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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日本第四次产业革命知识产权制度修订建议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日本专利局公布了产业结构审议会知识产权政策分会下

设的特许制度小组委员会的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知识产权制度修订研究报告。

该报告从标准必要专利、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证据收集手续、宽限期、专利费减

免政策、商业秘密保护、缴费方式７个方面提出第四次产业革命下知识产权制度的

修改建议。

　　１．标准必要专利制度

一方面，专利许可谈判的双方发生了变化，以往以通信行业的企业为中心，现

在转化为通信行业与其他行业的企业共同参加；谈判的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围

绕标准必要专利的纠纷愈演愈烈，因此日本在《知识产权推进计划２０１７》中提出引

入标准必要专利裁定制度，报告指出，因为存在强制许可与ＴＲＩＰＳ协定相抵触等问

题，目前难以引入该制度。

另一方面，报告认为解决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应当：第一，制定权利人和被许可

人相平衡的国际通用标准；第二，利用专利局的技术知识和判定制度对标准必要性

进行判定，谋求专利许可谈判的顺利进行和纠纷的快速解决。

　　２．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

报告认为，ＡＤ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制度是一种中小企业解决专利

纠纷的有效手段。目前面向中小企业的 ＡＤＲ制度扩充方案包括：（１）设立与现有

民间ＡＤＲ并存且独立于专利局的调解机构；（２）通过专利局与民间 ＡＤＲ机构合

作，官民一体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报告指出方案（１）行政机关新设立 ＡＤＲ机构会与民间 ＡＤＲ机构在作用上重

复，效率不高；方案（２）民间ＡＤＲ机构依赖专利局的判断，该机构的可信赖度反而

会降低。两个方案都存在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探讨。

　　３．证据收集程序

（１）法院收到文书时可引入非公开审理程序，用于判断该文书是否是证明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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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或计算受损金额所必需的，从而判定该文书是否有提交的必要。

（２）法院判定需要提交的文书，除了文书的出示需要当事人的同意外，还应该

让公正且中立的第三方技术专家参与到非公开审理程序中。因为专利诉讼的非公

开程序中出示的文书与一般民事诉讼相比，具有技术性并且更加复杂，在判断是否

有拒绝出示文书的“正当的理由”时，及（１）判断是否有必要提交文书时，许多案例

都需要专业知识。

（３）在提起诉讼前，应该让第三方的技术专家与执行官同行，确保搜集证据的

秘密性。技术专家应遵守保密规定。

　　４．延长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基于开放式创新的协作研究和产学合作不断增

加，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发明因被他人公开而丧失新颖性的风险越来

越大。所以应该把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由６个月延长至１年，并给予不熟悉知

识产权制度的个人发明家、中小企业及大学研究人员以适当帮助。

此外，对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领域也应借鉴国外经验，将不丧失新颖性的宽

限期由６个月延长至１年。

　　５．中小企业的专利费和手续费减半

中小企业很少利用现有的专利减费措施，原因有以下几点：适用条件存在限

制、手续繁杂、对减费制度不够了解。

报告建议，对中小企业的专利费和手续费减半的同时，应该简化减费制度的手

续，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有效利用。对实用新型也可采取同样的措

施，另外针对中小企业的国际专利申请手续费也应减少。

　　６．判定过程商业秘密保护

专利法第７１条的判定制度规定，可以向专利局咨询专利发明的技术范围。对

于缺少应对知识产权竞争的经营资源和技术的中小企业，该判定制度能够简单、迅

速、且低成本地处理专利纠纷。如果与判定有关的文书涉及商业秘密，应该根据当

事人提出的申请，对该文书的阅览进行限制。

　　７．利用信用卡缴纳专利费

美国、韩国等国外知识产权局允许通过信用卡缴纳专利费和手续费。因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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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使用的便利性出发，应该允许用户通过信用卡缴纳专利费和手续费。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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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企业创新评价新指标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０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研究报告，利用新闻

报道数据来评价企业的创新活动，了解科技和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

论文和专利等文献资料对于了解科技动向和政策实施效果必不可少。利用论

文和专利的引文信息以及科研人员与企业之间的合著和合作发明信息，能够分析

科学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其次，明确创新动向以及与科学和技术发展之间

的关联性，可以了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其中，对创新产出的把

握尤为重要。

目前，创新产出测量方法多为区域创新调查（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

ＣＩＳ），即对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日本全国创新调查（ＪＮＩＳ）定期采集企业创新产

出、创新活动情况。该报告认为可以利用业界杂志中的信息来测定企业创新活动，

所采用的指标被称为“基于文献的创新产出指标（ＬＢＩＯ）”。运用ＬＢＩＯ可以统计出

新闻报道和业界杂志上刊登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数量，定量把握创新活动产出，这

也是ＪＮＩＳ和ＣＩＳ无法测定的。报告将２０１７年发布的新闻报道数据与 ＪＮＩＳ中接

受调查的企业相结合，构建面板数据，分析ＬＢＩＯ指标统计结果，以及与ＪＮＩＳ中企

业创新活动的投入和产出调查结果之间的关联性。

报告指出利用新闻报道把握创新动向的优点如下：

（１）新闻报道不仅包含“谁”“时间”“怎样的创新”等新产品、新服务相关的信

息，还包含研发成果以及企业的合并和收购等组织架构变动相关的信息。

（２）新闻报道是企业宣传活动的一个环节，由企业自发撰写并公开，因此不必

专门进行企业问卷调查。

（３）新闻报道还包含产学合作相关的信息，可用于把握创新的实现过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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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通过解析新产品和新服务特征的内容，并分析其与该企业所拥有的专利信息之

间的相似性，可以明确该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技术性来源与何种技术或发明有关。

该报告对通过新闻报道数量来测定企业的创新动向这一方法的可行性进行了

分析验证，结果如下：

（１）“新产品和新服务”相关的新闻报道件数，与同时期 ＪＮＩＳ调查的“市场的

新产品和创新”结果呈正相关关系；“组织架构变革”相关的新闻报道件数，与同时

期ＪＮＩＳ调查的“组织创新”结果也成正相关关系。

（２）“技术开发”相关的新闻报道件数，与同时期ＪＮＩＳ调查的“研发支出费用”

呈正相关关系，与同时期申请的专利件数也为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企业自身

的新产品和创新的有无”与“新产品和新服务”相关的新闻报道件数，从统计上来看

没有发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此外，将数据限定为上市企业，对其与企业的经营业绩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统计

学验证时发现，企业在“新产品和新服务”方面的新闻报道件数越多，企业价值越

高；企业在“组织架构变革”方面的新闻报道和专利申请件数、商标注册件数越多，

企业价值和生产性越高。另一方面，“技术开发”相关的新闻报道件数和外观设计

注册件数与企业价值及生产性之间，从统计上看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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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２日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ＵＫ发布大学商业化评估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创新英国（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ＵＫ）公布了大学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创新

评估报告。早在２０１３年，英国上议院就指出英国已经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研

基地，但高等教育机构在满足商业需求上依旧任重道远。研究成果商业化在个人、

项目和机构层面都存在诸多障碍，其中科研人员商业化意愿低、转化技能欠缺是最

主要的障碍。为促进高校更好地满足商业需求，英国于２０１４年启动了大学研究商

业化创新评估（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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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ｒｃｈ———ＩＣＵＲｅ）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对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提供支持

来发掘高校研究成果商业化潜力。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开始，ＩｐｓｏｓＭＯＲＩ联合 ＴｏｍａｓＵｌ

ｒｉｃｈｓｅｎ、ＧｅｏｒｇｅＢａｒｒｅｔｔ，采用混合方法评估了英国 ＩＣＵＲｅ试点项目成效，并于２０１８

年初公布研究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１．ＩＣＵＲｅ项目影响力

评估报告显示，ＩＣＵＲｅ在加强行业间联系、促进研究成果商业化、提高研究人

员早期创业技能上起到了很大积极作用，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ＩＣＵＲｅ在实现

所有预期目标基础上还产生了较高的附加价值（８１％），产生的收益已经超过成本

投入，对科研成果转化产生诸多影响。具体影响如下：

（１）ＩＣＵＲｅ前６阶段共资助了７８支研究团队，资助总金额高达８９０万英镑。

（２）该项目加深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联系，加速了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进程。

（３）该项目共催生了２４家分拆公司，平均成立时间为１年，总融资高达６９０万

英镑，商业价值超过３５００万英镑。获得私募股权融资的初创项目和未得到公共资

金支持的分拆公司比例为７４％：３１％。

（４）分拆公司平均雇员３名，２０１７年人均收入达８６０００英镑。获取创业援助融

资的分拆公司发展更为迅速，平均雇员６人，平均营业额１４５０００英镑。该项目许可

现值高达８７０万英镑。

（５）当前ＩＣＵＲｅ项目投入１英镑创造的价值约３．９４英镑。

　　２．专利授权和许可

参与ＩＣＵＲｅ项目的试点科研单位的专利申请授权数量和许可收入高于非参与

机构。在专利申请方面，参与ＩＣＵＲｅ项目的团队（６２％）比非参与团队（３１％）更有

可能在ＩＣＵＲｅ注册之前完成申请。

（１）授权：２００８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间，ＩＣＵＲｅ试点高等教育机构专利申请量占新

申请量的１８％。机构平均年申请量从３６件下降到２３件，其他参与机构年均申请

量从２７件下降到２５件（同期英国国内平均水平为１３件）。

（２）许可：２００８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间，尽管参与试点单位在许可收入上与非参与

单位相差无几，但历年专利授权收入波动幅度较大。ＳＥＴｓｑｕａｒｅｄＩＰ年均收入从

２００８年的１０７０万英镑下降到了７０万英镑，英国国内平均水平则从８０万英镑上涨

到了１１０万英镑。ＩＣＵＲｅ试点的其他高校许可收入也从同期的８０万英镑增加到了

１１０万英镑。许可类型一般由非软件许可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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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ＩＣＵＲｅ项目申请量

评估报告显示，ＩＣＵＲｅ项目第１４阶段专利申请量在维持稳定前一直保持增长

趋势；虽然第３４阶段，参与机构的数量翻了一番，但是平均每个机构专利申请量呈

下降趋势。有分析认为，前３阶段的增长可能与长期压滞的项目的迫切需求相关。

后期阶段与创新相关的Ｒ＆Ｄ专利申请花费（４０万英镑）比早期阶段（２３．１万英镑）

更高。

　　４．具备商业化潜力的ＨＥＩｓ机构识别

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在识别具有商业潜力的科研项目上有一套系统方法。

ＩＣＵＲｅ范围的高等教育机构专利申请一般由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代理，识别过

程一般也由ＴＴＯ或相关单位负责。ＴＴＯ规模各异，员工从２２０不等。在职员人数

较多的单位，ＴＴＯ一般会按照研究领域进行工作细分。从业人员通常在商业和学

术环境都具备相关经验。为了确保ＩＣＵＲｅ实现计划目标，通常需要与 ＴＴＯ密切合

作并积极融入潜力科研团队的识别过程当中。

　　５．ＴＴＯ资源约束能力下降

评估显示，该项目较大程度降低了科研单位对ＴＴＯ在寻求支持和商业化机会

上的依赖。这可能与该项目产生校友会有关，校友会在寻求商业化机会上更为

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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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ＰＸ发布２０１７年美国 ＮＰＥ专利诉讼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知识产权交易公司ＲＰＸ发布美国非执业实体（ＮＰＥ）专利诉讼统

计报告，从专利诉讼量、和解金额、ＰＴＡＢ审查、诉讼地调整、ＮＰＥ运营模式变化等方

面揭示了ＮＰＥ专利诉讼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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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诉讼量持续下降

自２０１１年ＮＰＥ专利诉讼申请量达到峰值后，近几年 ＮＰＥ诉讼量持续下滑。

２０１７年，ＮＰＥ向约２０００名被告提起了诉讼，被告人数比去年减少了２７％。与此同

时，实体运营公司在２０１７年向１５４０名被告提起了专利诉讼，是２００３年以来数量最

少的一年。

报告认为，２０１１年以来诉讼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有：《美国发明法案》（ＡＩＡ）在

２０１２年引入了授权后审查程序；Ａｌｉｃｅ诉 ＣＬＳＢａｎｋ（２０１４）和 ＴＣ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诉 Ｋｒａｆｔ

Ｆｏｏｄｓ（２０１７）等案件带来的司法变革；来自 ＲＰＸ、统一专利等机构提供的市场解决

方案的累积效应。这些变化同时也影响着实体运营公司。

　　２．和解金额平均值降低

２０１１年ＡＩＡ法案颁布后，ＮＰＥ诉讼的平均和解金额为２１０万美元，２０１４年Ａｌ

ｉｃｅ案件后，ＮＰＥ诉讼的平均和解金额下降到１５０万美元。大多数ＮＰＥ诉讼的和解

金额不足５０万美元，仅有少数案件的和解金额高达上千万美元。

和解金额的降低可能是诉讼成本下降的体现。ＡＩＡ颁布前，涉及专利有效性

和可专利性的诉讼成本十分昂贵。现今，被告可以援引Ａｌｉｃｅ判例基于可专利性提

出异议在早期结束案件，或者可以申请授权后审查，由专利审查和上诉委员会（ＰＴ

ＡＢ）审查专利的有效性。

２０１７年，ＩＰＥｄｇｅ向超过３５０名被告提起法律诉讼，诉讼量排名第一；其后是发

明人ＬｅｉｇｈＭ．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进入诉讼量前五名的 ＮＰＥ机构还包括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Ｐａｔ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和ＩＰ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３．ＰＴＡＢ审查争议

２０１７年，ＰＴＡＢ总共受理了１７８７份审查申请，较２０１６年（１７５８份）有所提升。

其中，多方复审程序（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ｓｒｅｖｉｅｗ）申请１７１１份，涵盖商业方法复审（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ｖｉｅｗ）申请３４份，授权后审查程序（ｐｏｓｔｇｒａｎｔｒｅｖｉｅｗ）申请４２份。

ＰＴＡＢ审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两起未决案件：ＯｉｌＳｔａｔｅｓ诉

Ｇｒｅｅｎｅ’ｓＥｎｅｒ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案件以及ＳＡ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ｎｃ．诉Ｍａｔａｌ．ＯｉｌＳｔａｔｅｓ的案件。

这两起案件引发了对知识产权程序合法性的质疑和争议。

此外，Ａｌｌｅｒｇａｎ向ＳａｉｎｔＲｅｇｉｓＭｏｈａｗｋ部落转让专利权以取得ＰＴＡＢ审查的豁免

权事件引发了针对ＰＴＡＢ诉讼的主权豁免问题的激烈讨论。ＰＴＡＢ预计在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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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６日前对此作出裁决。

　　４．专利诉讼地点选择的改变

２０１７年５月美国最高法院对ＴＣ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案件的判决认定只能在被告居住地

（ｒｅｓｉｄｅ）法院提起诉讼，对ＮＰＥ选择诉讼地点造成极大影响。曾经德克萨斯东部地

区法院因其对原告友好成为 ＮＰＥ诉讼的首要选择，ＴＣ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案件判决促使

ＮＰＥ在诉讼法院的选择上进行整体调整。

目前，特拉华州地区法院是最受欢迎的ＮＰＥ诉讼地，紧随其后的是德克萨斯东

部地区法院。前五名还包括加利福尼亚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法院，伊利诺伊州北

部地区法院。在ＴＣ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案件前，新提交的 ＮＰＥ诉讼的５７％在德克萨斯州东

部展开，仅有８％发生在特拉华州。

　　５．专利分拆引发新的诉讼

２０１７年，某些持有重大专利组合的ＮＰＥ转向了通过专利分拆来实现专利货币

化的模式。其中的典型是高智公司（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ＬＬＣ），它在２０１６年下半年

大规模地出售专利投资组合，并于２０１７年提起了近两年来的第一起诉讼活动。而

这批专利的新持有人中有部分已经就这些专利提起了诉讼。

　　６．老牌ＮＰＥ适应新的诉讼环境

澳大利亚Ｕｎｉｌｏｃ公司，起初基于内部开发技术展开ＮＰＥ诉讼，从２０１６年开始

进行了大规模的专利收购活动，并利用收购的专利展开诉讼。２０１７年５月，Ｕｎｉｌｏｃ

从惠普收购了１３件专利，涉及可穿戴技术、移动设备、无线遥控器和软件技术。

２０１７年９月，Ｕｎｉｌｏｃ从ＩＢＭ收购了一项软件技术专利，并于１１月初针对该专利提

起诉讼。此外，Ｕｎｉｌｏｃ联合创始人控股的ＮＰＥ企业ＷＳＯＵ在２０１７年夏末从诺基亚

收购了约３７００件专利，但目前ＷＳＯＵ尚未针对这些专利提起诉讼。

　　７．诉讼保险成为新的选择

２０１７年，部分ＮＰＥ公司开始退出专利主张业务，Ｐｅｎｄｒｅｌｌ于３月份宣布退出，

ＷｉＬＡＮ公司宣布将重心放在工业物联网业务上，Ａｃａｃｉ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自２０１５年未发

起新的诉讼。部分ＮＰＥ面临财务困境。如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Ｓｙｓｔｅｍｓ因ＰＴＡＢ裁决其专利

无效于２０１７年８月宣布破产，ＩｎｖｅｎｔｅｒｇｙＧｌｏｂａｌ于２０１７年４月根据重组协议向Ｆｏｒ

ｔｒｅｓｓ出售约７５０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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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ＰＸ发现，部分 ＮＰＥ开始依靠外部融资进行 ＮＰＥ活动。ＢｒｉａｎＹａｔｅｓ与 ＤＬＩ

ＬｅｎｄｉｎｇＡｇｅｎｔ签署了担保协议。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于２０１６年底从 Ｂｒｉｃｋｅｌｌ

Ｋｅｙ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获得了１３５０万美元的融资用于诉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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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２０１７美国重要专利事件榜单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ＩＡＭ对２０１７年美国专利事件进行回顾，总结出重要程度

由高到低排序的十大事件榜单。

　　１．印第安部落从知识产权主权豁免中获益

美国制药业巨头Ａｌｌｅｒｇａｎ支付给美国土著部落数百万美元，通过将专利转让给

部落，后者再将专利许可给Ａｌｌｅｒｇａｎ的方式，使专利不再受美国专利审判和上诉委

员会（Ｐａｔｅｎｔ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ＡｐｐｅａｌＢｏａｒｄ，ＰＴＡＢ）的审查。此前弗罗里达大学率先利用了

主权豁免以避免专利被无效。此次Ａｌｌｅｒｇａｎ案件无疑成为主权豁免的一个重大转

折，今后主权豁免能否成为专利持有人的辩护理由仍有待观察。

　　２．ＦＴＣ／苹果公司起诉美国高通公司

２０１７年初，联邦贸易委员会（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ＴＣ）和苹果公司都对

芯片制作商高通公司的专利许可做法发起攻击，２０１７年苹果公司与高通公司纠纷

逐渐升级，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产生诉讼。

　　３．ＴＣ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案改写专利诉讼地的法律规定

ＴＣ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和ＫｒａｆｔＦｏｏｄｓＧｒｏｕｐＢｒａｎｄｓ案件的判决增加了对原告提起诉讼的

法院限制，效果立竿见影，德州东区法院新案件数量下降，特拉华州法院受理案件

则呈上升趋势。此次最高法院的判决被认为是ａｎｔｉｐａｔｅｎｔ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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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方向的改变

利用反托拉斯法来监督大型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组合持有人的授权行为已成

为一个重大挑战。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主管 ＭａｋａｎＤｅｌｒａｈｉｍ的

讲话表明，美国政府正在准备改变对待标准必要专利的立场，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巨

大影响。

　　５．ＡｎｄｒｅｉＩａｎｃｕ被提名为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

ＡｎｄｒｅｉＩａｎｃｕ被提名为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他的成功提名可能是因为他没

有其他竞争者的复杂产业关系，如Ｇｏｏｇｌｅ前专利总裁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Ｌｅｅ。

　　６．高智公司停止购买专利并加速专利销售

尽管高智公司（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Ｖｅｎｔｕｒｅｓ）近年在专利市场地位有所削弱，但仍保持

标志性地位。高智公司４月份宣布停止为第三支基金购买专利资产意义重大，除

结束购买计划外，高智公司也大幅度提高了专利销售额。

　　７．ＢｌａｃｋＢｅｒｒｙ外包智能手机专利许可业务

自其两位高级主管相继离职后，ＢｌａｃｋＢｅｒｒｙ货币化活动受到影响。１１月，

ＢｌａｃｋＢｅｒｒｙ将其智能手机专利许可业务大部分外包给Ｔｅｌｅｔｒｙ，其他主要专利持有者

也许会效仿这种做法。

　　８．ＪｏｈｎＡｍｓｔｅｒ从ＲＰＸ离职

近年来，ＲＰＸ一直努力摆脱作为专利持有公司所具有的诉讼风险。２月份，

ＲＰＸ首席执行官ＪｏｈｎＡｍｓｔｅｒ因其将公司私有化的提议与董事会意见不合而离职。

ＲＰＸ知识产权价值创造市场的地位离不开ＪｏｈｎＡｍｓｔｅｒ的努力。

　　９．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购买大量Ｎｏｋｉａ投资组合

Ｎｏｋｉａ长期以来一直是专利的积极卖家，其中很多资产最终都由ＮＰＥ掌控，但

今年Ｎｏｋｉａ将１２０００项专利转让给了新型货币化组织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ｓｓｅｔＧｒｏｕｐ，该组

织计划为运营公司提供用于防御目的的高质量专利，剩余的低质量专利将被出售。

这为专利持有者提供了一种不出售给ＮＰＥ的资产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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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大企业知识产权重要人事变动

２０１７年企业知识产权价值创造重要人事变动如下：最为著名的是从 Ｇｏｏｇｌｅ跳

槽到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ＡｌｌｅｎＬｏ，如果在其新岗位中采取曾经在 Ｇｏｏｇｌｅ使用的价值创造

举措，结果将十分值得期待；黑莓公司负责知识产权、许可和标准的副总裁 Ｍａｒｋ

Ｋｏｋｅｓ离职，也为该公司带来了改变；Ｐｈｉｌｉｐｓ的首席知识产权官 ＢｒｉａｎＨｉｎｍａｎ从公

司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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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Ｘｐｅｒｉ的专利组合地位解读

Ｘｐｅｒｉ公司之前以Ｔｅｓｓｅｒａ而著称，该公司在２０１７财年取得积极成果。其在最

近的新闻稿中公布的初步结果超出了市场预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ＩＡＭ进一步研究了

该公司专利组合的构建情况。

Ｘｐｅｒｉ专注于知识产权和技术许可与创新，在各种技术上拥有相当强大的专利

组合实力。根据知识产权数据和分析平台ｋｔＭＩＮＥ提供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８年２月２

日，授予专利方面的具体规模和分类（按前五大专利分类）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Ｘｐｅｒｉ公司授权专利的分类和规模

美国授权专利 ２２８２

全球授权专利 ３８２３

Ｈ０１Ｌ 半导体设备 ６１．５％

Ｈ０５Ｋ 印刷电路 １２．５％

Ｈ０４Ｎ 图像通信设备，如：电视机 １２．５％

Ｙ１０Ｔ 金属加工与硬件紧固件与连接器 １０．５％

Ｇ０６Ｋ 数据识别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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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ｐｅｒｉ凭借其在半导体领域的优势，特别是通过组建 Ｉｎｖｅｎｓａｓ公司（专门从事

先进的半导体封装技术），使其进入ＩＥＥＥ２０１７年专利实力排行榜。ＩＥＥＥ的排名为

每一个上榜的实体分配一个“专利综合实力（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Ｐｏｗｅｒ）”分数：该分数通过衡

量投资组合的规模（按最近一年的美国专利授权数量）来考虑专利的价值而不是原

始数量，并将其与许多反映投资组合的增长、影响、原创性和一般性的其它指标进

行权衡。

Ｘｐｅｒｉ在半导体制造行业拥有最高“专利综合实力”的公司中排名第２０位。但

Ｉｎｖｅｎｓａｓ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分数高达１２５５，并且排名第６。虽然Ｘｐｅｒｉ和Ｉｎｖｅｎｓａｓ

都出现在ＩＥＥＥ的２０１５年排名中，但在２０１６年的榜单中都没有出现。

专利服务和技术情报公司ＴｅｃｈＩｎｓｉｇｈｔｓ向ＩＡＭ提供了截至２月２日 Ｘｐｅｒｉａ公

司的专利情况，反映了该公司的产品组合中的技术并说明了专利活动（图１）。

图１　Ｘｐｅｒｉ公司专利地图

ＴｅｃｈＩｎｓｉｇｈｔｓ认为Ｘｐｅｒｉ公司的美国主动授权和应用产品组合涵盖了半导体的

许多方面，及其在微机电系统（ＭＥＭＳ）、成像、电路和音频（ＤＴＳ）中的应用。鉴于采

用专利创新技术的专利高峰年龄是１２年，Ｘｐｅｒｉ的大部分产品组合都能够为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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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批量产品做出贡献。该公司不断提升技术解决方案和相关知识产权，例如：

ＭＥＭＳ和芯片堆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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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所解析人工智能专利诉讼要点

当前，产业界对人工智能（ＡＩ）产生了浓厚兴趣，全球 ＡＩ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

长。对ＡＩ技术投入的增长可能会引起相关专利诉讼的增加，而诉讼人将面临 ＡＩ

技术动态性带来的问题。ＡＩ技术显著特征在于随着时间推移，它能够随外部条件

变化而变化。ＡＩ使得计算机能够执行越来越复杂的任务的同时，也为专利侵权诉

讼中的诉讼人提出了新问题：从起诉对象、起诉地点到调查与起诉侵权行为等都需

要采取新策略以应对挑战。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美国律师事务所ＪｏｎｅｓＤａｙ律师Ｊａｃｑｕｅ

ｌｉｎｅＫ．Ｓ．Ｌｅｅ等发文从判定侵权人和侵权地、提起侵权诉讼、侵权举证等方面解析

了人工智能环境下专利诉讼的要点。

　　１．侵权人的判定

ＡＩ技术最初可能不会侵犯专利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 ＡＩ学习和修改内部操

作和外部行为时，可能发生侵权行为。从ＡＩ技术的生命周期来看，ＡＩ程序可能由

一个实体开发，由第二个实体购买并拥有，由第三个实体运营，由第四个实体训练。

ＡＩ程序最终可能用于开发一项产品（如一种化合物），该产品侵犯了已授权专利的

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侵权人的问题，当前法律尚未明确，

目标技术随时间推移而发展，很难确定谁是直接侵权人。

Ｌｅｅ指出在考虑直接侵权人时，有以下问题值得思考：

（１）直接侵权人是否为ＡＩ程序的开发者？但是如果开发的 ＡＩ程序并不能制

造侵权产品呢？

（２）直接侵权人是否为制造了侵权产品的 ＡＩ程序拥有者呢？但是如果 Ａ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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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大量实施前并未制造侵权产品呢？

（３）ＡＩ程序在制造侵权产品前需要大量训练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直接侵权

人呢？

间接侵权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１）ＡＩ程序的开发者和拥有者是否要承担间接侵权责任？

（２）如何确定ＡＩ程序是否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

（３）实体在知晓ＡＩ侵权情况下进行的行为（主动诱导）如何判定？操纵和训练

者为ＡＩ提供资源和信息从而导致的侵权如何判定？既然 ＡＩ目的是让其自主学

习，那么如何确定哪些信息会导致直接侵权呢？

这都是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专利权人应该谨慎确定侵权人范围，避免上述

问题带来的潜在挑战。

　　２．侵权发生地的判定

鉴于ＴＣ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ＬＬＣ与ＫｒａｆｔＦｏｏｄＧｒｏｕｐ的案件判决，ＡＩ技术背景下的诉讼

地点判定将更加复杂。鉴于ＡＩ侵权人识别的复杂性，诉讼期间可能会出现增删当

事人的情况，因此诉讼地的选择更加重要，以避免诉讼途中转移地点浪费时间。

　　３．提起侵权诉讼

在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时，专利持有人必须有事实依据证明自身的权利受损。

这要求专利权人提供侵权设备的描述，对不断发展的 ＡＩ技术来说，这十分具有挑

战性。传统的技术分析手段有可能不能在发现前识别ＡＩ设备侵权特征，因为这些

特征可能与产品相分离，或具有暂时属性，或需要专用设备识别。如果不能提供设

备，专利权人只能更多地需要依靠潜在侵权者的市场宣传资料来作为侵权诉讼的

基础。基于此，原告可能在诉讼伊始就受到限制。

　　４．侵权行为的举证

Ｌｅｅ认为起诉阶段证实 ＡＩ侵权只是原告所面对潜在挑战的开始。ＡＩ设备的

持续发展意味着侵权行为可能只会在短时间内出现，甚至只是瞬间发生，随后设备

就可能进入非侵权状态，某些设备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再以侵权状态运行，捕捉 ＡＩ

设备侵权操作数据是很困难的，即使有，也很难确定侵权发生的时间。

因此可能会发展出新的侵权法律理论解释ＡＩ技术的这些独特特征。例如，可

以证实侵权和损害赔偿的新的潜在因素可能是：曾经短暂的侵权不是一个偶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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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是发展到ＡＩ设备当前状态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步骤；或者设备当前的性能和

变化性质的评估可能表明会在未来发生侵权行为。

各方还需要使取证程序适用于ＡＩ特征。例如，原告可能需要利用来自被控侵

权人的信息和数据补充对涉嫌侵权设备的技术调查。因此，从起诉阶段开始，专利

权人就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方式取得超出常规诉讼证据保留要求的保全令，要求被

控侵权人提交捕获、存储、收集和生成可能不在正常数据业务流程内产生的数据。

ＡＩ设备过去性能和预期功能的有用信息可以委托第三方获取，包括ＡＩ计算机

算法开发人员、过去的用户、ＡＩ训练者和顾客。ＡＩ技术依赖于持续的训练和更新，

从而增加了从这些第三方获得实质性侵权发现的可能性。

技术专家是专利诉讼的重要部分。但是，ＡＩ领域还没有具有丰富经验的高质

量专家。此外，任何这样的专家都有可能被 ＡＩ公司聘用，可能会因为利益冲突无

法出庭作证。原告和被告可能同时在寻找能够解释 ＡＩ技术的专家。因而尽快找

到并预定ＡＩ专家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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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所分析区块链技术专利策略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６日，美国盛智律师事务所（ＳｈｅｐｐａｒｄＭｕｌｌｉｎ）发表了一篇与加密

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专利策略相关的文章。文章对区块链、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

计专利等术语进行了解释。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１．专利保护现状

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正在迅速成为颠覆性技术。正如许多新技术一样，颠

覆性技术的专利“军备竞赛”正在发生。这些技术的专利申请数量正在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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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库，采用表２所示的样本关键词的一项最新研究

表明，尽管迄今为止公开的专利数量较少，但早期公开（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的专

利数量比授权专利（Ｉｓｓｕ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ｓ）的数量增加了大约十倍。由于专利申请在提交

１８个月后才能被公开。这也就意味着在审的专利申请数量很有可能比下表所示的

数量多很多。

表２　按关键词统计的专利数量

关键词
美国专利授权数量
（Ｉｓｓｕｅｄ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ｓ）

早期公开专利数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区块链（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６１ ５２２

加密货币（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５５ ３７３

比特币（Ｂｉｔｃｏｒｎ） ２７９ １１２６

以太坊（Ｅｔｈｅｒｅｕｍ） ６ ７４

分布式账本（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Ｌｅｄｇｅｒ） ７ ２０４

智能合约（Ｓｍａｒ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１１ １６０

尽管专利申请数量有所增加，但是许多公司并没有意识到这项技术的哪些方

面可以申请专利，还存在许多误解。除了这些关于专利的常见误解之外，许多基于

区块链发明的开源问题导致了更大的混淆。软件和技术平台的可专利性不会因为

部分或全部软件是开放源代码或建立在已知协议上而丧失。

　　２．专利保护的必要性

区块链是一种与加密货币不同的技术。它是一个分散式的数据库，俗称分布

式账本（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Ｌｅｄｇｅｒ），是一种记录交易的技术。这种交易可以包括加密货币

交易，但是可以包含其他类型的交易，例如：标题记录（ＴｉｔｌｅＲｅｃｏｒｄａｔｉｏｎ）、投票（Ｖｏｔ

ｉｎｇ）、数字契约（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ｓｃｒｏｗｓ）等，可以是公开的或者私人的。已经存在多种类型

的区块链，未来还有更多的将被构建。

尽管存在各种类型的区块链，但是核心的区块链技术是一种交易协议。它通

常用于明确说明交易是如何被实施、证实和记录的。针对利用和改进这些协议已

经开发了许多技术，并且许多应用程序已经建立或者将要建立在这些协议上。这

些应用程序中有许多已经申请并将获得专利。

随着互联网的变革，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潜力可能会更大。加密货币和

区块链技术本质上是在计算机平台上运行的软件。软件和技术平台的其他应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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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是可以获得专利的，但许多人忽略了这个事实，放弃了专利保护。

　　３．发明专利 ＶＳ外观设计专利

发明专利可保护主题涵盖各种与加密货币、区块链技术相关的特征、功能和过

程以及与其相关的平台组成。利用新的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实现创新服务和业

务方法的应用程序也可申请发明专利。

外观设计可以从一个功能项目的装饰性设计中获得，而不是功能本身。计算

机显示器、图标和用户界面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被设计专利保护主题所覆盖。

许海云　检索，苏娜平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牽ｇ＝ｅ６ｆｂ２２２１４２９２４４６９

９８２ｅ４８ｃｂ８ｃ８ｄｂａ８４＆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ｆｅｅｄ＆ｕｔｍ＿ｍｅｄ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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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ａｉｌｙ＋ｆｅｅｄ＆ｕｔ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ｆｅｅｄ＋２０１８０１１８＆ｕｔｍ＿ｔｅｒｍ＝

原文标题：ＯＥＣ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２０１７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５日

英律师梳理中小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措施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ＷＩＰＯ杂志刊登了英国知识产权律所合伙人ＰｒａｊｗａｌＮｉｒｗａｎ的文

章，文章梳理了近年来全球商业秘密保护相关法律，并总结了中小企业商业秘密保

护措施。

　　１．主要国家商业秘密法律

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一样，受所在国家的法律管辖和保护。与专利和商标不

同的是，官方机构没有正式的商业秘密注册要求，但是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用于处

理盗用或擅自获取商业秘密行为的相关法律。例如，英国没有出台对商业秘密的

正式定义，对商业秘密的类型也没有限制，有关商业秘密的立法大部分借鉴的是泄

密的相关判例法，以及针对商业秘密被不正当获得、公开或使用的案件可采取的有

效补救措施。

在美国，商业秘密政策规定，商业秘密包括的信息有：公式、模式、汇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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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方法、技术或过程。符合要求的商业秘密必须用于商业，且具有经济价值。

美国２０１６年《保护商业秘密法案》加强了商业秘密保护，为各方提供解决争议的选

择。大部分州的立法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统一商业秘密法》，所以各州的法律有

很多相似之处，但在某些方面仍有不同。

随着《欧盟商业秘密保护指令》的通过，欧盟国家在编纂商业秘密法律方面迈

出了重要一步。该指令涵盖非法获取、使用和披露商业秘密等行为的相关规定。

欧盟成员国必须在２０１８年年中之前使其国内法符合《指令》的目标。根据指令第２

（１）条“‘商业秘密’是指符合以下所有要求的信息：某种意义上，商业秘密是保密

的。商业秘密不是一个整体，也并非是涉及有关信息的圈子内的人员之间普遍已

知或容易获得的组成部分；因为商业秘密是保密的，所以具有商业价值；合法控制

信息的人应该采取合理保密措施”。

　　２．商业秘密及专利保护抉择

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企业必须做出选择———是否选择传统的知识产权法保

护知识产权，比如申请专利保护，或者将其作为商业秘密。下述问题将有助于公司

明确最佳的保护方法。

（１）技术是否有资格申请专利？商业方法、软件（通常受著作权法保护）、数学

公式、信息介绍等在大多数国家不能授予专利权。但是，这些资产都可能作为商业

秘密受到保护。

（２）该资产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值得保密？

（３）是否存在竞争对手通过逆向工程或其他方式了解资产运作的可能？

（４）是否存在他人将己方资产申请专利的风险？

（５）该资产是否可以在比专利提供的保护期（通常是２０年）更长的时期内保持

其价值？

（６）公司能够确保其秘密性？

另外还有其他因素需考虑，如保护成本和投资者利益。专利和商业秘密都是

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形式，但哪种更适合则取决于主题和环境。

　　３．中小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措施

一方面，专利申请过程费用高昂且费时费力，中小企业（ＳＭＥ）不具有充足的资

源和投入。另一方面，商业秘密保护相对简单，不需要注册费用或漫长的法律程

序，并且可以为小型企业增加实际价值。因此，提高中小企业对商业秘密价值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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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以及如何有效保护商业秘密非常重要。为了直接从商业秘密中受益，中小企业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１）可将产品中不可检测的制造技术或隐藏组件作为商业秘密。

（２）可将供应商和客户名单纳入商业秘密范畴，尤其是细分行业。

（３）如果资金不足，可将专利发明作为商业秘密，在资金到位或者确定投资者

时申请专利保护。

（４）许可商业秘密时，应当在向第三方披露秘密之前签订保密协议或有效

合同。

（５）针对员工和决策者开展商业秘密培训。

许　轶　检索，任晓亚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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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律所解读欧专局审查指南修订版

２０１８年１月 ３１日，Ｗｅｉｃｋｍａｎｎ＆Ｗｅｉｃｋｍａｎｎ律师事务所专利律师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ｕｂｅｃｋ博士撰文解析了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新修订的专利审查指南，就与申请人密

切相关的３个方面进行具体讨论。

２０１７年８月４日，欧洲专利局宣布修订专利审查指南，并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

正式生效。专利审查指南遵循《欧洲专利公约》，对专利审查、专利诉讼等相关程序

提供具体指导。尽管审查指南主要面向ＥＰＯ的专利审查员，但该指南对所有申请

人和专利相关从业人员都是重要工具。

此次修订为了与法律进程和实践标准保持一致，对审查指南的８个部分进行

了具体的修订并加以说明。Ａ部分的内容修订影响深远，修订版将与费用相关的

所有内容包含其中。此外，还对与计算机实施发明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Ｈｅｕｂｅｃｋ表示，此次专利审查指南的修订致力于实现ＥＰＯ审查程序规范化。当

首次检索报告包含临时性意见，导致难以提前预知审查困难时，审查指南将会是有

效的工具。同时，也有利于尚未检索的发明支付一项或多项检索费，以避免多次提

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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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Ｈｅｕｂｅｃｋ就与申请人密切相关的３个方面进行具体讨论。

　　１．口头传唤可能会代替首次审查报告（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ＩＩＩ，５）

各审查部门发出的口头传唤出席审理效力增强是修订最显著的部分。

修订前，申请人依据《欧洲专利公约》第７１条第（３）款与审查部进行实质性交

流，交流目的是为了申请补贴；或依据《欧洲专利公约》第９４条第（３）款提出相关质

疑。因此，申请人在审查单位发出口头审理传票之前，有机会依据《欧洲专利公约》

第１１５条第（１）款对审查部门提出诉讼。

修订后，审查指南允许审查部门在初次审查中即可发出口头审理传票，尽管申

请人可以对检索意见作出回复，但也不能保证专利被授权。新指南指出以下特殊

情况除外：

申请内容的档案与作为检索基础的请求没有实质性不同；

检索意见中提出的一个或多个异议对审查结果仍旧适用。

第一次发出的审查传票不得包括新的驳回意见或新的文件。此外，审查部门

必须至少提前６个月口头通知审理日期以及审查原因。按照以往的做法，申请人

可以在截止日期前提供任何论据和修订文件。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Ｈｅｕｂｅｃｋ认为，此次审查指

南修订是 ＥＰＯ进一步简化审查程序的重要措施，预计部分审查员将会简化相关

工作。

在早期阶段，为了避免口头程序，审查意见中须包括对部分反对意见做出的详

细回复，包括索赔修订文件等。之前的做法是给出回复，此回复只有在依据《欧洲

专利公约》第９４条第（３）款规定提出的具体反对意见发布情况下给予反驳。此外，

《欧洲专利公约》第９４条第（３）款规定对检索意见中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进行回复；

《欧洲专利公约》第１１６条第（１）款规定，口头传票需要进行辅助请求。

　　２．审查费退款（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ＶＩ，２．５）

如果欧洲专利申请在实质审查前被撤回、被拒绝或视为被撤回（审查开始之后

撤回申请，则税率为５０％），或者依据《欧洲专利公约》第９４条第（３）款的规定，由

审查部门出具的第一个专利局审查决定书到期之前均会全额退回。依据《欧洲专

利公约》第７１条第（３）款，如果在通知之前没有给出相关邀请也将获得全额退款。

具体审查时间通过ＥＰＯ的２０９５号表格告知，若有需要，申请者可以在到期之前撤

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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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单一性审查（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Ｉ，２和ＢＶＩＩ，１．２）

修订前，如果审查部门发现缺少主题单一性，则会基于权利要求起草部分检索

报告。申请者需要就新发明交纳额外审查费用。此外，是否就缺少主题统一性的

对象向审查员做出说明，是否对审查发明的可专利性提出建议取决于审查员的判

断。这就使得部分检索报告内容差异很大。

修订后的指南就必须提供非单一性调查结果的原因给予说明。此外，部分检

索报告包括首次鉴定和审查发明可专利性的临时性意见。但是，该意见仅供参考，

在扩展版欧洲检索报告起草之前，一般不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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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牽ｇ＝５１０ｃ６ａ８ａｆｄ３ｅ４８５１９８４８

７８２２１００７０７８６

原文标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ＥＰＯｒｅｖｉｓｅｓ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ｋｅｙ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３日

政策规划

国家认监委、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
《知识产权认证管理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国家认监委、国

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制定了《知识产权认证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自２０１８年４月１

日起施行。以下为《知识产权认证管理办法》全文。

知识产权认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知识产权认证活动，提高其有效性，加强监督管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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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知识产权认证，是指由认证机构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知识产权服务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者技术规范的合格评定

活动。

第三条　知识产权认证包括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和知识产权服务认证。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是指由认证机构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内部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者技术规范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

知识产权服务认证是指由认证机构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的知识产权服

务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者技术规范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

第四条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国家知识产

权局按照统一管理、分工协作、共同实施的原则，制定、调整和发布认证目录、认证

规则，并组织开展认证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知识产权认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实行目录式管理。

第六条　国家鼓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开展知识产权认证提高其知识产权

管理水平或者知识产权服务能力。

第七条　知识产权认证采用统一的认证标准、技术规范和认证规则，使用统一

的认证标志。

第八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知识产权认证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

办法。

第二章　认证机构和认证人员

第九条　从事知识产权认证的机构（以下简称认证机构）应当依法设立，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具备从事知

识产权认证活动的相关专业能力要求，并经国家认监委批准后，方可从事批准范围

内的认证活动。

国家认监委在批准认证机构资质时，涉及知识产权专业领域问题的，可以征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意见。

第十条　认证机构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办事机构，并自设立之日起３０日之内

向国家认监委和国家知识产权局报送相关信息。

第十一条　认证机构从事认证审核（审查）的人员应当为专职认证人员，满足

从事知识产权认证活动所需的相关知识与技能要求，并符合国家认证人员职业资

格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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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为规范

第十二条　认证机构应当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对其从事认证活动可能引发的

风险和责任，采取合理、有效的防范措施。

第十三条　认证机构不得从事与其认证工作相关的咨询、代理、培训、信息分

析等服务以及产品开发和营销等活动，不得与认证咨询机构和认证委托人在资产、

管理或者人员上存在利益关系。

第十四条　认证机构及其认证人员对其从业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和技术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五条　认证机构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在批准范围内开展认证工作；

（二）对获得认证的委托人出具认证证书，允许其使用认证标志；

（三）对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四）对认证的持续符合性进行监督审核；

（五）受理有关的认证申诉和投诉。

第十六条　认证机构应当建立保证认证活动规范有效的内部管理、制约、监督

和责任机制，并保证其持续有效。

第十七条　认证机构应当对分支机构实施有效管理，规范其认证活动，并对其

认证活动承担相应责任。

分支机构应当建立与认证机构相同的管理、制约、监督和责任机制。

第十八条　认证机构应当依照《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布并向国家认

监委报送相关信息。

前款规定的信息同时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十九条　认证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人员管理制度以及人员能力准则，对所有

实施审核（审查）和认证决定等认证活动的人员进行能力评价，保证其能力持续符

合准则要求。

认证人员应当诚实守信，恪尽职守，规范运作。

第二十条　认证机构及其认证人员应当对认证结果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第四章　认证实施

第二十一条　认证机构从事认证活动，应当按照知识产权认证基本规范、认证

规则的规定从事认证活动，作出认证结论，确保认证过程完整、客观、真实，不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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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少或者遗漏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要求。

第二十二条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程序主要包括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营

过程中涉及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等文件和活动的审核，获证后的监督

审核，以及再认证审核。

知识产权服务认证程序主要包括对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服务质量特性、服务过程和管理实施评审，获证后监督审查，以及再认证评审。

第二十三条　被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纳

入国家信用信息失信主体名录的认证委托人，认证机构不得向其出具认证证书。

第二十四条　认证机构应当对认证全过程做出完整记录，保留相应认证记录、

认证资料，并归档留存。认证记录应当真实、准确，以证实认证活动得到有效实施。

第二十五条　认证机构应当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对认证证书持有人是否持

续满足认证要求进行监督审核。初次认证后的第一次监督审核应当在认证决定日

期起１２个月内进行，且两次监督审核间隔不超过１２个月。每次监督审核内容无

须与初次认证相同，但应当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覆盖整个体系的审核内容。

认证机构根据监督审核情况做出认证证书保持、暂停或者撤销的决定。

第二十六条　认证委托人对认证机构的认证决定或者处理有异议的，可以向

认证机构提出申诉或者投诉。对认证机构处理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家认监

委或者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诉或者投诉。

第五章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第二十七条　知识产权认证证书（以下简称认证证书）应当包括以下基本

内容：

（一）认证委托人的名称和地址；

（二）认证范围；

（三）认证依据的标准或者技术规范；

（四）认证证书编号；

（五）认证类别；

（六）认证证书出具日期和有效期；

（七）认证机构的名称、地址和机构标志；

（八）认证标志；

（九）其他内容。

第二十八条　认证证书有效期为３年。

有效期届满需再次认证的，认证证书持有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３个月前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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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机构申请再认证，再认证的认证程序与初次认证相同。

第二十九条　知识产权认证采用国家推行的统一的知识产权认证标志（以下

简称认证标志）。认证标志的样式由基本图案、认证机构识别信息组成。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认证基本图案见图１所示，知识产权服务认证体系的基本图案见图２所

示，其中ＡＢＣＤＥ代表机构中文或者英文简称：

图１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基本图案 图２　知识产权服务认证基本图案

　　第三十条　认证证书持有人应当正确使用认证标志。

认证机构应当按照认证规则的规定，针对不同情形，及时作出认证证书的变

更、暂停或者撤销处理决定，且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监督认证证书持有人正确使用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第三十一条　认证机构应当向公众提供查询认证证书有效性的方式。

第三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冒用、非法买卖和转让认证证

书和认证标志。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国家认监委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知识产权认证监管协同机

制，对知识产权认证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依照《认证认可条

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查处。

第三十四条　地方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

统称地方认证监管部门）、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各自法定职责，建立相

应的监管协同机制，对所辖区域内的知识产权认证活动实施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并及时上报国家认监委和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三十五条　认证机构在资质审批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或者

不再符合认证机构资质条件的，由国家认监委依法撤销其资质。

５２知识产权动态



第三十六条　认证人员在认证过程中出具虚假认证结论或者认证结果严重失

实的，依照国家关于认证人员的相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七条　认证机构、认证委托人和认证证书持有人应当对认证监管部门

实施的监督检查工作予以配合，对有关事项的询问和调查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

信息。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有关认证认可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从其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知识产权认证违法违规行为，有权向各级认

证监管部门、各级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举报。各级认证监管部门、各级知识产权

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认监委、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起施行。国家认监委和国家知识产权

局于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６日印发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意见》（国认可联

〔２０１３〕５６号）同时废止。

附件：

知识产权认证目录

序号 认证项目 认证类别 认证依据

１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认证

２ 高等学校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认证

３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认证

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服务规范》
（ＧＢ／Ｔ２９４９０－２０１３）

《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ＧＢ／Ｔ３３２５１－２０１６）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

商标数字证书申请便利化的公告》

为落实商标改革举措，满足广大商标代理机构数字证书使用需求，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对商标数字证书发放规则进行调整，并于１月３１日发布《关于

进一步提高商标数字证书申请便利化的公告》。

《公告》中，商标数字证书发放规则进行三方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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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简化商标数字证书申请手续

取消纸质申请材料。２月１日起，已提交数字证书申请的代理机构不需提交纸

质材料，在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用户注册申请后，审核通过后即发商标数字证书。

证书申请与新代理备案合并。３月１日起，新的商标代理机构网上提交备案申

请时可同步勾选制发商标数字证书，无需再单独提交用户注册申请。

　　二、缩短商标数字证书制作周期

３月１日起，按周制作、发放新申请的商标数字证书，制作周期为１至２个月。

　　三、增加发放商标数字证书数量

３月１日起，日均网上申请量超过５０件的商标代理机构可申请第二个商标数

字证书，超过１００件的商标代理机构可申请第三个商标数字证书，每家商标代理机

构最多申请三个商标数字证书。申请多个数字证书流程同《商标网上申请指南》５．

１“商标代理机构申请数字证书流程”。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ｉｃ．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ｙｘｗ／２０１８０２／ｔ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２７２１７５．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６日

专题报道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２０１８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

【摘要】２０１８年１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发布《科学与工程指标２０１８》，

首次在统计分析中纳入了技术转让和创新部分。数据显示，美国在专利、知识产

权出口额和新兴技术风险投资额等方面领先。

２０１８年１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发布《科学与工程指标２０１８》，在报

告中首次发布技术转让和创新相关内容，基于以专利为代表的发明数据对科学发

现、专利授权量、知识转移、风险投资与创新等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重点内容

７２知识产权动态



如下。

　　１．以科学与工程为核心的互联系统发生了创新

科学与工程劳动力和研发活动增加了知识存储———无论是基础科学进步，还

是基于实践应用的基础知识扩展。反过来，知识存储又是发明和创新的重要来源。

相互交织的经济和组织方法将知识进步与发明、知识转化以及创新联系在一起。

（１）经过科学与工程训练的员工主导了发现并创造新技术的科学研究。

（２）企业、大学、联邦实验室、科研中心以及非营利机构都对科学发现作出了

贡献。

（３）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中的生产和贸易有效促进科学与工程向商业应用

的转换。

（４）可用的理论和数据推进了我们对创新系统及其重要程度的理解。但是，评

估绩效和有效性的指标并不完整，特别是产出和影响力的评价。

　　２．发明及其披露率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特征

一项发明带来新事物并具有实际意义———如对于一种新产品或新方法的生产

是十分有用的，但在此之前却是未知的。具有技术价值的专利数据是发明的指标，

而非创新。

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的专利授权数量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比前十年略

低。美国发明最明确的指标是专利申请和授权以及发明披露，其中发明披露是由

科研机构和国家联邦实验室的技术转让办公室所公布的数据。近年来，综合专利

数据被广泛分析。发明披露可在定期报告中查阅。尽管这样，两组数据仅提供了

美国发明的部分图景。

（１）近年来外国人的专利占据美国专利总量的一半以上，即 ２０１６年总数

３０００００件中，外国人占据１５２０００件。

（２）美国大学获得美国专利授权数量迅速增长，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６年期间增加一

倍，２０１６年达到６６００多件。

（３）外国大学获得美国专利授权数量增长两倍以上，在 ２０１６年达到 ４２００

多件。

（４）美国发明人在２０１６年获得了美国专利商标局近一半的专利授权。日本和

欧盟排名是第二和第三。其中：

①美国发明人获得美国专利授权的份额从 ２００６年的 ５１％降低到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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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４７％；

②同期非美国发明人获得美国专利授权数量较快增长的国家有韩国、中国和

印度。

（５）美国发明人获得的美国专利相对更集中于６个先进科学技术领域，其中３

个属于化学健康类———医疗技术、制药和生物技术，其余３个分别为生物材料分

析、运筹学、信息技术管理方法。

（６）欧盟发明人获得的美国专利集中在９项技术，分别为基础材料化学、制药、

生物材料分析、材料和冶金、生物技术、计量学、化学工程、高分子化学、有机化学。

（７）日本获得的美国专利相对更集中于两项信息通信技术———半导体和电信，

其次是光学、表面技术、涂层、材料和冶金。

　　３．知识转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能力

技术转移是“在某地以某种目的开发的技术或知识，以相同或不同目的在另一

个地方实施的方法”。科学发现和发明通过可免费获取的传播方式及市场交易方

式转化为经济活动。学术界、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等组织都有相关政策和活

动，以识别新知识和技术并帮助其转化到可应用、进一步开发并最终成为商业化的

新产品和方法的领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长期活跃于建立政策和项目以促进联邦资

助成果的经济价值，特别是１９８０年通过ＢａｙｈＤｏｌｅ法案、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Ｗｙｄｌｅｒ技术创新

法案及随后的实施法案。大多数技术转化的统计数据都与这些联邦政府技术转化

政策相关，因为它们是由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和美国联邦实验室运行的。私人或非

营利机构内部的技术转化仍知之甚少。

（１）在高等教育领域，２０１５年大学技术管理和转移办公室的发明披露达２２５０７

件，高于２００３年的１３７１８件。

（２）美国大学专利申请量也在增长，２０１５年达 １３３８９件，相当于 ２００３年的

２倍。

（３）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９年间，大学获得授权的美国专利数量保持不变，在２０１５年

上升至６１６４件。

（４）大学发明中产生收入的活动许可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８８４５件上升至２０１５年的

４０４０２件。

（５）大学技术转化而来的初创企业在２０１５年达９５０家，保持运营的初创企业

的累积数量为４７５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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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１４年美国联邦实验室（包括联邦机构内部研发机构和联邦资助的研发

中心）发明披露总数达５１０３件，２００３年为５１０６件。美国联邦实验室的其它发展趋

势如下：

①２０１４年共有２６０９件专利申请，２００３年为２３１８件；

②２０１４年专利授权数量为１９３１件，２００３年为１６３１件；

③２０１４年所有联邦实验室有效发明许可总数为３９５６件，２００３年为３７４７件；

④２０１４年其它知识产权的有效许可总数达１６８６６件，２００３年为２７７１件。

（７）２０１４年联邦实验室与非联邦伙伴（如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其它非联邦组

织）所达成的合作研发协议（ＣＲＡＤＡｓ）总数达９１８０个，较２００３年的５６０３个有明显

上升。２０１４年其它类型合作研发关系在２０１４年达２７１８２个，２００３年为８１６２个。

（８）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数联邦机构都参与到了所有这些技术转移

机制中，一些机构在专利和许可活动中尤其活跃，一些机构在合作研发关系的转移

活动中更加活跃。

（９）一些拥有独特转让职能（法定）的机构具有实际优势，如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ＮＡＳＡ）于１９５８年通过了国家航空航天法案；美国农业部（ＵＳＤＡ）拥有许多合

作研发非ＣＲＡＤＡ机制；能源部（ＤＯＥ）以承包商身份运行的实验室和非联邦职员可

以使用著作权保护和转化计算机软件。

（１０）作为联邦研发最大组成部分的联邦机构在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Ｗｙｄｌｅｒ法案支持下

能够实现大多数技术转让活动，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农业部（ＵＳＤＡ）、商务部（ＤＯＣ）、

国防部（ＤＯＤ）、国土安全部（ＤＨＳ）、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ＨＨＳ）和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ＮＡＳＡ）。

（１１）美国商业部门的科研人员在２０１６年发表了超过５００００篇同行评议出版

物。几乎一半是与大学科研人员合作的，１２％是与联邦机构科研人员合作的。

（１２）２０１６年技术许可和其它全球知识产权出口额为２７２０亿美元，其中美国、

日本和欧盟占总数８０％以上。

　　４．风险资本投资支持新兴技术的产业化

资金是发明转化为创新的重要基础，无论是新企业还是成长型企业。企业家

获得融资的难度如“死亡之谷”，如果新企业无法获得融资，则不能实现发明技术的

商业化。风险资本投资还可以支持产品发展与营销、公司扩张和收购融资。

（１）风险资本投资额是支持新兴技术商业化的指标，２０１６年全球超过１３００亿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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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美国吸引了超过一半的全球风险投资资金。２０１１到２０１６年间，软件服务、

移动、生命科学、电子商务四大产业获得了美国最多的风险资本投资。

（３）中国紧随其后，吸引了约１／４的风险投资资金，从２０１３年的３０亿美元迅

速增长至２０１６年的３４０亿美元，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５．联邦政策和计划持续实施旨在降低创新的特征性障碍

为了响应国家的持续关注，包括对美国工业比较优势及其在日益激烈的全球

经济中脱颖而出的能力的关注，联邦政府从２０世纪后期以来长期致力于制定政策

和计划，以加强早期技术的开发及商业化市场的融入，特别是由联邦资助的研发。

（１）通过小型企业创新研究（ＳＢＩＲ）和小型企业技术转移（ＳＴＴＲ）计划，为小型

企业瞄准商业化的研发提供联邦资金，与计划刚启动时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和

９０年代中期相比目前已经增长了许多。

（２）１９８３财年开始时，ＳＢＩＲ计划共资助７８９个项目，总资助额为３８００万美元

（全部为第一阶段）；２０１５财年共资助了４５０８个项目，总资助额为１９．２３亿美元（第

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３）ＳＴＴＲ计划于１９９５财年开始，第一阶段单项资助金为１０万美元。在２０１５

财年，资助了７２５个ＳＴＴＲ项目，资助总额为２．５８亿美元（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４）除了ＳＢＩＲ和ＳＴＴＲ计划之外，一些部门或机构还有针对自身任务目标的

早期发展计划，如美国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ＮＩＳＴ）霍林斯制造推广合作

伙伴关系，美国能源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能源计划和国家科学基金（ＮＳＦ）的产学

合作研究计划。

　　６、制造业、服务业及其他行业正在发生创新

企业创新指标———新的或显著改进的产品或业务方法的实施———显示信息和

通信技术（ＩＣＴ）制造行业产生了许多高创新率产品。这些指标来源于经济合作和

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和欧盟统计局主导进行的奥斯陆手册中的调查数据。

根据商业研发和创新调查（ＢＲＤＩＳ），１／６的美国公司在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间推

出了新的或显著改进的产品或方法。

（１）美国制造业中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５７％）和电子设备与部件（４８％）创新

率最高。

（２）美国非制造业中的计算机系统设计（４４％）、科学研发服务（４４％），电子购

物和拍卖（４０％）和信息（３１％）创新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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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创新对经济影响的间接测量显示增长放缓

创新的影响可以以不同方式理解，而经济指标是部分可量化指标。多因素生

产率不能归因于劳动和资本投入，是创新和技术变革对经济影响的广泛测量标准。

与２１世纪初甚至更早相比，美国增长率在下降。美国和其它经济体的情况都相

似。创业及相关就业指标显示，２０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小型快速增长公司的新公司

注册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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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会发布知识产权创新指数报告

【摘要】２０１８年２月，美国商会（Ｕ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全球创新政策中心发

布了２０１８年ＩＰ指数研究报告《Ｕ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Ｐ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８：Ｃｒｅａｔｅ》，

相比２０１７年，报告新增６项指标，共采用８大类４０项指标对全球５０个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结果显示，美国仍居首位；美国、英国和欧洲

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全球领先；中国排名２５，相较于２０１７年２７名，略有提升。

美国商会全球创新政策中心致力于通过知识产权标准推进全球创新与创造，

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挽救更多生命、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以及为全球性

挑战寻求突破性解决方案。美国商会２０１８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共包含４０个离散

指标，内容涵盖政策、法律、法规和执法多个方面，旨在回答特定经济体的知识产权

体系能否为创新和创造生命周期提供可靠的投资依据。未来强大的知识产权体系

能够有效保障后续创造的智力成果不受侵犯。

美国商会２０１８年ＩＰ指数研究报告是寻求通过有效知识产权（ＩＰ）架构建设真

正的知识型经济国家的蓝图。每个经济体都是一块空白的画布，政策制定者以知

识产权政策为画笔渲染出各个经济体的创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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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新增类别和指标

第６版知识产权创新指数新增６个指标（表３），共包含８个类别４０个指标。

新增加的商业化和系统效率指标为各国促进创新和创造提供了更全面、透彻的蓝

图；删除了第５版的指标１６———“歧视／限制品牌在不同产品包装中的使用”。
表３　２０１８年新增指数

指数类别 新指数

类别１：专利、相关权利和限制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ＰＰＨｓ）成员
类别２：著作权、相关权利和限制 在线侵权内容的快速禁令式删减与禁用

类别５：ＩＰ资产商业化 ＩＰ作为经济性资产
知识产权执法工作的政府间协作

类别７：系统效率 ＩＰ政策形成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咨询
知识产权教育活动和意识提升

表４　２０１８年ＩＰ指数调查经济体

亚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非洲和中东 欧洲和中亚 北美

澳大利亚 阿根廷 阿尔及利亚 法国 美国

文莱 巴西 埃及 德国 加拿大

中国 智利 以色列 匈牙利

印度 哥伦比亚 约旦 爱尔兰

印度尼西亚 哥斯达黎加 肯尼亚 意大利

日本 厄瓜多尔 摩洛哥 荷兰

马来西亚 墨西哥 尼日利亚 波兰

新西兰 秘鲁 沙特阿拉伯 俄罗斯

巴基斯坦 委内瑞拉 南非 西班牙

菲律宾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瑞典

新加坡 瑞士

韩国 土耳其

中国台湾 英国

泰国 乌克兰

越南

　　２．主要发现

　　（１）积极进展

在认识到知识产权体系的强大作用后，经济体以指标为参照纷纷采取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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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框架的举措。重大积极进展如下：

美国、英国和欧盟经济体仍旧居于全球知识产权主要地位。尤其是美国和英

国在２０１８年的指数中排名接近，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处于国际领先

地位。

２０１７年全年，各国法院纷纷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来强化对在线著作权内容的保

护。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在５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适用２０１５年著作权

法，以确保对托管盗版内容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ＩＳＰ）的禁制令。包括爱尔兰、意

大利、瑞典和英国在内的一些欧盟经济体也应用现有立法和司法判例来打击非法

网站，标志着整个欧洲大陆反盗版行动迈出了重要一步。

采用该指数的大多数经济体正在构建更为有效的知识产权政策基础。印度尼

西亚、泰国和越南各国政府均在知识产权相关机构间就知识产权执法加强了协作。

印度在２０１７年７月颁布的《计算机相关发明审查指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ｘ

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显著改善了技术创新的可专利性环境。此

外，政府机构还对执法部门知识产权意识研讨会和技术培训制定相关规划，对国家

知识产权政策的可交付性关键成果开展实施。但是，印度在该领域的得分显示，相

关政策依旧需要不断完善。

为了促进创新者和创造者进一步将知识产权作为经济和商业资产，鼓励合法

技术转让，多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马来西亚政府多次在创新计划中强调鼓励将

知识产权作为资产。沙特阿拉伯专门出台技术转让框架，支撑科技创业公司和国

家研究中心的发展。

　　（２）不利挑战

另有一些国家，各领域发展参差不齐。面临的挑战包括：

尽管美国２０１８年指数排名仍居首位，但是根据美国现行法律，创新者和创造

者在保护其知识产权上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虽然美国通过《贸易便利化和

贸易执法法案》加强边境执法力度，但是美国的可专利性标准和专利异议程序依旧

给权利人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尽管中国通过专利链接制度并强化注册数据保护，来加强生物制药创新的保

护，但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依旧面临较高的市场准入壁垒。

整个２０１７年，全球主要市场在创新产品获取有效专利保护方面均遇到众多障

碍，这就破坏了创新型生物制药产品的公平价值。欧盟针对欧洲仿制药和生物仿

制药制造商的补充保护证书（ＳＰＣ）生产豁免权破坏了创新生物制药现有的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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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此外，澳大利亚通过本国市场规模损害政策，沙特阿拉伯２０１７年批准了

具有有效专利的药物竞争性仿制药产品，这些措施均削弱了本国专利执法机制。

南非发布的知识产权政策草案也包括削弱专利保护、扩大强制许可使用以及

复制联合国药物获取高级别小组报告（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Ｐａｎｅｌ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ｔｏ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Ｒｅｐｏｒｔ）的相关建议。该草案提出的众多建议与南非吸引更多生物制药

投资和向知识经济转型的目标相悖。

２０１７年６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ＡｓｔｒａＺｅｎｅｃａＣａｎａｄａＩｎｃ诉 ＡｐｏｔｅｘＩｎｃ的判决

中推翻了长期以来秉持的专利实用主义。尽管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和联邦

法院关于数字著作权管理的决策显示了加拿大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进步。但加拿

大政府坚持在其余１１个谈判国家中暂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ＣＰＴ

ＰＰ）中的许多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条款，使得政府致力于采用更有效的知识产权

政策受到质疑。

　　３．中国知识产权环境

２０１７年中国知识产权体系建设有了长足发展，总分从第５版中的４２％（１４８３

分／３５分）上升到４８％（１９０８分／４０分），这得益于在新指标上表现强劲和生命科

学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分数连续六年持续提升，国内知识产权环境持续改

善。但是中国国内知识产权环境建设任重道远，尤其在市场准入、ＩＰ商业化、实体

假冒和在线内容盗版上问题较为突出。图２为中国得分对比图，图３为中国总体

得分比较，表５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优势和劣势。

图２　中国得分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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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国总体得分比较

表５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优势和劣势

重要领域具备的优势

√ 专利和著作权改革扩大了保护范围，增强了保护力度
√ 政府和执法机构知识产权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提升
√ 学术界和私人领域知识产权意识不断提升，并能积极发挥知识产权价值

重要领域存在的劣势

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严重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具体解读较为零散，尚未与国际标准接轨
许多情况下，确保侵权行为的适当补救措施仍然是一项挑战
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商业化存在障碍
 法律保护效率问题突出，尤其是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效益仍然存在较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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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纳米技术为现代农业科学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论。本文利用德温特创

６３ 知识产权动态



新索引数据库（ＤＩＩ）、德文特数据分析器（ＤＤＡ）等分析了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

能产品制造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全球专利申请地域分布、重要研发机构、技

术热点主题、领先机构专利应用领域等，以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发和产业化提

供知识产权情报支撑。

纳米农业是将纳米技术和材料运用于农业领域，研究纳米尺度的物质在农业

中的创新与应用的科学［１］。纳米（ｎｍ）是一种长度单位，１ｎｍ等于１０－９ｍ；纳米材

料是指在三维空间中至少有一维处于纳米尺度范围（１～１００ｎｍ）或由它们作为基

本单元构成的材料。纳米技术是在纳米尺度范围内研究材料的性质和应用的一种

技术，主要包括纳米尺度物质的制备、复合、加工、组装、测试与表征，实现纳米材料

在原子、分子尺度上的可控制备，并为其应用奠定基础。

［１］孙长娇，崔海信，王琰，等．纳粹材料与技术在农业止的应用研究进展［Ｊ］．中国农业科技导报，２０１６，１８（１）：
１８２５）．

纳米技术为现代农业科学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的研究方向包括

农业投入品的传输、动植物遗传育种、农产品加工、农业环境改良和农业纳米检测

技术。将农药、肥料、兽药、疫苗、饲料等农业投入品纳米化、包埋或加工成智能化

纳米传输系统，提高其渗透性，使其具有靶向、缓／控释等智能化环境响应特性，从

而提高农业投入品的有效利用率，实现农业生产节本增效；纳米材料与技术可以克

服传统农业技术的局限性，加速动植物优良品种的繁育，提高动植物生产效益；利

用纳米技术加工农产品，可以改善农产品的质量，减少环境污染；利用纳米材料和

技术，通过吸附或光催化降解污染物或有害微生物等途径，修复污染水体和土壤，

实现农业环境改良，进而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实现农业清洁生产与可持续发

展；此外，纳米材料和技术能用于检测食品和动植物病原微生物、农药残留及水污

染等方面，对于保障食品和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农业纳米新

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相关专利的分析，揭示该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活动的特点、展现

全球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的技术研发态势，以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

发和产业化提供知识产权情报支撑。

　　１．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数据来源：专利数据来自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库和ＩＳＩ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知

识平台中的德温特创新专利索引（ＤＩＩ）数据库。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共检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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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利６３８５项。

分析工具：ＤＤＡ（Ｄｅｒｗ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Ｉ（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分析平台。

　　２．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图４为全球专利申请数量趋势图，１９６６年出现第一件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

产品制造相关的专利申请。一直到２０００年都处于缓慢增长阶段，从２００１年开始进

入快速增长阶段，截至２０１６年，申请量达到９８２项。

图４　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专利申请趋势［２］（单位：项）

［２］由于专利申请到公开最长有１８个月的迟滞，截至检索日，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部分专利申请尚未公开。

　　３．全球专利申请地域分布

专利受理国／地区反映了技术接受地信息，反映了该国家／地区的专利保护程

度，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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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专利受理国／地区分布（图５）可看出

中国是纳米农业新材料与功能制造最重要的专利布局地，美国和日本紧随中国之

后，欧洲、韩国、德国、俄罗斯也是重要的专利布局地区。

　　４．重要研发机构

专利申请量前１０位的申请人中（图６），日本占１席（凸版印刷公司），美国占１

席（陶氏益农公司），其他均属中国。前１０位申请人中包括５家公司、２家科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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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专利受理国／地区分布（单位：件）

构、２家高校和１家合作社。中国科学院、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是申请量最多的

２家公司。

图６　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专利申请人Ｔｏｐ１０（单位：项）

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

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集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于一体，全院共有１００

多家科研院所［３］。拥有纳米农业新材料相关技术的科研院所有化学研究所、物理

研究所、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物质结构研究所、城市环境研究所等。中国科

学院所申请的专利涉及农药、肥料、农产品种植与栽培、农产品加工及动植物遗传

育种等多个领域。

［３］中国科学院［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ｚｚ／ｙｋ／２０１４１０／ｔ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４２２５１４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２１９］

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８年，是独墅湖高教区首批科教创新型企业

之一，建立了硒与人体健康重点实验室、功能农业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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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并与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纳米所、土壤所、烟台海岸带研究所联合成立功

能农业实验室。该公司基于生物营养强化技术和纳米科技，致力于硒形态自然安

全、硒含量稳定可控的有机硒添加剂技术研究与应用［４］。

日本凸版印刷公司成立于１９００年，该公司以“印刷技术”为基础，积极在“信息

传媒业务领域”、“生活和产业业务领域”和“电子业务领域”这３个领域内开展着

广泛的业务活动［５］。近年来，凸版印刷公司进军纳米农业材料技术领域，在农产品

包装材料技术方面专利突出。

［４］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ｔｅｋ．ｃｏｍ／．［２０１７１２１９］
［５］日本凸版印刷公司［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ｏｐｐａｎ．ｃｏ．ｊ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２１９］

　　５．技术热点主题

利用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分析平台，对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领

域的６３８５项专利开展专利地图分析（图７）。

图７　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领域专利地图

根据相关专利文献蕴含的技术主题，目前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研

发主题大致包含以下几个主题：

　　（１）农药

纳米农药是利用纳米材料与制备技术，将原药、载体与辅剂进行有效高效配伍

创制的农药制剂产品。纳米农药可以显著改善农药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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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持效期，降低农药施用量和施用次数，减少农药流失和加速残留物降解。

农药是防御生物灾害、保障粮食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纳米技术在农药中的

应用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利用纳米加工技术使农药原药纳米化，制成纳米分散

体、纳米乳剂、纳米颗粒或纳米微球，增加农药制剂的比表面积，提高农药的油溶性

或水混溶性，改善农药在水中的分散性和稳定性，促进吸收。此类纳米农药有噻虫

啉农药纳米颗粒、唑菌胺酯农药、氟氯氰菊酯纳米乳剂组合物以及一些苯并唑、苯

基化合物等纳米微粒。二是利用纳米载体负载农药，提高环境敏感性农药的稳定

性，改善药物在作物表面的粘附性和渗透性，减少流失。三是将一些金属或无机材

料制入农药，增强农药的杀菌和光催化作用，促进农药分解，降低农药残留。如新

型光触媒杀虫剂、纳米二氧化钛复合农药等。另外，一些新型纳米农药和防虫害缓

释剂还可以增加植物的害虫抗性或真菌抗性，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增值，保障植物

的健壮性，并具有良好的除草效率和环保性。

　　（２）肥料

肥料对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量具有重要作用，使用不同纳米颗粒可制备不

同的纳米肥料。比较普遍的纳米肥料有富硒肥、新型功能性纳米复合肥和纳米碳

有机氮肥等。富硒农田肥适用于缺硒元素的土壤，土壤改良剂可具有提高肥料释

放效率，促进植物吸收营养。针对葡萄研制的富硒肥料可延长葡萄植株的寿命，提

高其免疫力。功能性纳米复合肥可根据植物特性差异加以制备，使用量低，可提高

作物产量，改善产品质量。纳米碳有机氮肥适用于多种农作物，可增强作物的抗寒

抗旱抗虫能力，纳米碳有机肥用于棉花作物时，可增强棉花纤维的张力和强度，提

高棉花产量和质量。

　　（３）农业装置与器械

农业装置与器械在农业养殖、栽培和生产收割等领域发挥着多种不同的作用。

目前，纳米技术在农业装置与器械方面的应用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

①灌溉系统、净水系统与养殖系统

纳米技术在灌溉、净水与养殖系等运用和处理水的多系统中的应用主要体现

于使用纳米管进行排水和净水的纳米净化曝气器、纳米气泡发生转置、用于保温的

纳米碳布以及用于承重和容纳的纳米支撑盘和纳米盘槽。

②温室大棚装置

纳米技术在温室大棚装置中的应用集中于使用纳米碳管收集太阳能热力、使

用纳米碳布和纳米玻璃进行保温、使用纳米涂层进行发电和杀菌等。

１４知识产权动态



③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施肥机

纳米技术在此类农业器械中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发挥支撑、受力和保护作用的

纳米机架和纳米挡板、发挥运输作用的纳米输送系统、发挥采集作用的纳米管和纳

米袋、发挥去污功能的纳米纤维等。

　　（４）农产品加工

对农产品进行科学保存和绿色包装可延长食品保质时间，保证食品营养价值

不流失。

纳米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有：在乳制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纳滤膜进行纳滤

处理，提高产品浓度和鲜度；将铁、硅等微量金属制成纳米态作为食品添加剂，丰富

食品营养。

将纳米材料用于食品包装一般有两种技术，一种是将纳米金属物与其他材料

混合制成功能性薄膜，另一种是对食品容器表面增加纳米涂层或进行表面改性形

成保鲜涂膜。纳米食品包装材料不仅具有长时间的保鲜功能，还具有较好的防水

性、抗菌性和耐化学性。

　　（５）农业种植与栽培

纳米技术在农业种植与栽培中的作用主要是使用纳米颗粒制作土壤调理剂和

土壤肥料、使用纳米金属微粒对幼苗进行除菌以及使用纳米硒栽培多种富硒农产

品。用于制作土壤调理剂和肥料的纳米颗粒一般为纳米碳、纳米碳酸钙、纳米硒、

纳米锗，土壤调理剂可调节土壤碱性，提高土壤营养；用于幼苗除菌的纳米技术微

粒有纳米氧化钛等。硒有调节系统、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是生命活动必须的

微量元素，缺硒易引发人体多种疾病。在现代农业中，一般使用富硒纳米离子浓缩

液对幼苗进行渗透形成富硒幼苗，或将纳米硒制成富硒营养液对幼苗进行叶面喷

雾或直接注射，提高农产品硒元素含量。

另外，纳米技术在植物遗传育种、植物生长调节、低温保存等方面也有着广泛

应用。使用纳米辐射的组织培养基可诱导植物器官的形成，在培养基中加入纳米

硒可培育富硒作物种子或幼苗，在培养基中加入二氧化碳纳米颗粒可促进培养基

组织的快速繁殖，含有碳纳米材料的玻璃化液可对组织实施冷冻保存和防腐防

菌等。

　　（６）农业环境改良

农业生产化学药物的大量使用、畜禽排泄物等带来的土壤水源污染、有害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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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生活环境污染等是影响农业生产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纳米材料因其巨大

的比表面积以及可修饰的多种官能团使其容易与环境中的有机化合物和重金属粒

子等污染物结合，在去污杀菌等多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氧化锌／硅藻

土纳米复合材料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和较好的光催化活性，可用于污水处理；将纳

米二氧化钛用于生物吸附剂将具有较高的吸附容量、较高的重金属选择性和较高

的降解去除有机污染物、病原菌和微生物的能力；氧化石墨烯和氧化铁磁性纳米颗

粒制成的磁性纳米杀菌剂具有较强的杀菌能力；富含纳米银的多种复合材料可满

足去污、防腐、抗菌等多种使用需求。

利用纳米技术将银纳米化，银在纳米状态下的杀菌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极少

的纳米银即可产生强大的杀菌作用。纳米银杀菌具有光谱抗菌、强效杀菌、渗透性

强、抗菌持久等特点，在农业环境改良方面尤其是污水处理和抗菌杀毒方面应用广

泛。在污水处理方面，可使用二氧化钛纳米复合水凝胶软化反应器进行污水软化，

使用二氧化钛光催化剂去除藻类，使用纳米银复合材料进行有机毒物的分解降解

及其杀菌应用等。在抗菌杀毒方面，可使用银水性聚氨酯来抗菌、杀菌和除臭，使

用银纳米颗粒稳定悬浮液、将银离子吸附到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上来作为杀生物剂

或通过混合羟基吡啶酮化合物和银化合物制备杀生物组合物可有效抑制和消除水

中微生物。使用银和钌作为表面的生物活性装置，可以快速自洁表面，有效地杀死

水或水溶液中的细菌，使水或水溶液长时间不含细菌。

　　（７）动植物遗传育种与纳米检测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动植物遗传育种的进程。纳米技术以纳米颗粒作为

基因载体，将目标基因包被或者吸附，通过细胞吞噬作用进入细胞内，实现外源基

因的靶向嵌入。相比传统动植物育种方法，基于转基因技术和纳米技术的新型遗

传育种方法具有周期短、安全低毒、效率高等优点。纳米技术在动物遗传育种方面

的具体应用及效果有提高动物胚胎存活率、改良食用动物类产品质量、丰富观赏动

物品种种类等。纳米技术在植物遗传育种方面的应用能提高植物果实产量、丰富

植物品种种类、提高植物抗病毒性和抗疾病能力等。

纳米技术与电子学、生物学等交叉结合制备新型高效的纳米传感器可用于食

品检测和农药检测。在食品检测方面，由纳米粒子阵列组成的纳米传感器与不同

的食物病原体或有害物质接触时将发出不同的荧光。纳米传感器还可实现灵敏度

高、反应速度快的农药残留和水体污染物的检测，如基于生物酶和金属纳米颗粒的

纳米传感器可检测有机氯、有机磷等农药残留和水体中的药物、燃料等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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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领先机构专利应用领域

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申请量最多的６家机构分别为中国科学院、

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日本凸版印刷公司、美国陶氏益农公司、青岛源之林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天津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的专利多涉及农业环境改良和动植物育种改良方面；苏州硒谷科

技有限公司在富硒农产品种植与栽培方面的专利数量突出；凸版印刷公司的专利

聚焦于农产品包装技术；陶氏益农公司专利覆盖的领域集中于农药和动植物遗传

育种与纳米检测；青岛源之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专利涉及的内容较多，涉及农

药、农业种植与栽培、农业环境改良多个技术领域；天津师范大学的专利聚焦于农

业种植与栽培。

　　（１）中科院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在农业环境改良方面，中科院多项专利公开了多种抗菌杀毒材料的制备方法，

在材料制备和有害微生物控制技术领域成果较多。在纳米材料应用技术领域，其

发明的新型光催化材料用于处理水污染具有显著效果。针对水环境的净化问题，

一种多功能净水砂可实现重金属回收和自身的循环利用，对重金属粒子和农药有

机物的吸附率、消毒率和出油率高。此外，利用太阳能的农田小气候干预系统可以

缓解白天高温对作物的热胁迫，降低夜间低温对作物生长的影响，从而达到改善农

田小气候、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的目的。

在动植物育种改良方面，中科院专利涉及了使用启动子培养生态安全型转基

因荧光观赏鱼的方法、使用启动子繁殖具有经济价值的转基因植物的方法、新型环

保型木本植物型调节剂的制备方法以及其他蔬菜水果的育种改良方法（图８）。

　　（２）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在富硒农产品种植与栽培方面的专利数量突出，产品

涉及多种蔬菜水果（茄子、菜花、食用菌、西瓜、枇杷、樱桃、草莓等）、大米、黄豆、茶

叶（碧螺春、毛峰等）和中药（灵芝）等（图９）。

　　（３）日本凸版印刷公司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凸版印刷公司的专利聚焦于农产品包装技术，尤其是农产品包装材料的制备，

主要为农产品包装用的隔层材料和各种薄膜，如阻气层压材料、纤维素纳米纤维层

压部件、防水层压材料、气相沉积薄膜、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薄膜及包装用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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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组合物（图１０）。

图８　中国科学院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图９　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４）美国陶氏益农公司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陶氏益农公司在农药领域拥有较多的专利，除了一般的防治害虫的组合物、杂

环化合物以及除草组合剂，还有用于控制植物真菌病原体生长的腙化合物等协同

混合物。在动植物育种改良方面，该公司侧重于植物育种改良，主要技术为将序列

特异性核酸酶导入植物细胞再生植物；将核苷酸序列用于增加植物材料中异常脂

肪酸的量以产生基因工程植物；使用纳米粒子非侵入性地将核酸导入植物细胞以

产生稳定转化的基因修饰植物、快速生成转基因生物等（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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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日本凸版印刷公司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图１１　陶氏益农公司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５）青岛源之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该公司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较广，在农药技术方面的专利有纳米控释农药、威

尔菲农和唑菌胺酯拌种悬浮剂、生物农药；在农产品种植与栽培方面的专利有纳米

硒萝卜的种植、植物硒富集增强剂的制备、高赖氨酸玉米的栽培；在农业环境改良

方面的专利有各种抗菌杀毒剂、风蚀防损覆盖膜配方、新型纳米防霉药物、油田回

注水防腐杀菌剂等（图１２）。

　　（６）天津师范大学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天津师范大学的专利聚焦于农业种植与栽培，特别专注于草坪的种植与再生，

包括采用改性纳米土壤基质改良草坪草再生、调节草坪盐胁迫、促进叶绿素组织增

加的草坪草耐盐性方法、控制草坪草中重金属的积累等（图１３）。

６４ 知识产权动态



图１２　青岛源之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图１３　天津师范大学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７．小结

（１）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当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２）中国是纳米农业新材料与功能制造最重要的专利布局地，美国和日本紧随

中国之后，欧洲、韩国、德国、俄罗斯也是重要的专利布局地区。

（３）专利申请量前１０位的申请人中，日本占１席（凸版印刷公司），美国占１席

（陶氏益农公司），其他均属中国。前１０位申请人中包括５家公司、２家科研机构、２

家高校和１家合作社。中国科学院、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是申请量最多的２家

公司。

（４）根据相关专利文献蕴含的技术主题，目前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

研发主题大致包含以下几个主题：农药、肥料、农业装置与器械、农产品加工、农业

种植与栽培、农业环境改良、动植物遗传育种与纳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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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在领先机构专利应用领域中，中国科学院的专利多涉及农业环境改良和动

植物育种改良方面。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在富硒农产品种植与栽培方面的专利

数量突出。凸版印刷公司的专利聚焦于农产品包装技术。陶氏益农公司专利覆盖

的领域集中于农药和动植物遗传育种与纳米检测；青岛源之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专利涉及的内容较多，涉及农药、农业种植与栽培、农业环境改良多个技术领

域；天津师范大学的专利聚焦于农业种植与栽培。

许海云，隗　玲（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国科学院专利拍卖公告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将于２０１８年３月在山东省、江苏省、浙江

省、上海、福州、深圳等省市举办中科院专利拍卖，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拍卖标的为中科院院属５７家机构共９３２件专利，涵盖新材料产业、

智能制造业、先进生物产业、清洁能源等，详情请登陆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网（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查阅。

二、标的展示时间：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３日开始。

三、咨询联系电话：

北京：０１０６２６０１２３２，１３４０１００７７２０

上海：０２１６４１７４９０７，１３８１７７９８８８５

山东：０５３１８１９５７８２２，１３９５３１１４１３７

０５３１８１６９０６２９，１５５５００１０００７

江苏：０２５８９６６５８０２；１３８５１７２７１４９

浙江：１３９６８１２２０００；１８２５８８７５２２３

福州：０５９１６２０９８８６８；１８８５０３７３２２８

深圳：０７５５２８４０８３９６；１３４２７９２３４９０

附件：９３２件拍卖专利清单及起拍价格，下载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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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８３４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３日

中科院农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全国领先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发布的《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

报告》，中国科学院近３年的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农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量、授权量和有效专利量均稳居全国首位；２０１６年种植业、畜牧业、农化和农业生

物技术４个领域的申请量、授权量以及有效专利量均居全国首位。

李姝影　供稿

中科院“普惠计划”２０１８年首场活动走进东营

１月１８日，“中科院普惠计划全国路演对接会”第一站在山东东营举行。对接

会由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东

营市高层次人才促进会、东营市知识产权局联合主办。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

中心主任隋雪青和东营市政府副市长冯艺东出席对接会活动并致辞。东营市各区

县相关部门、企业负责人等１２０多人参会。

中科院专家进行了专业领域推介及项目路演，向与会的企业、部门介绍了各自

研究所的知识产权情况，发布了可转化技术成果。

山东万达、汇海医药、宝莫环境工程等６家企业代表全市２６家“入池企业”在

对接会现场签订了“普惠计划”共享专利池入池协议。

对接会的举办是中科院与东营市结合地方产业特点，推动在材料化工领域合

作，以科技创新驱动当地产业机构新旧动能转换的有效举措。

许海云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ｙｗｚｇｚｄｔ／２０１８０１／ｔ２０１８０１２３＿４６３３３６９．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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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普惠计划”深入知识产权强县宁津

１月２９日“中科院普惠计划全国路演对接会”在德州市宁津县举办，中科院知

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青、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企业处处长胡军建、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人事教育部综合处处长杜玉、德州市科技局局长张慧君、宁

津县委书记王刚等出席活动，宁津县相关部门、企业负责人约５０人参会。

山东凯斯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山东金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６家企业代

表全县２０家“入池企业”，与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在对接会现场签订了

“普惠计划”共享专利池入池协议。

参会专家对中科院“普惠计划”及共享专利池、中科院高价值专利拍卖等方面

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与企业代表进行深入交流。该项活动是促进德州市宁津

县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之一。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ｙｗｚｇｚｄｔ／２０１８０１／ｔ２０１８０１３１＿４６３４３７８．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７日

兰州分院系统多项成果荣获２０１７年度

甘肃省科学技术（专利）奖

１月２５日，甘肃省科学技术（专利）奖励大会在兰州召开，表彰２０１７年度在甘

肃省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甘肃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讲话。

省委副书记孙伟主持会议。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系统共有１１项科技成果荣获嘉

奖，中科院院士、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宝文被授予甘肃省科技功臣奖，甘肃省

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筹）（简称“西北研究院”）研究

员冯起代表受表彰奖励的科技工作者作大会发言。

获奖的１１项成果中，以兰州分院为推荐单位的占据５项。其中，西北研究院

主持完成的“河西走廊绿洲边缘雨养植被建植及管理的生态水文调控技术”荣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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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进步一等奖；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主持完成的“低品位凹凸棒石关键共性技术研

发及应用”获得技术发明一等奖、“石墨烯基功能材料的制备、结构调控与应用基础

研究”获得自然科学二等奖；兰州科近泰基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专利权人的“电

磁铁线圈的制造工艺”获得专利三等奖。

此外，西北研究院主持完成的“内陆河流域生态水文学”获自然科学一等奖；西

北研究院参与完成的“基于水分平衡的低覆盖度治沙理论及其防风固沙技术模式

研究与示范”获科技进步一等奖、“祁连山区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变化趋势的影响研

究及其应用”获科技进步二等奖、“青藏高原东北侧强对流天气探测及人工防雹作

业关键技术应用研究”获科技进步三等奖，近代物理所参与完成的“多线束放射治

疗肺癌的基础及临床应用研究”获科技进步二等奖；兰州化物所为共同专利权人的

“一种非晶态硫化镍的制备方法”获专利三等奖。

２０１７年度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共授奖１４９项，其中，科技功臣奖１人，自然科学

奖１０项，技术发明奖 ７项，科技进步奖 １３１项；２０１７年度甘肃省专利奖共授奖

５０项。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ｙｘ／２０１８０１／ｔ２０１８０１２６＿４６３３９５５．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７日

水生所一项专利获第十届湖北省专利金奖

近日，第十届湖北省专利奖评选揭晓，《一种补充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碳源的

方法及装置》（专利号：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６３０８．９）获湖北省专利金奖。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是该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发明人有吴振斌、贺锋、徐栋等。

该专利属于水处理生态工程技术领域的基础型专利，开拓了人工湿地碳源定

向调控强化脱氮的新思路，形成了人工湿地固体碳源靶向调控、污水生化强化处理

＋水体生态修复、碳氧联合调控等系统策略，研发出微生物固定化、原位底泥修复、

缓释杀藻等系列技术，对水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价值。近十年来，该专利技术已广泛

应用于污水深度处理、面源污染处理以及受污染湖泊、城市河道的修复等，推动了

人工湿地在我国的广泛深入研究和大规模工程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社会

效益。

１５知识产权动态



湖北专利奖的评选标准不仅强调专利的技术水平和创新高度，还注重工程应

用及其经济社会效益。这是水生所获得的第一项湖北省专利金奖。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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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７日

福建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需求与项目成果对接会举行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上午，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福建省经信委、福建省发改

委、福建省科技厅和中科院海西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福建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需

求与项目成果对接会在福清市举行。来自中科院海西研究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的５０多位专家，福建省内外科研院校的专家

学者、相关企业代表近３００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福建省内外科研单位推介项目成果及专利８８项、新能源汽车企业发布

技术需求６０项。中科院电动汽车研发中心副主任孙江明作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

主题讲座，另６位中科院专家现场推介了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在前期

预对接的基础上，会议现场组织专家与企业进行了深入洽谈，在新能源汽车整车、

电机电控、电池和关键材料等方向促成３０多个项目合作意向。

本次会议还举行了中科院海西研究院与福清市人民政府、冠城瑞闽公司院地、

院企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为冠城瑞闽与中科院海西研究院共建“新能源材料及器件

联合实验室”揭牌。实验室将联合开展锂电新能源等化学储能领域的试验研究与

应用开发，促使我国的锂电池新能源材料及器件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技术领先

优势，从而为福建省乃至全国新能源汽车电池材料和器件的产业化应用提供技术

支撑与保障。

上海分院副院长瞿荣辉出席了对接会并发表讲话，他表示，上海分院将积极组

织中科院各研究所不断致力于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发挥好中科院科技服

务网络计划（ＳＴＳ）福建中心的桥梁纽带作用，把更多的人力资源、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到福建省，进一步促进福建省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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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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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英国颁布专利官费新标准

２０１８年１月，英国政府颁布专利官费新标准，旨在以现代化、高质量、高效率的

服务为基础，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收费结构，收缴的费用将为英国知识产权局提

供工作经费。此次修改主要包括：（１）提高专利申请费，如在提交申请时没有及时

支付申请费则加收２５％的附加费；（２）提高检索和实质审查费；（３）提高电子申请

（１）和（２）费用的折扣；（４）引入权利要求数量超额费；（５）引入文书页面数量超额

费；（６）第１２年至２０年的维持年费每年增加１０英镑。该收费标准将于２０１８年４

月６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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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日

英国法律协会提交脱欧知识产权建议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２日，英国法律协会向英国政府提交了脱欧知识产权建议，列出

了政府需要采取行动的关键事项，确保英国知识产权法的延续性和确定性，并防止

对知识产权服务提供商和企业造成困扰。具体建议内容如下：（１）确认英国有意保

留的或是脱欧以后会继续遵守的统一专利法院（ＵＰＣ）条款；（２）尽快达成英国与其

他欧盟ＵＰＣ成员国的合作；（３）确保英国脱欧以后，排除ＵＰＣ和单一专利制度相关

的法律或其他操作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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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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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设立知识产权国际纠纷审理法庭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４日，韩国国会通过《法院组织法》（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ｔ）修正

案，该修正案将于２０１８年５月正式生效。修正案将在韩国地方法院和专利法院内

设立新的国际诉讼分庭，使用英语等多种语言（如中文、日文、法文、德文等）来审理

知识产权案件。而在此之前，所有的案件审理过程都必须使用韩语。修正案允许

诉讼当事人直接用母语提交法庭意见、证词以及参与口头辩论，这些举措将会降低

翻译错误的风险并减少翻译费用，有助于韩国转变为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纠纷解

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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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韩国推进全球技术创新 ＩＰ战略开发计划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韩国知识产权局推出“２０１８年全球技术创新知识产权（ＩＰ）

战略开发”的推进计划，鼓励企业将服务融入到现有产品中，创造新的商业机会。

２０１８年比去年增加了５．９％的预算，将提供４６亿韩元用于支援４３个中小企业产品

与服务融合战略型、服务战略型、产品战略型的运营。与技术创新相比，商业模式

创新日益重要，但这种创新服务通过应用软件和解决方案容易被简单地模仿。因

此，韩国知识产权局首先在“产品与服务融合战略型”方面，将给予企业支援，用于

对专利、市场、用户以及服务场景进行分析，来发掘新的商业模式，保护产品和服务

的知识产权。其次，在“服务战略型”方面，鼓励企业进行专利分析，找出所持技术

适用的服务平台，并制定应用软件及解决方案的开发战略。最后，在“产品战略型”

方面，除了产品本身的功能，还将开发针对连接到网络时提供服务功能的连接装置

４５ 知识产权动态



等，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战略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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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公布专利官费征收修订法案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５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专利费征收规则的部分修订法案》。

该修订法案预计从２０１８年４月开始实行，旨在促进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的创新

发展。

根据该修订法案，韩国知识产权局将引入专利增长奖励制度，返还中小企业和

新兴企业缴纳手续费总额的１０％至５０％作为奖励，促进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其

次，现行收费标准是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第４到第９年的专利年费减免３０％；修改

后为第４到第２０年减免５０％，以减轻企业专利权利维护的经济负担。与此同时，

针对被选为补助员工发明优秀企业或知识产权管理认证企业的中小企业和新兴企

业，第４年至第６年的年费追加减免２０％的措施原计划于２０１８年２月停止，修订

后该措施将延长至２０２２年。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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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９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标准专利产出支援计划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５日，韩国知识产权局明确提出２０１８年标准专利产出支援项目，

计划投入２８７亿韩元，支持中小企业、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获取智能信息重要领

域的标准专利。

５５知识产权动态



（１）通过产学研合作，构建战略地图发掘有望取得标准专利的技术，据此对持

有优势技术的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研发以及标准化战略的制定提供支援。

（２）与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产业通商资源部在研究与开发及标准化支援事

业上合作，选定３８个产学研合作课题。同时对企业和研究机构的能力以及研发阶

段、标准化进程进行综合性评估，提供紧急申请战略、标准技术的空白领域导出战

略等标准专利获取战略。

（３）标准化即将实现时，对于标准技术应用于实际生活时可能出现的产品和服

务，韩国知识产权局还将提供相关标准应用专利的确保战略，促进韩国的产学研机

构在标准技术方面构建强有力的专利网。

此外，韩国知识产权局构建标准专利信息数据库，用于提供标准专利统计和标

准专利的详细信息。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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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实施职务发明激励计划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宣布实施２０１８职务发明激励计划，帮助企

业引入并完善职务发明制度，提高研究人员的发明积极性。随着职务发明关注度

的提高，企业引入职务发明制度的比率从２０１２年的４３．８％增加到了２０１７年的

６５％。采取措施具体如下：（１）为企业提供制度建设的咨询服务，帮助企业解决职

务发明制度的引入及运用所产生的问题；（２）举办说明会，提高企业对职务发明的

认识；（３）建立职务发明补偿优秀企业认证制度，对职务发明补偿的模范企业提供

奖励；取得认证的企业能够获得减免第４至６年的专利费、优先审查服务、在各种

政府资助中获得加分等奖励。其中，咨询服务和说明会全年都可以进行申请，认证

制度一年可以申请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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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优秀な特许の必须条件、职务
*

明制度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

６５ 知识产权动态



美国智库公布大学获得产业资助州排名

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智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发布了大学获得产业资助研究报告。该报告利用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数据对各州的大学科学研究行业资助的

占比进行排名，前五名依次为北卡罗纳州、佐治亚州、堪萨斯州、俄亥俄州和密苏里

州。报告指出，产业资助比例较高的州一般拥有国家支持的技术商业化长期项目，

并提出提高大学产业资助的政策建议，如开展针对当地企业需求的研究、修改研发

税收抵免政策、将高等教育资金来源与产业资助资金挂钩等。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１／０９／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ｉｓｔｈｅｔｏｐｓｔ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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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

美国海军启动航空技术快速商业化新举措

美国海军启动了一项新举措，旨在加速航空技术的快速商业化。创新和现代

化帕图克森特河计划（ＩＭＰＡＸ）是海军空战中心飞机部和佐治亚理工学院附属研究

所之间签订协议的一部分。海军利用 ＩＭＰＡＸ计划来确保海军能够在快速更新的

技术世界中尽早获得新兴技术，从而避免采购的延误。除了寻找现有的技术，该计

划还可以支持有希望的早期创新，以满足海军的技术需求。技术转移中心网站

（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认为对于不常与政府合作的科技初创企业而言，ＩＭＰＡＸ提

供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１／２４／ｕｓｎａｖｙ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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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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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与花旗创投建立创新合作伙伴关系

花旗风险投资公司（ＣｉｔｉＶｅｎｔｕｒｅｓ）推动花旗与大学创新与发现合作伙伴关系

（ＣＵＰＩＤ），该项目将来自顶尖大学的学生吸纳到金融服务巨头的创新工作中。目

前，来自美国１２所大学的８０多名学生获得了课程学分，这些课程主要针对机器学

习、自然语言处理和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其他参加的大学包括：康奈尔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乔治敦大学，新学院大学帕森斯设计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以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花旗风投负责人表示，花旗致力于建

立创新框架，促进与多元化的新兴人才的广泛互动，也希望通过与领先学术机构建

立合作平台，进行创新思想交流。该计划将在２０１８年与更多大学建立新的伙伴

关系。

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１／２３／ｃｉｔｉ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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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４日

美国耶鲁大学启动企业合作联盟

耶鲁大学启动工业与学校研究人员之间新的联盟关系，旨在促进跨学科研究。

联盟将对耶鲁大学以外的企业开放，允许行业的成员与研究人员接触。行业合作

伙伴从初创到老牌公司将都能够购买联盟的成员资格，使他们能够获得大量的定

量研究专业知识。除了推动创新之外，联盟还希望通过培育赞助的研究项目来为

更多的大学带来利益。联盟中现在科研专家包括计算机科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

家、工程师、统计学家、医生和物理学家。

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２／０６／ｙａｌｅ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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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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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迈阿密大学助推军方技术商业化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美国迈阿密大学宣布将与莱特兄弟研究所（Ｗｒｉｇｈｔ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ＷＢＩ）联手，合作审查空军研究实验室（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的研

发成果，发掘具有潜在商业化开发前景的技术，并多渠道加快实验室知识产权成果

的商业化推广。ＷＢＩ是空军研究实验室的非盈利性合作伙伴，为其技术上市提供

服务。ＷＢＩ和迈阿密大学签订了为期１８个月的合同，并向该大学支付１０万美元

合同金。空军研究实验室的技术涵盖能源存储、医疗监测和先进制造业，迈阿密大

学将对其１０００多个专利进行审查。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ａｙｔｏｎ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ｃｏｍ／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ｉａｍ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ｂ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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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日

美国宾州大学开发可穿戴技术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可穿戴技术来帮助治疗毒瘾。

ＷｅａｒＩＴ可以实施到可穿戴设备，如Ｆｉｔｂｉｔ或Ａｐｐｌｅ手表，并与智能手机连接，以监测

康复人员的压力和焦虑水平。当技术获得信号时，它会提供个性化的反馈，让佩戴

者专注于恢复。ＷｅａｒＩＴ团队从宾夕法尼亚州北部的 Ｔｅｃｈ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项目获得了

１００００美元的奖励，这将使其能够继续开发技术，制定商业计划并寻求投资者。该

团队希望在２０１８年夏季推出其产品。

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１／２４／ｐｅｎｎ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ｄｅｖｅｌ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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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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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密歇根大学开发自动驾驶防晕车技术

美国密歇根大学（ＵＭ）的两名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个自动驾驶汽车乘客防晕

车系统。ＵＭ研究人员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ｉｖａｋ和ＢｒａｎｄｏｎＳｃｈｏｅｔｔｌｅ表示，大约一半的成年人

都会经历晕动症状，这是由于眼睛和内耳之间的相互冲突造成的。在自动驾驶汽

车中，由于乘客在车辆行驶中不需要观察道路，所以晕车症状可能更加突出。Ｓｉｖａｋ

和Ｓｃｈｏｅｔｔｌｅ已经申请了防晕车解决方案的专利保护，这项技术在乘客的视觉外围

提供轻微刺激，以模仿他们在外面看到的东西。部分技术是可穿戴的，另一部分通

过汽车系统实现。研究人员正在与ＵＭ技术转移部门合作，将创新商业化。

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１／２４／ｕ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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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

美国律所解析展会侵权风险降低措施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４日，美国ＴａｒｔｅｒＫｒｉｎｓｋｙ＆Ｄｒｏｇｉｎ律师事务所总结了中国企业在

美国展会上降低被起诉风险的可行做法。（１）重视展会前专利权人发出的侵权通

知，中国企业可向美国当地律师咨询最佳处理方法，并做好撤展的准备；（２）如果未

接到侵权通知但存在展出产品侵权的可能，则可由美国律师对产品进行评估以确

定是否侵权；（３）可以要求律师随时查询法庭文件，以保证企业及时了解临时禁制

令的动议的提交，并采取应对措施；（４）谨慎对待索取样品的需求，在发送样品前应

当确定对方的目的，因为实践中大多数律师及调查人员都是直接向企业索取到了

侵权分析的产品样本。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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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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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八所大学成立联合技术转移机构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８所英国大学宣布成立的统一技术转移机构“米德兰创

新”（Ｍｉｄｌａｎｄ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面向英国米德兰地区开展技术转让活动，把８所大学的

技术联合起来开展商业化，以期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产业关注。米德兰地区是英国

重要经济增长地区之一，米德兰地区创新计划将推动当地的创新生态系统建设，预

计将吸引３亿英镑的风险投资基金。８所大学包括阿斯顿大学、伯明翰大学、克兰

菲尔德大学、基尔大学、莱斯特大学、拉夫堡大学、诺丁汉大学和华威大学，目前８

所大学已创建了５００多家初创公司。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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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海外知识产权收益增长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６日彭博日文网站发布报道，日本知识产权经济收益增大。

首先，据日本银行的统计，２０１７年１至１１月知识产权海外使用费约为４４万

亿日元，与２０１２年的２５万亿相比，增加了７４％。可见日本企业不断向海外拓展，

收益源也在发生转换。其中，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为６０４４亿日元，单月排名历史第二。其

次，据经合组织（ＯＥＣＤ）的统计，２０１４年日本的知识产权收入为 ３６９亿美元，在

ＯＥＣＤ成员国中仅次于美国（１３０４亿美元）。

彭博经济学家增岛雄树指出，目前日本的知识产权收益主要来自汽车领域和

通信设备领域，今后日本有必要从“卖出即可”向可持续获利的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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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Ａｒｍ公司智能社会半导体 ＩＰ战略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７至１９日的第４７次日本电子展期间，日本Ａｒｍ公司董事社长内
海弦讲解了Ａｒｍ应对智能社会采取的知识产权（ＩＰ）战略，具体措施包括：（１）从
Ａｒｍ到半导体制造商，在允许使用设计图（ＩＰ）的阶段，收取许可费作为合同费，不
需要再支付签订合同的额外费用；（２）在半导体的生产和销售阶段，采取共享型商
业模式收取使用费（约为半导体芯片单价的百分之几）。这种模式下，ＩＰ的维护费
用由使用费收入来维持，因而客户可以放心地长期使用基于 Ａｒｍ技术的半导体芯
片。Ａｒｍ公司是软银集团的半导体知识产权（ＩＰ）供应商，前身为英国 Ａｒｍ公司。
目前，半导体ＩＰ市场拥有４０００亿日元的规模，Ａｒｍ占据了５０％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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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律师分析无人机专利趋势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日本ＤＲＯＮＥＩＰＬＡＢ公司的知名律师中稔从知识产权
的角度，对日本无人机产业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从专利申请件数来看，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６年日本无人机技术相关专利共计１６０３件，
以２０１２至 ２０１３年为界相关专利申请件数开始迅速增加，２０１４至 ２０１６年达
８４１件。

从专利申请企业排名来看，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６年申请量排名第一的是三菱重工１０８
件，第二是大疆（ｄｊｉ）９０件，其次是雅马哈发动机、三菱电机、日本电气、洋马（Ｙａｎ
ｍａｒ），日本企业排名靠前。

鉴于无人机是从２０１３年开始普及的。从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的专利申请排名来
看，大疆以８２件遥遥领先，其次是普宙（ＰｒｏＤｒｏｎｅ）４０件，西科姆（ＳＥＣＯＭ）２４件，派
诺特（Ｐａｒｒｏｔ）２３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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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５Ｇ通信技术专利申请活跃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韩国知识产权局调查发现，在聚合ＬＴ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授

权频段与ＷｉＦｉ非授权频段来进行数据传输的ＬＴＥＬＡＡ（Ｌｉｃｅｎｓｅ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Ａｃｃｅｓｓ）

技术领域，韩国专利申请件数不断增加。

自２０１４年ＬＴＥＬＡＡ技术问世后，韩国受理的相关专利申请中，韩国人提交的

申请占８０％，其中中小企业１７件，大型企业１０件，大学和研究机构６件；外国人提

交的申请占２０％，且全为大型企业。这反映了韩国的运营商及销售商、学术界、研

究机构对ＬＴＥＬＡＡ技术高度关注。

韩国知识产权局通信网络审查组的科长指出，韩国计划在２０２０年实现５Ｇ移

动通信的商业化，并将在平昌奥运会提前提供５Ｇ服务；ＬＴＥＬＡＡ技术可以使运营

商在无成本负担的情况下，确保频率增加，减轻流量负担，因此相关专利申请应该

会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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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动汽车专利申请增加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韩国知识产权局分析指出，韩国在电动汽车技术领域（不包括电

动汽车零部件本身的技术，如电池）的专利申请件数虽然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有所

减少，但２０１４年为８７９件，２０１６年增至１２７１件，出现了年均２０９％的增长。

电动汽车吸引消费者购买的关键是充电时间、充电便利等因素。因此，对于电

动汽车市场的形成来说，电动汽车的充电技术比汽车本身的技术更加重要。韩国

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专利申请件数从２００７年的１４件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３６件，出现

年均１２１３％的爆发式增长，至今也保持着年均２００至３６０件的态势。同时，外国

人在韩国提出的相关专利申请也在急速增长。申请者除汽车制造商外，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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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高通等全球领先的电子通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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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编辑分析２０１７年３３７调查趋势

２０１８年１月，ＩＡＭ杂志编辑Ｊａｃｏｂ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发文分析２０１７年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ＩＴＣ）调查案件趋势。２０１７年３３７调查申请总数为６１起，相比２０１６年增长了

１３％，成为自２０１１年以后的最高值。３３７调查被诉对象中，６０％的案件涉及东亚的

企业，约１／３的案件针对的是中国大陆的企业。中国受到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冲击

最大，但中国企业去年被诉案件数量比２０１６年减少。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

业被诉比例呈增加趋势，尤其是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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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ＴＣ：博德研究所失去 ＣＲＩＳＰＲ专利欧洲控制权

在开创性的基因编辑技术 ＣＲＩＳＰＲ的权利争夺战中，麻省理工学院博德

（Ｂｒｏａｄ）研究所和哈佛大学正面临着失去其在欧洲知识产权主导地位的风险。欧

洲专利局（ＥＰＯ）最近裁定，因不符合ＥＰＯ授权要求，无法确定博德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是否首次在真核生物中使用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因此 ＥＰＯ撤回博德研究所的基础专

利。博德研究所现在可以专注于ＣＲＩＳＰＲ技术的其他方面，但要获得更广泛、更基

础的保护范围存在困难，预计在未来一年中，此项技术在欧洲的相关专利可能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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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或受到严重限制。博德在欧洲至少有１０项其他专利受到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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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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