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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审判和上诉委员会
审查规则修改建议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０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Ｔ

ＡＢ）审查实践规则修改建议，涉及双方复审程序（ＩＰＲ）、授权后复审程序（ＰＧＲ）、涉

及商业方法专利（ＣＢＭ）的过渡期复审程序以及推衍调查程序（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等内容。

此次是继２０１５年５月发布的第一阶段规则建议后发布的第二阶段规则建议。

此修改建议将登载在联邦公报上，公众可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９日之前向美国专利商

标局提交反馈意见。第二阶段规则建议更为关注实践操作方面并建议修订官方的

专利审判操作指南，主要内容如下：

（１）ＵＳＰＴＯ决定在对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进行解释时采用最宽合理解释

（ｂｒｏａｄｅ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标准，理由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近日授权

ＵＳＰＴＯ在双方复审程序中采用最宽合理解释方法来界定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并且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发现采用最宽合理解释方法与立法意图保持一致。但是，

针对即将期满的专利，ＰＴＡＢ将会沿用地区法院的解释标准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２）法律赋予专利权人修改专利范围的权利，但目前ＰＴＡＢ会拒绝逾９０％的专

利权人的修正请求。ＵＳＰＴＯ认为专利权人具有提交修改申请的权利但是无权修改

专利，因此仍然将延续之前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ＰＴＡＢ在近期的Ｍａｓ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３Ｄ

公司诉ＲｅａｌＤ公司的案件审理中就修改请求尝试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澄清；

（３）继续采用 Ｇａｒｍｉｎ要件用于审查额外审查请求（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ｒｅ

ｑｕｅｓｔ）；

（４）允许专利权人在初步回复（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中提交新的证词；

（５）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来适用额外审查请求的辅助性判断原则（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允许专利权人随时提出真正利害关系人（ｒｅａｌｐａｒｔｙ－ｉ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ｒｐｒｉｖｉｔｙ）质疑；

（７）继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来处理口头审理请求；

（８）拒绝在复审开始之前赋予请求人答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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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将不会减免小微实体复审申请费用；

（１０）建议修改专利法第４２条第１１款，完善ＵＳＰＴＯ监督不当行为的权利。

李姝影　检索，许　轶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８／１９／ｕｓｐｔｏ－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ｒｕ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

ｐｔａｂ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ｄ＝６０７７３／

原文标题：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ＵＳＰＴＯ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ｒｕ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Ｐａｔ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ＡｐｐｅａｌＢｏ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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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律所列举加联邦法院简化知识产权诉讼程序新措施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２日，加拿大律师事务所ＧｏｗｌｉｎｇＬａｆｌｅｕｒ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ＬＬＰ律师Ｍｉ

ｃｈａｅｌＣｒｉｃｈｔｏｎ列举并评价了加拿大联邦法院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４日发布的简化知识

产权诉讼程序的新措施。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ｒｉｃｈｔｏｎ认为，新措施通过设置证据开示的文件

和口头质询程序限制，明显降低了诉讼时间和成本。

具体内容如下：

（１）法官提前介入：主审法官在早期介入案件，确保当事人和法院按照预定的

审判日期做好准备，如主审法官可以确保请求和申诉的及时处理以及证据开示程

序和诉讼进度的顺利执行。

（２）缩短等待时间：确定审判日期之后，当事人如果做好诉讼准备仍然可以申

请提前审判。

（３）庭审不接受新证据：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前６０日内完成证据交换，其后相关

异议将立即处理。

（４）证据开示限制：所需费用、时间、争议的类型和复杂性等因素都将纳入证据

开示限制的考虑范围。另一方面，当事人需要提前讨论证人、证词和鉴定报告、质

询范围、需要预先质询的文件等内容。

（５）口头质询时限：在没有特殊情况存在下，法院将根据预估的审判持续时间

来规定口头咨询时限。除此之外，证据开示后续程序将被限制为一方一天。

（６）拒绝证据开示的申请限制：拒绝申请受理时间将缩短（证据开示程序期间

每天１小时），且在证据开示程序结束以后才会受理。另外，不允许将质询问题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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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后期考虑（ｕｎｄｅｒａｄｖｉｓｅｍｅｎｔ）（如拒绝质询问题但承诺将在质询后作进一步考

虑）；除非证据开示请求明显有害或引起偏见，或属于保密信息，当事人不得拒绝对

方的开示请求。以上两点将明显减少证据开示拒绝申请次数和内容。明显无理的

一方将承担潜在的显著成本罚款。

（７）限制诉讼期间的申诉：考虑到目前诉讼体系提供了多层次的申诉权利，法

院正在考虑建议修改法条，限制诉讼期间的申诉行为。

（８）严格执行专家证人的数量限制：没有特殊理由的情况下，每个诉讼方指定

的专家证人不超过５位。

（９）庭审前提供相应的科学背景资料：当事人可以要求在庭审前共同或单独提

供科学和技术资料，尤其是涉及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的案件。

（１０）引入调解程序：法院在整个诉讼期间提供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如法庭

调解。

朱月仙　检索，许　轶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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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律所解析间接侵权判例

２０１５年８月，英国Ｂｉｒｄ＆Ｂｉｒｄ律师事务所律师 ＡｕｄｒｅｙＨｏｒｔｏｎ从背景、案由和

判决结果等方面解析了美国伊莱利利公司（ＥｌｉＬｉｌｌｙ＆Ｃｏ）诉阿特维斯公司（Ａｃｔａｖｉｓ

ＵＫＬｔｄ）专利侵权上诉案。

　　１．背景

欧洲专利公约（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第６９条及其解释规定，欧洲专利或

申请的保护范围根据权利要求来确定。说明书（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和附图（Ｄｒａｗｉｎｇｓ）可

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为确定欧洲专利的保护范围，应当考虑与权利要求特定特征

等同的其他特征。

英国专利法第６０条第２款规定，被告并未实施发明，而是向无权实施该专利

的第三人提供实施专利所需的关键组成部分的行为构成间接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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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案由

培美曲塞（Ｐｅｍｅｔｒｅｘｅｄ）是伊莱利利公司研发上市的肺癌药物，其基础专利于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到期，伊莱利利公司同时还拥有涉及培美曲塞二钠与维生素Ｂ１２联合

使用的给药方案专利，该专利将于２０２１年６月到期。

阿特维斯公司打算在培美曲塞基础专利到期后上市仿制药，伊莱利利公司认

为该行为侵犯给药方案专利权。英国高等法院裁定阿特维斯公司并未侵犯该伊莱

利利公司专利权，并且宣布阿特维斯公司不会侵犯伊莱利利公司在法国、意大利和

西班牙的相关专利权。此后，伊莱利利公司提起上诉。

　　３．判决结果

位于伦敦的上诉法院推翻了此前英国高等法院的判决，裁定阿特维斯公司虽

然没有直接侵权但其间接侵权行为成立。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的法院采用适用等

同原则来确定超出权利要求表述之外的保护范围。英国倾向于根据本领域技术人

员对权利要求的理解来确定保护范围。上诉法院关于间接侵权的认定缘于阿特维

斯公司为医生或药剂师实施专利涉及的给药方案提供了关键方法。英国专利法第

６０条第２款有关间接侵权的规定不仅包括提供权利要求涉及的关键组成部分的情

况，还包括提供涉及关键组成部分的方法。上诉法院认为，涉案专利的给药方案涉

及培美曲塞离子和钠离子，使用培美曲塞离子的方法即为涉案专利的关键组成部

分。药剂师在给药方案中使用的是培美曲塞二钾化合物同样被认为使用了涉案专

利技术，因此本案阿特维斯公司销售培美曲塞仿制药的行为构成间接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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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市场研究公司解析高智公司专利组合构成

２０１５年８月，美国专利市场研究公司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Ｐ解析高智公司的专利组合的

来源和技术组成，指出高智公司的专利组合主要来自各行业的龙头企业。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Ｐ分析了美国高智发明公司官方网站上公开的美国专利组合。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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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宣称自身拥有７００００件专利及专利申请，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Ｐ发现有１９５９９件美国专利

是通过转让而由高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获取。高智公司拥有多种专利组合，粗略

估计有６５００件或者说３４％的专利来自大型科技公司，约２％的专利来自学术机构

及技术转移机构。

高智公司的专利组合主要集中在无线通讯、互联网和半导体技术领域，约有

４０％的组合拥有软件和商业技术的权利要求。高智公司目前尚未从苹果、谷歌、高

通公司等获取任何专利组合。尽管高智的投资公司与出售给高智专利组合的公司

之间没有密切关系，但是高智公司专利组合中也包括诺基亚、威瑞森、微软和索尼

等投资公司的专利。表１为高智公司专利组合的６大主要来源公司、数量及涉及

的主要技术领域。

表１　高智公司专利组合的６大来源公司

来源公司 数量 涉及领域

柯达公司 １０５７ 音像产品及相关服务

美国运通公司 ６４２ 电子和网上金融交易的多种技术

美国Ｄｉｇｉｍａｒｃ公司 ４４６ 音频、视频编码及其安全性以及文件过滤
和移动的多媒体技术

诺基亚公司 ３８５ 无线信号传输协议、移动设备功能、内容传输与转换

日本电气株式会社（ＮＥＣ） ３７０ 液晶显示屏和半导体显示技术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ＡＴ＆Ｔ） ３５８ 云计算、远程文件传输、电子邮件和信息、无线传输协议
及与手机和机顶盒设备内容传输相关技术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Ｐ发现高智公司获取的专利组合涉及各类技术及行业，包括半导体设

计和制造、数字图像、电子信息、显示系统以及消费产品相关技术的有关专利。高

智公司还取得了许多国防承包商的专利，这些国防承包商包括雷神公司（超过３００

件专利）、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洛克威尔自动化公司和波音公司（２３件专利），涵盖

了无线电信号协议、电子硬件和雷达系统。一些专利甚至专门针对导弹和弹头技

术，例如 ＯＬ安全有限公司（高智分公司）收购了雷神公司名为“串联战斗部

（ＵＳ７１４３６９８）”的专利，目前高智尚未对类似专利提出诉讼。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Ｐ分析发现高智仅有１７９３件（约占１０％）的专利属于商业方法类，

７８０９件（约占４０％）属于软件类。４０％的专利组合拥有软件或方法的权利要求，因

此高智可能会面临像Ａｌｉｃｅ专利无效诉讼及违反《美国发明法案》的风险。

高智从学术机构获得了３８７件专利，包括加州理工学院（４９件）、德州大学（２８

件）、弗罗里达州立大学（８件）以及加州大学（８件），而加州大学也是高智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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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构之一。

朱月仙　检索，许海云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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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０日

ＩＥＥＥ标准协会常务董事：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制度
没有规则就没有未来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５日，ＩＡＭ采访了ＩＥＥＥ标准协会常务董事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ｓＫａｒａｃｈａｌｉ

ｏｓ，他认为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许可制度的动力在于规则，没有规则或规则模糊都

是行不通的。他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了 ＩＥＥＥ标准协会修订的相关标准专利政策

对于未来全球范围内许可稳定性至关重要。

　　１．标准专利政策修订的必要性

新制定的政策和决策过程引起了具有大量专利许可业务的技术公司的不满。

高通、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爱立信和诺基亚均声称将不在新体制下对专利技术进行许可。

尽管受到影响，Ｋａｒａｃｈａｌｉｏｓ仍坚持认为需要通过改革来阐明公平、合理、无歧视

（ＦＲＡＮＤ）条款下许可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的合理含义。

近年来，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的合理许可费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例如华盛顿

州地区法院微软和摩托罗拉一案中，双方就合理费用的确定出现了数十亿美元的

分歧，上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对地区法院的判决进行了认定。这些案例都向 ＩＥＥＥ

如何更清晰地定义 ＳＥＰ许可施加了压力。Ｋａｒａｃｈａｌｉｏｓ认为“与其让不了解专利系

统的外界来制定规则，不如由ＩＥＥＥ来制定。”

　　２．许可费确定原则和禁令性救济适用条件

新政策下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应从最小可销售单元而非整个产品的价值计

算。新政策要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与涉嫌侵权人进行诚意谈判过程中，或在下

级法院判定的被判侵权人提起的上诉判决结果出来之前，不能寻求禁令性救济。

目前由ＩＥＥＥＳＡ标准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新政策下拒绝向工作组提交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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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Ａ）的专利权人申请潜在必要专利的情况。标准委员会建议，这种情况下“参与

者可以考虑其它替代技术”。

　　３．ＩＥＥＥ如何推进新政策变化及态度

Ｋａｒａｃｈａｌｉｏｓ透露标准委员会正在持续辩论如何推进这项工作，９月份第二次会

议也将再次讨论。但他指出，仍然会由企业来决定是否愿意根据新政策提交专利。

他坚持表示不会自上而下进行管理，也不会强制要求企业提交 ＬＯＡｓ。目前 ＩＥＥＥ

是唯一对许可条例进行修改的标准制定组织。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和欧洲电信标

准协会（ＥＴＳＩ）虽然通过达成共识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变，但并没有改变政策。

Ｋａｒａｃｈａｌｉｏｓ认为ＩＥＥＥ出台新政策的原因在于它依赖于民主进程做出改变。

Ｋａｒａｃｈａｌｉｏｓ拒绝透露是专利技术研发方还是应用方在争论中占据主导。他指

出许多企业（例如三星）支持新政策。那些批评ＩＥＥＥＳＡ新条例的企业群体在专利

许可市场具有较大影响力，在ＩＥＥＥ倡导的包括ＷｉＦｉ在内的多个领域也保持中立。

这场讨论结果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演进中至关重要。Ｋａｒａｃｈａｌｉｏｓ相信

这将使系统中长期发展更为稳定。

朱月仙　检索，李姝影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Ｂｌｏｇ／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ｇ＝ｆ４７ｂｂ０４４３ｄ５６４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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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ＡｎＳＥＰ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ｎｏｒｕｌｅｓｈａｓｎｏｆｕｔｕｒｅ，ｓａｙｓＩＥＥ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Ｂｏａｒ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７日

政策规划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决定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决定》公开发布，自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作如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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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第二条修改为：“本法所称科技成果，是指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

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职务科技成果，是指执行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和企

业等单位的工作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上述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科技

成果。

“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

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

活动。”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有利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保护环境、合理利

用资源，有利于促进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遵循自愿、互

利、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享有权益，承担风险。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的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国家利益，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合理安排财政资金投入，引

导社会资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的多元化。”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科技、财政、

投资、税收、人才、产业、金融、政府采购、军民融合等政策协同，为科技成果转化创

造良好环境。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本法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地实际，可以采取更加有利

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措施。”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国家鼓励科技成果首先在中国境内实施。中国单

位或者个人向境外的组织、个人转让或者许可其实施科技成果的，应当遵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国家为了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

益的需要，可以依法组织实施或者许可他人实施相关科技成果。”

七、将第四条改为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经济综

合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管理、指导和协调科技成

果转化工作。”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利用财政资金设立应用类科技项目和其他相关科

技项目，有关行政部门、管理机构应当改进和完善科研组织管理方式，在制定相关

科技规划、计划和编制项目指南时应当听取相关行业、企业的意见；在组织实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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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类科技项目时，应当明确项目承担者的科技成果转化义务，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并将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作为立项和验收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九、将第六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对下列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国家通过政

府采购、研究开发资助、发布产业技术指导目录、示范推广等方式予以支持：

“（一）能够显著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经济效益或者能够形成促进社会经济健康

发展的新产业的；

“（二）能够显著提高国家安全能力和公共安全水平的；

“（三）能够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节约能源、降低消耗以及防治环境污染、保护

生态、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能力的；

“（四）能够改善民生和提高公共健康水平的；

“（五）能够促进现代农业或者农村经济发展的；

“（六）能够加快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国家加强标准制定工作，对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新产品依法及时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先

进适用技术推广和应用。

“国家建立有效的军民科技成果相互转化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机

制。军品科研生产应当依法优先采用先进适用的民用标准，推动军用、民用技术相

互转移、转化。”

十一、将第九条改为第十六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六）其他协商确定的

方式。”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采取转让、

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组织

和协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队伍建设，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流程，通过本单位负责技

术转移工作的机构或者委托独立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开展技术转移。”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

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但应当通过协议定价、在技

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价格。通过协议定价的，应当在本单位公示

科技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主管部门以及财

政、科学技术等相关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绩效考核评价

体系，将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作为对相关单位及人员评价、科研资金支持的重要内容

和依据之一，并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突出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加大科研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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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特点的

职称评定、岗位管理和考核评价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机制。”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

向其主管部门提交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年度报告，说明本单位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

数量、实施转化情况以及相关收入分配情况，该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将科技成果

转化情况年度报告报送财政、科学技术等相关行政部门。”

十六、将第十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企业为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和生产新产品，可以自行发布信息或者委托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征集其所需的科技

成果，或者征寻科技成果转化的合作者。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职

责分工，为企业获取所需的科技成果提供帮助和支持。”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对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具有市场应用前

景、产业目标明确的科技项目，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机构应当发挥企业在研究开发

方向选择、项目实施和成果应用中的主导作用，鼓励企业、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

及其他组织共同实施。”

十八、将第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

校与企业相结合，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可以参与政府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的招标投标活动。”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

及其他组织开展科技人员交流，根据专业特点、行业领域技术发展需要，聘请企业

及其他组织的科技人员兼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支持本单位的科技人员到企业

及其他组织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国家支持企业与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

职业院校及培训机构联合建立学生实习实践培训基地和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机

构，共同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二十一、将第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九条，删去第二款。

二十二、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

构、高等院校所取得的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参加人在不变更职务科技成果权属

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与本单位的协议进行该项科技成果的转化，并享有协议规定的

权益。该单位对上述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予以支持。”

二十三、将第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国家鼓励企业与研究开发机

构、高等院校及其他组织采取联合建立研究开发平台、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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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等产学研合作方式，共同开展研究开发、成果应用与推广、标准研究与制定等

活动。

“合作各方应当签订协议，依法约定合作的组织形式、任务分工、资金投入、知

识产权归属、权益分配、风险分担和违约责任等事项。”

二十四、将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合并，作为第三十条，修改为：“国家培育和发展

技术市场，鼓励创办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为技术交易提供交易场所、信息平台以及

信息检索、加工与分析、评估、经纪等服务。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服务，应当遵循公正、客观的原则，不得提供虚假的信

息和证明，对其在服务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

义务。”

二十五、删去第十八条。

二十六、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国家支持根据产业和区域发展

需要建设公共研究开发平台，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技术集成、共性技术研究开发、

中间试验和工业性试验、科技成果系统化和工程化开发、技术推广与示范等服务。”

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二条：“国家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

等科技企业孵化机构发展，为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孵化场地、创业辅导、研

究开发与管理咨询等服务。”

二十八、删去第二十条。

二十九、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科技成果转化财政经费，主

要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资金、贷款贴息、补助资金和风险投资以及其他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资金用途。”

三十、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国家依照有关税收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对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实行税收优惠。”

三十一、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五条，修改为：“国家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

组织形式、管理机制、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鼓励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股权质押贷款等贷款业务，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金融支持。

“国家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金融支持。”

三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国家鼓励保险机构开发符合科技成果转

化特点的保险品种，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保险服务。”

三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国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企业通

过股权交易、依法发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进行

融资。”

三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八条：“国家鼓励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科技成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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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项目。”

“国家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应当引导和支持创业投资机构投资初创期科

技型中小企业。”

三十五、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国家建立、完善科技报告制度

和科技成果信息系统，向社会公布科技项目实施情况以及科技成果和相关知识产

权信息，提供科技成果信息查询、筛选等公益服务。公布有关信息不得泄露国家秘

密和商业秘密。对不予公布的信息，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相关科技项目承担者。

“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科技项目的承担者应当按照规定及时提交相关科技报

告，并将科技成果和相关知识产权信息汇交到科技成果信息系统。”

“国家鼓励利用非财政资金设立的科技项目的承担者提交相关科技报告，将科

技成果和相关知识产权信息汇交到科技成果信息系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相

关工作的部门应当为其提供方便。”

三十六、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四十一条，删去第二款。

三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三条：“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

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在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

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后，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

工作。”

三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四条：“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后，由科技成果完成

单位对完成、转化该项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可以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数额和

时限。单位制定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听取本单位科技人员的意见，并在本单位公开

相关规定。”

三十九、将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合并，作为第四十五条，修改为：“科技成果完

成单位未规定、也未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和数额的，按照下列标准对

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

（一）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转让、许可给他人实施的，从该项科技成果转让净收

入或者许可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比例；

（二）利用该项职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从该项科技成果形成的股份或者出

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比例；

（三）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自行实施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应当在实施转化

成功投产后连续三至五年，每年从实施该项科技成果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百

分之五的比例。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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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数额应当符合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标准。”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依照本法规定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

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的支出计入当年本单位工资总额，但不受当年本单位工资

总额限制、不纳入本单位工资总额基数。”

四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六条：“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科技项目的承担者未

依照本法规定提交科技报告、汇交科技成果和相关知识产权信息的，由组织实施项

目的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批评，禁止其在一定

期限内承担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科技项目。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未依照本法规定提交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年度报告的，由其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批评。”

四十一、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七条，并将其中的“责令改正”修改为“由政

府有关部门依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

四十二、将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合并，作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科技服务

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故意提供虚假的信息、实验结果或者评估意见等

欺骗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的，由政府有关部门依照管

理职责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

法吊销营业执照。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当事人的

商业秘密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十三、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九条，修改为：“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和其他有

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任免

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十四、将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法规定，职工未经单

位允许，泄露本单位的技术秘密，或者擅自转让、变相转让职务科技成果的，参加科

技成果转化的有关人员违反与本单位的协议，在离职、离休、退休后约定的期限内

从事与原单位相同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给本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５０８／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４５５３４．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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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
《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实施导则（暂行）》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

意见》和《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战略部署，深

入实施专利导航试点工程，推广专利导航工作经验，在总结凝练宏观专利导航项目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９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了《产业规划类专利导

航项目实施导则（暂行）》（下称“《导则》”）。《导则》梳理了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

项目的管理方法，包括组织方式、流程管理、工作机制等方面，系统介绍项目产业发

展现状分析、产业专利导航分析和制定专利导航产业创新发展政策性文件三个基

本阶段的分析内容、成果形式等，供参与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的相关单位或机

构参考。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紧扣产业分析和专利分析两条主线，将专利信

息与产业现状、发展趋势、政策环境、市场竞争等信息深度融合，明晰产业发展方

向，找准区域产业定位，指出优化产业创新资源配置的具体路径。

朱月仙　检索，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ｔｚ／ｇｚ／２０１５０７／ｔ２０１５０７３０＿１１５２７４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４日

工信部发布《〈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实施方案》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１日，工信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贯彻实施＜深入实施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实施方案》，提出四大目标，六大重点工作任

务，以及三项保障措施，以保障《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

　　一、工作思路

围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和“互联网＋”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加强知识产权创

造与储备，加快知识产权实施与转化，提升产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优化工业、通信

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加强行业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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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二、主要目标

到２０２０年，工业、通信业和信息化领域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

能力明显增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继续优化。知识产权促进和保障制造强国

建设的作用充分显现。

（一）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创造与储备能力明显增强。《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和

“互联网＋”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积累和储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形成

一批产业化导向的专利组合、专利布局以及拥有核心技术的标准。培育一批国际

知名品牌。

（二）知识产权协同运用能力大幅提升。制造业创新体系中知识产权资源共

享、开放协同的新机制初步形成。知识产权与技术研发、标准化、质量品牌建设和

产业活动的结合更加紧密。知识产权许可、交易、并购更加活跃。８０％以上的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企业技术中心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三）行业知识产权环境明显改善。行业组织知识产权自律约束、维权援助机

制基本建立，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和监管机制

进一步健全完善。新出厂计算机操作系统预装正版化率保持在９８％左右。

（四）产业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扶持一批产业知识产权服务平

台，知识产权服务资源有效聚集。基于知识产权的信息资源、数据库、实务培训、创

业辅导等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三、重点工作

　　（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创造与储备，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

加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积累和储备。在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

道交通装备、节能环保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

性能医疗器械等重点发展领域，以及“互联网＋”的关键环节积累和储备一批核心

技术知识产权。实施重大关键技术、工艺和关键零部件的专利布局。支持骨干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研发，获得和拥有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关键核心共性技术专

利、软件着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形成一批产业化导向

的关键核心技术专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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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深化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协同运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实施“产业知识产权协同运用推进工程”。依托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众创空间，

建立联合保护、风险分担、开放共享的知识产权协同运用机制。推动市场主体积极

开展知识产权许可、交易和并购，以及在知识产权密集型领域开展知识产权运营。

在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小微型创业示范基地等园区，充分发挥骨干企业、高

校和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着力推动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标

准化、质量品牌建设、成果转移转化与产业化应用融合发展。鼓励和支持企业主导

国内、国际标准制定和海外推广应用，加快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中的知识

产权海外布局。

　　（三）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提升市场主体的竞争力

加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管理，将知识产权管理纳入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全过程管理，探索建立科技重大专项承担单位和各参与单位知识产权利益分享

机制。加强部属高校和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转移

转化机制，推广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的成功做法，促进知识产

权转化利用。引导企业贯彻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２９４９０－２０１３）、

《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指南》（工信部科〔２０１３〕４４７号），提高企业知识产权规范

化管理水平，推动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企业技术中心普遍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组织专家分类、分行业开展实务培训，培育一批知识产权标杆企业。加强国防知识

产权管理，发布军民结合高新技术领域应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部分关键技术和产

品目录，促进知识产权军民双向转化实施。

　　（四）强化行业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

根据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

署，打击网络侵权假冒，依法关闭违法违规网站；推动建立互联网市场主体信用评

价体系；加大新出厂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正版化监督检查，规范软件市场竞争秩

序；开展农资打假，规范和引导农药、化肥、农机装备等企业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和能力。鼓励行业组织与中介机构形成合力，发布知识产权自律规范，引导企业合

理合规使用知识产权，采取监测、预警和法律援助等手段，主动防范和规避知识产

权滥用，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

　　（五）加强行业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建设，夯实产业创新发展基础

实施“行业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依托专业机构，创建一批布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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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协同、市场化运作的产业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支持服务平台集成、优化配置各

类知识产权资源，开展信息分析研究、转移转让、价值评估、风险预警、创业辅导和

实务培训等服务。行业组织、专业机构通过发布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信息、竞争动态

和年度发展态势报告等，建立知识产权风险监测、动态跟踪和态势发布的机制。推

动现有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互联网＋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增强知识产权

服务功能。鼓励和支持专业机构为中小微企业和创客群体提供高效、优质、精准的

服务。

　　（六）培养产业知识产权实务人才，做好工业创新发展智力支撑

加强部属高校知识产权专业建设，尽快形成具有行业特色的知识产权专业人

才培养体系和培养基地。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建设一批高水平、复合

型的人才实训基地。支持行业组织与专业机构合作加大知识产权实务人才培训

力度。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实施“产业知识产权协同运用推进工程”和“行业知识产

权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继续推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编制《工业

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年度推进计划》，全面部署全系统的年度知识产权工作。各地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将本实施方案的主要目标、重点工作等

内容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加以部署落实。行业组织、部属高

校和科研院所要采取有力措施，贯彻落实本实施方案相关部署和要求。

　　（二）加大扶持力度

加强知识产权政策与创新政策、产业政策、中小微企业政策的研究与结合，推

动知识产权与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标准体系建设、质量品牌建设等措施有效衔

接。完善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将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与运用情况作为重要参考条件。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对

本实施方案的重点工作给予扶持。

　　（三）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加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知识产权政策宣讲和典型案例编辑宣传。分区域、分

专题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实务培训。积极利用报刊和网站等媒体，采用专题、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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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年鉴、论坛等形式，集中宣传和展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实施的重点工程取得的成效，报道和推广地方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经验，推介行业组织、专业机构在组织协调、服务

推进等方面的好做法，营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朱月仙　检索，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ｚｓｃｑ／ｚｃｇｚ／２０１５０９／ｔ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４４１９０６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

专题报道

ＩＴＭｅｄｉａ分析日本“手术机器人”产业

未来战略需求

【摘要】２０１５年８月，ＩＴｍｅｄｉａ［１］通过分析日本目前未能占有手术机器人市

场的原因，挖掘日本手术机器人产业未来战略需求，并提出医疗将成为继汽

车产业之后日本又一大支柱产业，未来日本将致力于打破机器人主体、配套

器械和软件市场上一家独大的局面，构筑日本技术机器人的开放平台。

［１］ＩＴｍｅｄｉａ是日本软件银行集团旗下的ＩＴｍｅｄｉａ有限公司所运营的ＩＴ相关的新闻网站。

２０１５年８月，ＩＴｍｅｄｉａ探讨了日本进入手术机器人市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日

本目前未能占有手术机器人市场的原因，提出日本手术机器人产业未来战略需求。

结果显示日本政府确定了以手术机器人、图像诊断装置等五个领域为重点方针的

医疗器械开发强化政策，将致力于机器人主体、配套器械和软件市场的开发，以构

筑日本技术机器人的开放平台。

　　１．背景

“手术机器人”正受到广泛关注。医生在机器人的帮助下，通过３Ｄ显示器实时

观测患部立体画面的同时，利用机械手臂进行手术。利用了该技术的手术方法出

血少，主要运用于癌症部位摘除等领域。目前该领域市场规模约为４０００亿日元，

且以每年１１２％的速度增长。与家电市场（２０１０年：约９．２兆日元－２０１３年：约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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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日元）和餐饮市场（１９９７年：２９兆日元２０１３年：２３．９兆日元）等已过峰值的产业

相比，该领域每年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但该市场几乎被美国直觉外科

公司（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简称ＩＳ）的产品“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独占。

　　２．“机器人大国”日本进入手术机器人市场的必要性

　　（１）患癌人数不断增长，手术机器人需求巨大

日本每年有约８０万人患癌，死亡人数达到了３６万人。在高龄化不断加剧的

日本，由于进行癌症手术的难度系数高，这种状况对医师来讲也是十分棘手。癌症

病患人数不断攀升对国家财政亦是重负。截止２０１５年３月末，日本的外债为１０５３

兆日元，而其保险医疗支出却超过了ＧＤＰ的１０％。

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手术机器人一直倍受期待。手术机器人能完成人手所不能

完成的细微动作，将手术产生的创伤降到最低，出血量少，并发症少。另外，由于可

以在短期内实现“熟练技术”的养成，有助于医生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标准化。手术

机器人对于要求提高单位劳动力价值的日本来说极其重要。

　　（２）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市场垄断

手术机器人市场一直被ＩＳ公司垄断，购买该机器人价格昂贵，大大增加了外科

手术成本。与以往相比，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机器人主体价格虽然下降了２５％，但受日元

贬值影响，其实际价格却在上扬。例如，安装有４条机器手臂的“达芬奇机器人外

科手术系统 ＳＩ”税前价格竟达到了２亿４８００万日元。配套器械也同样昂贵。只能

使用十次的专用手术钳，一把约合４０万日元，但每年的保养费用达到了２５００万日

元。像前列腺癌等手术，患者只需负担１０万日元左右的手术费。如果自费医疗或

者其他癌症，患者负担的手术费有可能攀升至数百万日元。

　　３．机器人大国日本未能占领手术机器人市场的原因分析

　　（１）“手术机器人”领域美国大量军事预算投入

ＩＳ技术作为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局（ＤＡＲＰＡ）的项目，投入了约合５０１００亿

日元的军事预算。由此诞生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运用了诸如机器人手臂、内视镜、

３Ｄ显示器和通信程序等关键技术成果。其中也应用了许多日本产零件，较好地保

证了达芬奇的高精度。

　　（２）阻碍日本厂商进入市场的３大屏障

日立和东芝等日本企业尝试过进入手术机器人市场，但都相继撤出。政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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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独立行政法人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ＮＥＤＯ）预算，但仅仅如此，想在

市场上赢过美国企业的希望微乎其微。日企进入市场的三大屏障：

①专利技术屏障

ＩＳ持有专利多达１７０余件。这些专利在美国拥有优先权，涵盖中日欧台韩地

区的专利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防卫可谓固若金汤。

②日本医疗业界的屏障

日本医疗业界对于手术支援机器人这种进入人体体内的医疗器械的许可非常

严格，属于难度最高的“四级许可”。由于需要复杂和长期的审查，企业将面临长期

不能回收投资的困境。

③日本企业的意识

重视消费品和电子产品品牌形象的日本企业往往会规避风险，像医疗器械这

种风险较高的领域，往往持更消极的态度。

　　（３）入市屏障降低，日企得到再入市机会

现在入市屏障正在渐渐降低。首先，ＩＳ持有专利的有效期至２０１５年。主要相

关技术专利保护期限结束后，其相关的各种技术也会相继公开。随着丰田汽车公

司有期限地无偿提供了ＦＣＶ（燃料电池车）相关专利使用权，公开专利、扩大市场广

度和规模的想法正在被接受。与此类似，药品医疗许可的合理化正在深化。

　　（４）进入手术机器人市场的公司逐渐增多

在２０１５年３月，美国Ｇｏｏｇｌｅ和Ｊｏｈｎｓｏｎ＆Ｊｏｈｎｓｏｎ公司开始投身次时代手术机

器人开发，为打破达芬奇在市场上的垄断，融合了机器人技术、映射技术和数据分

析技术等。２０１５年６月，日本奥林巴斯以产品化为前提，推出了两台可以实现量产

的手术机器人系统。

　　（５）未来进入手术机器人行业日企需“团结”

至今为止日本企业难以打入市场的最大原因是各方单打独斗。制造商不了解

医生的需求，另一方面医生不知道制造商们提供的技术。企业在进入高风险领域，

缺少帮助突破复杂行政体系和业界习惯实现产业化的战略家。只有团结战略人

才、医疗专家和技术专家，日本才有可能打破达芬奇在机器人主体、配套器械和软

件市场上的垄断局面，构筑日本开发技术机器人的开放平台。

此外，日本政府确定了以手术机器人、图像诊断装置等五个领域为重点方针的

医疗器械开发强化政策，以２０１５年４月份成立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日本医疗研究机

构为中心，加强产学政合作，促进相关产品的开发。医疗有望成为继汽车产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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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又一大支柱产业，并将充分发挥日本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能力。

熊　峰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ｊｐ／ｈｌ牽ａ＝２０１５０８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ｚｄｎ＿ｍｋｔｉｎｄ

原文标题：“ロボット大国”日本は、なぜ「手术支援ロボット」市场で胜てないのか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８日

技术观察

国际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研发态势分析

【摘要】从国际专利产出视角，分析揭示目前国际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

发展总体现状、技术竞争格局、主要国家及研发主体在该领域的技术布局及

研发特点，旨在为国家在该领域的战略研发布局、重点研发方向的确定和相

关决策制定以及中科院相关重要项目部署和关键技术成果转化等提供情报

支撑。

土壤重金属污染不仅危及生态环境安全，而且严重威胁人体健康。目前我国

所面临的土壤污染形势十分严峻，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成为继大气污染之后，备受

各界关注的重大社会与民生问题。加快推动和扩大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的研

发和应用是有效应对我国土壤环境污染问题的必由之路。对国际土壤重金属污染

修复专利技术研发现状分析［２］，对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研发定位以及中国科学院

相关研究立项、技术研发重点遴选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２］分析数据来源为德温特创新索引国际专利数据库（ＤＩＩ）；主要分析工具为 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ＤＡ）、
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Ｉ）和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数据检索时间范围为１９６３－２０１４年。
［３］专利（申请）数据统计基于专利优先权。专利优先权：按照《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在缔约国提出专利申
请时，专利申请人有权要求将首次申请日期作为其后同一主题申请专利的日期。首次申请日期称为优先权日。

设立优先权日的意义在于为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判断提供时间基准。

　　１．专利申请趋势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专利申请［３］总体呈较快上升之势（如图１所示）。根

据专利申请量的变化，可以将整个技术研发发展分为３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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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专利

申请开始出现并持续稳定增长，但总量有限。

（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至２１世纪初。专利申请快速增长，年均申请量增幅达

２２．６％，该时期年均专利申请量为７９．７件。

（３）２１世纪初至今。专利申请呈波动式增长，其间，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专利申请量

波动明显：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专利申请出现显著下降趋势，随后又迅速回升并超过前一

阶段水平。此阶段年均专利申请量达到１４４．５件。

图１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国际专利申请趋势

　　２．专利申请国家／区域分析

　　（１）专利申请国家／区域分布

在国家层面，根据专利申请受理量，可将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专利申请分

布国家划分为以下３个区间：

①专利申请数量超过５００件的国家有日本和中国；

②专利申请数量在１００至３００件以内的国家包括：美国、韩国和德国；

③专利申请数量低于１００件的国家：除上述５国外，其他国家（地区）专利申请

量均在１００件以下，其中专利申请数量超过２０件的国家（地区）包括：俄罗斯、加拿

大、欧洲（ＥＰＯ）、法国和英国。

日本、中国、美国、韩国和德国等专利申请集中的５个国家专利申请量占全部

专利申请的８６５％。

从区域来看，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专利申请主要来自亚洲，申请量占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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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７１５％，其次是欧洲和北美，分别为１４６％和１２０％，其余国家和地区均不足

１０％（如图２所示）。

图２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专利申请国家及区域分布［４］

［４］图（表）中：ＷＩＰＯ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指欧洲专利局，下同。

　　（２）国家／地区技术研发活跃度

专利申请是技术研发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对不同国家（地区）在特定领

域专利申请活动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其在该领域的技术研发状况。

本分析从专利申请总量、拥有同族专利情况、近期研发状态（最近３年专利申

请情况）、研发活跃期以及 ＰＣＴ专利申请等５个维度对主要国家（地区）的研发活

跃度进行分析，采用综合平衡计分法及既定规则分别对各维度指标予以赋值，最终

通过各项指标值加权平均得出综合评估值并以直观的研发活跃度图表（表２）予以

展示。

综合评估结果显示，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研发方面，日本的研发活跃度

最高，研发活跃度指数为４．２；其次为美国、中国和韩国，研发活跃度指数分别为３．

８和３．６，为中等活跃水平；其余主要国家和地区则表现一般或不活跃。

　　３．　专利申请人分析

在全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相关专利申请中，机构专利申请和个人专利

申请分别占７６５％和２３５％。

　　（１）主要机构专利申请人分布

主要机构专利申请人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３。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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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主要国家（地区）专利技术研发活跃性

表３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主要机构专利申请人

排名 机构名称 所属国家
专利申请量
（件）

占比
（％）

１ 中国科学院 中国 ６３ ２．８

２ 同和集团 日本 ２９ １．３

三菱综合材料 日本 ２７ １．２

３ 住友水泥 日本 ２７ １．２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 ２７ １．２

４ 栗田工业 日本 ２５ １．１

太平洋水泥 日本 ２５ １．１

５ 三菱重工 日本 ２２ １．０

６ 东曹公司 日本 １９ ０．８

７ 清水建设 日本 １８ ０．８

８ 住友金属矿业 日本 １６ ０．７

宇部兴产 日本 １６ ０．７

９ 大林组 日本 １５ ０．７

１０ 南京大学 中国 １３ ０．６

１１ 中山大学 中国 １２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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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专利申请十分分散，９７％以上的机构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不足１０件。中国科

学院是专利申请量达到或超过５０件的唯一一所机构。此外，专利申请量达到或超

过２０件的机构还包括日本同和集团、三菱综合材料、住友水泥、中国四川农业大

学、日本栗田工业、太平洋水泥和三菱重工集团。在专利申请较多的前１５所机构

中，日本机构占据绝对多数，为１１所，其余４所为中国机构（中国科学院、四川农业

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

就主要申请机构的性质而言，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主要专利申请机构以

企业占主导，专利申请占比为６７３％，其次为科研机构和高校，专利申请占比分别

为１７．９％和１４．７％（如图３所示）。

图３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主要机构申请人及其行业分布

对企业的行业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主要专

利申请企业分别来自以下行业：原材料生产（３３０％）、矿业（１８９％）、化工

（１４２％）、工程建设（１４２％）、环保（１０４％）和工业制造（９４％）。

　　（２）重要机构专利申请人研发合作分析

基于机构技术研发活跃度评估结果，以技术研发活跃度评估得分＞２．０的机构

为主要分析对象，对重要机构技术研发合作特征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各重要机构的技术研发合作强度不高，合作强度（专利申请平

均合作者数）平均值仅为１．３３，自主研发特征显著。就合作性质来看，以企业企业

合作为主，其次为企业个人合作。就合作范围来看，各机构均是以本国机构为主，

跨国合作十分有限（表４）。在研发合作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研发合作活跃性最高

的日本同和集团与美国机构之间具有较为频繁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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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重要机构专利申请合作情况

重要申请机构 合作强度 主要合作者

中国科学院 １．０ 湖南土壤肥料研究所

同和集团 ２．３３
美国ＡＣＣＵＴＥＣＨＲＥＭＥＤ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美国 ＡＲＳ科技
公司、日本钛工业公司、日本农业生物技术公司、日本农研机构
（ＮＡＲＯ）

三菱综合材料 １．４４
日本宇部兴产、日本农业生物技术公司、日本竹中公务店、日本
ＤＯＲＩＫＯ、日本原子能机构、日本 ＯＴＥ技术工程公司、日本
ＰＯＷＲＥＸ、日本高知大学

栗田工业 １．２５ 日本ＧＯＹＯ建设、日本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ＫＵＭＩ、日本ＡＳＯ集团
太平洋水泥 １．０ 日本农业生物技术公司

清水建设 １．０ 日本ＲＡＩＴＯ工业、日本ＮＡＴ公司

　　（３）主要专利申请人的专利技术保护区域分析

专利保护区域及范围是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对其专利技术进行目标区域保

护及市场占有规划的重要反映，专利保护区域越广、保护范围越宽，专利技术潜在

的市场占有范围也越大。

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领域，各主要研发机构对专利技术的保护显著表

现出以本国市场为重的特点，各机构在本国以外的市场进行专利技术布局的行为

十分有限，这与该领域ＰＣＴ专利较为缺乏的现状相符合。日本机构中除同和集团

和住友水泥外，专利技术申请均限于国内，而中国机构的专利申请无一例外地全部

为本国专利申请。

在专利技术国际市场布局方面，日本同和集团是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领域最

为活跃的机构，除本国以外，其专利技术保护范围覆盖美国、中国、韩国、新加坡和

欧洲地区，同时也是各主要研发机构中唯一一所提出ＰＣＴ专利申请的机构（表５）。
表５　主要专利申请机构专利申请的保护区域分布

国家／地区
机 构

日本 中国 美国 韩国 新加坡 欧洲 ＷＯ

中国科学院 ６３

同和集团 ２７ １ ３ １ １ １ １

三菱综合材料 ２７

住友水泥 ２５ １ １

四川农业大学 ２７

栗田工业 ２５

太平洋水泥 ２５

三菱重工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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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国家／地区

机 构
日本 中国 美国 韩国 新加坡 欧洲 ＷＯ

东曹公司 １９

清水建设 １８

住友金属矿业 １６

宇部兴产 １６

大林组 １５

南京大学 １３

中山大学 １２

分析结果同时显示，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保护方面，最受关注的市场为

日本、中国和美国。

　　４．专利申请技术布局

　　（１）总体技术布局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专利申请的主要技术方向（国际专利分类（ＩＰＣ），下

同）的分布情况如图４所示［５］。总体上，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国际专利申请主

要集中于以下技术领域：

［５］因篇幅所限，国际专利分类代码含义具体参见ＷＩＰＯ国际专利分类说明，下同。

①重金属污染土壤再生及改良；

②含重金属污泥及固体废物处理；

③土壤重金属污染化学处理方法及化学处理制剂；

④土壤重金属污染专用处理材料；

⑤土壤重金属污染物理修复方法及设备；

⑥土壤重金属污染微生物修复方法；

⑦土壤重金属污染植物修复方法。

　　（２）个人与机构专利申请技术布局特点

从个人和机构专利申请人最为关注的前１０个技术方向比较（图５）来看：个人

与机构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专利技术研发方面的关注点较为接近。首要关注方

向均为重金属污染土壤再生与改良，占比分别为专利申请总量的 １６．２％和 ２５．

８％，其次分别为含重金属污泥及工业固废处理、土壤重金属污染物处理材料制备、

土壤重金属污染物的物理分离及物理化学处理方法以及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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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国际专利申请整体技术布局

处理技术。

除上述以外，相比而言，个人专利申请还更关注减轻土壤重金属富集的生物肥

料的制备；而机构专利申请则同时关注用于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的重金属超富集

植物的选育。

图５　个人与机构专利申请技术布局比较

　　５．主要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有关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领域国际国内专利技术研

发态势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在国际上，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研发受到关注以

来，相关专利申请持续较快增长（特别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至今），专利总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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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２）亚洲成为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地区，专利申请占比达

７１．５％。日本、美国、中国韩国表现出较高的研发活跃度，成为土壤重金属污染修

复技术研发的引领国家。

（３）在国际范围内，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研发呈现以企业为主导的特征，

主要来自原材料生产、矿业、化工和工程建设行业，企业专利申请占比为６７．３％。

日本企业整体研发实力较为明显。在该领域最具研发活力的机构包括日本住友水

泥、中国科学院、日本同和集团、日本三菱重工和日本太平洋水泥。

（４）各主要研发机构在专利技术研发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自主研发的特征，研发

合作较为有限。现有研发合作以企业—企业合作为主，合作范围以本国机构为主，

跨国合作十分有限。

（５）各主要机构在专利技术保护方面，明显表现出以本国市场为主的特点，

ＰＣＴ专利申请相对有限。日本、中国和美国成为最受关注的市场。

（６）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国际研发所关注的重点技术领域包括：重金属污

染土壤再生及改良、含重金属污泥及固体废物处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化学处理方

法及化学处理制剂、土壤重金属污染专用处理材料、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物理修复方

法及设备、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微生物修复方法以及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植物修复

方法。

张树良（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评审系统”正式上线

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ＡＲＰ中心承担设计开发的“中国科学院科

技促进发展奖评审系统”，经过配置、测试后，于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６日上午在“２０１５年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评审会”上正式上线。

评审会由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主持。会上，由施尔畏及来自院机关相关部门

负责人、分院院长、国科控股负责人、特色所工作组组长和特聘专家组成的２５位评

审专家，使用自己的帐号密码登录后，查看候选参评者的详细资料，逐一进行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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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分，投影屏幕上实时展示投票结果、评审进度及拟获奖成果的按领域分布情况，

在所有评委打分完毕后，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唐炜现场宣读了系统自动产生的各类

获奖结果。整个过程方便高效，所有评委能全程监控，系统应用取得较好效果。

该系统由ＡＲＰ中心在今年５月底设计开发，前台实现对科技贡献奖的５个领

域２０个候选成果和管理贡献奖的８个候选集体的申报材料在线查看、“星级评价”

方式打分，实时按获得总星数倒序展示投票结果和按“获得超过半数评委３颗星及

以上成绩的获奖”的规则显示各奖项一、二等奖的拟获得者，实时显示各评委和各

选票的完成进度、拟获奖者的分布统计图；后台实现有会议管理、专家管理、选票管

理、侯选者管理、获奖规则管理、投票进展监控，重新提交管理等功能。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ｄｔ／２０１５０９／ｔ２０１５０９２３＿４４２９１６９．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评审会在京召开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６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评审会在北京召开，来自

院机关有关部门、院属各分院、相关研究所的专家和领导参加了此次评审会。会议

由中国科学院施尔畏副院长主持。

会议首先由科技促进发展局陈文开副局长介绍科技促进发展奖基本情况和此

次会议的评审要求。科技促进发展奖分科技贡献奖和管理贡献奖两类，科技贡献

奖分农业、能源、先进制造和城镇化五个组别进行了初评筛选。初评结果经公示无

异议。科发局各相关处室在会上分别介绍了初评工作的相关情况。

会上，评委会各位专家对候选奖项及评审相关工作进行了充分讨论，经过现场

投票和评议，选举产生科技贡献奖２０名，管理贡献奖８名。评审结果提请院长办

公会审议后，将最终确定获奖名单。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ｄｔ／２０１５０９／ｔ２０１５０９１６＿４４２５８２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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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发局组织召开“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座谈会”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为深入了解院属单位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拟出台的《科研组织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科技促进发展局和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管理司联合组织召开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座谈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企业处、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相关负

责人，以及心理所、政策所、心理所、理化所、微电子所、计算所、光电院以及北科院

等单位共计２４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围绕《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征求意

见稿）》提出的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职责、管理基础、项目管理、人员配

置等条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与会人员对《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征求

意见稿）》提出了具体、明确的修改建议。据悉，国知局将对《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

理规范》进一步修改后，提交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审批，预计在明年年初正式

出台。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ｄｔ／２０１５０９／ｔ２０１５０９０２＿４４１９３０４．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７日

２０１５年我院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培训在兰州、

西宁、乌鲁木齐和长春成功举办

为了提高院属单位的知识产权法律实务能力，为院属单位培训、培养知识产权

人才，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２日至２２日，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０日至１２日期间，在院科技促进发

展局知识产权处的统一组织下，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联合兰州分院、新疆

分院、长春分院先后在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和长春四地各举办了一次知识产权法

律实务培训班。院科发局知识产权处周俊旭副处长带队前往兰州、乌鲁木齐，兰州

分院杨青春副院长、新疆分院董云社副院长、长春分院李冰副院长等分别莅会讲

话，三家分院所属科研单位和甘肃、新疆部分地方知识产权局的科研人员、管理人

员共约３００人参加了本轮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培训。

本轮培训由以中国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系主任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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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教授为首的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咨询专家团队进行授课，授课专家

还有闫文军副主任、罗先觉副教授、唐素琴副教授、张艳副教授、刘朝副教授和尹锋

林博士。授课专家分别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实施与修改、职务发明创造、科

研院所对外科技合作、知识产权许可和转让、知识产权投资入股、知识产权诉讼等

方面分析和讲解了科研机构在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法律风险、法律问题和解决方案。为取得更好的授课效果，本轮培训在专家讲课之

后还设立了两个小时左右的现场咨询答疑环节，有针对性地解答了参加培训人员

提出的实际问题。

本轮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并紧密结合具体案例进行阐述，有效增强了院

属单位科研人员和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运用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培训课件已全部上传至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

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ｌａｗ／ｔｒａｉｎｉｎｄｅｘ）。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６５６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７日

江西省科学院副院长傅敏一行

调研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６日上午，江西省科学院副院长傅敏、科技战略研究所所长邹慧

一行五人到访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就科技成果转化、专利分析评议、专

利导航及科技战略研究等主题进行调研座谈。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任方曙与相关

处室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加了会议。

会上，傅敏首先说明了调研目的并介绍了江西省科学院及其科技战略研究所

的概况。方曙代表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对傅敏一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在简要介

绍了中心的总体情况后，应来宾要求详细介绍了中心的知识产权信息研究与服务

工作。随后，邹慧介绍了江西省科学院科技战略研究所的“三个面向”和智库理念

以及团队、平台、资源、研究等工作情况，中心相关处室负责人针对江西科学院来宾

关注的重点分别介绍了专利导航和专利分析评议工作、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网的

相关工作、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工作、区域合作与产业发展服务工作、战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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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研究与科技情报监测平台等情况。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ａｓ．ａｃ．ｃｎ／ｘｗｚｘ／ｇｚｄｔ／２０１５０８／ｔ２０１５０８２７＿４４１６７９５．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７日

兰州化物所举办化学发明专利撰写专题知识讲座

为帮助研究所职工和研究生更好地申请发明专利，提高发明专利的撰写质量，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５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局化学发明审查部审查员朱峰为全所职工和研究生作了题为 “化学领域专利申请

文件撰写”的专题知识讲座。

讲座主要从专利申请文件撰写的重要性、发明点及技术方案的确认、说明书撰

写基本要求和技巧、权利要求的布局等四个方面解读了化学领域专利申请文件撰

写的技巧和方法。朱峰指出，专利申请文件撰写的质量是决定能否获得专利权的

关键因素，影响着专利申请审批进度。他结合化学发明专利申请具有合案申请多、

注重发明效果、重视实验数据的一般特点，运用典型案例，阐述了确认化学领域专

利申请的发明点及技术方案的思路和方法，并对撰写专利申请说明书的基本要求

和技巧进行了详细讲解。朱峰指出，权利要求书是发明的实质内容和申请人切身

利益的集中表现，对于权利要求书的撰写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他结合专利法相关

内容，对权利要求的布局和充分运用合理权利的要点进行了深入解析。最后，他就

大家在平时专利申请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答和交流。

唐素琴（国科大法律系）　供稿

武汉植物园成功转让一项发明专利技术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８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与湖北楚蒡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签
署了一份专利转让及合作研究协议，首次成功转让一项发明专利———“利用耐镉真

菌在镉污染土壤中进行生态修复的方法”（国家专利号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５３８６１７．４）。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６６０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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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所视觉仿真器发明获得美国专利授权

近日，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申请的专利“双眼自适应光学视觉仿真器和

仿真方法”获得美国专利授权。该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眼高阶像差

对双眼调节反应及立体视的影响研究”（批准号：６１３７８０６４）的支持。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６５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

信息扫描

美国国会讨论相关立法以解决专利流氓造成的损失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０日，美国国会讨论利用相关立法来解决专利流氓造成的损失，

具体提案包括了参议院的“专利法案”和众议院的“专利改革创新法案”。该立法

草案进一步提出：要求只能在双方明显活动的司法区提出专利侵权索赔；建议联邦

地区法院制定有效的指南来遏制专利流氓利用诉讼强制企业支付不必要的开销；

要求提起无事实依据的侵权诉求败诉方支付胜诉方的律师费；以及确保提出索赔

要求之前区分专利流氓和产品制造商。此前，专利权人，尤其是制药企业领域的专

利权人，并不赞成这两项议案，认为妨碍了他们的利益。国会听证会上就此修改了

提案并向专利权人倾斜，但被认为制定的修正案并未达到效果，且危及专利制度的

有效性。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牽ｇ＝ｆｂ２ｆｃ５５ｅｃｅｅ２４０５ｆｂ３６７

０ａｆ４ａ４ｅ８ｆ６ｄｆ＆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ｆｅｅｄ＆ｕｔｍ＿ｍｅｄｉｕｍ＝ＨＴＭＬ＋

ｅｍａｉｌ＋＋Ｂｏｄ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ｕｔｍ＿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ｒ＋

ｄａｉｌｙ＋ｆｅｅｄ＆ｕｔ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ｆｅｅｄ＋２０１５０８１２＆ｕｔｍ＿ｔｅｒｍ＝

原文标题：Ｐａｔｅｎｔｔｒｏｌ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ｔ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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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布《知识转移伙伴关系指南》

２０１５年 ８月 １１日，英国发布了《知识转移伙伴关系指南》（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ＫＴＰ）。该指南通过特定项目将大学、研究生与企业联系在一

起，帮助企业创新。学术机构聘用近期毕业在企业工作的研究生，让他们作为为企

业带来新技术和知识的联系。基于项目和企业需求，ＫＴＰ项目持续６个月至３年，

并采用部分资助形式，且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匹配额度不同。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ｗｈａｔｔｈｅｙ

ａｒｅ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ａｐｐｌｙ

原文标题：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ｗｈａ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ａｐｐｌ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０日

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评估当前知识产权制度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８日，澳大利亚财政部长ＪｏｅＨｏｃｋｅｙ和中小企业部长ＢｒｕｃｅＢｉｌｌ

ｓｏｎ宣布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将对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全面调查。该调

查将审查当前澳大利亚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竞争之间是否平衡，评估现有制度是

否能够促进创新，以及对国际贸易义务的履行现状。这次调查将影响到澳大利亚

今后的投资、竞争、贸易、创新和消费者的福利，对未来澳大利亚的生产力和经济增

长都至关重要。

李姝影　检索，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牽ｇ＝４ｆｅ９６６６ｃ３ｃ４３４ｄ４ｆ８ｆ８ｆ

１ａ４ｅ７１６５７２０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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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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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中国知识产权活用和保护指南》

２０１５年８月４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中国知识产权活用和保护指南》，记录

了进出中国市场的韩企必须知道的知识产权活用和保护方法，旨在提高韩企对中

国知识产权制度和管理战略的理解。近日，中国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并不断地推

进相关法律的修改，但韩企在中国因仿制品等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依然严峻。

另外，由于中韩自贸协定（ＦＴＡ）的签订，中韩双边贸易变得更加活跃，韩企的“先进

入，后保护”策略亦使知识产权侵害情况加剧。在此背景下，该指南对当前中国知

识产权环境、中韩企业注意事项、中国商标制度活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无审查

制度活用、知识产权侵权应对策略以及中国政府支援政策活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

阐述。

熊　峰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ｕｓｅｒ．ｔｄｆ牽ａ＝ｕｓｅｒ．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１．ＢｏａｒｄＡ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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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６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召开活用知识产权数据创意展览会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３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召开“知识产权（ＩＰ）数据活用创意展览

会”，不仅提高了韩国国民对于知识产权数据的关注度，还有利于促进知识产权信

息的活用。该展览会在今年系首次召开，旨在呼应韩国政府的３．０公共数据开放

政策，鼓励民间积极地活用开放的知识产权数据，并将重点放在利用开放的数据创

业上。

创意展览会分为创意企划和服务商品企划两个部分。创意企划将知识产权和

其他领域的公共数据（技术、市场、企业、商品等信息）进行链接和融合，针对特殊化

知识产权服务募集创意。服务商品企划则是活用最新 ＩＣＴ技术（大数据），募集商

品和服务开发的商业模型（移动应用程序、Ｗｅｂ服务、Ｓ／Ｗ）。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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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的展览会，提高一般大众对知识产权数据利用的认识，发掘

具有创意的点子，并努力实现创业和产业化。

熊　峰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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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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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ＫＦＩ施行“上门式专利支援服务”

韩国消防产业技术院（ＫＦＩ）于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２日表示将提供“上门式消防产业

专利支援服务”。ＫＦＩ为企业知识产权申请和授权提供资助，并计划专利支援服务

升级，实现政府主动式服务。“上门式消防产业专利支援服务”属于政府３．０服务

项目，致力于让更多的企业得到优惠政策。该服务旨在避免因信息封闭和申请错

误引起的无法得到支援的情况。ＫＦＩ产业支援部部长强调指出，通过以政策需求者

（消防企业）为中心的产业促进措施，ＫＦＩ将努力让消防企业共享政府３．０的成果，

并积极地参与其中。

熊　峰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ｆｐｎ１１９．ｃｏ．ｋｒ／ｓｕｂ＿ｒｅａｄ．ｈｔｍｌ牽ｕｉｄ＝４１２１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７２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

日本专利局启动“ＦＯＰＩＳＥＲ”外国专利信息查询服务

日本专利局从２０１５年８月７日开始提供外国专利信息查询服务系统“ＦＯＰＩＳ

ＥＲ”。以前通过ＪＰｌａｔｐａｔ不能查询到的国家的专利信息现在可以通过ＦＯＰＩＳＥＲ免

费查询。此外，该系统的检索和查询内容范围在服务开始之后还将逐步扩大。日

本专利局将专利查询对象国范围逐步扩大到美欧中韩之外的国家，并与海外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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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进行了积极的数据交换。用户有望通过ＦＯＰＩＳＥＲ在第一时间得到最新的海外

专利信息。ＦＯＰＩＳＥＲ系统的企划和开发都来自于日本专利局内部，因而可以灵活

地应对多样化的用户需求。

熊　峰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０８／２０１５０８０６００１／２０１５０８０６００１．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外国特许情报サ
!

ビス「ＦＯＰＩＳＥＲ（フォピサ!

）」を开始します

～これまで照会できなかった国の特许情报を无料で"

索、

照会す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りま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６日

印度工业产权局发布《计算机相关发明专利审查指南》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１日，印度工业产权局发布《计算机相关发明专利审查指南》，介

绍了计算机相关发明（ＣＲＩｓ）的审查条例。ＣＲＩｓ主要包括计算机使用、计算机网络

软件程序以及通过计算机程序实现的发明。审查指南涉及术语解释、可申请专利

的发明内容、审查程序以及如何确定技术特征。为便于从专利局的角度理解所涉

及到的问题，该指南中还列举了ＣＲＩｓ相关的多种实例和法律案件。

李姝影　检索，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ｉｎｄｉａ．ｎｉｃ．ｉｎ／ｉｐｏｎｅｗ／ＣＲＩ＿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２１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５．ｐｄｆ

原文标题：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ｓ，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ＣＲＩｓ）＂

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１日

欧盟商标系统更新：修订法令出台

为了使欧盟商标处理系统更加有效和界面友好，欧盟２００９年展开了全面调

查，２０１３年发布对现有法律进行升级和简化的提案，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６日，欧盟委员会

与欧洲议会及执行委员会最终达成了新的改革方案，旨在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以

及通过更新现有的规定和增加新实体法来确保各国商标局之间的共存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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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的修正指令２００８／９５／ＥＣ和２０７／２００９法规已出版，并将于２０１５年秋季由欧洲

议会及执行委员会正式发布修订案，主要涉及了术语、费用减免、商标保护期延长、

停止商标检索、侵权预防以及工作协调与一致性要求等。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ｒｅｐｏｒｔｓ／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ｇ＝５ｄ７９ｅ６８ｃｄ５ｆ２４ｅａｆ

ｂ５０４７２１０７０ｄｃｆｆ３ｅ＆ｖｌ＝２９７３４２３６４

原文标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Ｇｏｏｄｔｈｉｎｇｓ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ｗａｉ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ｉｎｇｔｈｅ

ＥＵ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ｙｓｔｅ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７日

ＩＡＭ解读台湾专利审查实践的变化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６日，ＩＡＭ解读了台湾知识产权局（ＴＩＰＯ）针对专利实施细则和

审查指南正在规划的一系列变革。为了反映行业的需求，解决现有专利制度的问

题，ＴＩＰＯ近期证实：（１）自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８日起在生物材料保藏上与日本合作，专利

申请若涉及在日本和台湾保藏的生物材料，专利申请人只需在其中一处进行保藏；

（２）延迟实质审查新规定：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起，早期阶段提出实质审查的申请

人，可以申请实质审查延迟，但必须提出不晚于法定期限的确切日期来重启实质性

审查，但第三方提出的实质性审查不能延迟；（３）专利授权后实用新型专利权利要

求修改的标准：自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３日起，如果申请人计划修改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

要求，该专利将增加实质审查程序以及确定该权利要求是否获得说明书支持时，标

准将会相对严格。

此外，ＴＩＰＯ正在探讨的议题包括：（１）优先权期限是否应该延长；（２）是否应该

引入美国临时申请的概念；（３）外观设计专利公开是否应该推迟以及是否应该延长

外观设计专利的期限。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ｒｅｐｏｒｔｓ／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牽ｇ＝ｄｄａ８ｃｄｂ４１ｅ８６

４４７２ａ４ｅ５ｆｂｄ７６７３ａ０４３ｃ

原文标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Ｒｅｃ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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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大学推出基金促进研究商业化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２日，斯旺西大学推出２项基金促进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包括创

新基金和债务或股权投资，该基金将提供两个相互推进的资金流。创新基金：约５

千英镑（约７７００美元）的少量资金，将可以用于市场调研、评估以及早期的商业化

活动，以确定长期的可投资性项目。债务或股权投资：高达５万英镑（约７７８万美

元）的债券或股票为主的投资，将作为来自第三方风险投资或天使投资的一部分投

入到斯旺西创业中。这种合作投资战略旨在确保具备资格的初创企业经过专业基

金经理的认可。

朱月仙　检索，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８／１２／ｓｗａｎｓｅ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ｆｕｎｄｔｏｂｏｏ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原文标题：Ｓｗａｎｓｅ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ｆｕｎｄｔｏｂｏｏ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３日

牛津大学分拆公司１．６亿美元出售基因控制病虫害技术

牛津大学分拆公司Ｏｘｉｔｅｃ以１６亿美元将基因控制病虫害技术出售给了合成

生物学公司Ｉｎｔｒｅｘｏｎ。牛津大学Ｉｓｉｓ科技创新曾协助Ｏｘｉｔｅｃ早期的专利申请，成立

公司并增加投资，并从牛津大学挑战种子基金中拨出２４８万欧元作为早期种子基

金，用于概念研究的可行性证明。本次交易的收益将支持Ｉｓｉｓ科技创新继续投资下

一代技术。Ｏｘｉｔｅｃ公司于２００２年由牛津大学动物学部的教职人员成立，目前是一

家利用基因技术控制有害生物和入侵物种的公司。

朱月仙　检索，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８／１２／ｏｘｆｏｒｄｓｐｉｎｏｕｔｏｘｉｔｅｃｓｏｌｄｆｏｒ

１６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ｒｅａｄｉｅｓｇｅｎｅｂａｓｅｄ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ｍａｒｋｅｔ／

原文标题：ＯｘｆｏｒｄｓｐｉｎｏｕｔＯｘｉｔｅｃｓｏｌｄｆｏｒＭＹＭ１６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ｒｅａｄｉｅｓｇｅｎｅｂａｓｅｄ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ｍａｒｋｅｔ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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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对外提供付费商业化服务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５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启动“创业工厂”计划，向非大学企业家

和创业者提供付费性的大学商业化服务和资源，旨在发挥大学技术转移机构对区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根据该计划，亚利桑那科技公司（简称ＡｚＴＥ）创业发展首

要关注的是社区的参与，其次是与教职研究人员的合作。ＡｚＴＥ衍生利益来自于向

外界提供商业化协助。一旦建立合作，ＡｚＴＥ将尽其所能提供所有资源和最大成功

机会，向这些外界企业提供虚拟运营工具。相对于雇佣公关公司或市场调查公司，

他们将利用包括ＭＢＡ学生、大学市场或公关人员在内的大学资源来进行调研，可

以节约资金。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ｇｏｖ／ｎｅｗｓ／ｂｌｏｇ／２０１５／０８／ｓｕｃｃｅｓｓｓｔｏｒｙｈｅｌｐｉｎｇ

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ｇｒｏｗ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ｊｏｂｓ

原文标题：Ｉｎｍｏｖｅｔｏｂｏｏ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ＵｓＴＴＯｏｆｆｅｒ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１日

大学初创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ＬＬＣｓ占有优势

股份有限公司（ＬＬＣｓ）尚未成为技术转移的一个主要方式，但 ＬＬＣｓ对于大学

ＴＴＯｓ和教员创办的初创企业来说具有极大的优势，当前初创企业５０％－６０％都是

ＬＬＣｓ。２０１５年新奥尔良举行的ＡＵＴＭ年会也针对ＬＬＣｓ创办的经验和指导进行了

专题讨论。因ＬＬＣｓ的独特优势，当前技术转化机构越来越多的倾向于有限责任公

司，且大量初创企业正在以ＬＬＣｓ的形式出现。

李姝影　检索，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８／１２／ｌｌｃｓｏｆｆｅ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ｆ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ｂｕｔｂｅｗａｒｅｏｆｔａｘ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原文标题：ＬＬＣｓｏｆｆｅ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ｂｕｔｂｅｗａｒｅｏｆｔａ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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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研究协会发布《制药和生物技术许可费率（第八版）》

２０１５年８月，知识产权研究协会发布《第八版制药和生物技术许可费率》，包

括了许可费率和其他资金补偿基准，可用于生物技术和制药创新上的定价优化。

新版本增加了许可协议的数量，同时收集了２０多年研究成熟的交易详情，提供了

数以百计的真实交易信息，包括技术许可费，专利使用费，许可费和阶段性权利金。

李姝影　检索，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ｉｐｒａ／ｐｈａｒｍａ／

原文标题：ＲｏｙａｌｔｙＲａｔｅｓｆｏｒ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８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１日

资源推介

欧专局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 ＰＡＴＳＴＡＴ使用指南

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 ＰＡＴＳＴＡＴ是当前世界收录最全的专

利数据库，专门面向专利分析人员、统计决策人员和高级研究人员。欧洲专利局发

布的 ＰＡＴＳＴＡＴ使用指南主要是对 ＰＡＴＳＴＡＴ数据库使用进行全面性指导，帮助用

户分析专利数据，为解决各种问题提供思路，并针对 ＰＡＴＳＴＡＴ使用过程中的关键

问题进行了探讨。

　　１．ＰＡＴＳＴＡＴ数据库信息来源

ＰＡＴＳＴＡＴ数据库包括了原始专利数据（主要来自专利文献著录项目数据库

ＤＯＣＤＢ）、法律状态数据、在线扩展数据以及欧洲专利注册数据。涉及的专利信息

包括专利申请、公开、申请人、发明人、引文、专利家族、技术分类和优先权信息等

数据。

ＰＡＴＳＴＡＴ的优势：第一，基于专利原始数据，ＰＡＴＳＴＡＴ可以根据研究院人员的

需求进行国家、产业、企业层面的分析；第二，提供真实而非采样数据作为数据分析

集合；第三，与其他专利数据库兼容，包括 ＥＥＥＰＰＡＴ、ＯＥＣＤ申请人名数据库

（ＨＡＮ）、ＡＰＥＩＮＶ、ＥＰＯ全球专利法律状态数据库、ＯＥＣＤＲＥＧＰＡＴ数据库、ＯＥ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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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专利家族数据库、ＮＡＣＥＩＰＣ索引等。

ＰＡＴＳＴＡＴ的局限：第一，由专利审查员进行原始数据收集，例如优先权和引用

数据质量高于其他著录信息，但是发明人地址信息覆盖率较低。第二，数据以欧洲

为中心，由于各个专利局与ＥＰＯ数据交换的约定随时变化，某些国家在申请、引用、

申请人／发明人的数据存在缺失。

　　２．ＰＡＴＳＴＡＴ使用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１）申请人和发明人字段

申请人和发明人字段存在著录不全和专利权人名称不统一的情况，避免的方

法是尽可能全面地检索申请人和发明人，并更正名字的错误。其次，还可以使用

ＰＡＴＳＴＡＴ独有ＩＤ标识，同一个专利权人，ＥＰＯ会分配一个标识符ＤＯＣ＿ＳＴＤ＿ＮＡＭＥ

＿ＩＤ。此外，还可以使用一些包括 ＥＥＥＰＰＡＴ、ＯＥＣＤＨＡＮ和 ＡＰＥＩＮＶ在内的公开

免费数据库。

　　（２）专利家族

在实践中往往需要计算专利家族数量，主要由专利家族的不同类型决定。根

据ＷＩＰＯ《工业产权信息与文献手册》中的有关定义，专利族可以分为简单专利族、

复杂专利族、扩展专利族、国内专利族和仿专利族。ＰＡＴＳＴＡＴ数据库提供了两个专

利家族表：一个是基于ＤＯＣＤＢ数据库的ｔｌｓ２１８＿ｄｏｃｄｂ＿ｆａｍ表，主要针对简单专利家

族的集合，包括了美国专利局的连续申请和分案申请；另一个则是基于 ＩＮＰＡＤＯＣ

数据库的ｔｌｓ２１９＿ｉｎｐａｄｏｃ＿ｆａｍ表，主要针对扩展专利家族。巴黎公约规定的优先权

则在ＴＬＳ２０４＿ａｐｐｌｎ＿ｐｒｉｏｒ表中。以法国专利局专利家族每年引用平均数量为例，展

示了相应的ＳＱＬ语句：

Ｓｅｌｅｃｔ

ｔ０１．ＡＰＰＬＮ＿ＡＵＴＨ，Ｙｅａｒ（ｔ０１．ＡＰＰＬＮ＿ＦＩＬＩＮＧ＿ＤＡＴＥ）ａｓｙｅａｒ，

Ｃｏｕｎｔ（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ｔ１８．ＤＯＣＤＢ＿ＦＡＭＩＬＹ＿ＩＤ）／Ｃｏｕｎｔ（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ｔ０１．ＡＰＰＬＮ＿ＩＤ）

ａｓａｖｇ

Ｆｒｏｍ　　

ｔｌｓ２１８＿ｄｏｃｄｂ＿ｆａｍｔ１８ＩｎｎｅｒＪｏｉｎ

ｔｌｓ２１１＿ｐａｔ＿ｐｕｂｌｎｔ１１ａＯｎｔ１８．ＡＰＰＬＮ＿ＩＤ＝ｔ１１ａ．ＡＰＰＬＮ＿ＩＤＩｎｎｅｒＪｏｉｎ

ｔｌｓ２１２＿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１２Ｏｎｔ１１ａ．ＰＡＴ＿ＰＵＢＬＮ＿ＩＤ＝ｔ１２．ＰＡＴ＿ＰＵＢＬＮ＿ＩＤＩｎｎｅｒＪｏｉｎ

ｔｌｓ２１１＿ｐａｔ＿ｐｕｂｌｎｔ１１ｂＯｎｔ１２．ＣＩＴＥＤ＿ＰＡＴ＿ＰＵＢＬＮ＿ＩＤ＝ｔ１１ｂ．ＰＡＴ＿ＰＵＢＬＮ＿ＩＤ

ＩｎｎｅｒＪｏｉｎｔｌｓ２０１＿ａｐｐｌｎｔ０１Ｏｎｔ１１ｂ．ＡＰＰＬＮ＿ＩＤ＝ｔ０１．ＡＰＰＬＮ＿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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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ｒｅ

ｔ０１．ＡＰＰＬＮ＿ＡＵＴＨ＝ＦＲ

ＧｒｏｕｐＢｙ

ｔ０１．ＡＰＰＬＮ＿ＡＵＴＨ，Ｙｅａｒ（ｔ０１．ＡＰＰＬＮ＿ＦＩＬＩＮＧ＿ＤＡＴＥ）

　　（３）专利技术分类

ＰＡＴＳＴＡＴ数据库中发明专利是以 ＩＰＣ作为技术分类，由于 ＩＰＣ检索可能无法

指向同一领域，或检出结果与目标技术不同，此时可以通过 ＩＰ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来检索

能够较好的描述发明专利信息的 ＩＰＣ主分类号，有助于专利审查人员和使用者检

索到感兴趣的主要技术。其次，当检索特定行业的专利时，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和技

术融合的产生，技术分类往往与行业分类并不一致。此时，可以利用关键词索引，

例如由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供的关键词索引，它包含了与标准行业分类相匹配的美

国专利分类ＵＳＰＣ技术分类的信息。此外，还存在ＩＰＣ分配错误的情况。

李姝影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ｄｅ．ｇｏ．ｊ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ｕｂｌｉｓｈ／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ｐ／５２７．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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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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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中心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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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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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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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