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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国务院印发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
2015 年 12 月 18 日，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深化知识产权重点领
域改革，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提升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保障和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 2020 年，知识
产权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形
成国际竞争的知识产权新优势，为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奠定
坚实基础。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水平大幅提高，保护状
况明显改善，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普遍增强，知识产权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对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仍面临知识产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保护
不够严格、侵权易发多发、影响创新创业热情等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当前，全
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创新引领
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更加突出。为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现提
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深化知识产权重点领域改革，有效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实行
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蓬勃发展，提升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保障和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为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
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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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二）基本原则。坚持战略引领。按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等
战略部署，推动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深化知识产
权战略实施，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实现从大向强、从多向优的转变，实施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坚持改革创新。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破除
制约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障碍，着力推进创新改革试验，强化分配制度的知识价
值导向，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创新、促进创新成果合理分享方面的关键
作用，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
坚持市场主导。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和主导作用，促进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快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加强知识产权政策支持、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着力构建公平公正、
开放透明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国际国内创新资源，形成若干知识产权领先发展区域，
培育我国知识产权优势。加强全球开放创新协作，积极参与、推动知识产权国际
规则制定和完善，构建公平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为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有
利条件，实现优进优出和互利共赢。
（三）主要目标。到 2020 年，在知识产权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
决定性成果，知识产权授权确权和执法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基本形成权界清晰、
分工合理、责权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知识产权体制机制，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逐步形成产
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知识产权新优势，基本实现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成一批知识产权强省、强市，知识产权大国地位得到全方位巩固，为建成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四）研究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完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召集人。积极研究探索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
制改革。授权地方开展知识产权改革试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知识产权综合
管理改革试点。
（五）改善知识产权服务业及社会组织管理。放宽知识产权服务业准入，促
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建设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扩大专利代理领域开
放，放宽对专利代理机构股东或合伙人的条件限制。探索开展知识产权服务行业
协会组织“一业多会”试点。完善执业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开知识产权代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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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等相关信息。规范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收费标准，完善收
益分配制度，让著作权人获得更多许可收益。
（六）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制度。研究制定知识产权评议政策。
完善知识产权评议工作指南，规范评议范围和程序。围绕国家重大产业规划、高
技术领域重大投资项目等开展知识产权评议，建立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目标评
估制度，积极探索重大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试点，建立重点领域知识产权评议
报告发布制度，提高创新效率，降低产业发展风险。
（七）建立以知识产权为重要内容的创新驱动发展评价制度。完善发展评
价体系，将知识产权产品逐步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将知识产权指标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发布年度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在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进行综合考核评价时，注重鼓励发明创造、保护知识产权、加强转化运用、营
造良好环境等方面的情况和成效。探索建立经营业绩、知识产权和创新并重的国
有企业考评模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知识产权奖励项目，加大各类国家奖励
制度的知识产权评价权重。
三、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八）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发挥司
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优势互补、有机衔接的知
识产权保护模式。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针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行
为实施惩罚性赔偿并由侵权人承担实际发生的合理开支。进一步推进侵犯知识产
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完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加强海关知识产权执法
保护。加大国际展会、电子商务等领域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开展与相关国际组织
和境外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外合作，推动我国成为知
识产权国际纠纷的重要解决地，构建更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环境。
（九）加大知识产权犯罪打击力度。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
重点打击链条式、产业化知识产权犯罪网络。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加大涉嫌犯罪案件移交工作力度。完善涉外知识产权执法机制，加
强刑事执法国际合作，加大涉外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侦办力度。加强与有关国际组
织和国家间打击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司法协助，加大案情通报和情报信息交换力
度。
（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预警防范机制。将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情况
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推动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法规，加强人才交流和技
术合作中的商业秘密保护。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建立收集假冒产
品来源地相关信息的工作机制，发布年度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报告。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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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专业化市场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工作。发挥行业组织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积
极作用。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加强在线创意、研发成果的
知识产权保护，提升预警防范能力。加大对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援助力度，构
建公平竞争、公平监管的创新创业和营商环境。
（十一）加强新业态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植物新品种、生
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数据库保护和国防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制度。适
时做好地理标志立法工作。研究完善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实用艺术品外
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加强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
则研究，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知识产权保护
政策。
（十二）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
制定相关反垄断执法指南。完善知识产权反垄断监管机制，依法查处滥用知识产
权排除和限制竞争等垄断行为。完善标准必要专利的公平、合理、无歧视许可政
策和停止侵权适用规则。
四、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十三）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和注册机制。建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快速登记通
道。优化专利和商标的审查流程与方式，实现知识产权在线登记、电子申请和无
纸化审批。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协作机制，建立重点优势产业专利申请的集中审查
制度，建立健全涉及产业安全的专利审查工作机制。合理扩大专利确权程序依职
权审查范围，完善授权后专利文件修改制度。拓展“专利审查高速路”国际合作
网络，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专利审查机构。
（十四）完善职务发明制度。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依法建立健全发明报告、
权属划分、奖励报酬、纠纷解决等职务发明管理制度。探索完善创新成果收益分
配制度，提高骨干团队、主要发明人收益比重，保障职务发明人的合法权益。按
照相关政策规定，鼓励国有企业赋予下属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处置和收益分配权。
（十五）推动专利许可制度改革。强化专利以许可方式对外扩散。研究建立
专利当然许可制度，鼓励更多专利权人对社会公开许可专利。完善专利强制许可
启动、审批和实施程序。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通过无偿许可专利
的方式，支持单位员工和大学生创新创业。
（十六）加强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构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加快建
设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创新知识产权投融资产品，探索知识产权证
券化，完善知识产权信用担保机制，推动发展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投债联动等
新模式。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引导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加强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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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的投资。细化会计准则规定，推动企业科学核算和管理知识产权资产。
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构。支持探索知识产权创
造与运营的众筹、众包模式，促进“互联网+知识产权”融合发展。
（十七）培育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探索制定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目录和发
展规划。运用股权投资基金等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知识产权密集型产
业。加大政府采购对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的支持力度。试点建设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业集聚区和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产品示范基地，推行知识产权集群管理，推动
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十八）提升知识产权附加值和国际影响力。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培育
一批核心专利。加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产业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力度。深化商
标富农工作。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艺、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推进文
化创意、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支持企业运用知识产权进行海外股权投
资。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有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转化为标准。支持研究
机构和社会组织制定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建立品牌价值评价体系。支持企业建立
品牌管理体系，鼓励企业收购海外知名品牌。保护和传承中华老字号，大力推动
中医药、中华传统餐饮、工艺美术等企业“走出去”。
（十九）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开放利用。推进专利数据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增
强大数据运用能力。建立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信息披露制度。加快落实
上市企业知识产权信息披露制度。规范知识产权信息采集程序和内容。完善知识
产权许可的信息备案和公告制度。加快建设互联互通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实现专利、商标、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等基础
信息免费或低成本开放。依法及时公开专利审查过程信息。增加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网点，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络。
五、加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和风险防控
（二十）加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规划。加大创新成果标准化和专利
化工作力度，推动形成标准研制与专利布局有效衔接机制。研究制定标准必要专
利布局指南。编制发布相关国家和地区专利申请实务指引。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
等重点领域，建立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工作机制，实施产业规划类和企业运营类专
利导航项目，绘制服务我国产业发展的相关国家和地区专利导航图，推动我国产
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二十一）拓展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渠道。推动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
联合开展海外专利布局工作。鼓励企业建立专利收储基金。加强企业知识产权布
局指导，在产业园区和重点企业探索设立知识产权布局设计中心。分类制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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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跨国许可与转让指南，编制发布知识产权许可合同范本。
（二十二）完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
等标准体系。支持行业协会、专业机构跟踪发布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信息和竞争动
态。制定完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调查应对与风险防控国别指南。完善海外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发布相关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等信息。建立完善
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问题及案件信息提交机制，加强对重大知识产权案件的跟踪研
究，及时发布风险提示。
（二十三）提升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能力。研究完善技术进出口管理相关
制度，优化简化技术进出口审批流程。完善财政资助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知识产
权对外转让和独占许可管理制度。制定并推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规范。支持法律
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探索以公证方式保管知
识产权证据、证明材料。推动企业建立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机制，重点针对人才引
进、国际参展、产品和技术进出口等活动开展知识产权风险评估，提高企业应对
知识产权国际纠纷能力。
（二十四）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制定实施应对海外产业重大知识产
权纠纷的政策。研究我驻国际组织、主要国家和地区外交机构中涉知识产权事务
的人力配备。发布海外和涉外知识产权服务和维权援助机构名录，推动形成海外
知识产权服务网络。
六、提升知识产权对外合作水平
（二十五）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积极参与联合国框
架下的发展议程，推动《TRIPS 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落实和《视听表演北
京条约》生效，参与《专利合作条约》、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等规则修订的国际谈判，推进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和《马
拉喀什条约》进程，推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向普惠包容、平衡有效的方向发展。
（二十六）加强知识产权对外合作机制建设。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
界贸易组织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交流。深化同主要国家知识产权、经贸、海关
等部门的合作，巩固与传统合作伙伴的友好关系。推动相关国际组织在我国设立
知识产权仲裁和调解分中心。加强国内外知名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合作，促进地
理标志产品国际化发展。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框
架下的知识产权合作，探索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合作机制。
（二十七）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援助力度。支持和援助发展中国家知
识产权能力建设，鼓励向部分最不发达国家优惠许可其发展急需的专利技术。加
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学历教育和短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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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拓宽知识产权公共外交渠道。拓宽企业参与国际和区域性知识产
权规则制修订途径。推动国内服务机构、产业联盟等加强与国外相关组织的合作
交流。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知识产权智库，建立博鳌亚洲论坛知识产权研讨交流
机制，积极开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研讨交流活动。
七、加强组织实施和政策保障
（二十九）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推动各项措施有效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在国务院领导下，加强统筹协调，研究提出知识
产权“十三五”规划等具体政策措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加强对有关政策措施
落实工作的指导、督促、检查。
（三十）加大财税和金融支持力度。运用财政资金引导和促进科技成果产权
化、知识产权产业化。落实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知识
产权费用按规定实行加计扣除。制定专利收费减缴办法，合理降低专利申请和维
持费用。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工作。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风险补偿基金和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试点。
（三十一）加强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相关学科建设，
完善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在管理学和经济学中增设知识产权专业，加强知识产
权专业学位教育。加大对各类创新人才的知识产权培训力度。鼓励我国知识产权
人才获得海外相应资格证书。鼓励各地引进高端知识产权人才，并参照有关人才
引进计划给予相关待遇。探索建立知识产权国际化人才储备库和利用知识产权发
现人才的信息平台。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稳定和壮大知识产
权专业人才队伍。选拔培训一批知识产权创业导师，加强青年创业指导。
（三十二）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
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开展知识产权普及型教育,加强知识产权公益宣传和咨询服
务，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使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理念深入人心，
为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营造良好氛围。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2/22/content_10468.htm
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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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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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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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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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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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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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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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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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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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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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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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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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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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31/content_1945534.htm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 日

工信部发布《<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行动计划（20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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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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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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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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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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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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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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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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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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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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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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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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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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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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sipo.gov.cn/tz/gz/201507/t20150730_1152740.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4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五部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助力创新创业的意见》
2015 年 9 月 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
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助力创
新创业的意见》。意见提出八大要求，十六项具体要求，以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5〕8 号）和《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发〔2015〕32 号）部署，认真落实《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国办发〔2014〕64 号）。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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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引领创新创业模
式变革，优化市场竞争环境，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催生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
让创新创业根植知识产权沃土。
（二）基本原则
一是市场导向。发挥知识产权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激励作用，充分调动市场力
量，形成创新创业知识产权激励和利益分配机制，促进创新创业要素合理流动和
高效配置。
二是加强引导。突出知识产权对创新创业活动的导向作用，更多采用专利导
航等有效手段，创新服务模式和流程，提升创新创业发展水平。
三是积极推动。坚持政策协同、主动作为、开放合作，建立政府引导、市场
驱动、社会参与的知识产权创新支持政策和创业服务体系，全力营造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
四是注重实效。紧贴创新创业活动的实际需求，建立横向协调、纵向联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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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制，强化政策落实中的评估和反馈，不断完善和深化政策环境、制度环境
和公共服务体系，形成利于创新、便于创业的格局。
二、完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降低创新创业门槛
（三）综合运用知识产权政策手段
引导广大创新创业者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健全面向高校院所科技创新人才、
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等高端人才和高素质技术工人创新创业的知识产权扶持政策，
对优秀创业项目的知识产权申请、转化运用给予资金和项目支持。进一步细化降
低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申请和维持费用的措施。充分发挥和落实各项财税扶持政
策作用，支持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登记失业人员、残疾人等重
点群体运用专利创新创业。在各地专利代办处设立专门服务窗口，为创新创业者
提供便捷、专业的专利事务和政策咨询服务。
（四）拓宽知识产权价值实现渠道
深化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调动单位和人员运
用知识产权的积极性。支持互联网知识产权金融发展，鼓励金融机构为创新创业
者提供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专利保险等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知识产权估
值、质押、流转体系，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实现普遍化、常态化和规模化，
引导银行与投资机构开展投贷联动，积极探索专利许可收益权质押融资等新模式，
积极协助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者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支持符合条件的省份设
立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扶持重点领域知识产权联盟建设，通过加强知识
产权协同运用助推创业成功。
三、强化知识产权激励政策释放创新创业活力
（五）鼓励利用发明创造在职和离岗创业
完善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法律制度，合理界定单位与职务发明人的权利义
务，切实保障发明人合法权益，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支持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研发中心等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进行非职务发明创造，提供相应的
公益培训和咨询服务，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教育培训费用的作用，加强对一线职
工进行创新创造开发教育培训和开阔眼界提高技能的培训，鼓励职工积极参与创
新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立职工小发明小创造专项扶持资金，健全困难群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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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产权服务帮扶机制。
（六）提供优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建立健全具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制，推动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加
大对青年为主体的创业群体知识产权扶持，建立健全创业知识产权辅导制度，促
进高质量创业。积极打造专利创业孵化链，鼓励和支持青年以创业带动就业。组
织开展创业知识产权培训进高校活动，支持高校开发开设创新创业知识产权实务
技能课程。从优秀知识产权研究人员、专利审查实务专家、资深知识产权代理人、
知名企业知识产权经理人中选拔一批创业知识产权导师，积极指导青年创业训练
和实践。
四、推进知识产权运营工作引导创新创业方向
（七）推广运用专利分析工作成果
实施一批宏观专利导航项目，发布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成果，更大范围
地优化各类创业活动中的资源配置。实施一批微观专利导航项目，引导有条件的
创业活动向高端产业发展。建立实用专利技术筛选机制，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技术
支撑。推动建立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完善企业主导、创新创业者积极参与的专利
协同运用体系，构建具有产业特色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知识产
权创新创业基地。
（八）完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充分运用社区网络、大数据、云计算，加快推进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构建新型开放创新创业平台，促进更多创业者加入和集聚。积极构建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通过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方式，为创新创业者提供
高端专业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探索通过发放创新券的方式，支持创业企业向知
识产权运营机构购买专利运营服务。
五、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支撑创新创业活动
（九）提升知识产权信息获取效率
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水平，在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建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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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联络员制度，开展知识产权专家服务试点，实施精细化服务，做到基础服
务全覆盖。加强创新创业专利信息服务，鼓励开展高水平创业活动。完善专利基
础数据服务实验系统，扩大专利基础数据开放范围，开展专利信息推送服务。
（十）发展综合性知识产权服务
发挥行业社团的组织引领作用，推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通过市场化机制、专
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为创新创业者提供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鼓励知识产权
服务机构以参股入股的新型合作模式直接参与创新创业，带动青年创业活动。在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广泛开展知识产权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试点工作，强
化知识产权实务技能培训，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
六、加强知识产权培训条件建设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十一）加强创业知识产权培训
切实加强创业知识产权培训师资队伍和培训机构建设，积极推行知识产权创
业模块培训、创业案例教学和创业实务训练。鼓励各类知识产权协会社团积极承
担创新创业训练任务，为创业者提供技术、场地、政策、管理等支持和创业孵化
服务。以有创业愿望的技能人才为重点，优先安排培训资源，使有创业愿望和培
训需求的青年都有机会获得知识产权培训。
（十二）引导各类知识产权优势主体提供专业实训
综合运用政府购买服务、无偿资助、业务奖励等方式，在国家知识产权培训
基地、国家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国家知识产权优势和示范企业、知识
产权服务品牌机构建立创新创业知识产权实训体系。引导国家知识产权优势和示
范企业、科研组织向创业青年免费提供实验场地和实验仪器设备。
七、强化知识产权执法维权保护创新创业成果
（十三）加大专利行政执法力度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加强行政执法机制和能力建设，切实保护创新创业
者知识产权合法权益。深化维权援助机制建设，完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布局，
在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优先进行快速维权援助中心布点，推动行政执法与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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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缩短确权审查、侵权处理周期，提高维权效率。
（十四）完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体系
构建网络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体系，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有效服务。健全电子
商务领域专利执法维权机制，快速调解、处理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专利侵权纠纷，
及时查处假冒专利行为，制订符合创新创业特点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案，完善
行政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建立互联网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信用体系，指导
支持电商平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强化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
八、推进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十五）加强知识产权舆论引导
广泛开展专利技术宣传、展示、推广等活动，宣扬创新精神，激发创业热情，
带动更多劳动者积极投身创新创业活动，努力在全社会逐渐形成“创新创业依靠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面向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依托国家专利技术展示交易中
心，搭建知识产权创新创业交流平台，组织开展创业专利推介对接，鼓励社会力
量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组织开展各类知识产权公益活动。
（十六）积极举办各类专题活动
积极举办面向青年的创业知识产权公开课，提高创业能力，助推成功创业。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各类知识产权服务创新创业大赛，推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搭建
知识产权创新创业实体平台。加强创业知识产权辅导，支持“创青春”中国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活动。鼓励表现
优秀的创新创业项目团队参加各类大型知识产权展会。在各类知识产权重点展会
上设置服务专区，为创新创业提供交流经验、展示成果、共享资源的机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
青团中央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创新创业知识产权工作长效推进机制，统筹协调
并指导落实相关工作。各地要建立相应协调机制，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明确工作部署，切实加大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力度。各地和有关
部门要结合创新创业特点、需要和工作实际，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不断完善创新
创业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各地要做好有
关政策落实情况调研、发展情况统计汇总等工作，及时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许

轶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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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sipo.gov.cn/tz/gz/201510/t20151012_1186728.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5 日

TPP 协议提高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2015 年 10 月 5 日，由 12 个太平洋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协议在历经 13 年的谈判之后宣布结束，标志 TPP 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协议提出
了比 TRIPs 协议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被认为是继 TRIPS 协议和 ACTA 协
定之后，知识产权与贸易政策相结合并试图进行国际推广的最新举措。国内外舆
论认为，短期内 TPP 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有限，但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TPP 协议源于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和智利四国发起的自由贸易区谈判，美
国、日本分别于 2009 年及 2013 年加入。截至 2013 年 7 月，共有 12 个环太平洋
国家[1]加入谈判。经过前后 13 年的谈判，12 国经贸部长于 10 月 5 日宣布谈判结
束。尽管作为区域性贸易协定，TPP 体量上远远小于 WTO，但 TPP 因其注重打
造区域内供应链、强调无缝贸易与竞争优势、可为亚太地域供应链重塑提供制度
支持等特点而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TPP 内容涵盖贸易及相关问题，依次为货物贸易、海关管理及贸易便利化、
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救济措施、投资、服务、电子商务、
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以及旨在确保 TPP 能够胜任其使命的“横
向规定”章节，包括发展、竞争力、包容性、争端解决、例外和制度性安排。除
了更新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传统措施以外，TPP 还涵盖了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国
有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投资、小型企业利用贸易协议能力等新出现的交叉性议题。
协议中，知识产权章节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是美国建议的文本试图实现远
比《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协议）更为深入的知识产权保护。TPP
中的知识产权规定被认为是继 TRIPs 协议和《反假冒伪劣协定》（ACTA 协定）
之后，知识产权与贸易政策相结合并试图进行国际推广的最新举措。或许正是出
于这种敏感性的考虑，包括知识产权章节内容在内的 TPP 谈判文件在谈判过程
中对外保密。
维基解密透露了 2015 年 10 月 5 日知识产权协议文本[2]，该知识产权文本由
九部分组成，分别是总则、合作、商标、地理标志、专利权/未公开的实验或其
他数据（包括一般专利、农业和化学产品的数据保护、制药和管制产品有关的措
施）、工业设计、版权和相关权利、执法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与 TRIPS 协议相
[1] 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
[2] https://wikileaks.org/tpp-ip3/WikiLeaks-TPP-IP-Chapter/WikiLeaks-TPP-IP-Chapter-051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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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TPP 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1. TPP 提出比 TRIPs 更高的知识产权标准
知识产权与贸易政策相结合的 ACTA 因欧盟议会的否决无疾而终，而 ACTA
的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在 TPP 建议版中完整地继承下来。尽管在后续的谈判中
经过博弈做出了妥协，但总体而言，与 TRIPs 相比，TPP 提出了更高的知识产权
标准。
（1）商标注册管理方面，扩大了商标注册的客体。TPP 对声音、气味等新
型商标给予注册的规定。在商标电子申请、驰名商标保护等方面，也不同程度超
越现有法律规定，证明标志和地理标志亦可申请注册为商标。
（2）地理标志方面，TPP 在 TRIPs 协议之外，进一步在国际层面统一了地
理标志保护的程序和实体规定。要求缔约方应对地理标志提供商标形式的保护，
同时为其申请注册规定了详细的实体和程序规则。另外，对基于政府间协议或安
排而实施的地理标志注册和保护还做出了特别规定，允许来自真实产地之外的产
品在一定条件下给予注册。
（3）著作权方面，TPP 规定了更长的保护期限。除了作者去世后 70 年之外，
TPP 还要求在不是基于作者生命计算保护期限的情形下，将作品、表演或录音制
品的保护期限设置为首次出版的年份结束起 95 年；如果自创作之日起 25 年内未
出版的，保护期限为自创作的年份结束起 120 年。
（4）禁止平行进口版权产品。TRIPs 允许各国自由规定平行进口是否合法。
TPP 禁止所有的平行进口行为，重点禁止某些版权产品（书籍、录音制品和电影）
的平行进口。
（5）加强网络环境下的数字版权保护。网络环境下数字版权的保护是 TPP
中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TPP 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去识别网络用户，在需要的时
候关闭其网站，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可因“善意”删除涉嫌侵犯版权的材料而免责。
（6）赋予药品研发数据独占权利。TPP 将对未披露的药品研发数据给予特
殊保护。通常，制造商在将药品投放市场之前，为了确保药品的质量和安全，必
须进行临床实验并将结果和相关数据提交给药品管理机关。当后申请者申请同样
的药品注册时，不需要重新进行同样的临床实验，这大大便利了仿制药品进入市
场。TPP 规定将给予未披露数据 5 年独占的专有权利，此规定将提高仿制药的研
制成本、延迟其上市时间。
（7）建立药品上市审查和药品专利的链接制度。专利链接是指有些国家的
药品上市主管部门将仿制药的上市许可与已有专利相挂钩的一项制度。如果仿制
药可能存在侵犯专利权的风险，则主管部门不批准其上市申请。该制度使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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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有力地防止仿制药的竞争，且防御成本低廉。在整个专利保护期之内，主管
当局不得批准具有生物等效性的仿制药上市，从而延缓仿制药的上市，事实上增
加了品牌药商的市场专有期限。
（8）降低药品新用途发明的专利授权条件。TRIPs 协议规定了专利的新颖
性、创造性、实用性要求，但“三性”的判断尤其是“创造性”的判断标准给了成员
国自己很大的解释空间。TPP 降低了对创造性的判断标准，一个专利产品只要有
一点点小的改进，就可以继续得到专利保护，实际上延长了专利保护期限，增加
后来者的进入成本。
（9）加强知识产权执法。TRIPs 在知识产权执法措施方面给予了成员方很
大的灵活性。TPP 要求各缔约国打造强有力的执法体系，包括民事程序、临时措
施、边境措施以及针对伪造商标和版权剽窃等行为的刑事程序与刑罚。TPP 各缔
约方提供法律手段，防止非法占有商业秘密，并设立刑事程序和刑罚以制裁包括
网络盗窃、影视作品翻拍等在内的商业秘密盗窃。
2. TPP 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
短期内 TPP 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有限，但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达成协定只是 TPP 批准落实整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接下来谈判官员将继
续开展技术性工作以敲定完整的协议文本内容，然后递交各国领导人正式签署，
再送到各国立法机构批准，最后才能付诸实施，整个过程可能会花费数月乃至数
年的时间。专家预计，如果各国程序顺利，TPP 最早将于 2017 年生效，对中国
真正开始产生影响可会在 2018 至 2019 年。中国还有四年的窗口期来开展研究与
应对工作。因此，短期影响有限。
从长远看，TPP 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贸格局都会产生影响。TPP 对中国
的长远影响需要从战略层面和国际贸易新规则构建的角度去理解。美国、日本通
过 TPP 和正在与欧盟进行谈判的 TTIP 进行了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布局。现在的贸
易模式是全球价值链，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美国无法在现有的 WTO 框架中解
决各国规则的协调、市场的统一等问题，需要借助新平台来建立新规则，TPP 已
经初步构建了新的贸易投资规则的框架。从这个层面来看，TPP 值得高度重视。
我国应细致研究相关条款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和经济贸易等的长远影响，做
好应对准备。
当前我国正在全力建设创新型经济，知识产权战略是国家发展规划纲要的重
要内容，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但在具体落实知识
产权保护措施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现有国情。TPP 知识产权章节的诸多内容和中
国现行的知识产权规则差异甚大，我国若要实施新知识产权规则将承担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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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本和压力。因此，现阶段，我国加入 TPP 将受到的冲击可能远远大于不
加入。但从长远来讲，我国加入 TPP 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应抓紧研
究条款细则，评估其影响，持续打造一系列对外合作大棋局，加快国内体制转变
和经济转型升级，在新的国际环境和贸易规则下寻求持续发展。有专家指出，越
南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知识产权发展阶段与我国类似，越南加入 TPP 的实践或
许可以作为我国相关决策的参考。
赵亚娟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s://wikileaks.org/tpp-ip3/WikiLeaks-TPP-IP-Chapter/WikiLeaks-TPP-IP-Chapter-0510
15.pdf#rd?sukey=66d4519b2d3854cd8525f9606581078d358abed54cdab55829debf287f84493513
a41ae62a21fc74b122a73d5d914ff7
原文标题：TPP Trea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hapter, Consolidated Text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0 日

美国政府发布 TPP 知识产权谈判条例
2015 年 11 月 5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全文，协议将为各方提供不低于本
国国民待遇的知识产权保护，其中第 18 章介绍了知识产权谈判条例，本文针对
适用于协议各方知识产权的重要条例进行了归纳说明。除第 18 章第 83 条第 4
款和附录 18A 至 D 规定的几个国家之外，各方需批准各项协议并遵守协议框架。
1. 美国判例法中关于可授予专利权客体条例可能的分歧
协议各方达成共识：任何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且付诸于工业应用的所有技术
领域发明都具有可专利性。根据 TPP 第 18 章第 37 条第 1 至 2 款规定，TPP 允
许各成员国授予专利的主题不包括：保护人类、动植物或健康所需的专利；针对
人类或动物的诊断、治疗和手术方法专利；微生物以外的动植物品种；育成动物
和植物的基本生物学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相关规定并未说明可排除自然生成的
微生物或分子的可专利性。
2. 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延长至一年
根据现有技术宽限期的规定，同时满足以下两种情况的公开，可以视为不丧
失专利的新颖性：
（1）申请人自行公开或他人从申请人直接或间接获得相关信息；
（2）在申请国领土范围内提出申请前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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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诉讼延迟可对专利期进行调整
当成员国一方专利批准过程中出现不合理延误时，各国应调整专利期，不在
以下情况例外：不在审查期内发生的管理程序延迟、授权当局导致或不能控制的
延迟，以及由申请人自身造成的延迟。
4. 专利期延长
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及时有效地处理制药产品上市许可申请，如有因上市许可
申请造成的专利期不合理的缩减，各国应为专利权人延长专利期。
5. 为农业化学产品提供至少 10 年的独占期
确定农业化学产品的市场独占期为自上市许可之日起至少 10 年，其获得上
市许可的条件是申请人需提供在申请国递交产品的非公开测试或其他安全和/或
有效性数据，或产品此前在其他国家获得上市许可的证据。
6. 为生物制药提供至少 8 年的独占期或上市许可后至少 5 年的独占期
确定新药产品的市场独占期为自上市许可之日起至少 5 年，其获得上市许可
的条件是申请人需提供在申请国递交产品的非公开测试或其他安全和/或有效性
数据，或产品此前在其他国家获得上市许可的证据。第 18 章 50 条规定：
（1）为
已获得许可药品的新用途、配方或管理方法申请市场许可需提供至少 3 年的最新
临床信息；
（2）为此前在签约国境内未获许可的新化学实体提供至少 5 年的市场
独占期。
规定持有成员国上市许可的属于或包含生物药品的新药产品可获得自其原
上市许可之日起至少 8 年的市场独占期。此外，签约国也可选择通过第 18 章第
50 条 1 款和第 3 款内容获得至少 5 年的独占保护。
7. 市场独占期不因专利权终止而缩短
对于农业化学产品、制药产品和生物制品，协议各方在协议市场独占保护有
关条例规定下，当专利保护先于市场独占保护终止时，不得改变市场独占期保护
的时限。
李姝影 检索，李岸羲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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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796ab9b1-f164
-4c28-aac5-0dae9f6551c8&utm_source=Lexology+Daily+Newsfeed&utm_medium=HTML+ema
il+-+Body+-+General+section&utm_campaign=Lexology+subscriber+daily+feed&utm_content=
Lexology+Daily+Newsfeed+2015-11-10&utm_term=
原文标题：Obama administration releases much anticipated text of the Trans-Pacific P
artnership agreement
检索日期： 2015 年 11 月 11 日

加拿大政府发布 TPP 制药产业具体规定
2015 年 11 月 5 日，加拿大政府发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官方
版本，该协议包括对制药产业的具体规定，明确提出要对包含新化学实体的新药、
已获批制药产品的临床数据、生物制品的大量相关数据加以保护，但加拿大政府
并未发布该协议的具体实施细节。
1. TPP 专利相关条例
（1）专利期延长
有关专利最显著的变化是引入了专利期延长的两类情况：①专利局在处理申
请时造成的延迟。TPP 约定当申请过程出现“不合理延迟”时（超过申请日起 5
年或审查请求提出后的 3 年），专利期应予以延长，对延长期限未做出具体说明；
②制药专利申请上市或监管批准时出现的延迟。TPP 对由于期限受到“不合理缩
减”或出现上市或监管审批延迟的制药专利，应予以延长专利期，但未对延误时
间和“不合理缩减”的定义做出具体说明。
（2）可专利客体
TPP 规定可专利客体为任何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且可付诸于工业应用的所
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以下三类例外：①针对人类或动物的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
方法；②除微生物以外的动植物品种；③育成动物和植物的基本生物学方法。
2. TPP 制药产品相关条例
（1）数据保护
对于制药产品，TPP 对申请上市或监管批准提交的未公开安全性和／或有效
性测试数据提供保护。与专利保护不同，数据保护可在特定时间内避免仿制药制
造商引用发明人的数据。TPP 主要保护以下三类药物产品的相关数据：包含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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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体的新药、已获批的制药产品及生物制品。
①包含新化学实体的新药
上市产品获得批准之日起 5 年内，仿制药制造商在为“新药”申请上市许可
时不允许引用在先获批产品的未公开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测试数据。
②已获批制药产品的临床数据
已获批制药产品为其新配方、用途或形式提交的新临床信息可获得最长 3
年的数据保护。这类临床数据目前在加拿大并不受法律保护。这一条例在 TPP
协议中为可选条例，而加方是否将采用该条例尚不明确。
③生物制品
属于或包含生物制品的新药首次申请上市许可的 5 年或 8 年内必须为未公开
的数据提供有效的市场保护。加方并未就保护年限做出选择，但不论 5 年或 8
年，事实上都符合加方目前对“创新药品”数据保护的相关规定。
（2）药品专利链接制度（Patent Linkage）[3]与早期工作例外制度（Early
Working Exception）
制药产品相关制度不会因为 TPP 的签订而发生较大改变。TPP 协议相关内
容与加拿大的早期工作例外制度及 PM（NOC）条例中关于高难度制药专利的监
管制度内容相似。
文章最后指出，加拿大实施 TPP 的具体细节及实施 TPP 之后对其制药行业
造成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
李姝影 检索，李岸羲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12abcee5-2954-4634-9022104dce6178d0&utm_source=Lexology+Daily+Newsfeed&utm_medium=HTML+email+-+Body
+-+General+section&utm_campaign=Lexology+subscriber+daily+feed&utm_content=Lexology+
Daily+Newsfeed+2015-11-17&utm_term=
原文标题：The TPP — new rights for pharmaceutical patent holders in Canada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17 日

[3]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指的是新药申请人在提交新药申请时，须向相关药品主管部门提交新药所涉及的专
利情况，以便当其他人未经许可制造、使用或销售该药品时，新药申请人能够有理由主张其构成专利侵权。
加拿大药品主管部门给予专利权人或 NDA 批件持有人 24 个月的时间解决与专利有关的法院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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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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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sion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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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sion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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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宣称自身拥有 70000 件专利及专利申请，Envision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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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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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运通公司
美国Digimarc公司

1057
642
446

诺基亚公司

385

日本电气株式会社
（NEC）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370

音像产品及相关服务
电子和网上金融交易的多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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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信号传输协议、移动设备功能、内容
传输与转换
液晶显示屏和半导体显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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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sion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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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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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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sion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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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公司的投资机构之一。
朱月仙 检索，许海云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s://www.primaryopinion.com/articles/intellectual-ventures-patent-portfolio-built-indust
ry-leading-companies
原文标题：Intellectual Ventures Patent Portfolio Built By Industry Leading Companies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0 日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发布 2014 年度报告
2015 年 6 月，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发布了 2014 年度报告，内容
涉及年度主要数据、欧洲商标与外观设计网络、人事改革与财务、审计以及 2015
年度工作展望等。其中，2014 年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受理商标申请超过 117000
件，比上一年度增长了 3%；从申请途径来看，商标直接申请较上一年增长了 4.4%；
而国际注册则减少了 5.6%；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在 2014 年度共受理注册式欧盟
外观设计近 98000 件，增长 1%，其中国际申请数量超过 10300 件，增长了 5%；
2014 年申诉委员会共收到 3284 件申诉，较上一年度增长了 26%。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
s/about_ohim/annual_report/annual_report_2014_en.pdf
原文标题：annual report 2014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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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员工收入更高
2015 年 6 月，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发布研究报告《知识产权和欧
洲企业业绩：经济分析》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Europe:
an economic analysis），就欧洲范围内持有知识产权和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的经
济业绩进行了对比分析，主要结论包括：
（1）持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的规模比没有
知识产权的企业大；
（2）持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的员工人均创收高出没有知识产权
的企业人均创收的 29%；
（3）持有知识产权的企业比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平均多
支付 20%的工资成本；（4）约 40%的经济活动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相关。该
报告着眼于知识产权在公司层面的贡献，研究了 230 万个欧洲公司正式公开的财
务数据和知识产权情况，其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包括欧盟和成员国层面的发明专利、
商标和外观设计。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80606/Intellectual+
property+rights+and+firm+performance+in+Europe
原文标题：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Europe: an economic
analysis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26 日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发布 Horizon 2020 项目知识产权管理指南
【摘要】2015 年 6 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 Horizon 2020 项目知识产权管理指
南，详细梳理了 Horizon 2020 项目在项目申请、拨款筹备、项目实施及结束阶段的知
识产权管理操作，指出研究成果的有效开发取决于知识产权的妥善管理，知识产权管
理应当贯穿整个项目过程。

2015 年 6 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 Horizon 2020 项目知识产权管理
指南，分析了 Horizon 2020 项目各个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问题，并指出研究成果
的有效开发取决于知识产权的妥善管理，知识产权在 Horizon 2020 项目的整个周
期内占据重要地位。虽然知识产权管理需耗费时间及资源，但却对研究机构和公
司的发展都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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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申请阶段
知识产权在 Horizon 2020 项目的整个周期内占据重要地位。知识产权的有效
管理将促进研究成果的开发，因而，最佳做法是在设计研究成果开发路线的同时
对知识产权问题加以考虑，这有助于申请人展示研发路线的有效性，还能扩大拟
定项目的影响力。
（1）熟悉项目知识产权规定
在起草申请书之前，申请人应当查阅 Horizon 2020 项目申请文件并熟悉知识
产权的有关规定。根据 Horizon 2020 项目，申请人与欧盟委员会签订的拨款协议
是依据已公布的模板制定的。拨款协议中还可依据资助和工作计划的类型附加其
他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则，如成果的所有权、开发和披露规则。
（2）处理保密事务
项目合作伙伴之间分享各自的背景知识产权并在项目申请中披露有关信息
的情况不可避免。因此，秘密信息（如不受专利保护的发明）存在泄漏的风险。
在项目合作之前，合作伙伴之间签订保密协议可有效解决该问题。除了签订独立
的保密协议，也可在备忘录中纳入保密义务条款。项目申请书将被披露给欧盟委
员会和项目评审专家，欧盟委员会将严格按照保密原则来处理所有申请书及相关
数据，并要求评审专家签订保密合同。
（3）确认背景知识产权
Horizon 2020 项目的合作属性有利于项目成员分享各自的经验、创新及知识
产权，从而创造出个体在相同时间内无法独立达成的项目成果。项目合作伙伴提
供的有形或无形资产称为背景（background），背景不仅涉及项目成员拥有的资
产，还包括他们合法持有的权利，如分许可权利。因此，申请人应当为项目提供
的资产及其延伸权利制定清单。Horizon 2020 项目建议申请人据此签订背景使用
协议，以免侵犯知识产权。
（4）评估技术水平
Horizon 2020 要求受资助项目具备卓越的科学和/或技术质量。创新性检索不
仅涉及科学文献，还应包括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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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虑第三方权利
申请者还应考虑到第三方知识产权。分析潜在研发成果是否侵犯第三方知识
产权的做法尤为重要。Horizon 2020 项目建议申请人与第三方签订技术许可协议，
或从初始研究计划中规避第三方专利技术以免造成侵权。
（6）设置知识产权成本预算
Horizon 2020 项目预算以项目合作伙伴在申请书中提供的合理估算成本为
基础，用于确定最高资助额，因此，建议在项目申请阶段仔细核算知识产权相关
成本，并纳入预算。
（7）制定项目名称及缩写
为避免项目名称及缩写侵权，指南建议申请人应提前进行商标检索。申请人
可通过互联网、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免费
检索工具进行初步检索，综合检索也可交由指定国家知识产权局或知识产权专业
人士完成。
2. 拨款筹备阶段
就知识产权问题而言，拨款筹备阶段至关重要，因为在该阶段，项目申请联
盟合作伙伴之间及联盟与欧盟委员会之间将商定有关知识产权的主要事宜。
指南提出了联盟在拨款筹备阶段需考虑的关键知识产权问题，涉及欧盟资助
项目协议中的两大主要协议——拨款协议（Grant Agreement，GA）和联盟协议
（Consortium Agreement，CA）。拨款筹备阶段的整体目标在于商定和完善项目
的科学和技术细节，以便最终签订拨款协议。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要求联盟制
定并签署联盟协议，联盟协议作为合作伙伴之间内部管理准则，欧盟并不作为联
盟协议的参与方，也不会核查协议内容。
综上所述，拨款协议旨在明确受资助者和欧盟之间的项目相关权利及义务，
而联盟协议将规定受资助者之间的权利及义务，尤其是知识产权内部管理方面。
因此，联盟协议是对拨款协议的补充，也是最终签订拨款协议的前提。
（1）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项目申请书顺利通过欧盟评估后，项目申请联盟应尽快确定整个项目周期内
产生的知识产权的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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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做法是依据项目规模及项目成果的预计适用性成立知识产权开发委员
会（Exploitation Committee），为项目合作伙伴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如最恰当的知识产权策略等。开发委员会也可由项目执行委员会（Project Steering
Committee）替代，项目执行委员会作为项目联盟设立的管理机构，负责处理所
有重大项目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相关问题和项目成果的开发和传播。
（2）项目保密
研发项目的实施通常需要相关方交换可能构成项目成果重要组成部分的信
息及创意。因此，项目联盟应首先考虑在联盟协议中纳入有关保密义务及相关限
制的条款，如认定需要保密的信息范围，保密信息的披露人及保密期限。
（3）背景知识产权
创新项目的实施需用到项目成员此前便已拥有的知识产权，即背景知识产权。
项目成员有责任确保其背景知识产权的权属及访问权的共享。背景知识产权涉及
“实施项目或开发项目成果所需的所有数据、专有技术或信息”。为确保项目的
顺利实施，背景知识产权所有人应向其他合作伙伴公开其拥有的、实施项目所需
的数据、专有技术或信息。
（4）项目同期知识产权
合作伙伴在项目期间研发或者获得的知识产权，称为项目同期知识产权
（Sideground）。Sideground 并不产生于合作项目的研发，在联盟协议中制定有关
Sideground 的获取、合理管理的条款，可以规避潜在的冲突。
（5）项目成果的所有权、法律保护、开发和推广
①共同所有权
Horizon 2020 的项目成果所有权归属于项目实施人。但当项目共同完成且无
法明确各自的贡献度时，就会牵涉到共同所有权（Joint ownership）的问题。这
种情况下，共同所有人需根据成果的达成情况来商定共同所有权协议，以此规范
共同所有权的分配和行使期限问题。若未达成该协议，则应以联盟协议模板条款
规定为准。
②成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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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协议中应包括成果保护条款，包括项目研发产生的专利申请和保密信息。
虽然项目成员在确定自身要保护的具体成果前无需与其他成员协商，但预先设置
成果保护约定事项，可确保所有项目成员的权益。
③成果开发
项目成果的开发可以产生创新和新的就业机会。指南指出项目申请人有义务
使用项目成果（即直接开发），或以转让和许可的方式允许其他法律实体使用（即
间接开发）。
④成果推广
联盟协议模板规定，项目申请人应当设置项目成果推广的条件和时限。
Horizon 2020 项目规定受资助人有义务确保与项目成果相关的所有经过同行评
议的科技出版物的开放获取。值得注意的是，成果推广不能影响成果保护、保密
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和个人隐私的保护。
⑤所有权转让
项目成员可在联盟协议中作出项目成果所有权的永久转让规定，但与这些成
果相关的义务也会相应地转让给受让人。转让人必须与受让人签订协议，确保与
保密、公开传播、成果应用及获取权的授予等相关的义务相应地转让给了受让人
（及随后的受让人）。
（6）访问权限
由于 Horizon 2020 项目以项目成员之间的协作为基础，因此，针对背景或项
目同期知识产权确定对应的访问权限相关事宜至关重要。
（7）内部纠纷处理
Horizon 2020 项目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因而选择合同纠纷和违约行为的司法
管辖区非常重要。联盟协议还应包括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以规避诉讼产生的巨
大成本和快速解决争端。
3. 项目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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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指出，项目成果的开发和推广是 Horizon 2020 项目的关键目标，因而项
目实施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尤为重要。
（1）访问权限
在项目实施阶段，项目成员需向其他合作伙伴开放其背景知识产权及成果的
访问权限。访问请求应以书面形式，项目成员可通过书面协议设置访问权限或附
加一定的限制。
（2）项目成果所有权
①共同所有权
Horizon 2020 项目成果自动共有的需满足的条件是：项目成果由多家成员共
同开发，且各自的贡献或成果的应用、获取和维持保护无法分割。共同所有权主
要发生在技术性项目成果的情况下。联盟协议是最优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它生效
之前，项目成员应该签订独立的共同所有权协议。
②项目成果的转让
不论何时转让项目成果的所有权，项目成员都须遵守拨款协议的规定：
 转让应签订书面协议，以确保相应义务的转移；
 至少提前 45 天向其他有权获取项目成果的项目合作伙伴发出通知；
 若拨款协议中有规定，转让人必须提前向欧盟委员会提出正式授权申请。
③项目成果的保护
项目成果的保护是有效开发的基础。因此，项目实施方必须评估成果保护措
施的可能性。知识产权保护是最适宜的选择，成果的不同形式（如发明、软件、
数据库等）决定了保护期限和区域。
若项目实施方不打算采取成果保护措施，则可考虑将其转让给其他合作伙伴
或第三方。若项目实施方未转让成果，且已接受欧盟资助，则必须事先通知欧盟
委员会，才能开展公开传播活动。经持有成果的项目成员同意后，欧盟委员会可
行使成果所有权，并采取必要的成果保护措施。

知识产权动态

38

若项目实施方打算停止保护或不再寻求延伸保护，且已接受欧盟资助，则须
提前 60 天通知欧盟委员会。
（3）项目成果的开发
欧盟资助项目的实施方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在项目结束后 4 年内高效利用取
得的成果：①实施进一步研究活动；②开发、制造和销售产品或技术；③提供服
务；④开展标准化活动。但成果开发不一定要由项目方来实施，也可通过许可或
转让的方式授权第三方开发。
（4）项目成果的推广
成果的推广指以恰当的方式公开披露成果，如科学出版物、网站信息、会议
或展销会等形式。根据拨款协议，项目方有义务尽快公开其成果，但在公开披露
前，应采取适当的成果保护措施，因为披露可能会导致项目方丧失获得知识产权
的资格。成果推广也应保留合作伙伴在其背景或成果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提出异议
的权利。
此外，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不受保密义务约束的人员传播信息将构成信息披
露。项目实施的信息保密工作相当关键，尤其是尚未申请或决定申请保护的项目
成果。显然，做好组织内部的保密工作也十分重要，这需要设立妥善的管理系统。
另外，组织内部应设专员，负责对涉密信息进行归类和标注（保密标记），确保
在项目实施期间不会错失有价值的信息。
为更有效地开展公开传播活动，项目方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报告，自行监控
公开传播（和成果开发）策略，并不断完善这些策略。根据拨款协议，定期技术
报告必须包含对项目成果开发的推广策略。
指南规定，项目方必须向所有人在线免费公开与 Horizon 2020 项目成果相关
且经过同行评审的所有科学出版物，但并不意味着项目方必须发表其成果，且公
开行为也不应影响成果的开发计划。
4. 项目结束后期阶段
项目结束后，知识产权相关条款继续有效，如保密、开发和推广的义务。因
此，项目方还需在合同期满后采取恰当的管理措施，即在项目实施期间及结束后
的 4 年内，项目方必须根据拨款协议对所有确定为秘密信息的数据、文件或其他
资料保密；采取积极措施，确保成果的有效开发；若已接受欧盟资助，则必须在
公开不受保护的成果前通知欧盟委员会；继续履行成果保护、推广、成果转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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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许

轶 审校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FS_IP_Management_H2020_proposal
https://www.iprhelpdesk.eu/FS_IP_Management_H2020_preparation
https://www.iprhelpdesk.eu/FS_IP_Management_H2020_implementation
原文标题：IP Management in Horizon 2020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4 日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分析超链接带来的侵权风险
2015 年 9 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研究报告，解析了网页超链接可
能带来的著作权和商标侵权风险、和构成不正当竞争方面的可能，并提出针对性
建议。
链接是互联网上最流行的获取信息的工具，超链接通过嵌入地址引导用户浏
览新的网站或页面。超链接为用户提供的网页地址就像在图书馆为借阅者提供书
的位置一样，地址本身是纯信息，并不受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保护。然而，不同
类型的超链接在某些情况下却有侵犯著作权、商标权或构成不正当竞争的风险。
报告列举了链接的三种不同类型：简单链接（链接到目标网站的主页）、深
度链接（绕过目标网站主页直接跳转到内部页面）和视框链接（用户可在不离开
原网站的情况下查看第三方网页的内容）。报告分别就著作权、商标和不正当竞
争这三个主题分析了可能出现侵权问题的情形，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1. 著作权
网页上包含的图片、音乐和文字信息，只要是原创作品，就受到版权保护。
超链接通常会使用户链接到受版权保护的第三方网页，可能引起一定的侵权风险。
报告根据欧盟法院（CJEU）的案例裁决分析了两种情形：第一，链接内容
是互联网上可随意使用的，比如视频网站上对大众免费开放的视频，则不构成版
权侵权；第二，链接内容是有使用限制的，只对部分用户开放，比如只对订阅用
户开放的网络媒体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超链接可以绕开限制，将有使用限制的
内容对大众开放，这样的链接便构成著作权侵权。
报告建议：
（1）不要嵌入存在使用权限限制的内容链接，这样会侵犯著作权；
（2）没有使用权限限制的内容也可能变成使用受限内容，因此建议对网页

知识产权动态

40

上的链接进行周期性的检查，以避免发生著作权侵权。
2. 商标权
报告指出，任何对用户进行误导，使其认为设链网站和商标权人存在某种联
系的链接都将构成商标侵权。如用带有第三方商标的图片设链，将用户链接到该
商标权人的网站上时就可能发生侵权。例如，用法拉利的“跃马”标志设链，如
果消费者误以为被链接网站（如法拉利官网）与设链网站存在某种联系，则构成
商标侵权。用文本进行链接的时候，如果字体不使用常规字体而是第三方注册商
标的特有字体同样存在侵权风险。在使用视框链接的时候风险更大，因为消费者
更容易被误导，认为两家网站背后的公司存在经济关系或赞助关系。
报告建议：
（1）避免在链接中使用带有注册商标标志或字体的图片或照片，这样的行
为存在被链接网站和设链网站有联系的暗示；
（2）设链时增加退出页面，告知网站用户正通过链接离开网站 1 前往无关
联的网站 2，以此减少两个网站关系不明的风险。
3. 不正当竞争
报告分析了几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链接：
（1）使用户产生负面联想，毁坏被链接网站所有者的名誉（如：素食餐厅
不希望被链接到皮草制造商的网站）；
（2）对被链接网站的内容进行不正当使用，以此抹黑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
务（如：某食品生产商在其网站的产品描述里包含“质量优于其他商家”，并将
“其他商家”几个字直接链接到竞争对手的网站）；
（3）链接暗示了利益关系的存在（如某廉价商品制造商在其网站提及另一
商家的优质产品，并设链链接该商家的官方网站，利用链接暗示两家的联系）。
报告建议：
（1）避免设置以下链接：
①为被链接网站带来负面影响的链接；
②抹黑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的链接；
③暗示并不存在的利益关系的链接。
（2）设链时增加退出页面，告知网站用户正通过链接离开网站 1 前往无关
联的网站 2，让用户明白设链网站与被链接网站和内容的关系，避免消费者无法
辨别内容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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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轶 检索，李岸羲 编译，许海云 校译

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european-ipr-helpdesk-bulletin-issue-18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1 日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发布
服装、鞋类和配饰行业知识产权侵权经济损失报告
2015 年 7 月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针对服装、鞋类和配饰行业因知
识产权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发表报告，报告通过数据分析和假设，评估了伪造品
给该行业带来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4]及政府税收损失。
1. 直接销售损失
报告显示 2007 年至 2012 年，欧盟合法行业每年因伪造品而遭受的直接销售
损失为消费额的 9.7%（263 亿欧元）。由于合法行业销售额的减少，雇员人数也
随之减少。除去其中 64 亿欧元归因于进口的损失，剩余因伪造品造成的销售损
失为 199 亿欧元。按就业与销售额比例，整个欧盟共流失了 362,625 个就业机会。
表 2 为按经济活动类型分布的就业损失及销售额。报告显示，零售业因结构受限
较大预计会发生严重就业损失。
表 2 就业损失及相关销售额
损失行业

销售额（十亿欧元）

就业损失（千人）

制造业
批发业
零售业
进口
其他行业

5.0
4.4
10.6
6.4
26.3

89.5
45.5
227.6
362.6

2. 间接影响损失
由于服装、鞋类和配饰行业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量降低，农业和化学等其他
行业也间接遭受了销售和就业损失。每个部门的销售影响总额如表 3 所示（包括
进口商品销售影响）。同时，欧盟因服装和鞋类行业伪造品损失了 518,281 份就
业。
[4] 行业直接损失主要由伪造品造成的销售损失构成，间接损失是指除行业直接销售损失外，欧洲经济体
内的其他行业也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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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行业的销售影响总额

单位：百万欧元

损失行业

销售影响总额

纺织品、服装和皮革
进口货物
批发货物
零售货物
房地产
法律和会计
陆路运输
金融服务
电、气
仓储服务
建设
安全、调查
化工
其他工业
总计

6574
6419
5544
10774
1356
1019
794
793
778
740
606
567
534
6791
43288

3. 政府税收损失
政府税收损失所涉及的 3 种主要税收为：增值税（VAT）、家庭所得税、公
司所得或利得税。


增值税损失 37 亿欧元；



家庭所得税损失 18 亿欧元；



公司所得税损失 5.77 亿欧元。

此外，按与就业直接和间接损失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数据，社会保障税损失达
20 亿欧元。表 4 为欧洲一些国家因伪造品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详情。
表 4 伪造品造成欧洲各国损失详情
直接损失
国家
意大利
西班牙
英国
德国
法国
希腊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欧盟28国

销售额

总损失
就业

销售额

就业

百万欧元

%

人数

%

百万欧元

人数

4548
4127
3644
3539
3520
953
452
143
56
26343

8.5%
15.8%
8.0%
7.9%
9.3%
18.7%
10.4%
15.8%
17.5%
9.70%

49482
50296
40152
40281
25763
19803
18481
20638
15381
362625

7.5%
13.5%
7.6%
7.6%
8.6%
17.0%
9.8%
7.8%
9.8%
8.9%

8968
*
5296
5291
5103
1323
992
403
186
43288

80951
*
**
52994
36567
24375
25659
27613
20400
518281

知识产权动态

43

许海云 审校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ode/3137
原文标题：OHIM's report on the economic cost of IPR infringement in the clothing, foot
wear and accessories sector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1 日

欧盟发布企业打击知识产权侵权预防措施指南
【摘要】2015 年 9 月，欧盟发布打击知识产权侵权预防措施指南，完整解释了尽职调
查的涵义，分析了尽职调查中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和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RSCM）
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应用，并通过案例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1. 研究背景
在欧洲，知识产权是推动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来自知识产权侵权产品
的威胁却日益严重。在该报告中，知识产权侵权的含义是对于各种类型知识产权
（如：商标，版权，专利）的侵权行为。如今，商业规模的知识产权侵权已成为
全球现象，销售侵权产品带来的高额利润为这类侵权行为提供了长期的动力。因
此，制定依靠精确监测系统支持的有效的预防机制变得尤为重要。
2. 假冒产品的分类
报告借鉴了 Barry Berman 对假冒产品的四种分类，表 5 对四种不同的假冒
产品类型进行了详细介绍。
表 5 假冒产品的类型

低端仿品

消费者通过产品的低价，缺少正规包装和非正规的销售渠道可以得知所购
产品只是正品的廉价仿制品，他们清楚自己购买的是假冒产品。正品经销
商因这类假冒而受到的损失有限，因为这类假冒商品和正品的目标市场完
全不同（这类消费者不会购买正品）
。

高仿产品

假冒者通过盗取正品设计图对正品进行剖析，反向加工生产出低价版的
“正品”
。 这类知识产权侵权可能带来负面的商业和社会影响，因为他们
会抢占正品的市场份额，或者因其质量低而影响正品的市场形象。此外，
在某些领域这类假冒产品还可能带来安全问题（如航空或汽车使用的电子
元件）
。

外包产品

这类产品是正品外包供应商在正品制造商不知情的情况下生产的侵权产
品。这类假冒的症结在于，由于出自同一个制造厂或服务提供商，因此他
们和正品高度相似，甚至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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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侵权产品是外包供应商在生产正品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合规产品，他
们没有被标为残次品，反而被收集起来作为合格产品出售。这类产品的另
一种形式是翻新产品，其质量也较低，因为翻新过程并不能100%使产品
获得正品质量。翻新产品在电子产品和汽车领域比较常见。然而是否把翻
新产品归为侵权产品仍存在争议。

注：表 5 中的消费者一词可指代制造商或零售商之类的公司。完善的质量管控对于防止在制
造/供应链或经销过程中出现假冒产品至为关键。

3. 尽职调查在打击知识产权侵权中的应用
报告在详细阐述了尽职调查的概念之后，分析了尽职调查中的两个概念：企
业社会责任（CSR）和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RSCM）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应用。
（1）企业社会责任与知识产权保护
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准确定义尚未达成广泛共识，而企业在社会中也无标
准的角色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某种通用的理论方法或固定措
施，因而该报告没有将其作为一种概念和理论，而是作为一个没有固定范式的学
术领域。
报告指出，为有效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公司可遵循一系列国际认可的企业社
会责任行为指导和标准，包括：
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近期有更新；
②联合国全球契约；
③ISO 26000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④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
⑤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这些国际标准都把供应链的管理视作企业责任中最敏感的领域，因而要求企
业必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进行管理。
但知识产权保护尚没有作为一个标准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
中提及。仅经合组织的行为准则简要提及了知识产权保护，但也没有将其定义为
供应链中的“敏感”问题，要求企业应该对其“负责”。这明显表明，从企业社
会责任的角度看待供应链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还很淡薄，人们也没有意识到
供应链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应该应对的风险之一。然而，这些标准提供的工
具（比如用于管控企业活动及供应链的尽职调查方法）和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知
识产权保护是高度相关和契合的。此外，这些工具也能即刻被应用到知识产权的
保护中。唯一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工具可以也应该从“责任”的角度出发用于保
护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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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报告称，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虽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供应链社会责任管
理的学术研究有很多，但除了近期斯坦福商学研究生院(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的学者 Barchi Gillai, Sonali V. Rammohan and Hau L. Lee 所发表的论
文之外，却鲜有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应用到知识产权保护中。因此这几名斯坦福
学者的论文为该报告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报告介绍了斯坦福大学的相关研究（见表 6）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相关框架
（见表 7）。
表 6 斯坦福的供应链社会责任框架
管理
导
力
与
资
源

政 策
和 程
序

可见性
前瞻性的
风险评估

不合规
行为的
可见性

响应
积极预防
不合规行
为

供应商能
力建设

奖励合
规行为

对不合规
行为作出
反应

处 罚
不 合
规 行
为

表 7 斯坦福供应链社会责任框架（2014）
斯坦福供应链社会责任框架
（2014）

可持续供应链框架（2012）

Jiang提出的结构性框架（2009）

•
•

管理——可见性——响应；
通过全面、前瞻性和协同的供应链社会责
任管理办法在供应链中保护知识产权。

•
•

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通过各种项目管理与供应链成员间的
关系，提高信息透明度。

•

与买方、供应商和车间工人的公开交流对
于遵守《供应商行为准则》至关重要；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应该了解来自发展中
国家供应商面临的压力，并帮助他们应对
这些压力。

•

•
VERMEULEN & SEURING提出的
框架（2009）

•

•

SEURING & MÜLLER提出的框架
（2008）

VURRO, RUSSO & PERRINI提出

•
•

•

通过多方协作和供应链治理实现供应链的
可持续发展；
在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中，政府，非政府
组织（NGOs）和社会舆论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用两种策略对供应商和产品分别进行评
估：
“供应商风险和绩效管理”
：评估供应商的
社会和环保记录；
“供应链可持续产品管理”
：运用基于生命
周期的标准来评估产品的社会和环保表
现。
用“集中”和“相互联系”来描述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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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
•
•

治理；
供应链越集中，相互联系的供应链角色就
越多，公司对供应链的影响就越大；
包含供应链上下游知识共享，长期合作和
技术发展的整体方法。

报告指出，有很多技术都可用于支撑上述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框架，并例举
了其中一些有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技术：
• 支持供应链中产品的可追溯性的技术，比如射频识别技术（RFID）；
• 能共享区域或全球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和部件信息的信息系统；
• 能在供应链特定的节点检测出不合规产品的产品认证技术；
• 能查找出供应链中的不当行为或疏漏的分析工具；
• 能防止货物在供应链运输过程中被调换的封装技术。
4. 建议
报告通过尽职调查机制对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十点
建议，目的在于帮助公司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好的处理知识产权保护。
（1）与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
公司、供应商和利益相关方应通过合作找出不合规行为的根源并加以解决，
一旦有侵权行为发生便立即将其纠正。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协同合作对于共享信
息、共担责任和风险、制定目标、反馈意见以及为预防风险打好基础至关重要。
公开透明的沟通机制是开展这种合作的有力武器。与供应商和利益相关方就解决
问题进行频繁的沟通能帮助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在供应链中传播信息共享的文
化氛围。
（2）将尽职调查作为公司的全局战略
根据国际通行的相关标准，尽职调查是公司为防止负面影响产生或消除负面
影响而采取的所有行为的总称。尽职调查的过程可以解释公司的所有行为，尤其
是涉及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的时候。根据经合组织的行为准则，尽职调查在防范
和降低负面影响风险的时候不应局限于人权领域，还应关注环境保护、反腐、消
费者权益、行业关系和劳工方面。尽职调查应该作为一种全局手段，只有从全局
出发预防问题，才能使公司拥有积极主动的姿态，在问题发生之前就将其消除。
换言之，仅靠遵守规则还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在预防措施上付出更多努力。
（3）使商业目标和可持续目标保持一致
只有当最高管理层清楚地表达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且各职能部门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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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也时刻关注可持续发展和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的时候，公司内部才能达成一
致和共识。提高将企业社会责任和知识产权保护结合起来的意识也至关重要。
（4）持续对供应商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培训
报告揭示了将知识产权保护融入企业责任的意识还十分淡薄的现象。公司正
逐渐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缺失也许会为其产品质量，进而为利益相关方带
来严重的损害。然而这种意识在供应商和下级供应商中尤为缺失，他们有的甚至
对知识产权侵权毫无概念。要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引导供应商，第一步是要建立
和宣传第三方行为准则。西门子公司的合规体系对于其他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参考。提高供应商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最有效的途径是为其提供相关培训。
（5）帮助消费者辨别正品，宣传购买假冒产品的风险
消费者是造假行业的关键人物。也许他们因为贪图低价而购买假冒产品却不
知道低质量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也许他们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是假货，或者不能
辨别产品的真假。为防范假冒产品的传播，公司应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直面消
费者，告诉他们购买假冒产品的风险。通过提供这类信息，消费者才有能力做出
有充分认识的选择。
（6）在供应链中采取知识产权保护追溯措施
追溯政策是在供应链中防范假冒风险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产品可追溯意味着
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信息是透明的。实施追溯政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
因为其实施过程必须收集来自供应商和下级供应商的详细信息，对产品的每个阶
段实施监控。然而，追溯政策却能保证对整个供应链实施监控，从而降低知识产
权侵权和出现假冒产品的风险。事实上，产品可追溯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将假冒产品对消费者健康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不断提升品
牌形象。
（7）为产品追溯提出明确的可量化的改进目标
公司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可行的做法是为产品追溯设定可量化的目标，并为
这个目标建立时间表。
（8）强调并积极利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欧洲经验
实践证明，知识产权保护会直接关系到公民/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将企业社
会责任和知识产权保护结合起来的做法在欧洲社会更具说服力，也更为有效，且
能引起更多的重视。大众只有在充分理解其危害的时候才能提升相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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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扩大对“经济损失”的理解范围
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发端于企业作为社会成员这种意识，它们拥有公民价值观，
可将自身视为社会公民，这也是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相同
点”的主要困难所在。仅关注知识产权的经济侧面，仅以模糊的“经济损失”为
名保护知识产权，造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和知识产权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因
为社会在认可和尊重知识产权的时候并不会脱离“社会价值”。
事实上，社会大众应提高对于知识产权侵权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认识。然而，
如果这种负面影响的重心仅局限于经济损失，那么要提高社会大众的意识就很难
成功。在总结知识产权侵权带来的损失的时候，应将其他正面的社会价值观问题
（如公共健康和人权等）纳入考虑范围。
（10）不要严格区分假冒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
区分假冒和知识产权侵权的不同之处，判断某行为是属于假冒还是知识产权
侵权还是两者都是，的确很重要。但如果期望公民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或
者当知识产权侵权是以经济损失的形式来衡量的时候，保持二者的联系更为重要，
因为将这二者完全区分开来则可能降低相关政策的说服力。
5. 总结
报告最后总结到，企业社会责任和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也许不能解决知识产
权侵权所有问题，但企业社会责任、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相
互重叠的部分，可通过互补性质的策略和框架政策加以应用。
许

轶 检索，李岸羲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due-diligence-fight-against-counterfeiting-goods
原文题目：Due Diligence for fight against counterfeiting of goods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5 日

欧盟发布《2014 年知识产权海关执法报告》
2015 年 11 月 3 日，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发布《2014 年知
识产权海关执法报告》，强调了欧盟海关在打击假冒商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该
报告包含了海关执法过程中的拘留统计信息，包括涉嫌侵犯知识产权产品的描述、
数量、价值和来源。数据结果显示，欧盟海关 2014 年共扣押了 3550 万件假冒伪
劣商品，总价值超过 6.17 亿欧元，其中扣留最多的商品是香烟（35%），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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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和药物。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扣留商品越来越与快递业务和邮政
运输相关。食品、饮料、化妆品、药品、玩具和家用电子产品等能够对消费者生
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的日用品占全部扣押商品的 28.6%。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report-eu-customsenforcement-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 _campaign=Newsletter417&pk_kwd=news3
原文标题：Report on EU customs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4 日

国际化过程中知识产权事务处理指南
【摘要】欧盟近期发布了国际化过程中知识产权事务处理指南，梳理了公司国际化过
程中需要应对的知识产权事务和进入国外市场时有效实施知识产权管理的主要步骤，
并介绍了现有的知识产权相关工具的实用信息。报告期望通过搭建框架为公司国际化
过程中知识产权事务的处理提供引导和建议。

指南首先通过图表（图 1）展示了公司开展国际业务时每个环节的商业计划
与对应的知识产权实施策略，然后对每个步骤进行逐一阐述。

图 1 国际化过程中知识产权事务处理指南

1. 知识产权资产确认
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有关知识产权事务的首要任务是识别公司的知识产权资
产。进行知识产权审计是识别知识产权资产的有效途径。具体做法是全面分析公
司的知识产权资产，说明它们的用途、价值和法律状态，同时标明每项资产的重
要性，分析是否存在更优用途。
公司通常会通过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来识别和分析自身拥有的知识产权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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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狭义上的知识产权审计。审计过程中也可通过绘制知识产权地图来识别公司的
非物质资产，追溯资产所有者，理清公司存在的第三方知识产权。
通过知识产权识别可将知识产权资产分为以下主要类别：专利、商标、设计、
著作权、域名和商业秘密。
2. 制定知识产权策略
知识产权策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进攻型策略和防守型策略。
（1）进攻型策略
进攻型策略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和收购外部知识产权。该策略通
过收购或获得许可为公司赢得优势，使公司能够获得核心知识产权或通过以下方
法为竞争对手设置障碍：
① 一旦对手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专利权，则要求对手支付赔偿金；
② 如果市场上目前没有其他可替代的技术，则可以逼迫对手获得许可；
③ 要求对手进行额外的研发。
（2）防守型策略
防守型策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防止公司知识产权被竞争对手利用来降低或
消除本公司风险。实施方法主要包括：
① 通过许可获得阻碍型知识产权；
② 围绕阻碍型知识产权进行专利布局；
③ 反对阻碍型知识产权；
④ 为实现交叉许可而开发或收购一个知识产权组合；
⑤ 购买知识产权保险。
指南通过图 2 展示了公司在构建知识产权策略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图 2 公司知识产权策略构建中应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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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识产权可用性调查
专利、商标和设计都是地域性的知识产权，它们只在授予国和授予地区有效。
因此在进入外国市场之前，必须明确知识产权资产在这些市场中是否处于可使用
状态，是否存在与他方的冲突。否则，不仅会面临资金损失的风险，也有可能致
使公司声誉受损。知识产权调查还能帮助公司识别新市场中的潜在竞争者和侵权
者。
（1）商标检索
商标可用性检索应该在注册国的领土范围内展开，确定同一或类似的产品和
服务在当地是否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商标（或其他商业标识）。检索可通过国家或
国际注册工具进行，如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的 eSearchPlus 或 TVview
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 Romarin 数据库。
（2）专利检索
在新市场中寻求专利保护可利用相关数据库在当地展开专利检索。如各国
国家数据库、欧洲专利局（EPO）的 Espacene 数据库和 WIPO 的 Patentscope 数
据库。
（3）设计检索
除了国家注册工具，也可以利用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的 DesignView 数据库
进行设计检索，该数据库提供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RCD）和其他国家注册工
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 Hague Express Database 数据库也能提供国际注册信息
检索。
4. 适应当地知识产权法规和知识产权保护
在寻求不同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时，除了高昂的注册费用，还应考虑当地可
能的不公平规则和特有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序。此外，不同市场对产品的不同理解，
以及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做法也会为进入这些市场带来阻碍。
因此，指南强烈建议公司在国际化过程中要考虑当地特性，调整知识产权和
营销策略以适应当地市场。如有必要，还应借助国际申请/注册系统来减少支出，
更好地管理知识产权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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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盟成员国间的知识产权规则是统一的，然而对规则的
解释却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最佳做法是留意相关国家的法律特性。建议从当地的
知识产权律师那里寻求专业意见。
（2）语言和文化问题
成功进入外国市场的关键步骤之一是将商标翻译为当地语言，并调查其可注
册性。对于不同国家，商标不用一成不变。忽略这个步骤不仅可能为知识产权申
请带来不可弥补的错误，也会影响公司在该国的整个营销策略。
（3）知识产权保护
①商标保护途径
国家保护：可通过各国知识产权局申请国家保护，申请者需遵守该国法规和
程序。
共同体商标制度（Community Trade Mark）：由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负责管
理的一套涵盖全部欧盟成员国的统一商标注册制度。申请者以一种语言，通过支
付一套费用、履行单一注册和审核程序，即可完成覆盖所有欧盟成员国的注册。
马德里体系（Madrid system）：通过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马德里体系
完成国际注册。该体系包含 90 多个国家成员。目标国的知识产权局将根据该国
商标法对申请进行审查，审查结果决定国际注册保护范围。
②专利保护途径
国家保护：遵照当地国家法律和程序向各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获得专利
保护。
欧洲专利（European Patent, EP）：可依据《欧洲专利公约》相关规则通过欧
洲专利局（EPO）进行申请。欧洲专利并不是一个统称，成功的欧洲专利申请在
经过所选国家的国别批准后可获得多个国家专利。
单一效力欧洲专利(European patent with unitary effect)： 由欧洲专利局（EPO）
依据《欧洲专利公约》相关规则授予申请者。要在欧盟范围内（除了西班牙和克
罗地亚）获得单一效力欧洲专利，专利权人需要在所获欧洲专利公开之日起的一
个月内向欧洲专利局提出要求。
专利合作条约（PCT）：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行管理。在申请过程和国际
阶段中，对于所有专利合作条约缔约国，申请者只需支付一套费用，履行单一程
序，然后直接进入国家阶段，由申请保护国的国家或地区专利局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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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设计保护途径
国家保护：遵照当地国家法律向各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获得专利保护。
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RCD）: 由欧盟内部
市场协调局管理。申请者向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或欧盟成员国各国知识产权局提
出申请，以一种语言通过支付一套费用、履行一套程序获得在整个欧盟地区有效
的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
非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Un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 UCD )：无需官方
注册就可获得短于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保护期的另一种保护制度。保护期于该
设计在公开进入欧盟领土范围之日起生效，通常适用于市场生命周期较短的产品。
必须注意的是，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提供的法律保护效力更强，设计实施起来
也更容易。
海牙体系（Hague system）：通过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海牙体系申请
国际设计注册。申请者以一种语言通过支付一套费用、履行一套程序获得指定国
家范围内的设计保护。
④ 申请时机
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时，时机非常关键。
过早申请会带来财务负担。知识产权的翻译和维持费用都会花去大笔预算。
减少这种支出的办法是申请 PCT 专利，这样可以将进入国家阶段的时间延迟长
达 30 个月，甚至更久。另一个办法是申请欧洲专利，这样可以在欧洲专利局作
出决定之前对专利申请过程进行集中管理。
过晚申请则会对公司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带来致命的后果。因为包括欧盟成员
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接受一条简单的原则：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先提交申请者
获得保护。另外，过晚申请可能会使公司失掉优先权。享有优先权的申请人在就
相同主题的知识产权提出申请时，以第一次专利申请的日期作为其申请日期。然
而优先权是有严格期限的，对于专利和实用新型来说是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
起 12 个月内，对于工业设计和商标来说是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 6 个月内。
申请速度过慢也许会使专利丧失新颖性。原则上，在申请保护之前公开新的
发明和设计都可能损害专利的新颖性。然而，如果处于宽限期内，则不会有这样
的影响，因为宽限期允许申请人在首次公开该发明内容的 1 年之内保留专利申请
权，也就是说，发明人自己的公开在 1 年之内不会影响其专利申请。除了以上提
及的由知识产权法规带来的时间限制外，在决定申请时机时还要考虑公司自身活
动的优先顺序（如产品发布日期、保护途径的选择、资金状况、目标国情况等）。
（4）国际市场中的知识产权穷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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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是否会造成权利穷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取
决于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知识产权穷竭制度。穷竭制度的概念存在于不同层面：国
家的、地区的以及国际的。大多数时候穷竭条件和权利延伸都由国家知识产权法
规所决定。欧盟范围内接受地区延伸的概念，即当知识产权所有人或经其授权的
第三方在任何欧盟国家（包括欧洲经济区国家）首次销售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产品
后，权利人即丧失了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对它的进一步的控制权。
5. 知识产权的商业化
指南指出，在市场中将受保护的知识产权进行商业化有多种方式，最常见的
方式包括转让、许可、合资和衍生。
在选择最佳的知识产权商业化形式时应考虑公司的业务性质、商业战略和目
标、资金和智力能力以及合作伙伴关系。
例如，在下列情形中，许可会是最好的商业化手段：
（1）公司希望进入或扩张到某个未知市场。因为许可人可以受益于被许可
人的网络渠道和市场知识（对外许可）；
（2）公司希望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或为客户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因为
被许可人可受益于许可人的技术或名气（获得许可）；
（3）公司希望通过交换知识产权建立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交叉许可）。
另外，签订保密合同是进入知识产权商业化之前的重要步骤，以确保在信息
交换过程中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保密信息的安全。
在商业化阶段，每一个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相关合同（如许可协议，转让协议，合资公司
协议等）都应加入知识产权相关条款，以此明确和管理合同各方的知识产权关系。

6. 实施知识产权
只有有效实施知识产权才能确保知识产权所有人在国际市场中立足。因此在
知识产权策略中加入有效的知识产权监控系统，任命有经验的律师分别负责各个
市场才是最佳做法。
对于许可协议，指南建议在协议中明确打击侵权行为的责任方（许可人或被
许可人），并确定一旦出现侵权应采取的解决机制。
对于不同国家应采取不同的实施方案，报告最后强烈建议公司应熟悉打击侵
权行为或预防非法使用知识产权的法律程序。比如，将既省时又省钱的替代性纠
纷调解（Alternative DisputeResolution，ADR）机制作为法庭之外解决争端的有
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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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海云 检索，李岸羲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FS-IP-relevance-in-internationalisation
原文标题：Intellectual property relevance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4 日

日韩

IT Media 分析日本“手术机器人”产业
未来战略需求
【摘要】2015 年 8 月，IT media[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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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8 月，IT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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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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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uitive Surgic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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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T media 是日本软件银行集团旗下的 IT media 有限公司所运营的 IT 相关的新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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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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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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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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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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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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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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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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50827-00000028-zdn_mkt-ind
原文标题：
“ロボット大国”日本は、なぜ「手術支援ロボット」市場で勝てないのか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28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韩国近年部分领域专利申请活跃
【摘要】韩国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在韩国近年多个领域专利申请数量速增：在无人机领域
专利申请激增到 21 件，增长率达到了 163%，其中约 70%的申请来自韩国国内的研发团
队；2011 年至 2014 年间，数字取证的专利申请为 135 件，在 2007 年后实现了年平均 15
件的增长量；养蜂技术开发和专利申请变得活跃，2010 年至 2014 年 5 年间，养蜂技术
相关技术申请件数共为 196 件，2014 年 1 年的申请量就达到了 61 件，比 2013 增加了近
1 倍。

1. 韩国国内无人机冲撞回避技术研发活跃，专利战略需求迫切
随着无人机应用的激增，无人机与建筑物、高空设置物乃至客机的冲撞问题
变得棘手。社会上对无人机安全飞行的要求增多，韩国国内对无人飞行器冲撞回
避技术的关注度也随之高涨。
韩国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09 年至 2011 年的 3 年期间，韩国国内无人机
冲撞回避技术相关专利申请仅有 8 件。2012 年至 2014 年是无人机快速大众化的
3 年，无人机专利申请激增到 21 件，增长率达到了 163%，其中有约 70%的申请
来自韩国国内的研发团队。韩国针对无人飞行器次时代核心技术中的一环——冲
撞回避技术的研发正变得十分活跃。
为进一步实现无人机的广泛应用，确保其在飞行过程中拥有与载人飞行器一
样的安全系数，无人机冲撞回避技术应运而生。该技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
是操作者在地面通过画面和数据对无人机进行观测，探知冲撞危险进而实现回避，
这种技术称为“地面基盘冲撞回避技术”。另一种是在无人机上安装上传感器，
无需地面操作，无人机可自行完成危险探测和冲撞回避，称为“搭载基盘冲撞回
避技术”。
2. 韩国数字取证技术专利申请增加
犯罪搜查时的现场取证是获取案件线索的必要过程。在数码时代，数码取证
已经成为犯罪搜查主流形式。这是因为数码产品已成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将犯罪
痕迹用数字信息进行记录的例子越来越多。另外，由于数字信息在删除之后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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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还原，因此可提供现场取证所不能获取的证据。
韩国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11 年至 2014 年韩国关于数字取证的专利申请
总数为 135 件，到 2006 年为止每年只有 3 件申请的冷门领域，在 2007 年后实现
了年平均 15 件的增长量。韩国知识产权局相关人士指出，出现以上状况的原因
是因为数字取证的应用范围从搜查机关扩大到了其他有关机关和民间企业。这也
反映了该领域国内外市场规模正在快速地成长。
分析申请人可以看出，国家和公共研究机关的申请占到了 40%，韩国国内企
业为 20%，国外企业为 16%，个人和大学分别占到了 16%和 7%。政府主导的以
犯罪搜查等公共领域为中心的技术开发十分活跃。
从申请对象上来看，以电脑设备为对象的申请达到了 46%，移动嵌入相关申
请占到了 33%，互联网相关申请为 18%，数据库相关只占 3%。最近 4 年，相比
不断减少的以电脑设备为对象的申请，移动嵌入相关专利申请呈现出激增态势。
这可归因于近年来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的大众化。
从国别上来看，美国以其先进技术优势主导着数字取证的全球市场。在 PCT
申请件数上，美国约占 70%；韩国只占 4%；欧洲、日本和中国不到 7%。相比
美国，其他国家在该领域的技术竞争力十分薄弱。
韩国知识产权局相关人士指出，数字取证技术已摆脱电脑和互联网的环境限
制，涉及到了云计算和移动 SNS 环境，预计会扩大到融合了信息技术的物联网
以及金融科技环境中。因此，着眼适用于未来信息技术环境变化的数字取证技术
开发是十分有必要的。另外，由于韩国国内的数字取证技术市场被国外企业所掌
控，要克服扭转这个现状，抢占正在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专利竞争力的确保非
常必须。
3. 韩国养蜂技术专利申请增加
在韩国，养蜂技术所创造的蜂蜜、蜂胶、蜂王浆等养蜂产物产额超过了 4000
亿韩元。产额规模由 2006 年的 1849 亿韩元增至 2008 年的 2259 亿韩元，到 2012
年已增至 4332 亿韩元。在此背景下，养蜂技术的开发和专利申请变得活跃。
韩国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10 年至 2014 年 5 年间，韩国养蜂技术相关技
术申请件数共为 196 件。专利申请件数年份分布见表 8。从表 8 看出，尽管在此
期间专利申请件数出现过减少的年份，但 2014 年的申请量达到了 61 件，比 2013
年的 31 件增加了近 1 倍。
表 8 韩国养蜂技术相关技术申请（2010 年-2014 年）
年份

申请数量（件）

201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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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2
2013
2014

37
29
31
61

知识产权局相关人士强调指出，考虑到养蜂产物的市场规模正不断扩大，企
业、研究机构、大学有必要积极进行技术开发。为进一步拓展蜂蜜生产产业的经
营范围，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开发层面，发展健康食品、美容、医药等可提高蜂蜜
附加价值产业的技术开发战略迫在眉睫。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

&board_id=press&cp=1&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
&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5007
原文标题：양봉기술, 특허출원 증가 속 개도국 원조에도 한 몫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3 日

咨询机构

汤森路透：专利活跃度增长但创新趋势放缓
2015 年 6 月 4 日，汤森路透发布《开放的未来：2015 全球创新报告》（The
Future Is Open: 2015 State of Innovation），以专利和科技文献共同评价行业的创新
活动，发现专利申请量增长而科技文献产出反而呈下滑趋势，说明全球创新趋势
放缓。
报告指出，专利可作为创新的衡量指标。专利统计数据可用来洞察整个行业
的创新状态。同时，专利信息能够体现公司价值，发明成果的专利类型比专利数
量更为重要。在创新生命周期中，“发现”阶段早于“保护与商业化”阶段，而
发现源于科学研究。通常而言，科技文献的出现要比相关专利的问世早 3-5 年。
通过评估科学研究与专利活动可掌握研究和创新活动的真实现状。据此，报告对
航空航天与国防、汽车、生物技术、化妆品与保健、食品烟草与饮料、家用电器、
信息技术、医疗器械、石油与天然气、药品、半导体和电信等 12 个技术领域的
科技文献产出及专利数量进行了分析。
就专利申请而言，报告统计认为，尽管专利活动整体数量正在向上攀升，但
去年的增长数量创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虽然年增长率有所下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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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专利总量仍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指出，2013 至 2014 年间，生物技术行业的
专利数量由 39685 件增至 42584 件，增幅为 7%；化妆品与保健行业的专利数量
由 10197 件增至 11017 件，增幅为 8%；药品行业的专利数量由 99950 件增加至
111479 件，增幅为 12%；食品、烟草与饮料行业专利数量由 21758 件增加至 26333
件，增幅为 21%。但是，某些行业的专利数量却呈下滑趋势。2013 至 2014 年，
航空航天与国防行业的专利数量由 63080 件跌至 62162 件；家电行业的专利数量
亦未呈现增长势头；医疗器械行业的专利数量和半导体行业的专利数量分别下滑
了 6%和 5%。
就科技文献而言，报告分析了 2004 至 2014 年各行业的科技文献产出，结果
表明，科技文献产出数量出现回落，可能成为创新趋势减缓的信号。
许

轶 审校

来源：http://www.ip-watch.org/2015/06/04/report-patent-activity-at-a-high-but-decline
-in-scientific-research/
原文标题：Report: Patent Activity At A High But Declin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Could Sh
ow Innovation Slowing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9 日

普华永道：风险投资公司对初创企业的作用巨大
普华永道近期研究报告发现：风险投资公司对初创企业的作用巨大。研究发
现 2014 年创业投资共斥资 54 亿美元注入 775 个美国初创企业，占 2014 年整个
风险投资的 11%。报告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传统风险投资公司加入创业投资群
体，也在初创企业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风投群体除了提供资金，还为初创企
业提供了帮助其发展的专业知识和资源，例如现有的零售网络和分销网络。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7/08/corporate-vcs-may-play-a-larger-role-in-start-upfunding-than-you-think/
原文标题：Corporate VCs may play a larger role in start-up funding than you think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14 日

日企连续两年问鼎“全球创新企业 TOP100”
2015 年 11 月 12 日，汤森路透发布“2015 全球创新企业 TOP100”报告。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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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企业专利数据为基础，分析企业知识产权和专利动向，遴选出了世界上最具
有创新性的 100 家企业和机构。在这 100 家企业中，日企 40 家，继 2014 年后日
本再次位居第一；美国次之，35 家；法国以 10 家机构居第三；德国以 4 家机构
居第四；最后韩国和瑞士各占 3 家。
在入选的 40 家日企中，索尼、富士通、奥林巴斯和丰田等 15 家企业连续 5
年上榜的总数比美国多 14 家。另外有 12 家日企于 2015 年初次上榜。包含日企
在内，整个亚洲共有 44 家公司入选。去年挤进榜单的中国企业 2015 年没能上榜。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51112-00000048-reut-bus_all
原文标题：世界革新企業、日本は 2 年連続で最多の 40 社＝トムソン・ロイター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13 日

其他

加拿大竞争局发布知识产权保护指南草案
2015 年 6 月 9 日，加拿大竞争局（Canadian Competition Bureau）就新发布
的知识产权保护指南（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ement Guidelines）草案公开征
求意见，该草案用于衔接竞争法和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涉及专利主张实体（PAE）、
药品专利诉讼和解及标准必要专利（SEP）等方面的内容。
1. 专利主张实体
该草案仅处理专利主张实体“发送虚假或误导性侵权声明”的行为。草案规
定，若有证据证明专利主张实体存在无差别地向其他企业发送律师函，或不关心
陈述内容（涉嫌专利侵权）是否具有误导性的行为，则可认定其明知或罔顾事实
成立。上述行为如触犯竞争法刑事罪名虚假广告罪（ misleading advertising
provisions）将产生严重后果，将由法庭自行裁量罚款金额和/或判处最高 14 年的
有期徒刑。除此之外，触犯竞争法民事罪名欺诈营销罪（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provisions），初犯将被处以最高 1000 万美元的行政罚款，再犯则处以最
高 1500 万美元的罚款。
2. 药品专利诉讼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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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总结了竞争局提出的药品专利诉讼和解实施方式。
（1）入市-分拆和解方式（entry-split settlement）：除允许仿制药企业在专利
到期前进入市场外，品牌药企业无需向仿制药企业作出其他赔偿。入市-分拆和
解符合竞争法的规定；
（2）赔偿和解方式：允许仿制药企业在专利到期前进入市场并给予赔偿，
除（3）说明的情况外，须根据竞争法第 90.1 条或第 79 条对此方式进行审查；
（3）若有证据表明赔偿目的在于敲定价格、分配市场份额或限制产量，则
可据竞争法第 45 条对和解方式进行审查。
在（2）所述情况下，审查的焦点在于赔款目的是否为延迟仿制药企业入市
及赔款额度是否在合理估计范围内。若断定赔款金额过高，且赔偿目的在于延迟
非专利企业入市，则竞争局可通过评估和解是否会严重限制或削弱竞争，进而考
虑延迟入市对竞争的影响、和解可能带来的增益或其他商业因素，再决定是否向
竞争法庭寻求法律救济。关于刑事审查，草案指出，在“特定情况下”，可按第
45 条串谋条款对和解方式进行审查。
3. 标准必要专利
草案指出，标准制定组织的行为会增大竞争风险（包括涉及竞争法第 45 条
的潜在刑事控告）。关于专利挟持（patent hold-up）与专利伏击（patent ambush），
草案规定，根据竞争法第 79 条滥用专利权条款的规定，专利权人在隐瞒标准必
要专利的前提下对标准的实施者提起侵权诉讼的行为，将受到反垄断审查。
针对竞争法是否会限制受“公平、合理、非歧视原则”约束的标准必要专利
所有人寻求禁令救济的权利的问题，草案规定，已作出许可承诺的标准必要专利
所有人可在“适当情况下”寻求禁令救济。除这些适当情况外，竞争局可根据第
79 条滥用专利权条款对专利权所有人寻求禁令救济的行为进行审查。
许

轶 审校

来源：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fd16e85d-2a9b-42fc-93d1-32080abd6272
原文标题：Canadian Competition Bureau issues draft upda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
ement Guidelines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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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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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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r General of Patents, Designs & Trade Marks launches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of Computer Related Inventions (CRIs)"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31 日

OECD 研究数字经济领域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
经合组织发布 2015 年数值经济研究报告，研究了数字经济领域创新投入及
专利、外观和商标作为创新产出的情况。报告指出，在大多数 OECD 国家中，
信息通信技术（ICT）相关部门在研发支出中所占比例最大。报告将研发投入作
为创新投入，指出研发投入在大多数国家集中支出在 ICT 制造业；将知识产权
作为创新产出，指出 ICT 技术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占总申请量的 40%，回落到
2000-2002 年的水平。同时，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创新活动通过国际合作展开，
如跨境发明人共同申请专利或共同撰写科学出版物。此外，ICT 相关产品的品牌
活动（如商标注册）也越来越活跃。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www.ip-watch.org/2015/08/31/oecd-digital-economy-report-measures-innovation-wit
h-iprs/
原文标题：OECD Digital Economy Report Measures Innovation With IPRs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2 日

WIPO 发布《2015 年知识产权报告：
突破性创新和经济发展》
【摘要】2015 年 11 月 11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发布了《2015 年
世界知识产权报告：突破性创新与经济增长》(Small Group of Drives Innovation in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以六项突破性创新成果为例，回顾了历年的经济增长模
式，总结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关系，介绍了技术创新发展的生态系统以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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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以期为政府决策者提供政策制定参考。

WIPO 报告首先回顾了历年的经济增长模式，针对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问
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旨在探索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以及技术创新和经
济增长的关联；其次，以六项突破性创新成果（表 9）为例，包括三项历史创新
和三项当前具有颠覆性创新潜力的成果，理解不同性质的突破性创新及其发展背
景；最后，了解技术创新发展的生态系统，重点关注知识产权制度在支持技术创
新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
表 9 突破性创新成果

主要结论如下：
1. 历史经济增长的特征
历史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为：19 世纪初领先经济体腾飞，二战结束后加速；
各国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加大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中国和印度经济的
快速增长平衡了世界收入分配，显著降低了世界贫困人口数量。
2. 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表现
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促进资本深化；加速人口增长，使劳动力更
强健，公民接受更好的教育；提高企业生产力；转变经济结构；推动技术扩散；
形成不同技术输出国家和技术接受国家不同的创新扩散模式。
3. 创新生态系统
成功的创新生态系统是政府资助科学研究，支持有潜力的技术从实验室延伸
到制造领域；应具有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监管支持下的竞争性市场，鼓励
企业创新；在公共和私营创新者之间具有可流动的密切联系。
（1）六大突破性创新相关的专利活动在地理上呈现集中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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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六大突破性成果进行专利分析发现，高收入国家占到专利申请总量的
80%，且集中分布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韩国，占首次申请总量的
75%。
（2）中国近年来专利活动频繁
中国已成为 3D 打印、纳米技术和机器人工程学领域专利申请的重要来源。
2005 年以来，中国在全球 3D 打印和机器人工程学领域占有 25%的专利，居世界
首位；在纳米技术方面，中国是第三大专利申请来源国，接近全球申请量的 15%。
（3）创新与科学的联系更加紧密
专利分析发现，六项突破性创新成果中，相对三种历史性创新，3D 打印、
纳米技术和机器人工程学领域的学术型专利的比例较高。尤其纳米技术领域的学
术申请人占全球申请人的 25%，这表明近年来科学基础对于纳米技术创新日益重
要。
高校与公共研究机构在专利布局中越来越重要，这反映了将科学研究更好地
用于商业化发展的政策动向，也可能是重视上游研究对于下游技术发展的意识在
增强。
（4）国家之间学术专利的比例有显著差异
在日本，三项突破性创新首次提交的专利申请中，来自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
的不足 10%。相比之下，中国学术专利的比例最高，其中机器人技术过半，纳米
技术达 70%以上，这一方面表明中国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的研发能力有限，技术
的商品转化率较低；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中国拥有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一
旦出现技术突破性创新，就可能催生新的企业和行业。
4. 知识产权发挥的作用
（1）知识产权促进创新
专利分析表明，六项突破性创新的发明人依赖专利制度来保护创新活动的成
果，这一现象在半导体行业尤为明显。发明人申请专利的动机各有不同，但有证
据表明，知识产权保护至少有助于获得研发经费，是创新激励的重要手段。
（2）完善技术市场
知识产权推动创新成为隐性或显性知识共享的成果，有助于完善技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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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半导体技术为例，交叉许可协议对其新技术和后续创新商业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今，涉足 3D 打印、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研究的众多企业，已经接受了这种
开放式创新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促进知识共享，为创新
者明确知识共享的类型、种类和条件提供一个灵活的工具。作为现代技术市场的
核心，灵活的知识产权许可方式使专业化成为可能。
创新生态系统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大量的专利申请形成的专利丛林，可能导
致技术市场失灵，阻碍知识共享。但迄今为止，3D 打印、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技
术中并未出现专利丛林的问题，这证明了知识产权制度在不断适应不同的知识共
享机制。随着技术的深化发展，未来围绕知识产权的冲突可能会增多。
（3）专利申请人主要在高收入市场寻求保护
对六项突破性创新案例进行专利分析发现，创新者绝大多数情况下在高收入
国家以及中国寻求发明专利保护（见表 10），这反映出这些国家巨大的市场规模，
前沿技术领域竞争激烈。
表 10 专利家族申请国家比例[6]
国家

3D打印

纳米技术

机器人技术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韩国
其他高收入国家
中国
其他中低收入国家

46.6
33.6
37.7
32.4
32.9
11.8
16.4
38.3
2.8

84.6
52.1
39.8
36.9
37.6
25.2
20.5
31.8
2.7

36.5
38.7
28.6
21.9
21.3
19.2
9.5
36.6
1.4

（4）技术本身推动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
突破性创新的案例分析带来了一些关于未来知识产权政策发展的新思考：
①著作权法律越来越与技术创新相关。软件被纳入受版权保护的客体，著作
权对任何形式的数字化表达进行保护，包括 3D 物品和计算机芯片在内的工业品
外观设计。
②3D 打印技术成本的降低可能使物品的复制更加便利，而这些物品可能受
到工业设计和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类似于数字技术与著作权之间的分歧
可能为权利执法带来困难。数字内容产业的经验可能有助于解决 3D 打印与数字
[6] 此表包括 1995 年之后首次提出申请的专利，并至少得到了一国专利局的专利授权。表中“其他高收入
国家”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数值是经过 GDP 加权的平均值（与未加权的平均值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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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复制的问题。
③商业秘密也是一种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式。随着知识型员工流动性的增
强，未来商业秘密政策将变得更加重要。需要完善商业秘密法律中有关知识随人
员流动的问题，以促进创新和技术传播。
5. 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未来前景
总体来说，估计经济将恢复快速增长，对此也存在质疑。一种观点认为世界
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的债务负担之中，但最终市场的力量将使经济增长恢复到由
基本生产能力决定的长期路径上。创新在未来依然具有维持经济增长的潜力，主
要原因如下：
（1）全球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来推动知识进步。金融危机对研发影响较
小。此外，中国作为创新者出现，韩国研发支出快速增长，这都增加了世界创新
蓝图的多样性。
（2）目前，创新对提高生产力和转变经济结构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信息
通信技术（ICTs）已经为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重大技术突破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将会在几十年后显现。作为下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人工智能的发展前
景广阔。
（3）许多其他领域的创新均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例如，3D 打印机和
智能机器人的普及将促使许多行业重组供应链，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基因工程、
新材料和可再生能源同样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新技术显著促进了推动科学发现
进程的研究工具的发展，包括大数据分析和复杂模拟仿真技术在内的 ICTs 驱动
技术，为许多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对上述观点表示怀疑：
（1）人口变动等因素使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虽然创新仍然有
利于未来发展，但持续疲软的经济增长表现可能引起：企业可能避开新技术创造
的投资机会；长期的失业率意味着员工丧失技能或难以掌握技能；创业公司的减
少和规模化发展将使经济结构的转型放缓。
（2）对经济生产力增长的预测显示，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经济就开始下滑。
（3）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基本实现，但仍然用早期创新取得
的成就来衡量很可能受到质疑，例如缺少创新空间来提高劳动力就业，而发达国
家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导致就业率降低；还可能质疑未来创新活动的生产力，推
动知识前沿变得越来越困难。
（4）一些经济学家怀疑如今 GDP 的测度框架忽视了新技术真正的影响力：
统计工具无法体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和经济产出的新形式；GDP 的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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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反映创新带来的社会福利。
6. 结论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能够达到二战之后的水平，如今还不得而知。然
而，继续加大创新投入仍然是政府和企业的必经之路。报告的案例分析表明，从
创新想法到可行的技术、再到企业和消费者使用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成功的创
新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在经济低增长和创新预算面临压力的时期。
政策制定者需要确保知识产权制度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突破创新。自工
业革命以来，知识产权制度就不断根据新的需求和新技术的挑战做出相应的调整。
未来在技术变革考虑与开放的引导下，这种趋势势必还会持续下去。
李姝影 检索，茹丽洁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5/article_0015.html
原文标题：Small Group of Countries Drives Innovation in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12 日

2015 年 IPO 报告显示美国外观设计专利持续增长
2015 年 11 月，知识产权所有者协会（IPO）于发布《2015 年知识产权报告》，
该报告详细介绍了美国知识产权的发展趋势。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量排名前
50 的企业涉及技术、汽车制造和消费品等领域，其中外国企业占比 40%，达到
20 家。十多年来，受到美国创新经济的扩张和知识产权日益全球化的影响，外
观设计专利申请和授权实现同比持续增长。
2015 年位居前 10 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人来自于四大技术巨头、两大汽车企业
以及其他一些家喻户晓的公司。三星（836）位居第一，占据了前 50 家企业总量
的 20%；微软（500）位居第二，同比增长超过三星；电子巨头 LG（307）和苹
果（190）分别位居第三和第四，松下（108）位居第八。丰田汽车（129）位居
第六，福特（101）位居第十；耐克（229）位居第四，塔吉特公司（112）位居
第七，3M（102）位居第九。排名前 50 的国外企业来自于日本、德国、韩国、
荷兰、加拿大、芬兰、中国台湾和法国。其中日本有 8 家企业入选，共计 486
件。德国得益于其强劲的制造业和汽车行业有 5 家企业入选，共计 336 件。韩国
企业以三星和 LG 为主，占据了三甲中的前两位。
总体而言，前 50 名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人受市场影响呈现波动趋势。首先，
持续走强的科技行业及历经复苏和创新的汽车市场成为驱动外观设计专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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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动力。其次，新产品和新创意的层出不穷给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这也是一些国际知名企业无法长期盘踞排行榜的重要原因。随着企业继
续强调全球外观设计保护的重要性，预计未来会有更多新企业进入美国外观设计
榜单。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www.ipwatchdog.com/2015/11/20/63318/id=63318/
原文标题：2015 IPO Report Shows Continued Growth for Design Patents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3 日

转移转化
欧美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拟直接投资校园初创企业
2015 年 5 月底，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修改创业鼓励政策，拟向校园初创企业
直接投入额度超过 100 万美元的资金，并且通过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激励技术转
移活动和培育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明尼苏达大学认为他们所处的区域投资环境无
法与斯坦福大学相比，需要大学自身在创新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2014
年明尼苏达大学授权了 154 项技术，并协助建立了 15 家初创企业。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6/03/u-of-minnesota-considers-policy-shiftto-allow-investing-in-start-ups/
原文标题：U of Minnesota considers policy shift to allow investing in start-ups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4 日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协助外部初创企业
2015 年 6 月 8 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ASU）发起新计划，将该州学校系
统外部的初创企业纳入技术转移服务范围。该计划由 ASU 的技术转移机构以及
创业和创新办公室运营，旨在联结校外企业家及 ASU 的前沿研究和初创企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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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服务。该计划提供的服务包括：（1）创业加速服务，涉及 ASU 及其合作伙伴
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业务增长的资源；
（2）临时或永久的 C 级管理服务；
（3）ASU
学校资源，涉及设备、设施、战略伙伴关系、产品测试和市场验证；
（4）初创企
业培训和指导；（5）提供 ASU 天使基金和风险投资的合作机会。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asunews.asu.edu/20150608-startup-mill-launches
原文标题：ASU launches Startup Mill to help Arizona entrepreneurs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8 日

荷兰大学设立学生管理的创业基金
2015 年 6 月，荷兰大学推出由学生管理的基金——Dutch Student Investment
Fund，用于支持大学初创企业的发展。该基金将由 5 名学生运营，辅以经验丰富
的董事会成员及投资人的协助。投资人认为，虽然学生不具备风险投资领域的专
业知识，但重点在于学生有很好的学习和理解能力，能够与投资人一起更好地了
解整个投资和创业过程。该基金每项投资额度介于 2.5 至 10 万欧元之间，每年
约挑选 4 项投资项目，长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赞助。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6/24/dutch-university-launches-studentrun-fund-to-support-spinout-companies/
原文标题：Dutch university launches student-run fund to support spinout companies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28 日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TTO 制定财务规范路线图
密歇根州立大学（MSU）利用五年计划彻底改革了自身的 TTO 财务跟踪系
统，包括建立全新的、更可靠的和实用的数据库，以及用于常规支付、报销、利
息结算和账户报表的标准。这些措施改变了之前的财务文件缺失导致得不到及时
有效信息的困局。自 2012 年以来，MSU 的衍生项目保持持续增长态势，2014
年许可和销售增长了 97%。MSU 技术转移 IP 金融项目协调员詹妮弗表示，在改
革财务跟踪系统的基础上，已为整个 TTOs 出台了一个有望完成类似流程的路线
图，包含重要人事变动和成立咨询公司。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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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7/01/tto-creates-roadmap-to-recovery-from-nightmare
-of-financial-disarray/
原文标题：TTO creates roadmap to recovery from nightmare of financial disarray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4 日

风险投资在英国大学初创企业盛行
2015 年 7 月，技术转移中心评论员 David Schwartz 撰文：近年来由英国大
学组建和经营的大量风险投资基金不断获利，这一模式目前正被一些美国高校采
纳。英国伦敦证劵交易所也开始成为越来越多上市公司高校创业投资的集中地，
同时一些知名风险投资公司也与大学结成伙伴关系，双方均获得巨大成功。一家
跨英国-波士顿风险投资公司 MTI 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成功模式将风险投资公司与
大学联系起来，利用这些基金和发展模式的运作，将这种新型融资模式引入大学
初创企业，在英国上市的三家公司获得超过 30 亿美元的市值。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marketplace/distance-learning/tvfb/
原文标题：The Venture Funding Boom in UK University Start-ups: New Models for Bring
ing Capital to Commercialization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4 日

美国大学创新计划丰富商学院学生 TTO 实践机会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PRI）和普渡大学成立创新计划，给予商学院学生更
多实践机会参与尽职调查和其他商业活动，帮助商学院学生充实经验，TTOs 得
到更多人力资源。伦斯勒理工学院（RPI）为拉里管理与技术学院的硕士生提供
与其他院系教师合作的机会，如生物医学工程系。硕士研究发展项目（MSRP）
让学生有机会与大学研究人员携手寻找实验室研究的商业化新途径。普渡大学通
过普渡研究基金会（PRF）管理新兴创新基金（EIF），该基金旨在为普渡大学的
新成果商业化提供资金支持。根据伯顿 D.摩根创业中心和 PRF 之间的一项倡议，
学生管理的风险基金（SMVF）课程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商业化活动，获得他们参
与项目的初创资金。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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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7/08/a-win-win-business-students-get-great-experienc
e-ttos-get-extra-manpower/
原文标题：A win-win: Business students get great experience, TTOs get extra manpower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12 日

美国康奈尔大学与佐治亚理工：
研究人员更乐于参与而非创建企业
2015 年 6 月 11 日，康奈尔大学与佐治亚理工大学共同发布了一份关于帮助
创业者开发和商业化创新的研究人员角色特点的审查报告。报告的关键结论之一
是 TTOs 可能会鼓励研究人员加入一个初创企业，但不会鼓励他们创建一个公司。
研究发现，虽然研究人员可以像创立者那样愿意承担风险，渴望自由创业，但他
们并不太关心管理，而对研发更感兴趣。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7/08/study-finds-researchers-are-more-likely-to-join-a
-start-up-than-to-launch-one/
原文标题：Study finds researchers are more likely to join a start-up than to launch one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12 日

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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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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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nsea-university-launchesfund-to-boost-research-commercialization/
原文标题：Swansea University launches fund to boost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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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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s-offer-advantages-foruniversity-start-ups-but-beware-of-tax-implications/
原文标题：LLCs offer advantages for university start-ups, but beware of tax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3 日

美国航空航天局为初创企业提供 1200 项免费专利
2015 年 10 月，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为高科技初创企业提供 15 个类别
多达 1200 项的免费专利技术，涵盖了广泛的技术领域，包括电子、通信、软件、
材料、涂料、传感器和航空技术。NASA 新启动的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使大量缺乏
知识产权保护的初创企业更容易进入市场，同时让 NASA 现有的专利技术转变
为新的产品或服务。NASA 还创建了可检索的数据库，帮助高科技公司发掘与其
商业模式相关的专利。NASA 当前只提供非独占许可，从而使技术能够被任何公
司用于商业用途，但 NASA 表示如果初创公司愿意谈判，可以考虑提供独占许
可。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10/14/nasa-offers-up-1200-patents-to-start-ups-fo
r-free/
原文标题：NASA offers up 1,200 patents to start-ups for free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5 日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对外提供付费商业化服务
2015 年 8 月 25 日，亚利桑那大学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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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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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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story-helping-new-orleans
-region-diversify-grow-and-create-jobs
原文标题：In move to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SU’s TTO offers services outsi
de the university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31 日

研究认为大学衍生初创公司发展更好
2015 年 9 月，加拿大初创公司研究组织 Entrevestor 研究指出与大学有关联
的初创公司发展更好。Entrevestor 跟踪调查了加拿大 286 家初创公司，
结果显示，
所有公司的销售额平均上涨 38.5%，其中由大学的创新成果孵化的初创公司上涨
81.8%，使用大学实验设备和孵化器的公司上涨达 65.3%。Entrevestor 认为与大
学关联的初创公司的研究更可能关注实际问题并率先得到解决方案或更高价值
的产品或服务。此外，大学附属的初创公司更可能获得资本的关注。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9/09/start-ups-affiliated-with-universities-are-mo
re-successful-canadian-organization-says/
原文标题：Start-ups affiliated with universities are more successful, Canadian organiza
tion says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1 日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为学生初创企业
提供知识产权法律支持
2015 年 9 月 9 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学院与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合作，
为该大学学生创业提供法律和知识产权援助。该服务是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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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心的组成部分，不仅使法学院的学生获得了知识产权法咨询方面的经验，
还为学生创业提供了知识产权管理服务，使创业者更好地理解知识产权，从而建
立强有力的商业计划，更好地促进创新的商业化，增加初创企业的成功概率。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9/16/michigan-state-teams-with-ip-law-firm-to-provid
e-support-for-student-entrepreneurs/
原文标题：Michigan State teams with IP law firm to provide support for student entrepren
eurs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8 日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投入 410 万力促技术转移
2015 年 9 月 13 日，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投入 410 万用于促进所
拥有技术的商业化。根据空军技术转移计划，AFRL 号召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作战
领域中可用于民用的知识产权的定位、分类和评估方面提供帮助，如 GPS 导航
技术。AFRL 拥有大量的前景技术，空军技术转移计划旨在降低成本、促进创新，
使 AFRL 的技术更多地商业化，该计划是美国政府推动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项目
的组成部分。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9/16/air-force-research-lab-to-spend-up-to-4-1m-to-bo
ost-tech-transfer-with-help-from-universities/
原文标题：Air Force Research Lab to spend up to $4.1M to boost tech transfer with help
from universities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8 日

美国能源部推出国立研究机构和地方企业
商业化合作试点方案
2015 年 9 月，美国能源部推出一系列试点方案，旨在促进国家实验室和地
方企业合作，推动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市场化。今年 2 月，美国能源部成立
了由 8 名员工组成的年度经费预算为 210 万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同时成立年度经
费预算为 280 万的高级能源研究计划署（ARPA-E），成为高风险高回报的能源创
新基金的主要来源。能源部最引人关注的新方案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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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otron Road 计划，该计划采用在实验室内部孵化具有市场价值的创新的做法，
而非成立分拆公司或向外部公司许可技术。与此同时，伯克利等其他几个国家实
验室也正在启动一项 2000 万美元的计划，向民营企业提供实验室的专业技术和
设备。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9/16/u-s-dept-of-energy-answers-call-for-more-collab
orations-between-national-labs-and-local-companies/
原文标题：U.S. Dept. of Energy answers call for mor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national lab
s and local companies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8 日

美国戴顿大学发起跨学科商业化合作
2015 年 9 月，美国戴顿大学（University of Dayton）发起法律、商业和工程
学院的跨学科合作，旨在促进大学技术的商业化。三个学院计划通过合作与校董
事会共建独立的初创孵化器，促进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戴顿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
工均可向该孵化器提交创意，并获得指导和种子资金。法律学院将提供涉及专利
和保密协议等方面的知识产权培训，商学院的学生将帮助管理初创公司，并在工
程学院现有的基础上建设 4000 平方英尺实验室，24 小时向学生和教职员工开放，
帮助其进行研发。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9/23/u-of-dayton-launching-tech-transfer-company-le
d-by-law-business-and-engineering-schools/
原文标题：U of Dayton launching tech transfer company led by law, business and enginee
ring schools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6 日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浸信会启动 1500 万美元项目
促进创新和技术转移
2015 年 10 月，维克森林大学浸信会医学中心启动了 1500 万美元的项目，
以促进该校教职员工开展生命科学技术创新研究。该技术开发项目由医学中心技
术转移办公室——维克森林创新（Wake Forest Innovations）公司以及科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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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Pappas Capital 合作开展，有利于帮助技术转移办公室对项目资金进行投资
与管理。维克森林创新公司预计将与 PappasCapital 公司共同投资 25 个早期创新
项目，在未来 3-5 年内，帮助这些项目获得许可，实现技术产业化。两公司还将
从基金会、非营利组织、产业界和其他生命科学组织寻求配套资金。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10/14/wake-forest-baptist-launches-15m-program
-to-boost-innovation-and-tech-transfer/
原文标题：Wake Forest Baptist launches $15M program to boost innovation and tech
transfer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5 日

美国普渡大学促进商业化和就业新举措
2015 年 10 月 20 日，普渡大学推出两项遍及全州的举措——普渡创新-X 许
可和 Foundry-X 计划，以促进区域公司的商业交易，刺激大学研究工作中就业机
会的产生。由普渡大学技术商业化研究基金会办公室和普渡大学技术孵化中心
Foundry 共同管理的普渡创新-X 许可和 Foundry-X 计划将为州内企业家和公司提
供新的激励。普渡大学创新-X 许可将以较低的前期成本和有利的许可条件，为
印第安纳州内合格的初创企业和知名公司提供一项普渡大学创新的授权专利许
可。该计划为期六个月，将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结束。同时，Foundry-X 行动将
邀请业界领袖和早期成功的初创企业到普渡大学选购创新许可，共同合作将这些
技术推向市场。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10/20/purdue-launches-new-initiatives-to-generat
e-more-industry-deals-and-jobs-in-the-state/
原文标题：Purdue launches new initiatives to generate more industry deals and jobs i
n the state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1 日

校友风投基金为大学技术带来新投资
校友基金成为大学技术商业化一大助力。天使投资基金 CEO Mike 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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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投资模式的主导人之一，一年前他在汉诺威启动达特茅斯学院的“绿色 D
创始人基金”，首次将风投模式与亲密团体联系起来。他将一大批各自拥有相对
较少资金的校友集合起来，以盈利为目的运营校友基金，并利用有限合伙人网络
向企业家提供资助。这种众筹模式首次运作就获得了 1500 万美元基金，每项交
易可获得 5 万至 10 万的投资。校友基金将帮助达特茅斯企业家联系资源和顾问，
例如，帮助新罕布什尔大学引入投资工具“蓝色猫天使基金（Blue Cat Angels）”，
天使基金为其提供资金，以支持合规、后台管理系统、投资关系和其他各种服务。
绿色基金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公司，合格投资者只需要提交证券法要求的背景
材料即可获得资助。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11/04/affinity-alumni-funds-canbring-new-investments-to-university-technologies/
原文标题：
“Affinity” alumni funds can bring new investments to university technologi
es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11 日

美国公共及增地大学协会将技术转移纳入晋升标准
2015 年 11 月，美国公共及增地大学协会（APLU）组织的工作小组发布报
告，呼吁公共研究型大学正式考虑将技术转移活动纳入教职工任职晋升评价。
APLU 工作小组提出，应将教职工技术转移成果与科研论文以及其他学术成果一
同考虑。报告建议，大学绩效考评政策和标准应将技术转移成果作为优秀教职工
的加分项目。尽管技术转移并非是高校教职工的主要科研成果，但它确实是一种
可以体现科研价值的活动。相比其他绩效评价方式来说，技术转移活动对于量化
工作可能带来的影响、质量以及可预见的社会效益至关重要。
工作小组对美国和加拿大公立大学就评估教职工绩效时定义和识别技术转
移活动的方法进行了调研，提出：
（1）政策应承认技术转移是大学工作的价值体
现；
（2）大学、院系和相应的学科应明确技术转移活动与晋升任职关系的判断标
准；
（3）不强制要求技术转移活动的审查；
（4）应灵活地设置标准来识别多种创
新形式技术转移的特性；
（5）应评估技术转移做出的知识贡献，预期的社会效益
应得到同行评议的认可，不依赖于人工评价。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11/18/aplu-task-force-recommends
-tech-transfer-activity-be-considered-in-tenure-and-promotion/

知识产权动态

80

原文标题：APLU task force recommends tech transfer activity be considered in tenur
e and promotion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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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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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transfer-partnerships-what-they-are
-and-how-to-apply
原文标题：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s: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pply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20 日

其他

IAM 联手 10 余家大型公司
推出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门户
IAM 与 15 家领先公司合作推出技术转移在线门户——IAM 市场，该举措将
简化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交易，使交易过程更加透明。IAM 市场是一个在线平
台，允许知识产权所有人介绍自身的技术许可和专利交易计划，还可提供知识产
权人感兴趣的特定资产信息。IAM 市场专为全球知识产权领导者设计，它将确
保所有规模的企业都能够向关键决策者展示其可供许可、出售或转让的权利和技
术，节省交易双方的时间和费用。注册程序完成后，潜在的买家、许可人和合作
伙伴及代表都可免费访问 IAM 市场。目前，已有 15 家企业加入了 IAM 市场，
包括波音公司、德国电信、飞思卡尔、谷歌、哈曼、惠普、IBM、英特尔、NEC、
飞利浦、Rambus 公司和索尼公司。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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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dfb38868-41d6-4ef9-a1a5-4ae4fbbfc
228
原文标题：Boeing, Google, HP, IBM, Philips and 10 other companies join forces at l
aunch of new IP and tech transfer portal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1 日

韩国促进优秀专利向中小企业转移
为促进韩国公共专利技术向中小企业的转移和商业化，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
韩国中小企业厅及韩国知识产权局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在首尔瑞草区合作举办
了 2015 年第 2 次“技术转移巡回宣传”。
“技术转移巡回宣传”于 2013 年开办，旨在帮助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开发
的技术找到适合转移的目标企业，同时帮助中小企业获得商业化所需的技术信息。
该活动通过部处之间的协作，为技术提供者和技术需求者搭桥连线，以促进专利
商业化。至今为止，主办方通过四届巡回宣传，发掘了共计 1755 件可转移的优
秀公共专利技术，其中 193 件专利与企业实现匹配，119 件最终签订技术转移意
向书，预付金额达到了 69.28 亿韩元。
“技术转移巡回宣传”将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的优秀研发成果与知识产权局
的优秀公共专利技术信息提供给中小企业促进技术转移，以此来推动中小企业的
革新，确保其竞争力。为此，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和知识产权局从 40 所大学、
19 所公共研究机构筛选出总计 566 项优秀技术，分别是信息通信技术（IT）167
件、生命工程技术（BT）92 件、纳米技术（NT）106 件、环境技术（ET）141
件和国土技术等其他技术领域 60 件。
韩国中小企业厅就筛选出来的优秀专利技术针对中小企业进行需求意向确
认，促使企业在活动当日完成与大学以及公共研究机构的对接。在本次“巡回宣
传”中，主办方还为技术转出方（大学教授、公共机构研究员）和技术接受方（中
小企业）分别准备了技术转移和研发资助的说明会和商谈会。特别是在进行意向
匹配时，主办方针对中小企业高度关注的 20 个技术，进行了技术说明，提供了
以机构为单位的技术转移组织和研究人员的详细信息，预计还会提供个别商谈服
务。
另外，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和中小企业若通过巡回宣传对接成功，双方将直
接签订技术转移意向书。接受技术转移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政府获得商业化咨询服
务及研发资助。其中，韩国知识产权局将提供专利检索（OPIS）、TRIZ（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知识产权价值评估（IP Value-up）等专利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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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面的咨询；韩国中小企业厅将资助技术转移开发项目（最长）两年，资助
额度为 5 亿韩元（15 年标准）；韩国国土交通科学技术振兴会将资助国土交通技
术商业化（最长）两年，资助额度为 10 亿韩元以内（15 年标准）。
韩国未来创新科学部、中小企业厅和知识产权局表示，“部处间的合作可以
使技术能力不足的中小企业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获得优秀专利技术，在技术转
移初期为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必要支援”。同时强调，
“优秀专利技术向中小企业
转移并在市场上实现商业化是韩国创造经济和经济活性化的核心任务”。韩国政
府各部门在“技术转移巡回宣传”后会继续紧密合作，使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
优秀技术转移更具活性化，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熊 峰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
&board_id=press&cp=1&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
=&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5266
原文标题：미래부․중기청․특허청, 공공 우수기술의 중소기업 이전 로드쇼 개최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11 日

专利价值评估
英国皇家测量学会发布专利价值评估研究报告
2015 年 5 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ICS）发布专利价值评估指南，
旨在指导技术转移专家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和制定合理的假设，高效准确地评估
知识产权的潜在经济价值。指南指出，专利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常常与盈利能力和
风险相关，如一项技术拥有的多项专利，其价值也有差异。强大的专利价值指的
是专利的有效性、可实施性和权利保护范围，而不一定是技术本身的优点。基于
此，该指南介绍了三种专利价值评估方法：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并提出评
估者应通过了解知识产权的特征来选择更合适的方法。此外，指南也为知识产权
社区届提供了测评评估人员和评估报告的标准。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7/08/new-report-offers-guidance-on-how-to-conduct-i
p-valuations/
原文标题：New report offers guidance on how to conduct IP val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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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12 日

欧洲专利局研究专利价值评估方法
2015 年 9 月，欧洲专利局（EPO）比较了专利价值评估定性和定量方法的
差异，介绍了利用 EPO 的资源进行专利价值评估的方法。
EPO 指出，近年来，由于知识产权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各种
专利价值评估方法应运而生，并日趋完善。高质量的专利价值评估依靠的是对专
利内容和评估目的的了解，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选出最适合的价值评估策略和方
法。
专利价值评估不仅受到公司的关注，投资者、银行、专利律师、专利信息中
心网络（PATLIB centres）和技术转移办公室（TTOs）也可以因其获益，获得附
加值以及拓宽服务范围的机会。
欧洲专利局将专利价值评估方法分为两大类：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见图 3）。
1. 定量方法
定量方法利用货币或其他数值来衡量专利的价值，可分为货币评估法和非货
币评估法。货币评估法计算某一专利或专利组合的货币价值，并通过货币形式表
现出来，基本方法有四种：成本法、市场法、收入法和期权法，分别通过计算研
发和申请专利的成本，参考专利在市场中的交易价格，预估专利可能带来的收益，
以及预测专利可能产生的期权价值来实现专利价值评估。
非货币价值评估方法通常根据有关文献注入数据和法律状态数据的专利指
标来评估专利价值。专利指标包括某项发明的受保护国的数量，专利的法律状态
以及被引用次数。
EPO 还介绍了可用于非货币专利价值评估的相关资源——世界专利统计资
料库（PATSTAT）产品线，它可为用户提供来自主要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文献
注入数据和法律状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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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专利价值评估方法分类

2. 定性方法
定性方法通过非数字手段定义专利的重要性，又分为尽职调查法和评级法。
尽职调查法通过分析专利或专利组合的优势和劣势，找出并描述价值影响因素。
该方法通常在金融交易中使用，用于降低风险。
评级法则利用等级评量法对某项专利或技术的不同方面进行评估，包括市场
条件、财务和技术因素、法律状态及战略目标。EPO 介绍了一款免费的软件工
具 IPscore，专利信息用户可应用该软件提供的评级法管理其专利和技术组合。
软件利用 40 个评估因子对用户提供的专利信息进行分析，得出价值评估结论，
将评估结论以图表的形式呈现，方便用户浏览或展示给第三方。IPscore 可以帮
助用户决定是否应该对某项技术提出专利申请，在何地提出申请，以及了解与之
密切关联的在先专利。
许

轶 检索，李岸羲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5B086CD84A41483C1257EC000
352BF5/$File/patent_information_news_0315_en.pdf
原文标题：Patent valuation: discovering the real value of patents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2 日

美国独角兽企业专利与企业估值调查报告
2015 年 11 月 3 日，Foresight Valuation Group 调查了美国最新的独角兽企业，
试图了解独角兽企业的专利位置，分析专利与企业估值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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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现，30%的美国独角兽初创企业未申请专利。
美国硅谷将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初创企业称为“独角兽”，其中绝大多数为
美国软件公司。根据 TechCruch 排行榜统计，独角兽企业数量已超过 150 家，集
中在互联网消费、电子商务和软件行业。Uber 位列榜首，估值达 510 亿美元，
Airbnb 达到 255 亿美元。
调查报告选取了 TechCruch 排行榜 95 家美国独角兽企业，采用的专利数据
来自 Innography 专利分析平台，企业估值、投资和市场信息来自于 CrunchBase
和 TechCrunch。调查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1. 65%独角兽企业为软件公司
报告抽样调查结果显示，65%以上的美国独角兽企业为软件公司，主要分布
在广告、软件、互联网消费、电子商务、软件即服务（SaaS）和安全等行业。经
验表明，较制药、生物技术企业和硬件公司而言，软件公司拥有大型知识产权组
合的情况较少，其价值更多是取决于初期用户的数量。研究进一步发现，30%的
独角兽企业并未申请专利，也没有美国专利资产，62%的企业名下只有 10 件甚
至更少的美国专利，但这些公司的估值总计达到了 1570 亿美元，获得了共计 250
亿美元的投资。
如图 4 所示，从整体来看，独角兽企业中存在着“知识产权差距”，即企业
的价值分布与知识产权行业分布并不相关，其中 53%的美国专利资产掌握在 8%
的企业手中，这些企业的估值却只占总估值的 17%和总募资量的 11%。这样的
差距因行业而异，互联网消费行业尤其明显。拥有 Uber、EventBrite、SnapChat
和 Airbnb 的互联网消费行业占有总募资金额的 33%，总估值的 38%，却只占专
利总量的 8%。

图 4 美国独角兽企业 IP 行业分布和价值分布

因此，知识产权资产并非是决定独角兽企业估值的主要因素，在大多数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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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企业的商业战略中也并非处于重要地位。60%的独角兽企业并不具备强大的知
识产权实力。
2. 独角兽企业应警惕知识产权差距
独角兽企业的管理者和投资者应保持警惕：虽然知识产权差距在短期内不影
响独角兽企业数十亿的估值，但 Foresight Valuation Group 预测，从长远来看，
知识产权的弱势将为保持竞争优势带来严重问题。同时，这样的差距将成为增强
市场中知识产权流动性的机会。
如表 12 所示，Facebook 是所调查的 95 家美国独角兽企业当中拥有最多专
利资产的企业；Groupon 拥有的专利资产比当前 10 家电子商务独角兽企业专利
总和还要多；LinkedIn 拥有超过 300 件专利资产，比 36 家软件企业专利总和还
要多。
表 1 独角兽企业专利与估值表

3. 独角兽企业的知识产权差距很有可能导致专利购买狂潮
知识产权实力较弱、估值极高的企业，在进入竞争对手强大的新市场进行首
次公开募股（IPO）或发生并购等重要事件上最容易遭受攻击。届时，他们将花
上数亿美元通过采购专利来应对威胁。以谷歌公司和 Facebook 为例，谷歌 2011
年花费 125 亿美元通过收购摩托罗拉移动业务以进入手机市场，目前拥有 2.3 万
件有效美国专利，已成为最大专利权人；Facebook 作为最早的独角兽企业，受
到雅虎专利诉讼打击之后，最终花费了数亿美元从 AOL、IBM 和微软购买专利
以对抗诉讼，减少未来的风险。
总之，尽管研究对象中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加强知识产权组合，但多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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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仍处于落后位置。对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和投资者而言，重新审视并加强其
知识产权位置才是明智之举。
李姝影 检索，李岸羲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www.ipwatchdog.com/2015/11/03/
the-naked-truth-30-of-us-unicorns-have-no-patents/id=62842/
原文标题：The Naked Truth: 30% of US Unicorns Have No Patents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6 日

日本 Patent Result 公布医药界专利资产规模排名
2015 年 11 月 5 日，日本 Patent Result 公司对医药企业专利资产质量进行评
价，公布了“医药界专利资产规模排名”。评价采用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期间申请的专利作为数据来源，按照“专利评分表”计算单件专利的
关注度，综合专利资产规模计算各个企业专利资产得分，对企业进行排名。
专利资产规模指的是企业拥有的有效专利数量，体现了企业的综合实力。专
利关注度指的是专利资产所产生的商业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份额与专利
失效日期前专利维持的有效时间的乘积。评价结果表明，罗氏制药居首位，勃林
格殷格翰次之，乐敦制药排名第三，其后为诺华公司、日本盐野义制药、拜耳公
司、大鹏药品工业等。
位居第一的罗氏制药，关注度较高的专利是“C 型肝炎病毒感染治疗用药”
和“哺乳动物细胞中副产物较少的抗体生成方法”。勃林格殷格翰的“包含 DPP-4
抑制药和二甲双胍盐酸盐等的辅助药混合制剂（FDC）在内的 FDC 制剂”相关
技术获得了较高关注度。乐敦制药的“减轻隐形眼镜使用不适的隐形眼镜液”、
“抑制非离子性 SHCL 的类脂吸附”和“抑制离子性 SHCL 的花粉蛋白质囤积”
相关技术也得到了较多关注。
另外，从 2013 年开始，包括盐野义制药、大鹏药品工业和第一三共制药在
内的日本制药企业进入医药界专利资产规模前 10 位。
熊 峰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51105-00000020-economic-bus_all
原文标题：医薬品業界の特許資産規模のトップ 3 は ROCHE、BOEHRINGER INGE
LHEIM、ロート製薬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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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评定民间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构
韩国知识产权局追加指定了两所民间价值评估机构，旨在提供高效率、高信
任度、高品质的知识产权（IP）价值评估服务。发明评估机构针对知识产权的技
术性和产业性做出专业评价，评价结果可以通过实物出资、技术认证、技术交易
和 IP 金融等形式来实现资金调度。在 15.5 个月里，韩国共有 10 个发明评估机
构被指定。此次为首次有两处民间评估机构受到指定。
在过去，韩国发明振兴会和技术保证基金通过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然而，随
着 IP 金融在质和量两方面的提高，金融界对来自民间机构的 IP 价值评估需求上
升。韩国知识产权局此次追加指定评估机构，是对 IP 金融活性化所催生的 IP 价
值评估的积极响应，IP 评估机构间的良性竞争所产生的价值评价服务质量的提
高亦值得期待。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
=press&cp=1&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
Val=&bunryu=&st=&c=1003&seq=14941
原文标题：지식재산 금융 활성화를 위해 발명의 평가기관 민간 확대
- 지식재산 평가 역량이 우수한 민간평가기관 2 개소 추가 지정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5 日

专利许可与交易
欧美

欧洲电信厂商 TeliaSonera
半数以上专利资产挂牌出售
2015 年 6 月 24 日，AWA IPro 与 TeliaSonera 公司签署协议出售专利组合，
包含 1700 件专利和专利申请，涉及 237 个专利家族覆盖若干技术领域。这项交
易成为自 2012 年 9 月 Qimonda 投资组合市场化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欧洲专利交易
之一。AWA Ipro 公司的 CEO 指出，TeliaSonera 公司这次出售的大约 1700 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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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大多数是欧洲和美国专利，TeliaSonera 公司未打算许可这些专利，而是考虑分
拆组合或整体出售。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4/01/kaust-launches-start-up-accelerator-in-saudi-arab
ia/
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b28f5e31-c0e8-4ada-9bdc-b8a1816ffaa7
原文标题：Major European telecoms player puts over half its patent assets up for sale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7 日

谷歌为初创企业提供免费专利并推出专利销售计划
继专利购买推广项目后，搜索巨头谷歌宣布推出专利启动项目（Patent Starter
Program），为 50 家合格初创企业提供免费专利，旨在解决专利领域弊病，为初
创企业提供所需专利，以此帮助初创企业发展。此外，谷歌还推出专利销售计划。
入选专利启动项目的 50 家合格初创企业将免费获得谷歌的两项同族专利使
用权和 Innography 账号（由谷歌付费），以及两年传输网络许可（LOTNET）会
员资格。谷歌的高级专利许可经理 Brasch 表示，谷歌在此阶段仅考虑出售收购
专利而非原始研发专利。此外，谷歌仅考虑与其经营领域相同且收入在 50 至
2,000 万美元之间的初创企业。对于申请成功的企业，谷歌会根据初创企业的业
务范围列出 3 至 5 项专利资产，初创企业可从中选出两项使用。初创企业必须拥
有两年的 LOT 网络系统会员资格，才能获得专利所有权。同时，企业与谷歌签
署的协议规定谷歌转让的专利权仅用于防御目的。若违反规定，企业须向谷歌支
付高额罚款。
目前，专利启动项目正处于发展初期，总计拥有 35 项技术巨头出售的广播
广告技术相关专利资产组合。虽然公司内部的专利团队并没有销售和为公司创利
的压力，但是预计销售仍将进一步增长。
Brasch 还透露专利持有者可通过将专利出售给谷歌来获取收益，谷歌承诺将
在 30 天内决定是否购买这些专利。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为专利持有者提供一个
更有效的销售程序和为谷歌收集大量二级市场信息。Brasch 表示对此项目的参与
人数和广度十分吃惊，承认谷歌预期收益主要来自经营公司，但是最终结果显示
四分之一的申请来自个体专利持有者，一半的要价不超过 100,000 美元，大量专
利与谷歌业务不相关，谷歌购买了 28%的相关专利。
许海云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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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90a78cbf-e694-42db-a0d0-c8ca4816ce3e
原文标题：Google offers start-ups free patents, but also begins to roll-out patent sales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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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stantinos
Karachali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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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E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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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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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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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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E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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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f47bb044-3d56-4326-a368-33d
bb032678a
原文标题：An SEP licensing system with no rules has no future, says IEEE Standard
s Board executive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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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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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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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spinout-oxitec-sold-for160-million-readies-gene-based-mosquito-control-for-market/
原文标题：Oxford spinout Oxitec sold for $160 million, readies gene-based mosquito
control fo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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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3 日

专利学者指出更多初创公司依靠专利抵押融资
2015 年 9 月，专利学者 Yael V. Hochberg、Carlos J. Serrano 和 Rosemarie Ham
Ziedonis 的研究发现相当大比例的初创公司依靠专利抵押获得贷款。传统观念认
为，引入贷款资助初创企业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项目的做法因风险太大而不可
取，但也有人认为，风险投资是最适合初创科技企业的融资方式。Yael V. Hochberg
等人发现在其研究的 1500 家公司中，获得风险投资的初创企业中的 36%还进行
贷款融资，他们认为市场对专利的影响超过了此前经济学家的预计，强大的市场
意味着贷款人更愿意采取专利权作为抵押。大的 NPE（非执业实体），如高智公
司是强化市场、增加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因素之一。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9/02/article-suggests-that-more-start-ups-are-using-pat
ents-as-collateral-in-financing/
原文标题：Article suggests that more start-ups are using patents as collateral in financing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1 日

高智称近期无意采取大规模专利购买计划
2015 年 9 月，IAM 杂志社预测高智发明公司在待价而沽，而高智公司对此
予以坚决否认。高智总裁 Brown 表示高智近期不会有大的购买计划。IAM 指出，
通过许可专利营利的公司，如高智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市场状况不容乐观。在美
国最高法院在 Alice 与 CLS 案件的判决或美国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的专
利诉讼的审判后续程序之后，越来越多专利被判无效，在这种情形下，想要靠诉
讼的方式坐收专利许可之利，可能并非是明智的选择。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6cf36da3-ee68-4038-8a13-9a9057a8
c37b
原文标题：IV aims to maintain a portfolio of 30,000+ assets, but don't expect big bu
ying binges anytime soon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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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疫苗平台技术获得 3 亿美元许可
2015 年 10 月，Immunomic Therapeutics 公司和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公司以 3
亿美元达成了一项全球范围内的许可协议，这也是约翰霍普金斯技术公司有史以
来最高额度的许可交易，且该协议使得安斯泰来的 LAMP-vax 平台过敏线产品获
得该技术的全球独家许可。LAMP-VAX 最初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工作
人 员 开 发 ， 2006 年许 可 给 生 物 科 技 公司 Immunomic 。 安 斯 泰 来 计 划 利 用
LAMP-VAX 研发包括花生过敏在内的过敏性疾病的广泛治疗方法。该技术作为
DNA 疫苗的一项突破，依靠身体内部的自然生物化学形成一种完整的免疫反应。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10/14/johns-hopkins-vaccine-platform-technolog
y-scores-300m-license/
原文标题：Johns Hopkins vaccine platform technology scores $300M license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5 日

波士顿安全数据公司收购都柏林大学初创企业
2015 年 10 月，波士顿安全数据公司 Rapid7 以 6800 万美元现金和股票收购
了都柏林大学（UCD）初创企业 Logentries。Logentries 是 2010 年由柏林大学性
能工程实验室的 Trevor Parsons 和 Viliam Holub 共同创立的，现在已是检索电子
设备数据（也称为机器数据）的主要供应商。Logentries 的关键技术是一个功能
强大的云计算系统，可用于实时检索、可视化和分析不同类别的机器数据，与同
类技术相比速度更快，成本更低。Rapid7 表示今后会继续投资 Logentries 的研究
和开发。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10/20/boston-based-security-data-firm-acquires-u
c-dublin-start-up-for-68-million/
原文标题：Boston-based security data firm acquires UC Dublin start-up for $68 mion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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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公司 24 亿美元的收购
可能会破坏 IEEE 有争议的专利政策
2015 年夏季，高通公司以 24 亿美元收购了一家英国芯片制造商 CSR，巩固
了高通在万物互联时代的地位。高通和其他几家公司都曾表示将不在 IEEE 标准
协会今年 2 月提出的新专利政策下许可其标准关键专利，这项交易的完成使高通
公司有机会避开这项新专利政策。因为六年前 CSR 签署批准函（LOA），同意当
时及未来在 802.11 标准（WiFi 技术标准）下许可其标准关键专利（SEP）。这意
味着早在 2009 年 CSR 就承诺遵循 IEEE-SA 的专利政策。因此，高通公司通过
收购交易，将其 Wifi 必要专利捆绑入 LOA，就可继续使用更有利于专利权人的
旧许可政策。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aaea8593-2d6c-42ee-97d6-e86871da
d081
原文标题：How a $2.4bn acquisition by Qualcomm might undermine the IEEE’s cont
roversial patent policy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都柏林大学推出快速许可在线平台
都柏林大学（UCD）技术转移办公室最近启动了一个新的在线平台，以推
广和许可更多教职员工开发的技术。UCD 衍生企业 Aficionado Technologies 开发
了该在线系统，计划向其他 TTO 也提供服务。UCD 与衍生企业 Aficionado
Technologies 的合作开发该在线许可平台，尝试简化许可的过程。在线平台允许
UCD 以非独占方式快速许可某些技术给多个用户，用户一次性只需支付相对较
少的费用。许可浏览网站提供三个许可选项：（1）“现在购买”，简单无需协商，
单页许可协议；
（2）
“非商业性许可”，适用于学术用户；
（3）
“咨询”，被许可方
可以直接向技术转移团队提问。该平台吸引了来自爱尔兰、英国、美国、南美、
亚洲和中东的潜在用户的咨询，通过平台进行的许可通过商业和非商业的认证。
UCD 已经向其衍生公司许可了该平台技术，计划向爱尔兰和其他技术转移办公
室进行推广。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11/18/university-college
-dublin-launches-online-platform-for-rapid-lic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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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launches online platform for rapid licensing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4 日

其他

IAM：北京智谷公司专利收购走向国际
2015 年 7 月 15 日，IAM 杂志作者 Jack Ellis 对北京智谷公司专利收购调研，
发现智谷公司为扩大自身全球范围的专利组合，近期开始从国外公司收购专利。
北京智谷公司自 2014 年 4 月创立第一支知识产权聚合基金以来，一直专注
于从国内研究部门获取中国专利资产。但转让数据显示，该机构最近开始从外国
公司获取知识产权以扩大其全球知识产权组合，专利收购对象甚至包括军用级安
全通信领先供应商。
市场资料显示，智谷最初动用大部分专利收购资金收购高校和研究院的中国
专利，但目前随着智谷正在筹划下一阶段的国外价值创造策略，国内专利收购告
一段落。智谷总裁林鹏表示，根据智谷的调查研究，虽然公共研究部门产生的专
利比私营部门申请的专利更值得投资，但国内公共部门的专利在质量上依然逊于
外国公司的专利。
IAM 利用 ktMINE 数据库、Google 专利和 USPTO 转让数据库进行的搜索表
明，智谷并非只将其注意力放在中国，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公司对外国专利的收
购活动已显著增加（表 12）。
表 12 公司的国外专利收购
转让人

转让日期

收购详情

Artois LLC

2015年6月5日

7项与互联网通信技术相关的美国
资产

Roussillon LLC

2015年6月5日

9项涉及无线通信技术的美国资产

Inventec Appliances (Jiangning)
Corporation

2015年6月1日

2项计算机相关资产

Inventec Corporation

2015年5月22
日

34项个人计算机技术相关资产

Inventec Appliances Corporation

2015年5月22
日

7项电信和移动设备技术相关资产

Inventec Appliances Corp.

2015年4月25

11项电信和移动设备技术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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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产

Artois LLC 转让给智谷的七项美国专利曾属于 3E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公司。Artois LLC 的网站将该公司描述为“军用级安全通信的领先供应商”，它
致力于确保全世界的国防、政府、公用事业和工业领域中关键系统和基础设施的
安全，以及设施管理。虽然无迹象表明智谷从 Artois LLC 获取的专利和 3eTi 进
行的军用研发项目相关，但由于当前美国和中国对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相互盗用
问题的日益关注，这一知识产权交易如果引起相关主管部门的注意，则可能会受
到这些主管部门的密切审察。
许海云 审校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33f54237-a1a4-4ef3-b832-784fb294b3ab
原文标题：French connection and military R&D link in Beijing aggregation fund’s patent
acquisitions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30 日

IAM 指出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许可费收支呈赤字
据 2015 年 9 月推出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IAM 记者 Tim Lince 发现全球创
新指数排名前十的国家中，美国、芬兰、瑞典所收取的许可费高于所支付的许可
费，新加坡和爱尔兰则是所支付的许可费远高于所收取的许可费。其余国家中，
出现国际许可费顺差的是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
西和韩国的许可费收支则出现赤字。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152892a0-8cb8-4368-858c-7161d23f4b2c
原文标题：Global IP licensing and royalty fee numbers reveal the world's maker and taker
economies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6 日

IAM 杂志分析美国专利市场新常态
《知识资产管理》杂志（IAM）近期博客分析了美国专利市场的“新常态”
和专利许可市场的转变，预期专利改革之路短期内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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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利市场新常态
文章指出，美国专利市场确定将逐步开展大幅度调整，一些专利权人的情况
会变得更加艰难。
作者引用了来自芝加哥的 Katharine Wolanyk 的描述，将近期市场的一系列
变革比喻为悲伤的五个阶段，在经历了否认、愤怒、协商和压抑之后，目前进入
了 接 受 阶 段 。 尽 管 在 知 识 产 权 所 有 权 人 协 会 （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rs
Association）的年会和参议院中仍然能感受到一些愤怒和压抑（特别是围绕可专
利性和授权后复审的问题方面这一点尤为明显），但市场已经接受了由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 Alice 判决等案件推动的环境变化，而且这些案件对知识产权的影响还
将持续发酵。
这意味着一些最大的专利组合可能将因此进入增长停滞期，甚至随着公司不
愿继续为目前不能实施的专利支付维持费，导致专利组合的规模还将减小。正如
Ocean Tom 的 Jim Malackowski 所言，这将是专利市场的“新常态”。
2. 专利许可市场的转变
这样的新常态意味着专利许可市场的大环境也会变化。对那些大型公司来说，
知识产权或将成为其发展现有商业关系或开发新关系的筹码。公司关注的焦点将
不再是将专利本身转化为货币，而是将专利作为其更广泛的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
IAM 评论认为，正如一些非专利实施体（NPE）所经历的那样，对于大大小
小的公司来说，尤其是当他们试图不依靠法庭权威来实施许可交易的时候，需要
在发展外部业务关系的同时顶着内部压力，这将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
3. 专利改革
IAM 评论认为现在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今年内将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事实，
他们关心的是本届议会内是否能有所进展。在 2016 选举年中，专利立法不太可
能成为议会的重头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将完全对专利立法置之不理，只是暗
示了立法之路将会非常艰辛漫长，正如美国发明法（America Invents Act）历经
了 6 年时间才从提案正式变成法律一样。
许海云 检索，李岸羲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9001aef1-5dc8-41c2-ade9-bc2b4b53f095&
vl=109425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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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Grief and acceptance in patent market, the case to watch and a new licensing
paradigm
检索日期：2015-10-19

中国风险投资公司 50 亿收购基金
锁定欧洲高科技公司
2015 年 7 月 27 日消息，中国投资公司 GSR 投资于前一日宣布推出 50 亿并
购基金，将用于西方科技公司在包括生命科学、无线通信和清洁能源等在内的高
科技行业的大规模收购。董事长伍伸俊告诉彭博社（Bloomberg），该公司的并购
主要针对欧洲企业，中国的专利和技术购买实体将成为未来欧洲统一专利法院
（UPC）的主要处理对象。同时伍伸俊表示，GSR 未来投资将继续关注蓝筹性
质的高科技公司。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e88f5bec-e54a-40f1-b4cd-61d1e66f5d41
原文标题：Chinese VC firm to target European high tech companies with new $5 billion t
akeover fund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30 日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推动建立知识产权融资体系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IPOPHIL）采取了初步措施以推动知识产权融资体系的
建立，邀请菲律宾中央银行、国内税收署、财政局、证券交易委员会、科技部、
国家经济和发展署、菲律宾大学洛斯巴诺斯分校、菲律宾版权许可协会和会计师
事务所参加高级论坛，讨论知识产权融资、知识产权资产估值等内容。IPOPHIL
指出，知识产权融资将成为新的信贷模式，将有效促进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知识
产权融资是为了让低有形资产公司挖掘其知识产权的价值，获得贷款，从而刺激
创新和经济增长。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reports/Detail.aspx?g=820ee4ab-2583-4f0c-ba6a-335c5685e0e
c&vl=1457841840
原文标题：International report - IPOPHIL takes steps towards IP financing framework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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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管理得当可提高许可机会
2015 年 10 月 7 日，一位在研究工具许可工作方面颇有经验的高校领导指出，
研究工具的授权有可能为技术转移办公室在等待长期技术成熟的过程中带来所
需的收入。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技术转移和商业化中心的高级许可专家
Runge 认为，研究人员在开展研究时所用的工具作为一种潜在的收入资源，常常
被技术转移办公室（TTO）忽略。Runge 指出，如果一家 TTO 的盈利须依赖需
要大量研发工作和克服监管障碍的复杂组合技术，那么许可研究工具不失为一个
提高交易额的方法。Runge 强调，了解哪些研究工具可以有相对快速的许可通道
以及哪些技术较好至关重要。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10/07/research-tools-are-a-great-licensing-opportunity-if-youdo-it-right/
原文标题：Research tools are a great licensing opportunity — if you do it right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3 日

管理创新
欧美

美国专利商标局施行专利上诉审查加速试点计划
2015 年 6 月 15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宣布自 2015 年 6 月 19 日起
施行“专利上诉审查加速试点计划”
（Expedited Patent Appeal Pilot），以减少专利
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待审案件的积压。该计划允许申请人就其发起的多
件尚未进入审查的单方上诉（ex parte Appeal）案件中选择一件进行加速审查，
交换条件是同时撤回一件上诉案。试点计划要求申请人拥有至少两件上诉案，且
两案需在 2015 年 6 月 19 日以前取得 PTAB 寄发的 Docketing Notice，在试点计
划生效日当天同属一人所有，或至少有一名共同发明人。申请人提交申请后，一
旦获准，PTAB 将于 6 个月内作出最终决定。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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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patent-trial-and-appeal-board/
expedited-patent-appeal-pilot
原文标题：Expedited Patent Appeal Pilot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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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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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ivation procee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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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adest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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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lips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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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Image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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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discovery
request）；
（4）允许专利权人在初步回复（preliminary respon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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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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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party-in-interest or privity）质疑；
（7）继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来处理口头审理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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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拒绝在复审开始之前赋予请求人答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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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rule-changes-to-ptab-practie
/id=60773/
原文标题：Overview of USPTO proposed rule changes to practice before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20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推出 PatentsView 数据开放系统
2015 年 9 月，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启动名为 PatentsView 的网络工具，
公开了近 40 年来的美国专利数据，帮助研究人员、发明人员和创业公司快速识
别本领域的创新领袖。用户可以通过检索专利名称、专利类型、发明人、专利权
人、专利分类、地址和时间等回溯至 1976 年的数据。各种检索结果均附带图解
说明，可快速直观地揭示专利活动及其趋势。PatentsView 平台为用户提供友好
的可视化工具、检索工具和灵活的应用程序接口，是美国专利商标局数据开放倡
议的组成部分。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commerce.gov/news/blog/2015/09/patentsview-driving-open-government-thro
ugh-data
原文标题：PatentsView: Driving Open Government Through Data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8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重视增材制造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2015 年 10 月 27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中西部区域总监 Christal
Sheppard 博士在密歇根大学举办的“促进学术创新的制造技术与知识产权”会
议上就“知识产权和 3D 技术”主题专场进行了发言。他提出，为了使美国处于
新技术和新兴技术的最前沿，USPTO 工作人员与密歇根州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
的学生、教育工作者以及创新社区将共同致力于促进 3D 信息技术等增材制造技
术的发展趋势。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对中西部至关重要。增材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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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ve manufacturing，AM）例如 3D 打印迅速成为继制造技术之后设计师、
工程师、行业和企业家备受追捧的技术。它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实施创意，是替代
传统制造的一个可行路径。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s://www.commerce.gov/news/blog/2015/10/uspto-detroit-addresses-intellectual-propert
y-and-new-manufacturing-methods
原文标题：USPTO in Detroit Address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New Manufacturing Met
hods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9 日

欧洲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
重申对专利联合分类方案的承诺
2015 年 10 月 6 日，欧洲专利局（EPO）主席 Benoît Battistelli 和美国专利商
标局（USPTO）知识产权商务部部长兼主任 Michelle Lee 就扩大专利分类（CPC）
的未来合作承诺签署了备忘录。EPO 和 USPTO 重申了通过对专利文献的联合分
类以方便专利检索过程。CPC 在国际专利分类（IPC）基础上，对现有技术进行
更详细的分类，可以更好的用于检索。CPC 结合了机器翻译等技术，可不受语
言限制获取全球专利技术，从而提高了全球专利系统的检索效率。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5/20151006.html
原文标题：EPO and USPTO renew their commitment to joint classification scheme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8 日

欧洲专利局推出专利检索移动服务
2015 年 11 月 3 日，欧洲专利局（EPO）推出专利检索移动服务，提供通过
手机查询世界上最大的免费技术信息数据库的服务。EPO 不仅推出了 Espacenet
数据查询的手机 Beta 版本，还将欧洲专利注册功能增加到小屏幕优化网站
m.epo.org.上。手机版将提供类似“智能检索”和“高级检索”组合策略的基础
检索功能，尽可能包含电脑版本具有的检索功能，界面设计精简合理。手机版目
前只能显示不超过 100 个检索结果，用户可以改进检索策略寻找最相关的结果。
手机版使用开放专利服务（OPS）作为数据背景，存储数据量虽不及 Espac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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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检索到电脑版欧洲专利注册数据，每天可下载的数据量上限与电脑版本相
同。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5/20151103.html
原文标题：Search for patents on your mobile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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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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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media.com/reports/Detail.aspx?g=5d79e68c-d5f2-4eaf-b504-721070dcff3e
&vl=297342364
原文标题：International report - Good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wait: modernising the
EU trademark system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27 日

俄罗斯政府计划出台措施保护境外俄企知识产权
为更好地保护境外的俄罗斯创新企业，俄罗斯政府计划出台一系列措施。该
项计划的核心措施是建立一项特殊国家基金，协助俄罗斯企业在境外申请专利，
并计划借鉴中国的经验补贴国内企业获得国际专利授权的成本。该计划的实施将
使俄罗斯企业在国内外的专利授权数量增加至 1 万件，带来相当于 3 千亿卢布（约
合 70 亿美元）的收入，同时为俄罗斯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市场。俄罗斯政府关注
特定高技术领域，支持信息技术、节能、生物和电力方面的发明专利。未来专利
资助政策将有助于加大俄罗斯境外创新的保护力度，支持科学家境外获得专利保
护，为其提供翻译和咨询服务。新成立的基金还将对发明专利开展质量控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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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其潜在价值和预期的商业利益。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www.ip-watch.org/2015/11/02/russia-to-better-protect-ip-of-its-innovative-com
panies-abroad/
原文标题：Russia To Better Protect IP Of Its Innovative Companies Abroad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6 日

爱尔兰为实施 KDB 计划修订现有专利立法制度
为实施新的 Knowledge Development Box 计划[7]（简称 KDB），爱尔兰财政
部将修改现有爱尔兰专利立法制度。爱尔兰 2015 年的财政法案为中小型企业关
注的 KDB 量身定制了一种新的资产类别，称之为“小型企业知识产权”。该资
产类别的引入正在等待单独立法，预计新年之前完成立法，届时将允许引入和执
行新的知识产权认证程序。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www.ip-watch.org/2015/11/02/russia-to-better-protect-ip-of-its-innovative-com
panies-abroad/
原文标题：Russia To Better Protect IP Of Its Innovative Companies Abroad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6 日

日本

日本实施关西巡回专利厅计划
日本专利局为宣布在 2015 年 7 月 2 日至 10 日期间实施“关西巡回专利厅”
计划，旨在方便基层申请人运用专利制度和帮助企业开发知识产权。为了向地方
中小型企业普及帮扶政策，实现世界最快、最高品质的审查，日本专利局正积极
提高服务质量。尽管如此，通过与远距离企业申请人进行直接交流，让审查工作
能得到申请人的接受和承认，向未活用知识产权的地方企业宣传帮扶政策的工作
有待向全国进一步开展。在此背景之下，日本专利局面向地方，积极实施可以与
审查官面对面交流的巡回审查计划，和加强制度和帮扶政策的地方宣传。
[7] 该计划将在 2016 年实施，爱尔兰研发合规企业将享受 6.25%的优惠税率，是当前爱尔兰公司税率的一
半，同时低于当前英国 Patent Box 税率（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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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meti.go.jp/press/2015/06/20150610001/20150610001.html
原文标题：地方における巡回審査や知財支援策等の周知の強化を図ります～「巡回特許庁
in KANSAI」を開催します～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0 日

“Global Design Database”提供日本设计信息
2015 年 8 月 1 日，日本专利局开始向 WIPO 所的世界设计情报数据库“Global
Design Database”提供刊载了日本注册设计相关信息的“设计公报”。由此，一
批通过了高质量审查的日本设计信息将逐渐面世。日本用户也可对各国公报进行
一站式检索。该项举措在全球化设计战略制定的有效运用值得期待。近年来，日
企在展开全球化战略的同时，日益重视设计的重要性。通过设计权对产品进行适
当的保护，将其公知于世界，对确保日企国际竞争力和反制外国假冒伪劣产品具
有重要意义。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meti.go.jp/press/2015/07/20150730004/20150730004.html
原文标题：我が国の意匠権の情報が世界に発信されます～「Global Design Database」に日
本の意匠情報を提供します～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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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PISER”。以前通过 J-Plat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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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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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外国特許情報サービス「FOPISER（フォピサー）
」を開始します
～これまで照会できなかった国の特許情報を無料で検索、
照会す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ります～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6 日

日本专利局公示职务发明指南
2015 年 9 月 16 日，日本专利局公布了一项职务发明指南，说明了公司把员
工工作发明（职务发明）的专利权收归公司所有时所必需的程序。预计于 2016
年 4 月份施行的专利法修正案规定，想要获得职工职务发明专利权时，企业有义
务制定针对职务发明的奖励标准。该指南要求企业基于劳资协议决定奖励标准。
这在保护了发明者（职工）权利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方的诉讼风险。日本专利
局预计在年内确定该指南详细内容。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50916-00000101-mai-bus_all
原文标题：＜特許庁＞職務発明の指針案提示 労使協議で基準設定を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7 日

日本全面修订“专利·实用新案审查基准”
日本专利局对专利申请审查指南——“专利·实用新案审查基准”进行了全
面修订。该修订版用简洁的日文和英文对内容进行了记载，充实了相关事例和审
判案例，将更易于国内外的制度使用者深度解读审查的基本想法，也将相应提高
对专利权取得的预见性。此外，由于该审查基准的基本条例适用于国际范围，将
来有望活用于海外审查环境建设，成为全球通用标准。
1. 修订原因
“专利·实用新案审查基准”是审查员为了让专利法等法律适用于专利申请
审查而制定的指南，以保证审查的公平性和透明性。自 1993 年发表以来，除了
辅助审查员的工作之外，在帮助申请人深入理解日本专利局的审查实务方面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专利·实用新案审查手册”则收录了审查员在审查过程中应考
虑的程序和注意事项，在 2005 年发布以来得到了广泛应用。
“专利·实用新案审查基准”简单明了，对国内外的专利申请人而言通俗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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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加上通过认证及拒绝认证的多项案例展示，专利权获得的预见性将会进一步
提高。
2. 修订要点
日本专利局遵循日本产业构造审议会的基准审查专门委员会工作小组所认
可的基本方针，推进“专利·实用新案审查基准”和“专利·实用新案审查手册”
的整体再评估工作。在评价时，专利厅将其与他国的审查基准进行比较，对以前
的记载内容给予综合评估。
专利局把基本想法和审查官的判断方法用更为明确的理论结构进行了说明，
使得基本想法能被深入理解。在考虑审查基准认证的专利案例和不认证的案例后，
专利厅在“专利·实用新案审查手册”中加入了事例 372 件、案例 193 件。
经过修订，“专利·实用新案审查基准”变得更简明易懂。经过补充审查基
准认证的案例，国内外的专利申请人对专利权获取的预见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此外，由于审查员的判断手法透明性提高，国际上对日本专利审查结果的信赖度
会逐渐上升。如果该审查基准的基本思路在他国也得到运用，那么日本专利申请
人在其他国家的专利权获取也会变得相对容易。
熊

峰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www.meti.go.jp/press/2015/09/20150916001/20150916001.html
原文标题：今後のグローバルスタンダードとなることを目指して「特許・実用新案審査基
準」等を全面改訂しました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5 日

日本公布新型商标初期审查结果
为促进企业的品牌多样化战略，日本于 2014 年修改了商标法，在文字和图
形的基础上，增加了声音、动作、位置、全息图和色彩等相关的新型商标。据悉，
自 2015 年 4 月 1 日开始接受新型商标申请以来，截至 2015 年 11 月，新型商标
申请量已经超过了 1000 件，日本专利厅将继续推动新型商标的申请，提供合理
的审查方案。新型商标作为超越语言的品牌宣传手段，有助于企业实现品牌战略。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meti.go.jp/press/2015/10/20151027004/20151027004.html
原文标题：新しいタイプの商標について初めての審査結果を公表します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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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view”收入日本商标信息
2015 年 11 月 23 日，应 OHIM 组织的国际合作计划加入合作伙伴关系的要
求，日本专利厅（JPO）宣布加入 TMview 检索工具。360 万件日本商标数据集
成到 TMview 中，成为 TMview 中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数据集，为 TMview 带来
了超过 3450 万次商标访问总量，通过中央数据库为 51 个国家提供免费在线商标
检索服务。据悉，日本在提供其拥有的日本商标的文献信息、过程信息以及图像
数据等商标申请注册相关详细信息的同时，还将持续及时地更新数据。此外，以
提供数据为契机，“TMview”也配置了日语版检索页面。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meti.go.jp/press/2015/11/20151124001/20151124001.html
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tmview-welcomes-japan
原文标题：世界最大規模の商標データベースで国内外の情報が一括検索可能になり
ます～商標データベース「TMview」に日本の商標情報が掲載されます～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4 日

韩国

韩国知识产权局推动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销售
韩国知识产权局与韩国发明振兴会为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具有知识产权的优
秀产品销路，从 2015 年 6 月 8 日至 22 日期间开始接受“优秀发明产品优先推荐
购买”项目的申请。在具有专利、商标、设计的中小企业产品中选取优秀产品，
推荐给国家机关、自治团体、公共机关等购买。该项目从 1995 年开始施行，近
5 年间向国家机关、自治团体和公共机关推荐了总量达 467 件的优秀产品，其中
有 136 件达成交易。项目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
=press&cp=1&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
Val=&bunryu=&st=&c=1003&seq=14949
原文标题：중소기업 우수 발명품의 공공기관 판로 개척 지름길
- 15 년 우수 발명품 우선구매 추천 사업 시행 –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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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提供知识产权经营诊断服务
韩国知识产权局实施“知识产权经营深层诊断”计划，旨在帮助韩国的中小、
中坚企业能更好地把握公司知识产权经营现状。该计划将向对象企业派遣两名知
识产权领域专家，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基础设施、活动、管理、实绩与成果五
个方面进行点检。针对不尽如人意或悬而未决的事项给出解决方案，同时提供中
长期的知识产权经营战略建议。
该计划由韩国知识产权局今年上半年初次投入运行，目的是帮助中小、中坚
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经营战略，下半年将对 12 个国内外企业的知识产权经营现状
进行诊断。另外，全年销售额在 100 亿韩元以上、知识产权保有量超过 10 件的
中小、中坚企业将得到优先援助。诊断所需要的费用约为每家企业 1000 万韩元，
企业只需负担其中的 10%。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press&cp=1
&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
=&st=&c=1003&seq=14948
原文标题：귀사의 지식재산경영 수준을 진단해 드립니다.
- 특허청, 중소․ 중견기업 대상 지식재산경영 심층진단 지원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0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强化职务发明补偿优秀企业认证制
2015 年 6 月 19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和韩国发明振兴会宣布，将以韩国的中
小•中坚企业为对象，强化“职务发明补偿优秀企业认证制”，在完善职务发明补
偿制度的同时，通过给发明人一定的补偿，引领创造性技术的开发，提高企业的
竞争力。据悉，在最近 2 年之内，发生过职务发明补偿事实的中小·中坚企业具
有该项目申请资格。通过认证的企业，凭借认证书在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外观
设计申请时请求优先审查。自去年 3 月 1 日到明年 2 月 29 日期间注册的专利在
第 4 年、第 5 年和第 6 年的注册费用可减免 50%。此外，得到认证的企业在韩国
知识产权局、中小企业厅、未来创造科学部等政府支援项目的评选时亦会得到一
定优待。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view.asiae.co.kr/news/view.htm?idxno=2015061907234749660
原文标题：특허청,‘직무발명보상 우수기업 인증제’강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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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9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设立知识产权信息开放活用咨询委员
会
2015 年 6 月 26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在韩国专利信息院举办了民间企业、研
究机关等各界专家参加的第 15 届第 1 次知识产权信息开放活用咨询委员会，旨
在知识产权信息的开放和活用政策决策过程中反映信息情报企业和最终用户的
要求。通过咨询委员会，韩国国民可以容易地接触到知识产权信息。会议就知识
产权信息开放政策和服务产业活性化方案听取了现场声音。同时，根据知识产权
分享了民间企业活用韩国知识产权局提供的信息数据的成功案例。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press&cp=1
&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
=&st=&c=1003&seq=14997
原文标题：특허청, 지식재산(IP) 정보 개방․ 활용을 위한 자문위원회 개최
- 특허청의 공공데이터 개방․ 활용에 대한 정책방향 논의의 場 마련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26 日

韩国为融合技术研发提供专利战略支持
2015 年 6 月 29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和韩国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会表示，为提
高融合技术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双方将携手在融合技术研发的整个周期提供专利
战略支持。
最近成为国家发展引擎的融合技术研发正在加速进行。代表韩国政府的国家
科学技术研究会也在不断促进融合技术研究项目的开展。为解决国民关注度较高
的国家、社会以及业界重大问题，政府组建了技术融合研究团队，该大型研发项
目总投资 100 亿韩元，最长支援时间达 6 年。预计 2017 年该项目研究团队数量
将从 2014 年的 2 个增加到 20 个。
为促进韩国正积极推动的大型研发项目成功开展，知识产权局推出的“专利
战略业务”接轨方案于 2015 年 3 月提上议程，在完成实务准备后，韩国知识产
权局确定该项目投入为 31 亿韩元，其中知识产权局提供 11 亿韩元，国家科学技
术研究会提供 20 亿韩元，并从 7 月开始正式进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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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专利是产业化过程中必要的垄断权载体，在融合技术研究过程中有必要
对其进行战略性运用。首先，为使其有别于在先研究，在融合技术研究课题计划
阶段，有必要支援专利来源调查。作为 2015 年的新型课题，计划中的 32 个候补
课题在 7 月到 8 月展开实施。另外，在研究过程中为了确定研发方向和核心专利，
知识产权局将就专利战略建立给予支援。针对 2014 年选定的 5 个研究团体的专
利战略支援将从 2015 年 7 月开始实施。2015 年选定的 11 个研究团体也将于当
年下半期按顺序给予支援。同时，在研究团体选拔中被淘汰、但未来技术垄断性
和产业化的可能性高的 10 个课题也可被研究会确定为核心专利的来源，使其研
究可以继续顺利进行。
知识产权局产业财产政策局长权赫中表示，优秀的知识产权是确保产业化成
功的关键。在政府资助的融合技术研发项目上，知识产权局将加大支援力度，致
力于确保优秀专利的产业化。研究会技术融合研究部长伊石镇表示，在融合技术
研究初期树立有体系的专利保障战略对最终成功实现产业化十分重要。知识产权
局和研究会表示，双方将签订业务协定促进融合研究项目成果的提高，共同致力
于成果产业化，继续就扩大支援范围等课题强化部门间协作。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press&cp=1
&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
=&st=&c=1003&seq=15001
原文标题：융합기술 R&D, 특허전략으로날개달다- 특허청•연구회공동, 융합연구전주기
특허전략본격지원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3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启用“知识产权经营诊断”移动服务
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为了让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快捷地对自身知识
产权经营水平进行诊断，知识产权局从 2015 年 7 月 8 日开始正式提供“知识产
权经营”移动服务应用程序。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小企业已经意识到知识产权和
知识产权经营的重要性，但大多数企业很难建立起自己的专家组。通过本次知识
产权经营诊断，中小企业可就知识产权经营的基础设施、活动、管理、实绩和成
果 5 个方面得到诊断，并通过得分确认自身的等级。另外，由于实现了企业间的
比较，企业也可清晰自身定位。
熊

峰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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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press&cp=1
&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
&st=&c=1003&seq=15018
原文标题：
「지식재산경영진단」모바일앱서비스개시
- 중소기업스스로자사의지식재산경영수준진단가능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3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设立专门机关促进国有专利活用
2015 年 7 月，韩国知识产权局为了促进国有专利活用，继 2011 年指定农业
技术实用会财团之后，追加韩国农业振兴院和韩国发明振兴会为转移和交易的专
门机关。所谓国有专利是指公务员进行与职务相关的发明，并以大韩民国的名义
做出申请注册的专利。如欲使用大韩民国所持有的专利技术，必先通过通商实施
权条约，才能将其商业化。国有专利技术领域从一般行政领域横跨食品、农业、
畜牧业、林业、环境、气象、海洋水产、科学搜查、军事等各个方面。估计有
4500 余件专利实现了注册，其中农林业领域专利数量占据了一半以上。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press&cp=1
&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
&st=&c=1003&seq=15013
原文标题：국유특허활용, 전문기관에서도와드립니다.
- 한국임업진흥원• 한국발명진흥회, 국유특허전문기관으로추가지정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7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筹备物联网领域专利纷争应对战略
2015 年 7 月，韩国知识产权局为了事先预测物联网领域的海外专利纷争，
将正式着手推动“未来专利纷争应对战略蓝图”。“未来专利纷争应对战略蓝图”
是以韩国进出海外市场的具有潜力的技术领域为中心，预测未来的专利纷争动向，
旨在使进入海外市场的韩国企业能够在应对专利纷争时能取得先制权。据悉，为
了占得物联网领域先机，企业间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知识产权局计划通过
韩国国内物联网业内团体展开“未来专利纷争应对战略蓝图”普及工作，以此构
筑起业界对相关领域未来专利纷争的共同应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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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press&cp=1
&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
&st=&c=1003&seq=15056
原文标题：특허청, 사물인터넷(IoT)분야특허분쟁공동대응전략마련한다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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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
press&cp=1&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
&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5065
原文标题：중국 지재권 활용 노하우 한 눈에 쏙!!
- 특허청, ‘중국 지재권 활용 및 보호 가이드’ 발간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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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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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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d=41213&section=sc72
原文标题：KFI, ‘찾아주는 특허지원 서비스’ 시행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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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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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
_id=press&cp=1&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
&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5103
原文标题：특허청, 지식재산(IP) 데이터를 활용한 아이디어 경진대회 개최
- 당신의 창의적인 아이디어에 날개를 달아드립니다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4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为研发机构量身打造专利分析服务
韩国知识产权局在 9 月 11 日声明，将针对韩国国家专利战略蓝图构筑的 18
大产业领域、3941 个核心技术，实现对 240 万个有效专利的应用，为政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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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学和研究所的研发计划制定、方向设定和课题发掘量身打造其需要的专利
分析服务。
一直以来，未来前景技术依靠专家们的主观经验来发掘判断，韩国国家专利
战略蓝图致力于改善这一做法，通过对 2.5 亿专利数据进行分析，找出未来前景
技术。从 2012 年到 2014 年，韩国发掘出 12 个产业领域的 130 个未来前景技术；
2015 年就 6 个产业领域进行发掘促进。韩国计划在 2015 年末发表专利视野下的
未来前景技术，使其能活用于政府和民间的研发活动中。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该专利战略蓝图构建之时，韩国知识产权局将 18 个
产业领域分成了 95 个大类、35 个中类、1218 个小类和 3941 个核心技术，保有
总计 240 万条有效专利信息。这样就使专利战略蓝图视野下的前景技术、源头核
心专利、国家层面与企业层面重点专利活动动向等多方面专利分析的基础材料得
以确保。这些有效专利也可用于研发计划的制定、方向设定和课题发掘等领域的
专利分析过程。
为此，从去年开始，韩国知识产权局为活用战略蓝图技术体系的机关量身打
造专利分析服务。2014 年，知识产权局就产业部和未来部的 3D 打印机战略技术
路线图制定等 6 个课题，示范性地提供了量身打造的专利分析服务。2015 年上
半期与未来部合作，就 13 个领域的专利竞争力进行分析，并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发布分析报告。
韩国知识产权局将在 2015 下半年继续提供促进专利分析的支援行动。在 9
月 8 日至 9 月 22 日期间，知识产权局将接受韩国研发机构、专门机关、产学研
等各界的需求申请。在此基础上，知识产权局将就专利分析的必要性、紧急性和
利用度等进行系统评价，甄选出 10 个主要课题，于 10 月份正式开始专利分析工
作，计划于年末把最终分析结果提供给申请机关。
熊

峰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press&cp=1
&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
&st=&c=1003&seq=15155
原文标题：특허청, R&D 기관에 맞춤형 특허분석 지원한다.
- 전 산업분야 4 천여개 핵심기술별 구축된 특허분석 정보 활용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2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调整改善设计审查基准
韩国知识产权局为消除申请人在申请过程中的不便，设定了新的设计审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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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该基准内容包含历来韩国国内的主要案例和审查官受理的协商审查案例，计
划于 2015 年 10 与 1 日开始施行。
据悉，这次调整改善后的审查基准简化了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减轻了申请
人制作资料的负担。另外，为保护设计形态的多样性，有关注册可能性的判断基
准也得到了具体化。
1. 放宽设计图纸的提交条件
针对设计申请，审查中剔除了一些不必要的程序。在把握设计整体情况的前
提下，申请人可不用提交部分图纸。像织物等扁平物品，忽略背面，只提出正面
图纸亦可实现注册。
2. 扩大成套申请物品的适用对象
该条适用于一些具有分离状态但仍可视作一个整体进行交易的物品，或是为
对物品进行明确展示，借用人体模型和衣架等辅助手段的情况。以前因违反“一
设计一申请”原则而难以得到批准的申请，在今后将予以通过。
3. 修改包含有“国旗”图案设计的判断标准
韩国知识产权局为提高审查的一贯性和准确性，对注册条件的判断标准进行
了具体化。以前，包含有国旗图案的设计一直被拒绝通过审查。今后，韩国知识
产权局不会一律排除包含有国旗图案的设计，将会在合理判断该设计是否损害了
国家尊严的基础上再做出决定。
4. 调整主张优先权申请设计的判断标准
针对据条款保有主张优先权的申请，如要对设计图纸进行补充，那么需要参
考最初申请国的设计，判断设计的核心部分是否有变更。如果是与最初申请在同
一范围内的设计，知识产权局将予以认证。
韩国商标设计审查局局长崔奎皖表示，通过审查标准的调整，申请人的申请
更为便利，审查结果的预测可能性也会提高。另外，韩国知识产权局今后将继续
发现个人和中小企业在设计申请中感到不便的图纸条件和审查基准，并加以改善。
熊

峰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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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press&cp=1
&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
&st=&c=1003&seq=15180
原文标题：디자인등록을 위한 제출서류 간편해진다
- 디자인심사기준 개정, 10 월 1 일부터 시행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5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为国有物质专利活用营造环境
韩国知识产权局将韩国农村振兴会、国家技术标准院、国立大学等保有的
5408 件国有专利、实用新案、设计（包含医药、生物等 6 个领域的 540 件即将
到期的物质专利）纳入专利情报网（www.kipris.or.kr）的“TODAY KIPRIS”一
栏，并提供检索服务。
国有专利是公务人员将职务发明以国家的名义申请注册产生的。本次服务预
定提供专利 4504 件、实用新案 506 件、设计 398 件。使用者可在该网站通过“是
否允许无偿实施”、“名称”、“注册日期”和“对应机关”等关键词进行检索。
韩国通过活用国有专利，增加了企业收入和就业岗位，逐步促进专利技术实
现商业化。这次检索服务的提供有望提高韩国国有专利在各个领域运用的活性化。
（事例 1：通过泡菜酱料相关技术的转移，卖出增涨了 20 亿韩元。事例 2：蜂毒
（蜂针液）相关技术转移催生了新就业岗位。）
另外，针对即将到期的 6 个领域的物质专利[8]（医药、生物、化妆品、食品、
化学材料、农药），专利审查部门将活用在 2017 年前到期的物质专利的分析成果，
让使用者可以通过“预定到期日”、“技术领域”和“申请·注册号”等关键词
实现检索。
据此，韩国国内的中小制药公司可以便利地对海外制药名企将要到期的物质
专利情报进行确认。另外，其亦可比竞争对手更快地生产出仿制医药品，或开发
出新用途的药品，占领市场先手，提高企业自身价值。
一直以来，专利情报网为了方便企业和个人利用庞大的知识产权信息，为他
们提供信息检索等服务，提高了检索便利性。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今后专利情报
网将致力于事先发掘使用者所需要信息，提供量身打造的快捷服务，并指出：“这
次提供的国有物质专利提升了企业收入，创造了就业岗位，专利情报在其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知识产权局将强化包含检索方法在内的宣传方案，使更多企业和韩
[8] 物质专利：精密化学（医药）、高分子、生命工程等领域发明的化合物或微生物等属于新物质范畴的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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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民享受该服务。”
熊

峰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press&cp=1
&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
&st=&c=1003&seq=15211
原文标题：특허청, 국유·물질특허 활용 활성화 환경 제공 - 특허정보넷 키프리스를 통해 국
유·물질특허 검색 제공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2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缩短快速审判的处理时间和适用对象
2015 年 10 月，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为了使专利审判结果可以成为专利纷
争的实质性解决手段，并使其能适时地得到活用，韩国知识产权局将重新设定快
速审判过程，计划于 11 月 1 日开始施行。
根据新设定的快速审判过程，在一次书面陈述后，法院尽可能地通过口头审
判，以早期解决事件的争论点。这样，申请者最快在 3 个月之内就可以拿到判决
书。另外，资料提交的延迟申请被限定在一次。即使当事者延迟提交资料，审判
也可在 4 个月之内结束。如此一来，以前 5 个月左右的快速审判处理时间削减了
约 2 个月。这意味着和其他专利大国相比，韩国可在更短时间内解决专利纷争。
除审判时间缩减外，本次快速审查对象的范围扩大。首先，法院在处理的专
利侵害事件相关审判被全部归为快速审判对象，专利审判员的审判结果可以随时
启用侵害纷争审判程序。此外，当一个处于创业初期的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产
生纷争时，中小企业当事者的审判被追加快速审判对象，这极大地减少了长期化
纷争对中小企业带来的损害。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press&cp=1
&pg=1&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
&st=&c=1003&seq=15228
原文标题：
특허신속심판, 이제 3 개월만에 처리한다! - 금년 11 월 1 일부터 특허신속심판 처
리기간을 단축하고 그 대상을 확대하기로 –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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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澳知识产权咨询委员会建议废除创新专利制度
继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IP Australia’s Office of the
Chief Economist）对创新专利保护制度在激励中小型企业创新方面的有效性提出
质疑后，2015 年 6 月，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咨询委员会（ACIP）建议政府废除创
新专利制度。
澳大利亚创新专利类似于实用新型专利，有效期为 8 年，旨在为中小企业提
供快速和低成本的创新保护方式。创新专利无需进行实质审查，但享有与标准专
利侵权同等的救济途径，包括赔偿金和禁令。
2014 年，知识产权咨询委员会发布了创新专利制度的研究报告，指出委员
会无法找出实验性证据评估该制度的有效性，但并未对保留或废除创新专利制度
发表看法。其后，知识产权局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分析了政府开放的新数据后，
发表评估报告指出，仅 23 家中小型企业成为了创新专利保护制度的中级用户，
申请了至少 5 件最少附带 1 项强制执行权的创新专利。多数的中小型企业或独立
发明人仅申请过 1 次便再未申请，其中 83%未获得强制执行权，考虑到续展费用，
其中 78%提前放弃了专利权。此外，中小型企业和独立发明人承担了该制度 95%
的监管成本——每年约 1000 万澳元（770 万美元），然而创新专利所带来的收益
却大部分归于大企业。
在提议政府废除创新专利保护制度的同时，知识产权咨询委员会表示，创新
专利的私人收益可能会与消费者及生产者所承担的不确定成本相冲抵，该制度整
体上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经济净损失。
但是，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的研究还指出，有实验性证据表明创新专利制度
可使正处于技术“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受益。
许 轶 审校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d7582702-2c49-45d8-b80a-0a501ba11c7f
&vl=1162812924
原文标题：Australia looks set to rethink its utility model regime after study suggests net
cost to the economy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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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网络侵权新法案引发争议
2015 年 6 月 22 日，澳大利亚参议院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修正案引发争议。
该修正案允许权利人从联邦法院获得禁令，要求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屏蔽涉嫌
侵犯著作权或者帮助侵权的网站。反对方认为，该法案无法实现目标，屏蔽网站
的手段过于严厉并且有可能被用来攻击合法网站。法学者针对法官滥用禁令颁发
的自由裁量权的可能提出质疑。该法案得到了澳大利亚媒体的支持，被认为是打
击网络盗版的有力手段。消费者则对禁令带来的费用和赔偿问题表示关注。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www.ip-watch.org/2015/06/26/effects-of-new-australian-blocking-legislation
-remain-highly-controversial/?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
%3A+ip-watch+%28Intellectual+Property+Watch%29
原文标题：Effects Of New Australian Blocking Legislation Remain Highly Controversial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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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Hockey 和中小企业部长 Bruce
Bil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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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fe9666c-3c43-4d4f-8f8f-1a4e7165720f
原文标题：Australian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to review curr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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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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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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media.com/reports/Detail.aspx?g=dda8cdb4-1e864472-a4e5-fbd7673a043c
原文标题：International report - Recent changes in Taiwanese patent practice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27 日

韩美联手提高国际专利质量
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从 2015 年 9 月 1 日开始，韩美将开始实施专利共同审
查制度。专利共同审查制度将在专利授权与否的判断过程中实现在先技术文献的
两国共享。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快速的审查，两国在事先便可就调查结果达成共
识，提高了专利审查的安全性。美国是韩国企业发生专利纷争最为频繁的国家，
通过专利共同审查，预计每笔 4000 美元的美国优先审查费用将被免除。韩国企
业取得美国专利所需的时间和费用也将大幅减少。
熊

峰 编译
来源：

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press&cp=1&pg=1
&npp=10&catmenu=m02_01_01_02&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
c=1003&seq=15127
原文标题：국제 특허품질 향상을 위한 한·미 특허협력 시작
- 2015 년 9 월 1 일 한·미 ‘특허 공동심사 제도(CSP,CollaborativeSearchProgram)’ 시행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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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拿大、美国数据
加入欧洲 Designview 检索系统
从 2015 年 9 月 14 日起，加拿大知识产权局（CIPO）、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SIPO）和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所含注册外观设计的相关数据与信息均
可通过 Designview 系统检索获得。中国、加拿大和美国数据的加入，使 Designview
系统所覆盖的知识产权国家主管机构数据共增至 35 家。Designview 系统现可供
检索的外观设计达到约 860 万件。目前，该系统一共有 30 种官方语言（包括简
体中文）供用户选择使用。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
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
lId=2375727&journalRelatedId=manual/
原文标题：Canada, China and the USA join Designview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8 日

诉讼与裁决
欧美

评论认为欧洲商业秘密新法案于中小企业不利
2015 年 6 月 16 日，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通过商业秘密保护的新修改法
案，旨在协调和加强抵御非法获取商业信息的行为。官方指出该法案可用于提升
中小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能力，但有人认为该法案缺少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的条款，
因此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高额的诉讼费用可能成为其发起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障
碍。另外，目前尚不清楚新法案能否在实践中降低侵权证明的难度。受到律师们
欢迎的是，新法案规定了诉讼保密措施，同时延长了诉讼时效。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www.sciencebusiness.net/news/77089/Trade-secrets-bill-could-be-a-missedopportunity-for-small-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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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Trade secrets bill could be a missed opportunity for small companies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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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b2fc55e-cee2-405f-b367-0af4a4e8f6df&ut
m_source=Lexology+Daily+Newsfeed&utm_medium=HTML+email+-+Body+-+General+sectio
n&utm_campaign=Lexology+subscriber+daily+feed&utm_content=Lexology+Daily+Newsfeed+
2015-08-12&utm_term=
原文标题：Patent trolls and the US Innovation Act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2 日

IAM：盗用商业秘密包括技术信息
2015 年 7 月 15 日，IAM 杂志针对 SI Engineering SRL 诉 Lantek SYSTEMS
SRL 案结果撰文分析：如果技术信息满足商业秘密保护要求，同时逆向工程难度
较大，需要被告举证技术信息的独立获取。
2012 年 1 月，SI Engineering Srl 以盗用专有技术信息商业秘密罪和不正当竞
争罪为由将 Lantek Systems Srl 公司和 Lantek Sheet Metal Solutions SL 公司（以下
简称“Lantek SMS”）诉至都灵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侵犯商业秘密，构
成不正当竞争，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
SI Engineering 公司开发的金属切削工具自动操作软件（简称“SICAM 软件”）
为专有软件但未加密。尽管软件图标以二进制代码文件的形式储存，但由于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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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需通过随机和冗余码元获取，逆向工程极其困难。此外，几何代码和技术代码
皆采用相同代码序列设计，但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这进一步加大了解码难度。
SI Engineering 公司发现 Lantek 公司的软件与 SICAM 软件具有完全相同的功能。
法院经审理认为 SI Engineering 公司用于存储图标的技术信息适用《工业产
权法》第 98 条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此技术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或不为行
业内专业人士轻易获取，逆向工程困难。同时，法院认为 SICAM 软件的销售和
顾客忠诚度可给 SI Engineering 公司带来的经济价值，并且 SI Engineering 公司已
采取合理措施防止信息泄露。为满足商业秘密要求，SICAM 软件不必隐藏所有
保密信息，而关键在于非公众所熟知。Lantek Systems 和 Lantek SMS 开发的软
件可成功获取和处理 SICAM 软件生成图标，按照《工业产权法》第 98 条的规
定，被告涉及盗用商业秘密信息。被告利用原告商业秘密信息，在同一市场开展
业务，该行为违背了商业道德原则，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按照《工业产权法》第
2598 条第 3 款，该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
SI Engineering 公司称 Lantek Systems 公司的两位合作伙伴曾为 Computer
Braidese Srl 公司的雇员，而 Computer Braidese Srl 公司及其 SICAM 软件源代码
已于 1999 年被 SI Engineering 公司收购。
许海云 审校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reports/Detail.aspx?g=f5570adb-8991-46e1-bad3-3a040974ece
0&vl=139744679
原文标题：International report - Misappropriation of trade secrets consisting of technical in
formation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1 日

加拿大律所
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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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wling Lafleur Henderson LLP 律师
Michael Crich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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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Crich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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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减少了诉讼时间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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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动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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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纳入后期考虑（under advise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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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reports/Detail.aspx?g=ae68a1c5-06e14f1d-972f-8da4dce8d2a8
原文标题：Federal Court introduces new measures to streamline IP litigation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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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rey Horton 从背景、案
由和判决结果等方面解析了美国伊莱利利公司（Eli Lilly & Co）诉阿特维斯公司
（Actavis UK Ltd）专利侵权上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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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欧洲专利公约（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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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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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月仙 检索，许 轶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s://www.primaryopinion.com/articles/patents-indirect-infringement
原文标题：Patents: indirect infringement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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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诉讼时效何时起算？
在知识产权价值日益凸显，侵权纠纷日益增多的今天，知识产权侵权纠纷逐渐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时效是法院与当事人必须正确对待的首要问题。其中，诉
讼时效的起算点尤为关键，直接决定了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那
么，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诉讼时效是多长时间？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又是什么呢？超
过诉讼时效起诉的，法院是否受理？超期起诉的，是否必然败诉？本文通过分析亨特商标侵
权案例，梳理了我国现行法有关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并有
效运用诉讼时效制度，从而更加理性地处理可能面临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1. 案情简介
天津市亨特尔机电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亨特尔公司或被告）成立于
1996 年 4 月 18 日，曾同美国亨特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国亨特公司）
签订协议，独家代理中国国内亨特机用户所需的维修部件销售及维修服务业务。
1999 年 11 月 15 日，双方结束合作关系，美国亨特公司要求天津亨特尔公司归
还备件手册等材料，停止使用与美国亨特公司商标近似的“天津亨特尔”、
“亨特
尔”、
“HUNTERE”等名称、标志及其他任何商标。天津亨特尔公司曾在相同类
别上注册了与美国亨特公司近似的商标并获授权。
亨特自动化机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特上海公司或原告）系美国
亨特公司于 2000 年 9 月 1 日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经美国亨特公司授权，获得
了其“

”、
“

”、
“

”三枚业内知名度极高的商标

（申请时间均为 1999 年）在中国的独占许可使用权。
但是，在美国亨特公司与天津亨特尔公司结束合作关系之后，天津亨特尔公
司明知美国亨特公司商标的较高声誉，却其未经同意，在企业名称、宣传资料以
及生产设备上使用与美国亨特公司国内独占许可使用权人——亨特上海公司享
有专有使用权的商标类似的“天津亨特尔”、“亨特尔”、“HUNTERE”等标识，
实施侵权行为并大量销售与亨特上海公司相竞争的产品。
亨特上海公司认为天津亨特尔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商标专用权并构成了不
正当竞争，遂提起诉讼。2009 年 3 月 19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亨特上海公司（原告）的诉讼请求包括：
（1）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商标权，停止在网络、设备、宣传册、公司名称等
各种场合下使用“亨特尔”、“HUNTERE”、“HUNTEER”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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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令被告在《铸造》、《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等媒体上赔礼道歉、消
除影响；
（3）判令被告赔偿损失人民币 1344 万元、公证费 11000 元、律师费 30000
元。原告在庭审中因未提供相关证据而放弃对律师费的诉请。
2. 争议焦点
庭审过程中，案件的争议焦点体现在三个方面：
（1）原告亨特上海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及诉讼时效问题（被告在诉讼时效
部分提出的抗辩理由是：由于被告与美国亨特公司于 1997 年至 1999 年期间有过
合作，被告在合作期间一直使用“天津亨特尔”及英文字号“HUNTERE”，因
此原告早就知晓被告的字号，原告应于其获得商标权后的两年内起诉，目前起诉
已超过诉讼时效）；
（2）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3）本案的赔偿数额问题。
3. 法院观点（仅限诉讼时效部分）
针对诉讼时效的争议，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诉讼时
效为 2 年，自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超过 2 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
在该注册商标专用权有效期限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
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 2 年计算。就本案而言，
被告称其自 1996 年成立起未变更过企业名称，并与美国亨特公司合作期间就开
始使用系争标识，已长达十年，故被告使用企业名称与涉案标识属于持续使用行
为。原告就本案系争行为曾于 2006 年 5 月 25 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
主张权利，经两次撤诉后其在本案中主张赔偿额的起算日期为 2004 年 6 月起，
因此即便如被告所称，原告应当知道涉案侵权行为的存在，原告已按照上述司法
解释的规定自第一次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 2 年主张侵权损害赔偿额，故被告关于
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4. 案件评析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以强制程序保护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的
法定有效期限。在我国，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一般为 2 年。原告超过诉讼时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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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的，法院应当受理。庭审过程中，如果被告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不应对
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如果被告提出诉讼
时效抗辩且原告无法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等正当理由的，则被告时效抗
辩成功，法院应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持续性侵权行为除外）。
诉讼时效对案件的成败至关重要，能否有效运用时效制度进行抗辩有时候甚
至直接决定了案件的成败。抗辩成功，不战而胜。抗辩失败，庭审继续。而根据
法律的规定，诉讼时效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期间，所以时效的起算点就格外关键和
重要了，在知识产权案件中也是如此。
知识产权侵权类案件适用 2 年的普通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
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超过 2 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持
续，在该类知识产权的有效期限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
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 2 年计算。“知道”
是指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侵权行为发生，自己的权利被侵害。
“应当知道”
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就是不管权利人实际上是否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
只要客观上存在着使其知道的条件和可能性，就推定权利人已经知道。“知道”
或“应当知道”不仅是一个主观判断问题，更是一个证据问题。
具体到本案中，被告提出了时效抗辩并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自己与美国亨特
公司曾有过合作，在合作期间一直使用“天津亨特尔”及英文字号“HUNTER”，
因此原告早就知晓被告的字号，原告应于其获得商标权后的两年内起诉，目前起
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则认为，被告关于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缺乏法
律依据。因为被告的行为属于一种持续性侵权行为，原告就被告的侵权行为曾于
2006 年 5 月 25 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经两次撤诉后其在
本案中主张赔偿额的起算日期也按照法律的规定自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 2 年。故
而，被告的时效抗辩未获法院支持，原告胜诉。
可见，掌握并有效运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对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类型的
案件极为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能否得到法律的强制程序保护，能否有效地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能否获得赔偿以及损失赔偿起算时间（直接关系着损害赔偿额）
等。因此，我们要掌握好我国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各项规定，特别是诉讼时效的
起算点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有效运用时效制度，在知识产权侵权类纠纷中做到
及时起诉、有效抗辩，这样才能可攻可守、亦攻亦守，打好漂亮的攻防战。
（路浩 IP 联盟 张晓坤 供稿；王志晓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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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Myriad 的 BRCA 基因不授予专利权
2015 年 10 月 7 日，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全席法庭（Full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一致维持联邦法院早前关于自然产生的核酸分子在澳大利亚可专利的
决定仅一年之后，澳大利亚最高法院作出推翻这一决定的一致判决。这将改变几
十年来澳大利亚有关基因可专利性的做法，使得澳大利亚法律与其他司法管辖区
出现分歧，比如欧洲和中国，因为分离核酸分子在这些国家仍可以授予专利。
Myriad 基因公司关于乳腺癌诊断方法和突变 BRCA DNA 分子的 BRCA 专利
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引发了巨大争议。在美国，这样的争议引发了法律诉
讼，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自然产生的 DNA 分子是自然产物，不能仅因为将其分离
出来的行为而予以专利保护。
报告指出，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采取了同美国最高法院本质上相同的方法，但
判决更加严厉。尽管 cDNA 分子在大自然中并不存在，但因其包含自然产生的
外显子序列，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判决取消了 cDNA 的可专利性。该判决将为自
然产物基因改造的可专利性带来不确定性。
谈及 Myriad 判决对于澳大利亚生物技术专利的影响，报告称，实际上这个
判决对于分离核酸分子影响较小，如今也鲜有分离核酸分子获得专利，受影响较
大的是其他“自然产物”。
观察美国最高法院 Myriad 判决的结果可以发现，所有的分离分子、细胞和
其他自然产物都被认为不具备可专利性，因为并没有依据能将这一判例仅限制在
核酸分子上。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IP Australia)没有采取和美国专利及商标局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相同的做法，因为高等法院用来取
消分离 DNA 分子可专利性的法律推理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的分离自然产生物质。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决定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步，没有上诉空间，因此对于
自然产物在澳大利亚的可专利性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除非出现需要高等法院
审理的有关自然产物可专利性的新案件，或者议会通过立法进行说明。这个决定
使已获得专利的自然产物有被取消的危险，为澳大利亚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带来
了不确定性，有可能阻碍未来的投资和创新。
该诉讼公开申明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这个重要的诊断方法能够以合理的价格
使更广泛的人群受益。但事实上，联邦法院的决定并不会对 Myriad 公司在澳大
利亚获得的关于 BRCA 诊断方法的专利产生影响，该诊断方法仍处于垄断地位。
许海云 检索，李岸羲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reports/Detail.aspx?g=83fa173a-e5e2-4694-8df1-14de91d0578
c&vl=202023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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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International report - High Court: Myriad's BRCA genes not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检索日期：2015-10-15

IAM：数百万美元的诉讼判决
表明中国侵权赔偿额仍在上升
2015 年 6 月 26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朗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和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利诉讼做出一审判决：被告旋
极信息、农业银行、农业银行北海支行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朗科科技发明专利权（专
利号：ZL99117225.6）。被告旋极信息赔偿原告朗科科技经济损失 4000 万元。中
国法院下令旋极信息公司付出 40 倍赔偿的事实充分说明，为了提高中国专利资
产的价值，中国政府和司法部门正在提高现有赔偿标准。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67177e71-a441-4370-b6bc-6608762f9601
原文标题：Patent enforcement pioneer’s multi-million dollar victory indicates that China damages
are on the up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8 日

IAM：米兰法院修订工业知识产权法第 79 条
2015 年初，米兰法院发布了有关 2010 年修订的工业知识产权法的第 79 条
的几项决议，阐述了法院同意专利权人修改已授权专利权利要求的几种情况。原
先 79 条规定，“处于无效诉讼状态未决的专利直到判决结果确定，法院将不予
支持限制（对方）的请求；这同样适用于要求授权或确权过程中，如果没有具有
记录、决定授权、确定经济权利或司法赔偿职能的第三方允许，法院也将不予支
持”。新的 79 条规定：“在一项无效诉讼程序中，在任何阶段或判决过程中，
专利权人提交法院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不得超出原专利申请的内容，同时也不能
延长专利授权的保护期限”。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reports/Detail.aspx?g=18dde269-6d8f-4cec-b5fe-2ac37611719
原文标题：International report - Reformulating patent claims: a re-introduction to new 79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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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业知识产权法院业务需求旺盛
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SPC）数据显示：由中国新成立的专业知识产权法院
处理的潜在诉讼案件的需求远超预期。2008 年和 2012 年间，中国的知识产权诉
讼案件的数量已经较同期上涨了近 38％，增长速度比其他类型的民事诉讼高出
5.5 倍。2014 年 9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专利
法院的计划，在北京、广州和上海建立了 3 个试点。新浪新闻根据 SPC 的数据
报道：截止 2015 年 8 月 20 日，知识产权法院总共接受了 10795 个诉讼案件。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1718da4c-6e28-48dd-a509-35bc8b7d
18c3
原文标题：As China's specialist IP courts approach their first birthday, trends are eme
rging - and demand is high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3 日

统一专利法院将于 2017 年为企业开通
2015 年 10 月 8 日，统一专利法院（UPC）的成员国代表为促进协议尽早实
施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该协议最终确定了包括招聘法官和信息系统测试在内的
法院成立具体事宜。临时申请程序也适用于提早注册之后又选择退出的成员。继
协议签署后，UPC 筹备委员会宣布，该项工作预计于 2016 年 6 月前完成，以期
在 2017 年初开放 UPC。该协议签署的前一天，意大利宣布加入欧洲统一专利保
护，就统一专利保护加强合作。意大利是欧洲主要市场，意大利的参与被认为是
一个重大突破。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www.cambridgenetwork.co.uk/news/upc-opening-for-business-at-the-start-of-2
017/
原文标题：UPC 'opening for business at the start of 2017'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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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IAM 副主编：中国智能手机领域或将爆发专利大战
2015 年 6 月 4 日，IAM 杂志副主编 Jack Ellis 预测中国智能手机领域爆发专
利大战只是时间问题。当前中国智能手机领域的激烈竞争越来越像前几年全球移
动设备市场的缩影，中国市场规模庞大，聚集了大量的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
在高技术融合度的情况下，知识产权势必将成为企业排除竞争对手，或获得额外
收入的有力手段。Jack Ellis 指出同时也存在不确定因素，包括中国专利质量、
知识产权执法的效力、损害赔偿的可实施性、保护主义等方面。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77e8e6e6-a89e-40d3-b09a-3d0170a8
b661
原文标题：In China’s highly saturated smartphone market, it i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all-out patent war erupts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5 日

日本知识产权服务公司：
亚洲企业涌向 PTAB，中国企业滞后
2015 年 5 月底，日本知识产权服务公司 NGB 通过统计美国专利审判和上诉
委员会（PTAB）双方复审程序（IPR）的亚洲申请人发现，日本企业申请数量居
首位，其次是韩国企业，其中针对非执业实体（NPE）的申请占绝大多数。NGB
指出，这表明亚洲的知识产权挑战越来越活跃，许多行业（如汽车和能源行业）
将成为 NPE 活动的焦点。但是，NGB 同时指出相比之下中国企业 PTAB 申请并
不积极，仅有中兴通讯、珈伟科技、联想、华为等公司提交了少量申请。NGB
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企业大多刚进入专利丰富的美国市场，还未能占据吸引攻
击的足量市场份额。如联想作为在美国引人瞩目的中国高科技公司，大部分业务
集中在较为温和的 PC 领域，较少成为 NPE 和竞争对手的诉讼目标。对于大多
数中国企业来说，虽然他们的专利申请和海外扩张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相比
于日本和韩国，仍然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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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c480c12e-d6d0-46b8-8bab-9438f832
8e4f
原文标题：Asian companies flock to the PTAB, but China for once lags behind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3 日

澳律所解析亚太国家
药品专利期延长和数据独占保护制度
2015 年 6 月 5 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Davies Collison Cave 撰文
解析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药品专利期限延长及数据独占保
护制度，旨在帮助医药企业保护自身权益。
1.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专利期延长期限为 5 年。申请专利期延长必须在专利授权日或监
管部门首次批准日（以较晚发生者为准）后的 6 个月内进行。澳大利亚为含医药
活性物的新产品自动提供 5 年的数据独占保护期。
2. 新西兰
新西兰未实行专利期限延长制度。但为新产品提供 5 年的数据独占期。数据
独占保护不适用于已知活性组合物的新用途或新制剂。
3. 新加坡
所有东南亚国家中，仅新加坡和文莱实行专利期延长制度，均为 5 年期限。
新加坡对用于治疗和预防人类疾病的“医药制品”
（pharmaceutical product）实行
专利期延长制度。其中不包括含植物、动物或矿物天然成分的物质以及传统或顺
势疗法药品、准药用产品、医用油或膏类、食品、食品添加剂及营养补充剂。新
加坡提供 5 年的数据独占保护期，自获得产品许可证之日起算。
4. 中国
中国未实行专利期延长制度。但为新化学物质提供 6 年的数据独占期限，自
获得上市许可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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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
日本向医药和农药提供 5 年的专利期延长期限，须在首次获得监管部门批准
的 3 个月内提出申请。若相同活性成分具有新的适应症，可在通过相应批准后申
请延长期限。日本监管部门将对确定具有新适应症的新化学品及药品的安全和疗
效进行复查，复查期间为 4 至 10 年，在此期间有关数据将受到保护。
6. 印度
目前，印度还没有专利期延长或数据保护的相关规定。
7. 韩国
韩国对医药和农药提供 5 年的专利期延长期限，向新化学品提供 5 年的数据
独占保护期，自获得产品许可证之日算起。
8. 泰国
泰国未实行专利期延长制度。但对新药申请相关数据提供 5 年的保密期。
9. 越南
越南未实行专利期延长制度，但对新产品提供 5 年的数据独占保护期限，自
获得产品许可证之日算起。
10. 中国香港
目前，中国香港还没有专利期延长或数据保护规定。
许

轶 审校

来源：http://www.davies.com.au/ip-news/pharmaceutical-patent-term-extension-anddata-exclusivity-in-australia
原文标题：Pharmaceutical Patent Term Extension and Data Exclusivity i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Asia: are you missing out?
检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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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中心评论：
未详尽披露的专利不应作为临时申请
2015 年 7 月专利律师 Aaron B. Rabinowitz 在 Lexology 撰文评论：没有详尽
披露的专利不应该作为临时申请。Rabinowitz 认为一件披露不够详细的临时专利
申请的负面影响显著且不可挽回，他列举了三个主要原因：
（1）不够详细临时专
利申请可能会破坏到一项发明的可专利性。
（2）不够详细临时专利申请可能会削
弱一项发明申请专利的能力。即使有缺陷的临时专利不会妨碍完整专利，仍然会
影响在后专利申请。
（3）不够详细临时专利可提供给竞争对手获得关键专利保护
的机会。研究人员和机构必须充分描述其发明，因为得不到保护的任何细节都可
能很快被竞争机构或公司占领。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5/07/29/why-you-should-never-file-a-provisional-patentapplication-that-isnt-fully-detailed/
原文标题：Why you should never file a provisional patent application that isn’t fully detai
led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30 日

非盈利组织就 TPP 知识产权交涉表示担心
2015 年 7 月 23 日，针对环太平洋协定（TPP）交涉中的重要争论点——知
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制定，医疗和文化相关领域的许多非营利组织（NPO）法人相
继表示了担心。意见称，过度强化专利和著作权保护将给廉价药品的普及和自由
创新活动带来负面影响。据悉，致力于国际医疗支援的“无国界医生团体”以书
信的形势向日本安倍晋三首相提出：现在正在进行交涉的知识产权相关条款会妨
碍廉价药品的普及，这将威胁到生活在亚太地区数以百万人的健康。这一主张将
牵制在 TPP 交涉中提出将最先进的新药开发数据保护期限延长至 12 年的美国。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50723-00000162-jij-pol
原文标题：医療、文化活動に「悪影響」＝TPP 知財交渉―NPO が懸念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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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各国谨慎看待加盟 TPP
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 12 国就组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
了基本协议，而未参加交涉谈判的东南亚及东盟各国正为未来加盟与否进行权衡。
在 TPP 被指出有“中国的包围网”之嫌的背景下，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也表明了
加入意图。另一方面，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媒体表示，
看到加盟有利的同时，亦应看清加盟后对本国的负面影响，需谨慎对待，目前赞
成反对参半。
1. 谨慎推进加盟事项
“TPP 有可能成为亚太的自由贸易地区，诸多理由表明，泰国应当加盟其中。”
泰国的英文报纸 NATION（电子版）在 10 月 12 日的社论上刊载了如上评论，催
促泰国在“不久的将来”加入 TPP。NATION 在讲到 TPP 的基本协议国时，提
到了马来西亚、越南等泰国的竞争对手，从维持竞争力的层面阐述了加盟的好处，
指出如果不加盟 TPP，泰国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有可能减少。
不过 NATION 也指出，泰国国内各行业与海外的竞争会因加盟变得更加激
烈，有些部门会受影响。各方预计至加盟交涉至少需要 2 年时间，泰国可以将其
作为各行业的预备加入时间，以备政府和企业做好万全对策。此外，NATION 还
以金融界等服务部门以及皮革和汽车零部件行业等为例提到了加盟后会受到负
面影响的行业，这些行业正对加盟与否犹豫不决。
2. 新药专利影响令人担忧
10 月 13 日的曼谷邮报英文版（电子版）强调，保护国内行业是政府的责任，
就加盟 TPP 提出了反对意见。曼谷邮报指出协议中关于生物药品的新药数据保
护期限问题，想一直维持较长保护期的美国和想早些用到便宜药的澳大利亚等国
家之间最终也未能达成一致。
曼谷邮报针对新药专利问题提到，“政府有责任保护国民的公共利益。TPP
无疑会给这个国家的公众卫生带来很大打击”，主张加盟 TPP 可能致使贫困阶
层买不起攸关性命的药。在国家医疗负担持续加剧的现实情况下，泰国没有理由
“以国民的性命作为牺牲”加入 TPP。
社论称，针对 TPP 对国内的影响，泰国有必要从国家利益的层面出发进行
慎重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必急于加入。泰国对包含中国在内的 10 个国家组成
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动向保持密切关注。NATION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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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成员国比 TPP 多”，作为东盟轴心国之一的泰国，在关注 RCEP 动向的
同时，也显露出了欲加入下次 TPP 谈判的意图。
3. 共识内容的必要分析
印度尼西亚一直以来都把 ASEAN 经济共同体（AEC）放在首位，对 TPP
表明了不参加的态度。但雅加达邮报（电子版）在 10 月 8 日的社论中称“从中
长期考虑，不应排除加入 TPP 的可能性”，催促政府转变政策。邮报提出，以
加入 TPP 为前提，对共识内容进行彻底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就达成共识项目，
邮报特别指出，知识产权的保护、劳动和环境保护规定以及纷争处理中的本位主
义都应引起注意，政府应仔细分析加盟对印尼国内相关领域的影响。
菲律宾英文报纸菲律宾星报（电子版）在 10 月 8 日表示，世界经济全球化
进程不断深化，菲律宾不能落后于潮流。星报还明确表示，TPP 是要构造出一个
像欧盟（EC）那样的共通市场。在“中国主导的 RCEP”和“TPP”这个二选一
命题中，“菲律宾的未来明显在 TPP”。
日本很多汽车和电机厂商等将生产基地建设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作为新兴
市场，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活动也日益频繁。这些国家参加 TPP 与否将对
日本产业战略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日本将对这些国家的动向保持密切关注。
熊

峰 编译

来源：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51026-00000529-san-asia
原文标题： 東南アジア各国はＴＰＰ大筋合意をどう受け止めたのか？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9 日

技术观察
飞轮储能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基于德温特创新索引专利数据库（DII），利用汤森数据分析器（TDA）、
Innography 等分析工具与平台，系统揭示了飞轮储能专利技术的全球研究现状及发展
态势，包括专利申请的时序分布、领域技术主题与研发热点、重点国家/地区及其重
点申请人的专利申请与保护策略等，以期为我国飞轮储能技术的研究与产业化发展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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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轮储能是一种利用高速旋转的飞轮存储能量的技术。在储能阶段，通过电
动机拖动飞轮，使飞轮加速到一定的转速，将电能转化为动能；在能量释放阶段，
旋转的飞轮带动相同的电动机作为发电机运行，将动能转化为电能[9] [10] [11]。
目前，飞轮储能技术主要有两大分支：第一个是以接触式机械轴承为代表的
大容量飞轮储能技术，主要特点是储存动能、释放功率大，一般用于短时大功率
放电和电力调峰场合；第二个是以磁悬浮轴承为代表的中小容量飞轮储能技术，
主要特点是结构紧凑、效率更高，一般用作飞轮电池、不间断电源等。
飞轮储能具有储能密度较高、能量转换效率高、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易
维护等优点。不过，飞轮储能也有较大的局限性，例如储能容量较小、自放电率
高等。大规模的飞轮储能系统的研制在高速低损耗轴承、发电/电动机、散热和
真空等技术上还面临不少难题。
为进一步提升飞轮的储能容量，需要提高飞轮的转速、降低飞轮旋转时的损
耗。因此，飞轮储能关键技术包括高强度复合材料技术、超导磁悬浮技术、高速
高效发电/电动机技术、飞轮阵列技术、飞轮储能并网功率调节技术、真空技术
等。其中，超导磁悬浮是降低损耗的主要方法，而复合材料能够提高储能密度，
降低系统体积和重量。
本文以全球飞轮储能专利技术为研究对象，从专利申请的时序分布、领域技
术主题与研发热点、重点国家/地区及其重点申请人的专利申请与保护策略等方
面对飞轮储能技术的国际研究现状、发展态势进行了揭示，以期为我国、我院在
该领域的研发提供参考。
1. 飞轮储能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飞轮储能很早就在内燃机上广为使用，但仅作为运转平稳的调节部件。具有
储能功能的飞轮电机系统的研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工程师设想用超级飞轮储
能并作为汽车的主要动力源。瑞士欧瑞康（Oerlikon）公司在当时就开发出了飞
轮储能巴士，并投入实际运行至 1959 年。但此后三四十年间，由于高速旋转飞
轮驱动、飞轮轴承摩擦等问题都难以解决，飞轮储能技术发展非常缓慢。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飞轮储能技术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具有工程实用意义
的飞轮储能电池开始陆续出现。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及我国等都开展
了相关研究和开发工作。其中美国投资最多，规模最大，进展最快[12] [13] [14]。
[9] 陈海生. 国际电力储能技术分析（六）——飞轮储能. http://www.iet.cas.cn/hdzt/135zl/ghssdt/dgmkqcnjs/
201208/t20120823_3631474.html.
[10] 中国储能网. 解读物理储能技术. http://www.escn.com.cn/news/show-29633.html.
[11] 国家能源局. 能源科技热词：飞轮储能. http://www.nea.gov.cn/2013-05/24/c_132386161.htm.
[12] 陈海生. 国际电力储能技术分析（六）——飞轮储能. http://www.iet.cas.cn/hdzt/135zl/ghssdt/dgmkqcnjs
/201208/t20120823_36314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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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 DII 数据库中对全球飞轮储能技术专利进行检索，共得到相关专利
（族）2400 多项[15]。图 5 给出了飞轮储能技术相关专利数量随申请年（基于最
早优先权年，下同）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有飞轮储能
相关专利申请[16]，到 70 年代中期已达到一定的规模。但受制于一些技术瓶颈，
2000 年以前的飞轮储能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呈现波动起伏、缓慢上升趋势。
自 2006 年起，全球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的申请数量开始快速增长[17]。结合后续分
析，可以看出，虽然其他主要国家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
主要是受到了中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的推动。因此，未来几年，中国飞
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的变化趋势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飞轮储能相关
专利申请数量的变化趋势。

图 5 飞轮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

图 6、图 7 分别给出了飞轮储能专利技术发明人及其相关技术条目（基于 IPC
分类号）随申请年的变化趋势。由图 6 可知，大量的新发明人持续涌入飞轮储能
技术领域，这些新鲜力量将推动飞轮储能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从图 7 可以看出，
近年来，飞轮储能技术领域每年都有较多的新技术条目出现，说明该领域的技术
在持续革新，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大。综合考虑图 6、图 7、图 8，可以看出飞轮
储能技术仍处于较快的发展阶段。未来一段时间，飞轮储能技术的活力会进一步
[13] 中国储能网. 解读物理储能技术. http://www.escn.com.cn/news/show-29633.html.
[14] 赵韩, 杨志轶, 王忠臣. 新型高效飞轮储能技术及其研究现状. 中国机械工程, 2002, 13(17): 1521-152
4.
[15] 数据检索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7 日，检索结果以 DII 专利族为单位。
[16] 作者注：由于数据库收录等原因，最初的专利并没有检索到，因而图中没有反应出来。
[17] 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被 DII 数据库收录，会有一定的时间延迟，所以图中 2013 年、2014 年的
数据会小于实际数据，仅供参考，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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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该技术领域的竞争也将会更加激烈。

图 6 飞轮储能技术专利新发明人的时序分布

图 7 飞轮储能技术专利新技术条目的时序分布

2. 飞轮储能技术专利技术主题分析
国际专利分类（IPC）是国际通用的、标准化的专利技术分类体系，蕴含着
丰富的专利技术信息。通过对飞轮储能技术专利的 IPC 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帮助
有效获取该领域涉及的主要技术主题和研发热点等。
表 13 列出了飞轮储能专利申请量大于 50 项的 20 个 IPC 分类号及其申请情
况。可以看出，飞轮储能技术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方面：
（1）永
磁飞轮发电机；（2）磁悬浮飞轮（特别是高温超导磁悬浮飞轮）；（3）飞轮储能
技术在电网储能中的应用（可再生能源并网、电力调峰、电网调频、电能质量保
证）；（4）飞轮储能技术在风力发电等再生能源发电中的应用；（5）飞轮储能技
术在混合动力汽车中的应用；（6）基于飞轮电池的不间断电源等。
表 13 飞轮储能技术专利技术主题及其申请情况（申请量>5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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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分类号

申请量
（项）

H02K-007/02

615

F16H-033/02

372

H02J-015/00
F16F-015/30
F03G-003/08
F16C-032/04

317
301
273
188

H02K-007/09

157

B60K-006/10

146

H02K-007/00

142

B60L-011/16

131

H02J-003/30

103

B60K-006/00

93

F03G-003/00

88

F16H-033/00

68

B60K-006/30

67

H02K-007/18

66

H02J-009/06

65

H02N-015/00

62

分类号含义
与电机连接用于控制机械能、
提高惯性的装置，例如飞轮
带有机械蓄能器的旋转传动装
置，如带有重块、弹簧、间歇
连接的飞轮
存储电能的系统
用于抑制系统中振动的飞轮
使用飞轮的发动机
采用磁力或电支撑装置的轴承
具有磁性轴承、结构上与电机
连接用于控制机械能的装置
包括内燃机及机械蓄能器（例
如飞轮）的原动机
结构上与电机连接用于控制机
械能的装置
用车辆内部电源的电力牵引，
该内部电源使用机械储能（例
如储在飞轮内）
与飞轮耦合的电动机，用于交
流干线或交流配电网络中平衡
负载
用于共用或通用动力装置的多
个不同原动机的布置或安装，
例如具有电动机和内燃机的混
合动力系统
其他发动机，例如重力或惯性
发动机
以反复蓄能和输能为基础的传
动装置
以专门适用于HEVs的机械蓄
能器（例如飞轮）为特征，包
括电动机和内燃机的原动机
发电机与机械驱动机结构上相
连的，例如汽轮机
用于紧急或备用电源的回路装
置，其中的配电系统正常电源
断开时可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
其他类不包含的，用磁吸力或
推力的保持或悬浮装置(经分
析，主要是：磁悬浮飞轮电池、

涉及年份

近3年[18]申请量
占总量的比例

1971 - 2014

28.8%

1970 - 2014

12.6%

1975 - 2013
1970 - 2013
1966 - 2014
1978 - 2013

8.2%
10.3%
17.6%
19.1%

1981 - 2013

15.9%

1980 - 2013

21.9%

1971 - 2011

1.4%

1970 - 2013

13.7%

1978 - 2014

35.0%

1990 - 2013

4.3%

1991 - 2013

8.0%

1979 - 2011

1.5%

2002 - 2013

34.3%

1980 - 2013

25.8%

1981 - 2013

9.2%

1991 - 2014

35.5%

[18] 由于 2014 年的专利申请多数都尚未公开，近 3 年指的是 2011、2012、2013 三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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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装置等)
用于电池组的充电或去极化或
用于由电池组向负载供电的装
置

1995 - 2013

35.7%

考虑到 IPC 分类号缺乏对具体技术细节足够深入的揭示，故而采用 ProQuest
Dialog 公司的 Innography 专利检索与分析平台的文本挖掘功能，对专利说明书的
非结构化内容进行了分析，从申请人的文字表述中提取出必要的技术要点，对这
些要点进行归纳和聚类，提取出飞轮储能专利技术的研究主题，如图 8 所示。可
以看出，飞轮储能领域的技术主题包括：动能回收与利用；电动机、发电机和发
电；磁悬浮飞轮相关技术等。细分后的技术关键词包括：高效电机、永磁电机、
风力发电机、飞轮阵列、电网技术、不间断电源、飞轮储能设备、电能储存设备、
高速飞轮、磁悬浮飞轮（磁环、轴承、轮毂、永磁材料等）、动能回收与利用等。

图 8 飞轮储能专利技术研发主题布局

3. 飞轮储能技术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
此次分析的 2400 多项飞轮储能相关专利共来自 40 个国家/地区，此外还涉
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欧洲专利局（EPO）两个专利受理机构。图 9
给出了飞轮储能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 10 个国家/地区以及相关专利受理数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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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几个国家/机构。可以看出，全球飞轮储能相关专利技术的研发主要集中：
日本、中国、美国、德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其中，日本、中国、美国、
德国四国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占全球申请总量的 80%。
从专利受理数量来看，日本、中国、美国、德国四国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受
理数量也是分别位列第 1 至 4 位。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欧洲专利局（EPO）两
个机构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受理数量分别排在第 5 位和第 6 位。此外，飞轮储能
相关专利申请数量较少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相关专利受理数量也较多，表明这
些国家/地区也是该飞轮储能相关专利技术的重要保护区域和目标市场。

图 9 主要国家/地区/机构飞轮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与受理情况

图 10 给出了主要国家/地区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可
以看出，日本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起步较早，但申请量变动起伏较大，在上
世纪 80 年代初期，由于三菱电机的进入，形成了一个申请高峰，但随后多年中，
申请数量一直在相对较低水平徘徊。直到上世纪末，随着三菱重工、光洋精工、
中部电力等机构的进入，日本出现新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高潮，并延续至今，
但没有明显的持续增长；美国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起步很早，但相关专利申
请数量增长较慢。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美国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才迈上
新的台阶。美国近几年的专利申请数量领先于日本；德国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
请起步也较早，并在过去 40 多年中持续有一定数量的相关专利申请，但相对日
本和美国，专利申请数量一直较少，2009 至 2012 年间，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较为
明显；俄罗斯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起步很早，但其多数相关专利申请是由前
苏联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申请的。在上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俄罗斯相关专
利申请数量很少，不过 2010 年以来，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又有所增长；相对于上
述国家，中国进入飞轮储能技术领域相对较晚，相关专利申请始于上世纪 80 年
代中后期，而且直到近几年，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才达到一定规模，并呈现爆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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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增长：近 3 年（2011 至 013 年）专利申请数量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近 5 年
（2009 至 2013 年）专利申请数量占总量的四分之三以上。此外，英国、法国和
荷兰进入飞轮储能技术领域也大都较早。而韩国和中国台湾进入飞轮储能技术领
域都较晚。

图 10 主要国家/地区飞轮储能技术专利申请量年度分布

表 14 给出了专利申请量前 10 位国家/地区（日本、中国、美国、德国、俄
罗斯、英国、法国、韩国、中国台湾、荷兰）在飞轮储能领域的技术布局情况。
具体来看，日本、中国、美国和德国 4 个最主要国家的技术布局如下：
（1）日本在飞轮储能领域的技术构成最为完备，各技术分支均有较多产出，
最重要的技术类别包括 H02J-015/00（存储电能的系统）、H02K-007/02（与电机
连接用于控制机械能、提高惯性的装置，例如飞轮）、F16H-033/02（带有机械蓄
能器的旋转传动装置，如带有重块、弹簧、间歇连接的飞轮）、F03G-003/08（使
用飞轮的发动机）、F16C-032/04（采用磁力或电支撑装置的轴承）等。
（2）中国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H02K-007/02（与电机连接用于控制
机械能、提高惯性的装置，例如飞轮）、H02N-015/00（其他类不包含的，用磁吸
力或推力的保持或悬浮装置）、F16C-032/04（采用磁力或电支撑装置的轴承）、
F16H-033/02（带有机械蓄能器的旋转传动装置，如带有重块、弹簧、间歇连接
的飞轮）等领域。
（3）美国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H02K-007/02（与电机连接用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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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能、提高惯性的装置，例如飞轮）、H02K-007/09（具有磁性轴承、结构上与
电机连接用于控制机械能的装置）、F16F-015/30（用于抑制系统中振动的飞轮）、
F03G-003/08（使用飞轮的发动机）等领域。磁悬浮飞轮在美国飞轮储能相关专
利申请中的占比较大。
（4）德国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F03G-003/08（使用飞轮的发动机）、
H02K-007/02（与电机连接用于控制机械能、提高惯性的装置，例如飞轮）、
F16F-015/30（用于抑制系统中振动的飞轮）、F16H-033/02（带有机械蓄能器的
旋转传动装置，如带有重块、弹簧、间歇连接的飞轮）等领域。飞轮发电机在德
国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中的占比较大。
表 14 主要国家/地区在飞轮储能领域的技术布局

H02K-007/02
F16H-033/02
H02J-015/00
F16F-015/30
F03G-003/08
F16C-032/04
H02K-007/09
B60K-006/10
H02K-007/00
B60L-011/16
H02J-003/30
B60K-006/00
F03G-003/00
F16H-033/00
B60K-006/30
H02K-007/18
H02J-009/06
H02N-015/00
F16F-015/315
H02J-007/00

日本

中国

美国

德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

韩国

中国
台湾

荷兰

147
121
235
88
78
89
39
32
20
45
38
21
43
25
23
24
37
12
14
7

195
37
13
23
15
43
25
5
44
8
22
11
7
11
7
17
7
48
1
21

132
29
23
43
31
20
69
29
45
14
13
21
7
7
13
11
16
1
13
22

43
32
17
33
63
11
6
24
8
22
20
12
9
4
10
3
3
0
6
3

13
84
5
51
15
2
2
10
3
5
1
4
2
5
1
0
1
0
1
0

34
13
6
33
15
3
3
21
6
11
2
12
1
4
5
1
1
0
14
2

17
14
8
5
17
9
6
8
4
5
2
4
3
2
1
4
0
0
3
0

11
10
4
8
11
6
5
2
4
4
1
1
3
2
1
0
0
0
2
0

6
11
1
3
8
1
2
0
2
3
2
1
3
3
0
1
0
0
0
0

4
5
1
6
0
1
0
7
0
1
0
3
1
0
3
1
0
0
1
0

表 15 从专利数量、被引次数、专利族大小、保护区域数量、专利宽度（技
术保护范围）、PCT 专利申请数量、三方专利申请数量等几个指标对主要国家/
地区（日本、中国、美国、德国、俄罗斯、英国、法国、韩国、中国台湾、荷兰）
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的质量及其保护力度进行了对比。由表 15 可以看出，虽然
美国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低于日本和中国，但其申请的专利在总被引次
数、篇均被引次数、被引率、区域范围数量等指标上的表现则大幅领先于日本和
中国。此外，美国申请的三方专利和 PCT 专利数量也都是大幅领先。日本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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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虽然在很多质量指标上与美国相差较大，但相对于中国，却有明显领先优势，
特别是在技术范围的保护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德国也非常值得关注，相关专利
申请质量较高，也比较注重在全球范围内的保护。英国、法国、荷兰三国虽然专
利数量不是很多，但在技术范围保护和区域保护保护方面都做得很好。相比之下，
我国的飞轮储能专利平均被引次数则偏低，专利的技术范围和区域范围的保护强
度也都明显落后于欧美日，显示出我国的相关研发工作和专利申请质量亟待提升，
专利权人对其专利技术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识有待增强。
表 15 主要国家/地区飞轮储能专利质量及专利保护力度对比
英国

法国

韩国

中国
台湾

荷兰

15.3%
2
1.05
2

96
294
3.06
53.1
%
8
3.56
8

66
148
2.24
53.0
%
7
2.56
7

60
47
0.78
31.7
%
3
1.68
3

40
22
0.55
12.5
%
3
2.18
4

21
34
1.62
42.9
%
3
2.81
5

1.79

1.01

3.34

2.29

1.23

1.83

2.67

6
2.83
7
39
11
38

2
1.65
4
2
0
0

8
3.61
7
43
24
35

6
3.44
7
12
7
16

3
1.73
3
4
1
5

3
2.15
4
3
2
11

5
2.76
4
8
4
7

国家

日本

中国

美国

德国

专利族数量
总被引次数
平均被引次数

611
783
1.28
40.6
%
12
1.60
8

555
107
0.19
12.3
%
4
1.07
2

450
3722
8.27
69.1
%
33
2.94
11

263
999
3.80
50.2
%
16
2.03
7

1.28

1.03

2.39

6
2.91
8
22
23
47

2
1.91
6
12
0
3

8
2.86
10
138
57
420

被引率
被引H指数
平均专利族大小
专利族大小H指数
平均保护区域数
量
保护区域数量H指
数
平均专利宽度
专利宽度H指数
PCT专利数量
三方专利数量
美国专利数量

俄罗
斯
170
35
0.21

图 11 从专利申请数量（气泡大小）和专利族平均被引次数、专利族平均保
护区域数量 3 个维度展示了日本、中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地区的飞轮储能相
关专利质量对比。横轴表示专利自身的技术影响力，纵轴表示申请人对该专利的
重视程度。可以看出，美国独自位于右上方，专利综合质量很高；德国、英国、
法国和荷兰比较接近，位于中上方，专利综合质量较高；日本、中国、俄罗斯、
韩国和中国台湾四个国家/地区位于左下方，专利平均质量偏低（但如前所述，
日本的专利总体质量较高），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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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主要国家/地区飞轮储能技术专利质量对比

4. 飞轮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人分析
全球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人可以分为企业、个人、大学、科研机构 4 种类
型，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所占比例分别为 51.16%、37.18%、7.75%、3.91%。可见，
个人专利申请量所占比例超过 1/3，这也表明飞轮储能技术领域的研发目前比较
活跃，仍处于发展阶段，还不是十分成熟。图 12 给出了主要国家不同类型的专
利申请人专利数量构成情况。可以看出，多数主要国家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
人中，个人申请人都占有较高的比例。但在日本，企业是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
的绝对主力。在中国，企业、个人、大学 3 种类型的专利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
比较接近，而科研机构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比很少。

图 12 主要国家/地区不同类型申请人飞轮储能专利申请数量构成

从全球范围来看，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居前的申请人以企业为主，而
且主要是来自日本和美国。表 16 列出了全球飞轮储能专利的一些主要申请机构
及其专利申请的时间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日本机构最多（13 家），其次是美国
（6 家），中国有 4 家机构，德国、英国、韩国分别有 3 家、2 家和 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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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主要飞轮储能专利申请机构及其专利申请情况
专利申请人
日本三菱电机
日本光洋精工
日本东芝
日本丰田汽车
日本三菱重工
美国Indigo能源公司
美国灯塔电力公司
韩国电力公司
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
日本铁道综合技术研究所
日本日立
日本中部电力
北京奇峰聚能科技有限公司
德国曼商用车辆股份公司
美国霍尼韦尔
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
深圳飞能能源有限公司
东南大学
日本精工株式会社
美国Active Power公司
美国波音公司
日本本田汽车
新日本制铁
中国科学院
英国里卡多公司
日本四国电力
德国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美国福特汽车
英国托罗特拉克公司

专利申请数量（项）
总量

2006-2014年

2000-2005年

2000年以前

102
39
37
37
30
23
23
23
22
21
19
18
17
17
16
15
15
15
14
13
13
13
13
11
11
11
10
10
8

1
9
3
16
1
0
8
20
10
8
3
0
17
0
0
1
15
15
0
7
10
6
0
10
11
0
9
8
8

2
14
4
7
7
23
15
2
2
9
8
6
0
0
16
1
0
0
0
6
0
4
5
1
0
1
1
1
0

99
16
30
14
22
0
0
1
10
4
7
12
0
17
0
13
0
0
14
0
3
3
8
0
0
10
0
1
0

具体来看，日本多数机构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大都集中 2005 年以前，
特别是 2000 年以前。近年相关专利申请相对比较活跃的机构包括：（1）光洋精
工（日本四大轴承生产集团之一），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飞轮磁轴承以及飞
轮储能混合动力；（2）丰田汽车，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飞轮储能混合动力；
（3）石川岛播磨重工，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飞轮储能在不间断电源供电中
的应用等；
（4）日本铁道综合技术研究所，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飞轮发电及
飞轮储能混合动力等；
（5）本田汽车，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飞轮储能混合动
力。可以看出，基于飞轮储能的混合动力技术是日本近年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
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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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不同，美国的 6 家机构的相关专利申请基本都是集中在 2000 年以后。
具体来看：（1）美国 Indigo 能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前后（未查到详细资料），
主要致力于新型高可靠性、长寿命的基于飞轮储能系统的不间断电源技术研发，
其相关专利申请基本集中在 2000 至 2002 年。2002 年 12 月 26 日，该公司第一
件专利（US6486627）获得美国专利与商标局授权[19]。但在 2003 年 1 月，该公
司的副总裁 Rick Campbell 博士和总裁 Christopher Gabrys 先后辞职[20]。他们也是
该公司的主要技术发明人，他们的辞职直接导致 Indigo 能源公司相关研发活动
基本相当于停滞；（2）美国灯塔电力公司（Beacon Power，上市公司），全球领
先的大规模飞轮储能系统供应商，成立于 1997 年，专注于飞轮储能系统在电网
储能领域的大规模应用。该公司在 2010 年获得了美国能源部 4300 万美元的贷款
担保，并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飞轮储能电网应用项目，即位于纽约州的
20MW 飞轮储能项目。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该公司在 2011 年 1 月 30 日曾申
请破产保护[21]。此后，公司引入新的投资，并重新命名为 Beacon Power LLC，
再次焕发生机[22]

[23]

。近年来，该公司持续有相关专利申请；（3）霍尼韦尔国际

公司的相关技术主要聚焦于飞轮储能技术在航天航空领域中的应用，例如航天器
储能、姿控等，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本世纪初的几年；
（4）美国 Active Power
公司成立于 1992 年，2000 年上市，一家著名的不间断电源解决方案供应商，因
此其相关专利技术主要聚焦于基于飞轮储能技术的不间断电源供电技术。近年来，
该公司持续有相关专利申请；
（5）美国波音公司的相关专利技术基本集中在近几
年，主要聚焦于高温超导飞轮储能技术。美国波音公司和日本国际超导中心
（ISTEC）、德国 ATZ 公司是基于高温超导磁悬浮轴承（SMB）技术的高温超导
飞轮储能系统（HTS-FESS）的研究先驱，最早开展了大容量 HTS—FESS 样机
的试验研究[24]。我国的西南交通大学及北京宇航世纪超导技术有限公司等机构
在这方面也开展一定的研究，并申请了相关专利；
（6）美国福特汽车相关专利申
请主要集中在飞轮储能混合动力，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近几年。上述公司中，
波音和福特公司在我国已经开展相关专利布局，而灯塔电力公司和 Active Power
公司等尚未在我国公开相关专利。
虽然我国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总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相比日本和美
国，我国的飞轮储能技术研究力量还比较分散，专利数量超过 10 项的仅有北京

[19] First Patent Issued to Indigo.Energy http://google.brand.edgar-online.com/EFX_dll/EDGARpro.dll?Fetch
FilingHTML1?ID=2069028&SessionID=Hxyu6HHAD_TQd27.
[20] http://yahoo.brand.edgar-online.com/EFX_dll/EDGARpro.dll?FetchFilingHtmlSection1?SectionID=2133989
-1027-3968&SessionID=ara8FqfwJURzvA7.
[21] 储能业命运多舛 Beacon Power 申请破产保护. http://news.bjx.com.cn/html/20111101/320035.shtml.
[22] Beacon Power 建立 20MW 飞轮储能系统. http://www.escn.com.cn/news/show-20306.html.
[23] 飞轮储能再焕生机--Beacon Power 公司东山再起. http://mw.vogel.com.cn/2013/1024/paper_50208.html.
[24] 高温超导飞轮储能技术发展现状. http://www.escn.com.cn/news/show-592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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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峰聚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飞能能源有限公司、东南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主要
集中在电工研究所）等 4 个机构，显示出我国，特别是我国企业在飞轮储能技术
领域的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
德国的 3 家机构中，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飞轮
储能混合动力，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2000 年以前；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的相关
专利申请也主要集中在飞轮储能混合动力等，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2010 年以来；
曼商用车辆股份公司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2000 年以前。
英国 2 家机构——里卡多公司（Ricardo）和托罗特拉克公司的相关专利申
请主要集中在飞轮储能混合动力方面，核心技术主要都是基于高速飞轮的动能回
收系统（KERS），专利申请也都集中在近几年。其中，里卡多公司是英国一家著
名的工程机械技术公司，例如其基于 Kinergy 高速飞轮技术研发出了混合动力挖
掘机；托罗特拉克公司的相关专利主要是来自其 2014 年初收购的英国飞轮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5. 小结
作为一种高效的储能技术，飞轮储能已经有较长的研究和应用历史，并在近
年获得新的生力，呈现出良好的商业化应用前景。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1）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达到一定
规模，随后专利申请数量呈现波动起伏、缓慢上升趋势。2005 年以来，受到我
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的推动，全球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总量也呈现快
速增长趋势。目前，飞轮储能技术仍处于较快的发展阶段。未来一段时间，飞轮
储能技术的活力会进一步增强，该技术领域的竞争也将会更加激烈。
（2）飞轮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①永磁飞轮发电机、永动机等；
②磁悬浮飞轮（特别是高温超导磁悬浮飞轮）；③飞轮储能技术在电网储能中的
应用（可再生能源并网、电力调峰、电网调频、电能质量保证）；④飞轮储能技
术在风力发电等再生能源发电中的应用；⑤飞轮储能技术在混合动力汽车中的应
用；⑥基于飞轮电池的不间断电源等。
（3）全球飞轮储能技术的研发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国、美国、德国、俄罗
斯、英国、法国等，特别是日本、中国、美国、德国四国。其中，日本、美国、
和德国在飞轮储能技术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产业化方面处于世界前列。我国
进入飞轮储能技术领域相对较晚，飞轮储能技术研究与应用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差距较大，特别是在产业化发展方面明显落后。随着近年来国内机构对飞轮储能
技术的重视，我国在该技术领域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有望快速提升。
（4）全球范围来看，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居前的申请人以企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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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主要是来自日本和美国。虽然我国的飞轮储能相关专利申请总量已经位列全
球第二，但我国的飞轮储能技术研究力量还比较分散，企业、个人、大学 3 种类
型的专利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比较接近，科研机构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比很小。
（5）相比日美欧国家，我国飞轮储能技术相关专利申请的整体质量较差、
保护力度普遍很弱。不过相比日美欧市场，主要国家在我国市场的布局还较弱。
这对我国飞轮储能技术的发展来说是个有利条件。我国相关机构应进一步提升技
术研发能力，并大力加强专利保护力度。同时，建议在国家层面，通过相关政策
和项目引导，积极推进我国飞轮储能技术领域的官产学研合作，推动我国飞轮储
能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马廷灿（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 分析撰写

玉米育性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利用植物杂种优势可以显著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目前杂种优势育
种已经成为许多农作物的主要育种方法，并被广泛地应用于作物商业化育种。
作物雄性不育系的选育是杂种优势利用的关键步骤，本文从全球/在华专利申
请态势、“技术-功效”矩阵分析以及玉米杂交制种技术等三个方面对玉米育
性（雄性/雌性不育）相关专利进行重点研究。
1. 专利申请态势
（1）专利申请年度变化
通过设立相关检索式和人工判读剔除非相关专利[25]，本次检索从 TI 数据库
中获得 268 项玉米育性专利，共 1237 件专利。1971 年至 2013 年玉米育性专利
申请数量整体呈现波动增长态势，其中 1971 年至 1997 年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缓慢
且总量少；1998 年至 2003 年，专利申请数量剧增，形成一个申请高峰；2004
年以后，专利申请总体呈波动增长状态（图 13）。

[25] 专利检索式：IC=(A01H0001* or A01H000300 or A01H000400 or A01H0005* or C12N0005* or C1
2N0015* or C12Q000168 or C07H002104 or C07K000114) AND ALLD=((maize or corn or Zea ADJ m
ays) AND (male ADJ steril* or male adj fertil* or male-ster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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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育性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

（2）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受理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地区依次为：美国、澳大利亚、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欧洲、中国、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德国和西班牙（图 14）。其中美国的
受理量最多，占总申请量的 21.6%。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PCT 途径递交的专
利申请数量为 135 件，占总量的 10.9%。中国的受理量为 91 件，占总量的 7.3%，
排位第五。

图 14 育性专利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3）申请机构分布
在玉米育性育种领域，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是全球最主要的专利申请主
体（图 15），其中排名前 7 位的均为企业，分别为杜邦、先正达、孟山都、陶氏
益农、拜耳作物科学、法国 Biogemma 公司和巴斯夫，这 7 家企业合计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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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玉米育性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的 74.2%。此外，美国加州大学、韩国浦项科技
大学和美国密苏里大学也位列前 10，其专利申请量分别为 22 件、19 件和 18 件，
占比依次为 1.7%、1.5%和 1.4%。

图 15 育性技术专利主要申请机构

利用 TI 平台中的 Themescape 专利地图，对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五位企业的总
体研究布局进行分析（图 16）。可以看出，这五家跨国企业在玉米育性研究领域
的技术布局各有优势，涉及育性相关的核酸序列克隆、组成型或组织特异表达启
动子分离、表达载体构建、遗传转化方法改进、化学杂交剂的使用以及杂交制种
等方面。
其中，杜邦专利布局范围最广且数量多，涉及了雄性不育相关的核酸序列克
隆、相关表达载体和调控载体的构建及杂交制种方法等方面；先正达的专利布局
也较广，涉及了条件型雌性不育系创制、花粉/花药特异性启动子克隆、抑制基
因表达调控系统构建等方面；孟山都布局主要集中在组成型启动子克隆、与育性
相关的 miRNA 应用、避免外源基因沉默和杂交种子处理等方面；陶氏益农和拜
耳作物科学两家公司在该领域的布局较为集中且数量较少，前者主要关注遗传转
化技术（外源基因定向整合和纳米转化技术），后者的专利布局集中在单子叶遗
传转化、育性恢复基因和花粉致死基因转基因不育系培育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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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排名前五机构的专利申请布局全景图
注：红色为杜邦，绿色为先正达，黄色为孟山都，青色为陶氏益农，蓝紫色为拜耳作物科学。

（4）在华专利申请
1 主要申请机构
○
将 TI 数据库中获得的 91 件在华申请专利公开号导入中科院专利在线分析系
统进行检索和分析（表 17）。在专利申请排名前 14 位的机构中，我国机构 8 个，
国外机构 6 个，其中杜邦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为 11 件；先正达位居其次，有
9 件。对这些机构的研发能力比较可知，杜邦、先正达、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实力
强劲，在活动年期、发明人数以及平均专利年龄等方面的表现较为突出。我国机
构各项指标发展不均衡，如中国农大专利活动年期较长但平均专利年龄较短，北
京大北农活动年期和平均专利年龄均较低。
利用 TI 平台中的 Themescape 专利地图，对在华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五的机构
总体研究布局进行分析（图 17）。可以看出，这五家机构在玉米育性专利技术布
局交叠较多，主要集中在利用基因工程方法创制不育系等一系列过程中，包括育
性相关的核酸序列和启动子分离、表达载体构建等方面。这说明利用基因工程方
法创制雄性不育系和杂交制种是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表 17 专利主要申请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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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专利排名前五机构的专利申请布局全景图
注：红色为杜邦，绿色为先正达，黄色为中国农大，青色为孟山都，蓝紫色为北京大北农。

2 法律状态分析
○
在华专利申请中，有效专利数量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为杜邦、北京大北农、
陶氏益农、中国农业大学、孟山都、先正达、巴斯夫、河南农大、中科院遗传发
育所和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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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在华专利当前有效专利数量前 10 机构

从在华专利法律状态总体分析结果可知，目前育性相关专利中，只有 25%
的专利被授权；剩余的专利中，34%专利处于审中状态，40%以上的专利由于被
驳回、撤回或未缴等原因而失效（图 19）。

图 19 专利法律状态总体分析

2. 技术功效分析
（1）基于技术—功效矩阵的专利申请
从技术构成分析可知，与育性相关的基因、启动子克隆及表达载体构建是目
前研发的重点，分别申请了 85 项、64 项和 27 项，占总申请量的比例依次为 31.7%、
23.9%和 10.1%（图 20）。

知识产权动态

158

图 20 玉米育性相关技术专利申请布局

在基因克隆技术中，主要专利技术内容包括通过调控花粉发育或绒毡层基因
表达创制不育系、过表达基因改变或选择性诱导育性相关基因表达、阻止转基因
逃逸、非编码 RNA 抑制育性相关基因表达、利用恢复基因恢复不育系的育性等。
杜邦公司在该技术点的表现非常突出，共公开了 17 项相关专利（表 18），主要
集中在雄性不育基因的克隆、利用转基因保持纯合隐性不育系、创制育性可逆的
雄性不育植株等方面。目前在玉米、高粱、棉花和昆虫中已克隆了大量的核不育
基因，如 Mscal、Ms45、Ms26、Rad6、RAD2/FEN-1 等。其中，Ms45 位于玉米
第九号染色体上，该基因对于雄性生育力非常关键，ms4 纯合植株表现出隐性的
雄性不育表型，不产生功能性花粉。将编码 Ms45 基因的序列导入 ms45 纯合隐
性植株后，可以恢复植株的雄性生育能力，从而利用该方法生产雄性不育植株。

公开号
WO2002026789A2
WO2002063021A2
US20060288440A1；
US20100017907A1；
US20100017906A1；
US20100017905A1；
US20090183275A1；
US20090183272A1；

表 18 育性相关基因专利申请情况
基因名称
申请机构
SBMu200
杜邦
BS92-7
Ms26

杜邦
杜邦

内容
创制转基因植株和介导
雄性不育
介导雄性不育
保持纯合隐性不育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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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20120005792A1；
US20120227136A1；
US20140123338A1
US20090038028A1；
WO2009020458A1；
US20110173714A1
US5478369A；
US5824524A；
US5850014A；
WO1998059061A1
CN103667278A；
CN103667277A
WO2004042066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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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邦

控制雄性不育

Msca1

杜邦

保持纯合隐性不育植株

MS45

杜邦

创制不育系用于杂交制种

—

北京大北农

NtSM

ARC
SEIBERSDORF
RES
北京大北农

编码RNA分子，分别抑制
Ms26、MS45基因表达
过表达该基因可造成植株雄
性不育

CN103709240A

—

WO2000009723A1
WO2000036109A1

Rad6
RAD2/FEN1
R1

杜邦
杜邦

WO2000040739A2

杜邦

WO2001042293A2；
WO2002074909A2
WO2002097115A2

RAD3

杜邦

XRCC1

杜邦

WO1994021804A1

—

杜邦

WO2000015791A1

杜邦

WO2002078427A2
WO2001012798A2

蜕皮激素受
体
MLH1同源
基因
磺酰脲-响
应性的阻遏
蛋白
ESP
ZmMADS2

US20030061635A1

NPG1

WO2010061276A1

beclin-1

WO2002024890A2
US20100105141A1

新的MYB转录因子用于破坏
花粉发育，创制不育系
创制转基因不育系
创制不育系
编码核苷酸还原酶大亚基，创
制转基因不育系
提高转化效率，创制不育系

杜邦

提高转化效率，增加DNA修
复，创制不育系
编码QM类型蛋白，转基因植
株可改变正常发育，用于产生
雄性不育系
编码昆虫蛋白，用于选择性诱
导调控育性相关基因表达
创制可逆的雄性不育植株

杜邦

调控目的基因转录

ISIS INNOVATION
SUEDWESTDEUT
SCHE
SAATZUCHT
GOLOVKIN M

创制雄性不育系
创制雄性不育植株

印度科学产业研究
理事会

具有钙调素结合活性，创制雄
性不育系
在花粉发育早期的绒毡层中
表达，创制雄性不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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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1995029247A1；
WO1996040925A2
WO1997023618A1

TSRE、
SGB6
Ms41-A

FR2759857A1
US5977440A

AMS
Mir1

WO2005122751A1

MYB DNA
结合转录因
子
酚氧化酶

JP2008022782A
WO2003100054A1
CN1523108A

NACK1、
NACK2
—

CN101824421A

GhSERK1

CN102766631A
US5981833A
WO2003057859A2

OsSPX1
—
线粒体毒性
蛋白
RF4

WO2012047595A2
WO2013138289A2；
WO2013138309A1

—

杜邦

绒毡层特异性调控元件，创制
雄性不育系
控制育性，产生杂交种

GENE SHEARS
PTY LTD
BIOCEM
JIANG B

阻止转基因逃逸
编码玉米半胱氨酸蛋白酶，产
生雄性不育系
破坏花粉发育，创制雄性不育
植株

拉特巴大学

产生雄性不育植株

UNIV TOKYO
AGRIC
MACHIDA Y
中国农大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
术所
中国农大
爱荷华州立大学
康奈尔大学
陶氏益农

编码驱动蛋白样蛋白，创制不
育系
非编码RNA，调控花粉生长，
创制不育系
编码体细胞胚胎发生相关受
体激酶，创制转基因不育系
调节植物育性
核恢复基因，生产杂交种
恢复胞质不育系的育性
玉米C型胞质不育系的恢复基
因
编码非功能信号肽，增加产
量，减少雄性不育

杜邦

注：表中“—”表示专利公开文件中未进行明确说明（下同）
。

花粉发育相关的基因在花粉/花药中的组织特异表达，需要花粉/花药特异表
达的相关调控因子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正确调控，因此启动子的克隆也是创制
不育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启动子克隆技术中，主要内容包括组成型或花粉/花
药特异性启动子的分离、调控育性相关基因表达、制备转基因植株等，孟山都公
司在该技术点中申请了 5 项专利，涉及了启动子克隆和将其用于制备高表达量的
转基因植株。目前已在玉米、水稻、油菜和烟草中克隆多个组成型或组织特异性
表达的启动子，如 actin2、RS81、RS324、LeFRK4、pMAC2 和 pMAC20 启动子
等（表 19）。
其他技术的申请量为 82 项，这些技术包含了传统杂交、高通量花粉采集、
处理杂交种子的体系和方法、化学杂交剂的使用等。
表 19 相关启动子专利申请情况
公开号
WO2000070067A1

启动子名称
actin 2

申请机构
康奈尔大学

内容
用于转基因，控制外源基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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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2000070068A1；
WO2000073474A1
WO2000070066A1
WO2001070778A2
WO2002057471A2
WO2000026389A2
US20050155114A1；
US20080047039A1；
US20080047038A1；
US20080051570A1
WO1999042587A1
WO2000068403A2

CN101532015A
CN102010864A
US5086169A
CN102286486A
WO2007116394A2
CN103725677A
WO1992013957A1
WO2000077187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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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81

孟山都

RS324
富含甘氨酸蛋
白启动子
F16BP 醛缩
酶启动子
花药特异转录
胁迫诱导启动
子

孟山都
孟山都

制备转基因植物，提供高水平表
达
提高转基因表达
用于转基因表达

孟山都

产生转基因植株

先正达
孟山都

产生转基因雄性不育植株
产生转基因植株

花粉特异性启
动子
pMAC2 和
pMAC20启动
子
花药绒毡层和
花粉启动子
花粉特异性启
动子
花粉特异性启
动子
花粉特异性启
动子
LeFRK4启动
子
组织特异性启
动子
花药特异启动
子
花粉和花药特
异启动子

先正达

产生雄性不育植株

BIOGEMMA

绒毡层特异性启动子，用于产生
雄性不育植株

中国农大

产生雄性不育植株

安徽农大

产生雄性不育植株

纽约州立大学

产生雄性不育植株

中科院遗传发
育所
ISRAEL
STATE
北京大北农

产生雄性不育植株

拜耳
FREISTAAT
BAYERN

创制雄性不育植株
表达异源核酸序列。
调控雄性不育或雄性育性恢复
基因表达
制备雄性不育植株

从技术改进目的看，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创制或保持不育性、调控基因表达
以及杂交制种方面，申请量分别为 125 项、76 项和 51 项，所占比例依次为 46.6%、
28.3%和 19.1%。其中在创制或保持不育性方面，基因工程包括基因/启动子克隆、
相关表达载体的构建、基因或启动子改造以及遗传转化等方面的专利数量最多，
共 95 项，其他技术申请为 30 项；在调控基因表达方面，专利都集中在基因工程
的各项技术中，共申请了 77 项；在杂交制种方面，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其他技
术上，共 49 项，另有 2 项表达载体构建的专利申请。相比而言，恢复育性、阻
止基因漂移以及基因分型或鉴定等方面专利申请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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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潜在知识产权风险分析
知识产权风险判断以中国为考虑对象，即看中国在特定技术研发方面是否存
在风险，风险判断的原则是看国内机构的研发是否与国际竞争对手有一定的重叠，
如果重叠程度较大，则认为风险较高；没有重叠，则认为没有风险；居于二者之
间的认为风险较低。
对比分析玉米育性领域专利国际整体以及在我国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前三
机构的专利布局（表 20），在 7 个技术环节中，基因工程相关的环节如表达载体
构建、启动克隆、基因克隆等以及其他技术（主要为传统育种技术）的相关专利
申请数量、授权数量、专利权人数量和发明人数量较多；杜邦、孟山都和先正达
等主要竞争对手在上述环节均有较多的国内外专利布局，因此该技术环节对我国
而言有较高的知识产权风险；在遗传转化和分子标记等环节，国内外专利布局较
少，可能由于存在技术瓶颈（遗传转化）或相关领域（分子标记）专利保护力度
较小、易于被竞争对手模仿和改造、多以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等原因。
表 20 玉米育性技术知识产权风险分析
技术内容
申请数量（件）
申请数量（项）
授权数量（件）
发明人
申请机构
主要申
杜邦(67)
请机构 孟山都(28)
（项） 先正达(20)
在华主
杜邦(11)
要申请
先正达(9)
机构
孟山都(6)
（项）
中国农大(6)
我国主
北京大北农
要申请
(6)
机构
河北冀南种
（项）
子公司(4)

基因或启
动子改造

表达载
体构建

启动
子克
隆

基因克
隆

遗传
转化

分子
标记

其
他

89
13
10
89
67
4
1
1
1
1

366
63
94
193
90
18
8
8
3
5

144
27
41
86
34
1
8
4
1
2

485
83
136
262
116
42
2
2
4
0

50
7
9
29
6
1
0
0
0
0

11
6
3
22
12
0
0
0
0
0

354
82
87
217
88
7
9
6
2
1

0

3

0

1

0

0

2

0

0

1

2

0

0

3

0

0

1

5

0

0

0

0

0

0

0

0

0

4

注：此处的件为单个专利数量，项为同族专利数量。

4. 玉米杂交制种技术分析—雄性/雌性不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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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优势在农业生产应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进行杂交种的高效制种。以雄
性不育为技术核心的杂种优势利用体系中，技术关键是解决不育系种子的批量繁
殖和杂交种子的规模化生产。因此，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发新型的分子设
计杂交育种途径，是杂交玉米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玉米杂交制种技术相关专利
内容主要涉及了以下三种技术[26]：
（1）利用花药融毡层特异性启动子/基因创造雄性不育系
有效利用隐性核不育系的关键步骤是将选定的隐性雄性核不育突变体的育
性恢复基因与其特异启动子连接，同时连接花粉致死基因及其特异的启动子，然
后转入到相应作物的雄性核不育突变体中。因此，该项技术的专利主要集中在绒
毡层/花粉特异启动子和育性相关基因的克隆等方面。其中，杜邦公司于 1995 年
公 开 了 一 项 玉 米 SGB6 基 因 的 花 药 绒 毡 层 特 异 调 控 元 件 的 专 利
（WO1995029247A1），该权利要求重点保护了专利涉及分离的 DNA 分子、含有
该分子的表达载体、含有该表达载体的植物细胞以及最后产生的雄性不育植株等；
先正达 1998 年公开了水稻花药特异性启动子序列信息（KR2000031106A）；法国
Biogemma 公司 1999 年公布了花药特异启动子 pMAC2 和 pMAC20 相关信息
（GB199910796A）；1999 年 FREISTAAT BAYERN 等公开了一项新的烟草花药
和花粉特异启动子用于制备雄性不育植株（DE29909998U）；中国农大 2009 年分
离到了一种新的花药绒毡层特异性启动子（CN200910080351A）；印度科学产业
研究理事会 2008 年公开了一项在花药绒毡层中表达 beclin-1 基因以创制雄性不
育植株的专利信息（IN2008DE2697A）。
（2）利用反义基因技术创制雄性不育系
目前该技术所公开的相关专利申请人主要集中在中国。深圳分子作物设计研
究所 2012 年公开了利用结构基因或调控基因反义基因创制不育系突变体的方法
（CN201210445558A）；中国农大于 2012 年公布了利用 OsSPX1 反义基因调控植
物育性的方法（CN201210253451A）；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2011 年公布了利用花粉
特异启动子表达反义基因以制备转基因不育系的方法（CN201110230473A）。
（3）条件型雄性/雌性不育系
该技术相关专利涉及了通过转基因喷施外源技术诱导不育系的育性恢复、利
用转基因编码的酶催化无毒物质转化为有毒物质诱导条件型雄性/雌性不育系等
[26] 叶冬.无花植物表达载体构建及功能验证[D].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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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孟山都于 2001 年公开了一项创制可逆型雄性不育植株的方法，即通过制
备细胞分裂素氧化酶转基因植株获得可逆型雄性不育（US2002326184A）；杜邦
于 2000 年公布了利用水稻 MLH1 同源基因制备可逆型雄性不育植株的方法
（US2000233124P）；先正达于 1997 年公开了一项利用条件雌性不育性生产杂种
种子的方法，包括制备包含与编码催化前毒素向毒素转化的酶的编码序列和组织
特异性启动子的条件雌性不育植株，将条件雌性不育植株与雄性不育植株间作，
向条件雌性不育植株施用前毒素，并且制备杂种种子等一系列过程
（US199739527P）。
杨艳萍，董瑜，袁建霞，邢颖（院文献情报中心农业情报团队）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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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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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专利申请趋势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专利申请[28]总体呈较快上升之势（如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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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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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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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son Data Analyzer（T
DA）、Thomson Innovation（TI）和 Innography；数据检索时间范围为 1963—2014 年。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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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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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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9 年专利申
请量波动明显：200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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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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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数量超过 500 件的国家有日本和中国；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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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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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的 71.5%，其次是欧洲和北美，分别为 14.6%和 12.0%，其余国家和地区均
不足 10%（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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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专利申请国家及区域分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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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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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主要国家（地区）专利技术研发活跃性

[29] 图（表）中：WIPO 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指欧洲专利局，下同。

知识产权动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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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和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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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
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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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主要机构专利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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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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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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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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矿业（18.9%）、化
工（14.2%）、工程建设（14.2%）、环保（10.4%）和工业制造（9.4%）。

图 23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主要机构申请人及其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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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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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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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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 重要机构专利申请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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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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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 专利申请机构专利申请的保护区域分布
国家/地区
日本

中国

机 构
中国科学院

63

美国

韩国

新加坡

欧洲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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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集团

27

三菱综合材料

27

住友水泥

25

四川农业大学

1

3

1

1

1

1

1

1

27

栗田工业

25

太平洋水泥

25

三菱重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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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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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所示[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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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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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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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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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国际专利申请整体技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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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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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个人与机构专利申请技术布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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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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工程疫苗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基因工程疫苗也称遗传工程疫苗，指使用重组 DNA 技术克隆并表
达保护性抗原基因，利用表达的抗原产物或重组体本身制成的疫苗。基因
工程疫苗是新型疫苗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医药领域的重点发展分支
之一。本文就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特点和重
要专利申请机构进行重点分析，获取当前基因工程疫苗技术的全球专利态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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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生物医药是在医药领域综合利用生物技术的产业，指运用微生物学、生物学、
医学、生物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利用微生物学、化学、生物化学、生物
技术、药学的科学原理和方法，基于生物体、生物组织、细胞、体液等制造的一
类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的制品，主要包括基因工程药物、诊断试剂、抗体药品、
血液制品和疫苗等。近年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力扶持本国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国也于 2010 年将生物医药列入了战略新型产业，《“十二
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生物医药行业”。
经过几年的发展，生物医药已经成为全球最活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与生物
医药相关的科研和产业信息服务也成为了快速增长的热点领域，由此积累了大量
该领域的专利与科学论文。
2015 年 5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 2025》规划。
《中国制造 2025》提出“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等九项战略任务和重点，聚焦“高档数控机床
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重点领域。
针对生物医药领域，
《中国制造 2025》重点列举了新机制和新靶点化学药、抗体
药物、抗体偶联药物、全新结构蛋白及多肽药物、新型疫苗、临床优势突出的创
新中药及个性化治疗药物等具体技术领域。为了更准确地探究生物医药领域的发
展现状，本次研究聚焦于基因工程疫苗技术领域。基因工程疫苗是新型疫苗的主
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医药领域的重点发展分支之一。
疫苗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疫苗时期，即通过观
察和经验摸索制备疫苗；第二阶段是现代疫苗时期，即利用病变组织制备灭活和
弱毒疫苗；第三阶段是基因工程疫苗时期。所谓的基因工程疫苗（gene engineered
vaccine），也称遗传工程疫苗（genetically engineered vaccine），指使用重组 DNA
技术克隆并表达保护性抗原基因，利用表达的抗原产物，或重组体本身制成的疫
苗。
2. 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数据来源：美国汤森路透科技信息集团（Thomson Reuters Scientific）的
Thomson Innovation 数据库和 ISI Web of Knowledge 知识平台中的德温特创新专
利索引（DII）数据库（检索日截至 2015 年 6 月）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
数据库（检索日截至 2015 年 6 月）。
分析工具：汤森科技信息集团的数据分析工具 TDA（Thomson Data 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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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homson Innovation）分析平台、中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系统 3.0、数据统
计工具 Excel。
3. 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由于基因工程疫苗技术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应用前景，中国、美国、欧洲、澳
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世界重要经济体争相对该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并相继
加大了对该技术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投入和保护。截止检索日，全球范围内基因工
程疫苗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共 4030 项，包含 6576 件专利申请[31]，申请时间趋势
如图 26 所示。
数据表明，全球基因工程疫苗技术专利申请总体态势可分为（基于最早优先
权年统计）：
（1）初步发展期（1968-1984 年）：自 1968 年起，基因工程疫苗技术开始引
起各国学者的关注，这一时期属于初步发展阶段，全球的相关专利很少，只有
29 件。
（2）缓慢增长期（1985-1994 年）：自 1985 年开始，各国学者逐步加大对基
因工程因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这一时期共申请了 483 件专利，平均每年 40 件
左右，但该时期专利数量的增长率并不高。
（3）快速增长期（1995-2003 年）：自 1995 年开始，各国对基因工程疫苗技
术的专利申请数量步入快速增长阶段，这主要有赖于对已有技术的借鉴和新研究
方向的出现，该时期共申请 2549 年专利，是前一阶段的 5 倍之多。
（4）震荡调整期（2004 至今）：自 2004 年开始，各国对基因工程疫苗技术
的专利申请数量步入震荡调整的阶段，该时期共申请了 3605 件专利，平均每年
300 件左右。专利申请数量于 2004 年出现了峰值，2007 年出现了低谷，随后进
入逐步调整状态。由于专利申请到公开最长有 18 个月的时滞，截止检索日，2014
年和 2015 年还有部分专利申请尚未公开。

[31] 专利“件”和“项”：同一项发明创造在多个国家申请专利而产生的一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系列
专利申请，称为同族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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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基因工程疫苗技术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4. 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特点
专利受理国/地区反映了技术接受地信息和该国家/地区的专利保护程度，是
相关技术和产品市场布局的重要参照，可以为区域间的技术保护提供有用信息。
根据专利申请国家/地区统计结果（图 27）可知，当前基因工程疫苗专利技
术主要来源于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国家，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只有少数国家涉
及与该技术相关的专利申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是基因工程疫苗最大的专利受理组织，这表明
基因工程疫苗具备众多的 PCT 专利申请，专利布局的国际化程度高，具备潜在
国际市场；中国和美国在基因工程疫苗专利技术上受理的专利数量相当，表明中
美两国是基因工程疫苗最重要的技术输入地，具备较大的数量优势和相当的研发
实力；欧洲专利局（EPO）的基因工程疫苗专利量位列全球第四，表明欧洲市场
也是重要的技术布局市场；其后依次是澳大利亚和日本，位列基因工程疫苗主要
技术布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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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基因工程疫苗专利申请的国家/地区分布

（1）重要国家/地区/组织受理量及时间趋势对比
1968 至 2015 年，WIPO、中国、美国、EPO、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对基因工
程疫苗技术的研发过程中，共受理了 3873 项专利，占全球基因工程疫苗相关专
利数量的 96.1%，是最为重要的技术输入国家/组织。
WIPO、中国、美国、EPO、澳大利亚和日本这六个重要国家/组织的专利受
理量趋势各有特点（图 28），但六个国家的总体专利数量与全球专利数量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其中，WIPO、美国和日本有关基因工程疫苗的专利出现时间最早，
为 1978 年；EPO 和澳大利亚分别自 1980、1981 年开始申请；中国自 1984 年才
开始受理基因工程疫苗专利。
WIPO、美国、EPO、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时序申请趋势相似，从 1994 年后呈
快速增长趋势，
于 2002 年至 2003 年达到峰值，随后出现一定范围内的震荡波动，
在 2006 年进入低谷；中国尽管对基因工程疫苗技术的受理较晚，但相关专利申
请量呈稳步增长的趋势，仅在 2003 至 2006 年有小幅波动，在 2010 年超过其他
几国，且以国内申请为主，这表明中国近年来的技术研发实力在逐步加强，并成
为重要的布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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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基因工程疫苗重要国家/地区申请量及时间趋势对比

（2）重要国家地区/组织专利技术构成对比
比较 WIPO、中国、美国、EPO、澳大利亚和日本六国的基因工程疫苗专利
技术布局（图 29），可以看出：
六个主要国家/组织在基因工程疫苗专利上的技术布局相似，对核酸、氨基
酸、序列标识符、宿主细胞、免疫反应、有机化学、融合蛋白等方面进行了重点
布局，对单克隆抗体、大肠杆菌、肿瘤抗原等方面的技术布局较弱。
核酸是六国专利布局的重点，WIPO 和美国远远领先于其余四国，日本和中
国较落后；氨基酸和序列标识符也是六国专利布局的重点，WIPO 和美国领先于
其余四国，日本与澳大利亚较落后。
除了核酸、氨基酸和序列标识符之外，各国专利布局各有侧重。WIPO 与美
国的专利布局基本一致，均对宿主细胞、免疫反应、有机化学、融合蛋白和单克
隆抗体等有较高的关注度，超过了其余四国；中国对表达载体、聚合酶链反应和
大肠杆菌等有较高的关注，超过了其余国家/组织；EPO、澳大利亚和日本对有
机化学、宿主细胞、肿瘤抗原、基因工程等有较高的关注。
各个国家可根据自身的专利布局特点，加大在布局重点上的专利投入，进一
步提升自身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可涉猎一些未布局的技术领域，增加自身的技术
覆盖面。

知识产权动态

178

图 29 基因工程疫苗重要国家的技术分布

5. 重要专利申请机构分析
（1）主要申请人竞争力比较
基因工程疫苗专利申请量前 10 位申请人中，美国占 5 席（美国卫生与公共
服务部（USSH-C）、宾夕法尼亚大学（UPEN-C）、葛兰素史克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GLAX-C）、路德维格癌症研究所（LICR-C）、加州大学（REGC-C）），中国
占 3 席（复旦大学(UYFU-C)、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UYPL-N)、中国农
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LANZ-N）），比利时占 1 席（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
（SMIK-C）），法国占 1 席（巴斯德研究所（INSP-C））
（图 30）。前 15 位申请人
中包括 6 家企业和 9 所科研机构。其中，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美国卫生与公
共服务部、复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申请量最多的四个机构，四个机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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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量占前 10 位申请量的 42.7%，是基因工程疫苗技术方面的领军机构。

图 30 工程疫苗重要专利申请人

（2）专利申请人集中度分析
技术垄断是指某经营者在某件产品或某类产品上拥有关键技术，该经营者通
过关键技术拥有权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局，从而达到生产此类产品的垄断权。这种
垄断权受到国家法律的界定与保护，通常是以专利的形式得到各国专利法的保护。
通过分析专利申请人集中度可以了解技术的垄断程度。基因工程疫苗相关专
利申请机构中（图 31），申请量位居前 10 的机构专利输出量占全球申请总量的
10.8%，前 20 家占全球申请总量 16.5%，前 30 家占 20.4%，前 100 家占 38.4%。
前 10 家机构中，从数量最多的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71 项），到数量最少的
巴斯德研究所（32 项）和加州大学（32 项），数量差距并未形成较大落差。可见，
基因工程疫苗技术并未形成少数几家机构的垄断之势，基因工程疫苗在机构层面
上属于相对分散的技术类型。

图 31 基因工程疫苗专利申请人集中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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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争专利权人技术特长与技术流向
比较 TOP10 机构的基因工程疫苗专利技术流向可以看出（图 32），在排名
靠前的 20 个国家中，各个机构的相关专利流向不一致，每个机构都有自身的特
点。
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和葛兰素史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分别在 20、19 个国
家申请了相关专利，具有最广泛的专利布局；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宾夕法尼
亚大学和巴斯德研究所在 18 个国家申请了相关专利，具有较广泛的专利布局；
路德维格癌症研究所在 17 个国家申请了相关专利，也具有一定的专利覆盖面。
这些机构有很强的专利保护意识，既注重相关专利在所属国的保护，也注重对其
他国家的相关技术进行专利保护。
复旦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分别在 3 个、2 个和 1 个国家申请了相关专利，这表明这四个机构在基因工程疫
苗方面主要侧重于在所属国申请专利，对国际专利保护意识较弱。
对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宾夕法尼亚大学、葛兰
素史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四个机构来说，WIPO 是其最重要的专利流向地，欧洲
专利局、美国、澳大利亚是其次重要的专利保护地区；对复旦大学、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三个机构来说，中国是其重
要的专利保护地区；对路德维格癌症研究所来说，美国是其重要的专利流向地；
对巴斯德研究所来说，欧洲专利局和美国是其重要的专利保护地区。

图 32 基因工程疫苗专利申请人技术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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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竞争专利权人技术布局重点
选取前 30 个技术关键词，比较 TOP10 机构对该 30 个关键词的布局分布（图
33）。布局显示，各个机构在基因工程疫苗专利上的技术布局差别很大，具体表
现为：
① 各机构在前 30 个技术关键词中涉及的关键词数量不同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涉及的关键词最多，数量为 20 个；宾夕法尼亚大学
和葛兰素史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涉及了一半以上的关键词，分别为 17 个和 15
个。这些机构在基因工程疫苗专利上的技术布局很广，可从多个技术角度与其他
机构竞争专利优势。其余 6 个机构涉及的技术关键词虽然不足一半，但仍然有较
广的专利布局，可从一些特定的技术角度与其他机构竞争专利优势。
② 各机构在前 30 个技术关键词中布局的重点不同
核酸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宾夕法尼亚大学、路德维格癌症研究所、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和巴斯德研究所这 6 个机构的专利布局重点，且宾夕
法尼亚大学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领先于其余 5 个机构。序列标识符也是美国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中国农业
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巴斯德研究所这 5 个机构的专利布局重点，且宾夕法尼
亚大学远远领先于其余 4 个机构。
除了核酸与序列标识符，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对免疫反应、病毒载体等有
较高的关注，超过了其他机构；宾夕法尼亚大学对氨基酸、抗原结合片段、制备
方法等有较高的关注，超过了其他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对表达载
体、酶链聚合反应有较高的关注，超过了其他机构。
另外，史克必成生物制品公司对有机化学、融合蛋白的关注较高，超过了其
他机构；氨基酸是复旦大学的专利布局重点；有机化学、氨基酸是葛兰素史克生
物制品有限公司的专利布局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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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基因工程疫苗专利申请人专利布局重点

6. 主要结论
（1）基因工程疫苗技术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应用前景，中国、美国、欧
洲、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世界重要经济体已逐渐加大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基因工程疫苗专利申请经过初步发展期、缓慢增长期和快速增长期，进入
震荡调整期；
（2）WIPO、中国、美国、EPO、澳大利亚和日本是最重要的技术输入国家
/组织。六个主要国家/组织在基因工程疫苗专利上的技术布局相似，均对核酸、
氨基酸、序列标识符、宿主细胞、免疫反应、有机化学、融合蛋白等方面进行了
重点布局，对单克隆抗体、大肠杆菌、肿瘤抗原等方面的技术布局较弱；
（3）基因工程疫苗技术并未形成少数几家机构的垄断之势，基因工程疫苗
在机构层面上属于相对分散的技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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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外专利申请机构不仅注重相关专利在所属国的保护，也注重对其他
国家的相关技术进行专利保护。复旦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作为中国主要的申请机构，在基因工程疫苗方面侧重
于在所属国申请专利，对专利保护的国际化意识较弱；
（5）重点机构基因工程疫苗专利上的技术布局差别很大。各个机构可根据
自身的专利布局特点，加大在布局重点上的专利投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技术优
势；同时也可涉猎一些未布局的技术领域，增加自身的技术覆盖面。
许海云，郭 婷，隗 玲（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知识产权团队） 分析撰写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以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为研究对象，基于德温特创新索引专利数据库（DII）
，
利用汤姆森数据分析器（TDA）等工具分析了超导磁储能技术的全球研究现状及发
展态势，包括专利申请的时序分布、领域技术主题、重点国家/地区及重点申请人的
专利申请与保护策略，以期为我国超导磁储能技术的研究与产业化发展提供参考。

超导磁储能（Superconducting Magnetic Energy Storage，通常也称为“超导磁
储能系统”）是一种利用超导体在低温环境下电阻为零的特性通过流经超导线圈
的电流来形成磁场，将电能以电磁能形式储存起来，需要时再将电磁能转换成电
能，返回电网或其它负载的储能装置和技术。
超导磁储能系统一般由超导磁体（超导线圈，超导磁储能系统的核心）、低
温系统（冷却系统）、磁体保护系统、功率调节系统（电力电子变流器）和监控
系统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32-33]。
与其它储能技术相比，超导磁储能具有转换效率高、响应速度快、使用寿命
长、易维护等特点，可以制成常规储能技术难以达到的大容量储能装置，还可以
制成运行于强磁场的装置，实现高密度高效率储能。作为一种具备快速功率响应
能力的电能存储技术，超导磁储能可以在提高电力安全、改善供电品质、增强新
能源发电的可控性、提升微电网性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与其它储能技术相
比，超导磁储能的缺点也比较明显：超导体材料成本及维持低温的费用较高。正
是这些不足限制了超导磁储能的大规模产业化应用。未来要实现超导磁储能的大
规模应用，仍需研究、开发具有更高临界温度的新型超导材料和低温冷却技术，
并在低温高电压绝缘技术、分布式超导磁储能及有效控制和保护策略等方面开展
[32] 中国储能网.超导储能系统（SMES）的构成及其工作原理.http://www.escn.com.cn/news/show-60661.ht
ml.
[33] 中国储能网. 什么是超导储能系统?. http://www.escn.com.cn/news/show-439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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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一步降低超导储能电站的投资和运行成本[34-35]。
本文以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为研究对象，从专利申请的时序分布、领域
技术主题、重点国家/地区及重点专利申请人的申请与保护等方面对超导磁储能
技术的国际研究现状、发展态势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我院在该领域的研发提
供参考。
1.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超导磁储能系统的概念是由法国科学家 Ferrier 在 1969 最早提出的，其初衷
是将超导磁储能用于调节和平衡法国电力系统的日负荷变化。40 多年来，超导
磁储能一直是超导电力技术应用研究的热点之一，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例如美国、
日本、德国等）在超导磁储能系统的研究开发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推动着超导磁储能系统的实用化进程和产业化步伐[36-37]。
通过在 DII 数据库中对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进行检索，共得到相关专利
（族）约 760 项[38]。从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年度申请数量的变化趋势（图 34）
来看，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就已经有了超导磁储能相关技术专利申请[39]。但在随
后的十余年间，全球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一直很少。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
日本东芝、日立、三菱电气等公司的发力，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申请才出
现实质性的增长，但受制于相关技术的研发进展，很快又有所回落。且随后 10
多年中，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年度申请数量一直徘徊在 30-40 项。直到进
入 21 世纪后，特别是 2005 年以来，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年度申请数量才
迈上新的台阶，近几年达到 80-90 项/年[40]。这表明超导磁储能技术的受关注程
度正在提升，但也反映出超导磁储能技术要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还尚需时日。

[34] 国家能源局. 能源科技热词：超导储能. http://www.nea.gov.cn/2013-05/21/c_132386128.htm.
[35] 中国储能网. 超导储能产品成本高 市场应用有限. http://www.escn.com.cn/news/show-60659.html.
[36] 杨艳芳. 电网用高温超导储能磁体的失超保护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37] 伍科. 高温超导储能磁体的失超检测与保护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38] 数据检索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9 日。
[39] 作者注：由于数据库收录等原因，最初的专利并没有检索到，因而图中没有反应出来。
[40] 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被 DII 数据库收录，会有一定时间的延迟，所以图中 2013 年、2014 的数据会
小于实际数据，仅供参考，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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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

图 35、图 36 分别给出了超导磁储能专利技术发明人及其相关技术条目（基
于 IPC）的年度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近 10 多年来，每年都有较多数量的新发
明人进入超导磁储能研究领域，该领域每年也都有一定数量的新技术条目出现。
这表明，目前超导磁储能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相对于超级电容器等其它储能技
术，超导磁储能技术的发展相对落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可以预期，在未来几
年中，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申请数量难以出现大幅跃升。

图 35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新发明人的时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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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新技术条目的时序分布

2.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技术主题分析
国际专利分类（IPC）是国际通用的、标准化的专利技术分类体系，蕴含着
丰富的专利技术信息。通过对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 IPC 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准
确、及时地获取该领域涉及的主要技术主题和研发重点。
本次检索到的 700 多项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共涉及 600 多个 IPC 分类号（小
组）。表 25 列出了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量大于 30 项的 IPC 分类号及其申请
情况，这些分类号涵盖了 560 多项专利，约占全部分析专利的 3/4。可以看出，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以下主题：
（1）超导磁体、超导线材的制备；
（2）超导磁电能存储系统；（3）超导磁体的冷却等。其中，超导磁体、超导线
材的制备仍是目前超导磁储能技术的研发重点，这也进一步表明超导磁储能技术
的大规模应用仍然有待超导体等基础技术取得重大进展或突破。
表 25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技术主题及其申请情况（申请量>30 项）
IPC分类号

申请量
（项）

分类号含义

近3年[41]申请量
占总量的比例

H02J-015/00
H01F-006/06
H01B-013/00
H01F-006/00
C01G-001/00
H01B-012/06
H01B-012/00

186
158
137
124
74
61
59

存储电能的系统
线圈，如绕组、绝缘、接线柱或外壳
制造导体或电缆制造的专用设备或方法
超导磁体；超导线圈
金属化合物的一般制备方法
在基体上或线芯上的薄膜或线
超导或高导导体、电缆或传输线

11.29%
39.24%
36.50%
33.06%
40.54%
47.54%
25.42%

[41] 由于 2014 年的专利申请多数都尚未公开，近 3 年指的是 2011、2012、2013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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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L-039/14

58

H01L-039/24

57

H01B-012/10
H01F-006/04
H02J-003/28

50
49
38

H01L-039/04

37

H01B-012/02

35

永久超导体器件
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包含在H01L
39/00组内的器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备
在普通导体中嵌入多根丝的
超导磁体、线圈的冷却
用储能方法在网络中平衡负载的装置
应用超导电性的或高导电性的器件的容
器、安装架
按其形状区分的超导或高导导体、电缆
或传输线

8.62%
38.60%
24.00%
53.06%
23.68%
48.65%
37.14%

3.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
图 37 给出了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 10 个国家/地区以及相关
专利受理数量较多的两个机构（欧洲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从专利申请
数量可以看出，全球超导磁储能相关技术的研发主要集中于日本、美国、中国、
德国、韩国、法国、英国、瑞士等国。其中，日本、美国和中国三国的超导磁储
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占到了全球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的 85%以上。特别是日本，其
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大约占到了全球申请总量的 2/3。可见，目前超导磁储能技术
的研发地域集中度很高，表明超导磁储能技术由于本身发展相对较慢，在全球范
围内的受关注程度仍然相对有限。
从专利受理数量来看，日本、美国和中国三国的超导磁储能相关专利受理数
量也是分别位列第 1-3 位。欧洲专利局（EP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两个机构的超导磁储能相关专利受理数量分别排在第 4 位和第 5 位。此外，德国
和韩国的超导磁储能相关专利受理数量也较多。表明这些国家/地区是超导磁储
能相关专利技术的重要保护区域和未来主要目标市场。

图 37 主要国家/地区/机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与受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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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给出了主要国家/地区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
可以看出，日本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起步很早，其年度专利申请量变化趋
势也是全球总体变化趋势的主导力量；美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虽然起步
早于日本，但其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与日本一直有较大的差距；德国的超导磁储能
技术专利申请起步也较早，在过去 20 多年中持续有一定数量的相关专利申请，
但相对日本和美国，其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一直较少；相对于日本、美国和德国，
中国进入超导磁储能技术领域较晚，不过近年来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较快，目
前已经超过美国，但与日本仍有很大的差距。此外，韩国进入超导磁储能技术领
域也较晚。

图 38 主要国家/地区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量年度分布

表 26 从专利数量、被引次数、专利族大小、保护区域数量、专利宽度（技
术保护范围）、PCT 专利申请数量、三方专利申请数量等几个指标对 8 个主要国
家/地区（日本、美国、中国、德国、韩国、法国、英国、瑞士）的超导磁储能
技术专利的质量及保护力度进行了对比。图 39 从专利申请数量（气泡大小）和
专利族平均被引次数、专利族平均保护区域数量三个维度展示了日本、美国、中
国等 8 个主要国家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质量和保护力度情况。横轴表示专利自
身的技术影响力，纵轴表示申请人对其相关专利地域保护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
日本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整体质量及保护力度都比较突出，其在被引 H 指
数、平均专利宽度、平均保护区域数量以及重点专利数量等指标上都有不错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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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美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虽然仅约为日本的 1/5，但其专利申请
的整体质量及保护力度非常突出。其专利总被引次数、平均被引次数、被引率、
平均保护区域数量等都大幅领先于日本，显示出美国在超导磁储能技术领域的研
究质量非常高，整体影响力很高。德国、法国、英国和瑞士四国的专利申请体量
很小，但他们都比较重视在全球范围内的保护。相比之下，我国和韩国的超导磁
储能技术专利平均被引次数都很低，专利的技术范围保护强度也明显落后于欧美
日，显示出我国和韩国，特别是我国的相关研发工作和专利申请质量亟待提升，
专利权人对专利技术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识也有待增强。
表 26 主要国家/地区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质量及专利保护力度对比
国家

日本

专利族数量
总被引次数
平均被引次数
被引率
被引H指数
平均专利族大小
专利族大小H指数
平均保护区域数量
保护区域数量H指数
平均专利宽度
专利宽度H指数
PCT专利数量
三方专利数量
美国专利数量

500
585
1.17
36.20%
11
1.91
9
1.41
6
3.03
9
27
37
66

美国

中国

德国

韩国

法国

英国

瑞士

98
809
8.26
78.57%
15
3.35
9
2.62
7
2.82
7
29
16
95

78
49
0.63
35.90%
3
1.29
2
1.09
2
1.67
3
3

28
69
2.46
46.43%
5
3.50
6
2.86
5
3.96
6
13
6
10

22
13
0.59
36.36%
2
2.23
3
1.55
3
2.09
3
2
1
5

11
13
1.18
45.45%
2
3.91
5
3.36
4
2.55
4
7
4
6

8
38
4.75
75.00%
3
4.00
3
3.38
3
4.88
3
4
1
6

7
8
1.14
42.86%
2
4.43
3
4.14
3
3.57
4
4
1
1

2

图 39 主要国家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质量对比气泡图

4.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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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人可以分为企业、个人、大学、科研机构四种
类型。其中，企业是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申请主体，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占
比达到 80%。个人、大学、科研机构三种类型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比大致接
近。从主要国家情况来看：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是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的绝
对主力；在中国，企业的相关专利申请量仅约占 1/4，科研机构的相关专利申请
量也约占 1/4，而高校的相关专利申请量大约占到一半。
表 27 列出了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居前的一些申请机构及其专
利申请的时间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日本机构最多（18 个），申请量最多的前 10
个机构中，日本占据了 8 家。其次是中国（1 个）、德国（1 个）。
表 27 主要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机构及其专利申请时间分布情况
专利申请人
日本东芝
日本住友电气
日本日立
日本藤仓
日本三菱重工
日本中部电力
中国科学院
德国西门子
日本古河电工
日本三菱电机
日本富士电机
日本国际超导技术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
美国超导公司
美国通用电气
韩国电气研究院
清华大学
瑞士ABB公司
日本九州电力
日本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
日本铁道综合技术研究所
德国卡尔斯鲁厄科研中心
日本神户制钢
日本昭和电线
日本东北电力
法国阿尔斯通
日本精工爱普生
中国国家电网

专利申请数量（项）
总量

2006-2014年

2000-2005年

2000年以前

108
67
65
44
30
27
18
18
17
17
15
15
13
12
11
8
8
7
7
7
7
6
6
6
6
5
5
5

48
51
16
28
5
22
18
2
13
3
7
11
12
6
6
6
8
1
5
6
5
1
5
6
1
5
0
5

23
1
10
13
4
9
0
4
2
3
6
6
1
6
2
2
0
3
1
3
4
4
1
0
0
0
1
0

55
16
44
13
23
5
0
13
4
12
5
2
0
5
6
1
0
3
1
1
1
3
1
0
5
0
4
0

具体来看，日本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的机构包括东芝、住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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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日立、藤仓、三菱重工、中部电力。其中住友电气（超导线材的制备；超导
体冷却）、东芝（超导磁电能存储；超导线材的制备；超导体冷却；SMES 功率
调节等）、藤仓（超导线材的制备）、中部电力（超导线材的制备；超导磁电能存
储）、日立（超导磁电能存储；SMES 功率调节；超导线材的制备）近几年的相
关专利申请数量较多，而三菱重工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2000 年以前。此
外，日本古河电工（超导线材的制备；超导体冷却）、国际超导技术研究中心（超
导线材的制备）近年来也有较多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
美国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的两个机构是美国超导公司（AMSC，
包括其并购的 Superconductivity Inc.）和通用电气公司。美国超导公司的相关专
利申请主要集中在超导磁储能在电网系统中的应用，通用电气的相关专利申请主
要集中在超导磁体冷却、功率调节等。2000 年初，两公司联合，使得用于提高
电网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分布式超导磁储能系统（D-SMES）产品得以迅速推广。
中国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的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华中科技大
学、清华大学和国家电网。其中，中国科学院的超导磁储能相关技术研发和专利
申请主要集中在电工研究所。该所是我国最早从事超导磁储能技术研发的机构之
一，早在 1997 年就研制出了一台 300A/220V、25kJ 的 SMES 试验装置。主要相
关研发团队包括：肖立业研究员团队和王秋良研究员团队。华中科技大学的超导
磁储能相关技术研发和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团队：
（1）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院超导电力研究中心的唐跃进教授团队，该团队参与了高温超导磁储能系统
（SMES）试验研究（863 计划），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超导磁体制冷系统、
超导磁体支撑系统以及超导储能技术的应用等；
（2）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应用电
子工程系的彭力教授团队，该团队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功率电子变换电路
（SMES 功率调节系统）。此外，该校与国家电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
究院）、南方电网（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北京云电英纳超导电缆有限公司）等
有较多的联合专利申请。
此外，韩国电气研究院和法国阿尔斯通近年也都有一定数量的超导磁储能技
术专利申请。
5. 小结
作为一种具备快速功率响应能力的电能存储技术，超导磁储能技术有望在提
高电力安全、改善供电品质、增强新能源发电的可控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
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上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东
芝、日立等日本公司的发力，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出现实质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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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又有所回落。进入 21 世纪后，特别是 2005 年以来，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
专利的年度申请数量开始迈上新的台阶。目前超导磁储能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
相对于超级电容器等其他储能技术，超导磁储能技术的发展相对落后，发展速度
相对较慢。超导磁储能技术要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尚需时日。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1）超导磁体、超导线材的制备；
（2）
超导磁电能存储系统；
（3）超导磁体的冷却。其中，超导磁体、超导线材的制备
仍是目前超导磁储能技术的研发重点，超导磁储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仍然有待超
导体等基础技术取得重大进展或突破。
全球超导磁储能相关专利技术的研发主要集中日本、美国、中国、德国、韩
国、法国、英国、瑞士等。目前，超导磁储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受关注程度仍
然相对有限，研发地域集中度很高，日本、美国和中国三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
利申请数量占到全球申请总量的 4/5 以上。我国进入超导磁储能技术领域相对较
晚，虽然近年来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较快，超过了美国，但与日本仍有很大差
距。此外，我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研发工作和专利申请质量以及专利申请人对专
利技术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识都亟待提升。
我国受理的所有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中超过 3/4 的申请来自国内。由于
我国超导磁储能相关技术研发起步较晚，我国早期受理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来自
国外。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较早就在我国进行了相关专利布局，并对其相关专利
进行了较好的维护，而且在过去 10 多年中不时有新的专利申请，表明美日两国
企业对我国超导磁储能相关市场在持续关注。此外，就目前而言，在几种主要的
规模储能技术中，我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在超导
磁储能技术这样一个尚处于发展阶段，但未来发展潜力被研究人员和业界普遍看
好的新型储能技术领域中，我国面临着很大的机遇，也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一技
术在我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引导和项目的支持，需要官产学
研通力合作。
马廷灿（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 分析撰写

石墨烯材料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石墨烯是近年来重大的科学发现，由于其特殊的纳米结构以及优异的物理化
学性能而在电子学、光学、磁学、生物医学、催化、储能和传感器等领域展现出巨大
的应用潜能，科学界和产业界都对其高度关注。世界各国也将石墨烯及其应用技术作
为长期战略发展方向，以期在由石墨烯引发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占据主动和先机。本
文拟从专利计量分析的角度，揭示石墨烯领域的专利活动现状和区域布局情况，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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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烯材料所涉及的技术领域核心技术进行初探，对国内外重点研发机构进行分析比较，
为科技决策和课题研究提供参考。

1. 背景
石墨烯[42]（Graphene）是一种由碳原子以 sp2 轨域互相键结成六方蜂巢晶格
的平面结构，其厚度只有 1 个碳原子厚，C-C 键长约为 0.142nm，C-C 之间夹角
为 120°。石墨烯出现在实验室中是在 2004 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家安德
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通过微机械剥离的方法成功地从石墨中得到了
石墨烯，两人因此于 2010 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43]。自 2004 年被发现
以来，石墨烯因其特殊的纳米结构以及优良的力学、光学、热学、电学和化学性
能被广泛应用，在超轻材料、触摸屏、晶体管、电极、传感器、生物医学和海水
淡化等众多领域均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能，其理论科学研究和产业化发展持续升
温。

图 40 石墨烯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2. 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数据来源：美国汤森路透科技公司 TI 平台（Thomson Innovation）的增值专
利信息数据库（DWPI 和 DCPI），检索日期截至 2015 年 10 月。分析工具：汤
森科技信息集团的数据分析工具 TDA（Thomson Data Analyzer）、TI 分析平台
和数据统计工具 Excel。
3. 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在本质上，石墨烯是分离出来的单原子层平面石墨。早在 20 世纪初科学家
[42] 曹也文. 功能化石墨烯的制备及在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中的应用[D].复旦大学,2012.
[43] 石墨烯是未来高技术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N]. 中国粉体工业,2014,2: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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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利用 X 射线对晶体的散射发现了石墨烯的特色，但石墨烯一直被认为无法在
非绝对零度稳定存在。直到 2004 年，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成功
地在实验中从石墨剥离得到石墨烯，才证实其可以单独存在。
从石墨烯专利的年度变化趋势图（图 41）可以看出，全球石墨烯相关专利
的申请在上世纪末就已出现（1991 年，美国 GRAFTECH 公司发明了制备低表面
酸度插层石墨的方法），但随后发展较为平缓，处于技术萌芽期。2008 年，石
墨烯专利年申请量出现实质性的增长，特别是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
夫的相关研究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全球石墨烯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急
剧增加，石墨烯相关技术进入快速成长阶段。由于从专利申请到专利公开存在时
滞，2014 年数量有所回落。

图 41 石墨烯技术相关专利年代变化趋势（基于最早优先权年）

4. 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
全球 40 多个国家/地区在石墨烯领域均有专利申请，但主要集中在 4 个国家，
其专利申请量占总量的 91.89%，分别是中国（50.53%）、美国（17.81%）、韩
国（17.54%）和日本（6.01%）。其中，美国和日本对石墨烯的研究起步相对较
早，是最早进入该技术领域的国家，但日本的申请量增长速度相对美国较为缓慢。
韩国于 2005 年开展相关研究，专利数量增长较快，逐渐在国际上占据了一席之
地。相对而言，中国起步较晚，于 2007 年才有相关专利的申请，但增长速度最
为迅速，近 3 年年专利申请量均突破了 1000 件，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地区，位
居世界第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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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2 可以看出，排名前 10 位的技术来源国家/地区均在本国外的多个国
家/地区进行了专利布局，说明各国都非常重视石墨烯相关专利技术的保护。在 4
个主要专利技术来源国中，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海外专利布局相对较多，均占其
专利申请量的 30%以上，美国高达 50%，中国在国际市场虽然也有一定的专利
布局，但比例与其他 3 个国家相差较远，仅占其专利申请量的 2%。

图 42 石墨烯专利技术来源与技术市场国家/地区分布（基于优先权国）

5. 专利技术主题分析
通过对石墨烯相关技术专利基于 IPC 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其涉及的主要技术
领域和技术重点等。表 28 列出了石墨烯专利申请量超过 200 件的前 19 位专利技
术领域（基于 IPC 小组）及申请情况，可以看出，石墨烯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向：（1）石墨烯的制备，涉及化学气相沉积和氧化还原法等，主要分
类号包括 C01B-31/02、C01B-31/04、B82Y-30/00 等；（2）石墨烯用于制备电极
等，主要分类号包括 H01M-04/62、H01M-04/36、H01M-04/58、H01M-04/583、
H01M-04/38 等；
（3）石墨烯用于制备半导体器件、光电器件及场发射晶体管等，
主要分类号包括 H01B-01/04、H01B-13/00、H01L-21/336。
表 28 石墨烯专利申请量居前 19 位的技术领域分布

IPC分类

申请量

技术领域

涉及年份

近3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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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

（件）

C01B-31/04
C01B-31/02
C08K-03/04
B82Y-30/00
B82Y-40/00
H01M-04/62
B82B-03/00

2455
1331
1082
907
747
409
364

H01M-04/36

306

C23C-16/26
H01B-01/04

290
277
261

H01B-13/00
C08K-09/04
H01M-04/58
H01M-04/583
H01L-21/336
H01G-09/042
C09D-07/12
H01G-11/86
H01M-04/38

255
240
227
226
222
217
213
210

总量百分比
石墨
碳的制备
碳
用于材料和表面科学的纳米技术
纳米结构的制造或处理
在活性物质中非活性材料成分的选择
通过操纵单个原子、分子或作为孤立单
元的极少量原子或分子的集合的纳米
结构的制造或处理
作为活性物质、活性体、活性液体的材
料的选择
仅沉积碳
主要由碳硅化合物、碳或硅组成的
制造导体或电缆制造的专用设备或方
法
用有机物质处理的配料
除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以外的无机化合物
的
碳质材料
带有绝缘栅的
以材料为特征的
其他添加剂
特别适用于电极
元素或合金的

2001-2014
1999-2014
2002-2014
2000-2014
2000-2014
2001-2014
2001-2014

74.62%
61.38%
67.38%
64.61%
58.63%
74.08%
43.41%

2002-2014

76.80%

2000-2014
2001-2014

55.86%
41.52%
72.03%

2005-2014

2001-2014
2001-2014
2006-2014
2007-2014
2002-2014
2001-2014
2005-2014

80.00%
67.92%
66.52%
52.65%
58.56%
76.50%
85.92%
66.19%

通过 TI 的专利地图功能对石墨烯专利技术的研究布局进行分析（图 43），
不同山峰区域表示某一特定主题中聚集的相应的专利群，等高线山脉代表国际技
术研发重点，其重要程度用颜色区分，由浅咖啡色、灰色到白色，依次增强。石
墨烯专利的热点技术领域主要集中在：
（1）石墨烯及粉末的制备。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包括机械剥离法、液相或气
相直接剥离法、外延生长法、化学气相沉积法以及氧化还原法等 [44]，由于目前
的制备技术很难实现规模制造大面积石墨烯，因而发展高质量低成本规模化制备
石墨烯材料的绿色流程、工艺、技术和装备至关重要。
（2）用于能量转换与存储领域。石墨烯具有的高透光性、高电子迁移率以
及高热传导率等优异性能被应用于太阳能电池领域。同时石墨烯具有的表面积大、
电导率高、化学稳定性好及力学性能优异等优点，被应用于锂离子电池领域和超
级电容器领域。
（3）用于电子信息领域，主要集中在制备透明导电薄膜、薄膜晶体管、光
电器件等。石墨烯是一种没有能隙的半导体，可被用来制作具有无散射传输特性
[44] 何大方，吴健，刘战剑等. 面向应用的石墨烯制备研究进展[J]. 化工学报,2015,08:2888-2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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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频率晶体管[45]，此外因其优异的性能被认为有望取代铟锡氧化物，在柔性
显示领域表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4）用于复合材料领域，如导热/导电材料、复合纤维/碳纤维、树脂等。石
墨烯的高热导率、极强的韧性和润滑性使其为奇高聚合物材料的力学性能及耐磨
性能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5）用于传感器领域，涉及生物/化学传感器和物理传感器，如用石墨烯修
饰玻碳电极。石墨烯是构建高效、快速、灵敏检测的生物传感器的理想材料，由
于石墨烯优异的导电性能和化学性能可以固定多种生物分子，在免疫诊断、细菌
侦测与诊断等医学化学领域有极大的应用潜力。
（6）用于功能材料领域，涉及功能薄膜（石墨烯导热膜、石墨烯复合聚合
物功能膜等）、功能改性和掺杂改性等。

图 43 石墨烯专利技术总体研发布局

6. 专利主要申请人分析
全球石墨烯专利数据中专利申请量前 20 位专利权人中高校和研究所（13 家）
占 65%，说明石墨烯目前仍是一个新兴的技术领域，产业化程度较低。其中中国
包括 2 家企业和 10 家高校研究所在内 12 个机构，韩国包括 2 家企业和 3 家高校
在内 4 个机构，美国包括 2 个个人和 1 家企业，说明石墨烯技术在我国日益受到
重视，我国在该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科研投入。

[29] 许士才. 石墨烯的制备、表征及光电性质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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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石墨烯专利 TOP20 专利权人

从前 20 位专利权人合作关系图可以看出（图 44），JANG B Z（Bor Z. Jang）
和 ZHAMU A（Aruna Zhamu）合作强度非常高，两人合作申请了 111 件专利，
两人同为美国纳米技术仪器公司的创始人，也是该公司专利的重要发明人。韩国
三星集团与清华大学、IBM 公司、韩国成均馆大学、韩国高级科技学院、首尔
大学及 JANG B Z（Bor Z. Jang）和 ZHAMU A（Aruna Zhamu）间均存在合作关
系，与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合作强度相对较高。中国清华大学与鸿海精密仪器有限
公司之间的合作比较多。其余机构之间未共同申请专利，专利申请相对独立，中
国在该技术领域的合作相对韩国较弱。

知识产权动态

199

图 44 TOP20 专利权人间的合作关系

7.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石墨烯领域的国内外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借助分析工具对专利数
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石墨烯相关技术处于快速成
长阶段，但目前产业化程度较低。（2）石墨烯专利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韩
国和日本，中国起步虽然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近几年专利申请量大幅领先其他
国家，位居世界第 1 位，但海外专利布局相对薄弱。（3）从技术领域布局来看，
石墨烯专利主要集中在制备以及在能量转换与存储、复合材料、电子信息、传感
器等领域的应用。随着石墨烯产业化中技术难题如批量化生产和大尺寸问题相继
得到突破，产业化进程正在加快。（4）石墨烯专利申请人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
主，我国有 12 家机构位居世界石墨烯专利申请量前 20 位，说明石墨烯技术在我
国日益受到重视，我国在该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科研投入。
董

璐（院文献情报中心文献服务部）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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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科院第二批专利价值分析试点工作在京启动
为推动中科院的专利价值分析和评估工作，促进全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
升全院创新发展能力，2015 年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管理司委托在中科院开展专利价值分析试点工作。2015 年 6 月 16 至 17 日，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主办，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的专利价值
分析试点工作启动会暨中科院专利价值分析培训班在北京举办，来自于 58 个研
究所的 82 位专利价值分析试点单位及有意向申请下一批专利价值分析试点单位
的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员参加了培训班。
“技术解决问题、权力控制市场、企业实现价值”。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
理司市场管理处王双龙处长以这样一句精辟的语言展开了专利价值分析指标体
系建立的背景及理念的讲解；为搭建专利价值分析试点单位与金融机构、知识产
权服务机构的对接平台，中心邀请了水杉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向阳作《专利价
值实现》报告；专利信息检索是专利价值分析工作的基础，汤森路透产品与解决
方案部张帆总监将专利信息检索与专利价值分析结合起来，详细介绍了专利信息
检索在专利价值分析中的应用；政策与管理所肖尤丹副研究员带领学员一起解读
专利价值分析评价及报告撰写，从法律价值度、技术价值度和经济价值度三个维
度宏观把控分析报告撰写质量。
通过专利价值分析指标体系，研究所可以进行专利全周期管理，根据市场需
求培育高价值专利，针对不同价值度的专利进行差异化的运营策略，实现专利运
营收益的最大化。来自第一批专利价值分析试点所的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
究所技术转移中心张双益主任分享了成立研究所专利分类分级管理工作组、组建
专利价值分析专家数据库、建立分类分级管理标准化体系及分级分类专利在项目
评议、专利商业化应用等方面的应用。在专利分级分类的基础上苏州纳米技术与
纳米仿生研究所获得了 2015 年度江苏省高质量专利培育计划 300 万的资质项目，
并尝试将专利价值分析指标体系纳入研究所人事绩效考评改革体系。
中科院共有 10 家研究所入围第二批专利价值分析试点单位，分别为：科技
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兰
州文献情报中心、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成都生物研究所、理化技术研
究所、植物研究所、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遗传发育研究所，这 10 家研究所
分别汇报了各研究所总体试点计划、工作进展及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王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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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长现场答疑，并与参会人员展开研讨。
为丰富培训中心多样化的培训形式，在院人事局的资助下，张帆老师的《专
利信息检索及其应用》已录制成优质课程资源，届时将于 10 月份上传至中科院
继续教育网站上供大家学习。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638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0 日

“氨基酸产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与应用示范”
项目推进交流会召开
为推进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 计划）择优支持项目“氨基酸产
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与应用示范”的顺利实施，项目推进交流会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在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召开。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成
都文献情报中心主任方曙、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主任钟永恒、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副所长孙际宾、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K、科技促进发
展局知识产权处副处长周俊旭出席了交流会，项目部分相关研究人员参加了本次
会议。会议由方曙主持。
会上，项目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了各自承担子项目的实施进度、阶段性成果、
后期推进计划等内容。与会人员就氨基酸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氨基
酸专利侵权分析、知识产权服务模式机制、知识服务平台的架构和运维等方面展
开了深入交流，并针对项目的深入实施和成果推广提出进一步细化建议。科技促
进发展局知识产权处副处长周俊旭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强调在“面向国民经济
主战场”方针的要求下深化项目成果的推广。项目负责人、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
任方曙总结了交流形成的成果，要求按照时间节点完成项目任务。会议就下阶段
项目实施的时间节点达成了共识。
本次会议梳理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增进了各子任务的相互了解，进一步解析
了项目开展的难题，为项目的深入实施奠定了基础。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x/201507/t20150715_4393703.s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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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专利技术转化推介平台项目
中期专家咨询会在京举行
2015 年 6 月 18 日，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处组织召开了“中科院专利
技术转化推介平台”项目中期专家咨询会。会议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中科院大
连化物所、计算所、遗传发育所、微电子所、自动化所、政策所、过程所、上海
硅酸盐所、植物所以及中科院大学负责知识产权管理与研究的专家到会指导。
项目组介绍了中科院专利技术转化推介平台的设计思想和开发现状并进行
了平台演示。与会专家听取汇报后，对建设中科院专利技术转化推介平台表现出
极大的兴趣，对平台开发理念和思路表示赞同。从用户体验的改进、需求信息的
充实、与研究所工作的结合、利用互联网思维推广平台的理念、未来发展模式的
思考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中科院专利技术转化推介平台是中科院科技决策知识服务系统的组成部分，
由院文献情报中心负责建设。目前已经实现了案例行业的主要功能。此次专家咨
询对平台建设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指导意见，增强了将平台推向实用化的信心。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637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0 日

过程工程所举办
“美国专利申请、布局与运营策略”专题培训
2015 年 7 月 10 日，过程工程研究所举办了 2015 年知识产权专题培训第四
期“美国专利申请、布局与运营策略”，特邀资深美国专利律师薛之扬博士作为
授课专家，所内科研管理骨干、知识产权专员和学生等 40 余人参加了培训。
薛之扬博士详细讲解了美国专利保护的客体、申请的途径和程序、加速审查
的方法、应对创造性质疑的策略、专利运营的方式、许可合同的风险防控等知识，
并与在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薛之扬博士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执业的知识
产权律师，有十余年知识产权执业经验和深厚的技术背景。他曾参加数起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的 337 调查，并在 2013 年代理广药集团在美国王老吉商标的行政
诉讼中获胜。
继今年一月份和本次由日本专利律师岡部博史和美国专利律师薛之扬博士
分别讲授日本和美国专利申请与保护策略后，过程工程所将持续加强国际专利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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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与运营方面的培训，以引导及时进行专利的海外布局，推动研究所技术的跨国
转移。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rcjy/gz/201507/t20150714_4393467.s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0 日

国家专利审查员北京实践基地落户过程工程所
在中国科学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精神指引下，过程工程
研究所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系列创新举措频频获得中科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北
京市知识产权局的关注和肯定。9 月 28 日，过程工程所顺利获批国家专利审查
员北京实践基地，并举办系列专利审查员实践交流活动。
会上，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周砚授予过程工程所“国家专利审查员北京
实践基地”铭牌并听取了过程工程所知识产权工作汇报。周砚介绍，国家专利审
查员北京实践基地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强化专利审查员实践经验，提升审查员专
利审查综合能力，推动国家审查资源支持企业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此次
国家知识产权局共选派材料与化学部周荃等 5 名审查员进驻过程工程所开展为
期 3 天的实践活动。她表示，选择过程工程所成为审查员实践基地，是因为过程
工程所作为科研国家队和成果转化的先锋队，代表了过程工程领域科技创新与成
果产业化的最高水平，是材料与化工部审查员进行技术更新与学习实践的最佳基
地；同时，过程工程所作为北京市专利示范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卓有成效，通过
与审查员的充分交流，可以带动双方能力的提升，为过程工程所的专利前瞻部署
和质量提升带来有益效果。
过程工程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陈运法在讲话中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市知
识产权局、中关村知识产权局长期以来对过程工程所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与支持
表示感谢。他表示，此次过程工程所获批专利审查员实践基地，与专利审查员建
立起长效的沟通机制，必将对过程工程所专利质量与运用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极
大的促进作用。专利质量关乎国家利益，专利转化决定核心竞争力，过程工程所
正在积极探索专利策划、专利群运营的新模式，培育竞争优势，希望借此契机与
专利审查员们充分沟通，共同谋划，通过将科研创新、专利保护、专利审查与专
利运用有机结合，带动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长足发展。
在实践期间，过程工程所的技术专家为审查员详细介绍了多个领域包括空气
污染治理、绿色化工、锂电池材料和储能技术领域内技术的起源、发展路径、行
业应用现状和技术发展趋势，并实地参观考察实验室。审查员们也结合自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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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为过程工程所开展了专利撰写、专利挖掘等相关培训，并与所内知识产权专
员、科研骨干等进行了技术与知识产权的深入互动交流。
过程工程所作为北京市专利示范单位，面向过程工业领域的重大需求，确立
了“加强专利超前部署、围绕重大产出形成专利集群，探索多样运营模式、转变
无形资产成为有形价值”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目前专利申请总量 2845 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 2541 件，国际专利申请 135 件（含 PCT 申请）；授权专利总量 1513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335 件，国际专利授权 30 件；有效专利 1000 余件；2014
年中国发明专利授权数位列中科院第二位、全国科研机构前五，培养建立起一支
高水平的知识产权运营队伍，包括国家专利代理人 3 人、中科院院级知识产权专
员 6 人、北京市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人 40 余人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家型人民陪
审员 10 人，初步建立起“检索、分析、挖掘、风险预警、规避设计、保护、信息
传递、运用”一体化的专利运营模式，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在
全国科研机构名列前茅。过程工程所将充分利用审查员实践基地平台，加强与专
业审查队伍的交流研讨，推动以质量为核心、运用为宗旨的知识产权运营向纵深
方向发展，实现知识产权大所向知识产权强所的转变，引领过程工业技术创新。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661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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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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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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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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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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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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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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管理贯标试点工作启动会”
在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召开
2015 年 11 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管理贯标试点工作启动会议在中
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学术会堂召开。会议由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
心主任穆荣平研究员主持，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司长雷筱云、中科院科技
促进发展局副局长陈文开致辞。来自中科院院内的 13 家首批贯标试点研究所以
及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多家单位的近
50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雷筱云在致辞中指出，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贯标工作对于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贯标工作要加强组
织领导，敢于创新实践，力求实际效果。陈文开在致辞中表示，科发局决定成立
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组，要求各试点所成立以所长为组长的贯标领导小组、以主管
副所长为组长的贯标工作组，保障贯标工作有效展开。随后，来自大化所、计算
所等单位的代表分别交流了本单位在贯标准备和工作推进方面的相关情况。中科
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刘海波研究员解读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要点。参会代表对贯标工作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
作为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承担的科发局年度重点任务，研究所
知识产权管理贯标是中科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二次合作议定书安排的重要工
作。此次启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化工作正式全面铺开。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m.ac.cn/xwzx/zhxw/201511/t20151120_4471053.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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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 2015 年度知识产权专员培训班
在北京成功举办
为更好地培养和遴选一批既懂科研又懂知识产权的骨干力量，推动我院知识
产权的质量提升和转移转化，受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委托，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
中心（以下简称研培中心）于 9 月 19 日至 24 日在北京成功举办“中科院 2015 年
度知识产权专员培训班”。来自 65 个院属单位的 110 余位学员参加本次培训班。
政策与管理所党委书记、研培中心主任穆荣平出席开班仪式，并做《科研机构知
识产权全过程管理》报告。
培训班邀请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等单位的 17 位专
家授课。培训课程围绕专员考试涉及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政策》、
《专利申
请、审查、复审、无效与诉讼》、《知识产权检索利用与知识产权分析报告撰写》
和《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与经营》四门科目展开。
研培中心自 2008 年开始组织院知识产权专员培训和考试，目前我院已有 88
个院属单位的 205 位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获得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知
识产权人才队伍已初具规模。
为反映最新的形势发展和政策要求，研培中心根据科技创新成果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对科研机构知识产权工作的要求，结合知识产权专员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组织编写了一套具有中科院特色的知识产权专员教材，在培训班上发放给学员使
用，并向学员征求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教材更加符合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工作特
点，满足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培训需求，达到培训实务型知识产权人才的目标。
中科院 2015 年度知识产权专员考试将在 11 月下旬举办。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zscq/gzdt/201510/t20151008_4433556.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2 日

中科院 3 家机构入选
2015 年国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创建机构
10 月 14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 2015 年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创
建机构名单，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兰州文献情报
中心获批入选。
2013 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分析评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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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意见》和《知识产权分析评议工作指南》精神，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分析评
议服务在推动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支撑政
府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按照“分类管理，扶优扶强，
供需促接，能力培养”的工作思路，连续三年开展了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
创建机构的培育和评选工作。
截至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创建机构共有 93 家，中科院有
8 家机构先后入选。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663
http://www.llas.cas.cn/xwzx/kydt/201510/t20151020_4441717.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2 日

中科院 13 件专利入围
第十七届中国专利优秀奖预获奖项目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示，根据《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第十七届中国
专利奖共评选出中国专利金奖预获奖项目 20 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预获奖项目
5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预获奖项目 507 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预获奖项目 57
项，公示期为 2015 年 10 月 20 日至 26 日。
中科院有 13 件专利入选中国专利优秀奖预获奖项目，详见表 30。
表 30 第十七届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科学院获奖项目
公示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ZL03137773.4

异丁烯或叔丁醇氧
化制甲基丙烯醛新
型催化剂的制备及
其应用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

32

ZL200410046393.6

一种四路服务器主
板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

70

ZL200610023147.8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
命科学研究院

144

ZL200810226740.1

164

ZL200910048849.5

D-氨甲酰水解酶的
突变体及其应用
一种多元复合金属
氧化物除砷沉降剂
及其应用方法
一种高纯二氧化碲
单晶及制备方法

20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中试基地、中国科

发明人

张锁江、王蕾、赵
威、李桂花
孙凝晖、历军、聂
华、孟丹、胡鹏、
解利伟
姜卫红、姜世民、
杨蕴刘、杨晟
曲久辉、王洪杰、
刘锐平、刘会娟、
兰华春
葛增伟、朱勇、吴
国庆、殷学技、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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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ZL200910235339.9

214

ZL200910237770.7

221

ZL200910248840.9

328

ZL201110030877.1

364

ZL201110181015.9

437

ZL201210144445.8

456

ZL201210247969.X

476

ZL201220343710.0

半导体器件及其制
造方法
一种在临氢条件下
一乙醇胺和氨转化
为乙二胺的催化剂
一种用于激光拼焊
的间隙补偿方法及
实施该方法的装置
一种秸秆半纤维素
制备生物基产品及
其组分全利用的方
法
电性源瞬变电磁法
全场区探测方法
具有微流道结构的
放电腔及气体激光
器
一种水性砂浆改性
剂及其制备方法与
应用
一种磁浮式门机装
置

学院上海硅酸盐研
究所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
研究所

林耀、赵寒冰、顾
李臻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丁云杰、吕元、严
丽、程显波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
动化研究所

朱思俊、朱天旭、
王琛元、高英美、
孙元、赵明扬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

陈洪章、王岚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
究院

朱慧珑

薛囯强、闫述、陈
卫营
刘斌、丁金滨、张
立佳、赵江山、周
翊、王宇

中科院广州化学有
限公司

吴昆、胡文光、吕
满庚、练锦添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
料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

黄彬彬、廖有用、
张驰、张杰、周杰、
陆彤、舒鑫东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sipo.gov.cn/tz/gz/201510/t20151020_1191101.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7 日

中科院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京举办
专利检索与分析实战辅导班
2015 年 10 月 27 日至 30 日，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
业务管理部联合举办“专利检索与分析实战辅导班”，会议由中科院文献情报中
心承办。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业务管理部研究处张小凤处长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
心黄向阳主任分别致开班辞，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相关同志参加结业式。来自
中科院研究所近 100 位一线科研与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参会。
本次检索与分析实战辅导班是培养科研一线专利信息利用人才、提升研究所
专利信息利用能力的一次有益尝试。辅导班面向研究所专利检索与分析的实际需

知识产权动态

210

求设置课程，内容涵盖专利分析概述、专利检索、专利互联网免费资源应用、数
据处理、专利分析与图表制作以及专利分析报告撰写，由老师授课讲解、线上线
下辅导、学员分组练习、集中汇报交流、老师逐一点评等环节组成。通过实战辅
导，各组学员圆满完成了专利检索与分析需求，在实战过程中，初步掌握了专利
信息检索与分析的思路、方法和技巧，为在科研活动中更有效利用专利信息、服
务科研创新奠定了基础。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zscq/gzdt/201511/t20151109_4455512.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13 日

中科院 12 项专利获“第十七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
2015 年 11 月 27 日，第十七届中国专利奖评选揭晓，我院今年共有 12 项专
利获得中国专利奖（表 31），科技促进发展局获中国专利奖优秀组织奖。获奖专
利在专利技术的创新性、专利文本的撰写质量、权利的稳定性和产生的技术创新
作用方面表现突出。
表 31 2015 年中国科学院获得“第十七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详情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权人

发明人

一种磁浮式门机装置

ZL201220343710.0

中国科学院宁波
材料技术与工程
研究所

黄彬彬、廖有用、张
驰、张杰、周杰、陆
彤、舒鑫东

具有微流道结构的放
电腔及气体激光器

ZL201210144445.8

中国科学院光电
研究院

刘斌、丁金滨、张立
佳、赵江山、周翊、
王宇

电性源瞬变电磁法全
场区探测方法

ZL201110181015.9

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

薛囯强、闫述、陈卫
营

一种秸秆半纤维素制
备生物基产品及其组
分全利用的方法

ZL201110030877.1

中国科学院过程
工程研究所

陈洪章、王岚

一种用于激光拼焊的
间隙补偿方法及实施
该方法的装置

ZL200910248840.9

中国科学院沈阳
自动化研究所

朱思俊、朱天旭、王
琛元、高英美、孙元、
赵明扬

一种在临氢条件下一
乙醇胺和氨转化为乙
二胺的催化剂

ZL200910237770.7

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

丁云杰、吕元、严丽、
程显波

半导体器件及其制造
方法

ZL200910235339.9

中国科学院微电
子研究所

朱慧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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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纯二氧化碲单
晶及制备方法

ZL200910048849.5

上海硅酸盐研究
所中试基地、中
国科学院上海硅
酸盐研究所

葛增伟、朱勇、吴国
庆、殷学技、唐林耀、
赵寒冰、顾李臻

一种多元复合金属氧
化物除砷沉降剂及其
应用方法

ZL200810226740.1

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

曲久辉、刘会娟、王
洪杰、兰华春、刘锐
平

D-氨甲酰水解酶的突
变体及其应用

ZL200610023147.8

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

姜卫红、姜世民、杨
蕴刘、杨晟

一种四路服务器主板

ZL200410046393.6

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

孙凝晖、历军、聂华、
孟丹、胡鹏、解利伟

异丁烯或叔丁醇氧化
制甲基丙烯醛新型催
化剂的制备及其应用

ZL03137773.4

中国科学院过程
工程研究所

张锁江、李桂花、王
蕾、赵威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678
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2 日

中科院专利价值分析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为了加强院属单位对于专利价值分析的认识，提高专利价值分析实际操作水
平，推动我院加强知识产权资产管理，中科院专利价值分析培训班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至 4 日在北京举办，70 余位专利价值分析试点单位相关人员、院属单位
知识产权和科研项目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由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联合主办，院知识产权
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
本期培训班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天使投
资联盟、北京国之专利预警咨询中心、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集团、上海碧科
清洁能源公司的 7 位知识产权专家授课，培训内容涉及专利价值分析工作概述、
专利价值分析工作方法介绍、专利法律价值度分析、专利技术价值度分析、专利
经济价值度分析、专利价值分析评价及报告撰写、无形资产评估与专利价值分析
的组合等。 培训班采用理论知识教学和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学员们对专
利价值分析工作相关知识和实践技能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zscq/gzdt/201512/t20151208_4490992.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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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知识产权高级研讨培训班在京举办
为进一步提升院所两级知识产权管理、策划与运营能力，提高知识产权工作
对我院创新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由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的中科院知识产权
高级研讨培训班（专利信息检索与利用专题）于 2015 年 11 月 17 至 18 日在北京
举办。培训班由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60 余位院属单位主管知识产
权工作的科研和管理骨干及 30 余位地方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服务公司和企业
一线工作者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班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汤森路透、北京国之专利
预警咨询中心、联想集团的 5 位知识产权专家授课，培训内容涉及专利检索与信
息利用——检索方法与质量评价、专利挖掘与技术交底书撰写、项目立项中的技
术现状调研、技术研发中的专利信息分析与应用、知识产权分析报告撰写实务、
全球化竞争环境下的专利布局和交流研讨等。针对培训班学员普遍拥有较为丰富
的知识产权工作经验和一定的理论水平的特点，培训班侧重于实务操作层面，使
学员们对专利信息检索与利用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zscq/gzdt/201512/t20151202_4486490.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2 日

2015 年中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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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2 日，2015 年 8 月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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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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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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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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中科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结束
2015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来自于 56 个院属单位的 96 名考生在中科院学
术会堂参加了中科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考试由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院
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
为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我院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意见》的
精神，建设我院知识产权骨干队伍，提升院所两级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策划与
运营能力，我院于 2008 年在全国率先开展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已连续举办
了八年。通过培训和考试，我院共有 205 人具备了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院知识
产权专员队伍已初具规模,并在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了
我院知识产权工作向深层次发展，提高了知识产权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系统
化水平。本次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的成绩预计将在 12 月底公布，届时考生
可以在中科院知识产权网上查询成绩。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zscq/gzdt/201512/t20151202_4486485.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22 日

兰州分院组织承办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培训班
2015 年 7 月 13 日，根据科技促进发展局的统一部署，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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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专家团队支持，兰州分院具体组织承办的“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培训班”
在兰州开班。兰州分院副院长杨青春、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副处长周
俊旭、甘肃省知识产权局法规宣传处处长石红，以及来自兰州分院系统各单位和
甘肃省科学院、兰州理工大学、平凉市知识产权局、金川公司、西北矿院、白银
银光公司等单位代表共计 70 余人参加了培训。
杨青春在开班仪式上致辞指出，通过此次开展专业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讲授，
对有效降低研究所科技合作与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工作中的法律风险，进一步提升
研究所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科大法律与知识产权系主任李顺德教授
等六位专家分别就《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职务发明创造法律实务、对外科技
合作法律实务、知识产权许可和转让法律实务、知识产权投资入股法律实务、知
识产权诉讼法律实务以及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建设等内容进行了
详细介绍，并就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中的热点问题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交流互动。
7 月 16 日，国科大专家一行还在西高所对西宁两所及有关单位进行了专题
培训，西高所副所长陈世龙，西宁两所科研人员、科技管理人员和院地合作和技
术转移转化管理人员、研究生以及青海省知识产权局、国知局专利局西宁代办处、
青海省部分院所和企业代表共 50 余人参加了培训。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zscq/gzdt/201507/t20150722_4401484.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3 日

长春分院举办
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培训班
2015 年 8 月 11 日，由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长春分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承
办的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培训班在长春分院召开，共有来自长春分
院各所站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的 140 余人参会。
长春分院党组副书记李冰介绍了长春分院在构建科技服务网络体系工作中，
逐步发挥知识产权在科技创新中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促进知识产权应用的情况。
国科大人文学院法律系主任李顺德等六位专家就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职务发明创造法律实务、知识产权许可和转让法律实务等
知识和问题进行深入讲解，各位专家还在现场对参加培训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详细答疑。
此次集中培训与交流学习，将进一步提升长春分院系统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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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管理能力，使长春分院系统知识产权工作更好地适应国家和科学院对知识
产权工作的要求。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cb.ac.cn/xwzx2015/zhxw2015/201508/t20150813_4410766.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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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分院创新创业基地入驻成都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
10 月 21 日，成都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开街仪式在蓉举行，此次活动由四川
省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科技厅联
合承办。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相关负责人出席了开街仪式。
为积极响应四川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中科院成都分院已成为首
批入驻成都市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的科研机构之一，成为磨子桥创新创业联盟成
员单位，目前已组织中科院成都技术转移中心、中科院科技产品销售网络成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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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知识产权服务部、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基因检测试剂
盒研发团队等四个团队先期入驻。
四川省政府资政张作哈、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常务副厅长周孟林等参观了中科
院成都分院创新创业基地。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zkyzs/2015/10/24/yxdt/201510/t20151026_4445599.s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成都生物所小麦新品种中科糯麦 1 号通过审定
近日，经重庆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研究，成都生物研究所王涛研究员课
题组选育的小麦新品系糯麦 1718 已通过重庆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并正式定名为
“中科糯麦 1 号”。
中科糯麦 1 号是以自育全糯品系 W17（糯麦 W465/川麦 107）与自育高产抗
病品系 W18（W7268/硬粒小麦）的稳定杂交后代为母本，川麦 42 为父本进行杂
交，经系谱法选育而成。其优点是优质（全糯）、高产、抗病，增产幅度在 8%
以上，PPO 活性低，实现了优质高产抗病等多个优良性状的有机结合。全生育期
177 天，株高 78 厘米，矮秆抗倒伏性好，幼苗半直立，叶耳浅紫色，穗下节有
轻微蜡粉，生长势较旺，分蘖力强，成穗率较高，株型紧凑，落黄转色好。穗纺
锤形，长芒、白壳、红粒，籽粒卵圆形、粉质。平均亩穗数 20.8 万穗，穗粒数
40.7 粒，千粒重 45 克。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组成为：1, 6+8, 2+12。粗淀粉含
量 81.17%，其中支链淀粉占 99.49%，为全糯特种小麦，在食品加工与酿酒领域
具有大的应用前景。平均籽粒容重 782 克/升，粗蛋白质含量 13.14%，面粉湿面
筋含量 28.4%，沉降值 31.5 毫升，面团稳定时间 3.5 分钟。中抗条锈病，中感白
粉病和赤霉病。
中科糯麦 1 号于 2012 年和 2013 年参加重庆市区试，两年区试平均比对照渝
麦 7 号增产 8.41%，达极显著水平，2014 年生产试验较对照渝麦 7 号增产 10.14%，
5 点全部增产。
本研究得到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小麦新品种培育及资源高效
利用”和中科院“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先导科技专项资助。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648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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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与东方汽轮机公司
签订专利战略研究合同
11 月 5 日，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区域合作发展部主任肖国华一行
前往德阳市与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公司（以下简称“东汽集团”）就“重型
燃机专利战略和专利布局研究”项目进行会谈并正式签订技术合同书。之前，东
汽集团就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在与来自美国、北京、南京、
成都等地的七家单位的竞争中成功中标。
东汽集团是我国从事电站动力设备和新能源领域开发与制造的国有大型骨
干企业、我国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之一和四川省重大技术装备龙头企业，名
列全国机械工业企业百强。燃气轮机是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于一身的重大
动力装备，被喻为动力机械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该项目合同的签订，显示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贯彻落实我院新时期办院方针和
积极响应“中国制造 2025”发展要求取得重要进展。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将在国
家创新创业发展要求下，继续深入开拓联接科技与产业的信息与知识服务。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las.ac.cn/xwzx/gzdt/201511/t20151106_4455052.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13 日

广州能源所专利获澳大利亚发明专利授权
2015 年 7 月 20 日，广州能源研究所海洋能研究中心研究发明的“一种具有
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在澳大利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这
是广州能源所首个获得澳大利亚授权的发明专利。鹰式波浪能发电技术于 2012
年分别在中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四国申请了发明专利。截止 2015 年 7 月
20 日，该技术已获得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发明专利授权。目前该技术在英、美
两国的专利申请已进入实质性审查阶段。
PCT 国际检索报告显示“一种具有半潜船特征的新型漂浮鹰式波浪能发电装
置”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649
检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8 日

知识产权动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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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L 201310538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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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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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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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659
检索日期：2015 年 9 月 30 日

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双管齐下”
——中科院化学所科研成果转化纪实
作为我国化学界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顶尖“殿堂”，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在从
事基础化学研究的同时不忘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他们通过加强所地合
作，不断推动着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发展，践行着国家的科技兴国战略。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化学所副所长王笃金表示，化学
所科研成果转化的整体思路是围绕化学所的定位，针对国家战略需求以及社会进
步对科学技术的要求，以重大科研成果转化、为重点企业和地方政府服务为宗旨
来推动高新技术创新性研究和产业化，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
力量。
“作为以基础研究为‘阵地’的科研院所，中科院化学所始终致力于开展满
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新技术研究，并以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和为化学科学和
国家经济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为目标。迄今为止，化学所无论是在与大型央
企联手开展战略合作、大型化工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国有化上，还是在技术入股创
办公司、开拓市场方面皆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王笃金说。
与大型央企开展战略合作
近些年，中科院化学所在聚烯烃工程塑料和烯烃聚合高效催化剂、有机光学
材料、功能纳米界面材料、有机光导鼓、生物医用材料、聚合物基纳米复合材料
等领域重点开展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特别是在有机光导鼓的开发研制上，
化学所科研人员采用自行研制的高性能电荷传输及电荷产生材料，创新独特的涂
布技术，开发出了系列激光打印和复印技术中的核心部件——有机光导鼓，打破
了多年来由美、日等国形成的技术垄断地位。
“产品源于国家‘863’重大产业化项目，被科技部、商务部、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和环保总局四部委联合评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中科院化学
所科研成果转化办公室主任张建伟说。以此关键技术为依托，化学所以技术入股
的形式与中船重工合资成立了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实现了技术转化
和产品的产业化批量生产。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具备年产各类型号有机光导鼓
1800 万只、墨粉 6000 吨的能力，2014 年销售收入更接近了 4 亿元。
据了解，作为集现代功能材料、现代先进制造技术于一体的高集成、高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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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有机光电子信息产品，有机光导鼓广泛应用于激光打印机、数码复印机、激
光传真机和多功能数码一体机等现代办公设备中。“此次合作成功地将科研院所
先进的技术与中央企业雄厚的资金及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堪称
科研院所与央企合作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典范之一。”张建伟表示。
此外，化学所还先后与中石油、中石化、大唐煤化工、神华宁煤、中国印钞
造币总公司等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合作模式，共同开展聚烯烃高效催化剂的开发，
为推动丙烯聚合催化剂的国产化和高性能聚丙烯树脂及高性能薄膜开发作出了
重要贡献。
大型化工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国有化
“化学所先后与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丹化公司和上海浦景等合
作，成功将新型羰基化合成醋酸和醋酐催化剂应用于工业化生产，使我国醋酸和
醋酐工业核心技术具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张建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众所周知，醋酸是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而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我国并没
有掌握醋酸这种有机化工原料的核心技术。为此，中科院化学所科研人员研制出
系列新型高效羰基化催化剂，成功实现了醋酸、酸酐生产关键技术的国产化，综
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了解，仅江苏索普一家公司，2004 年至 2014 年便累计生产醋酸 778.54
万吨，累计销售额 240.34 亿元，累计利润实现 27.48 亿元，累计税收 12.47 亿元。
而其相关专利技术还获得了中国专利金奖（2007 年），“新型甲醇羰基化催化剂
的结构设计及工业应用”则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13 年）。此外，作
为国内唯一向海外转让的醋酸催化剂技术，实现了我国醋酸技术由输入变输出的
转变，被醋酸行业誉为“大型化工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国有化的代表”。不仅如此，
完善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更保障了我国醋酸产品出口的畅通渠道，打破了多年来
国际市场上形成的由英、美垄断醋酸核心技术的局面。
控股公司开拓市场硕果累累
“中科院化学所于 1984 年独资成立了北京科化化学新技术公司，主要面向
电子封装材料开展产品制造和市场推广，是国内最早从事环氧塑封料研发、生产
与销售的科技型企业。公司随后又与首钢集团等企业合作成立了北京科化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30 余年来，在国家‘七五’
‘八五’和‘九五’攻关计划以及‘863’
计划的支持下，连续创造出了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张建
伟介绍说。
坚持“将高新技术及科研成果向产品转化”的经营宗旨，北京科化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化学所雄厚的科研实力为基础，不断推出新产品，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电子级液体硅橡胶”还被评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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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重点新产品，而公司研发的“聚丙烯降温母粒”则获得了日内瓦世界发明博览
会银奖和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
2011 年，科化公司还面向长三角地区的客户需求，注册成立科化新材料泰
州有限公司，一期投产即实现产值 3 亿元。
“未来，根据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中国科学院‘三个面向、四个率先’
的战略定位，中科院化学所将及时调整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转化体制机制，面向国
民经济主战场，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王笃金充满信心地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5-10-12 第 6 版 进展)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662
检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2 日

苏州纳米所召开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
建设启动暨培训会议
10 月 28 日至 29 日，作为江苏省首批“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试点承担单
位之一，苏州纳米所召开了“纳米碳材料及其规模化应用技术高价值专利培育中
心建设启动暨培训会议”。
江苏省知识产局局长支苏平、苏州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施卫兵、苏州工业园
区知识产权局局长许文清、中科院科技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副处长周俊旭，苏
州纳米所副所长李清文、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张双益，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
任唐恒、苏州大学王建法学院教授董炳和，本项目的协作单位广州奥凯信息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峻岭，南京利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副总经理王锋等领导
专家，以及苏州纳米所纳米碳材料领域相关专家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苏
州市工业园区知识产权局处长滕文东主持。
李清文作主题致辞，张双益介绍了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项目的实施方案、项
目内容、计划及目标。周俊旭围绕中科院知识产权的整体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
以及针对所属各研究院所的支持与奖励措施作了介绍。唐恒就高价值专利培育的
方法路径以及其中的重点环节，结合自身多年研究经验发表了深入的见解。知识
产权法律专家董炳和教授也基于专利的法律属性对专利价值的影响同与会者进
行了分享。施卫兵和许文清代表苏州市和园区知识产权局表示，全力支持苏州纳
米所做好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工作，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圆满完成。
支苏平就江苏省知识产权的整体情况做简要介绍，对苏州纳米所的知识产权
工作的基础与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期望和要求。她希望苏州纳米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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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苏省首批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项目的七家承担单位之一，做好项目前期的设
计与规划，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全国首个《江苏省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组织实施
方案（试行）》
（苏知发〔2015〕63 号），创新工作模式，将科研工作、产业和市
场的发展有机融合，加强高价值专利的创造和成果的推广利用，让专利更好地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的提升。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就纳米碳材料技术、产业、研究所研究现状等情况进行
了进一步梳理，就项目阶段性工作进展及问题进行了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
的项目工作、运行机制，务求做到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反映、有记录、有负责、有
方案、有落实、有反馈，确保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的有效运行。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njb.cas.cn/xwzx/zhxw/201511/t20151102_4452594.html
检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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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E-PPAT、OECD 申请人
名数据库（HAN） 、APE-INV、EPO 全球专利法律状态数据库、OECD REG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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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OECD 三方专利家族数据库、NACE-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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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E-PPAT、OECD HAN 和
APE-I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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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year,
Count(Distinct t18.DOCDB_FAMILY_ID)/Count(Distinct t01.APPLN_ID) as
avg
From
tls218_docdb_fam t18 Inner Join
tls211_pat_publn t11a On t18.APPLN_ID=t11a.APPLN_ID Inner Join
tls212_citation t12 On t11a.PAT_PUBLN_ID=t12.PAT_PUBLN_ID Inner Join
tls211_pat_publn t11b On t12.CITED_PAT_PUBLN_ID=t11b.PAT_PUBLN_ID
Inner Join tls201_appln t01 On t11b.APPLN_ID=t01.APPLN_ID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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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1.APPLN_AUTH='FR'
Group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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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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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Dossier 涵盖五大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
Global Dossier 是由五大知识产权局，即欧洲专利局（EPO）、日本专利局
（JPO）、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以及美国专
利商标局（USPTO）合作推出的一项服务，用户被授权访问同一专利家族在五
个专利局的相关文件。用户可通过 European Patent Register 检索欧专局专利及其
同族专利申请，通过点击“Global Dossier”即可直接获得五大知识产权局提供的
同族专利申请的相关原始文件。而即便在同族专利不含欧洲专利申请的情况下，
用户也可通过 Global Dossier 读取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专利申请信息。目
前，Global Dossier 涵盖了以下专利申请数据（见表 32）：
表 32 Global Dossier 涵盖五大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
专利局

Global Dossier涵盖的数据

EPO

自1978年6月以来提交的欧洲专利申请

JPO

2003年后提交的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申请；2005年后进
入日本的PCT国际申请

KIPO

自1999年1月以来提交的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申请

SIPO

自2010年2月10日以来提交的专利申请

USPTO

自2003年1月以来提交的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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