报告，重点围绕西

安光机所光子与光电技术领域，从全球产业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专利发展

态势、西安光机所产业与专利现状等方面进行研究与 SWOT 分析，并给出了专

业建议。 

专家组认为，报告具备全面性、专业性、规范性、前瞻性，对研究所推进知

识产权转移转化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并提出，基于全球产业及技术发展，

结合光机所技术人才基础，建议发挥研究所在光学相关领域的优势，抢先布局、

占领先机，破解优势技术的应用难题。此次战略研究为研究所可转化科研方向的

顶层设计提供了支撑，为技术转移转化决策提供了较好的咨询意见，一致同意通

过验收。同时希望西安光机所通过此次产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未来能更好地指



知识产权动态   210 

 

引研究所面向产业的专利挖掘和技术布局，促进技术高效转移转化，推动地方经

济高质量发展。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opt.cas.cn/gb2019/xwzx/tpxw/202006/t20200612_5605002.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23 日 

转移转化 

中科院 2019年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科技

创新亮点成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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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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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技创新亮点成果已最终确定，现予以正式发布。 

中科院 2019 年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共 6 项，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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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 2019 年度科技创新亮点成果共 12 项，分别为： 

1.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成功创建 

2.青藏高原发现丹尼索瓦古老型智人 

3.非洲猪瘟病毒颗粒“真面目”揭开 

4.天基主动对地测绘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5.系留浮空器“极目一号”驻空高度超过 7000 米 

6.首次完成强关联纠缠体系的量子行走实验 

7.“太极一号”成功发射并圆满完成在轨测试实验 

8.新化石揭示寒武纪大爆发前夕动物重要演化事件 

9.实现石墨烯纳米结构原子级精准的可控折叠 

10.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九期一”获有条件批准上市一批新药开展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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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验证实百年前经典相变成核理论预言 

12.载人潜水器进入科考新常态 

为进一步增进公众对中科院亮点工作的了解，同时促进院属各单位进一步加

强对重大成果的传播推广，中科院 2017 年开始启动“中科院科技创新亮点成果”、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筛选活动，每季度举行一次。2020 年第 1 季

度科技创新亮点成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两类亮点筛选活动的网络投票

将于 4 月启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并积极参与投票，感谢对中科院科技创新工作

的鼓励和支持！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w/202001/t20200110_4730875.s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我国原创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正式上市 

2019 年 12 月 29 日，由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主办的九期一全球战略发布

暨第一届脑肠轴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会上正式宣布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AD）新药九期一正式上市，并发布全球战略。国内外 AD 研究领域的多位知

名科学家就 AD 治疗新理念及药物研发新策略进行了深入研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上海市有关负责人，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

中国药理学会、中国药促会等负责人，以及国内外神经医学领域知名专家等共 60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11 月 2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条件批准九期一作为国家 1 类新药上市，

“用于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改善患者认知功能”。该药是中国科学家原创、

中国企业投入、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也是自 2003

年以来全球第一个被批准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新药。新药上市申请从受理到

获批不到 1 年，是国家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后，通过优先审评审批通道获批的

第一个神经精神类中国原创药物，为全球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提供了“中国处方”。 

九期一全球战略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副局长黄铁青代表中

国科学院致辞，他祝贺九期一研发成功，鼓励研发团队以九期一的上市为全新起

点，不忘“创新为民、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坚守科学家精神，继续深入开展药

物作用机理研究，并以脑肠轴论坛为平台，与国内外 AD 及脑肠轴研究领域专家

加强合作，深入研究脑肠轴理论在 AD 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为开发新的 AD

诊断方法和新的治疗策略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在发言中指出，阿尔茨海默病目



知识产权动态   212 

 

前还是世界医学的难题，中国能在这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在全世界 17

年来无新药获批的背景下取得原创性的成果，这难能可贵。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陈凯先院士、中国药学会副理

事长张晓东、中国药理学会党委书记兼副理事长杜冠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所长李佳分别发表致辞。 

九期一中国 3 期临床主要牵头研究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

心教授肖世富，九期一中国 3 期临床主要牵头研究者、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医学科

教授张振馨，首次系统公开解读了九期一临床研究数据与结果，以及临床研究病

例分析报告。该药是阿尔茨海默病药物领域全球首个长达 9 个月的纯安慰剂对照

研究。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九期一有效率为 78%，可以持续、明显改善患者的认

知功能，且安全性好，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安慰剂组相当。 

会上，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卢鲁沃脑健康中心主任教授杰弗里·卡明斯

（JeffreyCummings）介绍了九期一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方案发布的情况；美国班

纳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所执行所长 EricM.Reiman 教授，荷兰“Deltaplan 痴呆症”董

事会副主席 PhilipScheltens 教授介绍了国际ＡＤ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芝加哥

大学神经生物学系分子神经生物学中心主任 SamSisodia 教授介绍了肠道菌群在

AD 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加快治愈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联盟主席、老龄化研究联盟

首席执行官 SusanPreschin 强调，患者急需一种阿尔茨海默病的修饰疗法，九期

一的全球计划将为数以千计的患者创造希望；绿谷制药副总裁、绿谷全球临床首

席运营官李金河重点梳理了九期一后续开展全球临床研究的整体规划。 

与九期一在中国上市同步，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宣布，未来拟投入 30 亿

美元支持九期一上市后真实世界研究、国际多中心 3 期临床研究“绿色记忆”、扩

大适应症研究和机制深入研究等。其中国际多中心 3 期临床研究，将以超过 2000

例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为对象，在北美、欧盟、东欧、亚太等地区的 200

个临床中心开展 12 个月的双盲试验和 6 个月的开放试验，进一步深入验证九期

一的临床价值。绿谷制药表示，他们计划 2024 年完成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争

取在 2025 年完成新药全球注册申报。 

九期一国际多中心 3 期临床研究由 JeffreyCummings 领衔主导并担任首席科

学家，同时他也是绿谷制药有限公司的科学决策委员会主席。绿谷制药表示，将

以开放、平等、共享、全球运作的规则设立开放性专项研究基金，支持全球优秀

科学家共同参与“九期一”及其机理深入研究，以推动脑肠轴与大脑疾病共性机制

的深度研究。 

在与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九期一上市启动仪式举行。同时，负责九期一中

国３期临床试验的全球最大医药临床试验业务公司艾昆纬（IQVIA，原昆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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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谷制药签约，继续负责九期一国际多中心３期临床试验管理。 

本届脑肠轴论坛集聚国内外阿尔茨海默病（AD）及肠道菌群研究领域的专

家学者，深入研讨脑肠轴与 AD 发生发展的关系，为基于脑肠轴慢性复杂疾病的

药物开发提供了新思路，有望推动脑肠轴理论的发展，并促进 AD 领域科研机构、

临床医院、产业界的跨界交流。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simm.ac.cn/xwzx/zhxw/201912/t20191230_54779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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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5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五版）》，在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中指出：“部分患者肌酶、肌红蛋白增高；部分

重症患者可见肌钙蛋白增高；多数患者 C 反应蛋白（CRP）升高，降钙素原正常”。

通过观察临床新冠肺炎患者炎症指标变化发现，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检测

结果在新冠肺炎患者中明显增高，且与病情进展明显相关。这些指标变化对于新

冠肺炎的诊断和病情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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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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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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zt/sszt/kjgzbd/gzdt/202002/t20200218_4734905.s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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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4986 万元,实际获批补助 424.50 万元，较去年

增长 1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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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995 

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青岛能源所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消毒防疫 

近期，我国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该病毒传染性强，及时进行有效

的消杀防护工作，是避免病毒传播扩散的重要环节。当前，无人机消杀防护作业

方式得到广泛使用。近日，依托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建设的青

岛储能产业技术研究院（简称“青岛储能院”）将最新研发的高能量密度锂金属电

池应用于无人机上，使载重无人机续航时间延长到 3 倍以上，达到 1 小时，从而

提高其在复杂工况下的工作能力。在青岛春天多雾天，易于形成气溶胶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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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整个园区外部尤其是空中消毒工作，为研究所正常复工提供保障。 

青岛能源所研究人员董杉木等长期攻关锂金属电池，通过具有离子导电性的

聚合物涂层技术以及原位 SEI 调控技术，抑制锂粉化，显著提升了锂金属电池的

循环和安全性能。目前聚合物锂电池能量密度可达 460Wh/kg 以上。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通过对单体关键材料体系和极片结构体系的优化，研究

人员解决了电池系统无法兼顾高瞬时输出功率以及高续航能力的核心瓶颈问题。

目前，青岛能源所将开发的聚合物锂金属电池搭载中型植保机，实现其续航里程

提高到 3 倍以上，远高于现有商品化无人机。该工作极大的提升了无人机的工作

效率，同时极大的拓展了无人机的应用场景，未来有望在疫情防控、近海监测、

孤岛运输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应用价值。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025 

检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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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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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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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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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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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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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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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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http://www.cas.cn/cm/202004/t20200424_4742329.s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7 日 

大连化物所与青能所、山东荣信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三方合作协议 

2020 年 6 月 18 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物化

所”）与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能所”）、山东荣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信集团”）在济南签署了三方合作协议。山东省化工

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山东省化专办”）专

职副主任李莎，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院长韩恩厚、副院长马越红，济宁市委常委、

邹城市委书记张百顺，荣信集团总经理司相芳、总工程师杜汉双，大连化物所、

青能所所长刘中民，青能所党委书记、大连化物所副所长彭辉，青能所党委副书

记许辉，大连化物所副所长蔡睿，职能部门及所持股企业相关人员等参加了签约

仪式。 

蔡睿、许辉和司相芳分别代表三方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内容，三方将面向

荣信集团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性和关键技术需求，依托大连化物所和青能所技术、

人才、成果等优势，以及荣信集团资源、产业基础等优势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实

现强强联合，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化工等领域开展技术研发、平台共建、人

才培养等方面的全面合作，推进大连化物所与区域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实现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 

签约仪式上，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与山东省化专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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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中科（大连）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荣信集团签署了“40 万吨/年甲醇转化制

乙醇项目专利技术许可合同”。此次协议是在深入落实中国科学院与山东省人民

政府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国家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签署的。各

方将紧密围绕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需求，务实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全面

合作，为推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和

创新保障。 

签约仪式前，山东省副省长凌文接见了大连化物所代表团，对研究所在山东

开展的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将持续大力支持大连化物所科

技成果在山东转化落地。签约仪式后，刘中民应邀作《中国能源革命的挑战与机

遇》报告，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和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dicp.ac.cn/xwdt/zhxws/202006/t20200618_5608788.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23 日 

水保所研制的径流泥沙实时自动监测仪获得成果转化 

2020 年 6 月 10 日，“一种径流泥沙实时自动监测装置测量方法”实施许可签

约暨监测仪器捐赠仪式在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举行。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科技推广处处长王亚平，水保所所长冯浩、郭明航研究员等研发团队主要成

员，西安三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向辉，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刘宝元、常务副主任李世清及水保所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了签

约仪式，签约仪式由水保所副所长王飞主持。 

王亚平、赵向辉分别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西安三智科技有限公司在专利

实施许可合同上签字，合同约定专利独享期限为 10 年，使用费 100 万元。随后，

西安三智科技有限公司向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捐赠了

径流泥沙自动监测仪、便携式泥沙测量仪等 10 台仪器，李世清教授代表重点室

接受了捐赠。 

径流泥沙实时自动监测仪是水保所水土保持实验观测技术装备研发团队历

经５年多研发而成。刘宝元对这一自主研发的仪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从手动测

量到自动监测，解决了百年来全球土壤侵蚀监测中面临的一个难题。王飞在介绍

实施许可合同主要内容后，认为该检测设备的研制成功和成功转化体现了原始创

新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对行业发展需求的有力回应，将进一步提升水土保持行业

监测科学化水平。王亚平在讲话中对研发成果的顺利转化表示祝贺，他表示该仪

器的成果签约，实现了学校研制装备转化的突破，对推动学校成果转化迈出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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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步。冯浩在讲话中指出该监测设备的研发成功和成功转化充分显示了水保所

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响应国家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要

求，他希望该团队能再接再厉，继续发扬“西农精神”、“黄土精神”，认定目标，

长期坚持，攻克难关，为水土保持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m.iswc.cas.cn/kydt/202006/t20200611_5604756.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23 日 

空间中心举办知识产权与成果交流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科技处在中关村园区

举办了知识产权与成果交流会。各重点实验室、支撑部门分管领导、科技成果专

员参加了交流会议。 

会议对《空间中心报奖工作手册》进行了内部发布和重点解读，宣贯了《中

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与参会人员交流了中心专利运营的初步

设想。 

《空间中心报奖工作手册》对与中心相关的各类奖励进行了汇编，梳理了奖

励的申报流程及准备材料清单，为科研人员梳理成果、准备材料提供了重要参考，

未来科技处还将按照各部门年初报送的“奖励申报意向清单”统筹规划、组织奖励

上报。 

强化专利运营目的在于盘活中心专利，促进专利技术的应用和转化，实现专

利技术价值。《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保护、管理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与科研机构科研创新密切相关的人、财、物、信

息和保障等环节与知识产权事务相关问题，明确提出了指导思想和处理原则；让

专利回归本质，保护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与会人员对报奖、知识产权、专利运营进行了交流讨论，并给科技处相关工

作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大家一致认为，组织定期的交流很必要，要坚持下去，

同时建议扩大交流范围，让更多的科研人员了解奖励、知识产权、专利运营和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相关政策，促进提升中心科研工作。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nssc.cas.cn/xwdt2015/zhxw2015/202005/t20200529_5600346.html 

检索日期：2020 年 6 月 23 日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

主办：

承办：

内部资料

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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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