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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 Ｐ３审查后试点计划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１日，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审查后试点计划（Ｐｏｓｔ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Ｐｉ
ｌｏｔ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Ｐ３计划）”来验证专利实践强化的影响，允许申请人在一项专利被
最终驳回还没有提交上诉申请之前，口头向审查小组进行陈述。Ｐ３计划结合了上
诉前简报会晤和ＡＦＣＰ２．０计划［１］（ＡｆｔｅｒＦｉｎ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ｉｌｏｔ２０）的特点，Ｐ３计
划的申请人还将有机会做出口头陈述说明意见。Ｐ３计划于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１日开始
实施，试运行６个月或收到１６００件诉讼申请截止，以先达到的为准。此外，要求每
个专利审查技术中心受理量不超过２００件，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专利审查技术中心
收到了２００件，而其他中心未接收２００件，Ｐ３计划也可能终止。

　　１．Ｐ３计划主要目标

（１）提升最终审查后的专利价值；
（２）减少提交给专利商标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的申诉和继续审查请求（ＲＣ

Ｅｓ）［２］的数量；
（３）简化申请人在最终审查期间的可选方案。

［１］ＡＦＣＰ２．０允许申请人在收到最终驳回意见后，在不提交继续审查请求的情况下提出权利要求修改请求。
［２］美国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当专利的申请与审查程序结束时，申请人可以在提出继续审查请求并缴纳规定
费用后，使申请案可获得继续审查的程序。

　　２．专利申请人参与Ｐ３试点计划的条件

（１）专利申请人必须要在提起申诉通知之前、最终审查意见寄出之日后的２个
月内，通过电子上传系统（ＥＦＳＷｅｂ）递交申请表；

（２）在递交申请时，还需要附上申请人自愿参与由审查小组组成的 Ｐ３会议的
声明；

（３）最终驳回的答复书依照美国专利审查程序（３７ＣＦＲ§１．１１６）规定不能超
过５页，且不能做任何修改；

（４）可选：对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提出的修改意见不能扩大其范围。

　　３．其他注意事项

（１）参与Ｐ３计划不需要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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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曾参与上诉前简报或 ＡＦＣＰ２．０计划提出合理请求的申请人不能参加 Ｐ３

计划；

（３）一旦Ｐ３计划申请受理，如果审查员未提出要求，专利审查程序不能介入；

（４）一旦Ｐ３计划申请受理，也不能提出参加上诉前简报或ＡＦＣＰ２．０计划。

　　４．Ｐ３计划运行流程

如果收到符合条件的Ｐ３请求，审查官将组织相关技术领域的合议组对 Ｐ３请

求进行审查答复。合议组将包括审查记录员、审查官和主要审查员。申请人可以

亲自参与或通过电话、视频会议参与。在会议中，申请人有２０分钟时间进行口头

陈述。会议结束后，合议组公布审查结果，包括三种情况：

　　（１）维持最终驳回

审理决议将说明受理、反对、拒绝或撤回的请求以及维持原判的理由。需要注

意的是，和任何最终判决后的上诉一样，在最终驳回后的六个月之内提出申请 Ｐ３

计划。因此，如果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应在以下截止日期之前：①决议通知寄送日

期；②最终驳回提出的日期。如果合议组不允许申请或重新起诉，申请人可以在法

定期限内递交上诉或ＲＣＥ继续审查以应对最终驳回。

　　（２）可授权申请

在可授权申请的情况下，决议通知附有可授权通知书。

　　（３）重新上诉

重新上诉的情况下，决议通知中会陈述被撤回的驳回申请并通知新的审理。

在新的审理结束前，申请人不能再提交申请。

除此之外，在适当情况下，在审查通知中可能出现修改建议。如果申请人接

受，申请修改结果将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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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加快抗癌药物专利审查和利用

为了响应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１月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的“癌症登月计划

（ＣａｎｃｅｒＭｏｏｎｓｈｏｔ）［３］”，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在“癌症登月计划”峰会期间出

台了“癌症免疫治疗试点项目（Ｐａｔｅｎｔｓ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加快抗癌药物的专利审查和专

利数据的利用。通过ＵＳＰＴＯ开发者交流中心（ＵＳＰ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Ｈｕｂ）平台的可视

化工具，识别癌症免疫学、病毒学以及联合治疗专利申请的未来有潜力的研发

趋势。

［３］Ｍｏｏｎｓｈｏｔ计划致力于加速癌症治疗的发展，促进新一代研发，免费开放数据以及增加患者获得治疗和临床
研究的机会。

此次，美国专利商标局与副总统拜登领导的癌症登月小组合作发起了以下两

个主要措施以支持“癌症登月计划”，并强调了此举将有可能打破创新的界限，加快

癌症预防、诊断、治疗方面的发展。

　　１．建立抗癌药物相关专利的快速审查通道

２０１６年７月将正式启动抗癌药物相关专利的快速审查通道，届时有关癌症治

疗的专利申请审查时间将会缩短一半，力求在１２个月或更短时间内完成。快速审
查通道将对包括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大学、大型制药企业以及已获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ＦＤＡ）临床试验批准的制药实体在内的所有申请人开放，已经向ＵＳＰＴＯ提交

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也有权选择加入。美国专利商标局每年受理各国约９００件癌症

免疫相关的专利申请，加速审查项目将有助于缩短抗癌创新治疗方法从概念到注

册审批的时间，使其更快的帮助到病人。

　　２．“地平线扫描工具（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ｏｏｌ）”利用专利数据支持抗癌研究与
投资

　　专利数据将于２０１６年９月通过ＵＳＰＴＯ开发者交流中心平台发布，用户可以在

研发早期对知识产权数据进行可视化，并把专利数据与其他经济和投资数据相结

合。最终，地平线扫描工具将说明抗癌治疗的新趋势，允许联邦政府、医疗、研究和

数据团体根据抗癌方法商业化的潜力，更加精确地运用资金，制定决策，在癌症投

资中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随着相关数据的公开，美国专利商标局的首席经济学家也将召集癌症专家、决

策者和数据科学家召开研讨会，探讨与识别知识产权数据的最佳利用方法，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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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数据来支持新的抗癌治疗研究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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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所：英国脱欧事件对欧洲知识产权的影响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美国律所 Ｂａｎｎｅｒ＆Ｗｉｔｃｏｆｆ总结了英国脱欧后将对欧洲知
识产权产生的四大关键影响。目前，英国公投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法律效力，只

有英国议会投票废除１９７２年《欧共体法（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ｃｔ）》，英国才能真
正脱欧。

　　１．专利权人仍然能够通过欧洲专利局（ＥＰＯ）获得英国专利授权

专利权人仍然可以通过ＥＰＯ的统一审查获得英国专利授权。通常，专利权人
想在欧洲多个国家寻求专利保护，只需向ＥＰＯ申请。一旦专利授权，专利权人可以
选择个别国家来进行专利授权或实施。由于ＥＰＯ独立于欧盟之外，欧洲专利申请
方面将不会受到英国脱欧事件的影响。此外，《欧洲专利公约》并未要求其成员国

必须是欧盟国家，英国作为该公约的成员国，只要专利申请在ＥＰＯ获得授权，专利
权人将仍可以认定其在英国的专利保护。

　　２．欧洲专利诉讼将基本保持不变

由于欧洲专利诉讼涉及到ＥＰＯ授予的专利权，而不是欧盟专利保护的一部分，
欧洲专利诉讼制度将不受影响。英国和德国法院因受理最多的专利诉讼案件闻

名，英德作为欧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在司法上寻求禁令不可避免。因此，英

德依然会是欧洲专利诉讼的主要地区，两国法院面向专利诉讼的相关业务也将继

续运行。

　　３．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将不再覆盖英国

英国脱欧事件将影响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在目前制度下，欧盟商标和外观

设计可以通过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申请。如果英国正式脱欧，英国现在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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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商标和设计将不再受ＥＵＩＰＯ的保护。未来英国很可能会实施一种制度来实现
当前商标和外观设计的过渡，但尚不清楚该制度将如何运行。因此，商标和设计的

持有人应该为采取适当的行动做好准备，以确保他们的权利在英国能够得到保护。

例如，专利权人可以通过《海牙条约》来保护某些英国的外观设计。

　　４．欧洲统一专利的命运尚不明朗，也不太乐观

由欧盟提出的统一专利制度让专利权人只用申请一次就能在欧洲获得专利

权，欧洲统一专利制度是欧盟的制度，与欧洲专利局不同，欧洲统一专利制度将受

到英国脱欧的影响。

由于英法德三国都想成为统一专利制度的强制缔约国，该制度的正式实施可

能会推迟。此外，由于英国脱欧使其脱离了统一专利制度，欧盟官员和成员国代表

将不得不重新协商协议的主体部分，这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有一些专家怀疑统一专利制度能否派上用场。例如，有的专家推测英国

脱欧后德国将变得更加强大；相反，也会有一些国家将被排除在外。新的统一专利

制度只有在至少１３个国家批准《统一专利法院协议》时才能生效，其中包括三个最
大的欧盟国家［４］。虽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卢森堡、马耳他、葡萄牙

和瑞典已经批准了该协议，但一些专家仍担心这些国家现在会一起选择放弃。

［４］此前三个大国是英法德，如果英国脱欧，其席位将转移给意大利。

同时，对于潜在的统一专利权人来说，失去英国市场使得获取统一专利的吸引

力减退，也因此更加难以吸引潜在的统一专利成员国。专利权人要想覆盖英国市

场，必须在为欧洲统一专利支付高额费用的基础上额外支付给英国费用，这样便降

低了统一专利预计的效益。

综上所述，英国脱欧对欧盟知识产权法规的影响仍有太多不确定性。尽管预

计英国脱欧对欧盟统一专利保护和实施的影响较小，但它很可能对统一专利制度

和商标设计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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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６专利行政报告：

知识产权支撑创新系统》

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６专利行政报告：知识产权支撑创新

系统》，提出以知识产权战略应对创新战略的全球性和复杂化，通过知识产权管理

来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并在专利审查质量、ＰＣＴ国际申请、商标和专利制度等方面

进行推进。该报告介绍了当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和趋势，日本专利局的专利工作

和支持措施，总结了日本专利局对全球知识产权环境发展所作的努力与贡献。并

免费开放本报告的统计数据、表格和材料。主要结论如下：

　　１．日本专利局致力于提升专利审查质量

日本一直稳步实施多项措施来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包括国际外观设计、新商标

法、知识产权信息传递、专利法修改以及专利审查标准修订等。日本计划在２０２３

年将专利授权时间压缩至平均１４个月以内。

　　２．日企积极开展海外业务，知识产权国际交易活跃

随着中国、印度、东南亚等新兴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快速成长，日企瞄准海外市

场，积极开展海外业务：（１）日企在海外的营业收入和员工人数均呈现增长趋势；

（２）２００９年之后，日本制造业企业在海外的研发费用逐渐增长，截至２０１３年，研发

费用高达５５０２亿日元，上涨９８％，创历史新高；（３）日企海外生产和研发投入不断

增多。

随着全球化进程，日企知识产权的国际交易也越发活跃。据统计，２０１５年日本

的技术贸易收支实现历史新高２．４兆日元盈利。日本技术出口最多的３个技术领

域中，运输用机械制造业收入占大半。技术贸易方面，运输用机械制造业中，日本

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收入占８８％。与此相反，在药品和通信领域，来自

海外子公司以外的交易收入比例更高。从交易对象所处地区来看，运输用机械制

造业和通信器械制造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收入较高，而药品制造在北美和欧洲收入

更高，只有极少来自亚洲。

未来日企在加速全球扩张时将包括新兴经济体，充分利用高科技知识产权的

许可和实施来确保自身收益，并将所得收益再投资，以促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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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专利侵权和仿制品侵害对策

随着新兴国家市场日益繁盛，日企面临专利侵权和仿制品的侵害，日本提出以

下对策：

　　（１）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和假冒伪劣产品

①重点打击危害顾客安全的相关仿制品。②利用专利诉讼和损害赔偿进行牵

制，防止伪劣产品的流通。③积极利用商标权开展诉讼和行政处罚。

　　（２）防止技术流出

①与交易方缔结技术使用保密协议，与员工签订保密合同。②将核心技术保

留于本国以避免技术流出，跟踪新兴市场技术引进的情况。③针对员工开展专利、

商标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培训；④在海外设立专业团队应对知识产

权纷争。

总而言之，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日企必须在他国也能受到稳定的知识产

权保护。日本专利局将加强会议协调和专利分类，通过与快速发展的东盟和印度

合作，在国际框架下构建全球性知识产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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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促进确保未来成长领域标准专利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８日，韩国召开了“第９届未来成长动力专门委员会”，韩国知识

产权局与未来创造科学部、产业通商资源部共同为确保韩国高附加值标准专利发

表相关推进方案，为标准专利战略、专利分析以及标准专利撰写等提供一站式的政

策服务，以达成专利成果标准化，实现韩国技术贸易逆差，成为标准专利第四强国。

此次参与会晤的相关部门一致认为有必要向对国家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未来

成长领域扩展标准专利，通过借鉴此前积累的经验，集中各部门推进以下工作：

首先，在研发课题立项到成果评价过程中，提高标准专利申请的可能性，以巩

固“研发专利标准”三者的关系。具体包括：（１）快速扩大标准专利战略布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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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标准专利，挖掘前景技术。针对项目的需求开展标准专利动向调查，未来将在１９

个未来成长领域义务实施动向调查，以确保项目中的标准专利。（２）制定出另一套

标准专利成果评价方案。识别最有可能成为标准专利的研发成果，通过集中支持，

从质的层面引导优秀专利成果创造。

其次，在国际标准化的舞台上开展战略性的专利标准化活动，确保韩国有能力

应对外国的标准专利战略，并构筑起符合国际情况的标准专利体系。具体包括：

（１）为了使产学研在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交申请时尽可能地包含韩国本国专利，韩

国政府将提供专利咨询，预测标准化的方向，通过专利布局确保标准化环境下的标

准专利。（２）针对已受理的标准专利案件，韩国的专利专家将及时提供专利分析并

制定战略对策，使标准专利的使用费最小化。

最后，针对中小型企业因时间和费用负担而无力申请标准专利的情况，政府建

立中小型企业标准专利育成体系。

韩国政府在过去６年里一直致力于为国际标准相关技术研发领域的中小企

业、大学及公共研究机构推动标准专利发展制定援助政策。目前，韩国持有的标准

专利技术由２０１１年的３００件猛增到７８２件，超过德国跻身世界第５。特别是在音

响领域，拥有国际标准专利的中小企业从１４家增长到２２家。

据报道，韩国政府计划在２０２０年成为全球标准专利第四强国，将首先以第５

代移动通信系统（５Ｇ）和物联网（ＩＯＴ）的国际标准化为目标，为此，韩国未来标准专

利专家人数将提高至现在的１．５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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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１５〕７１号），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根据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方案

主要涉及六大重点任务：一、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二、实行严格的知识

产权保护；三、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四、加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和风险

防控；五、提升知识产权对外合作水平；六、加强政策保障。分工方案将有助于加强

工作统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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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推动各项措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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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知识产权系列报告

【摘要】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日，美国政府问责局（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ｉｌｉｔｙＯｆ

ｆｉｃｅ，简称ＧＡＯ）发布知识产权系列报告：《提高专利检索能力，加强审查员监督》

（Ｐａ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Ｂｅｔｔｅ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ｓ＇

Ｗｏｒｋ）和《界定专利质量，评估激励，提高透明度》（Ｐａ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ｅ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ｆｉ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ｌａｒｉｔｙ）。系列报告对美国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提出了诸多建议。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日，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知识产权系列报告，建议美国专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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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局制定策略识别关键非专利文献，建立评估现有技术检索质量的目标和指标，收

集充实的信息评估现有技术检索质量，更好的监督审查员的工作；保持界定专利质

量的一致性，对审查时间进行评估和激励，为申请人提供清晰的工具。ＵＳＰＴＯ对于

ＧＡＯ的报告结论、建议以及实施措施表示赞同。

　　１．美国专利商标局应提高检索能力，加强审查员监督

为确保发明专利是新颖的且不是显而易见的，审查员审查专利申请时会将其

与国内外专利、专利申请以及非专利文献等“现有技术”进行比对，全面的现有技术

检索能够确保授权专利的有效性。为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提升专利质量，ＧＡＯ对美

国专利商标局的审查员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回收率为８０％），面谈调查了包括

专利权人、律师、学者等活跃在该领域的专家，采访了 ＵＳＰＴＯ与国外专利局的官员

以及其他资深的利益相关者，并调研了 ＵＳＰＴＯ文件及相关法律。基于上述工作成

果，ＧＡＯ发布《提高专利检索能力，加强审查员监督》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１）专利审查员在相关现有技术识别中遇到的问题

首先，专利审查员在识别现有技术时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具体包括：

①现有技术的数量庞大，来源广泛，给检索带来了困难。

②申请人引用的现有技术的数量及相关性。美国专利商标局要求申请人及其

他申请代理人员提交所有已知的重要的、与专利相关的信息，包括国外专利局检索

报告、公开出版物等。基于ＧＡＯ的调查，在过去的一个季度，预计８２％的审查员偶

尔／经常／总是遇到申请人过量提交可参考的现有技术；８８％的审查员偶尔／经常／

总是遇到申请人提交不相关的现有技术。

③现有技术公众可获取性。现有技术公众可获取性难以保证，如有些现有技

术需要付费获取，非文本可检索格式，不在数据库中或因其他原因而不易获取。大

多数专家认为特别是某些特定类型的现有技术的获取难度更大，如所有的非专利

文献、软件相关的现有技术以及外文的现有技术等。

④专利申请的清晰度。大多数专家和审查员认为专利申请的清楚程度会影响

相关现有技术识别，如对技术的描述未使用标准术语、不同的申请人在描述同一事

项时使用不同的术语等。此外，由外语翻译的专利申请也会给现有技术识别带来

困难。

其次，ＵＳＰＴＯ相关的专利审查政策、检索工具和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主要包括：

①现有技术检索的时间压力。调查显示，时间压力可能限制审查员全面检索

现有技术，这与ＵＳＰＴＯ审查员完成专利审查的预期时间分配制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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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检索工具和能力。被调查的专家、审查员对 ＵＳＰＴＯ的检索工具和能力的看

法并不一致，但超过一半的专家认为检索工具和能力会给现有技术检索带来挑战，

并且ＵＳＰＴＯ的检索工具和功能不够完善，相比其他可用工具更加依赖关键词

检索。

③专利申请的错误分类。专利申请的错误分类可能导致专利申请审查时被分

配到不相关的技术中心或技术审查组。

④确保审查员的技术能力。如何确保审查员具有丰富并且对口的技术背景、

知识储备、检索技能也是现有技术检索面临的挑战。

　　（２）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应对现有技术识别问题的措施

ＥＰＯ与ＪＰＯ采取了一些措施帮助审查员应对现有技术识别中的问题，主要

包括：

①工作共享机制。ＥＰＯ与 ＪＰＯ建立了检索和审查报告共享系统，将现有技术

的检索和审查结果在不同的专利局之间进行共享交换，更为有效地检索在多个国

家申请的现有技术。

②建立内部非专利文献数据库。ＥＰＯ与ＪＰＯ将非专利文献资源融合到主要的

检索工具中，审查员可通过关键词同时检索专利文献和非专利文献，无需单独

检索。

③使用专利分类系统。ＥＰＯ与ＪＰＯ使用专利分类系统帮助审查员缩小检索范

围和识别相关专利文献，即便在专利申请术语不一致或者外语表述的情况下也可

以实现。

④采用高级检索工具。虽然ＥＰＯ与ＪＰＯ主要采用分类号和关键词检索来代替

较多复杂的检索工具，但ＥＰＯ已开始使用一些自动化工具辅助关键词检索或自动

生成检索结果。

⑤通过招聘和培训提升专业技术。ＥＰＯ与ＪＰＯ聘用专业技术审查员并进行培

训。ＥＰＯ仅招收硕士以上学历，ＪＰＯ几乎所有审查员都是硕士以上学位。此外，

ＪＰＯ现有技术检索外包服务均由退休工程师或技术专家承担，其丰富的经验有利

于提高专利审查质量。

⑥启用审核程序。ＥＰＯ与ＪＰＯ在对专利申请进行授权或驳回前会启用审核程

序：ＥＰＯ的专利申请要经过三次审查；ＪＰＯ专利质量审查也包括主管质量检查、与

其他审查员磋商以及审查质量抽样审核等。

　　（３）ＵＳＰＴＯ针对现有技术识别问题采取的措施

ＵＳＰＴＯ已经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现有技术识别中存在的问题，但也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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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主要包括：

①利用国外专利局的相关工作成果。ＵＳＰＴＯ已经开始利用国外专利局的相关

工作成果：与国外专利局展开合作，帮助审查员获取国外专利局的审查文件；为各

专利局信息共享系统提供数据；在检索和审查中与其他专利局合作开展试点项目；

与欧洲专利局联合使用新的专利分类系统，但是该措施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②鼓励第三方提交现有技术。自２０１２年起，ＵＳＰＴＯ就已经开始接受第三方提

交的相关现有技术，允许专家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共享他们认为对专利申请审查有

益的资料。

③改进现有技术检索工具。ＵＳＰＴＯ正在改进相关现有技术检索工具，但并未

制定策略评估加入检索工具的现有技术来源。

④加强监督审核。ＵＳＰＴＯ致力于加强审查员的监督工作，主要措施包括：第

一，由专利质量保证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简称ＯＰＱＡ）随机审

核，其中包括对现有技术检索的审核；第二，将专利审查员的审查工作成果作为年

度绩效考核的一部分。但是，这些措施尚不能提供足够的数据用以识别和解决在

个人技术中心具体检索中的缺陷，也无法监督检索的全面性。

⑤评估专利审查的时间分配。ＵＳＰＴＯ计划评估专利审查的预期时间分配体

系，但并未制定计划评估审查员在不同技术领域对现有技术进行全面检索所需的

时间。

⑥开发和保持审查员的技术能力。ＵＳＰＴＯ从背景、知识、技能方面确保审查员

具备识别相关现有技术的能力，但是并没有评估和衡量每个技术中心在审查员技

术知识和能力方面取得的进步。

　　（４）建议

为提高ＵＳＰＴＯ识别相关现有技术的能力，ＧＡＯ建议：

①ＵＳＰＴＯ和ＥＰＯ在制定ＣＰＣ专利分类时，应密切合作以保持ＣＰＣ的一致性，

并制定计划相互监督，以确保ＵＳＰＴＯ的专利分类有助于审查员开展检索。

②ＵＳＰＴＯ应制定并定期更新策略，识别非专利文献核心资源，评估资源获取的

最佳方式，将其融入ＵＳＰＴＯ检索系统，以确保ＵＳＰＴＯ能够充分利用在新信息技术

工具和能力上的投入。

③ＵＳＰＴＯ应形成书面指南，明确在每个技术领域、技术中心、工艺中进行全面

的现有技术检索所需的要素，并设立提高现有技术检索水平的目标及评价指标。

④ＵＳＰＴＯ应确保技术中心评价现有技术检索质量时收集了足够的信息，包括

了解审查员检索国内外专利和非专利文献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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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ＵＳＰＴＯ应利用审核监管体系评价审查员从事现有技术检索的全面性及取得

的进步。

⑥结合专利质量报告的实施建议，分析审查员开展全面审查所需的时间，特别

针对不同技术展开现有技术全面检索所需的时间。

⑦应评估每个技术中心审查员的技术能力，制定技术培训策略，并建立措施评

估技术中心的进步。

　　２．美国专利商标局应界定专利质量，评估激励，提高清晰度

低质量专利数量攀升引起了广大法律学者和经济学家的关注，低质量专利不

仅可能增加专利诉讼，还将阻碍创新进入市场。美国政府问责局通过调研相关法

律和机构文件，分析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５年的专利侵权诉讼数据，对ＵＳＰＴＯ的专利审查员

进行调查；面谈采访了包括法律学者、技术公司和专利律师在内的 ＵＳＰＴＯ官员及

利益相关者。ＧＡＯ基于上述工作成果发布《界定专利质量，评估激励，提高透明

度》报告，旨在分析近期专利侵权诉讼趋势，寻找可能的提高专利质量的机会。

　　（１）专利侵权诉讼趋势

联邦地区法院在 ２００７至 ２０１５年间受理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件持续增加，由
２００７年的２０００多件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５０００多件。由于诉讼可能涉及多个被告，

ＧＡＯ也对联邦地区法院受理案件的被告数量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显示被告数量

由２００７年的５０００增长至２０１５年的８０００以上。另外，调查还发现计算机和通信技

术领域更易产生侵权，其原因是该领域专利申请更有可能描述不清楚或过于广泛。

　　（２）ＵＳＰＴＯ提高专利质量的相关措施

美国专利商标局已经采取措施提高专利质量，其中大部分通过“专利质量提高

计划（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实现，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包括：

①ＵＳＰＴＯ对“专利质量”缺乏一致性的界定，并未有效地评估所采取措施对专

利质量的影响；

②ＵＳＰＴＯ没有完整的评估以加速审查为目的制定的审查时间分配和审查员激

励制度是否对专利质量有影响；

③ＵＳＰＴＯ可利用的专利审判及上诉委员会（Ｐａｔｅｎｔ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ＡｐｐｅａｌＢｏａｒｄ，简称

ＰＴＡＢ）数据有限；

④ＵＳＰＴＯ没有充分评估其他政策和法律程序对专利质量的影响。

　　（３）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专利质量，ＧＡＯ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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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保持界定专利质量的一致性，并在机构文件或其他指南中清楚阐明。

②进一步开发专利质量相关的可测度、可量化目标和绩效评价指标，并将其作

为机构战略规划的一部分。

③分析审查员进行全面的专利审查所需的时间。

④分析现有的绩效激励对审查员完成专利申请全面审查的影响程度。

⑤建立相应机制为 ＵＳＰＴＯ技术中心的管理者及员工提供 ＰＴＡＢ审判结果数

据，基于这些数据分析专利质量问题，以明确是否需要进行额外的培训、指导或采

用其他措施。

⑥评估大量上诉及其他机构的申请和审查政策对专利质量的影响，确定是否

需要加以改进以确保该政策不会对专利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⑦考虑是否为专利申请人提供包括术语表、标注权利要求语言或权利要求图

表等在内的提高清晰度的工具。

李姝影　检索，董　坤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ｏ．ｇｏｖ／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ＧＡＯ１６４９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ｏ．ｇｏｖ／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ＧＡＯ１６４７９

原文标题：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ａ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Ｂｅｔｔｅ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ｓ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ａｔ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ｅ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ｆ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ａｓｓｅｓｓ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ｌａｒｉｔ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１日

技术观察

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随着碳纤维复合材料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碳纤维复合材料废弃物的回

收再利用正日益成为整个碳纤维行业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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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析工具，从专利

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技术类别、主要竞争国家／地区、主要专利权人等方

面，对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专利技术研发和竞争态势进行了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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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我国在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领域中的研发和产业化提供参考。

碳纤维复合材料是目前最先进的复合材料之一，被日、美、欧等发达国家视为

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近年来，随着相关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下降和制备工艺的不

断改进，碳纤维复合材料，特别是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ＣＦＲＰ）应用领域不

断扩大，需求飞速增长。同时，大量碳纤维复合材料废弃物随之产生。这些废弃物

具有极高的再利用价值，但由于包含很难降解的树脂基基体材料，使回收再利用的

难度变大，成本很高。研究开发碳纤维复合材料废弃物的高效、合理回收处置技术

已经成为碳纤维复合材料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

再利用技术的研发也日益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机构的关注。

总体来看，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技术尚处于发展阶段，现有

工艺仍然都比较复杂且昂贵。目前，全球仅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拥有比较成熟

的回收处理碳纤维复合材料废弃物的产业化技术。我国的碳纤维产业正在进入工

业化大规模生产时代，但在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领域，除了少数大学和

科研机构已经开展的研究开发之外，还没有引起政府层面足够的重视和关心。虽

然我国机构近年来在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

一些成绩，但与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相比日美

欧碳纤维生产商、航空厂商、汽车厂商、材料／部件生产商等大型企业集团的积极参

与，我国碳纤维生产和应用相关企业对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的兴趣和

重视度明显不足，研究力量也非常薄弱。

本文以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为研究对象，在文献调研和专家咨询

的基础上，对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专利进行系统检索、分析，力求全面、

客观地展现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领域的研发态势和专利保护状

况，为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研发决策、产业化布局提供参考。

　　１．专利申请态势分析

［５］数据检索日期为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５日，数据检索结果以ＤＩＩ专利族为单位。

　　通过检索 ＤＩＩ专利数据库，共得到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族）

３１９项［５］。从检索结果来看，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专利最早出现在上世

纪７０年代末（参见图１）。全球第一大碳纤维生产商日本东丽株式会社在１９７９年

９月４日同时提交了两件关于废弃碳纤维树脂基复合材料（有一定含量的金属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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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组分）燃烧后生成具有高电阻特性的碳纤维的专利申请［６］。这可能是关于从废

弃碳纤维复合材料中回收再利用碳纤维的最早尝试，但是相关研究工作并没有得

到关注。在此后的８０年代中，仅有德国原飞机制造商梅塞施密特伯尔科布洛姆

（简称ＭＢＢ）［７］提交了一件关于利用机械粉碎法回收再利用碳纤维废料的专利。

进入９０年代，碳纤维复合材料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开始受到学术和工业界的关

注，并持续出现了相关专利申请。这段时期的相关专利申请来源主要集中在日本

和德国，美国和韩国也出现了一些。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

收再利用相关专利数量有了进一步提高，但是并未出现持续增长，而是呈现一定波

动起伏。这段时期，日本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仍然是

全球领跑，同时有更多的国家出现相关专利申请。自２０１０年起，全球碳纤维复合

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开始较快增长［８］，特别是中国和德国相关专利

申请数量增长显著。总体来看，全球近一半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

利都是在近５年申请的。可以预测，随着各国政府、学界和业界对碳纤维复合材料

回收再利用问题不断重视，未来几年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可能会进一步增长。

［６］优先权号分别为ＪＰ１１３３０８和ＪＰ１１３３０９，对应的专利公开号分别为ＪＰ５６０３７１５２Ａ和ＪＰ５６０３７１５３Ａ。

［７］１９８９年，ＭＢＢ被戴姆勒克莱斯勒航天公司（当时称作德国航太公司）并购，后成为欧洲航空防卫暨太空

公司。

［８］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被 ＤＩＩ数据库收录，会有一定时间的延迟，所以图１中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特别是

２０１５年的数据会小于实际数据，仅供参考，后同。

图１　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

　　２．专利技术类别分析

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可以分为碳纤维回收方法和碳纤维再利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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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别。

碳纤维回收方法主要是指从碳纤维增强热固性树脂基复合材料等复合材料中

回收碳纤维或热固性树脂等组分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１）溶剂法，又可

以分为溶剂分解法和超临界流体法；（２）热解法，又可以分为高温热解法、流化床热

解法和微波热解法等；（３）源头设计法；（４）物理回收法；（５）其他回收方法。

碳纤维的再利用主要包括两大方面：（１）回收碳纤维的再利用：利用合适的方

法从碳纤维复合材料中回收碳纤维，进而用于制备新型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等；

（２）碳纤维废料的再利用：废弃碳纤维复合材料、碳纤维废弃边角等经物理方法（机

械粉碎法）处理后，作为增强组分或改善组分，用于制备其他复合材料等。

依据上述分类体系，对此次分析的３１９项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

利逐项进行人工判读、标记。图２给出了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

利申请的技术类别构成情况。可以看出，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

利申请以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方法为主，约占三分之二。目前，采用的碳纤维回收

方法仍然是以溶剂法和热解法，特别是溶剂分解法和高温热解法，是目前研究最

多、最广的两种碳纤维回收方法。

图２　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技术类别构成

图３给出了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技术类别的年度变

化情况（基于申请年）。可以看出，碳纤维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甚至早于碳纤维回

收方法相关专利申请。早期的碳纤维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主要是关于碳纤维废料

的简单处理或直接再利用。随着碳纤维回收方法相关专利申请的出现，回收碳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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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再利用的相关专利申请也开始出现。从近年的专利申请来看，回收碳纤维再利

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碳纤维废料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表明随着碳

纤维回收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的效率也在

逐渐提升。从回收方法相关专利申请来看，热解法回收技术稍早于溶剂法，而且在

２０００年以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成本更低、工艺更为简单的溶

剂法回收技术的不断进步，溶剂法回收技术开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不过，近年

来，随着德国、中国、日本等相关机构对传统高温热解法的不断改进，热解法回收技

术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迅速。高温热解法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实现 ＣＦＲＰ回收

商业化运营的方法。同时，近年来，以采用可降解环氧树脂固化剂为代表的源头设

计法开始受到重视，成为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领域的一个新兴方向和重要

分支。

图３　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技术类别的年度变化情况

　　３．专利地域分布分析

图４给出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１３个国家

和地区组织。可以看出，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技术研发的地

域分布非常集中，有８０％以上来自日本、中国和德国，特别是全球最大碳纤维生产

国日本专利申请数量占到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４０％以上。从专利受理数量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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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国、欧洲、美国、德国等５个国家／地区的专利机构受理了全球８５％以上的

专利申请。可以看出，日本、中国、欧洲和美国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

最重要的潜在应用市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受理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

数量仅次于我国，位列第３。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

专利采用了ＰＣＴ申请途径，以加快在全球的布局。欧专局受理的相关专利申请数

量排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之后，位列第４。此外，韩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受理的相

关专利申请数量也比较多，表明这些地区也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重

要的潜在应用市场。

图４　主要国家／机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与受理情况

图５给出了主要国家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年度变化

情况。可以看出，日本作为全球最大的碳纤维生产国和专利申请来源国，日本起步

最早，直到２０１０年，其每年的相关专利申请量几乎都占到全球年度申请总量的一

半以上，是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的主导力量，但是近年来

中国和德国超越了日本。中国进入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领域较晚，相

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近５年。德国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

起步也较早，并且在过去３０年中不断有相关专利申请，但是总体发展较慢。不过，

在过去５年中，德国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也出现大幅增长。

从主要国家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的技术类别构成来看（图

６），日本的相关技术研发最为完备，在溶剂分解法、超临界流体法、高温热解法等主

要回收方法及碳纤维再利用方面均有较多的专利申请。中国的相关回收方法主要

集中在溶剂分解法和源头设计法，而在高温解热法或超临界流体法方面的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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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主要国家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

图６　主要国家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的技术类别构成

利申请较少。此外，中国在回收碳纤维再利用和碳纤维废料再利用方面也都有一

定数量的专利申请。而德国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高温热解法和回收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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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两个方面。

表１从专利数量、被引次数、专利族大小、保护区域数量、专利宽度［９］、ＰＣＴ专

利申请数量［１０］、三方专利申请数量［１１］、专利强度［１２］等指标对主要国家的碳纤维复

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的质量及其保护力度进行了对比。图７重点从专利强

度指标，对主要国家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进行了对比。图８对

主要国家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国际保护布局进行了对比。可以

看出，日本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在申请规模、被引次数、区域保

护、专利宽度、重要专利数量、专利强度等方面综合表现较好，特别是在ＰＣＴ专利申

请数量、三方专利数量等重要专利数量及高强度等级专利数量方面表现很好。德

国也非常值得关注，其相关专利申请数量虽然不及日本一半，但其 ＰＣＴ专利数量、

三方专利数量、美国专利数量与日本非常接近，而且其相关专利在平均保护区域数

量、平均专利宽度指标上的表现优于日本。美国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虽然不多，但

其专利在平均保护区域数量、平均专利宽度、平均专利强度等指标上表现非常突

出。相比之下，我国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除了在专利被引率和平

均专利宽度指标上表现尚可外，专利的平均被引次数、平均保护区域数量、平均专

利强度等都明显落后于日欧美国家，反映出我国的相关专利申请总体质量偏低，我

国相关专利申请人整体的国外权利保护意识亟待加强。

［９］专利宽度指的是专利涵盖的技术领域范围。本报告中，专利宽度的计算是基于相关专利族的 ＩＰＣ大组

数量。

［１０］《专利合作条约》（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ｙ，ＰＣＴ），是《巴黎公约》下只对其成员国开放的有关专利申请的

专门国际合作条约。根据规定，专利申请人可以通过ＰＣＴ途径递交国际专利申请，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但不

能直接通过ＰＣＴ取得专利授权。要想获得某个国家的专利，专利申请人必须履行进入该国家的手续，由该国的

专利局对该专利申请进行审查，符合该国专利法规定的，才能授予专利权。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申请专利所含技术的重要性和申请人抢占国际市场的迫切愿望。ＰＣＴ专利申请量和拥有量是衡量一个国

家／地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的质量和国

际竞争力。因此，发达国家／地区和跨国公司都把 ＰＣＴ专利申请看作其全球知识产权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１１］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日本专利局（ＪＰＯ）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大专利受理机构，

人们通常将其合称为“三方专利局”。因而在三方专利局都提交了申请，特别是取得授权的专利，就被称为“三

方专利”。一个机构或区域的三方专利数量比ＰＣＴ专利、美国专利数量更能反映其专利的总体质量。

［１２］专利强度（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是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Ｄｉａｌｏｇ公司旗下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专利检索与分析平台特有的指标，该指

标综合考虑了专利权利要求数量、引用与被引用数量、同族专利数量、普遍性与原创性原则、专利申请时长、专

利年龄及诉讼概率、发明所有权情况、行业差异以及其他因素，以一定的数学模型计算得出，可以用于评估专利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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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国家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质量及专利保护力度对比

日本 中国 德国 美国 韩国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瑞士

专利数量 １４１ ６９ ５５ １２ １１ ８ ６ ５ ４

总被引次数 ２０８ ４９ ８０ ６２ １０ ４ １２ １７ ３

平均被引次数 １．４８ ０．７１ １．４５ ５．１７ ０．９１ ０．５０ ２．００ ３．４０ ０．７５

被引率 ４６．１％ ３１．９％ ３８．２％ ２５．０％ １８．２％ ３７．５％ ５０．０％ ８０．０％ ５０．０％

Ｈ指数 ６ ４ ５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平均专利族大小 ２．３３ １．２０ ３．１６ ３．５０ １．６４ ６．６３ ３．３３ ５．４０ ２．５０

平均保护区域数量 １．６６ １．１７ ２．８５ ３．０８ １．０９ ４．８８ ３．００ ４．８０ ２．２５

平均专利宽度 ３．７２ ３．５７ ４．５５ ５．５０ １．９１ ４．７５ ３．６７ ５．４０ ４．２５

专利宽度Ｈ指数 ８ ７ ７ ６ ２ ４ ４ ３ ３

平均专利强度 ２３．３５ １１．６５ ２０．９８ ４２．６７ ５．９１ ２７．７５ ３６．６７ ５５．４０ ２５．５０

三方专利数量 １４ １ ７ ４ － ４ － １ １

ＰＣＴ专利数量 ２１ ９ ２３ ７ ２ ４ ５ ５ ３

美国专利数量 １６ ２ １６ １０ － ６ ２ ３ １

图７　主要国家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的专利强度等级分布［１３］

［１３］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利用专利强度评估每一篇专利的价值，对每一篇专利给出０１００分的专利强度分值，并分成了
１０个强度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０ｔｈ１０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１０ｔｈ２０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２０ｔｈ３０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３０ｔｈ４０ｔｈＰｅｒｃｅｎ
ｔｉｌｅ、４０ｔｈ５０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５０ｔｈ６０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６０ｔｈ７０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８０ｔｈ９０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９０ｔｈ１００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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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主要国家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国际保护布局［１４］

［１４］竖轴为专利来源国，横轴为专利受理机构，对应专利申请保护的区域。

　　４．专利权人分析

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的专利权人可以分为企业、大学、科研机

构和个人四种类型。其中企业是全球相关专利的申请主力，无论是专利申请人数

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均占全球总量的７０％以上，大学、科研机构和个人三种类型专

利权人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差别不大。从主要国家来看，日本、德国和美国的专利

权人均以企业为主，而中国的企业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少于大学。

表２给出了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不少于４件的

２１个专利权人（机构）的情况。这２１家机构全部来自申请数量排名前３的日本、中

国和德国，其中有１０家来自日本（８家企业，１家科研机构，１家大学），６家来自德

国（５家企业，１家科研机构），５家来自中国（１家企业，１家科研机构，３家大学）。

其中，日本１０家机构中有一半的机构在近５年都没有新的相关专利申请，德国机

构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２０１０年以来，中国机构的相关专利申请全部分布在

２０１０年以后。

表２　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主要专利权人

申请人 专利数量 ２０００年前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回收方法 再利用

日本松下 ２５ １ ２１ ３ ２５ １

日本日立化成 １５ １ １１ ３ １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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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申请人 专利数量 ２０００年前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回收方法 再利用

德国西格里 １４ ３ １１ ５ １１

中国艾达索 １２ １２ 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１１ １１ １０ １

德国宝马 １１ １ １０ ２ １０

日本ＩＣＥＴＴ １１ １１ １１

日本东丽 １０ ７ ２ １ ６ ６

上海交通大学 ８ ８ ２ ６

日本住友电木 ７ ３ ４ ７

日本亚瑟士 ５ ４ １ ４ ４

华东理工大学 ５ ５ ５

日本浅岗 ４ ４ １ ３

德国戴姆勒 ４ １ １ ２ ３ １

日本荏原 ４ １ ３ ４

德国ＥＬＧ碳纤维 ４ １ ３ ４ １

德国弗劳恩霍夫 ４ １ ３ ４

日本同志社大学 ４ ４ ２ ２

德国ＫＡＲＬＭＥＹＥＲ ４ １ ３ ４ １

日本三菱丽阳 ４ ３ １ ３ １

北京化工大学 ４ ４ ３ ４

表３、图９从专利数量、被引次数、保护区域数量、专利宽度、专利强度及三方专

利申请数量等指标对上述主要机构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的质量

及其保护力度进行了对比。

表３　主要专利权人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质量及专利保护力度对比

机构
专利族
数量

总被引
次数

平均
被引
次数

Ｈ指数
平均保
护区域
数量

平均
专利
宽度

平均
专利
强度

三方
专利
数量

ＰＣＴ
专利
数量

日本松下 ２５ ５４ ２．１６ ３ １．８８ ３．４４ ２４．１６ ４ ６

日本日立化成 １５ ３３ ２．２０ ３ ２．０７ ３．００ ４１．９３ ２ １

德国西格里 １４ ３２ ２．２９ ４ ５．００ ６．６４ ２８．８３ ６ ８

中国艾达索 １２ １２ １．００ ２ ２．００ ５．０８ ２８．００ １ ６

中国科学院 １１ １４ １．２７ ２ １．００ ２．３６ ４．９１ ０ ０

德国宝马 １１ １２ １．０９ ２ １．７３ ３．６４ １８．５５ 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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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机构
专利族
数量

总被引
次数

平均
被引
次数

Ｈ指数
平均保
护区域
数量

平均
专利
宽度

平均
专利
强度

三方
专利
数量

ＰＣＴ
专利
数量

日本ＩＣＥＴＴ １１ １２ １．０９ ２ ２．２７ ３．５５ ２５．３６ ３ ５

日本东丽 １０ １４ １．４０ ２ １．５０ ４．４０ ３９．８８ １ １

上海交通大学 ８ ４ ０．５０ １ １．００ ６．６３ １２．８８ ０ ０

日本住友电木 ７ １４ ２．００ ２ ３．５７ ６．００ ４４．３３ ３ ３

日本亚瑟士 ５ １０ ２．００ ２ １．００ ４．４０ ２２．００ ０ ０

华东理工大学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０ １．８０ １７．６０ ０ ３

日本浅岗 ４ ５ １．２５ ２ １．００ ３．００ ８．００ ０ ０

德国戴姆勒 ４ ７ １．７５ ２ ２．２５ ５．００ ２６．２５ ０ ０

日本荏原 ４ ７ １．７５ １ ２．００ ４．００ ２４．７５ ０ １

德国ＥＬＧ碳纤维 ４ ８ ２．００ １ ４．５０ ５．００ ３７．２５ ０ ４

德国弗劳恩霍夫 ４ １ ０．２５ １ １．７５ ３．５０ ２０．５０ ０ ２

日本同志社大学 ４ ３ ０．７５ １ １．００ ２．２５ ３５．７５ ０ ０

德国ＫＡＲＬＭＥＹＥＲ ４ １３ ３．２５ １ ２．００ ３．５０ １６．７５ ０ ２

日本三菱丽阳 ４ ２ ０．５０ １ １．００ ２．７５ １７．２５ ０ ０

北京化工大学 ４ ３ ０．７５ １ １．００ ６．２５ ５．７５ ０ ０

图９　主要专利权人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质量及专利保护力度对比

总体来看，与国家层面的对比分析结果类似，日本机构整体表现不错，特别是

住友电木、日立化成和东丽三个机构表现突出；德国６家机构的平均表现较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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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中国５家机构的整体表现欠佳，仅有艾达索的表现相对较好。

具体来看，日本松下电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

多，但主要是关于利用超临界流体法（亚临界水）分解／回收环氧树脂，这些技术可

以用于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回收，主要发明人包括ＭａｓａｒｕＨｉｄａｋａ和ＮａｏｈａｒｕＮａｋａｇａ

ｗａ等。其相关专利申请集中在１９９９至２０１０年间，近年５来没有新增相关专利申

请。此外，松下电器利用亚临界水回收热固性树脂相关研究工作得到了日本国际

环境技术转移研究中心（ＩＣＥＴＴ）的支持［１５］，有１１件相关专利是与 ＩＣＥＴＴ联合申

请的。

［１５］ＩＣＥＴＴ．
"

临界水分解によるＦＲＰの水平リサイクル技术の开
#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ｃｅｔｔ．ｏｒ．ｊｐ／ｃｈｏｕｓａ／ｒｅｃｙ
ｃｌｅ／ｆｒｐ．ｈｔｍｌ．
［１６］ＫａｔｓｕｊｉＳｈｉｂａｔａ，Ｍｉｔｓｕｔｏｓｈｉ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ＣＦＲＰ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ｓｉｎｇＤ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ｉｔａｃｈｉｃｈｅｍ．ｃｏ．ｊ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ｅｐｏｒｔ／０５６／５６＿ｓｏｕ０１．ｐｄｆ．
［１７］中国碳纤维网．２０１１０７０５．日立化成工业确立ＣＦＲＰ的碳纤维回收技术．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ｆａｃｔｏｒｙ．ｃｏｍ．ｃｎ／
ｂｌｏｇ／ｐｏｓｔ／５３５．ｈｔｍｌ．
［１８］ＳＧＬＣＡＲＢＯＮ．西格里汽车碳纤维有限公司———电动交通中的轻质结构．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ｇ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ｃ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牽＿＿ｌｏｃａｌｅ＝ｚｈ．

日本日立化成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主要是关于利用常

压溶剂分解法（１８０℃／常压，溶剂为苯甲醇等，催化剂为磷酸钾等）回收碳纤维，主

要发明人包括ＫａｔｓｕｊｉＳｈｉｂａｔａ、ＨｉｓａｙｏＦｕｋｕｚａｗａ等。该公司的专利强度指标表现突

出，专利强度超过５０的有６件，超过３０的有９件，平均专利强度达到４０以上。该

公司的两件在华专利目前全部处于有效状态，且均已维持达１５年之久。据悉，该

公司采用该技术从ＣＦＲＰ中回收碳纤维时所需要的能耗，只有制造碳纤维新品时的

约１／４，并已投产相关设备［１６，１７］。

德国西格里碳素集团（ＳＧＬＣＡＲＢＯＮ）是由德国 ＳＩＧＲＩ集团与美国大湖碳素

（ＧｒｅａｔＬａｋｅｓＣａｒｂｏｎ）集团于１９９２年合并而成的，是全球领先的碳素石墨材料以及

相关产品的制造商之一。该集团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主要

是关于碳纤维的再利用。该公司与宝马的合资公司西格里汽车碳纤维有限公司专

门为宝马ｉ系列开发和生产碳纤维制品。该公司也在积极研究开发在汽车内饰部

件中使用回收碳纤维的专利技术［１８］。

中国艾达索高新材料无锡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０年４月，相关专利申请主要是

关于可降解腙类环氧树脂固化剂及其在碳纤维复合材料中的应用，主要发明人包

括董事长梁波博士、技术总监李欣博士和研发总监覃兵博士等。该公司发明了世

界首创的可降解环氧树脂固化剂技术，并基于该技术开发出了一系列可降解环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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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配方产品，可以直接用于碳纤维复合材料生产中的真空灌注工艺和预浸料工

艺。据悉，该公司的Ｃｌｅａｖａｍｉｎｅ系列可降解环氧树脂固化剂生产成本接近市场上

不可降解固化剂的成本水平，并已完成百公斤级的中试生产，正在与国内外大的碳

纤维复合材料制品生产商合作，来共同推广这一新产品［１９］。

此外，美国的 Ｃｏｎｎｏｒａ技术公司也在推广其 Ｒｅｃｙｃｌａｍｉｎｅ系列可回收环氧树

脂固化剂［２０］。据悉，该公司的总裁 Ｐａｓｔｉｎｅ博士２００９年在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作博士后期间最早提出 ｒｅｗｏｒｋａｂｌｅｅｐｏｘｙｔｈｅｒｍｏｓｅ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构想。Ｐａｓ

ｔｉｎｅ博士２０１０年加入艾达索，作为技术总监，指导开发出了第一代可降解固化剂，

并和 梁 波 博 士 等 于 ２０１１年 提 交 了 第 一 件 相 关 的 ＰＣＴ专 利 申 请 了

ＷＯ２０１２０７１８９６Ａ１（ＮｏｖｅｌＡｇｅｎｔｓＦｏｒＲｅｗｏｒｋａｂｌｅＥｐｏｘｙＲｅｓｉｎｓ）。不久，Ｐａｓｔｉｎｅ博士

离开艾达索，在美国成立了 Ｃｏｎｎｏｒａ技术公司，获得两轮融资，并获得

ＷＯ２０１２０７１８９６Ａ１专利技术的许可和部分专利权。

［１９］艾达索高新材料无锡有限公司．复合材料可回收与重复利用解决方案．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ｄｅｓｓ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ｏｍ．
ｃ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ｓｐｘ．
［２０］复材在线．Ｃｏｎｎｏｒａ：环氧复合材料能否 １００％回收牽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ｒｐ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ｎｅｗｓ／ｓｈｏｗ．ｐｈｐ牽ｉｔｅｍｉｄ
＝３９０５５．

中国科学院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主要是关于利用溶剂

法，特别是溶剂分解法回收碳纤维，相关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长春应用化学研究

所、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和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德国宝马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主要是关于碳纤维的再

利用，特别是关于回收碳纤维在汽车仪表盘等零部件中的应用。

日本东丽是全球第一大碳纤维生产商，其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

利申请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其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就在 ＣＦＲＰ的回收利用方面开

展了积极探索。其相关专利申请在碳纤维回收和再利用方面均有涉及，其中回收

方法主要是高温解热法。东丽的相关专利强度指标表现突出，１０件专利中有７件

专利强度超过３０。而同为全球三大碳纤维生产企业之一的三菱丽阳的碳纤维复合

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主要是关于利用超临界流体法回收碳纤维，其专利

申请数量明显少于东丽，专利强度也明显逊于东丽。

上海交通大学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主要是关于回收碳

纤维或废弃ＣＦＲＰ粉的再利用（作为增强剂，用于制备新的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且全部集中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

日本住友电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主要是关于利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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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流体法分解并进而再生热固性树脂，这些技术可以用于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回

收。该公司的相关专利强度指标表现突出，平均专利强度达到４０以上。

德国ＥＬＧ碳纤维源于英国 ＭｉｌｌｅｄＣａｒｂｏｎ公司。ＭｉｌｌｅｄＣａｒｂｏｎ公司２００３年基

于其碳纤维复合材料连续热解技术建了碳纤维回收实验工厂，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商业化碳纤维回收公司。２００８年，ＭｉｌｌｅｄＣａｒｂｏｎ公司更名为Ｒｅｃｙｃｌ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ｒｅ

公司，专门从事ＣＦＲＰ回收。２０１１年９月，Ｒｅｃｙｃｌ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ｒｅ公司被德国 ＥＬＧ

Ｈａｎｉｅｌ集团收购，并更名ＥＬＧ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ｒｅ公司［２１，２２］。该公司碳纤维复合材料热解

炉的年处理能力达２０００吨，并已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３］获得ＡＳ／ＥＮ９１００国际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２４］。

［２１］荣格．复合材料的商业化回收．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１１１５６．
［２２］绿色贸易咨询网．英国合材料贸易协会参访 ＥＬＧ工厂 简介碳纤维再生技术［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７１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ｒｅｅｎ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ｔｗ／ｚｈｈａｎｔ／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Ｅ８％８Ｂ％Ｂ１％Ｅ５％９Ｃ％８Ｂ％Ｅ８％Ａ４％８７％Ｅ５％９０％
８８％Ｅ６％９Ｄ％９０％Ｅ６％９６％９９％Ｅ８％Ｂ２％ＢＦ％Ｅ６％９８％９３％Ｅ５％８Ｄ％９４％Ｅ６％９Ｃ％８３％Ｅ５％８Ｆ％８３％
Ｅ８％Ａ８％ＡＡｅｌｇ％Ｅ５％Ｂ７％Ａ５％Ｅ５％ＢＢ％Ａ０％Ｅ７％Ｂ０％Ａ１％Ｅ４％ＢＢ％８Ｂ％Ｅ７％Ａ２％Ｂ３％Ｅ７％ＢＡ％９６％
Ｅ７％Ｂ６％ＡＤ％Ｅ５％８６％８Ｄ％Ｅ７％９４％９Ｆ％Ｅ６％８Ａ％８０％Ｅ８％Ａ１％９３．
［２３］ＥＬＧ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ｒｅ．ＥＬＧ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ｒｅＬｔｄ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ｔ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Ｓ／ＥＮ９１００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ｅｌｇｃｆ．ｃｏｍ／＿＿ａｓｓｅｔｓ＿＿／ＰＤＦ／ＥＬＧ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ｒ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ＡＳ９１００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ｄｆ．
［２４］ＡＳ／ＥＮ９１００认证是一种适用于设计、开发和生产航空、航天以及防御产品的国际质量体系标准。
［２５］ＲＡＰＡＳ．碳纤维的回收．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ｐａｓ．ｃｏ．ｊｐ／ｅｃ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ｐｐｌｙ．ｈｔｍｌ．
［２６］ＲＡＰＡＳ．通过加热二氧化钛催化剂进行的有机物分解技术．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ｐａｓ．ｃｏ．ｊｐ／ｅｃｏｌｏｇｙ／ｃｈ／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德国ＫａｒｌＭｅｙｅｒ也在碳纤维复合材料废弃物的热解回收利用方面开展了有效

的探索。其下属全资子公司ＣＦＫＶａｌｌｅｙＳｔａｄｅ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ＧｍｂＨ＆ＣｏＫＧ是专门从

事ＣＦＲＰ碳纤维高温热解回收的商业公司，而ＣＦＫ的姊妹公司ｃａｒｂｏＮＸＴＧｍｂＨ则

重点开展回收碳纤维的再利用。

日本ＲＡＰＡＳ株式会社开发了通过加热二氧化钛催化剂进行有机物分解的技

术，并申请了相关专利，即利用将二氧化钛催化剂加热至约５００℃时所产生的非常

强大的氧化分解能力，将塑料等有机物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利用该技术，可以实

现仅对ＣＦＲＰ中的树脂成分进行分解处理，从而能够完好无损地回收高价原料碳纤

维，而且不会产生有机物残渣和臭味等［２５，２６］。

此外，空客和波音除了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研究

外，近年他们也分别开展了碳纤维回收方法相关研究，并申请了相关专利。

　　５．小结

（１）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始于上世纪７０年代，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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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仍处于技术成长期。自２０１０年起，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

申请数量开始较快增长，未来几年该领域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

（２）碳纤维回收方法主要包括溶剂分解法、超临界流体法、高温热解法、流化床

热解法、微波热解法、源头设计法和物理回收法等。高温热解法、溶剂分解法和超

临界流体法是目前研究最多、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三种方法。其中，高温热解法是

目前唯一实现ＣＦＲＰ回收商业化运营的方法。碳纤维的再利用主要包括碳纤维废

料的再利用和回收碳纤维的再利用。早期的碳纤维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主要是关

于碳纤维废料的简单处理或直接再利用，近年来回收碳纤维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

数量逐渐超过碳纤维废料再利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

（３）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相关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国和德

国，三国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占到全球总量的８０％以上。日本机构整体表现不错

（例如，多数机构都比较重视国外保护，专利强度较高），德国机构的平均表现较好

（例如，普遍重视国外保护，专利强度较高），中国多数机构表现欠佳（例如，专利普

遍缺少国外保护，专利强度普遍偏低）。

（４）我国进入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技术领域较晚，但近年来，我国相关

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较快，目前我国相关专利的申请量和受理量均为世界第１，国内

机构也已经成为在华专利申请的主力军。不过，我国相关专利申请的技术成熟度

不高，整体质量偏低。我国相关机构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创新，增强技

术竞争力，同时要注意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外保护力度，为我国碳纤维复合材料

回收再利用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马廷灿，岳名亮（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氨基酸产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与应用示范”
项目顺利通过结题验收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２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持的中科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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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题验收会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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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部举行。结题验收会由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组织召开，中科院科技促

进发展局局长严庆、副局长陈文开、综合处、知识产权处和生物技术处负责人及相

关人员出席会议。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青担任结题验收评审专

家组组长，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刘细文、中科院创新孵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李中华、天津科技大学教授陈宁、中粮集团高级工程师周永生等任专家组

成员。项目主持单位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项目参加单位深圳中科院知识产

权投资有限公司、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等单

位的领导以及各子课题组负责人和部分项目成员参加了会议。

项目负责人、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方曙代表项目组进行了全面的汇报，详

细介绍了项目的任务目标、完成情况、研究成果、创新性及实施成效、未来推广前景

等。该项目研究内容涵盖氨基酸行业发展管理战略研究、大宗产品产业深度分析、

关键技术专利分析与侵权风险预警、知识服务平台建设等，以及由此总结出一套面

向中科院ＳＴＳ重大突破项目的知识产权服务模式与体系建设经验。该项目共完成

分析研究报告１４份、搭建１个产业信息知识集成服务平台、形成了面向中科院ＳＴＳ

项目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措施建议和实施指南。

专家组认真听取了项目汇报，仔细审阅了各项成果及相关材料，并进行了现场

质询。专家组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了总结和评议，高度评价了项目组开展的工作

和取得的成果，一致认为项目研究体系完整、内容详实、与产业的联系度高；项目组

全面完成了任务书中各项任务，形成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和支撑作用；知识产权分析人员与科研人员形成了有效的协同工作机制，

在协助研究所培养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专家组还就未来如何

深化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拓展对行业发展的指导意义、促进知识产权与科研和产

业的深度融合等提出了建议。

该项目是中科院首次针对 ＳＴＳ重大突破项目启动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研究，

旨在集中当前全院优势力量，探索将专利信息分析融入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

创新和管理创新过程中，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战略研究与应用对氨基酸产业技术创

新方向和路线选择、创新资源配置、产业化应用、行业发展的决策支撑能力与导向

作用。该项目的圆满完成，为中科院建立以知识产权战略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新模

式，进行了有效的实践探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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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源天然化合物发现、评价与转化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

研究所承办的“生物源天然化合物发现、评价与转化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中

科院科发局副局长段子渊指出，实施战略生物资源服务网络计划的核心是通过系

统开展战略生物资源的功能评价与发掘利用研究，将保存的生物资源转化为可用

的生物资源，完善战略生物资源信息服务平台，将生物资源有效转化为技术和产

品。生物源天然化合物发现、评价与转化平台是战略生物资源转化平台的重要组

成部分，依托单位为成都生物所。该平台的工作需充分体现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

规律，通过整合院内资源，吸引企业和投资机构参与，同时在临床医院的支持下，开

发出具有优势功能的天然来源先导化合物和临床前候选药物，开发出有利于满足

健康需求的特殊功能食品和特殊医学配方食品。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所长赵新全表示，在生物源天然化合物发现、评价与转化方

面，针对生物资源发掘与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技术问题，成都生物所已经实现了活性

物质功能筛选、分离分析方法、不对称合成方法、产品研发等突破，发现新化合物

１０００余种、天然产物１００余个，发展出药物创制先导化合物８个，创制出“地奥心血

康”等创新药物和病原检测试剂盒等产品并成功实现了产业化，建立了微生物资源

库、特色植物数据库等平台，为国家战略生物资源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支撑。成都生

物所将以开展生物源天然化合物发现、评价与转化工作为契机，充分利用科学院丰

富的战略生物资源和化合物资源，充分利用地奥集团、四川省转化医学院的平台，

充分利用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英国国家医学院科技部（ＭＲＣＴ）在战略生物资源

领域合作的机会，培养一支精英研发团队，加快推进天然化合物产业化进程；同时，

成都生物所愿意为院属单位服务，在科发局的指导下，牵头将生物源天然化合物发

现、评价与转化平台做强、做大。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研究员、成都地奥集团执行副总裁姬建新做了《天然化合物

发现、评价与转化研究与中英联合中心建设综合思考》和《心脑血管、神经退行性疾

病相关天然化合物的研究》两个专题报告。相关用户单位和专家就平台建设的定

位、内容、目标等进行了讨论，认为围绕心脑血管和神经退行性两大疾病领域的天

然药物开发临床需求巨大，成都生物所和相关团队在天然产物研究与转化方面优

势显著；同时，对项目的设计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段子渊在总结时强调，生物源天然化合物发现、评价与转化平台建设要坚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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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为导向，具备国际化视野，部署的项目应具有活性化合物库的前期基础和

自主知识产权。中科院的资金将作为种子基金撬动社会资本，通过与顶尖机构、企

业合作，共同推进天然化合物的深入研究和在健康产业中的应用。

来自中科院成都分院、国科控股及其他院属相关单位，ＭＲＣＴ、中国军事医学科

学院、四川省经信委、成都市高新区、四川省人民医院、华西医院等共计４０余名代

表参加研讨会。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ｙｗｚｇｚｄｔ／２０１６０７／ｔ２０１６０７２８＿４５６９９８４．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１日

中科院洁净能源专利运营中心成立

中国科学院洁净能源专利运营中心签约揭牌仪式近日在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举

行。该中心将打造连接洁净能源技术领域专利运营与碳金融市场完整的专利运营

体系，促进我国洁净能源技术研发及洁净能源领域的国际技术合作。

开展洁净能源技术领域专利运营工作是保障我国碳交易市场独立自主、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能有效满足国内碳市场各参与方的需求，并为我国先进洁净能

源技术“走出去”保驾护航。此前，国科控股与大连化物所经过多次协商，决定合作

共建中国科学院洁净能源专利运营中心，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共赢、共

同成长。未来，双方将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和“试点先行、重点突破、形成示

范、复制推广”的原则稳步开展工作。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７５０

检索日期：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０日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ＤＳＳＣ技术成果实现转移

近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与深圳光和精密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签署染料敏

化太阳能电池（简称ＤＳＳＣ）技术转让协议，共同推进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的规模化

生产和产业化应用。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是模仿光合作用原理研制的一种新型太

阳能电池，能耗低、无毒、无污染、环境友好，是我国光伏产业面临巨大转型压力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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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的一种有效产品。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关键材料及器件研究方向是“十二五”上海硅酸盐所三个

重大突破方向之一，目前已达到中试规模。该所还成功开发出全球首条兆瓦级染

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关键材料实现低成本批量化生产；形成较完整的染料敏

化太阳能电池知识产权体系，申请发明专利５０余项，形成可满足产业化需求的全

套系统工艺文件；制定电池产品企业标准４项。上海硅酸盐所“十年磨一剑”，解决

了所有关键技术问题，才最终取得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技术重大突破。

同前两代太阳能电池相比，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具有光照要求低、原料易获

取、生产能耗低、无污染、工艺和设备简单、便于大面积连续生产、颜色可调、美观、

有装饰效果等特点，尤其适用于光伏建筑一体化工程，可广泛应用于建筑幕墙、农

光互补等采光、发电一体化应用领域，也可用于现有的主流晶硅电站互补安装和分

布式能源应用领域。此外，还可在室内光条件下工作，良好的装饰性又可与室内家

居产品一体化融合设计，增强用户体验。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在公共服务领域也具有广阔前景，特别适合在都市广场

等景观设计要求较高、光污染控制严格的地点推广应用。同时，在汽车充电站、公

交候车亭、交通信号灯、太阳能公路、光电自供能公共设施、可穿戴设备自供电等领

域也有着广泛的市场应用空间。

中科院院士褚君浩说，“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是一种前景光明的新型薄膜电

池，成本比其他薄膜电池相对要低，将来会有非常大的应用前景。对‘智慧城市’建

设也可以提供一些能源利用办法，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能够更多改善环境，使生活

变得更美好”。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７４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０日

中国科学报发布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中科院专利运营排行榜》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８日《中国科学报》第七版《观点》发布《２０１６年上半年中科院专

利运营排行榜》。据报道，２０１５年中科院记录备案的专利转让数量为６１５次，同比

２０１４年的４６０次增长了３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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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ｄｚ／ｄｚｎｅｗｓ＿ｐｈｏｔｏ．ａｓｐｘ牽ｉｄ＝２５８９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９日

青海盐湖所专利技术使“呆矿”变活

青海中航资源有限公司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以马海盐湖钾资源的有效利用

为本，着力提高盐湖资源综合开发技术水平，使“呆矿”变活。

马海盐湖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据地质详查数据显示，马海盐湖泥含量高于

３０％、ＫＣｌ品位在３８％的固体钾矿资源储量达到８００万吨，占该盐湖钾资源总储量

的６８％。像马海盐湖这种高不溶物、低品位的固体钾矿资源，如不进行前期脱泥处

理，仅凭现有加工工艺无法开发利用。为充分开发利用该地区潜在资源，青海中航

资源有限公司联合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进行技术攻关，从小试、中试，直至完成

年处理２００万吨脱泥装置建设投产，成功研发了“一种高不溶物、低品位固体钾矿

不溶物的脱除方法”专利技术。截止２０１５年底，青海中航资源有限公司运用该技

术共处理高含泥矿 ４６６２３万吨，生产脱泥精矿 ２１８５４万吨，新增氯化钾产量

１０６８万吨，新增销售额１６０２０万，新增利润５３４０万元。该技术的有效运用使得马

海盐湖部分“呆矿”成功变活，提高了盐湖钾资源的利用效率，延长了盐湖资源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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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利用年限，在国内尚属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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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光机所入选吉林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
落实试点单位

近日，为落实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我国相关政策措施，打通政策落实的

“最后一公里”，探索建立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和模式，吉林省确定了中

科院长春光机所、吉林大学、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长春工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五

家单位为该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落实试点单位。

长春光机所将以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健全适合本所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特点的工作体系和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管理制度，优化科技

成果转化流程，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落实落地。相关工作将为吉林省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政策落实积累经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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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５日

合肥研究院在安徽省科技创新暨奖励大会上

获６项奖励

近日，全省科技创新、科技奖励、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暨系统推进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工作大会在合肥召开，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度有６项成果（人）获奖。

会上，安徽省省委书记王学军为安徽省重大科技成就奖获得者、合肥研究院研

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刚颁奖；此外，合肥研究院“异质复杂纳米结构的构筑及

纳米结构阵列对有毒物质的敏感性”、“大气光学参数探测技术及其集成应用”、

“大气颗粒物（ＰＭ１０／ＰＭ２．５）监测关键技术及设备产业化”、“大型铠装超导导体制

造关键技术与应用”、“４６００兆伏安聚变电源系统设计及其高功率四象限变流 单元

研发和应用”等５项成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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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研究院院长匡光力代表全省科研院所的参会代表在会上作了题为《加强

源头创新培育新兴产业》的大会重点发言。他在发言中介绍了合肥研究院在创新

体制机制、推动成果转化，加强平台建设、深化院地合作，立足源头创新、培育新兴

产业等方面的举措和收到的实效。

匡光力表示，全省科技创新大会的召开是省委省政府发出的迈向科技强省的

进军令。作为科技人员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合肥研究院将遵循“三个面向”

的要求，以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争创世界一流研究院所为己任，主动对接安

徽新兴产业发展，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勇担重任、勇攀

高峰、锐意创新，在安徽省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和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以及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中发挥支撑作用，为安徽创新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合肥研究院以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科技支撑为己任，

坚持“源头创新”，不断提升为国家科技兴国战略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以科技创新为

驱动，积极融入国家、行业和地方科技创新体系；围绕核聚变、强磁场、环境监测等

重点学科方向，开展多学科交叉前沿科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５年作

为第一完成单位，荣获安徽省科学技术奖２０项，其中重大科技成就奖３项，一等奖

１４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２０１５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ＳＣＩ、ＥＩ收录

的高水平论文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分别位列全国科研机构中的第一、第三和第四

名；近五年来获得国家三大科技奖励共１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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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欧洲专利局续签加强专利

分类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决定续签加强两局专

利分类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ＭＯＵ），新的备忘录将在未来６年有效，涉及分类实

践、培训、数据交换以及保护机制等方面，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和扩展两局在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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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领域的合作，推进联合专利分类体系（ＣＰＣ）未来在中国的实施。根据该谅解

备忘录，２０１６年１月起，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按照 ＣＰＣ对所有发明专利申请进行

技术领域分类，并将相关分类数据分享给 ＥＰＯ。ＥＰＯ继续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提供ＣＰＣ分类培训，两局将召开常规会议以探讨质量控制、信息技术和培训交换等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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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首次发布全国专利调查数据报告

２０１６年７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２０１５年中国专利调查数据报告》。调查

数据报告显示，我国有效发明专利实施率达到５成，其中，企业专利运用水平较高，

高校专利实施仍以许可转让为主要方式，产业化难度较大。我国大多数专利权人

不满当前专利保护水平，认为需要提升专利保护强度。近年来专利权人遭遇侵权

的比例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而专利权人更希望专利管理机关主动查处侵权行为。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连续８年组织开展年度全国专利调查工

作。调查内容涵盖专利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方面，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

数据。为充分利用调查成果，国家知识产权局计划今后按年度将专利调查数据对

外公开，为政府决策和政策研究提供更好的数据服务。报告全文可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６０７／２７／５０９５２７６／ｆｉｌｅｓ／３ｄ４８４２ｂｃａ６３８４ｃ１ｂ８ｆｆ９４４６ｆｅｂ

９ｅ７ｄ１１．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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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专利审查远程试点和专利大数据服务

助力中小企业竞争力

２０１６年７月４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和政府促进委员会根据政府３．０的宗旨，开

展“专利审查视频听证试点”，以方便国民专利申请和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此

外，还将提供基于专利大数据定制化的研发战略服务。

韩国知识产权局在首尔和大田两地建立了专利审查远程系统，不仅节省了国

民的行程时间和费用，还将有助于当事人接受口头审理。据统计，专利审查远程试

点的受理量不断增长。此外，韩国知识产权局活用专利大数据提供定制化的研发

战略支持，将为中小型企业指出最合适的研发方向，帮助企业规避竞争对手的专利

技术，促进企业的专利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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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研究院发布中韩企业竞争力分析与启示报告

２０１６年７月５日，韩国经济研究院发表了《中韩两国企业竞争力的分析与启

示》报告，结果表明：２０１４年中国所有上市企业在收益性、成长性、平均资产规模、专

利申请数以及平均海外并购五个指标上超越了韩国企业。根据数据统计，２００７年

中国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为６．３３９亿美元，仅占韩企（１１．５３４８亿）的５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达到１５．７０４亿美元，超过了韩企（１４．６３２８亿美元）；

２０１４年中国上市企业营业额增长率为７．６６％，是韩企（３．３９％）的两倍；营业利润

率方面，韩企与中国上市企业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由２００７年的４．２６％扩大到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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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４．８６％。２０１４年中国企业平均海外并购达７００万美元，是韩企（２２８万美元）

的３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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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政府签署知识产权协议框架

２０１６年７月６日，南非政府签署知识产权协议框架（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旨在加强南非知识产权政策制定中政府间的合作和整个

社会的持续参与。通过加强协商过程，确保决策大致符合政府政策和社会利益相

关者的观点。知识产权政策草案将基于国家和国际层面协调知识产权问题，提升

知识产权执法，激励研发，确保知识产权法的发展与创新，提升南非知识产权公共

意识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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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空航天公司与美国三所大学签署
加速技术转移协议

美国航空航天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ＬｏｃｋｈｅｅｄＭａｒｔｉｎ）与美国三所大学签

署了一项协议，以加速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研发成果的技术转移。普渡大学、新墨西

哥州立大学（ＮＭＳＵ）和新墨西哥矿业理工大学将提供专业知识和设施促进桑迪亚

研发项目，覆盖核威慑、网络安全、能源技术、防扩散和先进的计算等技术领域。协

议也允许大学中的学生和教师与桑迪亚建立合作、创新和人才发展的互动关系。

相关人员认为这一举动旨在帮助美国国家核安全局进一步巩固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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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通过商业化项目建立更强劲的研发合作关系，提升培养国家安全的人才渠

道，激发中小企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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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产权所有者协会发布

美国专利授权机构 ＴＯＰ３００

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美国知识产权所有者协会（ＩＰＯ）发布了２０１５年在美国获得

专利授权最多的３００家公司。结果显示：（１）ＩＢＭ（７４４０）和三星电子（５０５９）公司位

居前列，其次是高通（３２０９）和谷歌（３１９５）；（２）ＩＡＭ评论认为高通在加快专利布局

的步伐，通过获得美国专利授权获得了大量的收益。鉴于高通在手机行业专利组

合的质量，不难想象新授权专利的重要价值；（３）半导体产业专利授权不断增长：

ＮＸＰ２０１５年通过收购竞争对手思卡尔增幅达１４７％，新加坡安华高科技公司近来

大举收购ＬＳＩ、Ｅｍｕｌｅｘ和美国博通公司（Ｂｒｏａｄｃｏｍ），增幅仅次于ＮＸＰ达１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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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６年８月１日

ＴＰＰ数据保护期限条款再惹争议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４日，美国参议员财政委员会主席ＯｒｒｉｎＨａｔｃ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进一步就ＴＰＰ贸易协议进行了商谈。作为 ＴＰＰ协议的反对者 ＯｒｒｉｎＨａｔｃｈ认为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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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在ＴＰＰ贸易协议谈判中，坚决维护ＴＰＰ协议对申请上市或监管批准提交的

有效性测试数据提供５年的独占保护［２７］，这与美国ＴＰＰ知识产权谈判条例规定的

更为严格的“１２年生物治疗数据独占期”相比，澳大利亚以５年的数据保护期限尽

快脱离专利保护的做法将不利于医药行业的发展。

［２７］澳大利亚在药品进入市场时要求将支持药品具有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数据提交给药品监管部门以批
准药品的使用，并规定了为期５年的数据独占期。当包含相同活性药物的仿制药已注册获药监批准，仿制药制
造商可以利用之前提交临床数据注册该药品，这将为仿制药公司节省临床试验研究所花费的数百万美元和

时间。

ＯｒｒｉｎＨａｔｃｈ还指出，生物医药行业需要足够的专利保护期来补偿其花费的时

间和金钱，澳大利亚不接受１２年数据独占期，有“偷窃”美国专利之嫌。美国总统

候选人希拉里和唐纳德都曾公开反对目前的 ＴＰＰ贸易协定，未来可能还需要一段

时间才能获得最后的ＴＰＰ贸易协定及其知识产权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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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ＮＡＳＡ专利技术向公共领域转移

为促进美国产业发展，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新建立了一个可检索

ＮＡＳＡ失效专利的公共数据库检索平台，同时开放了５６件专利技术进入公有领域，

以便在失效前供企业使用。ＮＡＳＡ开发的技术支持该机构的太空探索项目，但往往

有助于地球的生活，例如空气动力学、宇航员营养和安全系统方面的创新可以减少

拖车的空气阻力、儿童微藻营养补充剂以及耐火的飞机座椅材料等；其次，ＮＡＳＡ的

火星任务要求解决太空中人类生活的问题，也将可能产生类似有益于人类生存的

意想不到的创新技术。ＮＡＳＡ发布的选择进入共有领域的专利是产品需求量较小，

许可给私营企业可能性较小的技术，或进入市场之前需要进一步开发的技术。进

入公有领域的专利仅占 ＮＡＳＡ技术中的一小部分，通过在线数据库都能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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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ＮＡＳＡ将继续与致力于开发消费产品技术的初创企业合作。ＮＡＳＡ技术转移

项目负责人指出，目前ＮＡＳＡ已涉及约５００项活跃专利的技术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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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美国大学发起专利诉讼引技术转移专家关注

近日，美国哈佛大学起诉两家半导体制造商美光（Ｍｉｃｒｏｎ）和格罗方德公司

（ＧｌｏｂａｌＦｏｕｎｄｒｉｅｓ）侵犯常春藤盟校２项专利，这是近５年以来哈佛唯一一次作为单

独原告发起的诉讼。哈佛大学技术转移团队对此在线解释了发起诉讼的原因：未

获得许可使用专利技术将降低研究人员解决技术问题所付出的贡献与努力的价

值，哈佛大学鼓励公平竞争，保护发明人的权利，这也是保证美国专利制度和国际

贸易完整性的基础。虽然大多数读者表示赞同，但也充分说明了哈佛进入许可市

场的动机。

２０１６年初，卡耐基梅隆大学与迈威科技达成专利和解费７．５亿美元。另外，美

国纽约技术大学伦斯勒理工学院与知名专利流氓ＥｒｉｃｈＳｐａｎｇｅｎｂｅｒｇ合作获赔２５００

万美金和解费。大多数技术转移办公室仍认为，对于非企业的机构来说，诉讼是其

采取的最后措施。ＩＡＭ采访了技术转移专家对于美国大学近期发起诉讼举动的看

法，他们认为哈佛大学公开诉讼的举动反应了鼓励积极许可的趋势，在美国专利许

可交易环境下，大学为了获得知识产权收入，诉讼可能日益增多。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ｂｌｏｇ／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牽ｇ＝ｆｅｂｆｃ１２２７６６３４７ｄｅｂ８９８

ｆ６３２５８８７ｅ２７１

原文标题：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ｓｕｉｔ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ａｔａｓｔｅ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ｃｏｍｅｓａｙ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ｘｐｅｒ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６日

２４ 知识产权动态



ＩＡＭ：亚洲知识产权业务日益增长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１日，汤森路透宣布与加拿大 Ｏｎｅｘ公司和霸菱亚洲投资基金

（Ｂａｒｉｎｇ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ｑｕｉｔｙＡｓｉａ）达成最终协议，以３５．５亿美金的价格出售汤森路透知

识产权与科技业务。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汤森路透开始寻找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的潜在

客户，当时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价值１０亿美元，约占２０１４年汤森路透总收入的

８％。在北京、雅加达、孟买、上海、新加坡和东京均有办事处的霸菱参与此次交易，

显然是看好亚太地区知识产权和研发相关业务的增长潜力。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１日，澳

大利亚第二大知识产权服务商 Ｑａｎｔｍ开始为其股票上市做最后的准备，其提交的

上市前报告明确提出亚洲ＩＰ市场的大量需求，最终确定Ｑａｎｔｍ估值高达２．８４亿美

元。ＩＡＭ指出，近日的两次交易预示着亚太地区拥有越来越大的知识产权市场潜

力，亚洲地区知识产权相关业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使知识产权服务供应商看到了知

识产权的价值，并力求获得越来越丰富的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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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主权专利基金指的是由政府出资组建的专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第一代 ＳＰＦｓ包括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Ｂｒｅｖｅｔｓ
（ＦＢ）、韩国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公司（ＩＤ）以及日本ＩＰＢｒｉｄｇｅ（ＩＰＢ）。

加拿大智库分析韩法日主权专利基金战略

加拿大经济政策智库数字创业和经济绩效中心（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ｓｈｉｐ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ＥＥＰ）近日发布研究报告《调动国家创新资产：理解

主权专利基金的作用》“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ｔ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ｌｅ

ｏｆ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ｐａｔｅｎｔｆｕｎｄｓ”。报告分析了韩法日第一代主权专利基金（ＳＰＦｓ）［２８］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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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持有量和活动情况，并总结了关键结论：（１）韩法日投资组合中，美国专利资产均

占比最大；法国ＳＰＦｓ组合资产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专利；（２）韩国和日本 ＳＰＦｓ的专

利控制在亚洲较为显著，而法国 ＳＰＦｓ未出现在亚洲地区；（３）法国和韩国 ＳＰＦｓ第

二大投资组合来源于本土地区，然而日本的 ＩＰＢ并未拥有任何本土专利资产；（４）

三国中法国ＳＰＦｓ专利组合最小，这反映了法国常常采用独占或共同许可的专利运

营模式和偏好，并不是直接定期获得专利；（５）日本 ＩＰＢ最大的专利组合来自于松

下公司（８３％），法国ＦＢ来自法国 Ｎｅｍｏｐｔｉｃ公司（２０％），韩国 ＩＤ来自电子与通讯

研究所（ＥＴＲＩ）（２２％）；（６）ＩＤ持有的美国专利中１２％为原始专利权人；ＦＢ持有专

利中为原始专利权人的占比为１３％，而ＩＰＢ仅占３％，或许表明ＩＰＢ更重视专利收

购；（７）与ＦＢ和ＩＤ不同，ＩＰＢ很少购买个人发明人的专利；（８）韩法日ＳＰＦｓ重点关

注电子和物理学，其中韩国特别重视基本电器元件，法国和日本更关注电力通讯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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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专利池宣布与仿制药公司达成

新仿制药生产许可协议

２０１６年７月７日，药品专利池组织（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ａｔｅｎｔＰｏｏｌ，ＭＰＰ）为四种抗逆转

录病毒药物和丙型肝炎治疗药物达卡他韦（Ｄａｃｌａｔａｓｖｉｒ）发布新的仿制药生产许可。

该组织与包括印度阿拉宾度（Ａｕｒｏｂｉｎｄｏ）、上海迪赛诺（Ｄｅｓａｎｏ）、印度艾姆科制药、

ＨｅｔｅｒｏＬａｂｓ等多家药企签订了９项新的分许可协议，用于生产治疗 ＨＩＶ和丙型肝

炎关键的仿制药。ＭＰＰ的执行总裁 ＧｒｅｇＰｅｒｒｙ指出新的分许可协议将确保中低收

入国家ＨＩＶ和丙型肝炎患者更大范围地获得中低成本药品。目前，ＭＰＰ合作的１３

家仿制药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拥有超过６０个面向儿童和成人的重要治疗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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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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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推介

欧盟委员会推出反知识产权侵权系统

２０１６年７月４日，ＥＵＩＰＯ与欧盟委员会（ＤＧ贸易）开发了反侵权工具“快速反

侵权情报系统 ＡＣＲＩＳ（Ａｎ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Ｒａｐｉ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集成了非欧

洲地区相关知识产权侵权案例，旨在为欧洲企业和政府服务，确保企业能够共享欧

洲外发生的知识产权侵权判例，并分享案例后续信息。该项免费且支持多种语言

的网络化应用将为欧洲企业提供情报，帮助他们在制定应对第三国的业务策略和

减轻未来侵权风险时做出明智的决策。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ｎｅｗ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ａｃｒｉｓ

原文标题：Ａｎｅｗ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ｔｏｏｌ：ＡＣＲＩ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６年７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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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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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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