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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洲专利局发布航天技术专利分析报告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１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ＥＳＰＩ）、欧洲航天

局（ＥＳＡ）联合发布全球航天技术专利态势报告，分析了航天领域的技术趋势、技术

领域分布、国家／大型／小型企业／私营／公共机构排名等，揭示了公共和私营机构如

何促进推进器、系统控制、机载电源等领域创新。报告共检索相关专利家族１２，０００

项。主要结论如下。

　　１．过去十年中，全球航天专利申请急剧增长，欧洲做出贡献

近年来全球航天专利申请的急剧增长主要由中国的专利申请驱动，但在不考

虑中国申请人的专利活动下，总体仍呈增长趋势。欧洲航天专利申请活动自２０１０

年出现增长，且全球和欧洲各个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活动增长显著，其中推进器、航

天电力和空间系统控制占比最大。

　　２．欧洲专利申请主要由德国和法国申请人推动

航天领域欧洲创新者的申请来源国主要分布在德国（１，２７０项）、法国（１，２１９

项）、英国（２８３项）、意大利（９５项）、瑞典（６８项）、荷兰（５１项）、西班牙（４９项）和

瑞士（４７项）。绝大多数航天专利申请来自欧洲航天局成员国，这彰显了欧洲航天

局作为主要航天国家集团的地位。就非欧洲航天局成员国而言，土耳其居首位，其

次是立陶宛和塞尔维亚。

　　３．欧洲８５％的航天专利权由公司持有

欧洲航天领域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５申请人中有１３家来自欧美日公司，主要包括欧

洲公司空中客车（Ａｉｒｂｕｓ）、泰雷兹（Ｔｈａｌｅｓ）、赛峰集团（Ｓａｆｒａｎ），美国公司波音

（Ｂｏｅｉｎｇ）、诺斯罗普·格鲁曼（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Ｇｒｕｍｍａｎ）、麦克萨（Ｍａｘａ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航

空喷气动力－洛克达因（ＡｅｒｏｊｅｔＲｏｃｋｅｔｄｙｎｅ）、通用汽车（ＧＭ）等，以及日本公司丰

田（Ｔｏｙｏｔａ）。另外２家是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ＣＮＥＳ）和德国宇航中心（ＤＬＲ）。

１知识产权动态



４．欧洲大部分航天技术专利由非欧国家申请，表明欧洲是非欧国家创新竞争

的重要市场

美国、日本和韩国的申请人在欧洲申请航天技术专利的趋势显著。按航天技

术申请来源国统计，美国在欧洲申请专利最多、排名第一。其他国家情况不同，如

俄罗斯的申请数量并不多，而中国申请几乎没有。

　　５．航天专利申请趋势显示该行业充满活力，由外向内的孵化现象日益增多

专利申请统计数据显示，新的参与者正在进入航天领域，而在位者正在逐步退

出，为该领域注入新的活力。非航空领域、具备有限专业知识的新进入者的数量也

在增加。

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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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发布创新战略

２０２１年 ７月 ２２日，英国政府发布《英国创新战略：创造引领未来》（ＵＫ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ｂｙ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Ｉｔ），制定了促进私营部门投资的新

计划，以巩固英国在全球创新竞赛中的领先地位。该战略的主要愿景 “到２０３５年，

英国将成为全球创新中心”，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英国

政府通过优先考虑并利用英国现有的研发优势、全球竞争优势和产业实力，制定了

７项战略技术，分别是先进材料与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和先进计算；生物信息学和

基因组学；工程生物学；电子学、光子学和量子学；能源和环境技术；机器人和智能

机器。

　　１．创新战略的主要行动

　　（１）支柱１：释放商业活力———为想要创新的企业提供动力

英国将每年公共研发投资增加到创纪录的２２０亿英镑；通过在英国公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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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ＵＫ和英国商业银行之间开发“线上金融和创新中心”，降低创新公司的复

杂性；通过英国商业银行的生命科学投资项目（Ｂｒｉｔｉｓｈ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Ｂａｎｋｓ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投资２亿英镑，以解决英国生命科学公司在成长阶段面临的

资金缺口；就监管确保英国能够顺利从创新中获取最大价值进行咨询磋商；组建一

个新的商业创新论坛来推动该战略的实施。

　　（２）支柱２：人才———使英国成为吸引创新人才的最理想之地

引入新的“高潜力个人”和“扩大规模”的签证路线，重塑“创新者”路线，以吸

引和留住高技能、全球流动的创新人才；帮助成长，支持３万名中小型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以提高企业绩效、弹性和增长。

（３）支柱３：机构和本土创新———确保研究、开发和创新机构满足英国企业和

本土的需求

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纳斯爵士教授领导开展独立审查，全面调查英国从

事各种形式的研究、开发和创新机构；通过“地方优势资助（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ｎＰｌａｃｅｓ

Ｆｕｎｄ）”拨款１２７亿英镑，用于发展研发能力并支持英国各地的本土发展；向“联通

能力资助（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ｕｎｄ）”拨款２，５００万英镑，通过大学与企业创新帮

助推动经济增长。

（４）支柱４：使命与技术———激发创新以应对英国和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驱

动关键技术能力

建立一个新的创新使命计划，以解决英国和全球在未来几年面临的一些重大

问题；确定将在未来改变经济的７个关键技术系列；启动新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研究项目，向产业、大学和政府投资５，９００万英镑以开发变革

性新技术。

　　２．知识产权是新创新战略的核心

本文整理了创新战略中“保护知识产权”章节的主要内容。

（１）扩大知识产权教育计划，帮助更多的研究人员充分学习并利用知识产权，

促进将想法商业化。

（２）支持成长型和复苏型企业研究、开发创新产品及工艺，保护和管理新的知

识产权。降低企业在利用知识产权资产或协商知识产权时面临的成本，以抓住机

遇并降低中小企业面临的风险。

（３）推出海外知识产权服务。ＵＫＩＰＯ提供指导和支持，帮助英国创新企业在海

３知识产权动态



外知识产权环境中进行决策，以加强创新企业和研究人员海外合作、出口和投资的

能力。

（４）展开系列咨询，包括：以最少的人力投入进行人工智能的发明创造保护；改

进许可或版权例外是否能使创新企业和研究人员更容易使用版权材料进行数据挖

掘（包括人工智能系统）。

（５）开展意见征集，以便更好地了解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的当前框架如何运作

以支持创新，并确定是否需要改变。

（６）专利盒税收激励措施，允许企业对利用专利和其他合格产品产生的利润缴

纳较低的税率，以鼓励英国企业对发明进行商业化。

（７）国家基础设施保护中心（ＣＰＮＩ）和国家网络安全中心（ＮＣＳＣ）制定了“安全

创新”指南，旨在强调初创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在创新和新兴技术领域所承担的风

险，并提供切实可行的步骤保护其知识产权。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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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报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５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０２０２１财年年报》（Ｔｈｅ

Ｐａ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ｅ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２０２０／２１），总结了英国知识产权局在２０２０

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期间的活动、优先工作和目标等内容。

　　１．主要亮点工作

（１）平均客户满意度达到８５％，员工的知识和态度得到了高度评价；

（２）ＵＫＩＰＯ在减少专利积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全年逾期审查数量减少４２％；

（３）成功将超过２００万个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迁移到英国，并进行立法变更，

使这些权利生效；

（４）企业范围内的续订服务成功通过评估进入公测阶段，现已覆盖９９５％的

知识产权续订交易，且该项目在转型类别中获得了公共服务运营铜奖；

４ 知识产权动态



（５）帮助英国知识产权所有人顺利退出欧盟，并在充满挑战的情况下达成英

国／欧盟贸易与合作协议；

（６）完成针对人工智能的意见征集，以加深公众对人工智能如何影响知识产权

框架的理解，并发布政府回应，向客户提供明确能够投资人工智能的信息；

（７）与超过７万家涉及知识产权的企业合作，平均７８％的企业认为能够就管理

其知识产权做出明智的决策；

（８）在推动国际执法变革方面展现影响力，为英国客户在国外贸易时提供更多

的确定性和安全性；

（９）快速有效地应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确保９６％的员工可以在几天内有效地远程工

作，并让必须线下工作的员工感到安全和自信；

（１０）四年内三次被评为“工作家庭十佳机构”；

（１１）达到５５％的效率目标。

　　２．专利、商标、外观设计申请以及审判情况

　　（１）专利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ＵＫＩＰＯ受理２０，５６７件专利申请，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增长５５％；检

索请求１５，３１１项，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增加１３％；审查请求１１，４５１项，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增加１８％。ＵＫＩＰＯ完成了９４９％的请求，将检索、发布和审查周期缩短了两个

月。所有技术领域的检索周期（从请求检索开始算起）保持在６个月以内。

　　（２）商标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ＵＫＩＰＯ受理 １４０，８９４件英国商标申请，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增长

５６７％；国际商标申请２０，３１３件，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增长１９３％。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

日脱欧过渡期结束后，第四季度的商标申请量大幅增加。通过世界知识产权局

（ＷＩＰＯ）途径进入英国的商标申请量比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增加７１％。

商标申请量的显著增加导致ＵＫＩＰＯ积压案件不断增加。平均审查周期由之前

的５至１５天增加到目前的３个月。ＵＫＩＰＯ通过招聘更多的审查员、监控需求以确

保足够的资源支持相关服务，并在未来实现高水平的客户满意度。ＵＫＩＰＯ计划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缩短审查周期，在年底前达到正常的服务水平。

　　（３）外观设计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ＵＫＩＰＯ受理３５，０５９件英国外观设计申请，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增长

４４６％；国际外观设计申请６，２８０件，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增长６００％，其中，第四季度

５知识产权动态



增长９１％。

　　（４）审判

商标和外观设计单方面听证会方面，９９４％在听证会后１０个工作日内发布，

原目标为９５％。８７７％的法庭服务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做出裁决，略低于９０％的目

标。过去六个月中，其中五个月的表现超过了９０％，但仍无法弥补年初的不足。

　　３．下一年目标

年报阐明了ＵＫＩＰＯ在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目标，即提供卓越的知识产权服务、创造世

界领先的知识产权环境、使英国知识产权局成为一个绝佳的工作场所。通过确定４

个关键优先领域以实现目标。

（１）提供优质的知识产权服务，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现代、高效服务；

（２）保障核心服务，消除历史性的专利积压，以及在２０２１年结束之前解决由

ＣＯＶＩＤ１９和脱欧造成的额外商标和外观设计积压；

（３）增加外部影响力和制定面向未来的知识产权框架，确保知识产权在释放创

新方面的关键作用。ＵＫＩＰＯ将专注于最大限度地理解、获取和利用知识产权，并确

保国内知识产权框架使英国赢得竞争优势；确保目标国际市场的知识产权框架符

合目标，并使英国企业成长；

（４）嵌入“ＯｎｅＩＰＯ”文化。通过“ＯｎｅＩＰＯ”来支持员工做出最大贡献，重点关

注未来的组织需求、领导力发展、混合工作（线上和线下结合）和组织设计。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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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６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英国专利申请人全球申请活动》报告

２０２１年８月９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英国专利申请人全球申请活

动》报告。该报告是ＵＫＩＰＯ知识产权需求驱动研究的一部分，重点分析近２０年英

国申请人的全球专利活动趋势。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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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英国申请人最常选择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

和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提交专利申请，几乎所有申请都在这些司法管辖区域受理。

（２）英国申请人主要采用两种申请策略：一是直接向ＵＫＩＰＯ提交申请，其发明

可能只在英国受保护；二是在国际上提交申请，通过向 ＥＰＯ、ＵＳＰＴＯ以及其他主管

局（包括ＵＫＩＰＯ）提交国际申请寻求广泛保护，通常使用ＰＣＴ途径提交国际专利申

请，且最常涉及化学相关主题，相对于只寻求英国保护的专利更有可能获得授权。

（３）直接向ＵＫＩＰＯ提交的英国专利申请的授权率低于海外专利申请，并且更

有可能是由规模较小的公司或投资组合较小的新申请人提交的。这是由于向

ＵＫＩＰＯ提出的专利申请通常被用于支持在其他地区进行后续申请时要求优先权，

常见的策略是要求英国申请的优先权，但在专利公布之前从ＵＫＩＰＯ中撤回申请，转

而向其他专利主管局（例如ＥＰＯ）寻求专利保护。

（４）除了ＵＳＰＴＯ和ＥＰＯ之外，英国申请人向中国、日本和韩国提交的专利申请

比例较大。整体来看，英国申请人向中国提交的申请量大幅增加，尤其是在电气工

程领域，而在过去十年中向日本提交的申请量下降。但在化学领域，英国申请人向

中国、日本和韩国提交的专利申请均大幅增加。

（５）英国申请人的大多数专利申请都没有国际合作，而有国际合作的申请人多

是与美国申请人一同提交申请。

（６）大多数英国申请人只申请一件专利，这在英国申请人的专利活动中占很大

比例。近年来，这类申请人提交的专利申请量下降，拥有较大专利组合的长期申请

人提交的专利申请量增长。

（７）规模较小的申请人更有可能只在英国寻求保护，其申请大多数与消费品、

家具、游戏和土木工程有关。相反，较大规模的申请人则想要寻求更广泛专利保

护，主要涉及化学和电气工程领域。

李秋菊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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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分析主要国家半导体芯片制程技术专利趋势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日，韩国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半导体芯片制程技术专利趋势分

析报告，研究发现，引领半导体芯片制程技术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技术（ＦｉｎＦｉｅ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ＦｉｎＦＥＴ）正在失势，全环栅晶体管技术（ＧａｔｅａｌｌａｒｏｕｎｄＦｉｅｌｄＥｆｆ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ＧＡＡＦＥＴ）正在兴起。

随着智能手机市场竞争激烈，目前５ｎｍ制程工艺制造的半导体芯片的性能相

比现有７ｎｍ制程工艺有很大提升。未来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将

急剧增加，为了处理大量数据，需要比目前５ｎｍ制程工艺更精密的３ｎｍ制程工艺。

因此，相对于ＦｉｎＦＥＴ更先进的下一代半导体微型化技术竞争也将更加激烈。主要

分析结论如下。

研究分析五大知识产权局（ＩＰ５）半导体芯片制程技术的专利年度趋势，此前一

直作为半导体芯片制程技术支柱的 ＦｉｎＦＥＴ技术专利申请量从２０１７年开始下降，

而新出现的ＧＡＡＦＥＴ技术专利申请量显著增长。如图１所示，ＦｉｎＦＥＴ技术在２０１７

年达到１，９３６件的峰值，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分别下降至１，６３６件和１，５６０件，２０２０

年预计［１］将达到１，５０８件。ＧＡＡＦＥＴ技术相关专利申请量年增长近３０％，２０２０年

预计将达到３９１件。图２是半导体芯片制程技术ＩＰ５技术领域分布情况。

图１　半导体芯片制程技术ＩＰ５专利申请年度趋势（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２］

［１］考虑到专利公开时间，２０２０年的专利申请数量及增长率采用线性回归法预测。
［２］检索时间：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专利数据库：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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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半导体芯片制程技术ＩＰ５技术领域分布

　　（１）如表１所示，ＦｉｎＦＥＴ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排名依次为台积电（３０７％）、中

芯国际（１１％）、三星电子（８６％）、ＩＢＭ（８１％）、格罗方德（ＧｌｏｂａｌＦｏｕｎｄｒｙ）

（５４％）等，ＦｉｎＦＥＴ技术呈现中国、韩国、美国企业竞争的态势。ＧＡＡＦＥＴ技术专

利主要专利申请人排名依次为台积电（３１４％）、三星电子（２０６％）、ＩＢＭ

（１０２％）、格罗方德（ＧｌｏｂａｌＦｏｕｎｄｒｙ）（５５％）、英特尔（４７％）等，ＧＡＡＦＥＴ技术呈

现以台韩企业引领、美国企业追赶的态势。

表１　半导体芯片制程技术ＩＰ５国家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

ＦｉｎＦＥＴ ＧＡＡＦＥＴ

排名 申请人
国家
（地区）

数量
（件）

占比
（％）排名 申请人

国家
（地区）

数量
（件）

占比
（％）

１ 台积电 中国台湾 ４２３５ ３０７ １ 台积电 中国台湾 ４０５ ３１４

２ 中芯国际［３］ 中国 １５２１ １１０ ２ 三星电子 韩国 ２６６ ２０６

３ 三星电子 韩国 １１８５ ８６ ３ ＩＢＭ 美国 １３１ １０２

４ ＩＢＭ 美国 １１１２ ８１ ４ 格罗方德 美国 ７１ ５５

５ 格罗方德 美国 ７４１ ５４ ５ 英特尔 美国 ６０ ４７

６ 联华电子 中国台湾 ６６９ ４８ ６ 东京电子 日本 ３３ ２６

７ 英特尔 美国 ４７４ ３４ ７ 中国科学院 中国 ２６ ２０

８ 中国科学院 中国 ２６３ １９ ８ 高通 美国 ２４ １９

９ 高通 美国 ２２８ １７ ９ 欧洲微电子研究中心 比利时 ２２ １７

１０ 瑞萨电子 日本 １５９ １２ １０ 应用材料 美国 ２０ １６

［３］中芯国际的ＧＡＡＦＥＴ专利申请数量排第１４位，占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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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析全球企业ＧＡＡＦＥＴ专利动向研究发现（表２至表４），台积电和三星电

子将在ＧＡＡＦＥＴ技术展开激烈的竞争。据悉，三星电子计划在２０２２年的３ｎｍ制程

工艺开始应用ＧＡＡＦＥＴ技术，或成为全球首个对该技术的产业应用。台积电已宣

布在２０２３年的２ｎｍ制程工艺开始引进ＧＡＡＦＥＴ技术。ＦｉｎＦＥＴ技术领域位居第二

的中芯国际目前并未进入 ＧＡＡＦＥＴ技术排名。分析认为，尖端半导体领域的竞争

主要是在美国、韩国、中国台湾之间。

表２　半导体芯片制程技术美国Ｔｏｐ５专利申请人

ＦｉｎＦＥＴ ＧＡＡＦＥＴ

排名 申请人
国家
（地区）

数量
（件）

占比
（％） 排名 申请人

国家
（地区）

数量
（件）

占比
（％）

１ 台积电 中国台湾 ２０２９ ２９．７ １ 台积电 中国台湾 ２８２ ３２．５

２ ＩＢＭ 美国 ９２３ １３．５ ２ 三星电子 韩国 １３３ １５．３

３ 格罗方德 美国 ５９７ ８．７ ３ ＩＢＭ 美国 １２７ １４．６

４ 联华电子 中国台湾 ５２６ ７．７ ４ 格罗方德 美国 ６９ ７．９

５ 三星电子 韩国 ５２５ ７．７ ５ 英特尔 美国 ３４ ３．９

表３　半导体芯片制程技术中国Ｔｏｐ５专利申请人

ＦｉｎＦＥＴ ＧＡＡＦＥＴ

排名 申请人
国家
（地区）

数量
（件）

占比
（％） 排名 申请人

国家
（地区）

数量
（件）

占比
（％）

１ 台积电 中国台湾 １６４３ ３４．０ １ 台积电 中国台湾 ４３ ３０．３

２ 中芯国际 中国 １１１９ ２３．２ ２ 三星电子 韩国 ３６ ２５．４

３ 三星电子 韩国 ２８５ ５．９ ３ 中国科学院 中国 １５ １０．６

４ 中国科学院 中国 ２０８ ４．３ ４ 长鑫存储 中国 ７ ４．９

５ 英特尔 美国 １７３ ３．６ ５ 英特尔 美国 ６ ４．２

表４　半导体芯片制程技术韩国Ｔｏｐ５专利申请人

ＦｉｎＦＥＴ ＧＡＡＦＥＴ

排名 申请人
国家
（地区）

数量
（件）

占比
（％） 排名 申请人

国家
（地区）

数量
（件）

占比
（％）

１ 台积电 中国台湾 ５３５ ４２．１ １ 三星电子 韩国 ９５ ４３．０

２ 三星电子 韩国 ３１９ ２５．１ ２ 台积电 中国台湾 ８０ ３６．２

３ 英特尔 美国 ５０ ３．９ ３ 英特尔 美国 １０ ４．５

４ 东京电子 日本 ３３ ２．６ ４ 应用材料 美国 ５ ２．３

５ ＳＫ海力士半导体 韩国 ３２ ２．５ ５ 韩国科学技术院 韩国 ５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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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目前世界上采用５ｎｍ以下制程工艺技术制造半导

体芯片的企业只有台积电和三星电子，但近期美国英特尔公司进军芯片制造行业，

拜登政府也集中投资半导体技术，预计尖端半导体技术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因

此，率先革新技术是防止后来者进入该行业的最佳捷径。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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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为健全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更好发挥科技成果评价作

用，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紧密结合，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全文如下。

　　１．总体要求

（１）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坚持正确的科技成果评价导向，创新科技成果评价方式，通过评

价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推动产出高质量成果、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链、产

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２）基本原则。坚持科技创新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充分发挥

科技成果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全面准确反映成果创新水平、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着力强化成果高质量供给与转化应用。

坚持科学分类、多维度评价。针对科技成果具有多元价值的特点，科学确定评

价标准，开展多层次差别化评价，提高成果评价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解决分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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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体系不健全以及评价指标单一化、标准定量化、结果功利化的问题。

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入第三方评价，加快技术市场建设，加快构建政府、社会组

织、企业、投融资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体系，充分调动各类评价主体的积极

性，营造成果评价的良好创新生态。

坚持尊重科技创新规律。把握科研渐进性和成果阶段性的特点，创新成果评

价方式方法，加强中长期评价、后评价和成果回溯，引导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探索创

新，推动科技成果价值早发现、早实现。

　　２．主要工作措施

（１）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根据科技成

果不同特点和评价目的，有针对性地评价科技成果的多元价值。科学价值重点评

价在新发现、新原理、新方法方面的独创性贡献。技术价值重点评价重大技术发

明，突出在解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问题、企业重大技术创新难题，特别是关键核心

技术问题方面的成效。经济价值重点评价推广前景、预期效益、潜在风险等对经济

和产业发展的影响。社会价值重点评价在解决人民健康、国防与公共安全、生态环

境等重大瓶颈问题方面的成效。文化价值重点评价在倡导科学家精神、营造创新

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和贡献。

（２）健全完善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基础研究成果以同行评议为主，鼓励国

际“小同行”评议，推行代表作制度，实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应用研究成

果以行业用户和社会评价为主，注重高质量知识产权产出，把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新产品、新设备样机性能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不涉及军工、国防等敏感领域

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化成果，以用户评价、市场检验和第三方评价为主，把技术交易

合同金额、市场估值、市场占有率、重大工程或重点企业应用情况等作为主要评价

指标。探索建立重大成果研发过程回溯和阶段性评估机制，加强成果真实性和可

靠性验证，合理评价成果研发过程性贡献。

（３）加快推进国家科技项目成果评价改革。按照“四个面向”要求深入推进科

研管理改革试点，抓紧建立科技计划成果后评估制度。建设完善国家科技成果项

目库，根据不同应用需求制定科技成果推广清单，推动财政性资金支持形成的非涉

密科技成果信息按规定公开。改革国防科技成果评价制度，探索多主体参与评价

的办法。完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职务科技成果披露制度。建立健全重大项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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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管理流程，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加大高质量专利转化应用绩效的评价

权重，把企业专利战略布局纳入评价范围，杜绝简单以申请量、授权量为评价指标。

（４）大力发展科技成果市场化评价。健全协议定价、挂牌交易、拍卖、资产评估

等多元化科技成果市场交易定价模式，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技术交易市场。推

动建立全国性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完善技术要素交易与监管体系，

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科技成果进场交易，鼓励一定时期内未转化的财政

性资金支持形成的成果进场集中发布信息并推动转化。建立全国技术交易信息发

布机制，依法推动技术交易、科技成果、技术合同登记等信息数据互联互通。鼓励

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发展，建立以技术经理人为主体的评价人员

培养机制，鼓励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发明披露、评估、对接谈判，面

向市场开展科技成果专业化评价活动。提升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水

平，发挥其在科技成果评价与转化中的先行先试作用。

（５）充分发挥金融投资在科技成果评价中的作用。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与金融

机构、投资公司的联动机制，引导相关金融机构、投资公司对科技成果潜在经济价

值、市场估值、发展前景等进行商业化评价，通过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

分支机构、优化信用评价模型等，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投融资支持。推

广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模式，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在知识产权已确权并能

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前提下，规范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加快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转

化引导基金管理改革，引导企业家、天使投资人、创业投资机构、专业化技术转移机

构等各类市场主体提早介入研发活动。

（６）引导规范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发挥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专业化评估

机构等在科技成果评价中的作用，强化自律管理，健全利益关联回避制度，促进市

场评价活动规范发展。制定科技成果评价通用准则，细化具体领域评价技术标准

和规范。建立健全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机构行业标准，明确资质、专业水平等要

求，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标准规范及质量控制体系。形成并推广科技成果创新性、

成熟度评价指标和方法。鼓励部门、地方、行业建立科技成果评价信息服务平台，

发布成果评价政策、标准规范、方法工具和机构人员等信息，提高评价活动的公开

透明度。推进评价诚信体系和制度建设，将科技成果评价失信行为纳入科研诚信

管理信息系统，对在评价中弄虚作假、协助他人骗取评价、搞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

行为“零容忍”、从严惩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优化科技成果评价行业生态。

（７）改革完善科技成果奖励体系。坚持公正性、荣誉性，重在奖励真正作出创

３１知识产权动态



造性贡献的科学家和一线科技人员，控制奖励数量，提升奖励质量。调整国家科技

奖评奖周期。完善奖励提名制，规范提名制度、机制、流程，坚决排除人情、关系、利

益等小圈子干扰，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优化科技奖励项目，科学定位国家科技奖和

省部级科技奖、社会力量设奖，构建结构合理、导向鲜明的中国特色科技奖励体系。

强化国家科技奖励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紧密结合，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成果的奖励力度。培育高水平的社会力量科技奖励品牌，政府加强事中事后

监督，提高科技奖励整体水平。

（８）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全

面纠正科技成果评价中单纯重数量指标、轻质量贡献等不良倾向，鼓励广大科技工

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破除“唯论文”和“ＳＣＩ至上”为突破口，不把论文

数量、代表作数量、影响因子作为唯一的量化考核评价指标。对具有重大学术影

响、取得显著应用效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作出突出贡献等高质量成果，

提高其考核评价权重，具体由相关科技评价组织管理单位（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不得把成果完成人的职称、学历、头衔、获奖情况、行政职务、承担科研项目数

量等作为科技成果评价、科研项目绩效评价和人才计划评审的参考依据。科学确

定个人、团队和单位在科技成果产出中的贡献，坚决扭转过分重排名、争排名的不

良倾向。

（９）创新科技成果评价工具和模式。加强科技成果评价理论和方法研究，利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开发信息化评价工具，综合运用概念验证、技术预

测、创新大赛、知识产权评估以及扶优式评审等方式，推广标准化评价。充分利用

各类信息资源，建设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科技成果库、需求库、案例库和评价

工具方法库。发布新应用场景目录，实施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示范工程，在重

大项目和重点任务实施中运用评价结果。

（１０）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激励和免责机制。把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作为核心要

求，纳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细化完善有利于转化的职务

科技成果评估政策，激发科研人员创新与转化的活力。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有关资

产评估管理机制，明确国有无形资产管理的边界和红线，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流

程。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尽责担当行动，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建立成

果评价与转化行为负面清单，完善尽职免责规范和细则。推动成果转化相关人员

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履职尽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依法依规一事一议

确定相关人员的决策责任，坚决查处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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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组织实施

（１）加强统筹协调。科技部要发挥主责作用，牵头做好科技成果评价改革的组

织实施、统筹指导与监督评估，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中国科协等相关单位要积

极主动协调配合。行业、地方科技管理部门负责本行业本地区成果评价的指导推

动、监督服务工作。各有关部门、各地方要在本意见出台半年内完成本行业本地区

有关规章制度制修订工作。

（２）开展改革试点。选择不同类型单位和地区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技成果评价

改革试点，探索简便实用的制度、规范和流程，解决改革落地难问题，形成可操作可

复制的做法并进行推广。

（３）落实主体责任。科技成果评价实行“谁委托科研任务谁评价”、“谁使用科

研成果谁评价”。各科技评价组织管理单位（机构）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对照本意

见要求在一年内完成相关科技成果评价标准或管理办法制修订任务，提升专业能

力，客观公正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活动。

（４）营造良好氛围。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严格制度执行，注重社会

监督，强化评价活动的学术自律和行业自律，坚决反对“为评而评”、滥用评价结果，

防止与物质利益过度挂钩，杜绝科技成果评价中急功近利、盲目跟风现象。要加强

政策宣传解读，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积极营造良好的评价环境。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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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

日本发布《知识产权推进计划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３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总部发布《知识产权推进计划２０２１》，提

出未来日本要实现以“绿色”、“数字”为主轴的、面向社会的创新创造，并在国际竞

争中占据优势。该计划总结了日本对知识产权形势的认识，讨论了未来日本知识

产权战略，制定了七项优先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１）强化资本、金融市场的功能，鼓励作为竞争力源泉的知识产权投资和活用：

①构建促进知识产权投资和使用机制：基于知识产权战略对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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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商业评估和融资；活用初创企业的创新能力；公开并宣传全面的知识产权战

略，包括数据、知识、客户网络、设计和品牌战略；②促进价值设计管理的普及和

实践。

（２）为扩大竞争性市场推进标准的战略性利用：①民官团结一致推进重点标准

活用：推进标准战略下的民官合作体制；建立跨政府部门推进体制；遴选和支持重

点领域；②战略性获取并活用标准必要专利：联合公共和私营部门获得和利用标准

必要专利；推进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③强化企业增值的开源软件ＯＳＳ开发。

（３）改善促进知识产权数据活用环境：将信息产权政策和数据战略作为知识产

权战略共同推进；制定数据流通规则；制定公共利用数据的规则；创建数据交易

市场。

（４）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内容战略：①推进数字时代的内容战略与版权制度及

相关政策的改革；②实施支撑内容创意生态系统的措施：加强打击假货和盗版的措

施；实现数字档案社会。

（５）加强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农业领域知识产权活用：①促进初创企业和中小

企业的知识产权交易合理化；②支持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活用知识产权；③强化农

林水产业领域的知识产权活用环境。

（６）加强支撑知识产权活用的制度、运用、人才基础：①促进知识产权领域的软

法［４］活用；②完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基础设施；③强化知识产权审查基础；④促

进产学合作中的知识产权活用；⑤培养创造知识产权的人才。

［４］指相对于硬法而言的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

（７）重新构建“酷日本战略（ＣｏｏｌＪａｐａｎ）”：①保留“酷日本战略”相关领域；②

考虑新型肺炎疫情影响；③从新价值观等角度制定“酷日本战略”重构的思路：构建

进出口良性循环；利用数字技术建立新的商业模式；强化支撑“酷日本战略”的

基础。

卢雨欣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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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知的财产推进计画２０２１」（案）本文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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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１年专利行政年度报告

【摘要】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４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２０２１年专利行政年度报告，对

日本国内外知识产权趋势及日本专利局过去一年的业绩进行了汇总。本文节选

了报告中日本知识产权申请及审查情况、企业知识产权活动、大学知识产权活动

三部分进行阐述。

为了加深人们对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解，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４日，日本专利局发

布２０２１年专利行政年度报告。报告提出，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日益

提高，日本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也逐渐从数量转向质量；根据日本企业规模和技术

领域的差异，知识产权战略也越来越多样化；日本有必要强化全球知识产权战略，

促进日本企业的海外活动；日本知识产权使用费的国际收支四年来首次出现低于３

万亿日元的顺差；拥有日本大部分研究资源的大学在知识产权创造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１．知识产权申请及审查情况

　　（１）专利

①专利申请和ＰＣＴ国际申请

日本专利局受理的专利申请量一直减少，截至２０１９年仍保持在３０万件以上，

２０２０年，专利申请量２８８，４７２件。日本专利局受理的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２０２０年

为４９，３１４件，较２０１９年下降４５％，但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报告认为，这种趋势

是由于研发和企业活动的全球化取得了巨大进展，且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战略的

重要性日益提高。

②专利审查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专利审查申请量一直保持平稳，２０２０年为２３２，２１５件。根据

日本专利局在２０１４年设立的目标，到２０２３年，“专利授权所需平均时间”（标准审

查期限）和“首次审查通知所需平均时间”分别缩短至１４个月和１０个月。２０２０

年，分别达到１５个月和１０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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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日本专利局专利初审量２２２，３４４件，专利审查量１６４，８４６件，申请驳

回量５５，１５４件，专利授权量１７９，３８３件。此外，日本专利局作为国际检索组织在

２０２０年共完成国际检索报告５０，３３８份。

日本专利年授权量一直在１７万左右。专利授权量与专利申请量的比率（专利

授权率）上升。这些趋势表明，申请人在申请专利时越来越有选择性，企业的知识

产权战略也逐渐从数量转向质量。

③专利存活率

日本专利权的存活率在授权５年后为８５％，１０年后为４１％，１５年后则减少至

９％。日本国内申请人持有的专利数量在２０２０年约为１６７万件，是２０１１年（１３５万

件）的１２倍。国外申请人专利数量增长，２０２０年超过了３７万件，是２０１１年（２０

万件）的１９倍。

　　（２）实用新型专利

①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及授权量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在近年来持续减少，但由于２０２０年口罩等技术的蓬勃发

展，申请量较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５％，达到６，０１８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也相应减少，

但２０２０年同比增加１０％，达到５，５１８件。

②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评价报告

由于实用新型专利不进行实质审查，在行使权利时有必要出示实用新型专利

技术评价报告。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评价报告为判断权利有效性的材料，记载了审

查员对新颖性、创造性等的评价。２０２０年共计２９１份。

　　（３）外观设计

①外观设计注册申请及授权量

从过去１０年的外观设计注册申请量来看，２０１１年以来略有增减。２０２０年，外

观设计注册申请量３１，７５２件，比上一年增长０８％。其中，国际外观设计注册申请

量２，９８６件，其他外观设计注册申请量２８，７６６件。

此外，自２０１６年以来，外观设计的使用比例保持在１３％左右，预计２０２０年将

同比增长０７％，达到１３５％。近年来，外观设计注册的数量一直保持在３万件以

下，有小幅波动，２０２０年为２６，４１７件。

②外观设计审查

２０２０年，从外观设计申请到初次审查通知的平均周期（快速审查时间）为６３

个月，从申请到最终注册的平均周期为７１个月。此外，２０２０年，初次审查量（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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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数量）为３０，１６４件，与申请量基本持平，注册量始终低于３万件。

　　（４）商标

①商标注册申请及授权量

２０２０年，商标注册申请量１８１，０７２件。其中，国际商标注册申请较前一年减少

７８％，为１７，９２４件，其他商标注册申请较前一年减少４８％，为１６３，１４８件。商标

注册数量在近年维持在１１万件左右，２０２０年，商标注册量增加至１３５，３１３件。

②商标审查

近年来，商标注册申请量不断增加，导致审查周期延长，为此，日本专利局对审

查制度进行了强化和精简。２０２０年，初次审查数量同比增加２８３％，达到 １７２，９３１

件，从申请到初次审查通知的平均周期为１００个月，从申请到最终注册的平均周

期为１１２个月。基于马德里协议的国际商标申请量２０，２２３个，同比增加７９％。

　　２．企业知识产权活动

随着企业活动的复杂化和全球化发展，日本企业知识产权活动所处的环境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企业规模和技术领域的差异，知识产权战略也越来越多

样化。

　　（１）企业知识产权概况

①专利申请和研发经费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７年，国内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与研发经费同步增加。１９８８年后

增速放缓，２０００年到达顶峰（３８７万件）。此后，申请量逐渐减少，２０１９年为２４５

万件，２０２０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为２２７万件。外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

在１９８０至２００７年持续增加，在２００７年到达顶峰（６３万件）后，受２００８年９月金

融危机影响，２００９年下降到５３万件，此后逐渐增加，在２０１９年达到６３万件，但

２０２０年减少至６１万件。随着全球化发展，２００９年以来，日本企业的海外销售额

持续增长，但２０１２年以来，日本国外专利申请量一直没有变化。报告认为，日本有

必要强化全球知识产权战略，促进企业的海外活动。

从专利申请排名来看，Ｔｏｐ３０企业专利申请量约占总量的２２％，Ｔｏｐ３００企业专

利申请量约占总量的５５％。Ｔｏｐ３０企业专利申请量占比逐年略有下降。

②企业排名

从２０２０年企业专利授权量来看，佳能（３，６８０件）排名首位，其后依次是三菱电

机（３，６２６件）和丰田汽车（２，７１４件）。机电设备和汽车相关企业占据 Ｔｏｐ１０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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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海外企业排名前三的依次是高通（６７９件）、ＬＧ（６５０件）和华为（５６９件）。

虽然许多企业的授权量有所下降，但排名第９的阿里巴巴的授权量大幅增加。

从２０２０年企业外观设计注册量来看，三菱电机（３６２件）位居首位，其后依次是

松下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３０５件）、冈村（２１０件）、日产汽车（１８８件）和伊藤喜

（１６３件）。海外企业排名前三的是耐克（２６４件）、苹果（２１６件）和海瑞温斯顿（１２９

件）。此外，国际外观设计授权数量靠前的海外企业是 ＬＧ（１６７件）、宝洁（１２６件）

和飞利浦（１１６件）。ＬＧ的外观设计注册申请和国际外观设计注册申请都大幅

增加。

从２０２０年企业商标注册量来看，三丽鸥（６７４件）排名首位，其次分别是花王

（６０３件）和资生堂（５０７件）。海外企业排名前三的是辉瑞（１５４件）、亚马逊（９６

件）和强生（８３件）。６家企业新上榜，其中，惠氏排名第１０，较上一年大幅提升。

③日本企业知识产权员工人数和经费

２０２０年，日本知识产权员工数量（４４，５４１）比上年略微减少（据问卷结果推

算）。按行业来统计企业知识产权员工平均数量，电动机械制造业（１７１人）最多，

其次是运输用机械制造业（１２１人），远超总体平均水平（５４人）。２０１９年，日本

企业知识产权活动经费成本约为８千亿日元，在大多数行业中，专利申请相关的支

出［５］占比最大。

［５］主要包括专利申请阶段费用、权利维持费用、专利律师费等，例如知识产权费用、发明通知书评估、说明书
起草、说明书核对、申请手续、申请审查手续、申请技术评估手续、回复驳回通知书等临时处理工作（起草和修改

意见）、申诉费等。转让费用除外。

［６］企业专利利用率＝企业专利利用数量／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企业专利利用数量：企业内部实施和向其他
公司许可等积极利用专利权的数量。

　　（２）企业知识产权活用情况

①知识产权使用费的国际收支

根据日本财务部和日本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２０２０年，日本知识产权使用

费的国际收支四年以来首次出现低于３万亿日元的顺差。

②专利权的利用

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日本企业专利权数量减少约５，０００件。２０１９年，日本企业专

利利用率［６］为４９８％，自２０１４年以来利用率一直低于５０％。此外，以保护为目的

利用专利权的比例为３３４％。

专利权的利用率因行业而异。利用率最高的是“工业机器和设备制造业”，其

后依次是“批发零售业”和“金属制品制造业”。此外，２０１９年日本企业在国外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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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权利用率为４７５％。

③外观设计权的利用

相比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日本企业拥有的外观设计数量增加约１，０００件。从外观

设计权的利用来看，自 ２０１５年以来，利用率一直保持在 ７０％左右，２０１９年达到

７４２％。以保护为目的利用专利权的比例保持在２０％左右。２０１９年，日本企业在

国外的外观设计权使用率为６９９％。

④商标权的利用

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日本企业拥有的商标数量增加了约１５，０００件，国内利用数量

增加了约３６，０００件。２０１９年，日本企业国内商标的利用率为７９２％，海外的利用

率为７９９％。截至２０１８年，国外的利用率一直增加，但２０１９年有所减少。

　　３．大学知识产权活动

拥有日本大部分研究资源的大学在知识产权创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此，

日本各地都设有大学知识产权总部和技术转移机构（ＴＬＯ），还派遣知识产权战略

规划师（２０１９年起实施）、产学合作知识产权顾问（２０１６年起实施）及减免专利年费

和审查费等措施。

　　（１）合作研究和委托研究

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合作研究项目３４，３０１个，比上一年增加２，２０９

个。从合作机构类型来看，私营企业合作数量最多（２９，２８２个），其次是独立行政

机构（２，２６３个）。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和其他机构获得的合作研究经费９３０６７亿日

元（约合人民币５４６６亿元），较上一年有所增加。其中，占比最大的是私营企业

（７９６７２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４６５６亿元），其次是独立行政机构（６４２６亿日元，约

合人民币３７７亿元）。

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接受的委托研究项目为２８，０００个，较上年减少５３７个。从

委托方来看，独立行政机构的委托项目（１２，７４７个）最多，其次是私营企业（７，８１７

个）。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获得的委托研究经费为 ２２８６８９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１３４３１亿元），较上年有所减少。其中，占比最多的是独立行政机构（１６６８７８亿日

元，约合人民币９８０１亿元），其次是政府（３０９００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１８１５亿

元）。

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和其他机构从私营企业获得的研究经费较上年有所增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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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５７０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６９６４亿元）。其中，合作研究项目经费（７９６７２亿日

元，约合人民币４６７９亿元）最多，其次是临床试验（１９１４９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１１２４亿元）。

　　（２）专利申请情况

近年来，日本大学专利申请量都在７，０００件左右，２０２０年为７，０８４件。２０２０

年，日本８０％的大学专利申请获得授权，高于所有申请人的专利授权率。

从２０２０年日本大学专利申请量排名来看，东京大学（２１３件）排名首位，其后依

次是大阪大学（２０５件）和京都大学（１９０件）。排名前１０位的大学提交的专利申请

的占比超过３０％。

从２０２０年大学ＰＣＴ国际申请数量排名来看，Ｔｏｐ１０中有４所美国大学、５所中

国大学。Ｔｏｐ３０中除了１２所中国大学外，日本、韩国、新加坡的７所大学也位列其

中，这表明亚洲的大学在积极获取国际专利。日本共有２所大学进入 Ｔｏｐ３０，其中

排名最高的是东京大学，位居第１０。

　　（３）专利权实施数量及收入金额的变化

２０１４年以来，日本大学的专利权许可实施数量呈稳定增长，截至２０１９年的５

年间增长了约１７倍，２０１９年１８，７８４件，比上年增加１０４％。此外，许可实施等收

入也同样增长，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９年间增长了约１８倍。２０１９年３６６２亿日元（约合人

民币２１５亿元），比上年减少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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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芦可替尼药物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从专利信息角度对芦可替尼药物相关专利进行申请趋势、专利权人

及技术方向等多维分析，梳理出芦可替尼药物相关的国内外专利布局概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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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专利权人面临的竞争格局，以期为我国药物研发攻关工作提供信息支撑。

芦可替尼（又称鲁索替尼，鲁索利替尼，Ｒｕｘｏｌｉｔｉｎｉｂ）是一种口服 ＪＡＫ１和 ＪＡＫ２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用于中危或高危的原发性骨髓纤维化（ＰｒｉｍａｒｙＭｙｅｌｏ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ＰＭＦ）（亦称慢性特发性骨髓纤维化）、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继发的骨髓纤维化（ＰＰＶ

ＭＦ）或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继发的骨髓纤维化（ＰＥＴＭＦ）的成年患者，治疗相关疾

病相关脾肿大或疾病相关症状［７］。本文从专利信息角度对芦可替尼药物相关专利

进行申请趋势、专利权人及技术方向等多维分析，梳理出芦可替尼药物相关的国内

外专利布局概况以及我国专利权人面临的竞争格局，以期为我国药物研发攻关工

作提供信息支撑。

　　１．芦可替尼应用

芦可替尼由因塞特公司研发，于２０１１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ＦＤＡ）批准

上市，成为首个获准的专门治疗骨髓纤维化的药物。２０１２年获得欧盟药品管理机

构（ＥＭＡ）的批准上市，２０１４年获得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医药品及医疗器械综合管理

机构（ＰＭＤＡ）批准上市，２０１７年获得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ＣＦＤＡ）的进

口批准，是我国唯一针对骨髓纤维化发病机制的靶向治疗药。目前芦可替尼已获

全球多个国家批准，因塞特公司仅负责芦可替尼在美国的销售，诺华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美国以外市场的销售。

在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数据库中，通过药物名称检索，共得到４个芦可替尼相关药物信息

（表５）。目前已经上市的药物是来自因塞特公司和诺华股份有限公司的片剂，其

针对的适应症包括血液病、癌症、免疫疾病、炎症等。另外，可以看到因塞特公司正

在研发芦可替尼乳膏，用于治疗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以及年龄≥１２岁的青少年

和成人白癜风，该研究正处在３期临床阶段［８］。同时，康塞特医药品有限公司也正

在开发采用氘化学技术修饰的芦可替尼分子用于治疗斑秃，该研究正处于２期临

床阶段。可见，芦可替尼的适应症随着临床研究的进行不断延展。

［７］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２０１８年版）［Ｊ］．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２０１９，５（０１）：３５５４．
［８］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ＩＲＥ．Ｉｎｃｙｔｅ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Ｆｉｒｓ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Ｐｈａｓｅ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ＲｕｘｏｌｉｔｉｎｉｂＣｒｅａｍ
ｉｎ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２０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ｉｒｅ．ｃｏｍ／ｎｅｗｓ／ｈｏｍｅ／２０１８１２２０００５６４４／ｅｎ。

３２知识产权动态



表５　芦可替尼相关药物信息

药品名称 公司 适应症 靶点 最高状态

芦可替尼（缓释，骨
髓纤维化）

因塞特公司 血液病

芦可替尼（口服，骨
髓增生性疾病）

因塞特公司；诺华
股份有限公司

血液病；癌症；免疫
疾病；炎症；其他

芦可替尼（局部用乳
膏，斑秃／特应性皮
炎／玻璃体）

因塞特公司 皮肤病

氘修饰的芦可替尼类
似物（口服，斑秃）

康塞特医药品有限
公司

皮肤病

Ｊａｋ１ 酪 氨
酸激酶抑制
剂；Ｊａｋ２酪
氨酸激酶抑
制剂

无新进展

上市

３期临床

２期临床

２０２０年２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提交了芦可替尼联合输注间充质干细胞

治疗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临床研究注册信息［９］。

本文的专利数据来源为 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Ｐｕｂｃｈｅｍ、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和 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

库。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通过药物检索和专利检索相结合的检索策略，经过判

读获得芦可替尼药物密切相关专利９１项［１０］。

［９］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２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ｃｔｒ．ｏｒｇ．ｃｎ／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检索条件：新型冠
状病毒。

［１０］数据说明：一个专利家族代表了一“项”专利技术，如果该项专利技术在多个国家提交申请，则在统计分析
中，一项专利对应多＂件＂专利。本文对专利的“项”数和“件”数做了区分，在此特作说明。

　　２．芦可替尼药物相关专利申请趋势

２００６年，因塞特公司发明了作为两面神激酶抑制剂的杂芳基取代的吡咯并［２，

３ｂ］吡啶和吡咯并［２，３ｂ］嘧啶，即芦可替尼，并在全球多个国家／地区进行了专利

布局，包括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中国专利申请号为 ＣＮ２０１３１００５８９８８２，将于

２０２６年１２月专利权到期。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２年因塞特公司围绕核心化合物进行了芦可

替尼药物后续专利布局，涉及中间体、制备方法、用途等药物外围专利。２０１３年起

全球多个机构开始涉足芦可替尼药物相关研发，同样围绕核心专利进行外围专利

布局。中国研发机构在芦可替尼药物领域的专利布局自２０１３年开始，涉及芦可替

尼的中间体制备、用途等方向。从图３可以看出，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是芦可替尼药物

相关专利申请的高峰期，随后申请缓慢下降。近３年的专利数据受专利公开滞后

影响，仅供参考。预计随着抗新冠状病毒的临床研究以及其它适应症相关临床研

究的持续，该药的新用途专利申请数量会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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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芦可替尼药物相关专利申请年度趋势

　　３．芦可替尼药物相关专利国家／地区分布

专利受理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利申请人关注的潜在市场。芦可替尼药物

相关专利在全球布局广泛，共涉及五十多个国家／地区。如图 ４所示，美国（１２９

件）是该药物专利的主要布局国家，其次是欧洲地区（７２件）和中国（６０件）。另

外，日本（６０件）、澳大利亚（４９件）进入了专利受理量排名前五位。从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ＷＩＰＯ）受理的专利申请量（４５件）判断，ＰＣＴ是该药物进行专利布局的主

要途径之一。因此，美国、欧洲和中国是芦可替尼药物研发机构比较关注的市场。

图４　芦可替尼药物相关专利布局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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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芦可替尼药物相关专利主要申请人

芦可替尼药物相关专利的申请机构与药物临床研发机构基本一致（表６），主

要是因赛特公司、诺华股份有限公司和康塞特医药品有限公司。其他参与该药物

专利布局的机构还有德国通益公司、美国达纳法伯癌症研究公司、ＡＣＬＡＲＩＳ治疗公

司、吉利德科技公司和Ｈ李莫菲特癌症中心研究院，印度的雷迪斯博士实验室，中

国的佛山市腾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华东师范大学和苏州旺山旺水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等。但是因赛特公司、诺华股份有限公司和康塞特医药品有限公司的专利总

量超过全球芦可替尼药物相关专利的５０％，机构优势明显。
表６　芦可替尼全球主要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 所属国家 专利项数

因赛特公司 美国 ２４

诺华股份有限公司 瑞士 １６

康塞特医药品有限公司 美国 １３

通益公司 德国 ３

达纳法伯癌症研究公司 美国 ２

雷迪斯博士实验室 印度 ２

ＡＣＬＡＲＩＳ治疗公司 美国 ２

吉利德科技公司 美国 ２

佛山市腾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２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 ２

苏州旺山旺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中国 ２

Ｈ李莫菲特癌症中心研究院 美国 ２

对因赛特公司的专利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其针对芦可替尼药物的专利布局策

略。如图５所示，因塞特公司于２００６年申请了首个芦可替尼药物的基本专利。随

后，进行了制剂、中间体、疗法和用途４种类型的专利布局。经过专利解读，可以发

现因赛特公司申请了局部用制剂、缓释制剂、蛋白抑制剂等制剂专利，治疗肿瘤的

疗法专利以及治疗干眼、皮炎、腋臭等用途专利。其中，仅用途专利和治疗骨髓增

生性肿瘤的低剂量联合疗法专利没有在中国布局，其他专利均进行了布局，且部分

专利已获得中国授权。可见，因赛特公司针对芦可替尼药物的专利布局较为完善，

并且随着临床研发的不断深入，专利布局仍在持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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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因塞特公司芦可替尼专利布局

诺华股份有限公司是因赛特公司的合作伙伴，调研显示因塞特公司与诺华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进行治疗罕见的血癌的研究，因赛特公司还授权诺华股份有限公

司开展芦可替尼可显著缩小骨髓纤维化患者脾脏体积的相关实验。对诺华股份有

限公司的专利进行解读后发现其专利集中布局在芦可替尼疗法方向以及同其他药

物联合治疗的用途方向。康塞特医药品有限公司的专利集中于保护芦可替尼的氘

代衍生物，与其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一致，康塞特医药品有限公司侧重于芦可替尼

治疗皮肤病方面的用途研发。

　　５．芦可替尼药物在华专利分析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芦可替尼药物相关专利６０件，涉及３４个专利家

族（３４项）。来自中国的１２个机构、美国的５个机构、瑞士的１个机构在华进行了

芦可替尼药物专利布局。从机构在华布局的专利量分析，美国机构申请１６项，瑞

士诺华８项，中国机构申请１３项。可见，中国机构数量多，专利数量少，研发力量

分散；国外机构数量少，专利数量多，研发力量比较集中，机构优势明显。

图６展示了各研发机构在华专利布局的时间阶段。分析可知，国外机构在华

布局时间较早，且持续布局。国内研发机构专利申请时间较晚，且多数机构呈现零

星式布局，因此，国内研发机构处于跟随式技术研发阶段。结合表７的机构布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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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数量分析，国内研发机构需加强合作，逐步形成芦可替尼药物研发的领军力量。

表７　芦可替尼在华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 专利项数 专利申请人 专利项数

美国因赛特公司 １１ 瑞士诺华股份有限公司 ８

美国康塞特医药品有限公司 ３ 佛山市腾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２

华东师范大学 ２ 苏州旺山旺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２

上海北卡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１ 上海环孚实业有限公司 １

南京诺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 美国达纳法伯癌症研究公司 １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１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１

福建师范大学 １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苏州昊帆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１ 武汉恒瑞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１

美国哈佛大学 １ 海化生命（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１

图６　研发机构在华专利申请趋势（单位：件）

中国机构针对芦可替尼药物的专利布局涉及芦可替尼的中间体制备、用途等

方向，见表８。佛山市腾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华东师范大学和苏州旺山旺水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各申请２项专利，其他机构专利申请量均为１项。目前，有效专利分

别来自武汉恒瑞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北卡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海化生命

（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的３项中间体的制备技术、华东师范大学和苏州昊帆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１项合成工艺、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的１项

药物应用。佛山市腾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２项制剂制备专利撤回失效。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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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国际布局分析，福建师范大学的组合物专利于２０１９年４月提交了 ＰＣＴ申

请，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合成工艺专利提交ＰＣＴ申请后进入了欧洲、

美国和日本国家阶段，其中美国专利已经得到授权（ＵＳ１０５６２９０４Ｂ２）。
表８　中国机构芦可替尼药物专利布局

标题 公开号 申请日 申请人
法律

状态
同族国家

鲁索替尼中间体（３Ｒ）
３（４溴１Ｈ吡 唑１
基）环戊烷基丙腈的制
备方法

ＣＮ１０７６７４０２６Ｂ ２０１７／１１／３
海化 生 命 （厦

门）科 技 有 限

公司

有效 ＣＮ

一种抗骨髓纤维化鲁索

利替尼的重要中间体

ＳＥＭＣｌ的 简 便 合 成
方法

ＣＮ１０９６５１４２２Ａ ２０１８／１２／２７南京诺希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审中 ＣＮ

一种 ４氯７Ｈ吡咯并
［２，３ｄ］嘧啶的合成
方法

ＣＮ１０７０１１３４７Ｂ ２０１７／４／１８
华东师范大学；

苏州昊帆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

有效 ＣＮ

用于提高细胞转染效率

的试剂组合物
ＣＮ１０８７１５８６５Ａ ２０１８／５／２８ 福建师范大学 审中 ＣＮ，ＷＯ

一种芦可替尼的合成

工艺
ＣＮ１０８６９９０６３Ａ ２０１６／１２／２９正大天晴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中

ＪＰ，ＷＯ，
ＣＮ，ＥＰ，ＵＳ

一种 ４氯７Ｈ吡咯并
［２，３ｄ］嘧啶的合成
方法

ＣＮ１０８４０９７４５Ａ ２０１８／４／９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环孚实业有

限公司

审中 ＣＮ

一种 ＪＡＫ抑制剂及其
盐的制备方法

ＣＮ１０７７５９６０１Ａ ２０１６／８／２３ 苏州旺山旺水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

审中 ＣＮ

ＪＡＫ抑制剂的中间体及
其制备方法

ＣＮ１０７７５９６２３Ａ ２０１６／８／２３ 苏州旺山旺水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

审中 ＣＮ

鲁索替尼中间体（Ｒ）３
（４溴 １Ｈ吡唑 １基）３
环戊基丙腈的合成方法

ＣＮ１０５４６１６３０Ｂ ２０１６／１／７
武汉恒瑞达生物

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有效 ＣＮ

Ｒｕｘｏｌｉｔｉｎｉｂ在制备治疗
Ｍ２型急性髓系白血病
药物中的应用

ＣＮ１０４３９８５２０Ｂ ２０１４／１１／４
复旦大学附属上

海市第五人民

医院

有效 ＣＮ

一种鲁索利替尼中间体

的合成方法
ＣＮ１０４４９６９０４Ｂ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上海北卡医药技

术有限公司
有效 ＣＮ

一种鲁索利替尼制剂及

其应用
ＣＮ１０５９１９９５５Ａ ２０１６／６／１３ 佛山市腾瑞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失效 ＣＮ

一种鲁索利替尼分散片

及其制备方法
ＣＮ１０５９０２５０８Ａ ２０１６／６／１３ 佛山市腾瑞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失效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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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结论

芦可替尼由美国因塞特公司研发，并与瑞士诺华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实现商业

化。目前已在全球多个国家获得批准上市。已经上市的药物用于治疗血液病、癌

症、免疫疾病、炎症等，正在临床阶段的药物拟用于治疗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青

少年和成人白癜风、斑秃等皮肤病。

分析表明，其核心化合物专利掌握在因赛特公司手中，因赛特公司围绕核心专

利进行了制剂、中间体、疗法和用途４种类型的外围专利布局。诺华股份有限公司

拥有多项治疗和用途方向的专利。康塞特医药品有限公司通过专利布局保护了芦

可替尼的氘代衍生物。从专利布局的集中度看，芦可替尼的原研企业从基本专利

到后续专利布局相对完善，专利布局集中度较高。并且伴随着临床试验的进行，其

外围专利会持续布局。

美国、欧洲和中国是芦可替尼药物研发机构比较关注的市场。超过一半的专

利掌握在美国和欧洲机构手中。从国内机构的专利布局看，我国参与芦可替尼药

物研发的机构数量多，单个机构的专利数量少，申请时间晚，研发力量分散，且专利

申请主要集中在中间体和制备方法方向，在制剂和用途方面的布局数量较少，因而

面临的专利壁垒较高。随着抗新型冠状病毒临床试验的进行，我国应重视芦可替

尼药物用途方向的专利布局。

目前国内不具备芦可替尼生产能力。武汉恒瑞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北卡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海化生命（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在中间体制备技术方向

的专利授权有效，华东师范大学和苏州昊帆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１项合

成工艺专利、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的１项药物应用专利授权有效。

另外，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合成工艺专利已获美国授权。我国应该

加强研发机构之间的合作，针对芦可替尼药物尚未保护的晶型、新的合成工艺等方

向进行专利布局。

赵　萍，郑丽丽，赵亚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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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调研长春光机所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２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吕海波副司长一行到中国科学

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开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专题调研。此次来访旨在调研基层知识产权“放管服”改革推进情况、地方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和意见建议等。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冯宪萍二级

巡视员、专利局专利文献部信息利用处施曙东副处长、公共服务司综合业务处王宝

龙一级主任科员、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吉林省知识产权局）龙彦清一级巡视员、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处王军霞处长、仲崇玉副处长、任百和四级调研员等陪同调研。

在所期间，吕海波一行在长春光机所所务委员孙守红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长

光辰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长春长光华大智造测序设备有限公司、长光辰英生物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长春中科长光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光学系统先进

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等。现场考察后双方与会人员就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公共体

系、知识产权运营城市政策、产业导航项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ｏｍｐ．ｃａｓ．ｃｎ／ｘｗｄｔ／ｚｈｘｗ／２０２１０７／ｔ２０２１０７２６＿６１４８４２５．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６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陕西省知识产权局调研西安光机所

为更好发挥知识产权收费政策效应，推动高质量创新发展，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５日

上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初审流程部杨兴副部长、陕西省知识产权局李迎波副

局长等一行莅临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西安光机所”）调研，

西安光机所副所长谢小平、综合科研处、产业发展处相关同志参与接待。

杨兴一行先参观了西安光机所科技成果转化展厅，了解了研究所成果转移转

化及产业化发展情况。随后，双方召开座谈会。谢小平对杨兴一行的到来表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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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及省知识产权局一直以来对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工

作的关怀和支持表示感谢。随后，双方就知识产权收费支出成本和业务办理等方

面的实际情况，以及对相关收费标准、减免规定和缴纳方式展开交流。

杨兴副部长对西安光机所在知识产权管理及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表示肯定，

并仔细询问西安光机所在办理各项专利事务时遇到的问题以及其他服务需求，就

使用专利电子申请系统、处理ＰＣＴ申请、专利优先审查等业务中遇到的问题，征求

了西安光机所相关工作人员的意见，西安光机所向调研组提出了专利流程方面的

若干需求和建议。杨部长表示，科研院所的意见和建议将为改进初审及流程管理

部的工作、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收费政策引导作用，推动专利商标审查审理提质增

效，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创造和高效益运用提供有益参考。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２８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

武汉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中科院专场举行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日，由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以下简称“武汉分院”）等单位主

办，湖北育成中心等单位承办的“２０２１年武汉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中科院大健

康专场”活动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成功举行。武汉分院纪检组组长、分党组成

员蔡长塔，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夏亚民，武汉市科技局一

级调研员余文珠出席活动并致辞。

蔡长塔表示，武汉分院作为国家布局武汉的重要战略科技力量，与武汉市有着

长期、良好的科技合作。近年来，以争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为重点，双方在平台建设、院企对接、成果转化方面，取得可喜进展。通过这次活

动，将更好地推动中科院科技创新资源和武汉市发展需求相结合，实现优质科技成

果的落地和产业化。下一步，武汉分院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中科院“四个率先”

和“两加快一努力”的要求，加快实施“率先行动”计划，积极投身武汉科技创新“十

大行动”，全力支撑武汉“两个中心”建设，切实履行好新时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

光荣使命。

本场活动聚焦大健康领域，是武汉分院今年举办的第一场中科院大型对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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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活动现场，蔡长塔、夏亚民、余文珠为１５名东湖高新区科技成果转化联络员现

场颁发了聘书。“针对重要病毒的治疗性抗体开发”等７个来自中科院的优秀成果

进行了路演，“等离子体表面改性处理在医疗器械的应用”等１５个项目现场签约。

现场发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等 ７家科研院所的 ２００余项大健康领域最新科技

成果。

自２０１９年武汉市科技局与武汉分院签订《中科院系统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合作

协议》以来，双方已联合举办了９场中科院大型专场签约活动和６场“走进中科院”

精准对接活动，现场发布成果１８００余项，路演项目６７个，促成１４个院士团队项目

在内的１４５个中科院项目落地转化，为武汉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中科院相关研究所成果持有人，市科技局、市科技成果转化局相关负责人，武

汉市各区科技部门负责人，武汉市大健康领域重点企业技术负责人，部分投融资机

构、产业联盟负责人等参加了本次活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２９２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６日

西北高原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以下简称“西北高原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开展现场监督审核。所长陈世龙，

知识产权管理者代表、副所长魏立新，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和研究中心人员参加了首

末次会议。

审核组通过调阅资料和询问沟通的方式对西北高原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

情况，以及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等过程进行了认真审核。审核组认为，西北高原所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良好，审核过程中未发现不符合项，因此，本次监督审核结

论为直接推荐保持认证。

西北高原所自２０２０年７月通过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认证以来，各项工作严格按照《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的

要求管理，知识产权体系运行能有效适应研究所发展需要。本次监督审核将进一

步提升研究所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从而为提高研究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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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起到支撑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２９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

遗传发育所召开知识产权贯标启动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５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遗传发育

所”）召开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启动会。研究所党委书记邢

雪荣、研究所各管理部门负责人和业务主管、各研究中心和研究组知识产权管理员

６０余人参加了会议。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处崔勇、中科院天津工生所

知识产权中心主任王津晶、中科院创新孵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科创

新”）总经理助理朱卫东、投资总监解超华、国科智融总经理助理张玉敏、中知（北

京）认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曦、北京纪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晓庆

应邀参会。会议由研究所商务法务部方红曼主持。

邢雪荣首先作了知识产权贯标动员讲话，并宣布了“遗传发育所关于成立遗传

发育所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及工作小组的通

知”。邢雪荣强调：目前国家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２００７年以来院里有组织有

计划地推动知识产权的体系建立，致力培养一批国家队级别的知识产权管理人才。

研究所要从科研管理部门和科研中心布局知识产权专员的人才队伍，掀起学习知

识产权的热潮，加强认识，广泛交流。以贯标工作为抓手，使研究所的知识产权向

高质量，高标准的方向发展，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

并争取早日完成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

随后，崔勇对中科院贯标整体工作情况进行了介绍，王津晶做了天津工生所经

验分享，方红曼对研究所贯标工作做了部署介绍，朱卫东、解超华和李曦分别从贯

标辅导机构和贯标认证机构角度分享了贯标重点工作并进行了标准条款解读

培训。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２８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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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欧洲专利局发布“迈向新常态”规划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３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一份指导性文件“迈向新常态：灵活

性、合作和社区”（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ｅｗＮｏｒｍａｌ：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ｔ

ｔｈｅＥＰＯ），旨在探讨ＥＰＯ如何在后ＣＯＶＩＤ１９时代利用新机遇。该指导文件是基于

２０２１年３、４月公众咨询和５、９月工作人员调查的结果，主要提出了更加光明的数

字化未来共同愿景，这是对“２０２３年战略规划”目标的补充。主要的指导性措施包

括：（１）引入远程办公政策，创造更大的灵活性；（２）完善数字环境，促进更大程度

的合作，继续改进高质量数字服务的可访问性、功能性和范围；（３）最大限度地利用

办公场所。

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２０２１／２０２１０７２３．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ｆｕｔｕｒ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ｅｗｎｏｒｍａ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４日

欧洲专利局推出全新免费专利数据平台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１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推出一个免费使用的全新专利数据平台

“统计与趋势中心［１１］（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ｓＣｅｎｔｒｅ）”，基于ＥＰＯ每年３月发布的“专

利指数（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ｄｅｘ）”数据，为用户提供交互式、可探索的分析界面，便于用户更加

灵活地发现相关趋势和关联。

［１１］网址：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ｅｐｏ．ｏｒｇ／ｅ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ｅｎｔｒｅ。

目前，该数据平台开放了自定义图表和国家／地区仪表盘两个部分：（１）自定义

图表（ＣｕｓｔｏｍｉｓｅＹｏｕｒＣｈａｒｔｓ）：用户可以在简单的界面下选择国家／地区在３５个技

术领域的数据，可以更直观的分析年度趋势或某个年度的国家分布情况等，可选择

４种不同的图表类型，相关结果还可以即时共享或下载。（２）国家／地区仪表盘

（Ｃｏｕｎｔｒｙ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ｓ）：提供欧洲专利局３８个成员国以及去年欧洲专利申请数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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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１０００件的国家／地区（包括五大知识产权局）的仪表盘数据，包括专利申请和授

权数量年度趋势、技术领域分布以及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

目前，这些服务可以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访问。除了可视化工具外，ＥＰＯ

还继续提供可下载的 Ｅｘｃｅｌ表格。以上功能是为非专业人士提供的“入门级”服

务，是对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内置的更高级统计功能（“高级检索”功能）的补充。对于专业用

户，ＥＰＯ继续提供ＰＡＴＳＴＡＴ和ＩＰｓｃｏｒｅ。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２０２１／２０２１０７２１．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ＥＰＯｐａｔｅｎｔｄａｔａ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２日

欧洲专利局支持创新前沿和 ＩＰ数字技术项目研究

２０２１年 ８月 ３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正在征集“学术研究项目”（ＥＰＯ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ＡＲＰ），将支持 ＥＰＯ与科学伙伴机构的合作研究，促

进各方从更广泛的资助范围、更多预算以及更长的资助期限中受益。该项目资助

于２０１７年启动，此次资助共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每个方向资助３０万欧元，具体

每个研究领域最多可获得１５万欧元。

研究方向Ａ（创新的新前沿）：研究领域１：从大学研究到创新生态系统。研究

主要关注学术研究对产业创新和经济的影响。大学和公共研究组织是当今创新生

态系统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对经济具有颠覆性潜力的科学突破的主要来源。研究

方向Ｂ（知识产权数字技术）：研究领域２：人工智能在知识产权培训与教育的应用。

研究涉及支持未来知识产权培训和教育的方法、交流渠道和形式，以便能够指导

ＥＰＯ教育计划的设计，同时也为全球知识产权的培训和教育做出贡献。研究领域

３：人工智能在专利领域的应用。专利在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可视化方面提出了

挑战。ＥＰＯ期望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将专利数据源用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支

持与人工智能、专利处理相关的ＥＰＯ项目和工具增值研究。

李秋菊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２０２１／２０２１０８０３．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Ｎｅｗｃａｌｌｆｏｒ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ｕｎｄｅｒｒｅｖａｍｐｅ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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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布“第四次产业革命标准”联合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年７月 ２２日，英国商业、能源与产业战略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ＥＩＳ）和英国产品安全和标准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联合发布“第四次产业革命标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行动计划，以促进创新蓬勃发展。该计划阐述了政府、英国

标准协会、国家物理实验室和英国认证服务机构将如何共同努力释放自愿性标准

的全部潜力，以支持创新、并使其快速安全地商业化。

主要行动：（１）部署灵活的标准制定方法，以应对快速的技术变革挑战；（２）加

速未来产业标准的数字化进程；（３）扩大与创新者、消费者代表的接触，促进其参与

标准化；（４）加强政府与国家质量基础设施（ＮＱＩ）在未来标准化优先事项上的战略

协调；（５）提高政府决策对标准的认识和考虑。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

原文标题：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研究专利制度用户利用现状

２０２１年８月９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研究和分析英国专利制度用户利

用现状。报告分析了２０００至２０２０年间，ＵＫＩＰＯ受理的专利申请趋势，并将其与欧

洲专利局（ＥＰＯ）的趋势进行了比较，将有助于全面了解申请人利用知识产权的原

因和方式。

主要结论：（１）ＵＫＩＰＯ受理的专利申请量有所下降，２０１０年左右变化显著。引

起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个人申请人专利申请量减少，申请量的减少对专利公开

和授权量的影响较小。（２）来自其他客户群的潜在需求仍然存在，尤其是海外申请

人、大型企业和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用户。来自商业客户的专利公开和授权量很

大。（３）影响专利申请人行为的因素包括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英国脱欧和ＣＯＶＩＤ１９。

ＵＫＩＰＯ和ＥＰＯ优先权对授权量和有效量有影响，但并不影响申请人行为。（４）与

ＥＰＯ相比，英国申请人更多使用 ＵＫＩＰＯ，但差距已经缩小。ＵＫＩＰＯ和 ＥＰＯ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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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覆盖范围的差异改变了申请人的行为。ＵＫＩＰＯ的大部分申请仍来自英国申请

人，但申请量有所下降，而海外申请量保持不变，来自中国的申请量快速增加。（５）

ＵＫＩＰＯ受理的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是土木工程，计算机技术，运输，测量以及电气

设备、电气工程、电能。而电信，家具、游戏，音像技术则下降。（６）首次申请时，申

请人更倾向于选择ＵＫＩＰＯ。

李秋菊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ｕｓｅｒｓ

ｏｆｔｈｅｕｋｐａｔ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原文标题：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ｕｓ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ＵＫｐａｔ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９日

韩国设立技术调查机构防止技术泄露和侵权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宣布成立“技术调查机构”，防止国家产业

竞争力核心技术的泄露和侵权。“技术调查机构”的侦查人员将增加至５８人，将现

有以打击假冒伪劣为重点的工业产权调查处（４７人）扩大并改组为技术调查处（２２

人）、商标调查处（２９人）和不正当竞争调查处（７人）。该机构将由多年兼具知识

产权审查经验、技术和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进行快速、公平的技术调查。韩

国希望“技术调查机构”能在中美贸易战等日益激烈的国家间技术霸权竞争中，发

挥强大的技术保护作用，防止国家关键技术的流失和侵权。据悉，韩国期待通过技

术调查机构的设立和扩大，进一步巩固韩国的知识产权生态系统，集中力量调查海

外技术泄露，严厉打击侵害韩国企业创新技术的行为，努力构建公正的市场秩序。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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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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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９０８９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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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加速讨论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的认定方法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为了更深入研讨人工智能发明的专利认定方案，韩国知识

产权局成立“人工智能发明专家委员会（暂称）”，以加速讨论人工智能发明专利认

证方案，预计将在今年９月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近期美国、英国和欧洲等大多数国家以现行专利法中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发

明人为由，驳回了首例人工智能发明申请“ＤＡＢＵＳ”。但是最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

针对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的驳回决定，通过澳大利亚专利法的特殊规定和灵活解

释，首次做出承认人工智能为发明人的判决，并将上诉期限定为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９日，

目前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正在讨论是否上诉。此外，南非知识产权局因不进行实

质审查的特殊制度，仅通过形式审查授权“ＤＡＢＵＳ”专利权，省略了 ＡＩ是否也能成

为发明人的探究。随着人工智能发明人问题成为国际焦点，韩国知识产权局认为，

有必要进一步研讨是否应该保护人工智能的发明。

此次成立的“人工智能发明专家委员会”将分为法律、技术和产业领域，由每个

领域约１５名专家组成，将探讨人工智能是否被认定为发明人、人工智能发明的所

有权归属、如何保护人工智能的发明等问题。据悉，韩国知识产权局正在探索国家

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多种方案，将在充分听取学术界、研究界、产业界等多

种专家的意见的基础上，对人工智能的发明保护方案进行前瞻性、面向未来的研

究，以提高韩国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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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９１１４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

［１２］Ｄｕａｌｉｔｙ是２０２１年４月推出的美国首个量子技术加速器，由美国芝加哥大学 Ｐｏｌｓｋｙ创业与创新中心和芝
加哥量子交易所（ＣＱＥ）主导，“创始合伙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阿贡国家实验室和 Ｐ３３将为
其提供资源，旨在支持量子科学和技术的下一代初创公司。

美国首个量子技术加速器助力初创企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５日，美国首个量子技术加速器 Ｄｕａｌｉｔｙ［１２］第一轮已集结６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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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技术和应用的初创企业。Ｄｕａｌｉｔｙ将为初创企业提供为期１２个月的商业和创业

培训、尖端设施使用、５万美元无限制资金和顶级量子专家的指导，并有机会与美国

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阿贡国家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获取

该地区最前沿的先进技术、纳米加工、原子尺度测量、量子测试平台等相关设备和

设施的使用权，进一步开发和完善初创企业的商业模式。

［１３］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近期判决认定，ＢＯＴＯＸ与ＰＲＯＴＯＸ的商标不属于“欺骗性相似”。

６家初创公司分别是Ａｘ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开发用于高性能计算系统的量子随机

数发生器）、ＧｒｅａｔＬａｋｅｓＣｒｙｓ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开发用于光子学、电子学和量子技术应

用的半导体级金刚石材料的商业制造工艺）、ｑＢｒａｉｄ（开发用于管理访问其他量子计

算软件和硬件的云平台）、ＱｕａｎｔＣＡＤ（开发用于模拟高分辨率量子传感器等量子设

备中的噪声和电流的仿真软件）、Ｑｕａｎｔｏｐｔｉｃｏｎ（开发用于设计和优化量子光学设备

的模拟软件）、Ｓｕｐｅｒ．ｔｅｃｈ（开发通过优化从算法到控制脉冲的系统堆栈来加速量子

计算应用程序的软件）。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７／２１／ｆｉｒｓｔｑｕａｎｔｕｍｓｔａｒｔｕｐ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

ｉｎｔｈｅｕ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ｓｉｔｓｆｉｒｓｔｃｏｈｏｒｔ／＃ｍｏｒｅ５３９３０
ｈｔｔｐｓ：／／ｐｏｌｓｋｙ．ｕｃｈｉｃａｇｏ．ｅｄｕ／２０２１／０７／１５／ｄｕａｌｉｔｙｑｕａｎｔｕｍ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ｓｓｉｘ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ｉｎｔｏ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ｃｏｈｏｒｔ／
原文标题：Ｆｉｒｓｔｑｕａｎｔｕｍｓｔａｒｔｕｐ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Ｕ．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ｓｉｔｓｆｉｒｓｔｃｏｈｏｒ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２日

澳大利亚律所分析澳知识产权重要趋势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１日，澳大利亚律所Ｃｏｒｒ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Ｗｅｓｔｇａｒｔｈ分析澳大利亚知识

产权重要趋势，主要关注了２０２１年及未来的知识产权趋势和发展，涵盖人工智能

的未来创新保护、最近案件对商标和版权侵权索赔的影响。重要趋势：（１）引入了

“专利箱（ＰａｔｅｎｔＢｏｘ）税收激励制度”，鼓励医疗和生物技术领域创新；（２）商标注册

所有人很难依据与驰名商标“欺骗性相似”［１３］为由认定侵权；（３）澳大利亚创新专

利制度将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５日结束；（４）近期裁决将为版权作品的模仿或讽刺涉嫌

侵权的公平处理例外情况提供司法指导；（５）联邦法院支持药品专利诉讼案件加

０４ 知识产权动态



速；（６）在没有人类作者或发明者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和发明不太可能

受到澳大利亚版权和专利法的保护；（７）近期对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修订，将进一

步确保有利的专利许可。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ｃｏｒｒｓ．ｃｏｍ．ａｕ／ｓｉｔｅｕｐｌｏａｄｓ／ｉｍａｇｅｓ／ＰＤＦ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ａｔｅｏｆ

ｔｈｅＡｒｔ２０２１．ｐｄｆ
原文标题：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Ｋｅ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Ｉ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基于标准和专利数据分析智能能源技术

２０２１年８月４日，专利数据公司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分析了智能能源技术［１４］全球专利数

据、标准必要专利（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ＳＥＰ）和标准贡献数据，以便识别开发

智能能源相关标准的公司、拥有标准必要专利的公司及使用这些标准申请专利的

公司。

主要结论：（１）２０１２至２０２０年，专利申请数量、潜在ＳＥＰ声明数量总体增长强

劲。（２）智能能源的标准贡献大部分涉及５Ｇ标准，其次是局域网（ＬＡＮ），例如，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１系列（ＷｉＦｉ）、ＩＥＥＥ８０２．２４或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５系列。（３）５Ｇ、ＷｉＦｉ标准

与智能能源相互作用，为能源公司开辟了新的机会和应用领域。在专利申请数量、

ＳＥＰ声明数量和标准开发方面活跃的公司 Ｔｏｐ２０中，一些专利申请数量较多，但不

参与标准制定、也没有申报ＳＥＰ的公司，主要在能源和移动通信的电网领域较为活

跃，例如中国明阳智能能源集团、美国ＡＴ＆Ｔ和中国国家电网。（４）美国高通、韩国

ＬＧ电子、中国华为和瑞典爱立信等芯片、手机和网络制造商为智能能源相关标准

的制定做出了贡献，同时拥有大量专利组合，其中还包括已声明的ＳＥＰ。

［１４］智能能源（Ｓｍａｒｔｅｎｅｒｇｙ）是指从能源生产到能源消费的整个价值链。智能能源的应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标准技术，例如蜂窝标准（４Ｇ／５Ｇ）以及无线标准（ＷｉＦｉ）。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ｏｗｎｅｒｓ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ｓｓｅｐｓ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ｓｍａｒｔｅｎｅｒｇ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原文标题：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ｏｗｎｅｒｓ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ｓ，ＳＥＰｓ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ｍａｒｔ

ｅｎｅｒｇ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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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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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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