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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英国启动知识产权转型计划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２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宣布启动一项为期５年的转型计

划，旨在充分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对知识产权服务、系统和流程进行全面改革。这次

计划的核心是针对知识产权（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建立一个综合系统，使创意

者、创新者和企业能够一站式申请、管理和研究其知识产权。

　　１．主要目标和预期成效

主要目标包括：（１）为员工提供最好的工具、系统、机会和支持；（２）以客户为

中心，提供快速、灵活、高质量的服务；（３）利用知识产权数据识别和利用创新机会，

推动经济增长；（４）提升英国知识产权创新环境的优势，促进和加速英国的创新；

（５）成为全球知识产权领导者，提高世界知识产权影响力。

预期成效包括：（１）一站式综合系统，无缝管理所有知识产权；（２）在线账户自

助服务功能；（３）全新的数字化服务，确保高质量知识产权；（４）为客户提供实时支

持和在线指导；（５）强大的知识产权分析工具有助于检索、获取和共享，向研究人

员、企业和发明家开放知识产权数据，促进知识产权研究；（６）提升英国知识产权局

的服务效率，帮助客户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利用和商业化。

　　２．转型计划的阶段性安排

转型计划将于２０２４年、２０２５年和２０２６年分别推出新的专利、商标以及外观设

计服务。阶段性安排如下：（１）第一阶段（２０２１２０２４）：面向所有知识产权类型建立

一个综合通用的知识产权系统（ＣｏｍｍｏｎＩＰＳｙｓｔｅｍ，ＣＩＰＳ）；（２）第二阶段（２０２３

２０２６）：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数字化服务，一站式管理所有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和账

户信息；（３）第三阶段（２０２６）：持续改善并提供卓越的知识产权服务，成为全球最

好的知识产权局，利用最佳知识产权框架，不断发展并保持英国的创新前沿位置。

　　３．转型计划的主要任务

（１）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一站式管理知识产权，例如变更机构地址和名称，抵押

贷款或许可，以及更新知识产权等；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全数字化申请和注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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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便于客户提出异议或挑战的工具和功能；提供指导和培训。

（２）知识产权研究服务：提供公共注册系统知识产权检索查询；实现知识产权

分析、报告导出和分析结果共享；按行业、市场或主题获取文献资料，提供知识产权

洞察。

（３）知识产权利用服务：提供卓越的客户体验，帮助客户保护创意，支持其对知

识产权进行利用和商业化，在促进和加速英国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

作用。

李秋菊　检索，李姝影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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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３日

英国发布商业秘密对经济和创新的影响研究报告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９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商业秘密对经济和创新的

影响》研究报告。报告基于学术和政策研究的文献回顾，评述了商业秘密的概念、

应用场景及经济研究主题，并提出了决策分析和建议。

　　１．主要结论

（１）商业秘密是英国创新型公司的首选战略。７０％涉及产品开发和工艺创新

的英国公司利用商业秘密来保护创新。商业秘密对研发服务、技术以及制造业和

非制造业领域的英国公司来说尤其重要。大公司比小公司更依赖商业秘密。

（２）商业秘密可以是非常有价值的公司资产。商业秘密具有广泛的保护范围，

通过保护工艺、产品、市场和组织创新，以及为其他知识产权提供关键的补充来支

持创新生态系统。

（３）公司选择商业秘密是为了保持竞争优势，避免与其他类型知识产权相关的

披露。但是，商业秘密很容易被逆向工程、盗用或窃取。网络盗窃和经济间谍越来

２ 知识产权动态



越令人担忧。与其他知识产权相比，商业秘密提供的保护相对较弱，通常是一种成

本较低的替代方案。

（４）商业秘密是对专利的替代或补充。与未申请专利的公司相比，有专利申请

的公司更有可能通过保密方式保护其大部分的创新成果。产品创新首选专利保

护，工艺创新则首选商业秘密。大多数商业秘密涵盖了非专利的创新，如营销和组

织创新。

（５）商业秘密支持创新，但也限制了知识和劳动力流动。强有力的商业秘密政

策有利于现有的商业秘密所有者，鼓励其研发投资，但也会减少未来的创新，并造

成进入市场的壁垒。因此，要在鼓励和阻碍创新之间取得商业秘密政策的平衡。

　　２．分析和建议

对于企业和决策者来说，商业秘密是一种重要且灵活的创新工具。然而，在实

践中，商业秘密对其经济和创新的影响研究较少。商业秘密被许多机构所使用，尤

其是大公司，而且往往提供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保护机制。对于工艺创新，商业秘

密通常比专利更受欢迎，而产品创新通常受益于专利保护。商业秘密还覆盖了广

泛的营销和组织创新，以及可能超出传统创新范围的知识。

商业秘密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创新与商业秘密之间的关系。与大多数的知识产

权类型一样，商业秘密有助于激励创新，帮助企业从创新中获得回报，并加大研发

投入。然而，商业秘密缺乏与其他知识产权相同的核心要求：披露。因此，商业秘

密也会限制知识和劳动力的流动，从而减少未来的创新。虽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可能有利于现有的商业秘密所有者，但这可能是以长远创新为代价。

研究指出了决策时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包括：

（１）只有一小部分商业秘密有潜力获得专利保护，因此，应注意商业秘密政策

不应建立在与专利的隐含关联上。相反，商业秘密应考虑其广泛的适用范围，例

如，与工艺、产品、营销和组织创新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各种行业的吸引力。

（２）鼓励对网络安全进行投资，这可能是营造良好、健康的商业秘密环境长远

的解决方案。网络安全作为一种预防手段，应主动制止盗窃，而不是被动地应对其

后果，并尽量减少对公共资源的使用。

（３）机构的商业秘密意识可能较为薄弱，尤其是中小企业和网络安全部门。加

强机构的商业秘密意识和商业支持，可以鼓励其有效利用商业秘密，并提高积极创

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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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仍需进一步开展关于商业秘密的研究。商业秘密的实证依据有待扩大，仍

存在重大的法律、管理和经济问题。

李姝影　检索，邓文鼎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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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外观设计与商标申请动向调查报告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０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外观设计与商标申请动向调查报

告。该报告对国际申请动向进行了分析，对经济和产业的发展现状、方向性措施进

行了调查，以便为制定未来申请策略、外观设计战略和品牌战略提供参考。其中，

外观设计调查涉及 ５个国家／地区，商标调查涉及 ８３个国家／地区。主要内容

如下。

　　１．外观设计

（１）日本专利局（ＪＰＯ）、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ＣＮＩＰＡ）和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授权的外观设计数量由

２０１８年的７４４，８１６件增加至２０１９年的７８１，５４２件。如表１所示，相对于２０１８年，

各国家／地区的外观设计授权数量均有所增长。
表１　申请国家／地区外观设计授权数量（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ＪＰＯ ＵＳＰＴＯ ＥＵＩＰＯ ＣＮＩＰＡ ＫＩＰＯ 合计

２０１５ ２６，６２７ ２６，０００ ９１，４０１ ４７４，０７９ ５０，７５３ ６６８，８６０

２０１６ ２５，２５８ ２８，８８９ ９９，５３６ ４５５，４８２ ５６，４７４ ６６５，６３９

２０１７ ２７，６４０ ３０，８７９ １０６，２０４ ４４３，０１８ ４９，９５０ ６５７，６９１

２０１８ ２７，２８２ ３０，５１３ １０１，４８３ ５３６，２８４ ４９，２５４ ７４４，８１６

２０１９ ２７，５４１ ３４，８１３ １０８，４０５ ５５６，５５９ ５４，２２４ ７８１，５４２

（２）２０１９年，申请人所在国家／地区的外观设计授权数量最多的是中国

（５５７，４６５件）。相对于２０１８年，日本人的外观设计授权数量略有减少，其他国家／

地区的外观设计授权数量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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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注册的外观设计授权数量（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日本 美国 欧盟 中国 韩国 其他 合计

２０１５ ３１，５９５ ２９，２５７ ７４，１８０ ４６２，８３６ ５４，６４６ １６，３４６ ６６８，８６０

２０１６ ３０，７０８ ３２，２４４ ８０，１５３ ４４５，９６３ ６０，３６９ １６，２０２ ６６５，６３９

２０１７ ３２，２２１ ３５，４９９ ８２，４３２ ４３６，７８０ ５３，３８４ １７，３７５ ６５７，６９１

２０１８ ３１，８５８ ３４，７６１ ７８，７０７ ５２９，３６４ ５２，２１２ １７，９１４ ７４４，８１６

２０１９ ３１，５４１ ３９，３４３ ７９，１７４ ５５７，４６５ ５５，９９７ １８，０２２ ７８１．５４２

（３）２０１９年，在ＪＰＯ获得授权的外观设计最多的是日本、美国、欧盟成员国和

中国。中国和韩国本国居民的外观设计数量较多，而日本外国居民的外观设计比

例正在增加。

（４）根据２０１９年日美欧中韩之间的外观设计流动，中国居民在欧盟知识产权

局获得的外观设计数量最多（１３，７３５件），欧盟居民在韩国知识产权局获得的外观

设计的数量最少（７６８件）。

（５）在ＪＰＯ获得外观设计授权数量最多的是三菱电机，其后依次是松下知识产

权经营株式会社、冈村制作所、本田汽车和谷歌。在 ＵＳＰＴＯ获得授权数量最多的

是三星电子，其后依次是耐克、ＬＧ电子、苹果和捷豹路虎。在ＥＵＩＰＯ获得授权数量

最多的是三星电子，其后依次是耐克、谷歌、瑞克尔（Ｒｉｅｋｅｒ）和荷兰 Ｆｏｎｋｅｌ

Ｍｅｕｂｅ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公司。在ＣＮＩＰＡ获得授权数量最多的是北京奇艺，其后依次是格

力电器、五邑大学、广东电网、奥克斯空调。在 ＫＩＰＯ获得授权数量最多的是 ＬＧ电

子，其后依次是三星电子、ＣＪ第一制糖和苹果。

　　２．商标

（１）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９年，主要国家和组织提交的商标申请数量均呈现增长。中国

的商标申请数量最多，尤其是２０１５年以来，每年以２００万件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

２０１９年，达到近８００万件，同比增速略有下降。日本在２０１１年的申请量有所减少，

但之后总体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７年大幅增加，２０１７年达到近１０年最高（１９０，

９３９件）。

（２）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９年，主要国家和组织的商标注册数量均呈现上升。日本自

２０１０年以来商标注册数量保持在１０万件左右，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呈现下降，２０１６至

２０１８年持续增加，２０１９年有所减少。中国的商标注册数量２０１１年开始明显减少，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９年显著增长。中国２０１４年《商标法》修正案规定，审查期自申请日起

不得超过９个月，因此，２０１４年开始商标注册数量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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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国际商标申请数量呈现持续增长，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增幅

较为突出。

（４）２０１９年，美国的国际商标申请数量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欧盟和中国，日

本排名第七。在国际商标申请指定国家中，欧盟排名第一，其后是中国、美国和日

本。从主要国家的国际商标申请数量来看，除意大利和墨西哥外，其他主要国家的

申请均呈现上升，中国和美国的增长趋势尤为显著。从主要国家平均单件国际商

标申请的指定国家来看，中国最多，其后是俄罗斯和印度。

（５）除本国外，日本居民向中国提出商标申请数量最多，其后依次是欧洲（欧盟

及瑞士）、美国和韩国。美国居民向欧洲提出的申请数量最多，其次是中国。欧洲

居民向中国提出的申请数量最多，其次是美国。中国居民向美国提出的申请数量

最多，其次是欧洲、日本和韩国。韩国居民向中国提出的申请数量最多，其次是欧

洲和美国，日本最少。

（６）商标申请数量最多的是服务业，其后依次是机械、食品、纺织、普通商品和

化工。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９年，除纺织领域外，其他领域的商标申请数量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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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２０２０知识产权制度相关问题调查报告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６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制度相关问题调查

报告。日本专利局通过召开专家研讨会等方式，从包括工业产权法、相邻法律领域

在内的广泛视角，对知识产权创造的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以促

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合作和适度的权利保护。此次报告汇总了８项研究调查，

具体内容如下。

　　１．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促进开放创新的合同指南

为避免企业合作协议中的知识产权风险影响开放创新，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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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ＲＩ）针对两种开放创新形式编制了合同范本和指导意见，以促进开放创新。具

体包括：（１）针对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研发初创公司与运营公司之间的合作，制

定了保密协议、ＰｏＣ业务测试协议、联合研发协议和利用协议４个合同范本和条款；

（２）针对大学与大学之间开展创业项目合作，制定了许可协议和联合研究开发协议

的示范合同和条款，通过编制不同场景的合同范本及解读指南，帮助人们理解示范

协议和条款。

　　２．与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时代相适应的专利制度的调查研究

为研究与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时代相适应的专利制度，日本志贺国际特许

事务所通过对网络及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揭示了专利制

度未来形态面临的实际条件、问题及需求。具体研究问题涉及：多家企业实施类似

专利发明、视频浏览服务平台相关专利侵权赔偿计算、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活用、专

利发明相关的数据使用、新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等。

　　３．未来国际专利申请程序的调查研究

日本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通过访谈的方式，从用户和管理部门的角度，对业

务处理、人力成本、系统开发、维护成本和潜在风险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国际

专利申请制度的现状和问题。主要涉及书面手续纸质化负担、程序数字化、身份识

别和数字证书等。

　　４．大型企业推动开放创新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为了促进日本大型企业的开放创新，建立符合企业战略的知识产权，普华永道

咨询公司开展相关调查，介绍了大型企业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促进开放创新

的案例情况，总结“共同创造知识产权战略”的举措和问题。

　　５．知识产权人才流动的调查研究

日本知识产权研究和教育基金会针对知识产权人才流动问题，分析了企业知

识产权人员兼职、副职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总结促进知识产权人员参与创业，企业

和高校知识产权活动的努力方向，完成了《知识产权人员兼职和副业的优势、实践

指南和实施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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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创造性判断中不可预测的显著效果的调查研究

日本知识产权研究和教育基金会针对各国有关确定发明步骤不可预测和显著

效果的法律、审查标准、判决、案例等进行了调查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应密切关

注各国制度和业务的国际发展趋势，有必要注意相关判决案例的积累。

　　７．促进经营战略的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和利用研究

近期，知识产权公共信息分析和利用支撑管理决策备受关注。日本知识产权

研究和教育基金会调查研究了日本企业知识产权信息分析与利用现状，以实现知

识产权信息利用支撑经营战略的普及和发展。

　　８．关于利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分析报告的调查研究

日本专利局系统化编制了知识产权分析报告，以便为企业及机构间的匹配提

供技术支持。专利分析报告的实用性已得到企业和相关机构的认可。研究调研了

专利分析报告和技术匹配支持的情况，旨在探索普及一种新的业务配套支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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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发布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报告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９日，澳大利亚发布第九版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报告，提供了由澳大

利亚政府管理的知识产权（ＩＰ）最新数据，概述了澳大利亚知识产权的现状以及对

经济的贡献。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首次从政府最新公开的知识产权开放数据

（ＩＰＧＯＤ）中提取了时间序列数据，报告涵盖了专利、商标、外观设计、植物新品种和

版权５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相关活动，分析了在澳大利亚提交的知识产权申请

量、注册量或授权量，申请地域来源以及申请人寻求保护的创新类型（包括知识产

权申请量最多的公司）。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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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专利［１］

［１］澳大利亚专利包括：标准专利（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ａｔｅｎｔ）和创新专利（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０２０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共受理２９，２９３件标准专利申请（含分案申请），

较２０１９年下降２％，但仍高于近十年的平均申请量（２８，３０８件）。过去十年，专利

申请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相对于２０１１年增长１５％。其中，通过《专利合作条约》

（ＰＣＴ）途径提交的标准专利申请约占７２％（２１，１２９件），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１％，而向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直接提交的标准专利申请８，１６４件，减少了８％。２０２０年，临

时专利申请数量４，８６３件，比２０１９年下降２％。

２０２０年，澳大利亚受理的标准专利申请大部分来自于非居民，占总量的９２％

（２６，８９４件）。非居民专利申请中，由单个申请人提交的数量为２５，０８３件（９３％），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同申请数量为１，８１１件。居民和非居民申请人的数量较２０１９

年分别下降１０％和１％。中小型企业（ＳＭＥ）占比８１％，大型企业占比１９％。

２０２０年，标准专利申请的前五大来源国是美国（１３，１２２件）、中国（２，３５８件）、

日本（１，６４３件）、德国（１，３４４件）和英国（１，２５３件），占总量的６７％。美国仍然是

主要来源国（４５％），这一比例在过去１０年相对稳定。近年来，来自中国的申请数

量大幅增长，较２０１９年同比增长２５％，中国已成为第二大来源国。

澳大利亚标准专利申请的 Ｔｏｐ５国际申请人来自智能手机制造和电信行业。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中国ＯＰＰＯ（４３５件，同比增长３９％）、韩国ＬＧ电子（２３６件）和

中国华为（２３１件）。

与往年一样，医疗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３，７０１件）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生物

技术（２，８６５件）、药品（３，１０６件）、有机精细化学（１，８３０件）、土木工程（１，５１６

件）、计算机技术（１，４１０件）、数字通信（１，３６３件）。

２０２０年，澳大利亚创新专利申请大幅增加，达到４，５８６件，约为２０１９年的２５

倍。这一申请量几乎是由非居民提交的（３，５７３件），比２０１９年增加了３倍，居民申

请量保持相对稳定（１，０１３件）。中国（２，６４０件）和印度（５２７件）是非居民创新专

利申请的两个主要来源国，分别是２０１９年的４．４倍和５２倍。

　　２．商标

２０２０年，澳大利亚共受理８１，７０２件商标申请，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８％，商标注册量

达到 ６４，０８６件，较 ２０１９年增长 １０％。２０２０年，澳大利亚居民商标申请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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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６２件，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１７％，非居民申请量为３０，０４０件，较２０１９年下降４％。

居民注册商标３５，０３３个，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１１％，非居民注册商标２９，０５３个，较２０１９

年增长７％。

国际商标申请人中，中国华为、美国苹果以及瑞士诺华分别位居前三，其后是

亚马逊和强生。

２０２０年，商标申请的主要来源国（澳大利亚除外）是美国（８，９１８件）、中国

（４，８１５件）、英国（２，２１５件）、德国（１，７０９件）和日本（１，３２３件）。除日本的申请

量保持稳定外，其他主要来源国的申请量均低于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９年，澳大利亚居民海外提交商标申请２０，５７３件。申请的主要目的地是中

国（１９％）、美国（１５％）、新西兰（１２％）和欧盟知识产权局（６％）。

　　３．外观设计

２０２０年，澳大利亚共受理７，１６５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较２０１９年减少４％；共

授权６，３３２件外观设计。２０２０年，澳大利亚居民和非居民外观设计申请量呈现下

降：居民申请量２，５８１件（－３％），非居民申请量４，５６０件（－５％）。

２０２０年，医疗保健产品（＋２１％）以及游戏、玩具、帐篷和体育用品外观设计

（＋２２％）申请量增加，而如珠宝等装饰用品（－３４％）和家庭用品（－１９％）下降。

澳大利亚外观设计领先申请人由纺织品生产商主导，非居民外观设计申请最

多的是飞利浦（１０９件）、谷歌（９６件）、苹果（７９件）和小米（７８件）。

外观设计申请的主要来源国是美国（１，８５３件）、中国（４８６件）、英国（３５８件）、

日本（２６２件）和德国（２２０件）。２０２０年，来自美国的申请量下降１１％，中国的申请

量增加３１％，英国的申请增加５９％。

　　４．植物新品种（ＰＢＲ）

２０２０年，澳大利亚共受理３１６件植物新品种申请，较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２％。植物

新品种的授权数量２１２件，较２０１９年减少２４％，接近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２０２０

年，美国和荷兰仍然是植物新品种申请的两个主要来源国，占海外申请总量

的６１％。

　　５．版权

报告指出，２０１８年，受版权保护的澳大利亚行业（包括新闻与文学和广播电

视）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 １，２４１亿澳元，约占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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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产业就业人数占澳大利亚总就业人数的８．３％，创造了４８亿澳元的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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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关于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革优化创新环境
和营商环境的通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０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革

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一、持续压缩商标、专利审查周期

（一）进一步压缩整体注册授权周期。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商标、专

利审查中的运用，优化专利审查和检索智能化系统功能，推进商标注册与管理平台

立项建设，为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提供支撑。到２０２１年底，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

期稳定在４个月以内，一般情形商标注册周期由８个月压缩至７个月；２０２１年全年

完成发明专利审查结案１３５万件，发明专利审查周期由２０个月压缩至１８．５个月，

其中，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缩至１３．８个月。继续发挥商标、专利审查绿色通道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对抗疫急需的商标、专利申请给予优先审查。

（二）同步压缩其他业务审查周期。积极调配审查资源，加强审查能力建设，到

２０２１年底，将商标转让审查、异议审查、驳回复审、无效宣告平均审查审理周期分别

压缩至１．５个月、１２个月、５．５个月、９个月，电子申请的商标变更、续展审查周期再

压缩五分之一。优化专利授权公告和公报出版流程，专利授权公告平均周期压缩

至３周左右。

　　二、切实提高商标、专利申请质量

（三）调整资助和奖励政策。纠正片面追求数量的倾向，各地区、各部门清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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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各项涉及专利的奖励政策和资格资质评定政策，不得直接将专利申请、授权数量

作为享受奖励或资格资质评定政策的主要条件。２０２１年６月底前，全面取消各地

对商标、专利申请阶段的资助和奖励，推动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

变，着力营造潜心研究氛围，促进多出基础性、原创性成果。科学设定高质量发展

指标，到２０２２年底，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８．３件。

（四）加强商标、专利审查监管。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和非正常专利申请行

为，对重大不良影响的商标注册申请依法不予受理或快速驳回，对非正常专利申请

实行批量审查。加强商标恶意注册和非正常专利申请审查信息共享和行为认定，

及时发现并严厉打击相关代理商标恶意注册和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及时公开商

标恶意注册典型案例，定期通报或公布各地方高质量专利申请和非正常专利申请

占比数据。依法推动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恶意注册和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的

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纳入信用监管。对非正常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取消申报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企业资格以及中国专利奖申报、参

评或获奖的资格，对相关申请人和相关代理机构不予资助或者奖励。

　　三、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

（五）提升信息化水平。优化完善商标、专利电子申请系统，统一身份认证，提

高系统兼容度，推进专利优先审查和质押登记电子申请全程网办，推动知识产权业

务“一网通办”。扩大银行在线代办专利权质押登记试点地区范围，尽快推动实现

银行通过地方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直联质押登记业务系统。通过系统推送送达，电

子邮件、短信提示，实现“一送达两提示”，进一步提高商标、专利文书送达率，丰富

缴纳专利年费的提醒方式，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全面推行商标电子注册证、专利

电子证书，加快推进电子证书在电商平台、维权举证等领域的应用。

（六）简化业务办理环节。优化商标申请缴费流程，推进商标申请快速受理。

推动企业变更登记与商标变更申请同步受理，提高商标变更的便利度和即时性。

优化专利权评价报告出具流程，将申请出具的时间从专利授权公告后前移至办理

专利权登记手续时，满足申请人快速确权需求。在商标、专利质押登记，专利费用

减缴以及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审批中，推行告知承诺制办理。以促进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研究商标、专利收费结构性调整。推行专利著录项目批量变更，对权利

人更名的批量变更按单件收费，进一步减轻当事人办事负担。

（七）健全多样化审查模式。建立完善商标审查绿色通道加快模式，对符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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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商标驳回复审及异议申请优先审查裁定，为申请人快速获得商标授权、维护合

法权益提供支持。进一步优化专利依申请延迟审查机制，探索允许申请人在延迟

期限届满前请求撤回延迟审查请求，便利核心专利布局。

（八）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编制发布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清单，推

动各地区服务事项规范化管理，加快实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知识产

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络，积极推动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心和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建设，助力提升创新主体创新能力。进一步整

合商标、专利受理窗口，扩大“一窗通办”范围。

　　四、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九）加大对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工作指导力度。制定商标一般违法判断标准，

统一行政执法标准。加大对商标违法行为及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的指导力

度。建立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行政裁决工作机制。组织开展在全国有重大影响

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

（十）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建

设布局，加大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站式”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力度。推

进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与行政执法、司法的衔接联动，完善在线诉调对接机制。进一

步健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加强维权援助线上服务平台建设，强化公益性维权

援助服务供给。推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体系高效运行，助力中国企

业“走出去”。深化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改革。依法依规推动将商标、地理

标志等知识产权领域失信行为纳入信用监管。

（十一）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加强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向主要

电商平台开放专利权评价报告数据接口，推动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快速处置实用新

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投诉。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推动建设国家知

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和公共服务综合平台，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加大打击侵权假冒统筹协调工作力度，推动知识产权与司法、行政执法、行业主管

等部门数据交换和业务协同，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效能。

　　五、加强知识产权服务业监管

（十二）加大对违法违规代理行为的打击力度。持续开展“蓝天”专项行动，建

立代理行业监管长效机制。加大对电商平台商户无资质开展专利代理行为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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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规范线上商标代理和交易行为，加强对电商平台开展代理业务的协同监管。

通过政务大厅、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等多渠道公布商标、专利办理环节、收费标准

和审查审理官方文件等信息。严厉打击伪造变造法律文件、印章，以欺诈、虚假宣

传等不正当手段扰乱代理市场秩序等行为。依法依规加强对违法违规代理行为的

信用监管和失信惩戒。

（十三）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发展。开展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参加专利代理

师资格考试和外国专利代理机构在华设立常驻代表机构开放改革试点。继续实施

支持知识产权服务业稳定和扩大就业政策措施，吸引更多人才进入知识产权行业

就业。推行知识产权代理服务质量评价，为市场主体选择代理机构提供查询便利。

　　六、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十四）充分挖掘知识产权信息价值。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全面开放知

识产权基础数据，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信息战略资源价值。围绕国家关键核心技术

实施一批专利导航项目，助力企业优化技术创新方向和研发路径。推广实施专利

导航指南系列国家标准，推动专利导航融入各类主体创新决策过程。建立健全中

小企业专利风险预警机制，便利企业及时了解专利情报信息。推动贯彻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国家标准，持续加强全国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学习平台服务供给，促进创新

主体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十五）提升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能力。健全知识产权评估体系，完善知识产

权价值评估机制和标准，指导金融机构提高自主评估能力。充分发挥各类知识产

权交易平台作用，做好质物处置工作。推动建立财政资助科研项目专利信息声明

制度。持续推动科研院所及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加强高校产学研合作的业务指导，

降低产学研合作知识产权风险。组织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专项行

动，大力推进高新区等开发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普及

度和惠益面。完善知识产权质押信息平台，畅通质押登记信息获取渠道。

（十六）落实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建立专利开放许可信息公开机制，集中公开

相关专利基础数据、许可费用等信息，解决专利技术供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加强

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和合同备案等情况的监控分析，持续做好数据监测和信用监

管，编制专利开放许可服务手册，保障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规范高效运行。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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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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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试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正案

韩国《反不正当竞争及保护商业秘密相关法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正

案）将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起施行。根据新规，在交易过程中，擅自使用中小企业

和个人提出的创意，赔偿金额最多将增加到损害金额的３倍。此次修订的宗旨是

杜绝无代价使用创意的“技术窃取行为”。相关修订内容如下。

（１）韩国针对窃取创意等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纠正劝告制定了法律依据，可在

政府公告中公布违反者的个人资料、违法事实及纠正劝告内容。随着修订法的施

行，预计今后对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纠正劝告的实效性将大幅提高。

（２）对于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政调查，当事人可向工业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

申请调解纠纷，则中止行政调查，如果调解成立，则结束行政调查。采用此方法能

够尽早解决中小企业和风险投资企业相关的纠纷。

（３）为防止韩国企业技术外流，政府还将制定反不正当竞争和保护商业秘密的

中长期基本计划。此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技术保护对策主要面向加强对技术泄

露的处罚及损失赔偿等事后救济的方向，此次修订将有望加强防止国家财产向海

外流失的事前预防。

韩国知识产权局将于２０２１年４月开始针对反不正当竞争及保护商业秘密开

展调查，以此为基础制定基本计划和详细实施计划。基本计划主要内容涉及反不

正当竞争及保护商业秘密的基本目标及推进方向，相关纠纷现状、施策效果及分析

评价，国内外相关变化和前景，法律制度改善以及相关国际合作等。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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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ｃｐ＝＆ｐｇ＝＆ｎｐ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３＿０５＿０１＆ｓｄａｔｅ＝＆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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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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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ＥＰＯＩＥＡ联合发布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全球趋势报告

【摘要】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国际能源署（ＩＥＡ）联合发布《专

利与能源转型：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全球趋势》报告。研究显示，过去２０年中，低

碳能源技术的全球专利数量一直在增加，但近年来低碳能源专利的年均增长率

仅为十年前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从生产到传输、存储和终端应用等低碳能源

技术方面，都需要将持续创新与政策措施相结合，以加快技术可得性和多样性，

从而降低成本。该报告基于国际专利家族（ＩＰＦｓ），介绍了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９年全球

低碳能源技术创新的主要趋势。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国际能源署（ＩＥＡ）联合发布《专利与

能源转型：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全球趋势》（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ｌ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报告主要研究了低碳能源（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ＬＣＥ）技术创新全球趋势，涵盖了清洁能源创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研究显示，在经历了过去十年专利活动的低迷之后，许多关键的新兴和交叉技术中

的低碳能源专利申请已连续三年增长，这与２０１５年以来化石燃料专利数量下降形

成鲜明对比。

为了实现共同的净零排放目标，全球迫切需要将清洁能源创新的复苏推向一

个全新的转型。本报告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借鉴，以确定有助于将新技术推向

全球市场和消费者的行动措施。主要亮点结论如下。

　　１．ＬＣＥ技术创新自２０１７年起恢复增长

如图１所示，全球低碳能源技术专利数量２０１３年之前保持快速增长，２０１４至

２０１６年出现大幅下滑，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９年持续增长，而化石燃料技术在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９

年出现下降。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９年，ＬＣＥ技术专利活动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化石燃料技

术。然而，近三年ＬＣＥ专利的年均增长率（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９年均增长率３．３％）仍然低

于２０１３年之前的水平（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３年均增长率１２．５％），表明ＬＣＥ需要加速创新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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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球ＬＣＥ技术国际专利家族数量增长率（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２．ＬＣＥ创新正在从供应转向终端和使能技术

２０１２年以来，终端应用技术中的燃料转换和能效技术高度活跃，使 ＬＣＥ专利

申请保持平稳增长，这些技术在过去五年中占 ＬＣＥ国际专利家族总量的６０％，反

映了经济发展控制能源需求的巨大挑战。风能、太阳能、地热或水电等可再生能源

和其他ＬＣＥ供应技术在２０１９年仅占ＬＣＥ国际专利家族总量的１７％，且２０１２年以

来一直下降。２０１７年以来，ＬＣＥ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交叉前沿技术领域的创新，例

如电池、氢气、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封存技术（Ｃａｒｂ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ＣＵＳ），这将是能源转型的关键推动力。使能技术的份额由２０００年的２７％增加到

２０１９年的３４％。

图２　全球ＬＣＥ供应、使能和终端应用技术国际专利家族数量（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３．交叉前沿技术领域在推动其他ＬＣＥ技术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交叉前沿技术使能源系统更加灵活并可以协同相关领域。电池、智能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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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ＵＳ、氢气领域与能源供应、终端应用技术的专利活动日益重叠。随着电力供应

更加多变，灵活的电网和终端应用技术及相互通信的能力也越来越重要，例如，能

够调整消费者能源需求模式、在能源供应最佳时机利用能源的数字技术，必将成为

整个能源系统的关键要素。当前，电力存储和智能电网等领域正在创造市场价值，

在未来，“能源即服务”，即帮助企业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供暖、制冷和汽车充电

服务的创新，将进一步扩大这些交叉领域。

　　４．电动汽车正在推动终端应用技术在ＬＣＥ专利活动中占据主导

在终端应用领域，电动汽车（ＥＶｓ）及其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是过去十年 ＬＣＥ

技术创新最大的驱动力。截至２０１１年，电动汽车国际专利家族数量超过了其他汽

车领域清洁能源技术，电池创新也作为使能技术迅速增长。此外，高减排难度

（ｈａｒｄｔｏａｂａｔｅ）行业（如金属）也有大量的专利活动，其在能效和直接减排方面都有

创新。

图３　全球汽车运输业电动汽车和ＬＣＥ技术国际专利家族数量（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５．汽车制造公司在ＬＣＥ技术领域持续布局电动汽车

ＬＣＥ技术Ｔｏｐ１５的申请人排名显示，汽车制造公司在电动汽车持续增长的专

利布局，以及其在不断变化的交通运输领域争夺市场份额的商业格局。该排名包

括６家汽车公司（丰田、通用、福特、本田、大众、现代）及６家主要电池供应商（三

星、松下、ＬＧ、博世、日立、东芝），其余３家分别是涉足能源领域的通用电气、西门

子、美国雷神（其在航空业ＬＣＥ领域表现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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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ＬＣＥ技术Ｔｏｐ１５申请人（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６．能源供应技术（如太阳能光伏）创新已转向下游

在技术发展到技术开发的关键阶段，专利活动的变化揭示了创新的路径。

２０１０年以来，商业太阳能光伏板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围绕晶体硅电池的两种主要设

计进行整合，发明活动转向优化制造和扩大规模，以降低生产成本。专利数据显

图５　新兴技术太阳能光伏电池和组装领域国际专利家族份额（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示，这种趋势降低了未达到足够规模的设计方案参与竞争的能力，并减少了发明新

电池设计的动力，但是太阳能技术在ＬＣＥ供应技术继续占据主导。

两个明显趋势是设计其他类型太阳能光伏，以及聚焦于更低成本效益的安装

和操作技术。电池设计方面，专利申请活动已经从无机电池转向新一代有机光伏

电池，有助于更低成本地制造、集成能源、应用到更多的领域。随着电池和组件价

格的下降，低成本的移动安装和智能跟踪等提高产量的技术价值也在增加，这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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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太阳能光伏板性能、提高太阳能光伏板价值的相关专利技术快速增长，尤其是

在主要采用进口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地区。

　　７．氢气技术创新仍有待取得重大突破

（１）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５年，人们对氢气的关注减弱，近期热度激增，相关的专利活动

仍保持相对稳定，这反映了持续的研究资金能够确保稳定的发明活动，但缺乏用以

产生竞争、扩大规模的供氢市场。日本在燃料电池研究中占据主导，欧洲在供应和

存储低碳氢（包括电解槽）的技术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尽管氢气供应和存储领域的

专利申请活动在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９年间迅速增加，但仍低于燃料电池领域。德国约占欧

洲存储相关的国际专利家族数量的一半，且约占低碳氢气供应的三分之一。

图６　燃料电池和低碳制氢领域国际专利家族份额（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图７　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ＬＣＥ技术国际专利家族份额（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２）过去２０年中，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 ＬＣＥ技术的比例一直在增加，由２０００

至２００９年的６．６％增长至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９年的８．５％。ＬＣＥ终端应用技术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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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ＣＥ专利申请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研究机构在 ＬＣＥ供应技术（替代燃料、核能和一

些可再生能源）和新兴使能技术（如 ＣＣＵＳ和氢气）方面尤其活跃。除化工和炼油

之外，研究机构终端应用技术的国际专利家族占比较低。

　　８．各国开展专门研究与国际合作，以发挥本土技术优势

２０００以来，欧洲ＬＣＥ专利活动一直处于领先地位，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９年，占所有国

际专利家族的２８％（德国占１１．６％），在大多数可再生能源领域排名第一。２０１０年

以来，日本第二（２５％），美国第三（２０％）。

日本在电池和氢燃料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在化石燃料、低碳燃烧和

航空等相关终端应用领域具有技术优势。韩国（占国际专利家族总量的１０％）和

中国（占国际专利家族总量的８％）的专利活动在过去十年持续增长，也是 ＬＣＥ技

术创新中心。韩国的主要优势是电池、太阳能光伏技术、生产能效和信息通信技

术。中国的主要优势是信息通信技术和铁路。

图８　全球ＬＣＥ创新中心的主要技术领域ＲＴＡ得分

ＬＣＥ技术开发的国际合作促进了知识传播，为进一步加快研发工作奠定了基

础。合作网络通常涉及美国和欧洲国家，美国在组织和技术导向上发挥重要作用。

在１０个最具合作优势的领域中，美国和欧洲在７个领域显示出技术优势，并且几

乎在所有领域的双边合作中（铁路除外）都是合作伙伴。

　　９．全球ＬＣＥ创新前景广阔，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研究认为，电池和智能电网等领域的发明活动的增加，将促使人们更加确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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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源的转型。终端应用技术在ＬＣＥ发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反映出这类技术

在未来能源系统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ＬＣＥ发明的来源也变得更加广泛。与此

同时，在清洁能源转型（ＣＥＴ）的核心领域，机构和国际研究合作也在增加。

预计报告所呈现的趋势有望成为未来，并为制定清洁能源政策提供依据。部

分能源创新仍然依赖于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技术。但能源创新范围的扩大和新参

与者的加入，与不断扩大的清洁能源挑战一致，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如果创新者

继续专注于标准化、模块化和适合消费者偏好的技术，那么 ＬＣＥ技术的成本有望

下降。

目前，清洁能源专利活动的停滞应该引起政府和人们的关注。如果没有正确

的政策支持，就无法保证长远的气候变化目标为ＬＣＥ技术创新重新注入活力。虽

然气候和创新政策是原始驱动力，但其他政策杠杆在鼓励开发和推广 ＬＣＥ技术方

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清洁能源转型（ＣＥＴ）所需的各类技术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深入人心，制定完善的竞争、消费、贸易和投资政策，将与环境和创新政策相辅

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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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克力芝药物全球专利分析

【摘要】基于专利计量分析，从克力芝复方药物相关专利的布局时间分布、逐年

专利布局技术方向、逐年专利申请国家分布、各国专利技术布局方向、专利申请

人几个角度进行分析，揭示克力芝复方药物的专利布局态势。本文的数据来源

于科睿唯安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药物数据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ＰｕｂＣｈｅｍ数据库和合享

新创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提出可试用“洛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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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利托那韦”进行抗病毒治疗，并在第六版中指出试用利巴韦林时建议与干扰素

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联合应用［２］。这里的“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是指洛匹那

韦（Ｌｏｐｉｎａｖｉｒ）与利托那韦（Ｒｉｔｏｎａｖｉｒ）的复方制剂，即克力芝（Ｋａｌｅｔｒａ），是美国生物

制药公司艾伯维研发的一种抗艾滋病药物，适用于与其他抗反转录病毒药物联合

用药，一般用于治疗成人和２岁以上儿童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Ⅰ型（ＨＩＶ１）感染。

世界卫生组织在２０１３年将利托那韦／洛匹那韦列为３岁以下儿童一线抗逆转录病

毒治疗药物，将利托那韦／洛匹那韦列为对成人和青少年进行二线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的首选增强型蛋白酶抑制剂之一［３］。克力芝复方药物于２０００年９月被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ＦＤＡ）批准上市，并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获批在中国上市［４］，２００９年

全球销量达到１３．６６亿美元，当年抗感染药销量位居首位［５］。克力芝用于新冠肺

炎治疗的研究进展方面，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报道“针对新冠肺

炎，克力芝和中药治疗一些临床试验正在收集临床信息数据”［６］；随后李兰娟［７］、陈

军［８］、杨铭耀［９］、曹彬［１０］、ＨＵＮＧ［１１］、ＬＩＭ［１２］等相继发布了克力芝治疗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相关的研究进展。

［２］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２
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ｙｚｙｇｊ／ｓ７６５３ｐ／２０２００２／８３３４ａ８３２６ｄｄ９４ｄ３２９ｄｆ３５１ｄ７ｄａ８ａｅｆｃ２．ｓｈｔｍｌ．
［３］胡敬东，卞志家，杨秦等．雅培公司利托那韦的专利布局及其对国内企业的启示［Ｊ］．中国医药科学，２０１４，４
（１６）：１４７１５１＋１９０．
［４］杨倩，马秋娟，汪小涧．从专利视角谈药物二次创新与仿制药开发———以ＨＩＶ蛋白酶抑制剂洛匹那韦为例
［Ｊ］．中国药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０４）：４９９５０３．
［５］陈本川，陈历胜．２００９年世界最畅销的２００种处方药（续三）［Ｊ］．医药导报，２０１１，３０（０４）：５５５．
［６］柳青．国家卫健委回应“新冠肺炎”药物进展：克立芝、中药等正在收集临床数据［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３５００５８３．
［７］黄琪．李兰娟院士团队发布：这两种药能有效抑制新型冠状病毒［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ｊｒｂａｐｐ．
ｃｊｎ．ｃｎ／ｐ／１５７３４１．ｈｔｍｌ．
［８］陈军，凌云，席秀红等．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多尔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效性研究 ［Ｊ］．
中华传染病杂志，２０２０，３８（００）：８６８９．
［９］杨铭耀，高杨杨，邹炎洁，郑瑶．超说明书应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药学指引
［Ｊ］．中国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２０，４０（０６）：６１７６２１．
［１０］ＣＡＯＢ，ＷＡＮＧＹ，ＷＥＮＤ，ｅｔａｌ．ＡＴｒｉａｌｏｆＬｏｐｉｎａｖｉｒ－Ｒｉｔｏｎａｖｉｒ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ｖｉｄ－
１９［Ｊ］．Ｔｈｅ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２０，３８２（１９），１７８７１７９９．
［１１］ＨｕｎｇＩＦＮ，ＬｕｎｇＫＣ，ＴｓｏＥＹＫ，ｅｔａｌ．Ｔｒｉｐ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ｂｅｔａ－１ｂ，ｌｏｐｉｎａｖｉｒ－ｒｉｔｏｎａｖｉｒ，ａｎｄ
ｒｉｂａｖｉｒｉ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ｉｔｈＣＯＶＩＤ１９：ａｎ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ｐｈａｓｅ２ｔｒｉａｌ．
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２０，３９５（１０２３８）：１６９５１７０４．
［１２］ＬＩＭＪ，ＪＥＯＮＳ，ＳＨＩＮＨＹ，ｅｔａｌ．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ｈｏＣａｕｓｅｄ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Ｋｏｒｅａ：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ｐｉｎａｖｉｒ／Ｒｉｔｏｎａｖｉｒ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Ｍｏｎｉ
ｔｏｒｅｄｂｙ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ＴＰＣ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ｏｒｅ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３５（６）．

本文基于专利计量分析，从克力芝复方药物相关专利的布局时间分布、逐年专

利布局技术方向、逐年专利申请国家分布、各国专利技术布局方向、专利申请人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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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进行分析，揭示克力芝复方药物的专利布局态势。

　　１．克力芝专利布局时间趋势

分析克力芝专利及其申请年度分布（图９）发现，以２００６年为分水岭，其专利申

请数量整体呈先增长后下降。１９９０年首件专利是雅培公司［１３］申请的“逆转录病毒

蛋白酶抑制化合物”，该专利在日本、美国、韩国、希腊、巴西等全球３１个国家或地

区均提交了专利申请，这体现了该技术的重要性；随后在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４

年，雅培公司又围绕该发明申请了药物的中间体、组合物以及用于ＨＩＶ感染治疗的

用途专利，构成了后续专利布局的基础核心专利，虽然目前这些专利已经失效，但

是后续围绕这些专利的外围专利不断出现。２０００年，克力芝复方药物在美国 ＦＤＡ

获批上市，相关专利布局力度不断增加，２００６年达到峰值，随着技术的日趋成熟，相

关专利数量开始小幅度下降，２０１４年之后，专利申请量的下降趋势愈发明显，这与

药物的专利布局日趋完善存在一定的关系。

［１３］２０１３年，艾伯维公司从雅培公司中拆分出来独立上市，因此参考文献［３］中认为克力芝的专利技术由雅
培公司布局。

图９　克力芝专利申请年度分布

　　２．克力芝专利布局技术方向分析

分析克力芝逐年专利布局技术方向（图１０）发现，其在各技术方向上的专利布

局时间大致按照“化合物专利先行布局，组合物和晶型专利追随布局，随后是制剂

和制备工艺专利布局，用途类专利最后布局”的顺序进行，化合物类专利以早期布

局为主，组合物、晶型、制剂、制备工艺和用途类专利均呈现持续布局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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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克力芝专利技术布局方向（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具体来看，该药物在研发初始阶段（１９９９年前）主要布局的是化合物类专利，

主要由药物的研发公司雅培公司申请，在２０００年后布局数量显著减少，这可能是

由于药物的基础研发创新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基础化合物创新难度逐渐增大。在

基础化合物专利的基础上，从１９９９年开始，专利布局以组合物和晶型为主要技术

方向，主要是利用克力芝基础成分利托那韦和洛匹那韦与其他化合物或物质形成

具有特定功效的组合物；晶型专利包括复式晶型、无定形晶型、多晶型等。２０００年

开始，制剂和制备工艺类专利开始萌芽并快速布局，在制剂类专利方面，围绕口服

用途的固体制剂，克力芝布局了片剂、散剂、颗粒剂、口腔速崩片以及相关调味系统

等若干制剂类专利；在制备工艺方面，面向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提出了简化工艺流

程、缩短生产周期、提高合成收率、提升安全性能的技术发明方案。２００１年开始，克

力芝的新用途专利开始布局，第一件新用途专利围绕利托那韦在Ι型糖尿病、多发

性硬化症、丙型肝炎病毒和癌症等疾病，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５年后续布局的大

量用途专利申请主要围绕ＨＣＶ丙型肝炎，此外，还涉及ＨＤＶ丁型肝炎、胃肠疾病、

其他抗肿瘤药物引起腹泻所导致的肠功能障碍、良性增生性疾病、肥胖、ＩＩ型糖尿

病、糖尿病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宫颈疾病等疾病。

［１４］其余１７个克力芝专利申请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法国、俄罗斯、泰国、以色列、巴西、意大利、新西兰、加拿大、
韩国、新加坡、匈牙利、希腊、古巴、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阿根廷和塞浦路斯。

　　３．克力芝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分析

截止到检索日，共有 ２７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克力芝专利申请，对 Ｔｏｐ１０国

家［１４］的专利申请年度分布（图１１）分析发现，美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达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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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占申请总量的５４．３％，从１９９０年开始专利申请较为持续且基本未出现中断。

印度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第２，最早的专利申请是２００３年兰贝克赛实验室有限

公司申请的一种含有红霉素Ａ或其衍生物和藻酸的药物组合物，该组合物中包含

利托那韦等活性成分，２０１３年印度的专利申请量达到峰值。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

排名第３，最早是２００３年厦门大学申请的一种合成利托那韦的方法，通过制备方法

创新来提升原子利用率，从２０１０年开始专利申请持续布局，并于２０１６年达到峰值

（１０件）。排名第４、５、６的爱尔兰、瑞典和日本均在２００６年布局了较多专利申请，

爱尔兰泰博特克药品有限公司和瑞典美迪维尔公司布局了丙型肝炎病毒的治疗用

途专利，日本烟草产业株式会社（与美国吉利德公司合作）申请了改善 ＨＩＶ整合酶

抑制剂的药物动力学的方法专利。德国、瑞士、荷兰和英国的专利申请量排在第７

到１０位，专利申请间断较大，未连续布局。

图１１　克力芝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０国家／地区的专利申请年度分布（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４．克力芝国家／地区专利技术布局方向分析

进一步分析克力芝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０国家／地区的专利技术布局方向（图１２）发

现，美国在克力芝化合物、组合物、晶型和用途专利申请方面均是全球首位，具有较

为明显的专利储备优势；中国在制备工艺上优势明显，但是基础化合物及晶型专利

申请不足，唯一的化合物专利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在２０１７年申请的

“具有抗ＨＩＶ１活性的Ｒｉｔｏｎａｖｉｒ硒唑衍生物及合成方法”，中国还围绕克力芝基础

成分利托那韦和洛匹那韦的新用途布局了较多用途专利；印度的专利申请主要分

布在组合物、晶型、制剂和制备工艺上，尤其在晶型专利方面仅次于美国；爱尔兰和

瑞典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用途专利上，且仅次于美国且优势较为明显；日本、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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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和荷兰的专利申请主要围绕药物组合物，德国主要围绕制剂专利，英国的专利申

请在化合物、组合物和制剂方面，但是规模相对较小。

图１２　克力芝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０国家／地区专利技术布局方向

　　５．克力芝专利申请人分析

克力芝药物的专利申请人涉及３２４家机构和个人，分析 Ｔｏｐ２０专利申请机构

分布（表３）发现，美国艾伯维公司及雅培公司是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主要申请

人，合计申请１８７件，专利覆盖化合物、组合物、晶型、制剂、制备工艺、用途所有技

术方向；爱尔兰的泰博特克药品有限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排名第３，布局了用途、组

合物、制剂和制备工艺四类专利；瑞典的美迪维尔公司位居第４，主要申请了丙型肝

炎治疗用途专利；美国的吉利德公司和瑞士的罗氏公司分别位居第５和第６位，申

请了较多药物组合物类专利。

Ｔｏｐ２０申请机构中包括３家中国机构，分别是滨州医学院（排名第７）、迪赛诺

公司（排名第１６）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１９），其中滨州医学院专利

申请均是围绕该药物的新用途，如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肺纤维化、缺

血性心脑血管疾病、肥胖、ＩＩ型糖尿病、糖尿病肾病和非酒精性脂肪肝方面的用途。

迪赛诺公司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利主要围绕药物的制备工艺，是应

对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药物而提出的制备技术方案。我国在该药物的专利申请比较

侧重药物的生产和应用，药物基础化合物、组合物的专利成果产出相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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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克力芝Ｔｏｐ２０专利申请机构分布

排序 专利申请人 国家／地区 专利申
请量

占比
技术方向及其专利

申请量

１ 艾伯维公司 美国 １１３ ２１．０８％ 用途：７９，制剂：１４，晶
型：１１，组合物：９

２ 雅培公司 美国 ７４ １３．８１％
组合物：２６，制剂：２１，
晶型：１７，化合物：５，用
途：４，制备工艺：１

３ 泰博特克药品有限公司 爱尔兰 ３６ ６．７２％ 用途：２８，组合物：６，制
剂：１，制备工艺：１

４ 美迪维尔公司 瑞典 ２１ ３．９２％ 用途：２０，化合物：１

５ 吉利德公司 美国 ２０ ３．７３％ 组合物：１６，用途：２，化
合物：１，晶型：１

６ 罗氏公司 瑞士 １４ ２．６１％ 组合物：１１，用途：３

７ 滨州医学院 中国 １２ ２．２４％ 用途：１２

８ 熙德隆制药公司 印度 １１ ２．０５％ 晶型：７，组合物：４

９ 烟草产业株式会社 日本 ９ １．６８％ 组合物：８，化合物：１

１０ 艾格尔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美国 ９ １．６８％ 用途：６，组合物：３

１１ 兰伯西制药有限公司 印度 ８ １．４９％ 制备工艺：４，晶型：２，
组合物：１，化合物：１

１２ 希普拉有限公司 印度 ７ １．３１％ 组合物：６，制剂：１

１３ 阿尔迪默菲克斯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荷兰 ６ １．１２％ 组合物：５，制剂：１

１４ 葛兰素集团 英国 ６ １．１２％ 化合物：４，组合物：２

１５ ＭＡＴＲＩＸＬＡＢＯＲＡＴ
ＯＲＩＥＳＬＩＭＩＴＥＤ公司 印度 ６ １．１２％ 制剂：４，制备工艺：２

１６ 迪赛诺公司 中国 ６ １．１２％ 制备工艺：６

１７ 强生公司 美国 ５ ０．９３％ 用途：４，组合物：１

１８ 辉瑞公司 美国 ５ ０．９３％ 组合物：４，化合物：１

１９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４ ０．７５％ 制备工艺：４

２０ 利物浦大学 英国 ４ ０．７５％ 制剂：３，组合物：１

　　６．结论与分析

　　本文以克力芝（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药物为研究对象，利用 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ｅｓ药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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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ＰｕｂＣｈｅｍ数据库、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的专利数据，基于专利计量分析，从克力

芝专利布局时间分布、逐年专利布局技术方向分析、逐年专利申请国家分布分析、

各国专利技术布局方向分析、专利申请人分析几个角度展示了克力芝药物的专利

布局态势。

（１）全球克力芝专利申请数量整体呈先增长后逐步下降，在布局技术方向上按

照“化合物———组合物和晶型———制剂和制备工艺———用途”的顺序进行布局，目

前的技术研发已经相对趋于成熟，２００６年后的专利申请主要围绕药物制剂、新用途

和制备工艺。

（２）克力芝的化合物专利是基础核心专利，主要由美国雅培公司在２０００年之

前申请，首件基础专利申请于１９９０年，是雅培公司申请的“逆转录病毒蛋白酶抑制

化合物”专利，该专利同时在全球３１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专利保护，显示了雅培公

司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虽然目前这些基础化合物专利现已失效，但是后续

的专利申请一直在持续进行。

（３）美国是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药物相关专利的主要布局国，艾伯维公司及雅

培公司是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主要持有者，美国的专利布局从时间维度上看从未

间断，从地域分布看基础核心专利在多个国家／地区同时要求权利保护，从覆盖范

围看涉及化合物、组合物、晶型、制剂、制备工艺、用途所有技术方向，建立了较为全

面的专利布局和明显的技术优势。印度的相关专利申请全球排名第二，专利主要

围绕组合物、晶型、制剂和制备工艺技术。

（４）我国滨州医学院、迪赛诺公司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围绕克力芝

药物已经进行了一定的专利布局，主要围绕制备工艺和新用途，基础化合物专利申

请较为薄弱，尽管药物的部分基础化合物专利已经失效，但是在制备和应用药物时

仍可能有较多外围专利保护形成阻力或壁垒。

吕璐成，郑丽丽，赵亚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科院２０２１年度所级领导知识产权培训班举办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６日至２７日，中国科学院２０２１年度所级领导知识产权培训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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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举办。中科院副秘书长严庆出席活动并讲话，３０余家院属单位的所级领导参加

培训。

严庆指出，党中央国务院深入实施创新发展战略，近年来更是将知识产权和科

技创新放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科院在知识产权方面起步很早，多年

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在新阶段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工作，他

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聚焦主责主业，加速提升中科院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第二，勇

于担当，努力破除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错误观念，高质量专利更需要通过转化运用

体现其价值；第三，继续强化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与保护。

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文亚就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做了专

题报告。培训班还邀请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全国知识产权运营

公共服务平台、中科创投、北京知识产权研究会、理化技术研究所等机构的专家授

课。培训内容涉及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知识产权投资、

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管理、专利纠纷与防范、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与“十四五”规

划等内容。培训班气氛活跃，大家针对知识产权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此次培训取得积极反响，学员纷纷表示经培训后受到很大启发。本次培训进

一步提升了相关院所领导的知识产权意识、知识和能力，同时对促进中科院知识产

权质量提升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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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

中科院院所与地方共建产业专利池在渝启动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中科院院所专利集群助力西部（重庆）科学城发展启动大会

在重庆市举行。会上启动了西部（重庆）科学城智能制造领域专利池，旨在促进中

科院院所成果在地方落地转化，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创新发展赋能。

据了解，西部（重庆）科学城智能制造领域专利池只是中科院专利集群助力西

部（重庆）科学城的第一个分领域产业专利池，未来还将构建若干个领域专利池，每

个专利池将视领域由１００３００件专利，１０多个院所、百家以上企业组成。专利池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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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盘活中科院授权３年待转化专利，通过平台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模式，对接中

小企业技术需求，推动专利技术转化运用，促进中科院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等各个

创新主体实现共赢。

本次大会上共有５家院所对包括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点专项（弘光专

项）在内的高价值专利成果进行路演，与西部（重庆）科学城企业达成初步合作。

本次大会由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重庆市知识

产权局、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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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

中科院院属机构开展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周系列活动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０日２６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简称“合肥研究

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简称“工程热物理所”）、理化技术研究所（简称“理化

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简称“水保所”）、苏州纳米技术

与纳米仿生研究所（简称“苏州纳米所”）等多家院属机构开展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周

系列活动。

合肥研究院开展以“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主题的

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主要包括线上网课直播、线下专题培训、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满意度调查、趣味有奖问答等。工程热物理所举行知识产权周活动启动暨高价值

专利培育运营中心培训会以及知识产权趣味挑战活动。理化所产业策划部组织举

办了三场知识产权系列培训。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科技开发处组织举办了知识产权

培训会。水保所科技办公室组织了“专利申请与保护及知识产权运营”专题培训。

苏州纳米所举办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周专题活动，邀请专利和法律领域专家，就如何

提升研究所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规避能力做专题讲座，其技术转移中心举办了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讲座，详细介绍了目前专利申请、放弃、转化的全流程及具体操作

规范，并对新一代ＡＲＰ系统知识产权模块操作进行了介绍。

知识产权周系列活动的开展，让科研人员多维度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知识产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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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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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属机构获５项“首届湖北专利奖”

为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激发全社会创新动力和活力，根据《湖北专利奖奖

励办法》规定，经严格评审，湖北省人民政府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３日授予“一种微震监

测三分量传感器”等２０项专利为首届湖北专利奖金奖，授予“基于三自由度共振系

统的声波混合装置”等２５项专利为首届湖北专利奖银奖，授予周辉等５名发明人

为首届湖北专利奖优秀发明人奖。

我院院属研究单位共获得首届湖北专利奖金奖２项，优秀发明人２项，研究所

孵化企业获得首届湖北专利奖金奖１项。其中，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一种微震监

测三分量传感器（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３５１８０７．５）”、“填埋气体和渗滤液传输过程的监测试验

系统（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１２４７８０．６）”获专利奖金奖，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种

基于电磁超声的测厚方法（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１７２０２１．０）”获得金奖。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周辉、水生生物研究所吴振斌获优秀发明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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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院举办知识产权专题培训会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武汉分院召开了知识产权专题培训会。分院分党组书记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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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波出席并讲话。来自院属在汉单位的知识产权部门负责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院知识产权专员、感兴趣的科研人员及研究生等５０余人参加了培训，活动由分院

科技合作处处长王勇主持。

会议邀请了院、省、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专利领域知名专家从多个维度做了

专题报告，帮助研究所更好地了解当前面临的形势、院省市对知识产权的总体要求

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法规和工作实践。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处

长田永生作了“中科院知识产权相关工作进展”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近年来中科院

知识产权管理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湖北省知识产权局运用促进处副处长陈乃冰

解读了湖北省知识产权三大工程、专利奖评选及专利转化等湖北省知识产权相关

政策及管理办法；武汉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余永红详细介绍了武汉市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作为国家级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平台建设发展的工作实践；中部知

光技术转移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林波分享了多年来从事知识产权管理运营的思考与

实践；隆源知识产权集团总经理闫冬围绕科研院所高价值专利培育体系探索作了

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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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医工所召开知识产权贯标启动会

为贯彻落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国家标准，建立

了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简称苏州医工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并实现规范

运行，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９日上午，苏州医工所组织召开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贯标工作启动会，对贯标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苏州医工所副所长武晓东、知

识产权贯标领导小组、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小组和所级知识产权专员共４０余人参加

了会议，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应邀参会。贯标启动会由

苏州医工所计划与质量处副处长郭智慧主持。

此次贯标启动会让与会人员深刻的认识到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对研究所发展

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苏州医工所将认真贯彻和执行中科院对贯标工作的要求，结

合研究所实际需求，建立适合所情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让贯标工作落到实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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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苏州医工所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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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生物研究所召开知识产权贯标启动会

为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和中国科学院对贯彻《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

规范》工作的相关部署，推动研究所知识产权贯标工作深入开展，２０２１年５月７日，

成都生物研究所召开知识产权贯标启动会，对贯标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针对《科

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进行宣贯和培训。生物所所长吴

宁、副所长陈槐、科研机构及各处室负责人与业务骨干３０余人参会。中知（北京）

认证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总经理李娟、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高级审核员余永、

四川九鼎天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受邀参会。会议由副所长陈槐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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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召开知识产权贯标启动会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４日上午，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以下

简称“泉州装备中心”）召开贯彻《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启动会。泉州装备

中心和国科智融科技发展（云南）有限公司、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参

加会议。泉州装备中心负责人刘海舟作了贯标启动动员，提出要通过认真对照和

执行《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工作要求，建立一套适合泉州装备中心的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随后解超华、李曦两位专家分别以《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构建》、《建立科学、系统、规范的管理体系激励创新转化活力，提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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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转化成效》为题，从知识产权管理的必要性、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要求、知

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工作思路与案例等为切入点对标准进行了解读，使与会人员更

加深刻认识到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对研究所发展作用、意义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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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

国家授时中心举办知识产权专题培训会

为提升职工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切实提高中心

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益，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３日，由中国科学

院国家授时中心成果转移转化办公室主办，科技处、教育处协办的２０２１年度知识

产权专题培训会在科研楼三楼会议室举办。

本次培训会特别邀请国家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西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

院）郑辉副教授作《创新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专题培训。培训中，郑辉详细解读了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创新发展的影响，以及党中央对新时期知识产权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郑辉运用大量生动、详实的实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知识产权的定

义、范畴、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我们身边的知识产权案例，深刻分析了知识产权的重

要性及如何以创新的思维开展知识产权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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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知识产权进基层”走进长春光机所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３日，吉林省法院、省市场监管厅、长春市市场监管局和长春知识

产权法庭联合开展知识产权进基层走进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简称“长

春光机所”）活动。

吉林省市场监管厅知识产权保护处处长潘文涛、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处长丁

琳、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处副处长仲崇玉，长春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处长李

长翠、知识产权管理服务处处长李冰，吉林省法院民三庭副庭长谷娟、长春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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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单艳芳等领导专家一行首先参观了长春光机所党史教育基

地，随后与长春光机所所务委员孙守红、长春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科研人员

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

各位领导专家认真了解长春光机所知识产权工作开展情况，询问研究所在知

识产权行政保护、司法保护、转化运用、管理服务等方面是否遇到问题需要寻求帮

助，对长春光机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２３１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３日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ＴＩＳＣ服务走进天府生命科技园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５日下午，四川省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

情报中心、电子科技大学、行之知识产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等４家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在华技术创新与支持中心（ＴＩＳＣ）在成都高投生物医药园区管理有限公司（天府

生命科技园）联合开展了“ＴＩＳＣ单位进园区”主题研讨活动。４家 ＴＩＳＣ机构代表、

天府生命科技园企业代表等约４０人参会。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部副主任

张娴研究员以及战略情报部、网络与信息系统部的部分ＴＩＳＣ工作骨干人员参加了

此次活动。

会上，张娴介绍了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知识产权工作基础与进展、ＴＩＳＣ业务内

容，分享了部分代表性成果案例，并与参会企业代表们就新药研发战略布局、创新

药物产业化、园区项目招引中的知识产权信息利用问题进行了研讨。

此次研讨活动由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办，是２０２１年成都市

高新区“知识产权宣传周”专题活动分论坛之一，旨在充分发挥ＴＩＳＣ机构对四川省

产业发展的知识产权信息支撑作用，帮助创新用户提升技术信息利用能力，激发企

业知识产权创造活力。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ａｓ．ａｃ．ｃｎ／ｘｗｚｘ２０１６／ｇｚｄｔ２０１６／２０２１０４／ｔ２０２１０４２６＿５９９８１８６．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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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发布２０２０年度报告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２日，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ＢｏａｒｄｓｏｆＡｐｐｅａｌ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ｔ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发布２０２０年度报告。报告指出，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在２０２０年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通过减少积压案件和案件候审时间抵消了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的影响，相关

改革取得了成功。２０２０年，上诉委员会共结案３，０１３件，同比下降７．４％，较２０１７

年前的水平，这一数字增长了３５．２％。积压案件（３０个月内未结案）占２０２０年未

结案件的３６．７％，较２０１９年（３３．２％）略有上升。２０２０年，上诉委员会共受理技术

类上诉案件２，０５９个，较２０１９年减少３７．５％。此外，经修订的上诉委员会议事规

则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生效，旨在提高缔约方的效率、协调性和可预测性。２０２０年４

月１日，修订后的欧洲专利公约（ＥＰＣ）第１０３条开始生效，为申请退还部分上诉费

提供了新的机会。

李姝影　检索，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ｌａｗ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ａｓｅｌａｗａｐｐｅａｌ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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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ｐｉｔｅｃｏｖｉｄｉｍｐａｃｔ２１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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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５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年度特别３０１报告

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发布关于美国贸易伙伴知识

产权保护和执法的年度特别３０１报告，对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状况进行年度

审查，并将３２个贸易伙伴列入重点“优先观察名单”或“观察名单”，强调了贸易伙

伴在解决知识产权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主要内容包括：（１）ＣＯＶＩＤ１９期间，美国

意识到知识产权在新药开发中的作用，尊重贸易伙伴保护公共卫生的权利，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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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们获取药品的权利。（２）美国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在履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

协议承诺方面的进展。２０２０年，中国公布了若干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和监管措

施草案，最终确定了十几项措施。并且，中国在去年修订了《专利法》、《版权法》和

《刑法》。（３）边境、刑事和在线打击假冒仍然是全球关注的问题。（４）美国继续积

极参与促进和保护美国出口商以通用名称（ｃｏｍｍｏｎｎａｍｅｓ）或注册商标销售产品进

入外国市场，但仍然存在对欧盟积极推动排他性地理标志政策的担忧。报告着重

关注了重点观察名单上的贸易伙伴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或执法不力，或以其他方式

限制对知识产权保护依赖的权力人进入市场的措施。

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ｕｓｔｒ．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２１／ａｐｒｉｌ／

ｕｓｔｒ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ａｎｎｕ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３０１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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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

美国声明放弃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知识产权保护

２０２１年５月５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网站发布声明，拜登政府支持

放弃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声明的主要内容：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是全

球性的健康危机，在此特殊情况下，美国为了结束疫情，支持放弃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

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将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为实现这一目标举行的文

本协议谈判，就达成一致协商和所涉问题进行商讨，这还需要一些时间。美国政府

希望尽快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安全有效的疫苗，还将继续加强与私营部门和所有

可能的组织的合作，用以扩大疫苗的生产和分销，增加生产疫苗所需的原材料。

许　轶　检索，李秋菊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２１／ｍａ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ｔａｉｃｏｖｉｄ１９ｔｒｉｐｓｗａｉｖｅｒ

原文标题：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Ｔａ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ＴｒｉｐｓＷａｉｖｅｒ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５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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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启动 ＣＯＶＩＤ１９专利上诉快速通道试点计划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５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宣布启动ＣＯＶＩＤ１９专利上诉快

速通道试点计划，作为２０２０年实施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优先审查试点计划的配套计划。

该计划将允许上诉人在美国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获得快速通道之前，提

出某些与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的单方面上诉。上诉人只需提交一份申请，要求对其与

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的单方面上诉进行快速通道审查，即证明其产品或工艺获得美国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ＦＤＡ）批准。ＰＴＡＢ将在申请获批之日起６个月内对上诉做出决

定。该计划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５日生效，申请名额限制为５００个，无须支付申请费。

该试点计划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１）申请的类型必须是专利、外观设计或

植物新品种非临时申请，且产品或工艺必须符合ＦＤＡ批准的ＣＯＶＩＤ１９用途，包括

但不限于新药临床试验申请（ＩＮＤ）、试验装置豁免（ＩＤＥ）、新药申请（ＮＤＡ）、生物制

剂许可申请（ＢＬＡ）、上市前批准（ＰＭＡ）或紧急使用授权（ＥＵＡ）；（２）快速通道的上

诉必须是单方面上诉，已提交上诉通知，且美国专利商标局已发布ＰＴＡＢ待审通知；

（３）上诉人必须根据３７Ｃ．Ｆ．Ｒ．§４１．３提交快速审查申请，最好通过 ＵＳＰＴＯ的电

子归档系统，分别按申请编号和上诉编号识别申请和上诉，且需在申请书中证明其

产品或工艺获得ＦＤＡ批准。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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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５日

美国 ＩＴＩＦ研究知识产权促进抗疫研发创新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９日，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ＩＴＩＦ）以不同国家和技术领域

的十家企业为案例，研究知识产权对抗疫产品开发创新的促进作用。该报告指出，

从疫苗、治疗方法到运输机器人等一系列发明产品，有助于应对疫情带来的医疗保

健、工作和社会挑战，知识产权在促进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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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１）知识产权为各行业的创新者提供了激励机制，使其愿意承担创新研发过程

中的风险、困难、昂贵资金和时间消耗；（２）知识产权对初创企业和研发密集型产业

同等重要，因为知识产权能吸引资本和产生收入，使公司能够在研究、开发、制造和

营销产品中进行投入；（３）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使新冠肺炎疫苗和治疗方法的生产得

以在全球范围内扩大；（４）疫情改变了世界运作和互动的方式，科技公司正在迎接

新的挑战并着力研究疫情下的医疗保健问题；（５）执法部门与制造商共同协作，以

避免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大众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知识产权在维持供应链

和确保质量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案例研究显示，知识产权对于创新至关重要，政

策制定者若希望民众对医疗健康等社会挑战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那么他们必须

确保并长期维持对知识产权强有力的保护。

张　娟　检索，王小玉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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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５月６日

日本发布２０２０年中日知识产权研究报告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４日，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０年中日知识产权研究报告，中日学者

主要围绕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制度、电子商务中的商标保护进行了研究探讨。报告

还公布了中国专利侵权诉讼相关的基础数据分析，主要结论如下：（１）中国专利侵

权诉讼案件数在２０１６年到２０１８年间不断上升，２０１９年有所下降。发明专利、实用

新型、外观设计中，外观设计的诉讼案件数量最多，每年约占半数以上。（２）根据法

定赔偿计算侵权赔款的案件数占总数的９８％以上，剩余半数以上的案件采用酌情

赔偿的方式进行计算。（３）从原告的国家／地区来看，平均侵权赔偿判决额排行靠

前的国家是以色列、挪威、丹麦等欧洲国家；从被告的国家／地区来看，丹麦、韩国、

日本位居前三。从原告企业的投资方来看，法国系企业的赔偿判决额最高；从被告

企业的投资方来看，韩国系企业的赔偿判决额最高，为其他投资方的两倍以上。

（４）发明专利的平均侵权赔偿判决额最多，达到５５７４６８．５７万元，实用新型和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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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分别为１０８２４１．０４万元和５８５５４．２２万元。（５）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９年间，平均侵权赔

偿判决额在１０万至１５万之间波动。从专利类别来看，发明专利的平均侵权赔偿

判决额的波动较大，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平均侵权赔偿判决额的波动较小。（６）

计算损害赔偿额的方法中，按违法所得或实际损失计算的平均赔偿额最多。（７）外

观设计和实用新型的专利侵权认定率超过 ８０％，发明专利的侵权认定率则小

于７０％。

卢雨欣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ｔａｋｏｋｕ／ｎｉｃｃｈｕ＿ｈｏｕｋｏｋｕ／２０２０．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令和２年度知的财产に
$

する日中共同研究报告书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４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专利申请技术动向调查

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专利申请技术动向调查，涉及机器翻译、智

能农业、ＭａａＳ自动驾驶相关技术、塑料资源回收、摄像装置图像处理、触觉感应、中

分子医药７个有望在未来创造和扩大市场的前沿领域技术主题。此次调查结合专

利和论文等信息，把握各国和公司的研发动向，对日本技术优势进行分析，提出日

本各类机构应以研究开发为目标的发展方向，为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制定研发和

知识产权战略做参考。

卢雨欣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０４／２０２１０４３０００４／２０２１０４３０００４．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特许出愿技术动向调
!

を取りまとめました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

韩国推进专利大数据引领产业创新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０日，韩国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消息，韩国将通过专利大数据分

析引领产业创新。据悉，２０２１年，韩国将通过国家专利大数据中心对半导体、第五

代通信（５Ｇ）两大支柱产业，以及生物能源、石油化学、钢铁、水泥产业工程升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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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汽车等新领域，制定基于专利大数据分析的产业创新战略。目前，韩国利用专利

大数据中心对显示器、人工智能等１０个产业制定了产业创新战略，并将该战略得

出的潜力技术及研发投资战略提供给有关部门、专业研发机构和企业，供其发掘新

的研发课题。韩国通过网络门户网站（ｈｔｔｐｓ：／／ｐｂｃｅｎｔｅｒ．ｒｅ．ｋｒ）向民众公开专利大

数据分析结果，并不断收集和登载国内外机构发布的专利分析结果。韩国计划构

建基于最新的大数据分析方法和人工智能（ＡＩ）技术相结合的专利大数据分析平

台。到２０２４年，韩国计划将专利大数据分析扩大到包括人工智能（ＡＩ）等新产业、

新型肺炎病毒等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３５个领域。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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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ｒｅｓｓ＆ｃｐ＝１＆ｐｇ＝１＆ｎｐ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３＿０５＿０１＆ｓｄａｔｅ＝＆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８９２９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

［１５］世界五大标准化组织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ＩＥＣ、ＩＴＵ）、行业标准化组织 ＩＥＥＥ和区域标准化组织
ＥＴＳＩ。

韩国标准专利声明量全球居首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０日，韩国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消息，根据韩国专利战略开发院

标准专利中心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韩国向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ＥＣ）和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声明的标准专利达到３，３４４件

（２３５％），位居全球第一，约为２０１６年的５１９件（世界排名第５）的６４倍，其后依

次是美国２，７９３件（１９６％）、芬兰２，５７９件（１８１％）、日本１，９３９件（１３６％）和法

国１，２８３件（９０％）。从机构的标准专利声明量来看，三星电子（２，７９９件）排名第

一，其后依次是芬兰诺基亚（２，５５９件）、法国汤姆逊使用许可公司（９０７件），美国苹

果（３５０件）和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２５１件）。根据世界五大标准化组织［１５］声明标

准专利数量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美国（２４，６６１件）排名第一，中国（２１，８０５件）和韩

国（１７，４９２件）次之。从机构标准专利声明量来看，美国高通（１０，２５２件）位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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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其后依次是芬兰诺基亚（１０，２１５件）、中国华为（９，０３７件）、韩国三星电子

（８，７１９件），韩国ＬＧ电子（６，６４８件）。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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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ｒｅｓｓ＆ｃｐ＝１＆ｐｇ＝１＆ｎｐ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３＿０５＿０１＆ｓｄａｔｅ＝＆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８９２８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

新加坡公布２０３０年知识产权战略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６日，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新加坡２０３０年知识产权战略（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３０），制定了未来十年的蓝图，旨在加强新加坡作为无形资产（ＩＡ）和知

识产权（ＩＰ）的全球枢纽地位，并保持新加坡知识产权制度的领先地位。２０３０年知

识产权战略的主要建议包括：（１）巩固新加坡作为ＩＡ／ＩＰ全球枢纽的地位；（２）利用

ＩＡ／ＩＰ吸引和发展创新型企业；（３）在 ＩＡ／ＩＰ领域培育良好的工作机会和有价值的

技能。据悉，新加坡政府将全力推进２０３０年新加坡知识产权战略，使新加坡能够

抓住机遇并变得更加强大。它将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其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并

使新加坡能够从不断增长的无形资产中获取价值，也将为新加坡创造更多的工作

机会。该战略是基于新加坡２０１３年知识产权中心总体规划（２０１３ＩＰＨｕｂ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结合了来自法律、金融、专业服务和商业界的１０００名利益相关者的咨询意

见，将由１０多个政府机构组成的委员会领导。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ｓｂｒ．ｃｏｍ．ｓ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ｕｎｖｅｉｌｓ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３０

原文标题：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ｕｎｖｅｉｌｓ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３０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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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开放２０２１知识产权政府数据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９日，澳大利亚发布最新版本知识产权开放数据（ＩＰＧＯＤ２０２１），

现已在ｄａｔａ．ｇｏｖ．ａｕ上公开。ＩＰＧＯＤ是一个公开可用的数据集，其中包含澳大利亚

知识产权局管理的长达１１０多年的知识产权申请信息。ＩＰＧＯＤ２０２１是一项年度更

新，提供了数据质量的改进，并利用知识产权数据平台对实体解决过程进行了改

进。数据结构延续了ＩＰＧＯＤ２０２０的统一模式，以相同的方式展示了所有４种权限，

以确保数据访问的简便性。数据提取方法持续改进，以最大程度地提高ＩＰＧＯＤ产

品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数据覆盖率。

ＩＰＧＯＤ２０２１包含与ＩＰＧＯＤ２０２０相同的数据元素，可以获得有关知识产权当前

状态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活动的历史信息。组织机构的名称变体已被批量合并，

如申请人提供了名称的变体，则合并为同一申请人。澳大利亚政府计划进一步丰

富数据，通过提供表格的方式来回答常见的研究问题，从而着重提高数据集的研究

潜力。

邓文鼎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ｇｏｖ．ａｕ／ａｂｏｕｔｕｓ／ｎｅｗ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ｎｅｗｓ／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２０２１ｎｏｗ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原文标题：ＩＰ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２０２１ｎｏｗ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

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解析５Ｇ无线接入网络标准必要专利格局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０日，美国知识产权咨询公司Ｕｎｉｆｉｅｄ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首席运营官Ｃｒａｉｇ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在 ＩＰＷａｃｈｄｏｇ平台发布文章，解析 ５Ｇ无线接入网络（ＲａｄｉｏＡｃｃ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ＡＮ）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格局。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已披露近３３，０００项

活跃的５Ｇ专利家族，其中，５ＧＲＡＮ基础设施超过６３％，共计２０，７５０项专利家族。

这些专利家族中包括了近７０，０００件有效专利和申请，其中超过５５％处于在审状

态。目前，５ＧＲＡＮ的有效授权专利量约为３１，４００件。随着５ＧＲＡＮ复杂性增加，

已披露的文献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对于５Ｇ专利管理来说将是新的挑战。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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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Ｎ供应商华为、中兴、诺基亚、爱立信和三星披露专利家族９，４００项，约占披露的

专利家族总量的４５％，由于这些公司对 ＲＡＮ商业化的威胁最大，任何防御性的许

可战略都应考虑这些公司的潜在主张。在新的５ＧＲＡＮ体系结构中，对标准必要

专利的侵权将发生在多个不同供应商提供的多个网络组件之间，这使得侵权责任

界定十分困难。专家建议，未来需要仔细考虑该领域主次侵权的问题。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４／２０／５ｇｒ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ｄ＝１３２３６１／

原文标题：５ＧＲ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ｎｄ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

低碳专利承诺为创新者提供免费专利使用权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２日，惠普、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微软三大科技公司签订“低碳专利

承诺（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ＰａｔｅｎｔＰｌｅｄｇｅ）”协议，将为开发低碳技术的创新者提供免费的专

利使用权，旨在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惠普、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微软将免费提供数百

项支持创新者开发低碳技术的关键专利，用以生产、储存和分配低碳能源，以加快

低碳技术的采纳。这些专利涵盖了一系列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预防性或适应性

的技术，包括电源管理、启用零碳能源、高效数据中心体系架构和热管理。联盟的

合作伙伴制定了良好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计划，希望通过向公众提供免费专利，激励

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开发创造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技术解决方案，并鼓励

更多的组织参与到此次的“低碳专利承诺”中。承诺范围中的专利和使用条款可以

在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ｐａｔｅｎｔｐｌｅｄｇｅ．ｏｒｇ网站上查阅。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ｐｅ．ｃｏｍ／ｕｓ／ｅｎ／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２０２１／０４／ｈｅｗｌｅｔｔｐａｃｋａｒ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ｇｒａｎｔｆｒｅｅｐａｔｅｎｔａｃｃｅｓｓｆｏｒ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ＨｅｗｌｅｔｔＰａｃｋａｒ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ｇｒａｎｔｆｒｅｅｐａｔｅ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ｆｏｒ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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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６４ 知识产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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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月仙

内部资料

张 娴■

李姝影 许 轶

王学昭 赵 萍 马廷灿

■ ■ ■ 

■ ■ ■ 

罗 梅■

ystian

田永生

028-85229796

zhangx@clas ac cn. .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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