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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２０２０年 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持续增长

２０２１年３月２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 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相关统

计数据。研究发现，尽管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造成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但２０２０年

通过ＷＩＰＯ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仍继续增长。中国和美国的申请量均实现年度

增长。知识产权帮助创新者和企业把创意推向市场，从历史上看，全世界对知识产

权的需求大致与全球经济表现同步。然而，在过去十年中，ＷＩＰＯ全球知识产权服

务使用量的增长，尤其是 ＰＣＴ服务使用量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全球 ＧＤＰ的增长。

主要结论如下。

　　１．国际专利体系（《专利合作条约》）

（１）通过《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是衡量创新活动广泛

使用的指标之一。尽管全球 ＧＤＰ预计降低３．５％，但２０２０年 ＰＣＴ申请量增长了

４％，达到２７．５９万件申请，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数量。２０２０年，中国（６８，７２０件，

同比增长１６．１％）超过美国（５９，２３０件，＋３％）成为 ＰＣＴ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

这一地位由美国 １９７８年 ＰＣＴ投入运作以来一直保持。其后依次是日本

（５０，５２０件，－４．１％）、韩国（２０，０６０件，＋５．２％）和德国（１８，６４３件，－３．７％）。

其他增长强劲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９５６件，＋７３．２％）、马来西亚（２５５件，

＋２６２％）、智利（２６２件，＋１７．０％）、新加坡（１，２７８件，＋１４．９％）和巴西（６９７件，

＋８．４％）。较长期趋势指向创新的全球化，亚洲占 ＰＣＴ申请活动总量的５３．７％，

而１０年前为３５．７％。

（２）２０２０年，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已公布ＰＣＴ申请５，４６４件，连续

第四年保持领先。位居其后的是韩国三星电子（３，０９３件）、日本三菱电机（２，８１０

件）、韩国ＬＧ电子（２，７５９件）和美国高通（２，１７３件）。在前十大申请人中，ＬＧ电

子２０２０年已公布的 ＰＣＴ申请量增长最快（＋６７．６％），从２０１９年的第十位跃至

２０２０年的第四位。教育机构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已公布 ＰＣＴ申请５５９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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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榜首，其后依次是麻省理工学院（２６９件）、深圳大学（２５２件）、清华大学（２３１

件）和浙江大学（２０９件）。上榜的前十所高校中，有五所来自中国，四所来自美国，

一所来自日本。

（３）就技术领域而言，计算机技术（９．２％）在已公布的 ＰＣＴ申请中占比最大，

其次是数字通信（８．３％）、医疗技术（６．６％）、电气机械（６．６％）和测量（４．８％）。

２０２０年，排名前十的技术中，有六项技术获得了两位数的增长，其中音像技术的增

长速度最快（＋２９．５％），其后依次是数字通信（＋１５．８％）、计算机技术

（＋１３．２％）、测量（＋１０．９％）、半导体（＋１０．１％）和药品（＋１０％）。

　　２．国际商标体系（马德里体系）

（１）全球对国际商标体系的使用略有下降。２０２０年，通过ＷＩＰＯ国际商标注册

马德里体系提交的国际商标申请量减少了０．６％，约为６３，８００件，这是２００８至

２００９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下滑。

（２）２０２０年，美国申请人（１０，００５件）使用马德里体系提交的国际商标申请量

最大，其后是德国（７，３３４件）、中国（７，０７５件）、法国（３，７１６件）和英国（３，６７９

件）。前十大来源地中，中国（＋１６．４％）是唯一一个在２０２０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的

国家。英国（＋５．１％）和意大利（＋３．６％）也有显著增长。除前十名来源地外，韩

国（＋１３．４％）、加拿大（＋９４．４％）和丹麦（＋１１．５％）的增长最为强劲。相比之

下，法国（－１６．３％）和土耳其（－１５．４％）则出现大幅下滑。

（３）２０２０年，瑞士诺华集团以２３３件马德里申请位列榜首，比２０１９年多１０４

件，由第三位升至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华为（１９７件）、日本资生堂（１３０件）、

德国ＡＤＰ高斯曼公司（１２３件）和法国欧莱雅（１１５件）。２０１９年最大的申请人欧

莱雅公司２０２０年的申请量减少了７８件，下滑至第五位。

（４）ＷＩＰＯ受理的国际申请中，指定最多的类是第９类（计算机软硬件及其他

电气或电子装置等），占２０２０年总量的１０．６％。其后是第３５类（商业服务；８．１％）

和第４２类（技术服务；７．１％）。前十大类中，第１０类（外科、医疗、牙科和兽医仪器

等；＋２１．１％）和第５类（药品和其他医用制剂；＋９．２％）增长最快。

　　３．国际外观设计体系（海牙体系）

（１）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减少了通过国际外观设计注册海牙体系保护工业品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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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需求。２０２０年，外观设计需求量下滑了１５％，减少至１８，５８０项，这是２００６

年以来的首次下滑。

（２）尽管出现大幅减少，德国３，６６６项外观设计，仍然是国际外观设计体系使

用最多的国家。美国（２，２１１项）从第六位上升至第二。瑞士（１，９４４项）、韩国

（１，６６９项）和意大利（１，２３１项）分别排名第三、第四和第五。前十大来源国中，美

国（＋６２．７％）、土耳其（＋３４．７％）和中国（＋２２．７％）是仅有的三个实现增长的

国家。

（３）韩国三星电子以８５９项外观设计连续第四年位居申请人榜首，其后依次是

美国宝洁（６２３项）、荷兰ＦｏｎｋｅｌＭｅｕｂｅ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５６９项）、德国大众（５２４项）和中

国小米（５１６项）。中国企业首次跻身前五。最新进入前十的是德国的 Ｌａｍｐｅｎｗｅｌｔ

（２７６项）。

（４）２０２０年，运输工具相关的外观设计（１０．１％）占全部外观设计的比例最大；

紧跟其后的是录音和通讯设备（８．８％）、包装和容器（８．４％）、家具（７．４％）、照明

设备（６．９％）。前十大类中，药品和化妆品（＋４２．６％）有较大规模增长。

　　４．域名争议

（１）２０２０年，商标所有人根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ＵＤＲＰ）向ＷＩＰＯ仲裁与

调解中心提交了４，２０４起案件，自这项服务开始以来，已突破５０，０００件。这也是涉

及专利、商标、数字版权和其他类型技术争议调解和仲裁案件创纪录的一年。

（２）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期间，商标所有人采用 ＷＩＰＯ的这项服务不仅有助于加

强网上形象，还向不同业务领域的互联网用户提供真实的内容和可信赖的销售站

点。．ＣＯＭ案件在ＷＩＰＯ通用顶级域（ｇＴＬＤ）案件中占７５％，显示了其持续的首要

地位。

（３）２０２０年，ＵＤＲＰ案件的当事人来自１２７个国家，较２０１９年的１２２个国家有

所增加。美国（１，３５９起）、法国（７８６起）、英国（４１１起）、瑞士（２５６起）和德国（２３５

起）是案件量最高的五个国家。ＷＩＰＯ还为超过７５个国家代码顶级域提供争议解

决服务，如．ＣＮ（中国）、．ＥＵ（欧盟）和．ＭＸ（墨西哥）。

（４）除域名争议领域外，ＷＩＰＯ在２０２０年还收到了７７起不同领域的知识产权

调解和仲裁案件，比上一年的案件量增加了２４％。相关案件中，与专利有关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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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最常见的，其后依次是商标、信息与通信技术和版权争议。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２１／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０２．ｈｔｍｌ

原文题目：创新不息：尽管发生２０１９冠状病毒病大流行，

２０２０年产权组织国际专利申请量仍继续增长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３日

ＥＵＩＰＯ和 ＥＰＯ发布欧盟知识产权与企业绩效报告

２０２１年２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和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共同发布了一项

联合研究“欧盟知识产权与企业绩效（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Ｆｉｒｍ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报告。该报告分析了欧盟２８个成员国超过１２．７万家

欧洲企业的大样本，通过比较拥有知识产权和无知识产权的企业绩效，深入探究知

识产权的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１．知识产权所有人的人均收入比无知识产权所有人高２０％

（１）通过员工数量比较，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往往比无知识产权的企业规模

更大。

（２）至少拥有一项专利、外观设计或商标的企业平均员工收入比无任何知识产

权的企业高２０％。就个人知识产权而言，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在专利、商标和外观

设计方面的平均绩效溢价分别为３６％、２１％和３２％。

（３）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员工平均工资比无知识产权的企业高１９％。其中，

相关性最强的是专利（５３％），其次是外观设计（３０％）和商标（１７％）。从人均收入

和工资来看，与商标和外观设计相比，专利是为企业及员工带来最高回报的知识产

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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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种知识产权类型企业员工数量、收入和工资变量均值（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无知识产权的企业

人数 收入（千欧元／年） 工资（千欧元／年）

５．１ １４８．６ ２９．８

有知识产

权的企业

至少拥有一项专利、
外观设计或商标

１３．５ １７８．６ ３５．６

差异（％） １６３．８％ ２０．２％ １９．３％

专利 ２８．７ ２０２．４ ４５．５

差异（％） ４６０．１％ ３６．３％ ５２．６％

商标 １３．５ １７９．６ ３５．０

差异（％） １６４．３％ ２０．９％ １７．４％

外观设计 ２９．１ １９６．３ ３８．７

差异（％） ４６７．９％ ３２．２％ ２９．７％

　　２．欧洲知识产权最密集的行业是信息和通信行业

知识产权最密集的行业是信息和通信行业，约有１８％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制

造业（１４％）和其他服务业（１４％）次之。从事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的服务企业也

相对较为重视知识产权（１３％的此类企业拥有知识产权）。

［１］欧洲共同体经济活动的统计分类（ＮＡＣＥ）成立于１９７０年，是欧盟委员会对经济活动的分类。

表２　ＮＡＣＥ类别排名Ｔｏｐ１０知识产权所有权占比

ＮＡＣＥ类别［１］ 知识产权所有权占比（％）

Ｊ：信息和通信 １７．６７

Ｃ：制造 １４．４２

Ｓ：其他服务活动 １４．４０

Ｍ：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 １２．９７

Ｎ：管理和支持服务活动 １０．６６

Ｅ：供水；污水、废物管理和修复活动 ９．６０

Ｇ：批发和零售贸易、汽车和摩托车修理 ８．９５

Ｄ：电力、燃气、蒸汽和空调供应 ５．９０

Ｌ：房地产活动 ５．７５

Ｉ：住宿和食品服务活动 ５．５１

５知识产权动态



　　３．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１）知识产权所有权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

人均收入比无知识产权企业高５５％。９１．２％的欧洲企业没有任何知识产权，８．７％

中小企业拥有知识产权，５５．６％大型企业拥有知识产权。

（２）拥有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的人均收入比无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高出

６８％。尽管欧洲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知识产权，但那些拥有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

人均收入要高。

（３）大型企业中，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人均收入比无知识产权企业高１８％。

欧洲６０％的大型企业拥有知识产权，但员工收入与专利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如中

小企业明显。

表３　知识产权所有者和非知识产权所有者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

机构类型 人均收入差异（％）

大公司 ＋１８％
中小企业 ＋６８％
总计 ＋５５％

（４）企业绩效的提高取决于知识产权的类型和组合。最高的人均收入增长与

拥有商标和外观设计组合，以及拥有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组合的企业有关，绩效

溢价分别为６３％和６０％。仅拥有专利的企业高于人均收入的比例为４３％，仅拥有

商标为５６％，仅拥有外观设计为３１％，专利和商标组合为５８％，专利和外观设计组

合为３９％。

（５）鉴于中小企业占样本的绝大多数，国家间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总体分布与中

小企业的结果相似。来自马耳他、葡萄牙、塞浦路斯、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

波兰和英国的企业最有可能成为知识产权所有者。这些国家中，超过１０％的中小

企业至少拥有一种类型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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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数据统计

２０２１年３月５日，德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发布了２０２０年各类知识产权主要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德国商标申请量大幅增长，创历史新高；在医疗器械、药品和

消毒领域，与防治流行病有关的商品和服务类别显著增加。主要结论如下。

　　１．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申请趋势

２０２０年，各种知识产权类型的申请趋势变化显著。德国专利商标局共受理商

标申请８９，４３８件，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１３．５％。发明专利申请（包括向ＤＰＭＡ递交的申

请和进入国家阶段的ＰＣＴ申请）６２，１０５件，较２０１９年下降７．９％，这与日本、美国

等工业化国家的趋势一致。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３９，４５０件，较 ２０１９年下降了

８５％。相比之下，实用新型申请数量多年来首次上升，２０２０年共受理１２，３２３件实

用新型申请，较２０１９年（１１，６６７）增加了５．６％，利用实用新型快速获得保护显然满

足了许多申请人的需求。中国向ＤＰＭＡ提出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增加了近５０％。

新冠疫情也影响了专利申请行为。２０２０年１至３月专利申请人向ＤＰＭＡ提交

的专利申请数量与２０１９年同期相比基本一致，但从３月底起收到的申请数量出现

下降，一直低于２０１９年同期的申请数量。

电动汽车的转变也可能对汽车行业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与电池和燃料电池

相关的发明数量明显增加（＋１５．４％），与内燃机相关的发明数量同比下降。相较

于２０１９年，“运输”（－１６．６％）、“机器零件”（－１８．０％）和“发动机、泵、涡轮机”

（－２２．０％）的申请数量显著减少。

“运输”仍是德国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２０２０年申请量为１０，７５８件，

较２０１９年下降１６．６％。其后依次是“电视、电气装置、电能”（６，９９２，－２．９％）和

“测量”（４，５６５，－９．９％）。

　　２．口罩发明数量急剧增加，计算机发明显著增多

新冠疫情激发了技术创新。“医学技术”领域的申请量为２，３８３件，比２０１９年

增长１０．１％，其中用于感染防控的方法和设备的专利申请量增长了１７５．８％。“其

他消费品”专利申请显著增长（＋２６．１％），其中涉及口罩和防护服的发明申请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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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五倍（＋４１７．６％）。

以软件发明为主的“计算机技术”领域共受理专利申请３，０８０件，较２０１９年明

显增加１７．６％，特别是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的发明在这一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自统计以来，“计算机技术”领域首次进入前五，这显示了技术大类“电气

工程”日益增长的重要性。２０１９年，这一领域占 ＤＰＭＡ申请总量的２３．８％，２０２０

年，上升至２６．１％。美国英特尔公司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人中位居第９位。

从德国境内各联邦州的专利申请分布来看，巴登符腾堡州（１３，０３３）位居榜

首，较２０１９年减少１４．５％。其次是巴伐利亚州（１２，９９３，－７．４％）和北莱茵威斯

特法伦州（６，５３２，－６．９％）。每十万人口专利数量最多的是巴登符腾堡州（１１７）、

巴伐利亚州（９９）和下萨克森州（４１）。

商标领域，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以１８，１５１件申请再次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

巴伐利亚州（１４，４５１）和巴登符腾堡州（１０，１３９）。每十万人口中商标数量最多的

是汉堡（２２８）、柏林（１６２）和巴伐利亚（１１０）。

　　３．博世再次位居榜首，汽车行业仍占主导地位

２０２０年，博世（４，０３３）在最活跃的专利申请人中再次名列第一，其次是舍弗勒

（１，９０７）和宝马（１，８７４）。尽管汽车行业的申请数量在下降，但仍在申请人列表中

占据主导地位，排名前１０位的申请人中有９位是汽车制造商或供应商，他们继续

在技术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商标注册数量最多的是汉高（９２）、宝马（９０）和ＤＦＯ

Ｇｌｏｂａｌ（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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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高关注度专利技术动向调查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日本专利局针对高关注度专利技术发布了专利申请和市场

动向调查报告。调查主要涉及水产养殖／复合养殖、人工智能在图像诊断设备的应

用、抗菌抗病毒材料。具体内容如下。

　　１．水产养殖／复合养殖

近年来，水产养殖业开始运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ＡＩ）等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

的新一代养殖技术，即“智慧水产业”，可自动喂食、实时共享、观测水质、计算机或

智能手机查看水下拍摄图像等。预计２０２３年，新一代水产养殖技术的日本市场规

模（基于销售额）陆上水产养殖系统将达到８７．６亿日元，利用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

的智慧水产业市场将增长至２３．１１亿日元。

水产养殖／复合养殖相关的专利申请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但部分国家（中国）

的专利申请数量也在增加。中国专利申请人占比最大（７７．８％），其后是韩国

（１０１％）和日本（４．０％）。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的数量正在增加。其中，占比最大的

是欧洲申请人（挪威除外）（２０．８％），其后依次为美国（２０．５％）、挪威（１４．２％）和

日本（１１．２％）。美国与欧洲（挪威除外）之间专利申请流动较多，日本、美国、欧洲

（挪威除外）与中国的专利申请流动频繁，挪威到欧洲其他国家的申请数量较多。

中国申请人占据显著优势，特别是大学和研究机构数量较大。整体上，本国（地区）

申请人在该国家（地区）专利申请量排名靠前。

从技术类别来看，养殖方式中“海面养殖”的申请最多，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陆

地养殖”也有所增长。养殖系统中“育种／种苗生产”的申请最多，“水质管理”和

“生产控制”申请也在增加。所有技术类别中，中国申请人占据大多数，尤其是“陆

地养殖”和“育种／种苗生产”。

水产养殖领域论文数量近年总体呈增长趋势。就研究人员所属机构的国家

（地区）论文数量来看，欧洲（挪威除外）排名第一，其后是中国和美国，日本和韩国

占比较小。挪威在这一领域具有一定规模。

　　２．人工智能在图像诊断设备的应用

人工智能（ＡＩ）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包括基因组医学、图像诊断、手术等。日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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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诊断设备产值在２００９年达到峰值后下降，２０１２年开始上升，到２０１５年保持平

稳，２０１７年开始再次增长。２０１８年产值为３０７１亿日元。出口规模自２００９年开始

减少，２０１１年触底后有所增加，２０１５年达到峰值后再次减少，２０１７年转为上升。

２０１８年出口额为１５２３亿日元，出口额最大的国家是美国３２５亿日元（２１．３％）和中

国２５８亿日元（１６．９％）。进口额自２０１４年达到顶峰后一直下降，２０１７年开始增

加。２０１８年进口额为１０７３亿日元，进口额最大的是美国６４５亿日元（６０．２％）和德

国２４７亿（２３％）。

２００６至２０２０年，美国申请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３４．２％），申请量逐年

增加。美国受理的专利申请量最多（３９．８％），其后是中国（２１．２％）和日本

（１６４％）。欧洲（含德国）、日本、美国申请人较多。日本、德国、韩国本国申请人

专利申请量占比较大，日美欧申请人在美国和欧洲（德国除外）的申请量明显增多。

欧洲（含德国）和美国申请人在中国的专利申请量较多。

从技术类别来看，“Ｘ射线ＣＴ”、“ＭＲＩ”和“超声”专利申请量均达到３０００件左

右，“核医学”较少。从国家／地区来看，欧洲（德国除外）、中国和韩国申请人在“Ｘ

射线ＣＴ”、“ＭＲＩ”和“超声”的申请数量大致相同。日本和德国申请人中，“Ｘ射线

ＣＴ”申请数量最多；美国申请人中，“超声”申请数量最多；德国申请人“超声”申请

数量相对较少。所有技术类别的申请量都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大多数专利申请是

在本国或地区，西门子集团在美国和中国都有较多申请。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８年，专利申

请量大幅上升的机构是富士胶片（日本）、佳能医疗（日本）、西门子（美国、德国）、

飞利浦（荷兰）、通用电气（美国）、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该领域发表论文的数量逐年增加。研究人员所在国家／地区发表的论文数量

逐年增加。从研究人员所属机构发表的论文占比来看，美国最高（２８．２％），其后是

欧洲（德国除外）和中国。“ＭＲＩ”相关论文 ３７２４篇，“Ｘ射线 ＣＴ”相关论文

１１２３篇。

　　３．抗菌抗病毒材料

受调查的抗菌抗病毒材料包括具有杀菌、除菌、抗菌、防霉、抗病毒效果的塑

料、树脂（含涂层材料）、纤维等材料（不包括医药）。目前，日本抗菌加工产品整体

市场规模已超过１万亿日元。２０２０年，在抗菌制品技术协议会（ＳＩＡＡ）注册的抗菌

加工产品数量增长至５６００种，约为２００７年的３．３倍。２００３年 ＳＡＲＳ爆发，各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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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加工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大。

抗菌抗病毒材料专利申请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中国专利申请人占比最大

（７６％），美国（８．３％）和欧洲（５．６％）次之。中国申请人申请量增长显著。ＰＣＴ国

际专利数量基本保持平稳。其中，占比最大的是美国申请人（３９．８％），其后是欧洲

（３０．２％）和日本（７．８％）。欧美间的申请流动较为显著，欧美向其他国家提交的

专利申请量较多。中国的申请人较多，大部分来自大学，美国和欧洲的化学／材料

公司也较多。日本受理的专利申请中，化学材料领域日本公司的排名较高。

从材料种类来看，“树脂／塑料（不包含涂层）”的专利申请量最多。中国申请

人更注重本国的专利申请。中国申请人在所有类别的数量都较高。

论文发表数量近年来呈增长趋势，从研究人员所属机构发表的论文占比来看，

欧洲位居首位（３５％），日韩的占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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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数字化知识产权创新战略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在第２８届国家知识产权委员会上发布了

基于人工智能和数据的数字化知识产权创新战略。据悉，韩国的知识产权革新将

提升韩国在人工智能、数据等数字产业的竞争力，使韩国经济有望引领数字时代。

因新冠疫情影响，在线经济活动增加，数字化变革加速，人工智能产品、数据、

全息图商标、视频设计等数字化知识产权迅速发展。因此，有必要改善人工智能、

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战略性地活用专利、文化信息、研

究和产业等数据。对此，韩国政府制定了“以人工智能、数据为基础的知识产权创

新实现数字化强国”的战略蓝图，并由韩国科技通信部、文体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制

定了四大战略和八项任务。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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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应对数字化变革，革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１）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改革

与相关部门共同探索人工智能产品的权利保护方向，并根据国际趋势，确立制

度化方向。加速推进数据、全息图商标、视频设计等主要制度化方向相对应的法律

制度改革。

（２）知识产权保护

具体推进《防止不正当竞争法》中防止擅自利用、获取数据的规定，增强对全息

图、动态商标等新型数字化商标和视频设计的保护。其次，制定相关制度防止数字

环境下的新型网络传输、虚拟现实等侵害，针对因网络伪造商品交易造成损失的情

形制定对策。为此，韩国政府计划推进《防止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等六大知

识产权法、十项立法课题。

　　２．构建知识产权数据基础设施，促进个人、企业对知识产权、研究、产业等数据

利用

　　（１）知识产权数据应用

在战略制定、产品生产、流通、销售等整个产业价值链中，充分利用专利大数据

分析支撑，增强产业竞争力。为使数字绿色新政能够快速取得成效，韩国将优先支

持知识产权大数据分析，结合人工智能开发知识产权分析系统，增强该系统的实时

应用能力。

（２）创建和应用数字平台

升级国家研究数据平台，构建“制造数据”平台，促进产业数据共享和应用，强

化国家创新体系。

　　３．加强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数字产业竞争力

（１）研发产业

支持有潜力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企业创造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的核心

专利，不仅在研发阶段提供专利战略和技术支持，还为其提供知识产权申请的支

援。此外，还将构建人工智能语料库等学习资料，支持开发以著名电影、游戏、网络

漫画等为背景的虚拟现实内容以及数字观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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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知识产权投资和交易

将知识产权金融参与的银行扩大到地方和网络银行，推进开发人工智能知识

产权评价系统等，激发数字知识产权金融发展。同时，将各地区 ＢＩＧ３特色大学［２］

指定为知识产权重点大学，加强ＢＩＧ３专业人才的知识产权能力。

［２］ＢＩＧ３特色大学指的是生物、未来汽车、制造ＩＣＴ三大专业领域较强的特色大学，例如忠北大学（生物）、全
南大学（未来汽车）、庆尚大学（制造ＩＣＴ）。

　　４．倡导新的知识产权贸易秩序

（１）全球合作

韩国将在数字时代引领新的国际规范，例如利用数字网络和数字版权防止窃

取商业秘密，改善相关制度以适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

《美墨加贸易协定》（ＵＳＭＣＡ）等新贸易规范。此外，韩国还将支援乌兹别克斯坦、

越南等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咨询系统和电子政务系统，并推进向科威特、巴林等中

东国家输出信息化、审查代理一揽子服务。

（２）知识产权贸易

加强知识产权纠纷应对中心的运营，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对仿制品、盗版物

品实施联合管制等，积极支援韩国企业解决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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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ｎ

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８７５５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５日

３１知识产权动态



政策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

《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

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

署，全面做好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

展年度工作指引（２０２１）》。主要内容如下。

　　１．主要目标

２０２１年底，知识产权顶层设计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工作法治化水平不断提

高、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导向更加凸显、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持续提升、知识产权服

务水平稳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和竞争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得到全面

加强，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知识产权创造。深入落实《提升发明专利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专项实施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大力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和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知识产权审

查质量和审查效率持续提升，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压减至１８．５个月，高价值发明专

利审查周期压减至１４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４个月。

知识产权保护。扎实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部署要求。现有保

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业务能力进一步提升、业务范围进一步拓展，结合地方需求

适当布局一批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严格实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

赔偿制度，建立更加顺畅的知识产权保护衔接机制，侵权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较高水平。

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在严控风险前提下专利

商标质押融资规模达２４００亿元，融资惠及企业数量增长率超过１０％，全国专利密

集型产业增加值平稳增长，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有效支撑现代产

业体系建设。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统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继续推进有关地方专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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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受理窗口整合，力争全部实现知识产权业务“一窗通办”。专利、商标电子申请便

利化程度与好评度进一步提升。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项目建设。完成在华

建设１００家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ＴＩＳＣ）首期建设目标，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２．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标杆引领

（１）持续推动“十四五”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实施落实。继续推动并

配合做好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指标相关工作。做好“十四五”知识产权规划指

标实施落实保障，加强与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相关专利指标考核评价工作的

衔接协同。（战略规划司负责）持续优化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中知识产权相关指

标。（公共服务司负责）

（２）因地制宜设置地方“十四五”指标体系。各地区结合本地区发展实际，集

中力量编制本地区“十四五”知识产权专项规划，科学合理确定本地区“十四五”知

识产权目标指标，加强与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国家“十四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

用规划的任务和指标衔接。要按照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目标任务明确的方向，

完善政策设计、创新政策手段、健全政策协调机制，科学设计指标实现路径。（各地

方知识产权局负责）

（３）高标准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制定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

点示范管理办法，充实局省知识产权合作会商内涵，统筹推进城市、县域、园区、企

业及高校院所等试点示范工作，夯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基础。支持相关省份高起

点谋划局省知识产权合作会商事项，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全力打造京津

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长三角、成渝、海南自贸港等区域知识产权高地，加强对中

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知识产权工作支持力度。（运用促进司负责）各地区根据国家

局统一部署，遴选推荐一批试点示范项目，努力打造工作亮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做法。（各地方知识产权局负责）

　　３．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政策配套实施

（１）加强知识产权宏观政策研究。聚焦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产业链供应链自

主可控等重大战略部署开展知识产权专题研究，形成一批含金量高、可操作性强的

重大政策研究成果，更好为决策提供参考。加强国内外知识产权领域热点、难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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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判，完善政策预研储备工作机制。（办公室负责）做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修订，

加强对地方知识产权立法相关工作的指导，完成《专利审查指南》适应性修改。做

好商标法进一步修改准备和地理标志法律制度论证，加快《商标代理管理办法》等

规章的制修订。研究制定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

护规则。开展专利特殊审查政策与机制综合性评估论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审

查制度。加强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知识产权相关条款研

究。（条法司负责）

（２）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

见》，加快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持续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业务指导，

推进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加大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力度，加强知识产权执法

保护能力提升培训。启动知识产权保护试点示范区建设。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布局，加强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建设。强化知识产权领域诚信体系建设，推进知识产

权仲裁调解机构建设，强化维权援助机制。促进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

高效运行。（保护司负责）

（３）完善知识产权运用促进政策。围绕国家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专利导航体系

建设，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助力破解“卡脖子”问题。推进重点产业知识

产权运营中心建设，做好相关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健全知识产权评估体系，研究

制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指引，完善评估机制和标准。出台完善知识产权市场化运

营机制政策。实施专利技术转移转化专项工作。加快发展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深

入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工作。完善专利开放许可运行机制，促进专

利以许可的方式转化实施。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建设一批商标品牌指导站，指

导发布商标品牌发展指数报告。深入实施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启动地理标志

助力乡村振兴行动，着力打造区域品牌和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加强知识产权服务

业监管，出台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优化升级知识产权服务业集

聚区。（运用促进司负责）

（４）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政策。制定发布《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十四五”规

划》。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化、智能化基础设

施建设，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建设。提高省级和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机构覆盖率。整合资源，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业务受理窗口等骨干机构拓宽

服务职能，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新建一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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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开展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备案工作，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编

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加强业务指导，推广应用《知识产权基础信息数据

规范》《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利用指引》《ＴＩＳＣ服务能力提升指南》《ＴＩＳＣ服务产品和

服务指引》，打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系统，保障知识产权数据要素自由流动。

（公共服务司负责）

（５）深化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加大对小多边合作

的影响力，巩固双边合作关系。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全面落实中美第一阶

段经贸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知识产权章节，落实中欧、中法地

理标志协议。研究疫情防控环境下的“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新机制新模式，推

动合作项目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健全知识产权对外

转让审查制度，加强对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行为的管理。（国际合作

司、保护司负责）

　　４．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统计监测

（１）加强知识产权指标统计监测工作。加强知识产权“十四五”规划核心指标

的统计监测、分析研判和信息反馈。扎实开展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核算与

发布工作。围绕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优化完善并深入推进全国专利调查工作。

加强对地方指标工作指导和统计支持。（战略规划司负责）启动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实施监测体系架构和监测指标设计工作，为建立强国战略纲要实施动态调整机制

提供支撑。（联席办负责）

（２）健全地方知识产权指标统计监测体系。各地区要适应构建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要求，创新知识产权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对

“十四五”期间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情况开展监测评估，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统计

工作体系，按照国家局要求及时提供相应统计数据。（各地方知识产权局负责）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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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

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

部署，加大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力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２０２１年全国知识产

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主要任务如下。

　　１．加强行政裁决工作，严格专利保护

严格依照修订后的《专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理在全

国有重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制度，开展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行政裁决工作。

健全专利纠纷案源收集摸排机制和侵权风险排查机制，加强源头治理，及时防范化

解侵权风险。大力推进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示范建设工作。畅通受理渠道，拓

宽案源线索，优质高效开展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和其他专利纠纷案件办理工作。

加大打击重复侵权、群体侵权、恶意侵权行为力度，加大涉外、涉民营企业专利侵权

纠纷办案力度，发挥行政保护优势，依法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

　　２．综合施策，强化商标保护管理

创新商标保护方式和手段，聚焦商标印制、生产流通、网络销售等环节，加大对

涉及区域广、持续时间长、涉案金额高、影响恶劣等严重侵权行为的办案业务指导

力度。切实督促定牌加工企业，严格履行商标审核义务，防范商标侵权行为发生。

加大对驰名商标权利人合法权益保护，对查处商标违法案件中批复认定的驰名商

标要及时保护，对有行政保护记录的要援引保护和重点保护。加强涉农商标、集体

商标、证明商标保护，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施行《刑法修正案（十一）》为契

机，加强服务商标保护。加大整治恶意商标注册申请、违反禁止性规定使用商标、

冒充注册商标等违法行为，严防将少先队标志及文字注册商标或者将其作为未注

册商标使用。研究制定商标一般违法判断标准，规范商标使用管理秩序，有效防范

和消除商标申请和使用行为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净化市场环境。

　　３．严格监管，加强地理标志和奥林匹克标志、官方标志、特殊标志保护

健全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监管，突出特色质量标准，依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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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明确科学合理抽查比例和频次、抽查方式、检查内容、检查流程等事项。实行重

点地理标志清单式监管，加大整治违法违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行为的力度。

强化生产集中地、销售集散地、网络平台企业总部属地地理标志保护，推动违法线

索互联、监管标准互通、行政执法信息共享。以展览会、交易会、批发市场、旅游景

区为重点，强化对奥林匹克标志等知识产权保护，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顺利举办

营造良好氛围。围绕重大国际性、全国性的政治、体育和文化活动，加强官方标志

和特殊标志保护。

　　４．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重要时段，加强全链条保护

加大对关系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食品药品和公共卫生等重点领

域，特别是对抗疫防护用品、民生物资、农村食品、影响青少年儿童视力相关产品等

商品保护。加强在侵权假冒多发的交易市场、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和春

节、五一、中秋、国庆等关键时段的治理。加强线上侵权假冒行为治理，加大对平台

内经营者知识产权授权信息抽查检查的力度，推进《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

理》推荐性国家标准执行，引导平台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全流程管理，完善线下线上

一体化保护。加强展会知识产权保护，重点围绕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等大型展

会，采取展前排查、展中巡查、展后追查等措施，做好对侵权行为的防范、调解与查

处工作。

　　５．完善工作体系和服务网络，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

进一步完善和扩大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服务网络，强化业务能力建设，

充分发挥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及地方分中心作用，加强央地协同，

持续为企业防控海外知识产权风险和应对纠纷提供高水平指导服务。加强海外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供给，持续优化完善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做好海外知

识产权纠纷典型案例收集与研究。建立健全各地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共建共

享机制和专家顾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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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通过修改专利法议案

２０２１年３月２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修改专利法议案”。随着新冠疫情的扩

散，数字化、远程及非接触式的经济活动方式逐步流行。为此，日本专利局提出３

项具体措施。具体修改内容涉及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与工业

所有权程序的特殊规定相关的法律、基于专利合作条约的国际申请法和专利代理

人法。

　　１．整顿程序，建立应对新冠疫情传播的数字化方式

（１）口头审理时，根据审判长的判断，当事人不需要到审判庭出庭时，可以利用

网络会议系统参与程序。（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

（２）关于专利费等的支付方式，可以通过账户汇款预交（取消专利邮票［３］预付

款）或在窗口使用信用卡支付。（与工业所有权程序的特殊规定相关的法律）

（３）关于外观设计和商标国际申请的注册结果通知，专利局将简化手续，通过

国际机构发送电子邮件以代替邮寄。（外观设计法、商标法）

（４）针对因疫情扩散或灾害等原因超出专利费缴纳期限的情况，专利局将在相

应的期限内免除附加费的缴纳。（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

　　２．为应对数字化带来的公司行为变化，重新探讨权利保护

（１）由于个人需求增大，仿冒产品进口的现象也在扩大，海外经营者以邮寄等

方式将假冒产品带入日本的行为将被视为侵犯商标权等。（外观设计法、商标法）

（２）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专利许可越来越复杂，因此，在专利权修正时，不再

需要非独占性被许可人的同意。（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

（３）针对由于程序期满而导致专利权被取消的情况，将放宽恢复专利权的条

件。（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

［３］专利邮票：一种用于支付各种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等注册费用的邮票。

　　３．巩固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

（１）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引入允许法院广泛征求第三方意见的制度，专利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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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根据该制度进行咨询。（专利法、实用新型法、专利代理人法）

（２）为了应对审查负担增大和程序数字化，重新审查专利费等的收费体系，确

保收支平衡。（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基于专利合作条约的国

际申请法）

（３）专利代理人制度方面，将增加农林水产相关的知识产权咨询（植物新品种、

地理标志）等服务业务，允许以专利代理人名义开展服务，并采取变更公司名称、实

行法人制等措施。（专利代理人法）

卢雨欣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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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呼吁制定全面知识产权政策

【摘要】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ＮＳＣＡＩ）发布其最终版本的研究报告（ＦｉｎａｌＲｅ

ｐｏｒ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在“赢得技术竞争”

的篇章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述美国知识产权改革的重要性，本文对主要内

容进行了整理。报告认为，美国政府没有认识到知识产权政策是国家的优先事

项，在保护关键技术方面落后于中国。鉴于中国对知识产权政策的持续“利

用”，ＮＳＣＡＩ呼吁美国围绕人工智能制定全面的知识产权政策改革，以确保美国

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ＮＳＣＡＩ）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发布最终报告的“第

１２章知识产权”调查了中国面向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的知识产权政策，重点阐述了

中美知识产权政策差异以及对美国产生的重要影响，并提出美国知识产权政策存

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建议。该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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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中国面向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的国家知识产权政策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了新兴技术的知识产权相关目

标：（１）修改专利法、著作权法；（２）建立快速维权中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３）制

定新兴技术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４）加强海外知识产权建设，支持企业参与海

外并购。专利申请的激励措施包括：（１）专利补贴；（２）专利授权奖励；（３）省、市人

民政府规定的知识产权指标；（４）政府采购过程中对拥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企业给予

优惠待遇。加大专利保护力度的措施包括：（１）对专利侵权实施初步禁令；（２）增

加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针对故意侵权行为，允许五倍的赔偿）；（３）设立专

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提高解决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２．中美知识产权政策差异对美国的影响巨大

报告认为，美国没有将知识产权政策视为国家优先事项，而且在保护关键技术

方面落后于中国。中国正在将知识产权政策作为国家新兴技术战略中的重要工

具。而美国在这一点上没有意识到知识产权在确保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技术竞

争力方面的重要性，也并未制定全面的知识产权政策来鼓励投资和保护人工智能

和其他新兴技术的创造，这一政策缺失的后果可能使美国失去其在全球知识产权

的领导地位。

图１　中美专利指标对比

（１）美国法院严格限制了由计算机实现、生物技术相关的发明类型。自２０１０

年以来，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相关的重要发明一直无法在美国获得专利保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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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保护不确定的情况下，发明人只能寻求商业秘密保护。与专利不同，商业秘密

不容易促进创新市场，也不利于公共领域获取技术知识。尽管这些影响可能不会

立竿见影，但知识产权政策对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发展和竞争产生的长期影

响令人担忧。

（２）中国实现了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增长的战略政策目标，呈现出中国“赢得”

创新竞赛的现象。２０１９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ＣＮＩＰＡ）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总

量约是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的３倍。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申请的国

际专利申请量也位居世界前列。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常被认为是目前全球人

工智能发明专利申请领域的领头羊。在全球范围内，尤其近几年，中国人工智能专

利申请数量超过了美国。

（３）无论专利质量如何，中国大量的专利申请会产生大量的“现有技术”储备，

可能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创新者的利益。由于专利申请审查必须查阅的现有技术数

量增多，ＵＳＰＴＯ的专利审查将愈发困难和繁琐。同时，美国发明人可能会发现获得

专利授权更加困难，例如发明人需要证明发明没有在全球任何技术出版物中公开，

也包括中文专利申请。随着中国在世界各地专利局的现有技术检索中逐渐占据主

导，美国专利目前在全球现有技术检索中的主导地位将被削弱。

（４）与中国广泛的专利申请类似，中国公司在标准开发组织（ＳＤＯ）中认定大量

的“标准必要专利”，声称必须使用这些专利才能符合技术标准。尽管标准开发组

织要求专利权人自行确定在未来标准中可能被视为必要的专利，但这些组织将最

终“必要”的决定权留给许可谈判的私营公司，若有争议，则由法院判决。标准必要

专利（ＳＥＰ）“大量申报”的做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赢得”５Ｇ等标准

化技术竞争，促使其他国家在自己的通信基础设施中采用中国的技术。令人担忧

的结果可能是，美国公司必须向中国公司支付数十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否则将面

临索赔和由此引发的诉讼。

（５）缺乏对数据明确的法律保护或有关数据所有权的相关政策，可能会阻碍创

新和合作，特别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将更加重要。缺乏数据保护制度，可能会阻碍各

方为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关键数据集进行必要的投资。此外，针对知识

产权各种类型保护或所有权规则，缺乏数据治理政策（如合同最佳实践），可能会削

弱公司参加关键伙伴关系的意愿，而这对创造尖端技术创新至关重要。若数据保

护权利或数据所有权的主张受到质疑的话，这可能给美国与盟国和其他合作伙伴

在人工智能研发领域的合作带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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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美国知识产权政策问题和建议

美国政府需要解决因缺乏全面知识产权政策而导致的漏洞。目前，美国政府

尚未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政策作为支持国家战略的工具，以提升国家安全、经济利

益，以及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的技术竞争力。美国政府协调知识产权政策的大部

分努力都集中在知识产权执法和防止知识产权盗窃上。另外，美国缺乏一个既有

权制定和执行国家知识产权政策，又能支持和整合国家战略的机构或跨机构实体。

因此，美国缺乏具有凝聚力、由立法授权的、纳入国家战略框架的人工智能和新兴

技术知识产权政策，以应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全球竞争。

报告认为，美国必须至少阐明和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改革和政策，以激励、扩大

和保护国内外的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此类政策应通过相关行政部门制定和提

出，其流程应整合在促进美国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不同部门和机构。

报告建议美国必须承认知识产权是国家的优先事项，需要制定一项改革和建

立知识产权政策和制度的全面计划。ＮＳＣＡＩ建议相关部门根据需要提出建议，以

激励、扩大和保护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计划应包括关于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对知

识产权政策改革采取行政和立法行动的建议，同时还应附有评估“知识产权政策”

的清单。

李姝影　检索，邓文鼎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ｎｓｃａｉ．ｇｏｖ／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２／

原文标题：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４日

技术观察

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专利研发态势分析

【摘要】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收录的专利数据，对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专

利研发情况进行分析。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探讨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

药物的全球专利研究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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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专利数量呈现阶段性增长，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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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传染病流行转变研究重点，总体而言艾滋病病毒、流感病毒、乙肝病毒和丙肝

病毒的专利最多；美国是最主要的技术来源国；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美国卫生部

（ＵＳｈｅａｌｔｈ）、美国默克公司、瑞士诺华公司是最主要的专利申请人。

近年来，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及其活动范围的持续扩大，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发展

加快了食源性、动物源性病原体和疾病媒介的流动。多地新发、突发各类流行性疾

病、传染病等事件频发，已成为全球、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

新冠（ＣＯＶＩＤ１９）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再次凸现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的战略意义。

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在极短期内波及全球，造成经济停滞、社会恐慌、国家停

摆。国际社会十分重视生物安全战略与防御体系，以及以生物科技为核心的科技

创新体系构建，利用前沿技术手段建立生物安全监测预警防控网络、应对新兴生物

安全风险，利用疫苗和药物研发筛选等对生物安全危机提供更加快速高效的解决

办法等。

本文调研分析了全球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相关专利文献，运用文献计

量和可视化方法，展现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的专利发展态势和研发活动特

点，为我国相关研发工作的开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信息。本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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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明专利文本作为

研究对象，进行简单同族合并进行专利家族数（项）统计，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１月

１８日。

　　１．专利申请趋势

全球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相关专利共计９６１０项专利家族（２２７８５件），

主要涉及２７种病毒的疫苗和抗体药物研发，如表４所示，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是

艾滋病毒、流感病毒、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均在１０００项以上，其后是单纯疱疹病

毒、人乳头瘤病毒、ＳＡＲＳ病毒、登革热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寨卡病毒和埃博拉病

毒等。

表４　主要传染性病毒类型

中文名 英文简写 专利数（项）

艾滋病毒 ＨＩＶ １７０１

流感病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１２５４

乙肝病毒 ＨＢＶ １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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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中文名 英文简写 专利数（项）

丙肝病毒 ＨＣＶ １１１１

单纯疱疹病毒 ＨＳＶ ５４５

人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 ５３４

ＳＡＲＳ病毒 ＳＡＲＳ ３９０

登革热病毒 Ｄｅｎｇｕｅ ３５３

呼吸道合胞病毒 ＲＳＶ ３１５

寨卡病毒 ＺＩＫＡ ２８９

埃博拉病毒 Ｅｂｏｌａ ２５８

麻疹病毒 Ｍｅａｓｌｅｓ ７９

狂犬病毒 ＲＶ １８５

新冠病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１４３

天花病毒 Ｐｏｘｖｉｒｕｓ １３６

马尔堡病毒 Ｍａｒｂｕｒｇ １０４

ＭＥＲＳ病毒 ＭＥＲＳ ８１

尼帕病毒 ＮｉＶ ７５

水痘病毒 Ｖａｒｉｃｅｌｌａ ６９

伪狂犬病毒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 ６１

偏肺病毒 Ｍｅｔａｐｎｅｕｍｏｖｉｒｕｓ ５４

亨德拉病毒 Ｈｅｎｄｒａ ５２

疟疾病毒 Ｍａｌａｒｉａ ４５

出血热病毒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 ３９

热谷热病毒 ＲｉｆｔＶａｌｌｅｙ ２４

蓝舌病毒 Ｂｌｕｅｔｏｎｇｕｅ ２３

拉萨热病毒 ＬａｓｓａＦｅｖｅｒ １７

　　如图２所示，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专利从１９７４年开始，１９７４至１９９５年

快速增长，重点关注 ＨＩＶ、ＨＢＶ、ＨＣＶ，新增２０种病毒的疫苗和抗体药物研发（表

５）。１９９６年专利数量下降，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４年第二次上升，ＨＳＶ和 ＨＰＶ专利数量明

显增加，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４年ＳＡＲＳ专利数量增加。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６年专利数量下滑，后而

波动上升，２００５年之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专利数量明显增加，ＳＡＲＳ、Ｄｅｎｇｕｅ、ＲＳＶ专利数量

较之前也有增加，２０１３年ＭＥＲＳ专利开始出现，Ｅｂｏｌａ在２０１４年之后有明显增长，

２０１５年 ＺＩＫＡ专利出现。２０１７至２０２０年期间，ＺＩＫＡ、Ｅｂｏｌａ、ＣＯＶＩＤ１９、Ｄｅｎｇｕ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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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的重点，特别是２０２０年ＣＯＶＩＤ１９专利占比最大。

图２　主要传染性病毒专利申请年度趋势

表５　不同时期传染性病毒专利研发重点

时间 重点病毒 新增病毒

１９７４－１９９５ ＨＩＶ、ＨＢＶ、ＨＣＶ
ＨＩＶ、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ＨＢＶ、ＨＣＶ、ＨＳＶ、ＨＰＶ、Ｄｅｎｇｕｅ、
ＲＳＶ、Ｅｂｏｌａ、ＲＶ、Ｐｏｘｖｉｒｕｓ、Ｍａｒｂｕｒｇ、Ａｎｋａｒａ、Ｍｅａｓｌｅｓ、
Ｖａｒｉｃｅｌｌａ、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Ｍａｌａｒｉａ、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Ｒｉｆｔ
Ｖａｌｌｅｙ、Ｂｌｕｅｔｏｎｇｕｅ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 ＨＩＶ、ＨＢＶ、ＨＣＶ、
ＨＳＶ、ＨＰＶ、ＳＡＲＳ ＳＡＲＳ、ＮＶＤ、Ｈｅｎｄｒａ、Ｍｅｔａｐｎｅｕｍｏｖｉｒｕｓ、ＬａｓｓａＦｅｖｅ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ＨＩＶ、ＨＢＶ、ＨＣＶ、ＨＳＶ、
ＨＰＶ、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ＳＡＲＳ、

Ｄｅｎｇｕｅ、ＲＳＶ
ＺＩＫＡ、Ｅｂｏｌａ、ＭＥＲＳ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ＨＩＶ、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ＨＢＶ、
ＺＩＫＡ、Ｅｂｏｌａ、ＣＯＶＩＤ１９、

Ｄｅｎｇｕ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２．专利国家／地区分布

从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布局来看（图３），由于传染性病毒传播的广泛性，其疫

苗和抗体药物专利布局也比较广泛，布局最多的是美国、日本、中国和欧洲，其次是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从申请人国别来看（图４），传染性病毒的疫苗和抗体药物专利主要来自美国，

占比４４．７３％，其次是中国（１７．９２％），再次是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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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

图４　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国别

　　３．专利申请人分布

如图５所示，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量在５０项以上的有１３席，其中美国机构６

席，瑞士机构２席，中国机构２席（中国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法国、英国、日

本机构各１席。其中，科研院所和生物医药公司平分秋色，分别占７席和６席。法

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相关专利最多，其后依次是美国卫生部（ＵＳｈｅａｌｔｈ）、美国默克公

司、瑞士诺华公司、中国科学院和英国葛兰素公司等。

从技术布局上来看（图６），巴斯德研究所和美国卫生部的研发布局比较相似，

都重点关注 ＨＩＶ，还较多布局 ＨＢＶ、ＨＣＶ、ＨＰＶ和 Ｄｅｎｇｕｅ，巴斯德研究所还关注

ＳＡＲＳ、Ｍｅａｓｌｅｓ；默克公司重点布局 ＨＰＶ、ＨＩＶ和 ＨＢＶ；诺华公司重点关注 ＨＣＶ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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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Ｔｏｐ１３专利申请人

图６　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重要专利申请技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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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此外也布局 ＨＩＶ、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ＨＢＶ、ＨＰＶ；中国科学院布局流感疫苗较多；加州大

学关注ＨＩＶ、ＨＣＶ；强生关注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ＳＡＲＳ、ＲＳＶ、ＲＶ；华盛顿大学重点布局 ＨＳＶ、

ＨＩＶ、ＳＡＲＳ。

此外，中科院和巴斯德研究所还申请了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和抗体药物专利，默克

和葛兰素布局Ｖａｒｉｃｅｌｌａ，葛兰素和日本研究所关注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美国卫生部研究

Ｍｅｔａｐｎｅｕｍｏｖｉｒｕｓ，中科院申请了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ＲｉｆｔＶａｌｌｅｙ专利，巴斯德研究所关注

ＬａｓｓａＦｅｖｅｒ，加州大学还申请Ｂｌｕｅｔｏｎｇｕｅ疫苗和抗体药物专利。

　　４．药物类型

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专利研发包括疫苗药物（６９１７，７１．９８％）和抗体药

物（１７３１，１８．１２％）和其他免疫调节剂（８６５，９％）。从重要的２７种病毒的药物类型

来看（表６），大部分专利都属于疫苗研发，包括减毒疫苗、灭活疫苗、免疫原性突变

体、通过基因重组表达蛋白片段以及免疫佐剂的开发等等。此外，还有部分专利保

护抗体和ＩＬ２、ＣＤ４片段等免疫调节剂。

表６　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主要类型

类型
专利量（项）

疫苗 抗体 其他免疫调节剂

ＨＩＶ ８００ ３０５ ２６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７６９ １７５ １１０
ＨＢＶ ６２１ １６８ １７８
ＨＣＶ ４９８ １８６ １７０
ＳＡＲＳ ２８６ １１２ ５５
Ｈｅｒｐｅｓ ３３８ ３９ ４７
ＨＰＶ ３２５ ４１ ２０
Ｄｅｎｇｕｅ ２１１ ５５ １９
ＲＳＶ １６８ ７１ １７
ＺＩＫＡ １８５ ５９ １３
Ｅｂｏｌａ １２６ ８５ １７

ＣＯＶＩＤ－１９ ９８ ７６ １９
ＲＶ １０４ ４７ ４

Ｐｏｘｖｉｒｕｓ ８８ １１ ６
Ｍａｒｂｕｒｇ ６９ １９ ６
ＭＥＲＳ ３５ ３３ １

０３ 知识产权动态



（续表６）

类型
专利量（项）

疫苗 抗体 其他免疫调节剂

ＮｉＶ ４５ １４ ０
Ｍｅａｓｌｅｓ ５４ １ ０
Ｖａｒｉｃｅｌｌａ ４４ ７ ０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 ３６ １ ３
Ｈｅｎｄｒａ ２６ １２ ０
Ｍａｌａｒｉａ ３４ ２ ０

Ｍｅｔａｐｎｅｕｍｏｖｉｒｕｓ ３２ ５ ０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 ３０ ５ ０
ＲｉｆｔＶａｌｌｅｙ １８ ３ ０
ＬａｓｓａＦｅｖｅｒ １５ １ ０
Ｂｌｕｅｔｏｎｇｕｅ １２ ０ ０

　　５．结语

全球研究者针对２７种以上的传染性病毒展开疫苗和抗体药物开发，重点关注

艾滋病毒、流感病毒、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等。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专利从

１９７４年开始，１９７４至１９９５年首次快速增长，１９９６年下降后，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４年第二次

上升，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６年数量下滑后波动上升，２０１７年重回高点。早期以 ＨＩＶ、ＨＢＶ、

ＨＣＶ为重点，而后ＨＳＶ、ＨＰＶ、ＳＡＲＳ研究增加，再后来是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Ｄｅｎｇｕｅ、ＲＳＶ专

利增多，ＣＯＶＩＤ１９是２０２０年的研究热点。由于传染性病毒传播的广泛性，疫苗和

抗体药物专利布局也比较广泛。主要研发机构来自美国（４４７３％），中国排名第二

（１７．９２％）。重要专利申请人包括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美国卫生部（ＵＳｈｅａｌｔｈ）、美

国默克公司、瑞士诺华公司等。各专利申请人研发重点各有不同，巴斯德研究所和

美国卫生部关注ＨＩＶ，默克公司布局ＨＰＶ疫苗；诺华公司关注ＨＣＶ防治；中国科学

院关注流感疫苗；华盛顿大学重点布局 ＨＳＶ。传染性病毒疫苗和抗体药物主要包

括疫苗（６９１７，７１．９８％）、抗体药物（１７３１，１８．１２％）和其他免疫调节剂（８６５，９％）。

吴晓燕，丁陈君（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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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２０２１年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培训计划

　　一、所级领导知识产权培训班

计划２０２１年４月份举办，时间２天，人数３０人，培训对象为新上岗所长、书记、

副所长，分管副所长等。

培训内容包括：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和科技成果转化、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

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专利资产理论

与实践、专利战略与科研布局、国外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模式。

　　二、科研人员知识产权培训班

计划２０２１年５月份举办，时间 ３天，人数 ５０人，培训对象为院属单位科研

人员。

培训内容包括：科研人员知识产权基本知识、高质量专利申请文件及技术交底

书撰写、专利申请审查意见答复、专利检索方法和技巧、专利分析与战略布局、科研

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

　　三、管理骨干知识产权培训班

计划２０２１年６月份举办，时间３天，人数６０人，培训对象为院属单位管理部门

处长、副处长、业务主管、知识产权专员。

培训内容包括：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及政策、专利战略规划制定方法、科技成果

转化政策分析与利用、专利许可实施模式与商业谈判、专利价值分析与评估、国外

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模式。

　　四、知识产权专员培训班

计划２０２１年９月份举办，时间６天，人数１００人，培训对象为拟报考院知识产

权专员资格考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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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包括：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利法及相关法律实务、知识产权纠纷防

范与处理、专利撰写与申请、国际专利申请流程及技巧、专利审查意见答复、专利复

审与无效、专利信息检索、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分析报告撰写、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

理、技术标准与专利池构建、知识产权许可与技术合同实务、专利价值评估与运营。

　　五、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

计划２０２１年１０月份举办，时间２天，规模１００人。考试内容包括知识产权法

律、法规和政策；专利申请、审查、复审、无效与诉讼；知识产权检索利用与分析报告

撰写；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与经营。

　　六、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实战培训班

计划２０２１年１１月份举办，时间３天，人数５０人，培训对象为院知识产权专员。

培训内容包括：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立项阶段的知识产权检索分

析、研发阶段的知识产权申请与保护、知识产权分析与布局、知识产权转移转化

管理。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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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３日

兰州分院系统多项成果获２０２０年度

甘肃省科学技术（专利）奖

近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２０２０年度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和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甘肃省专利奖励的决定》，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共有７项成果获得

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３项成

果获得甘肃省专利奖励（专利发明人奖１项，专利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

由兰州分院作为提名单位的获奖成果中，近代物理研究所主持完成的“碳离子

治癌研究及大型肿瘤治疗装置研发与产业化”获科技进步特等奖，兰州化学物理研

究所主持完成的“基于羰基构建与转化的含氮精细化学品合成研究”和“离子型润

滑添加剂的创制及其工程应用”分别获自然科学一等奖和技术发明一等奖，兰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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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研究员周峰获专利发明人奖，兰州化物所为专利权人的“一种钴蓝／黏土矿物

杂化颜料的制备方法”获专利二等奖，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为专利权人的“一

种适用于风沙防护体系最前缘的提升式防风阻沙堤”获专利三等奖。

此外，兰州化物所主持完成的“高端润滑油脂设计制备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

获科技进步一等奖，西北研究院参与完成的“干旱对黄河上游关键水源补给区生态

环境影响机制及监测预警技术”获科技进步二等奖、“甘肃崖湾—大桥地区金锑矿

整装勘查区专项填图与技术应用示范”获科技进步三等奖、“气候变化背景下甘肃

省典型区生态环境监测评估技术研究及应用”获科技进步三等奖。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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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深圳先进院 ＰＣＴ申请数领跑国内外知名高校

２０２０年，深圳先进院ＰＣＴ专利申请数为５６７件，同比增长５４．５％，领跑国内外

知名高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中科院前列。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累计申请专

利１０５５２件，累计授权专利４３６０件，ＰＣＴ累计申请１５２５件。据了解，深圳先进院申

请的专利主要集中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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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强等特点领域。其中，“一种磁共振化学位移编码成像方法、装

置及设备”获得第七届广东省专利奖金奖。

据悉，２０２０年深圳先进院实现新增股权变现、专利转让、无形资产投资共计

１６亿元。在产业培育方面，新增孵化企业２２０家，累计孵化企业１１８８家，累计持

股企业３０１家，股权价值估值８７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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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联合实验室总数达到１４７个，建

立企业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６１家，产业合作经费累计２３．９５亿元，约占总经费的

四分之一。

为推动知识产权转化为生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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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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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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科学院携手深圳市，正依托深圳先进院的科教基础，整合中国科学

院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力量，筹建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暂定名，简称“中科院

深理工”）。中科院深理工将持续瞄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面向未来科技与产

业发展的人才需求，理工为基，科学引领，培育兼具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梦想的国

际化、创新型、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公办高校的建设

路径，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标杆性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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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工程热物理所“海淀区高价值专利培育运营中心建设专项”

项目启动会召开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由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牵头承担的“海淀区高价值专利培育运

营中心建设专项”项目启动会在研究所报告厅召开。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知识产权处副处长张芳英、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知识产权处副处长陈浩、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副所长陈海生，以及来自华智众

创（北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智数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奥凯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京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储国能（北京）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三聚阳光知识产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国知专利预警咨询有限公司等

项目相关领域的专家、项目合作方负责人及项目骨干共３０余人参会。会议由科技

发展处副处长王伟主持。

该项目重点围绕储能技术领域开展，陈海生代表项目组对高价值专利培育与

运营中心专项的整体建设方案作专题汇报，北京三聚阳光知识产权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罗啸、北京国知专利预警咨询有限公司孙瑞丰分别针对项目实施推进方案和

知识产权服务任务作相关汇报。与会专家对项目承担单位的基础工作和合作模式

给予高度评价，并针对项目的推进策略、培育方案和运营模式等提出了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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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一致认为成立“高价值专利培育运营中心”具有重大战略和现实意义，通过该

项目的实施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储能领域高价值专利技术的培育质量和应用效果。

张芳英介绍了该专项的设立背景和初衷，该专项是海淀区知识产权局推动知

识产权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张芳英充分肯定了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在工作机

制、方案细化及分工落实方面的成效，希望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通过该项目的

实施充分发挥其在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带领相关单位，形成协同创新合力，推动

储能技术领域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和运营，进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同

时探索出一套创新与应用的新模式，引领和指导专项后续的相关示范与社会科技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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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青岛能源所通过省级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备案

日前，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公布２０２１年度山东省省级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备案名

单，青岛能源所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通过认定，成为省级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自２０１９年开始，为培育和壮大山东省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

构”），加快推进技术转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根据省委省政府相关

文件精神，山东省科技厅面向为促成他人技术交易而从事居间、经纪或代理活动并

取得合理佣金、依法成立的法人机构或高校、科研院所内设技术转移专门机构进行

择优遴选，以备案形式纳为山东省省级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并会同省财政厅出台

《山东省支持培育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鼓励备案省级服务机构

开展技术转移转化活动，对促成科技成果在省内转化且年度技术合同成交额在一

定规模以上的省级服务机构，省级财政按照年度技术合同成交额的一定比例给予

补助。

本次通过备案的省级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对促成科技成果在山东省内转化且

年度技术合同成交额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省级服务机构，省级财政按照年度技术合

同成交额的１．５％给予补助，最多不超过５０万元；对首次认定为山东省技术转移示

范机构的服务机构，省级财政一次性给予每家２０万元经费补助，并优先推荐申报

６３ 知识产权动态



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示范性国家技术转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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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盐湖化工产业专利导航》出版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知识产权专员团队编撰的《盐湖化工产业

专利导航》一书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对盐湖中的主要资源，包括钾、锂、硼、镁的相关专利进行了检索，从专利

技术角度分析了我国盐湖资源开发的技术特点，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预测，对盐湖

资源开发与利用提出了建议，为我国盐湖企业的后续技术开发提供了数据支持。

青海盐湖所于２０１８年启动了该项工作的研究，并联合了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长春应化所、新疆理化所、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等单位共

同参与《盐湖化工产业专利导航》的编著。

该项研究工作和专著出版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青海省科学技

术厅、青海省知识产权局的指导和支持，国际盐湖学会主席郑绵平院士为该书撰写

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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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信息扫描

欧洲专利局成员国就简化欧洲专利制度达成共识

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２日，为加强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欧洲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联系，

ＥＰＯ成员国就简化欧洲专利制度的两项联合实践倡议达成共识。联合实践倡议作

为欧洲专利局２０２３战略计划的一部分，于２０１９年启动，并提出了６个共同实践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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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４］，其中发明审查统一性和指定发明人领域已获得成员国的认可。此次协调行

动，将有望提高欧洲专利制度的可预见性和法律确定性，并为申请人提供更简单、

更精简和成本效益更高的诉讼程序。此外，由ＥＰＯ成员国专利局代表组成的专门

的工作组，将审查欧洲不同国家／地区的做法，并就最佳做法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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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地平线项目促进发明和研究成果走向市场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据《自然》网站报道，全球最大的跨国研究和创新项目“欧洲

地平线（ＨｏｒｉｚｏｎＥｕｒｏｐｅ）”于２月２５推出资助计划，将促进发明和研究成果从实验

室到市场转化。“欧洲地平线”在未来７年将提供９５５亿欧元资助（约１１６０亿美

元），与往年相比，除了五大优先资助领域和加强基础研究等变化之外，还提出致力

于加强对具有经济效益的应用研究的支持。

为此，欧盟委员会新成立了欧洲创新理事会（ＥＩＣ），促进发明和研究转化为商

品和服务。预计，“欧洲地平线”将提供１００亿欧元的专门拨款，用于３种类型的资

助：（１）早期探索：可用于开发具有商业潜力的想法；（２）创新快速通道：支持有前

景的成果向市场过渡；（３）市场启动：ＥＩＣ“加速器项目”［５］将通过资金资助、贷款和

培训服务来支持创业。此外，受到欧洲研究理事会（ＥＲＣ）资助且通过概念验证阶

段的想法也可申请ＥＩＣ的支持。据悉，ＥＲＣ和ＥＩＣ两大机构的联合支持，将是促进

释放基础研究商业潜力的绝佳机会。

［４］６个共同实践领域包括：发明审查统一性、发明人指定、优先权日期的依据、权力恢复、权力要求的起草和
结构，以及计算机实现的发明和人工智能审查实践。

［５］因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协议，该加速器项目将排除英国的研究人员。

张　娟　检索，李姝影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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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ＩｎｎｏＲａｔｅ推出中小企业创新技术评估系统

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是加强欧洲创新和知识产权生态系统的关

键，由于目前的评估方法，许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合适的资助，潜在投资者也常常

错过有潜力的项目。欧盟 ＩｎｎｏＲａｔｅ平台［６］正努力改变这一现状，将欧洲各地潜在

的投资者和创新技术驱动的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该平台近日推出了一个新的免

费服务平台 ＩｎｎｏＲａｔｅ技术评级系统（ＩｎｎｏＲａ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ＴＲＳ）。

ＩＴＲＳ是一种创新评价和分级方法，基于完善的韩国技术评级系统，对技术驱动型公

司进行评估和排名，目前已评估超过２０万个案例，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超过７５０亿

欧元的资助。

［６］ＩｎｎｏＲａｔｅ是由欧盟地平线２０２０和创新项目资助，２０１９年启动、为期３年的项目，旨在激发技术驱动的中小
企业的潜力，并为中小企业解决扩张和发展所必需的融资问题。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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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研究专利发明奖励与大学基础研究关系

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８日，日本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研究报告，探讨了专利发明奖励是否会妨

碍大学的基础研究。研究分析了学术专利与大学科研人员论文产出的关系，并以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为例，调查了自２００４年国立大学法人化后开始实施的专利奖励

制度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报告结论如下：（１）从长远来看，专利申请经验的积累与论文数量之间存在着

互补关系，即研究人员申请的专利数量越多、发表的论文越多。（２）作者的论文被

引数量与专利申请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通过专利奖励政策使研究人员

由基础研究转向产业研究的可能性很低。（３）在奖励专利发明之前，专利发明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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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替论文，研究人员论文的发表数量更多，奖励发明之后，与申请专利有关的研

究人员的论文发表数量减少。

卢雨欣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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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基于论文专利文本分析科学技术关联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２日，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科学与技术关联研究报告。研究基于

１９９０年以后日本发表的２３０万篇论文和提交１２００万件专利申请的文本数据，分析

了科学（论文）和技术（专利）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对每一篇论文（专利）的相邻

专利（论文）的统计，确定科学技术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关联。

主要结论：（１）论文相关的专利数量随时间推移呈现下降，而专利相关的论文

数量呈现增长，这可以理解为基于论文的科学前沿先于专利的技术创新不断扩散，

基于专利的技术进步往往产生于已经存在大量科学知识的领域。（２）科学相关的

学科领域主要是化工、能源、工程、化学、计算机科学等，技术领域主要是生物材料、

生物技术和医药等。（３）从专利的非专利文献（论文）引用信息提取了具有高度科

学关联的技术领域的方法，将有助于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双向关联。

卢雨欣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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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推进２０２１公共研究机构知识产权诊断支援

２０２１年２月，韩国知识产权局宣布将对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进行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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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提出定制化的知识产权管理战略，推进２０２１年公共研究机构知识产权诊断

支援工作。长期以来，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利用率不高且维持负担加重。

据韩国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活动调查显示，韩国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利用率仅

为２５．８％，企业为９０．１％。

韩国知识产权局为此成立专门小组，由韩国知识产权战略开发院和专利分析

机构的专利专家共同组成，推进公共研究机构知识产权诊断支援，支持大学和公共

研究机构知识产权战略管理。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９年，５５家公共研究机构获得专利活用

战略的支持，专利转让１２８４项，创造技术收入约２１３亿韩元，放弃专利２８４４项，共

节约了近１１９亿韩元的知识产权费用。２０２１年，韩国知识产权局将以１５个公共研

究机构为对象制定知识产权管理战略，２０２１年上半年试运行在线“专利诊断系

统”，从下半年开始无偿提供服务。该举措将减少韩国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不必

要的知识产权费用，为高质量知识产权和海外知识产权的成果转化提供支持。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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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佐治亚大学推出初创企业快速许可工具

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７日，美国佐治亚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ｒｇｉａ，ＵＧＡ）推出初创企业

快速许可工具，支持大学研究成果商业化。佐治亚创业许可（ＧｅｏｒｇｉａＳｔａｒｔｕｐＬｉ

ｃｅｎｓｅ）通过简化技术许可流程，将商业和技术援助相结合，帮助美国佐治亚大学初

创企业启动。该工具是由ＵＧＡ技术转移办公室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ａｔｅｗａｙ发起，促进将想

法从实验室推向市场。迄今为止，已有２００多家初创企业和８５０个基于大学研究

的产品进入市场。要获得创业许可证，创业者必须拥有初创企业的股权，或者是知

识产权的发明人。该工具的运作包括两个阶段：（１）第一阶段：技术转移办公室与

初创公司密切合作，评估其市场和商业战略，识别潜在缺陷，在确定行动计划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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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择对大学专利进行排他许可。（２）第二阶段：初创公司将通过佐治亚大学

ＩＣｏｒｐｓ加速器、创业培训和规划来执行计划的里程碑。一旦完成了这些要求，初创

企业可获得快速许可［７］。

［７］与典型的ＵＧＡ许可协议相比，快速许可（ＥｘｐｒｅｓｓＬｉｃｅｎｓｅ）是包含优惠条款的标准的、不可转让的协议，可
减少谈判协议花费的大量时间和费用。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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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成立先进研究与发明局支持前沿科学与技术发现

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９日，英国政府成立新的独立科研机构“先进研究与发明局（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ｙ，简称 ＡＲＩＡ）”支持下一代前沿发明家。ＡＲＩＡ

将负责资助高风险、有可能获得高回报的研究，支持可能改变人们生活的突破性发

现。ＡＲＩＡ将提供８亿英镑的支持，为最鼓舞人心的发明家提供资金，将他们的变

革性想法转化为新技术、新发现、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巩固英国作为全球科学超

级大国的地位。ＡＲＩＡ将由一些世界上最富远见、杰出的研究人员领导，运用他们

的知识和专长来识别和支持最尖端的研究和技术。该机构能灵活、快速地向英国

最具开创性的研究人员提供资金，以最佳方式支持他们的工作。ＡＲＩＡ还将探索包

括项目资助、种子资助和奖金激励在内的资助模式，并根据项目成效启动和停止项

目，在必要时重新引入资金，且它对失败的容忍度较高。ＡＲＩＡ将在２０２２年全面投

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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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Ａ推出工具包促进知识产权行业女性职业发展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国际商标协会（ＩＮＴＡ）发布女性领导力报告，其中包括促进

女性在知识产权行业发展的“最佳实践工具包”。该报告源于 ＩＮＴＡ的知识产权女
性领导计划，收集了来自亚太、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地区从事知识产权行业的１３５

名女性研讨的数据，概述了主要发现并提出了促进知识产权行业女性职业发展的

建议，旨在帮助各组织解决女性在知识产权领域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工具包共提供了例如建立多元化兼具包容性的委员会、形式灵活的工作安排

等１９项建议和举措，鼓励所有“致力于承认和促进女性作用”的组织审查和开展实

施建议中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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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ＰＸ分析美国专利诉讼对知识产权市场的启示

２０２１年３月９日，美国知识产权交易公司ＲＰＸ分析了２００５至２０２０年美国专
利诉讼数据，为当前和未来的知识产权市场提供有价值的研究见解。研究发现，在

过去１５年里，美国专利诉讼趋势受立法、行政和司法变化的影响一直不稳定。
主要结论如下：（１）自２００５年以来，美国专利诉讼总量翻了一番以上，在２０１１

至２０１２年达到峰值，但此后减半。长期的诉讼趋势主要是受非实施主体（Ｎ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Ｅｎｔｉｔｙ，ＮＰＥ）行为的驱动。与２０１９年相比，ＮＰＥ作为原告的诉讼量增长

约９％，过去十年最活跃的是ＩＰＥｄｇｅ和ＷＳＯＵ。（２）自２００５年以来，经营性公司的
专利诉讼一直呈平缓下降趋势。（３）过去几年中，美国实施的改革对 ＮＰＥ行为产

生了显著和可衡量的影响，而对经营性公司诉讼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４）经济放
缓似乎与经营性公司近几年剥离专利资产、将专利转让给 ＮＰＥ有关。２００５年以
来，每年约８５％的专利诉讼涉及经营性公司，绝大多数案件由 ＮＰＥ发起。预计

２０２１年许多公司可能会向 ＮＰＥ出售专利资产，与其建立伙伴关系，或通过许可或
诉讼将专利组合资产变现，ＮＰＥ诉讼可能随之上升。（５）第三方诉讼融资日趋成

熟，对专利组合货币化和诉讼和解的影响越来越明显。ＮＰＥ主张的专利资产可能
体现出高水平的尽职调查和资产组合筛选。（６）尽管专利纠纷的数量（以诉讼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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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的数量衡量）可能低于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５年的峰值水平，但被告面临的经济风险可
能是相同的，甚至更高。

邓文鼎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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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ｅｎ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ｒｅｖｅａｌ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ｐｍａｒｋｅｔ／
原文标题：Ｗｈａｔ１５Ｙｅａｒｓｏｆ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Ｒｅｖｅａｌ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ＰＭａｒｋｅ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２日

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发布２０２１年专利诉讼报告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１日，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和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发布了２０２１年专利诉讼报告，分
析美国联邦地方法院以及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的专利诉讼案件统计
趋势。

主要结论如下：（１）自２０１５年以来，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受理的专利诉讼案件首
次增加，２０２０年达到 ４０６０件。ＰＴＡＢ受理的专利诉讼案件从 ２０１９年开始增加，
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５３８件。（２）２０２０年，德克萨斯州西区地方法院受理的专利诉讼案件
最多（８５７件），其中由该法院Ａｌｂｒｉｇｈｔ法官审理了７９３件，占２０２０年专利诉讼案件
总量的１９．５％。（３）２０２０年，ＷＳＯＵ公司共提起１８２件专利诉讼，该公司去年开始
利用其从诺基亚和其他科技公司获得的众多专利的集合主张权利。（４）２０２０年，
谷歌公司位居专利诉讼被告首位，共计４８件，几家科技公司都进入了“最活跃的被
告”名单。（５）从时间和调查结果数据来看，疫情减缓了专利诉讼进程，２０１９年结
案的平均审判时间比２０２０年缩短了１３５天。（６）尽管受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仍有５２
件专利诉讼共获得赔偿金高达４７亿美元，其中，１１亿美元来自加州理工学院起诉
博通、苹果公司，１９亿美元［８］来自美国初创公司 Ｃｅｎｔｒｉｐｅｔ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起诉思科
公司。

［８］赔偿金额１９亿美元主要是专利的合理使用费和加重罚款，具体包括按照Ｃｅｎｔｒｉｐｅｔ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的实际损失
费７．５５８亿美元的２．５倍计算的赔偿金额以及１３７２万美元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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