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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台发布地平线项目知识产权指南

［１］“欧洲地平线”是欧盟第九个研究与创新框架计划，是促进欧洲科技发展的主要工具。七年（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的总预算为９５５亿欧元，是世界上最广泛的研究和创新公共资助计划之一。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５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台（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Ｈｅｌｐｄｅｓｋ）发布欧洲地

平线项目［１］知识产权指南（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Ｅｕｒｏｐｅ）。该

指南旨在突出欧洲地平线框架计划资助的合作研究和创新项目中与知识产权管理

有关的重点，对现有的《地平线２０２０知识产权指南》起到了补充作用。它强调了包

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战略创新，并阐明了欧洲地平线项目中知识产权协作管理的机

遇和挑战。具体内容如下。

　　１．欧洲地平线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机遇与挑战

（１）协调合作伙伴的文化、商业目标和方法是一个关键的挑战。在合作项目

中，合作伙伴都有不同的利益。在讨论和理解期望、需求、贡献、利益、风险的同时，

还需要有明确的集体目标、愿景和有关预期的具体蓝图。

（２）在处理研究成果的管理、传播、保护、转让／许可和利用时，共同所有权是一

个特别的挑战。即使在排他性所有权的情况下，也需要制定具体规则以确保各方

对成果的使用权，以及获得项目成果转化的适当报酬保障各方的利益。任何转让

或排他性许可都需要得到所有合作伙伴的同意，并需要理清成本／收益分配、复归

权等问题。

由于在项目的不同阶段会出现各种知识产权和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

合作伙伴之间组织和管理这些创新过程的框架必须是动态和灵活的，并考虑项目

生命周期中面临的各种不同的知识产权挑战。

　　２．知识产权框架：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规则和要求

欧盟委员会制定了关于项目成果的所有权、保护、使用、传播和利用的规则，为

欧洲地平线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定了指导原则。知识产权规则主要是在《资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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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ＧＡ）和《联合体协议》（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Ａ）中定义。资助

协议包含适用于知识产权管理的“默认规则”，联合体将在 ＣＡ中进一步明确这些

规则，而ＧＡ具有优先权。

　　３．欧洲地平线项目的整体知识产权管理方法

为了符合欧洲地平线的强制性开放科学要求，同时保护联合体合作伙伴的知

识产权以支持项目成果有效商业利用的权利，项目管理应制定适当的知识产权战

略。知识产权和创新管理措施应确保成果可以获取、评估并得到适当的保护、支持

其商业利用。

相关措施最好与成果的成熟度相匹配，为快速向市场推出产品和服务铺平道

路。系统跟踪关键可利用成果的影响途径，以最大限度地了解与联合体有关的具

体知识产权问题，并根据知识产权状况、法律等问题制定具体的开发计划。欧洲地

平线的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如下。

（１）知识产权认识：知识产权政策、规则协议、培训；

（２）知识产权组合：背景、结果、获取、所有权；

（３）知识产权评估：知识产权加工、ＦＴＯ、专利性检索、保护战略；

（４）知识产权保护：申请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版权、相关费用；

（５）知识产权价值化：传播、利用、转让、项目后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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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日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台发布技术转移判例及建议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４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台（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Ｈｅｌｐｄｅｓｋ）发布技术转

移判例研究。针对近期欧盟研究所与印度公司就技术转移协议发生的纠纷案件进

行了回顾、案例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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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案件回顾

欧盟一家研究所从事多学科应用的科学产品的研发业务，该机构开发了一种

高温下保护工业设备的高强度防护纺织品的制造工艺。该研究所正在寻找国际合

作伙伴，其目标是在各个市场上许可其技术。一家印度制造公司与该研究所接洽，

希望成为印度此类产品的主要生产商和分销商。

该研究所在初步试验成功后，与上述印度公司签订了许可方式的技术转移协

议。签订合同后，印度公司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并从整个制造过程可用时起每年

支付许可费。由于测试试验尚未完成，印度合作方坚持认为，该协议应包括一个具

体条款，规定如果制造过程未能通过最终测试，研究所将有责任支付前期已产生的

经济损失，如果制造过程通过了最终测试，印度合作方将向研究所支付相应的许可

费。双方签署的合同还包括一项仲裁条款，规定双方之间关于合同履行的任何争

议均应通过规定的仲裁程序进行裁决。最终测试结果是制造过程无法满足规定的

标准，部分未能通过最终测试，虽然制造过程可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质量。由于

印度公司在最终测试之前已经对工厂和机器进行了投资，印度公司面临损失的风

险。因此，印度公司以欺诈为由对研究所提出刑事诉讼，认为其歪曲了掌握防护纺

织品制造工艺专有技术的事实。

　　２．欧盟研究所的应对策略

欧盟研究所咨询了法律专家，并就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征求了意见。法律专家

建议该机构与法院联系，并在诉讼过程中提出反诉。其理由是：（１）技术转移协议

的条款是明确的，表明该协议充分阐明了目前处于实验阶段，欧盟研究所应努力实

现达到规定的性能，而没有给与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成功承诺。（２）研究所应准备根

据协议条款通过仲裁解决争议，印度公司提出有关欺诈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因为

研究所既没有以任何方式违约，也没有误导印度公司。

　　３．案件审理结果及建议

法官的判决支持研究所的主张，并指出：（１）欧盟研究所被指控欺诈的罪名不

成立，因为许可协议清楚阐明该技术的实验性质：没有保证最终产品将符合印度公

司所希望的最高质量。事实上，这种技术转移协议往往可以作为分担相关风险的

３知识产权动态



工具。（２）由于法官驳回了争议中的刑事索赔，技术转移协议中的具体仲裁条款将

生效，任何争议都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法官强调，技术转移协议是指导合同框架的关键，而合同框架决定了技术转移

的顺利进行。法官建议：①有兴趣通过技术转移进入印度市场的欧盟中小企业必

须起草一份清晰明确的合同。②确保合同中充分阐明了明确目标、时间表、成本和

可交付成果等要素。注意各方对研发项目的预期应与合同中设定的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目标有所区别。③确保透明度和充分沟通，以维持信任并避免不切实际的期

望。④在与印度同行合作之前，必须进行市场研究和尽职调查。⑤欧盟中小企业

必须确保合同中包含适当的仲裁条款，或与合作伙伴组织正式签署单独的仲裁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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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９日

［２］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技术：人工智能（ＡＩ）、大数据、物联网（ＩｏＴ）、数字健康管理、生物标记物（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３Ｄ打印。融合技术：人工智能（ＡＩ）＋数字健康管理、人工智能（ＡＩ）＋大数据、物联网
（ＩｏＴ）＋大数据、数字健康管理＋物联网（ＩｏＴ）、人工智能（ＡＩ）＋物联网（ＩｏＴ）、人工智能（ＡＩ）＋无人驾驶、数字
健康管理＋智能机器人、数字健康管理 ＋大数据、人工智能（ＡＩ）＋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 ＋智能机器人、物联
网（ＩｏＴ）＋无人驾驶。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

专利分析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７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第四次工业革

命技术专利申请分析报告，涉及人工智能、数字健康管理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８大

相关技术和１１个技术融合领域［２］，用于揭示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技术领域的研发

方向和趋势。２０１２至２０２２年，人工智能和数字健康管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相

关专利申请１０年增长了３．７倍，融合技术专利１０年增长了２２倍。

总体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专利申请从２０１２年的６，７１０件增加至２０２１年

的２４，７３２件，１０年增长了３．７倍，高于同期全领域专利申请平均增速（增加１２

４ 知识产权动态



倍，２０１２年２０万件→２０２１年２４万件）。此外，２０１７年起的年均增长率大于整体的

年均增长率，增长速度正在加快。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域的主要技术中，人工智能（ＡＩ）和数字健康管理领域的

专利申请增长尤为明显。截至２０２１年，这两个技术领域的占比最高（人工智能

３４％，数字健康管理２７％）。人工智能领域中，“视觉智能”技术的专利申请活动较

为突出，占该领域专利总量的５６．８％（１７，５０３件），且年均增长率也较高，达到４３．

３％。另一方面，将人工智能（ＡＩ）技术应用于“人工智能（ＡＩ）服务”领域，２０１２年申

请量只有２０件，此后年均增长６９．６％，２０２１年达２，３５６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技术研发的趋势也发生了变化。在数字健康管理领域，“医疗／健康信息处

理”领域的申请增势非常明显。预计该领域主要产品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市

场将持续增长，专利申请的增长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融合态势正在加剧。２０１２至２０２１年，融合技术领域的专

利申请增长２２倍（２０１２年９５件→２０２１年２，１０３件），远超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领

域整体的增长速度。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与其他技术的融合趋势明显。１１个

融合技术中，与人工智能融合的技术年均增长４０％以上，相关专利申请量１０年增

长了４１倍。其中，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管理技术融合的专利申请年均增长

５８４％，成为近１０年专利申请量最多（３５％，２，５８０件）的融合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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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 ＩＴＩＦ发布跨大西洋区域创新竞争力指数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４日，美国科技创新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Ｆ）发布《跨大西洋区域创新竞争力指数》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ＴＡＳＩＣＩ）。报告通过

考察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９６个地区来评估跨大西洋区域创新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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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由于强大的知识经济、全球一体化经济和创新能力以及工业４．０政策，

德国在创新竞争力方面超过美国、意大利和加拿大。

　　１．政策建议

德国应继续保持其教育体系的优势、增加研发支出以及支持德国企业采用数

字技术来巩固其优势。加拿大应更加积极地鼓励研发，邀请国外技术密集型企业

直接投资，并专注于提高其生产力水平。意大利应完善吸引和培养人才的政策，同

时发挥在研发人员、企业创新和高科技出口方面的优势。美国应充分投资芯片和

２０２２年科学法案的项目，增加其研发税收减免，并重新考虑高需求专业的移民政

策，以加速技术应用。

　　２．跨大西洋区域创新竞争力指数排名

ＴＡＳＩＣＩ反映了９６个地区的创新绩效，涵盖加拿大（１０个省）、德国（１６个州）、

意大利（２０个区／大区）和美国（５０个州）。ＴＡＳＩＣＩ报告是北美地方创新竞争力指

数（ＮＡＳＩＣＩ）报告的延续，采用１３项常用指标来评估区域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

代表了创新生态系统成功的相关决定因素，分为三类：（１）知识经济：衡量劳动力受

教育程度；知识工作者的移民；从事专业、技术和科学（ＰＴＳ）活动；以及制造业劳动

生产率。（２）全球化：衡量高科技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３）创新能力：衡量

一个地区的宽带互联网用户份额、研发支出、研发人员数量、创业、专利产出、脱碳

进展以及风险投资。其中，最重要的维度是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占该指数权重的

５４％，知识经济占３３％，全球化占１３％。

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巴登符腾堡州、柏林和华盛顿州在这９６个地区指

数中名列前茅，而阿普利亚区、西弗吉尼亚州、西西里区、卡拉布里亚区和密西西比

州表现最弱。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国家的地区差异很明显。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相比，加拿大中部和大西洋地区表现不佳（加拿大的人口和经

济活动大量集中在这三个省）。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表现优于东北部（柏林除外）。

意大利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北部和中部地区的表现优于发展较慢的南部地区。美国

表现最好的州大多位于沿海地区，而东南部则是美国得分最低的三个州（密西西比

州、西弗吉尼亚州和阿肯色州）。

德国各州在ＴＡＳＩＣＩ指标上略微领先于美国各州，加拿大各省的表现与意大利

相似。德国在创新竞争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总体得分中位数为４４．１分，平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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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５０．４分，有６个州跻身前１０。尽管前１０中有４个位于美国，但美国的中位数

为３３．８分，平均得分为３５．６分，明显落后于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表现最差，中

位数分别为２１．１分和２４．９分，平均得分分别为２７．５分和２５．２分。尽管加拿大得

分最高和最低的省份表现都优于意大利大区，但意大利中部大区的得分超过了加

拿大中部省份。

加拿大在创新能力类别中表现不佳，中位数最低，但在其他两个类别中的表现

为中等，在知识经济指标上与意大利的得分接近。前１０的地区中没有加拿大的省

份，加拿大得分最高的是安大略省（第１６）。安大略省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领域表

现相当出色，分别位列第８和第３。但是，它在创新能力类别中仅排名第３５。加拿

大的其他省份都没有入选这三个类别中的前１０。

德国在这三个类别中都表现得很好。知识经济和创新能力类别中得分最高的

地区和三个类别中位数得分最高的地区都属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和柏林都进入

了前５，分别排名第３和第４。德国其他表现突出的地区是巴伐利亚、不来梅、汉堡

和黑森，都位列前１０。

意大利的弱点在于知识经济。在这一类别中，意大利的中位数得分最低，得分

最低的地区（西西里区）也在意大利。全球化在意大利表现极端，它拥有得分最高

的地区（伦巴第区），而且皮埃蒙特区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区也位列前１０，但是，意大

利南部地区在该类别得分最低的１０个地区中占５个，卡拉布里亚区排名最末。意

大利整体表现最好的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区，整体排名第１７，在全球化方面排名第

９，创新能力排名第１４，但在知识经济仅排名第４８。

尽管前５中有３位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但美国在

这三个类别中都没有领先。美国是唯一一个在知识经济领域与德国实力相当的国

家。在创新能力方面，美国中部州的得分略高于意大利中部大区。尽管在这一类

别中４个得分最高的地区中３个属于美国，但在１０个得分最低的地区中有８个包

括倒数的７个州也属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既是美国得分最高的，也是整体得分最

高的地区，在创新能力排名第２，知识经济排名第３，全球化排名第１２。加利福尼亚

州和华盛顿州在知识经济（分别位列第６和第１４）和创新能力（分别位居第４和第

３）的得分也很高，但在全球化的得分却很低（分别位列第４２和第６８）。马里兰州

也是美国排名前１０的州，在知识经济和创新能力表现也很好（分别位列第５和第

１２），但在全球化表现落后（第６４）。

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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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律所解析人工智能专利申请现状、挑战和关键因素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４日，加拿大律所 ＢｅｎｎｅｔｔＪｏｎｅｓ发布解析人工智能专利发展态

势的文章。主要讨论了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情况，概述了人工智能专利

面临的挑战，以及企业在进行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时应考虑的关键因素。

　　１．人工智能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加拿大知识产权局发布的相关报告［３］指出，２００２年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专利不

到２，０００件。２０１７年，这一数字大幅增加，略低于２０，０００件。此后，人工智能专利

授权量持续增加。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的相关报告［４］指出，２００２至２０１８年，美国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从２００２年的３０，０００件增加至２０１８年的６０，０００多件。截至

２０１８年，人工智能领域前３０位专利权人都来自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包括ＩＢＭ、微

软和谷歌等［５］。

［３］推进人工智能：突出加拿大专利总体形势．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ｃ．ｇｃ．ｃａ／ｅｉｃ／ｓｉｔｅ／ｃｉｐｏ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ｐｉｃ．ｎｓｆ／ｅｎｇ／
ｈ＿ｗｒ０４７７６．ｈｔｍｌ
［４］《发明人工智能：用美国专利追踪人工智能的传播》，２０２０年１０月（美国专利商标局），第２页。
［５］《发明人工智能：用美国专利追踪人工智能的传播》，２０２０年１０月（美国专利商标局），第１０页。

　　２．人工智能专利应用领域

人工智能的创新涉及多个行业和领域。人工智能已被应用于医疗系统和诊

断、自然语言处理、复杂的自动驾驶车辆控制等领域。

（１）亚马逊技术公司：美国专利号１０７０６４５０（用于生成意图感知建议的人工智

能系统），训练并使用机器学习模型，从用户搜索查询中预测用户意图，进而生成商

品的自定义内容推荐。

（２）谷歌旗下ＤｅｅｐＭｉｎｄ：美国申请号１７／２６６７２４（用于确定蛋白质结构的机器

学习），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从氨基酸序列中确定蛋白质的三维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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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苹果公司：美国专利号１００４３５１６（智能自动助理），类似苹果 Ｓｉｒｉ的发明，

使用机器学习模型进行语音识别。

　　３．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面临的挑战

与大多数软件相关的专利类似，人工智能应用也面临许多障碍。主要包括：

（１）人工智能是可申请的专利主题吗？

在许多司法管辖区，数学算法不能授予专利权，使用计算机实现数学算法本身

并不能将算法作为可授予专利权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机器学习模型仅仅是体

现在计算机中的数学算法。

（２）人工智能具有新颖性且非显而易见的吗？

机器学习模型及其使用或应用应具有新颖性，和／或是对现有技术的非显而易

见的扩展。

（３）描述是否充分？

描述一种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和系统，若没有进一步的细节可能很难满足

专利申请需要的充分公开的要求。

　　４．撰写人工智能专利时应考虑的问题

（１）解决现实问题

人工智能如何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是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判定可授予专利权

主题的重要因素。例如，欧洲专利实践强调“应用人工智能”，提出如何应用人工智

能模型来改进或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这有助于确定本发明是否作出了技术贡

献，而不仅仅是数学算法。

（２）改进计算机功能

即使人工智能没有以实际方式应用，人工智能发明也可以提出其他类型的改

进，使其成为可获得专利的主题。例如，如果相关改进与计算机功能增强有关，那

么这也可以证明改进是一个物理结果，而不仅仅是数学公式。这种类型的框架更

适合“核心ＡＩ”类型的发明。

（３）硬件环境

机器学习模型通常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使用。例如，模型应用于从传感器接收

物理数据并处理数据。描述这种硬件环境可以为请求保护的发明增加物理维度，

９知识产权动态



这也有助于克服不符合专利申请主题的障碍。此外，它可以为整体概念增加新

颖性。

（４）模型输出的后处理

如何进一步处理模型的输出结果也可以解决不符合专利主题和新颖性的障

碍。例如，如果输出结果可赋予现实世界独特的物理变化，即证明发明不仅仅是数

学算法，体现整体概念的新颖性。

（５）描述训练模型

通常不可以概括地描述“任何”机器学习模型都可以实现发明，专利申请应至

少描述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以满足许多司法管辖区的披露要求。在开发和描述

新的模型体系结构方面也可能具有新颖性。

（６）模型是如何训练的？

在某些情况下，解释如何训练机器学习模型也是满足充分披露要求的重要因

素。在如何训练模型以适应特定用例方面、或者生成更精确的训练模型方面，可能

会增加新颖性。

李姝影　检索，胡海燕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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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ＷＩＰＯ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２０２２》

【摘要】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２０２２》（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２２），统计显示，２０２１年，全球专

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的知识产权申请量创下新高，展现了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在

２０１９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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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分析来自１５０个国家／地区知识产权的最新数据（表１），发现中国的专利

申请量大幅增长，韩国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也做出了有力的贡献，是２０２１年

全球增长的主要动力。主要内容如下。

表１　２０２２年全球知识产权申请情况

知识产权申请量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增长率（％），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专利 ３，２８１，９００ ３，４０１，１００ ３．６

商标 １７，１９３，８００ １８，１４５，１００ ５．５

工业品外观设计 １，３８７，８００ １，５１５，２００ ９．２

植物新品种 ２２，６２０ ２５，３４０ １２．０

　　１．专利

２０２１年，世界各地的创新者提交了３４０万件专利申请，同比增长３．６％，亚洲受

理的申请量占全世界申请总量的６７．６％。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２０２１年受理了１５９

万件专利申请，这一数量与排名第２至第１３位的１２个知识产权局的总量相近。其

后依次的是美国（５９１，４７３件）、日本（２８９，２００件）、韩国（２３７，９９８件）和欧洲

（１８８，７７８件）。五大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数量占世界总量的８５．１％。在排

名前２０位的知识产权局中，大部分（２０家中的１５家）在２０２１年受理的专利申请量

高于２０２０年。增幅最大的是南非（＋６３．９％）、以色列（＋１８．３％）、墨西哥（＋

１２９％）、澳大利亚（＋１０．６％）和新加坡（＋１０％）。非居民专利申请的增长是整

体增长的主要动力。

亚洲各地受中国专利申请增长的推动，２０２１年受理的申请数量占全世界申请

总量的三分之二（６７．６％），相比２０１１年的５４．６％有显著增加。北美受理的申请量

占世界总量的１８．５％，欧洲的占比略超十分之一（１０．５％）。非洲、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以及大洋洲的份额共占３．４％。

全球有效专利数量在２０２１年增长了４．２％，达到约１，６５０万件。中国有效专

利数量达到３６０万件，超过美国成为２０２１年有效专利数量最多的区域，其后依次

是美国（３３０万件）、日本（２００万件）、韩国（１２０万件）和德国（８８万件）。２０２１年，

中国的有效专利数量增长最快（＋１７．６％），其后是德国（＋５．２％）和韩

国（＋５．２％）。

由于专利申请和公布之间的时间滞后，２０２１年的技术领域统计尚不完全。

２０２０年（目前可获得完整数据的最新一年），计算机技术是全球已公布专利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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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频率最高的技术领域，占所有已公布申请的十分之一（１０．２％），其后依次是电

气机械（６．５％）、测量（５．７％）、数字通信（５．１％）和医疗技术（５％）。

　　２．商标

２０２１年，全球约有１，３９０万件商标申请，涵盖了１，８１０万个类别。申请中指定

的类别在２０２１年显著增长了５．５％，连续第１２年增长。排名前２０中，有１８个主

管局的商标申请活动量有所增长，有１１个主管局在２０２１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从韩国的１２．７％到英国的６１．８％不等。各主管局的增长来源不同。例如，国内申

请的增长推动了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的增长，而国外申请的增长主要促成了加拿

大、瑞士和英国的增长。

［６］商标申请活动指的是商标申请中指定的总类数。
［７］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活动指的是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中包含的外观设计总项数。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活动数量［６］商标申请活动指的是商标申请中指定的

总类数最多，按类统计约９５０万件，其后依次是美国（８９９，６７８）、欧洲（４９７，５４２）、印

度（４８８，５２６）和英国（４５０，８１５）。

２０２１年，亚洲占所有商标申请活动量的６９．７％，高于２０１１年的４４．７％。欧洲

的份额从２０１１年的３１．６％下降至２０２１年的１５．７％。北美占比５．９％，而非洲、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大洋洲在２０２１年的份额为８．７％。

研究和技术是２０２１年申请人在国外寻求商标保护最多的行业，占全球非居民

商标申请量的２０％。其后依次是卫生（１３．８％）、服装及配饰（１２．８％）、休闲和教

育（１０．５％）、家用设备（９．７％）、农业（９．６％）和商业服务（９．５％）等。

据估计，２０２１年１４９个知识产权局约有７，３７０万件有效商标注册，比２０２０年

增长１４．３％，其中，仅中国就有３，７２０万件，美国（２８０万）和印度（２６０万）次之。

　　３．工业品外观设计

２０２１年，全球共提交了约１２０万件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７］，其中包含１５０万项

外观设计。２０２１年，外观设计的数量增长了９．２％。２０２１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受理的申请中包含了８０５，７１０项外观设计，占世界总量的５３．２％。其后依次是欧

盟（１１７，０４９项）、英国（７４，７８１项）、韩国（６９，２４８项）和土耳其（６５，９２４项）。由于

英国脱欧，其在２０２１年受理的外观设计申请比２０２０年增加了２．３倍，是第三活跃

的主管局，在世界排名中上升了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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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 ２０的主管局中，英国（＋１２８．５％）、印度（＋６７．６％）、墨西哥

（＋３８４％）和土耳其（＋３８．３％）在２０２１年的外观设计申请活动量增长强劲。非

居民申请活动的增加推动了墨西哥和英国的增长，而居民申请活动量的增加是印

度和土耳增长的主要来源。

２０２１年，亚洲在所有外观设计申请中占６９．３％，高于２０１１年的６４．１％。欧洲

从２０１１年的２８．９％下降至２０２１年的２３．３％，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大

洋洲的份额为７．４％。

２０２１年，范围内的有效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总量增长了１０．９％，达到约５３０万

项。有效注册数量最多的是中国（２６０万项），其后依次是韩国（３８８，５００项）、美国

（３８１，５４９项）、欧盟（２６８，１５０项）和日本（２６３，２７４项）。

２０２１年，全球外观设计申请活动中占比最大的分别是家具和家居用品

（１７８％）、纺织品和配件（１４．７％）、工具和机械（１１．８％）、电力和照明（９．９％）以

及信通技术和音像业（８．５％）。

　　４．植物新品种

２０２１年，全球共提交了约２５，３４０项植物新品种申请，较２０２０年增长了１２％。

中国在２０２１年受理了１１，１９５件植物新品种申请，约占全球总量的４４．２％。其后

依次是欧洲（３，４８０件）、美国（１，９０２件）、乌克兰（９４４件）和荷兰（８３６件）。

排名前５的主管局中，中国（＋２４．９％）和美国（＋３２．８％）在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１年

间的申请量呈现两位数的增长，而乌克兰（－２５．１％）在同一时期受理的申请量大

幅减少。

　　５．地理标志

２０２１年，全球９３个国家和地区共有约６３，６００个受保护的有效地理标志。中

国（９，０５２）有效地理标志数量最多，其后依次是匈牙利（７，７４３）、捷克（６，２７２）、斯

洛伐克（６，１１２）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６，０８７）。欧盟国家排名较高，是因为

通过欧盟区域体系生效的５，０７６个地理标志在每个成员国都有效。与“葡萄酒和

烈酒”有关的有效地理标志占２０２１年世界总量的５１％左右，其后依次是农产品和

食品（４３．６％）以及手工艺品（３．９％）。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２２／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１３．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２０２１年全球知识产权申请量创历史新高，亚洲推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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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０日

技术观察

稀土永磁材料研发与技术竞争态势分析

【摘要】本文从产业信息、论文信息和专利信息角度，利用计量、标引、共现和关

联分析，对稀土永磁材料进行多维度分析，梳理出稀土永磁材料相关的国内外稀

土研究领域态势和稀土产业专利技术保护情况，以期为我国稀土永磁材料产业

发展提供信息支撑。

稀土永磁材料是稀土材料最重要的应用材料之一，是支撑现代电子信息产业

的重要基础材料之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正是由于广泛采用了稀土永磁材

料，众多电子产品的尺寸进一步缩小，性能大幅改善，从而适应了当今电子产品轻、

薄、小的需求发展趋势。稀土永磁材料研发与技术竞争态势的分析为稀土永磁材

料的研发和应用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撑。

　　１．稀土永磁材料的产业化情况分析

上世纪６０年代Ｓｔｒｎａｔ采用粉末法制作出第一块ＹＣｏ５永磁体，上世纪７０年代，

１：５型和２：１７型ＳｍＣｏ磁体逐渐发展成熟。近年来，钐钴磁体主要发展的是２：１７

型磁体。１９７７年，Ｏｊｉｍａ等用粉末冶金法制作出（ＢＨ）ｍａｘ高达３０ＭＧＯｅ的Ｓｍ（Ｃｏ，

Ｃｕ，Ｆｅ，Ｚｒ）７．２磁体。钐钴磁体由于其高性能和高工作温度，广泛用于航天、航空、

航海等要求较高的特殊环境领域。

８０年代初，日本住友特殊金属公司Ｓａｇａｗａ等人首先用粉末冶金法制备出 Ｎｄ

ＦｅＢ系永磁体，磁性能高达２８６ｋＪ／ｍ３。不久，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用快淬和热处

理的方法成功研制出Ｈｃ＝１１９４ｋＡ／ｍ、（ＢＨ）ｍａｘ＝１０３．５ｋＪ／ｍ３的ＮｄＦｅＢ永磁体。

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因此稀土永磁材料也逐渐发展成为很多

日本、美国和欧洲大型企业的主营业务。其中较有国际影响力且市场占有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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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企业包括：美国希捷科技、美国西部数据、美国通用电气、美国 ＩＢＭ、日本东

芝、日本日立金属、日本ＴＤＫ、日本信越化学、韩国三星、芬兰Ｎｅｏｒｅｍ、美国麦格昆磁

和德国ＶＡＣ公司。

我国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具备发展稀土产业的资源基础。然而由于种种原

因，我国长期处于稀土产业链的资源供给端，在高附加值的稀土应用材料端相对较

为薄弱。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对于稀土产业的调整步伐，稀土产业已进入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中国稀土资源集团成功组建，为产业发展注入

新的强劲动力；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离子型稀土原矿浸萃一体化、铈磁体等技术实

现工程化应用，稀土功能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组建成立；应用产业

加速向高端迈进。中科三环、江西金力永磁、横店集团东磁、宁波韵升、烟台正海、

英洛华、成都银河磁体、安泰科技、北京京磁、北京三吉利新材料有限公司、福建省

长汀金龙稀土有限公司等稀土永磁材料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逐渐发展壮大，越来

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

　　２．稀土永磁材料的研究领域态势

选取ＷＯＳ核心合集的ＳＣＩＥＸＰＡＮＤＥＤ数据库，时间跨度设为所有年份（１９００

２０２１），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６月，检索共获得９４７３篇论文，采用Ｅｘｃｅｌ、Ｄｅｒｗｅｎｔ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ＤＤＡ）等工具进行分析。

１９９０至２０２０年，全球关于稀土永磁材料研究处于持续发展阶段，发文量从１００

篇增长到５００篇以上。截至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全球关于稀土磁性材料研究的发文

量已达５１７篇。

稀土永磁材料相关技术研究主要分布于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此外，波兰、印度、巴西也有较多论文发表。在发文量排名前２０的国

家中，中国位居榜首，其后依次是美国、日本、德国，其中，中国发文量超过２５００篇，

美国和日本的总发文量相近，在１３００篇左右，德国接近７００篇，其它国家发文量均

在５００以下。

发文量最多的ＴＯＰ４国家的论文总被引次数也居ＴＯＰ４水平，法国、英国和印

度的论文总被引次数较多。可见，法国、英国和印度国家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的研

究水平较高。值得关注的是，法国的论文篇均被引次数是最高的，因此，法国在稀

土永磁材料领域的相关研究值得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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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稀土永磁材料论文发表趋势

表２　ＴＯＰ１０国家／地区稀土永磁材料论文发表及引用情况

国家／地区 发文数量（篇）
总被引

频次 排序

篇均被引

频次 排序

合计 ８０７２ ２３１５０２ — ２８．６８ —

中国 ２６０１ ６１４６２ １ ２３．６３ ７

美国 １３８６ ５５８２５ ２ ４０．２８ ３

日本 １３３３ ３２４３９ ３ ２４．３４ ６

德国 ６９４ ２８０１６ ４ ４０．３７ ２

韩国 ４４７ ６８５８ ８ １５．３４ ９

英国 ４１９ １３２４５ ６ ３１．６１ ５

法国 ３９５ １６９１７ ５ ４２．８３ １

俄罗斯 ３５１ ６４０５ ９ １８．２５ ８

波兰 ２５８ ３４２８ １０ １３．２９ １０

印度 １８８ ６９０７ ７ ３６．７４ ４

结合重点机构稀土永磁材料论文发表及引用情况（表３）来看，稀土永磁材料

领域发表论文量最高的ＴＯＰ１０家机构中，有５家中国机构，分别为中国科学院、中

国钢铁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２家日本机构是东北大学

和国家材料科学研究所，英法德各１家机构。其中，北京工业大学的总被引次数和

篇均被引次数均为最高。可见，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我国研究机构的研究水平达

到了较高水平，日本、英国和法国相应机构也值得重点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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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重点机构稀土永磁材料论文发表及引用情况

序号 机构 发文数量（篇）
总被引

频次 排序

篇均被引

频次 排序

１ 中国科学院 ４２０ ４８２８ ４ １１．５０ ９

２ 东北大学（日本） ２０６ ５７９３ ３ ２８．１２ ３

３ 中国钢铁研究院 １９６ ２２０６ ９ １１．２６ １０

４ 国家材料科学研究所（日本） １８５ ５８５４ ２ ３１．６４ ２

５ 北京工业大学 １５９ ９３１８ １ ５８．６０ １

６ 北京科技大学 １３６ ２６１６ ６ １９．２４ ６

７ 伯明翰大学（英国） １２７ ２３４２ ８ １８．４４ ７

８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 １２３ ３０４０ ５ ２４．７２ ４

９ 莱布尼茨固体与材料研究所（德国） １２１ ２６１４ ７ ２１．６０ ５

１０ 浙江大学 １１１ １６４９ １０ １４．８６ ８

　　３．稀土永磁材料专利技术布局与保护

　　（１）专利年度申请量及趋势分析

早在１９６７年就有２件稀土永磁材料相关专利申请，此后每年均有少量专利申

请，从１９８６年起申请量开始快速增长，２０１１年每年专利申请量在 １０００件以上。

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９年，稀土永磁材料每年的专利申请量均在１５００件以上。每年专利公

开数量和专利申请数量保持类似的趋势。可见，稀土永磁材料领域一直是研究者

们专利申请和专利布局的重点领域。

　　（２）专利技术布局公开国／地区分析

稀土永磁材料专利申请的主要优先权国家为日本、中国，尤其是日本长期以来

是该领域的主要专利技术输出国，其后依次是美国、德国、韩国、英国、法国和意大

利。这些国家的专利申请人长期重视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的专利布局，布局持续

性较好。还有较多专利申请以 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或 ＥＰＯ专利申请为基础提出优

先权请求。

中国是全球稀土永磁材料专利公开量最多的国家，尤其是２０１３年以来，每年

的专利公开数量激增。日本、美国、韩国、德国、中国台湾、俄罗斯和印度也有较多

的专利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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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稀土永磁材料专利申请优先国年度趋势

图３　稀土永磁材料专利申请公开国年度趋势

　　（３）专利技术分布分析

① 技术构成与分布（基于ＩＰＣ小组）

从技术构成和分布来看，Ｈ０１Ｆ４１／０２（用于制造磁芯、线圈或磁体的设备或方

法）、Ｈ０１Ｆ１／０５７（含稀土金属和Ⅲａ族元素的材料，如Ｎｄ２Ｆｅ１４Ｂ）、Ｈ０１Ｆ１／０８（压制

的、烧结的或黏结在一起的颗粒状磁性合金或金属）专利量最多，其中用于制造磁

芯、线圈或磁体的设备或方法技术主题下的专利达到了５８５７件，含稀土金属和Ⅲａ

族元素的材料，如Ｎｄ２Ｆｅ１４Ｂ技术主题下的专利达５３７８件。整体来看，用于制造磁

芯、线圈或磁体的设备或方法、钕铁硼永磁材料、永久磁体、烧结或热压制备磁性粉

体或金属、稀土合金是专利申请量最大的技术主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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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稀土永磁材料全球专利技术构成图

② 技术主题申请趋势

Ｈ０１Ｆ４１／０２（用于制造磁芯、线圈或磁体的设备或方法）、Ｈ０１Ｆ１／０５７（含稀土金

属和Ⅲａ族元素的材料，如Ｎｄ２Ｆｅ１４Ｂ）、Ｈ０１Ｆ１／０８（压制的、烧结的或黏结在一起的

颗粒状磁性合金或金属）在 ２０１１至 ２０１６年快速增长，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其中

Ｈ０１Ｆ１／０８（压制的、烧结的或黏结在一起的颗粒状磁性合金或金属）专利申请量下

降趋势更加明显。

图５　稀土永磁材料不同技术主题的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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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主要申请人分析

① 全球申请人ＴＯＰ１５排名

ＴＯＰ１５的专利申请人中，均为中国和日本的专利申请人，中国的专利申请人包

括北京中科三环、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西城区新开通用试验厂和烟台首

钢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的重点专利申请人均为公司，包括 ＴＤＫ、信越化学、

日立、住友、丰田、精工爱普生、日东电工、因太金属、日立制作所和松下电器产业。

图６　稀土永磁材料全球重点申请人

分析ＴＯＰ１５专利申请人近２０年的申请趋势，发现日本在稀土永磁材料方面

的专利布局持续性较强。我国的中科三环自２００５年开始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进

行专利布局，专利布局持续时间也较长。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烟台首钢磁性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则分别自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０８年开始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进行专利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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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稀土永磁材料ＴＯＰ１５专利申请人的申请趋势

② 全球ＴＯＰ申请人主要技术布局

全球重点申请人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布局重点在于稀土永磁体、稀土合金、稀

土金属粉末加工及预处理、镍或钴基合金。其中，日本重点申请人在稀土金属粉末

加工领域专利布局数量和比例更多一些，并且相对我国在该领域的重点申请人而

言，更加重视在镍及钴基合金和有色金属合金的制造等技术的专利布局。

图８　稀土永磁材料ＴＯＰ１５专利申请人的技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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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在华专利分析

（１）年度申请趋势及法律状态分析

从稀土永磁材料在中国专利申请趋势来看，稀土永磁材料自我国专利制度建

立伊始的１９８５年就出现了专利申请，自２０００年开始，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每年都

在１００件以上，２０１０年开始，专利申请量急剧增长，到２０１３年，每年的专利申请量

都在１０００件以上。专利公开趋势和专利申请趋势类似。

稀土永磁材料在华专利的当前法律状态呈现多样性特征，目前授权有效６２０１

件，占４１％左右，撤回１７９１件，驳回１１９１件，两者各占２０％左右，还有３５７６件约

２４％的专利未缴年费，期限届满的有３６０件，即有３６０件专利维持到期限届满才失

效。另有６件全部无效，１件全部撤销。由此，稀土永磁领域高价值专利较多，法律

诉讼和无效也较为活跃。

图９　稀土永磁材料在华专利年度申请趋势

（２）主要申请人和发明人分析

稀土永磁材料中国专利重要申请人分析可知（图１０），ＴＯＰ１５的重要申请人

中，日本有３家，分别为ＴＤＫ、日立金属和住友，其余１２家均为中国专利申请人，其

中北京中科三环以２６６件专利申请排名第一，安徽大地能则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

布局了１２４件专利申请，１２家中国重点申请人中有４家高校和科研院所，７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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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Ｔ申请量最大的是日立金属，有９１件 ＰＣＴ申请，国内重点申请人中科三环布局

了２件ＰＣＴ申请，中科三环、安徽大地能和西城新开通用试验厂还布局了较多的实

用新型专利。

图１０　稀土永磁材料中国专利重要申请人

图１１　中国有效专利申请重要申请人

从中国有效专利申请的重点申请人来看，ＴＯＰ１５的重点申请人日本占到了４

家，分别为ＴＤＫ、日立金属、信越化学工业和丰田自动车。其中ＴＤＫ以１４１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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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位居第一，中科三环、安徽大地能、宁波材料所、中国科技大学、京磁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也有较多的中国有效专利申请。

（３）在华专利申请转让分析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稀土永磁材料在华转让呈现增加，尤其是自２０１０年以来，转让

数量逐年增加，近年来已经增长到每年２００余件。在华转让数量最多的专利权人

是株式会社新王磁材，达到了６３件，其后依次为昭和电工，转让了２２件专利。沈

阳中北真空磁电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兴德磁业有限公司和宁波新鑫磁业科技有限

公司则转让了较多数量的实用新型专利。

图１２　稀土永磁材料在华专利转让趋势及主要转让人

　　５．小结

（１）从产业调研来看，稀土永磁材料在欧美日发达国家具有长期的产业积累，

涌现出了较多的大型企业。我国稀土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中，已进入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高新技术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竞争中。

（２）从技术研发来看，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针对稀

土永磁材料开展了较多研究，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优势明显。中国科学院、中

国钢铁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是该领域比较活跃的研究

机构，日本的东北大学和国家材料科学研究所，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法国的国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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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中心和德国的莱布尼茨固体与材料研究所也值得重点跟踪。

（３）从技术布局来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稀土永磁

材料领域一直是全球研究人员专利申请和布局的重点领域。专利技术的主要输出

国为日本、中国、美国、德国、韩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中国则是全球稀土永磁材

料专利申请者最为重视的公开国，尤其是近十年来每年的专利公开数量激增。其

次，日本、美国、韩国、德国、中国台湾、俄罗斯和印度也有较多的专利公开。

（４）永磁电机应用相关的技术主题、钕铁硼永磁材料及永磁材料的压制和烧结

制法是稀土永磁材料专利布局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其中永磁材料的压制和烧结

制法的专利布局近年来有变弱的趋势。

（５）中国和日本高新技术企业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专利布局活动较为活跃。

日本ＴＤＫ、信越化学、日立、丰田汽车公司、因太金属、日立制作所和松下电气产业

近二十年来的专利布局持续性较强。我国中科三环自２００５年开始在稀土永磁材

料领域进行专利布局，专利布局持续时间也较长。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烟台

首钢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则分别自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０８年开始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

进行专利布局。日本住友和精工爱普生近年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未进行专利

布局。

（６）全球重点申请人在稀土永磁材料领域布局重点在于稀土永磁体、稀土合

金、稀土金属粉末加工及预处理、镍或钴基合金。其中，日本重点申请人在稀土金

属粉末加工领域专利布局数量和比例更多一些，相对我国的重要申请人而言，更加

重视在镍及钴基合金和有色金属合金的制造等技术专利布局。

（７）稀土永磁材料在华专利的当前法律状态呈现多样性特征，目前授权有效专

利占比不高，约占全部专利申请４１％左右。期限届满有３６０件，另有６件全部无

效，１件全部撤回。稀土永磁材料领域我国高价值专利数量较多，法律诉讼和无效

也较为活跃。

（８）日本在我国的专利布局和运营活动活跃。日本的ＴＤＫ、日立金属和住友特

殊金属重视稀土永磁材料领域在我国的专利布局，其中，ＴＤＫ、日立金属、信越化学

工业和丰田自动车持有较多中国有效专利。这对我国稀土永磁材料领域构成了潜

在的知识产权风险。新王磁材和昭和电工是该领域在华转让专利数量最多的专利

权人。

（９）在我国的创新主体中，中科三环的专利布局能力较好，专利申请数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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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有一定ＰＣＴ申请布局，中科三环、安徽大地能和西城新开通用试验厂还布局了

较多的实用新型专利。与日本大型国际企业活跃的专利布局和运营活动相比，我

国稀土永磁领域专利布局活跃的多为市场化运营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参与国际

竞争的大型国有稀土产业集团的专利布局较弱。这也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在稀土永

磁领域潜在的知识产权风险。

郑丽丽，徐　扬，廖青云，赵亚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科技促进发展局关于开展２０２２年度

科技合作和知识产权相关工作统计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为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单位开展科技合作和知识产权工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

提升管理水平，科技促进发展局对院属单位２０２２年度科技合作和知识产权工作情

况进行统计。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填报主体和统计内容

　　（一）科技合作工作

１．科技合作统计工作的填报主体为院属各研究所和各分院（含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和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下同）。

２．２０２２年度科技合作统计主要包括７张表格（详见附件１），分别是：表１．研

究所科技合作工作统计表；表２．新增转移转化项目统计表；表３．中国科学院科技

合作项目绩效统计表；表４．社会效益统计表；表５．科技副职工作情况统计表；表６．

与大学、其他科研机构、大型企业（集团）合作情况统计表；表７．被采纳的咨询报告

情况统计表。其中，各研究所填报表１、２、４、６、７；各分院填报表３和５。

　　（二）知识产权工作

１．知识产权统计年报的填报主体为院属各研究所和各转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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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２２年度知识产权统计年报主要包括７张表格和６个附件（详见附件２），

分别是：表１．机构概况；表２．知识产权概况；表３．知识产权人员情况；表４．知识产

权经费支出情况；表５．知识产权培训情况；表６．专利基本情况；表７．知识产权转移

转化总体情况；附件１．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总结；附件２．研究所知识产权委员会

名单；附件３．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办法；附件４．研究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奖励政

策；附件５．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专员年度工作备案表；附件６．知识产权转移转化

清单。

　　二、统计数据报送方式及时间要求

　　（一）科技合作统计

１．本年度科技合作统计数据主要通过各单位新一代ＡＲＰ系统采集（路径：新

一代ＡＲＰ系统－数据填报与统计管理平台－科技合作成效模块）。

各研究所的统计数据，须经所属分院审核，要求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前通过

ＡＲＰ科技合作管理系统完成提交，并将纸质材料２份同时报送相关分院；各分院负

责的统计数据（附件１中表３的统计数据除外）要求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前直接通

过ＡＲＰ科技合作管理系统提交科技促进发展局，并将加盖公章的纸质材料及汇集

的研究所材料１份报送科技促进发展局科技合作处（请发 ＥＭＳ邮政快递，收件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５２号，邮编：１００８６４，电话：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４８６）。

科技促进发展局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４日前将２０２２年度新增转移转化项目信息

（附件１中表２的统计数据）反馈给各分院；各分院按照附件１中表３的内容和要

求进行调查统计，要求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０日前将电子版数据录入ＡＲＰ科技合作管

理系统。

　　（二）知识产权工作统计

１．院属研究所通过新一代ＡＲ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路径：新一代ＡＲＰ系统－

知识产权－年度统计－院统计年报）填报本年度知识产权统计数据，并导出打印纸

质文档１份，加盖单位公章。

２．转制单位从院知识产权网（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下载新版统计年报模板，填报

数据发送至ｉｐｏｆｆｉｃｅ＠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并打印纸质文档１份，加盖单位公章。

３．各单位纸质文档应与电子版内容保持一致。电子版数据报送截止日期

２０２３年１月３日；纸质文档（统计年报）请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０日前报送至科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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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请发ＥＭＳ邮政快递，收件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５２

号，邮编：１００８６４，电话：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７４０）。

　　三、联系人、联系方式

　　（一）科技合作工作

科发局科技合作处（业务咨询）

单耀莹，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４８６，ｙｙｓｈａｎ＠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数据核查）

许　轶，０２８８５２２８８４６，ｘｕｙ＠ｃｌａｓ．ａｃ．ｃｎ

张　娴，０２８８５２２９７９６，ｚｈａｎｇｘ＠ｃｌａｓ．ａｃ．ｃｎ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技术支持）

王佳宜，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９５５，ｗａｎｇｊｙ＠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

　　（二）知识产权工作

科发局知识产权管理处（业务咨询）

魏雪梅，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７４０，ｗｅｉｘｕｅｍｅｉ＠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

梁　栋，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２５４，ｌ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数据核查）

许　轶，０２８８５２２８８４６，ｘｕｙ＠ｃｌａｓ．ａｃ．ｃｎ

张　娴，０２８８５２２９７９６，ｚｈａｎｇｘ＠ｃｌａｓ．ａｃ．ｃｎ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技术支持）

陈　潇，１３８１００７０５３３，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ｃｎｉｃ．ｃｎ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统计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认真填报统计数据，实事

求是，按时完成统计任务。务必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准确性和一致性，避免出现数

据误报、错报、瞒报、漏报，或与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系统”填报数据不一

致等情况。

附件：

１．中国科学院科技合作统计年报（２０２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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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统计年报（２０２２年）

下载地址：ｈｔｔｐ：／／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ｇｇｌ／２０２２１１／ｔ２０２２１１３０＿４８５６６８０．ｈｔｍｌ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第六届创新与知识产权论坛暨２０２２知识产权

学术年会在京举办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０日，第六届创新与知识产权论坛暨２０２２知识产权学术年会在

线上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

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和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共

同主办，主题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

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主持开幕式。

来自有关国际组织、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共话知识产

权发展。会议由主论坛和分论坛组成，１４００余人次在线参会。

主论坛上，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肖兴威，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晓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吴汉东，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

司司长葛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中国办事处主任刘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三庭审判长、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挂职）秦元明分别做了主旨发言。

主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马一德教授主持。当日下午的分论坛上，

５０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知识产权管理运

营”和“知识产权与竞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形成了一些有深度的观点和意见建

议。潘教峰在论坛工作总结时强调，要用好论坛成果，认真梳理各位专家报告的观

点和建议，在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智库作用的同时，凝炼研究问题，开放式组织研究，

以研究促进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凝聚学术共同体。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ｓｄ．ｃｎ／ｔｔｘｗ１／ｚｌｙｊｙｔｔ／２０２２１１／ｔ２０２２１１２４＿６５５４０９４．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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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天院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９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以下简称“空天院”）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进行监督审核，旨在推动空天院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良好运行并持续改进，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体系建设、提高知识产权

管理效能。

本年度监督审核涉及的范围包括：管理层、科技促进发展处、办公室、科技处、

重大项目办公室、物资与条件处、八室、九室、十室、六部、一部。空天院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８日建立，２０２１年１２月通过初次认证，此次是初次认证之

后的第一次监督审核。

审核组对空天院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高度认可，认为体系建立的知识产权方

针与空天院定位及实际经营发展相适应；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组织健全，能保障体系

有效运行；组建了专业化的知识产权管理队伍，推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具有健全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专利许可、转让、作价投资前进行知识产

权尽职调查，有效规避风险。经过一天的详实审核，审核组得出的结论是有条件推

荐保持认证。空天院将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管理力度，保障管理体系的持续有效

运行。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ｒｃａｓ．ｃａｓ．ｃｎ／ｄｔｘｗ／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１２／ｔ２０２２１２０１＿６５５８０６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日

苏州医工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

程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苏州医工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开展第一次现场监督

审核，以评价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的持续符合性和有效性，确定是否推荐保持认

证。计划与质量处处长郭智慧以及知识产权体系工作组成员和项目组成员参加了

本次审核工作。本次审核的部门包括管理层、计划与质量处、成果转化处、科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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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部、资产财务处、医用光学技术研究室、医学检验技术研究室、医用声学技术研

究室。

审核组专家通过问询、记录审查、资料验证以及现场查看等方式，对我所知识

产权的日常管理、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等材料进行了全面审核与评估。经过一整天

细致深入的审核，审核组专家对我所建设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

成效给予充分肯定，本次审核未发现不符合项，审核组专家一致认为我所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符合标准要求，体系运行有效并持续改进，直接推荐保持认证。同时审核

组专家围绕项目立项前和执行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风险评估、创新点检索

和专利许可范围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性建议。

本次监督审核的通过，标志着苏州医工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持续有效，实

现了研究所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认证后一个认证周期的有

效运行。后续，计划处将根据审核组专家提出的建议项，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我所创新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我所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化再上新台阶。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ｂｅｔ．ｃａｓ．ｃｎ／ｘｗｄｔ２０２０／ｚｈｘｗ＿１６９６１４／２０２２１２／

ｔ２０２２１２０１＿６５５８１０７．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日

昆明植物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４至２５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开展第二次监督审核。研究所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最高管理者所长孙航、管理者代表副所长普诺·白玛丹增、知识

产权贯标工作组和推进小组成员，以及专题组知识产权专员参加了本次审核。

审核组结合线上线下模式，经过两天的细致工作，对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运行现状、管理措施和记录文件等进行了综合审查，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沟通

和交流。审核组认为，昆明植物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良好，体系运行符合《科

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标准要求，本次监督审核未发现不符合项，直接推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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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认证。同时，审核组专家对研究所今后高质量知识产权布局策划、兼职过程中的

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

最后，孙航所长对审核组莅临指导和监督审核表示感谢，并强调研究所将继续

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和服务工作，不断完善制度，加强培训交流，重视知识

产权全过程管理，为全面提升研究所知识产权的保护、运用和管理提供支撑和

保障。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ｂ．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１１／ｔ２０２２１１２８＿６５５６６９６．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日

南京土壤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再认证审核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７日至２８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组根据《科研组织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对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以下简称

“南京土壤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了再认证审核，经过两天的线上＋

线下审核，顺利通过本次再认证审核，并于１１月０８日取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再认

证证书。

南京土壤所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通过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认证，成为华东地区首家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的科研

机构，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所第四家通过认证的单位。经过三年的体系运行，南

京土壤所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各个环节均有所提升，规范了知识产

权管理，提升了全体成员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了知识产权管理队伍，强化科研项

目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促进了研究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我所科研创新活动提

供有力的保障。此次证书的取得，充分肯定了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及体系建设成果。

持续运行科学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将进一步促进我所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

工作。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ｓａｓ．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１１／ｔ２０２２１１１７＿６５４９７４５．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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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光机所开展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安光

机所”）综合科研处组织召开２０２２年度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会议，机关与研

究室相关部门主管人员、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全体贯标员和内审员共３０余人参加。

为确保内审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综合科研处提前进行了内审策划，并将内审计

划、各部门自查表提前发给了所内相关部门。

综合科研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汪欢对内审工作的目的和内容做简要介绍，感

谢各部门对内审工作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接下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陈东丽

老师对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内审员实操等进行培训，以便为内审工作的

顺利开展提供基础。内审工作分为四个小组进行，均按照《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

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手册》以及研究所其它相关制度，

结合研究所知识产权的目标任务，通过查阅资料、现场问询等形式，分别对管理、支

撑部门及相关研究室共１６个部门的知识产权工作内容进行了全面审核，检查了过

去一年里研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情况。

本次内审经过现场检查、综合分析，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是适宜的、

有效的，符合标准的。通过此次内部审核，形成了持续改进的机制，保障了体系的

有效运行。后期综合科研处将针对内审中的不完善事项一一协助相关部门一起尽

快完善、提高，以确保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外部监督审核工作的顺利完成。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ｏｐｔ．ｃａｓ．ｃｎ／ｇｂ２０１９／ｘｗｚｘ／ｓｎｘｗ／２０２２１１／ｔ２０２２１１２２＿６５５２０４９．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日

长春光机所１２人通过２０２２年所级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

“长春光机所”）组织２０２２年度长春光机所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１２人通过考

试。为提升本所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推动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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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管理进程，长春光机所着力培养专业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并通过所级知识产

权专员资格考试对专员进行业务考核和资质认定。２０２２年，长春光机所创新专员

培养方案，通过组织“科研项目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２０２２年系列培训，从管理概

述、技能培训、项目实战和陪伴成长多主题、全周期陪伴专员成长。同时为保证专

员学习效果，将参训情况作为专员考试报考资格的限定条件，经过培训和考试，新

晋知识产权专员的理论水平和实战能力得到快速提升，知识产权专员队伍建设取

得良好成效。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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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日

营养与健康所举办科研项目知识产权信息检索

与分析专题培训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２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以下简称“营养与健

康所”）举办“科研项目知识产权信息检索与分析”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特邀研究所

产业与技术情报部副研究馆员陆娇及范月蕾，为科研人员进行培训。培训会由产

业与合作处知识产权主管诸葛爱燕主持。陆娇首先介绍了生物医药领域专利文献

和专利检索的基础知识、专利信息的应用场景、如何检索和利用专利信息。随后，

以ｉｎｃｏＰａｔ、智慧芽、壹专利等专利数据库为例对检索分析进行演示操作，着重讲解

了如何检索特定药品相关专利、特定申请人相关专利、特定领域相关专利、特定领

域核心（重点）专利。在检索练习环节，两位老师通过现场交流答疑，对研究人员重

点关注的：如何利用商业专利数据库、设立分析检索要素、分析需求，制定检索策

略、得到分析结果及如何给出分析结论等问题进行了现场指导与解答。本次交流

培训加深了科研一线研究人员对专利信息检索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了科研人

员运用工具进行检索分析的技能，加强了相关研究领域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布局

和保护。今后，研究所将会结合各研究组的实际需求，不定期举办知识产权相关培

训活动，促进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激发科研人员对知识产权保护

和成果转化的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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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ｈ．ｃａｓ．ｃｎ／ｘｗｇｇ／ｘｗｄｔ／２０２２１１／ｔ２０２２１１２５＿６５５５２９９．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日

信息扫描

国际商标协会发布未来各国知识产权局报告建议清单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国际商标协会（ＩＮＴＡ）宣布为配合《未来知识产权局（ＩＰＯ）

报告》制定检查清单（“核对表”）。该清单旨在为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局提供全面

的资源，阐明其未来的业务和结构，并积极主动满足相关规划和定位的要求，加快

落实报告建议的能力。该报告从两个主要角度阐述了ＩＰＯ面临的主要挑战：（１）传

统角色或核心任务；（２）在支持和激励创新方面发挥的更广泛作用。

核对表试图帮助 ＩＰＯ明确其战略重点，评估是否具备实现目标的良好基础。

核对表利用平衡计分卡进行评估，使 ＩＰＯ有机会根据其可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监

管要求，与各利益相关者确定未来的机会。清单将报告中讨论的所有能力和活动

分解为基础项目、核心项目和超越核心项目。由此可以帮助ＩＰＯ确定优先事项，评

估应首先开展哪些活动。此外，还有一些能力取决于实现基本优先事项，而这些优

先事项又要求确定ＩＰＯ发展的关键阶段和重点。制定该清单的智囊团由一个专家

团队组成，包含了往届和现任的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他们代表了这些ＩＰＯ所服务国

家的不同地区、ＩＰＯ规模和发展水平。

李姝影　检索，胡海燕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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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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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癌症登月加速审查试点计划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８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联邦公报通知，宣布正在实

施“癌症登月加速审查试点计划”，以取代加速审查癌症免疫治疗试点计划［８］，此举

将扩大合格技术的范围，被纳入新试点计划的专利申请将提前审查（给予特殊地

位），进一步加速健康和医疗领域的专利创新，并有助于实现拜登总统提出的在２５

年内将癌症死亡率降低至少５０％的目标。该计划将从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开始接受

申请，截至２０２５年１月３１日，或ＵＳＰＴＯ手里１，０００件可授权申请的日期（以较早

者为准）。新计划将加快对预防癌症和癌症死亡率的广泛技术的审查，以支持拜登

总统的癌症登月计划。ＵＳＰＴＯ将致力于提供全新且覆盖广泛的试点计划，以帮助

加快关键技术的专利申请，将这些解决方案推向市场。

［８］癌症免疫治疗试点计划于２０１６年首次实施，加快了对与使用免疫疗法治疗癌症的方法有关的合格专利申
请的审查。该计划将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１日终止。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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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保留欧盟法律和知识产权
最新指南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５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保留欧盟法律（ＲＥＵＬ）和知

识产权的最新指南，公布了２０１８年脱欧法案第６（７）条定义的保留欧盟法律清单

（６７项），主要涉及版权、商标、外观设计、知识产权执法、专利在内的ＵＫＩＰＯ政策职

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

英国政府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推出《保留欧盟法律（撤销和改革）法案》，并于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５日进行了二次解读。该法案的目的是对英国法规上原欧盟法律进

行修改、废除或取代，以减轻英国企业的监管负担和成本，这将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

日前结束欧盟法律在英国的特殊地位。英国政府承诺仍然遵守所有国际义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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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北爱尔兰议定书》、《退出协定》和其他国际条约中的义务）。该法案将对知识

产权产生影响，涵盖商标、外观设计、版权、专利、补充保护证书（ＳＰＣ）和商业秘密

的保护与执法。同时，许多知识产权领域都与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政策相互依

存，包括药品监管、电子商务、地理标志、竞争法和海关条例。未来ＵＫＩＰＯ将继续考

虑知识产权政策领域的立法，并持续修订与补充。

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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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德国研究基金会资助１３个新合作研究中心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５日，德国研究基金会（ＤＦＧ）将投入１．６６亿欧元用于未来四年

建设１３个新的合作研究中心（ＳＦＢ），涵盖微生物、稀土金属和植物健康等多个技术

领域。德国研究基金会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大学在特别研究领域的高精尖研究。新

的研究中心自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起连续四年获得总计约１．６６亿欧元的资助，其中包

括２２％的间接费用津贴。除了建立１３个新机构外，ＤＦＧ同意延长其资助时间。合

作研究中心允许研究人员从事具有创新性、挑战性和时间周期较长的研究项目，以

便促进大学重点领域的发展、完善创新体系。合作研究中心的资助期限最长可达

１２年。科学家通过技术转移项目（ＴＲＲ）与商业公司或非商业、非营利组织合作制

定工作计划，以促进基础科学知识和成果的应用。同时，来自应用领域合作伙伴的

新问题和反馈将回流到科学中。合作研究中心可随时申请特定研究领域技术转移

项目，应用领域合作伙伴也将做出适当的贡献。

李　硕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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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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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计划成立尖端半导体研究技术中心

开发量产２纳米半导体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１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将于２０２２年年底成立芯片研发机构

尖端半导体技术中心（ＬＳＴＣ）。同时，日本将成立 Ｒａｐｉｄｕｓ公司作为下一代半导体

的量产基地。具体内容包括：（１）研究开发重点：基于日美合作的２纳米半导体集

成化技术和短周转时间（ＴＡＴ）制造技术的研发。ＬＳＴＣ计划在２０２５２０３０年左右具

备大规模生产２纳米先进制程半导体的能力，于２０２７年量产全球尚未投入实际使

用的２纳米或者更高端的半导体。（２）Ｒａｐｉｄｕｓ由丰田汽车、索尼、日本电装、铠侠、

软银、ＮＥＣ、ＮＴＴ、三菱日联银行等８家公司联合出资，其中三菱日联银行出资３亿

日元，其他公司均出资１０亿日元，日本政府也将提供７００亿日元的补贴。（３）下一

代半导体能够为量子、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带来重大革新。日本将在与海外的研

究机构和产业界合作的同时，通过日本国内学院和产业界的共同努力，实现强化半

导体相关产业竞争力的目标。

闫欣悦　编译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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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公布２０２０年区域科学技术指标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５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公布了２０２０年日本区

域科学指标调查结果。调查涵盖了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共研究机构、大学、地方

政府科学技术相关预算、科学研究经费资助、产学研合作、专利和论文８个维度，对

日本各地区的科技资源和活动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人口和企业集中

的大都市圈，科学技术维度的数值较高，区域创新潜力大；同时，在研发经费和人才

资源分配方面，区域间的差异扩大，资源配置集中在企业和大学聚集的以东京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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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三大都市圈［９］。

［９］日本三大都市圈：指东京都市圈（又称首都圈、东京圈）、大阪都市圈（又称近畿圈、大阪圈）和名古屋都市
圈（又称中京圈、名古屋圈）。

［１０］都道府县：日本的行政区划，一般分为都、道、府、县（广域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市、町、村、特别区（基础地
方公共团体）两级。

［１１］知识产权组合优化技术保护（ＩＰＭＩＸ）战略指的是根据技术特性，综合利用专利、商业秘密、外观设计、商
标等各种知识产权，对技术进行全方面保护的战略。随着技术霸权竞争的加剧，技术泄露给韩国带来的损失越

来越大，企业、研究所、大学等对技术保护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据韩国产业联合会２０２２年１０月统计数据，韩
国每年因技术泄露造成的损失规模为５６．２万亿韩元，约占２０２１年韩国ＧＤＰ总量（２，０７１万亿韩元）的２．７％。
然而，大部分机构对知识产权资产的认识还不充分，缺乏对具体的技术保护方法的了解，在制定技术保护战略

方面存在困难。

主要结论包括：（１）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东京的各项指标都位列各个行政区

域首位。在产学官的地域资源和活动、产出等８个维度中，排名靠前或靠后的都道

府县［１０］的情况基本一致。在经济活动频繁、研究能力较强的大学聚集地区，科技

规模较大，集中度和密度也较高，而区域科学技术规模、集中度和密度的地域差异

较大。（２）区域间的差距分析，日本三大都市圈的研发费用和研发人员占总量的八

成左右，尤其是企业的研发费用占比８０％、专利申请量占比９０％，企业活动主要集

中于三大都市圈（特别是东京圈）；地方圈仅占两成，主要是源于大学的科技资源和

研究活动的支持；区域的研发费用、研发人员的聚集程度与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

高度相关且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据此了解各地的科技社区规模。（３）区域动态分

析方面，研究能力强的企业和大学相互集聚，在科学技术社区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圈

等都府县的增长最大；以企业活动为中心，东京圈各个维度增长较多，科学技术相

关资源集聚。

闫欣悦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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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５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组合优化技术保护战略指南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知识产权组合优化技术保

护（ＩＰＭＩＸ）战略［１１］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以支持企业、研究所、大学等加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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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保护。具体包括：（１）指南根据企业、研究所、大学等研发的不同技术特点，提出

了在专利和商业秘密中选择恰当保护手段的判断标准和实际案例。（２）为说明符

合行业特点且有效的技术保护方法，指南提供了材料、零部件、机械、装备、化学、医

药生物、电子、信息通信、航空航天等９大主要产业领域的知识产权组合优化技术

保护（ＩＰＭＩＸ）战略。（３）为在技术开发过程中实际体现知识产权组合优化技术保

护战略（ＩＰＭＩＸ），指南介绍了各种规模的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该指南由

负责商业秘密保护工作的ＫＩＰＯ和负责执行防止国家核心尖端技术流失海外的韩

国国家情报院产业机密保护中心共同制定。据悉，为实现技术的有效保护，根据技

术领域、机构的特点采取针对型战略，该指南将在技术研发和最佳技术保护战略的

制定过程中广泛使用。

姚梦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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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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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推进数字专利审判系统建设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７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宣布，从２０２３年开始的３年内，将

推进“数字专利审判系统”建设，以优化审判系统。计划在３年内（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

推进便民服务水平，改善审判方式，强化审判心理支援、完善审判基础设施等４个

领域的１１个具体课题。首年（２０２３年）计划投入４０．５亿韩元，重点改善便民服务

领域和审判方式。

主要推进内容包括：（１）在审判文件制作和证据提交便捷化方面提供支援。在

制作审判文件时，可以与ＫＩＰＯ的数据库关联，自动输入 ＫＩＰＯ相关信息，并主动检

查文件完整性、输入错误等功能。目前已实现在线提交视频证据功能，并改进了举

证材料的附件功能，防止输入失误，有望大幅减少因文件缺漏而导致的材料补正或

请求被驳回的现象。（２）完善在线文件送达和查阅功能。允许在线传输原本需要

邮寄的大量文件，接收专利申请材料的时间也从４天改为随时接收。（３）运用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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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ＡＩ）技术实现审判自动化。ＫＩＰＯ在自动识别和提取附加文件图像审查中，运

用了ＡＩ技术和光学字符识别（ＯＣＲ）技术，实现了审查自动化，将大幅减轻人工审

查工作，并进一步拓展到申请及授权领域。

姚梦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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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专利药品价格审查委员会（ＰＭＰＲＢ）是议会于１９８７年根据《专利法》（Ａｃｔ）成立的独立准司法机构。具有
双重监管和报告任务。通过其监管授权，确保在加拿大销售的专利药品的价格不会过高。ＰＭＰＲＢ还报告了所
有药品的药品销售和定价趋势以及专利权人的研发（Ｒ＆Ｄ）支出。此外，应卫生部的要求，根据该法第９０条，
ＰＭＰＲＢ根据国家药物使用信息系统（ＮＰＤＵＩＳ）倡议，对专利和非专利处方药的价格、利用和成本趋势进行严格
分析。其报告任务为药品付款人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以做出合理的、基于证据的报销和定价决策。

加拿大专利药品价格审查委员会发布２０２１年度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加拿大专利药品价格审查委员会（Ｐａｔｅｎｔ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ｒｉｃ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Ｂｏａｒｄ，ＰＭＰＲＢ）［１２］发布２０２１年度报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报告概述了

加拿大高成本药品销售的持续增长。２０２１年专利药品的销售额为１７４亿加元，主

要得益于高成本药品使用的增加，年均治疗费用超过１万加元的药物占加拿大专

利药品销售额的５７％，年均费用超过１０万加元的２９种药物占总销售额的５％。

要点包括：（１）２０２１年，专利药品销售量大幅增加，高成本药品销量温和增长。

（２）加拿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３．４％，专利药品平均成交价格上涨 ０．４％。

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１年，专利药品的销售额下降２．９７亿加元，但仿制药品的零售额增长了

７．３％（２０２０年５４．８亿加元→２０２１年５８．８亿加元）。２０２１年，加拿大在全球范围

内的医药支出市场占比２．１％。（３）专利权人报告的研发总支出为９．２２９亿加元，

比２０２０年增长１２．２％。公司内部研发资金占研发总支出的９０．２％。从政府收到

的资金占研发总支出的０．５％。（４）专利权人报告２０２１年的总销售收入为２７５亿

加元，比２０２０年增长１３．２％。加拿大创新药品成员报告的销售收入为２１２亿加

元，占比７７％。不到１％的销售收入来自许可协议。（５）２０２１年，专利权人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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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３．４％，与２０２０年持平。在过去的２１年里，整体的研发

支出与销售收入比一直不超过１０％。２０２１年，加拿大创新药品协会成员的研发支

出与销售收入比为３．５％，与２０２０年持平。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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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墨西哥州投入１亿美元支持前沿技术创新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７日，技术转移中心网站（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报道，美国新墨西

哥州投资委员会承诺向技术商业化的非营利基金组织美国前沿基金（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Ｆｕｎｄ，ＡＦＦ）［１３］提供１亿美元，是该委员会有史以来对单个风险基金提供的

最大的一笔投资。ＡＦＦ将私人资源和公共资源结合起来，为其认定的具有潜在变

革性的领域相关技术提供资助，涵盖微电子、人工智能和新能源。该基金将利用１

亿美元的投资在美国阿尔伯克基建立一个“风投工作室”，为专注于技术的初创企

业和主要研究机构提供支持。该基金致力于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打造为前沿技术创

新的全球领导者。

［１３］美国前沿基金（ＡＦＦ）：美国首个致力于重振美国在关键前沿技术领域的创新和制造实力的投资平台。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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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ｅｃｕｒａ发布机器人技术专利分析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日，Ｒｅｌｅｃｕｒａ发布机器人技术专利分析报告。主要介绍了机器

人的定义以及应用场景，对２０１０至２０２２年机器人技术全球专利进行了分析。机器

人技术从制造角度划分为控制系统、传感器、执行器、电源和末端执行器，涉及的用

途包括家用、医疗保健、运输、制造业。分析结论显示：（１）机器人技术排名前１０的

国家中，中国专利申请数量领先并持续增长；（２）机器人关键技术专利涉及的主要

方向集中在操纵器、控制系统、输送器等；（３）分析机器人技术领域顶尖公司的投资

组合发现，日本Ｆａｎｕｃ和日本 Ｓｅｉｋｏ主要发展的是程序控制，韩国 ＬＧ除了程序控

制，还在布局传感设备；（４）机器人的新兴技术方向主要分布在程序控制机械手、操

纵器的控件、为装卸目的提升或降低重型货物、通用图像处理和车辆控制系统。

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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