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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７年全球知识产权报告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了２０１７年全球知识产权活

动报告。报告指出，２０１７年ＷＩＰＯ在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方面的知识产权

服务的使用再创历史新高；中国成为通过 ＷＩＰＯ提交国际专利申请的第二大来源

国，逐渐逼近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

２０１７年，２家中国科技公司是国际专利申请的最高记录者，其中华为排名第１、

中兴排名第２，紧随其后的是英特尔、三菱和高通。２０１７年，日本增长强劲，但是中

国略胜一筹排名第２；按照当前的趋势中国有望在３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

的ＰＣＴ（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ｙ）申请来源国。

整体而言，来自世界各地的发明人向ＷＩＰＯ提交了２４３５００件国际专利，比上年

增长４５％，这得益于中国和日本的强劲增长。ＷＩＰＯ国际商标申请（马德里体系）

增长了５％，包含５６２００项申请，ＷＩＰＯ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海牙体系）数量增长

３８％，达１９４２９件。这标志着ＷＩＰＯ三大申请体系连续第８年保持增长。

　　１．专利

２０１７年，美国 ＰＣＴ申请位居全球首位（５６６２４），其次是中国（４８８８２）、日本

（４８２０８）、德国（１８９８２）、韩国（１５７６３）。中国和印度是 ＰＣＴ申请前１５名中仅有的

两个中等收入国家。２０１７年提交的 ＰＣＴ申请中，近一半来自亚洲（４９１％），欧洲

（２４９％）和北美（２４２％）各占１／４。

Ｔｏｐ１５来源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的国家（＋１３４％）。

自２００３年以来，中国每年的年增长率都超过 １０％。瑞典（＋７％）和日本

（＋６６％）同样增长强劲，荷兰（－５２％）和意大利（－４５％）的申请量下降。

两家位于中国深圳的电信公司：华为（４０２４）和中兴（２９５６）的ＰＣＴ申请量位居

全球前两位；华为超过中兴夺回领先地位，后者２０１７年的 ＰＣＴ申请量大幅下降。

其次是美国英特尔公司（２６３７）、日本三菱电机公司（２５２１）和美国高通公司

（２１６３）。Ｔｏｐ１０申请人中包括７家亚洲公司、２家美国公司和１家欧洲公司。

就教育机构而言，２０１７年，加州大学ＰＣＴ申请排名第１，拥有４８２件ＰＣＴ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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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自１９９３年以来的领先地位。麻省理工学院（２７８）位居第２，其次是哈佛大学

（１７９）、德州大学系统（１６１）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１２９）。教育机构申请人 Ｔｏｐ１０

由美国机构主导，Ｔｏｐ２０申请人中包含１０所亚洲大学。牛津大学创新有限公司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在教育机构中排名第２４位，是排名最高的欧

洲大学。

计算机技术（占总量的８６％）超过了数字通信（８２％），成为ＰＣＴ申请量最多

的技术领域。其次是电力机械（６８％）和医疗技术（６７％）。２０１７年，运输

（＋１１８％）、计算机（＋１１４％）和生物技术（＋９６％）是 Ｔｏｐ１０技术领域中增长

率最高的领域。

　　２．商标

２０１７年美国提交的国际商标申请数量最多，为 ７８８４件，紧随其后的是德国

（７３１６）、中国（５２３０）、法国（４２６１）和英国（３２９２）。

Ｔｏｐ１５来源国中，中国增长最快（＋３６３％），其次是俄罗斯（＋２３９％）、韩国

（＋９８％）和英国（＋９３％）。中国和俄罗斯均连续第二年取得两位数的增长。

相比之下，奥地利（－４９％）、意大利（－６６％）和荷兰（－５８％）的申请量均有所

下降。

法国欧莱雅公司有１９８件申请，排名榜首，其次是匈牙利 ＲｉｃｈｔｅｒＧｅｄｅｏｎＮｙｒｔ

（１１７）、德国ＡＤＰＧａｕｓｅｌｍａｎｎＧＭＢＨ（１０４）、瑞士诺华公司（９６）以及欧洲的 Ａｂｅｒ

ｃｒｏｍｂｉｅ＆ＦｉｔｃｈＥｕｒｏｐｅ公司（８２）。值得注意的是，ＲｉｃｈｔｅｒＧｅｄｅｏｎＮｙｒｔ２０１７年的申

请量比上年增加了１０６件。Ｔｏｐ１５申请人中包含１２家欧洲公司、２家亚洲公司和１

家美国公司。

国际商标申请中，计算机和电子类申请占总量的 ９８％，其次是商业服务

（７９％）和技术服务类（６２％）。Ｔｏｐ１０类别中，机械和机床（＋１３４％）以及商业

服务（＋６２％）的增长最快。

　　３．工业品外观设计

２０１７年，外观设计申请数量增长了 ３８％，达 １９４２９件，与去年相比减少了

５２１３件。

德国（申请中包含４２６１件外观设计）仍然是国际外观设计体系中最大的用户；

其次是瑞士（２９３５）、韩国（１７４２）、美国（１６６１）和法国（１３９６）。Ｔｏｐ１０来源国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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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１８９２％）增长最快，其次是美国（＋１７８％）、法国（＋１５２％）及瑞士

（＋１４９％）。

韩国两大电子巨头：三星电子（７６２）和 ＬＧ电子（６６８）分别位列外观设计申请

人排行榜的前两位。荷兰ＦｏｎｋｅｌＭｅｕｂｅ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４９０）的申请数量减少了４６３件，

导致其排名从２０１６年的第１下降至２０１７年的第３。宝洁（４８８）和大众汽车（３６９）

分别位列第４和第５位。在装饰照明行业活跃的希腊 ＦｏｔｉｓｔｉｋａＡｂｅｅｇ公司以３５７

件外观设计申请量位居第６，其上一年外观设计申请量仅为８件。

在外观设计中家具类申请占比最大（１０５％），其次是录音和通讯设备

（１０３％），其中包括电脑设备和手机，以及交通工具（７６％）。

许　轶　检索，苏娜平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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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６日

日本川崎模式促进闲置专利利用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日，日本正林国际专利商标事务所（Ｓｈ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

ｔｅｎｔ＆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Ｏｆｆｉｃｅ）律师 ＳａｔｏｓｈｉＷａｔａｎａｂｅ发文分析了名为“川崎模式”（Ｋａ

ｗａｓａｋｉｍｏｄｅｌ）的专利授权商业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将大型企业的闲置专利授权

给中小企业（ＳＭＥｓ）。

“川崎模式”是基于川崎市企业访问活动的中小型企业支援方案的总称。２００７

年，日本川崎市开始实施中小型企业支援项目，并在２００８年将其列为重点项目，成

功地让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进行专利授权，来振兴当地工业。该模式的核心是将

大型企业的闲置专利技术转让给中小企业，使双方受益：一方面，目前超过一半的

日本专利仍未被利用，大型企业希望将闲置专利货币化；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需要

种子技术来开发他们的产品，且产品受到专利保护，而不只是担任分包商。

川崎模式的运作流程主要包括以下４个步骤：

（１）首先是创造企业间的见面机会，一是开放型交流会，这是一种广泛招募参

与者的方法，多家大型公司向小型企业介绍技术种子，如有希望就进行个别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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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封闭型交流会，召集属于特定工业团体的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客户，并由１

家大企业介绍技术种子；三是个别配对，协调员如果认为某项技术种子可以用于某

个中小企业，可以安排大型企业与之进行一对一的匹配。

（２）在确定了专利和技术专业知识等技术转移的对象后，由协调员从中对合同

条件进行调整，如金额问题，协调员会介入其中找到妥协点并引导企业双方达成协

议。合同的草案一般由大型企业提出，许可合同的草案多是以许可方的立场单方

面撰写，且多数中小企业是第一次签订许可合同，所以协调员还会在解说知识产权

专业用语的同时，以不伤害中小企业的利益为前提，对合同条约进行调整。

（３）对中小企业来说，从试制到评估均由其独立完成的话，必定会遇到许多阻

碍。基于此，川崎市政府与财团职员、协调员组成小组，也叫“川崎小组”，为中小企

业提供支援，比如推动同类工业团体进行合作，或者介绍专家顾问等。

（４）最后是宣传合作。中小企业，特别是承包型企业一般没有广告宣传的知识

和资金，因此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川崎市和大型企业向媒体传播信息的能力。

针对合作产品，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川崎市长同席的情况下，举行三方共同的记

者招待会，并在报纸和电视上进行报道。

目前，许多大型企业已经采用了“川崎模式”，包括：富士通、东芝、ＮＥＣ、日立、

日产、先锋、味之素、ＮＴＴ、佳能、中国电力、夏普、京瓷、富士施乐、丰田、松下、三井化

学、ＫＤＤＩ、本田汽车、西门子。

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８年２月，基于川崎模式成交了２９笔交易，开发了２０个新产

品。该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当地政府在很多方面给中小企业提供了帮助，包括如下方面：（１）开发新产品

和制定商业计划；（２）提供与大型企业接触的机会，比如研讨会、小型会议、一对一

会议；（３）与大型企业进行合同谈判；（４）介绍发展伙伴、公共实验室和研究机构；

（５）申请国家补贴。

由于大型企业为中小企业确定所需的种子技术需要耗费成本，所以许多大型

企业最初不愿意参与该项目。对此，地方政府为大型企业提供以下帮助：（１）对专

利发明的标题和摘要进行检索，筛选出适合特定中小企业的种子技术专利；（２）安

排大型企业与选定的中小企业进行会议；（３）在找到合适的专利被许可人时，组织

一对一会议。

经验表明，适合中小企业的种子技术一般具有以下特点：（１）有明确的使用用

途；（２）可直接用于产品开发；（３）轻松实现现有产品的增值；（４）开发和推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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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成本较低，且消耗的精力最少；（５）提供原型或实验数据；（６）一般不适用于

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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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７日

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ｓ发布２０１７年物联网专利诉讼报告

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０日，美国专利组织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ｓ发布２０１７年物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Ｔｈｉｎｇｓ）领域专利诉讼报告。报告发现，从２０１２到２０１７年，物联网领域非执业实

体（ＮＰＥ）的诉讼活动一直保持高活跃度（占比介于８５％至９８％之间）；２０１６年物联

网专利诉讼数量达历史峰值，２０１７年又回落到了２０１６年以前的水平；通信协议和

网络技术类别相关专利诉讼比例从２０１６年的３％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４４％。

图１　物联网领域专利诉讼数量（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如图１所示，尽管２０１７年物联网专利诉讼量降低，但ＮＰＥｓ提起的诉讼仍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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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诉讼量的８６％。

物联网领域的专利诉讼与整体诉讼量均呈现下降趋势，物联网领域诉讼量

２０１７年下降主要是２０１６年诉讼数量较高所致，整体专利诉讼量下降趋势更明显

（图２）。

图２　物联网及整体专利诉讼量年增长率（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７年间，通信协议及网络类别的专利诉讼量占比上升了１０％，而其

他物联网技术的比例变化不大（图３）。

图３　物联网领域专利诉讼技术构成（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表１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物联网专利诉讼ＮＰＥ前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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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物联网专利诉讼ＮＰＥ前十位（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排名 公司名称 专利诉讼数量

１ ＰｒａｇｍａｔｕｓＴｅｌｅｃｏｍＬＬＣ ８２

２ ＰｅｎｏｖｉａＬＬＣ ７１

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ＬＬＣ ６６

４ Ｏｌｉｖｉｓｔａｒ，ＬＬＣ ６３

５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Ｄｅｖｉｃｅ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ＬＬＣ ６０

６ ＷｅｔｒｏＬａｎＬＬＣ ５６

７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Ｄａｔａ，ＬＬＣ ５２

８ ９１１ＮｏｔｉｆｙＬＬＣ ４２

９ ＵｒｇｅｎＳｙｎｃ，ＬＬＣ ３３

１９ Ｃａｎａｔｅｌｏ，ＬＬＣ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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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律所分析欧专局专利异议趋势

２０１８年３月，欧洲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ＮＬＯ发布系列报告，分析近年来欧专

局专利异议的趋势。报告指出，欧洲专利局（ＥＰＯ）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显示，２０１７年

专利异议数量同比增长近２５％，这一比率在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间基本维持稳定。鉴

于２０１７年授权专利较２０１６年增长了１０％（相对２０１５年增长近５５％），预计２０１８

年专利异议数量会进一步增长。专利异议正成为各方确保经营自由的重要工具。

报告分析了２０１６年ＥＰＯ登记的专利异议基本现状以及２０１５年之前的发展趋

势。报告共分为５部分。第１部分侧重专利异议技术领域和国别分布；第２部分涉

及异议各方专利代理人的选择；第３和第４部分重点反映专利异议公司所在的领

域以及专利异议的核心技术点；第５部分重点反映公司内部知识产权部门专利异

议份额。以下为摘选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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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技术分布

从２０１５到２０１６年，更多技术领域意识到专利异议对于专利战略的益处。专利

异议通常发生在国际专利分类中的Ａ大类（人类必需品）、Ｂ大类（作业，运输）和Ｃ

大类（化学，冶金），以上３大类２０１６年占比６８％，２０１５年占比７２％。而Ｆ大类（机

械工程、照明、加热和武器）愈发成为异议的集中点，该大类发生的异议２０１５年占

比为８％，２０１６年几乎翻了一番，占比达到１４％。

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６年间，其他类别如Ｄ大类（纺织，造纸）和Ｅ大类（固定建筑物）的

专利异议占比变化不大，基本徘徊在２％至３％左右，Ｇ大类（物理）和 Ｈ大类（电

学）徘徊在６％至７％左右。

　　２．国别分布

２０１５到２０１６年间，ＥＰＯ专利异议的专利权人和异议人的国别构成基本相同。

如图４所示，２０１６年发起的专利异议申请中，德国专利权人占３０％，德国异议人

占４６％。

图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ＥＰＯ专利异议国别分布

２０１６年，美国和德国专利权人遭受的专利异议数量占比相对接近（２２％ ＶＳ

３０％），但是来自德国的异议人占比高达４６％，美国异议人仅占１０％。美方似乎还

没有发现通过ＥＰＯ专利异议使专利失效的好处。

　　３．非欧洲专利公约国家分析

与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５年相同，２０１６年数据显示，非欧洲专利公约（ＥＰＣ）国家最常被

动卷入ＥＰＯ专利异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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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提出专利异议中非ＥＰＣ专利权人占３４％，仅有１３％的专利异议人来自

非ＥＰＣ国家，这些数据从２０１３年起基本保持不变，说明非ＥＰＣ国家并没有提高积

极参与ＥＰＯ专利异议的意识，或者ＥＰＯ专利异议的门槛对非ＥＰＣ国家来说并未降

低。

这种现象对于亚洲国家尤甚。韩国、中国和新加坡作为被异议一方基本比作

为专利异议提出方的占比高出近３６倍。相对而言，以色列和墨西哥似乎是非ＥＰＣ

国家中将ＥＰＯ专利异议使用得心应手的少数国家，提出专利异议数量大约是被异

议的２倍甚至４倍。

　　４．异议代理人的选择

２０１６年几乎９０％的非ＥＰＣ专利权人和异议人选择了德国或英国的代理机构，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５年情况基本相同。２０１３到２０１５年，非ＥＰＣ专利权人选择德国代理机

构的占比（４９％）高于英国（４０％），２０１６年有所扭转，英国占比达到４６％，高于德国

的４３％。对于非ＥＰＣ的专利异议人，２０１６年的情况与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基本持平：

德国代理机构占比仍高于英国，分别为４６％和４２％。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５年间，东亚国家更倾向选择德国代理，２０１６年这一趋势依旧延

续：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５年间，以英语为母语的非 ＥＰＣ国家更倾向于委任英国代理机构，

２０１６年这一趋势依旧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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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编辑评价专利复审制度对诉讼成本的影响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９日，ＩＡＭ主编ＪｏｆｆＷｉｌｄ发表文章分析了专利复审制度对诉讼总

体成本的影响，文章利用增量分析计算专利复审节约的诉讼成本具体金额，发现专

利复审制度仅节约了诉讼总成本的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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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复审制度是目前美国专利领域最具争议性的话题。有研究认为，专利复

审制度自采用以来已经节省了数十亿美元。ＪｏｆｆＷｉｌｄ指出目前还没有专利复审制

度影响诉讼成本的具体数据，因为它需要从各个案件中分离出专利复审制度的影

响。ＪｏｆｆＷｉｌｄ以每个案件诉讼平均成本９５万美元为基准来确定总体成本，２０１７年

共有４０７２件专利诉讼，若以ＮＰＥ平均诉讼成本计算，２０１７年诉讼总成本为３８６亿

美元。

　　１．研究方法

一些诉讼案件只涉及一项专利，但是一些案件可能涉及多项专利。如果专利

复审判定某专利所有权利要求无效，那么单项专利诉讼案件将达成诉讼和解，但涉

及多项专利的诉讼案则不可能因此和解。

鉴于２０１５年大约２／３的专利申请都是针对单项专利的诉讼，ＪｏｆｆＷｉｌｄ将这一

比例应用于２０１７年，预估出２０１７年单项专利诉讼数量为２７１４件。

２０１７年有１７２５件专利复审申请。Ｐａｔ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指出，７０％的复审专利与专

利诉讼有关，其中８０％涉及单项专利诉讼，即２０１７年共有９６６项专利同时涉及单

项专利诉讼和相关专利复审。

Ｐａｔ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指出，被告在专利无效复审前平均花费２０万美金。提交一项专

利复审申请成本的中位值为１０万美金，而为得到最终决定结果各方需要支付２５

万美金（共５０万美金）。

为了能够进行德尔塔成本分析（ｄｅｌｔａｃｏｓ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ｆｆＷｉｌｄ假设一项专利无

效复审的和解将决定相关诉讼案件的和解，一个不利的决定或所有权利要求无效

的宣判将促使相关案件或隶属于无效专利的其他案件达成和解，而且对于一个甚

至多个被质疑的专利，专利无效复审的通过与否并不能解决诉讼问题，因而也不会

达成和解。当然，个别诉讼情形会有所不同，以上为专利复审对总体成本影响的测

度提供了基础。

　　２．应用

根据ＵＳＰＴＯ统计数据，９６６项专利复审申请中将有３０％得到和解。假设专利

复审结果导致了双方诉讼和解，那么将有２８９项诉讼和解。达到专利无效复审和

解的总体花费将是３０万美元（无效申请前的２０万美元 ＋无效申请１０万美元）。

相对于平均诉讼成本，每个案件节省６５万美元，２０１７年总体花费将节省１８７８亿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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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９６６件申请中，５％将达成不利判决，即判定权利要求无效，将直接导致４８

起诉讼达成和解，每起诉讼将花费３０万美元（无效申请前２０万美元＋无效申请１０

万美元）。相对于平均诉讼成本节省６５万美元。因为涉案专利被无效，所以另有

２４起相关诉讼将和解（按照１５∶１的比例）。对于这２４起诉讼，则只需花费申请前

的２０万美元，故每起节省７５万美元，总体节省０４９２亿美元。

在９６６件无效申请中，２３％将在最终决定中得到权利要求不能专利化的结论。

假设使所有权利要求无效将导致和解，那么将有２２２起诉讼和解。按８０％的诉讼

中止率计算，１７７个案件将被中止。被中止诉讼的平均花费为７０万美元（申请前

２０万美元＋双方为达成最终结果花费５０万美元），那么结果是比案件平均花费节

省２５万美元。

对于未被中止的２０％，即４４起诉讼，将持续至少１８个月（从专利复查开始到

最终裁决），诉讼的平均时长为１至２年。假设平均诉讼费用也适用于非中止案

件，那么每件诉讼要多花费５０万美元（双方为达成最终结果的花费），总体成本要

节省０２２２亿美元。

因为所有权利要求被判定无效，那么其余１１１起诉讼也将被解决（应用１５∶１

的比例）。运用８０％诉讼中止率，８８起诉讼将平均花费２０万美元，节省７５万美

元。同理，非中止案件不会有节省，总体花费将节省０６６亿美元。

在９６６件申请中，２９％将被拒绝，意味着专利复审申请未能解决诉讼双方问

题。对于这２８０起申请，每起多花费１０万美元，总体花费多出０２８亿美元。

在９６６件申请中，１％将会被驳回。这９起诉讼每起增加花费１０万美元，总体

将多出９０万美元。

在９６６件申请中，１２％的无效复审决定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是有效的，这１１５

起诉讼中，专利复审增加了总体花费５０万美元，因为专利复审未能解决法律问题。

无论诉讼案件是否强制中止，诉讼仍在继续。这增加了总体花费０５７５亿美元。

考虑到上述情况，２０１７年总体花费上专利复审制度将节省２３８８亿美元。如

果诉讼总成本为３８６亿美元，专利复审节省了２３８８亿美元，那么专利复审制度每

年将降低总体花费的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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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有关工作办法（试行）》

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重大公

共利益，规范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秩序，依据国家安全、对外贸易、知识产权等相关法

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一、审查范围

（一）技术出口、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等活动中涉及本办法规定的专利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对外转让

的，需要按照本办法进行审查。所述知识产权包括其申请权。

（二）本办法所述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是指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将其境内知识产

权转让给外国企业、个人或者其他组织，包括权利人的变更、知识产权实际控制人

的变更和知识产权的独占实施许可。

　　二、审查内容

（一）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二）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对我国重要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三、审查机制

（一）技术出口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

１．在技术出口活动中，出口技术为我国政府明确的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

录中限制出口的技术时，涉及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等知识产权的，应当进行审查。

２．地方贸易主管部门收到技术出口经营者提交的中国限制出口技术申请书

后，涉及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的，应将相关材料

转至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收到相关材料后，应对拟转

让的知识产权进行审查并出具书面意见书，反馈至地方贸易主管部门，同时报国务

院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备案。

３．地方贸易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书面意见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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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作出审查决定。

４．涉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对外转让的，由地方贸易主管部门和科技主管部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

进行审查。对外转让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已经在计算机软件登记机构登记的，地

方贸易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查结果及时通知计算机软件登记机构。经审查不得转让

的，计算机软件登记机构在接到通知后，不得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５．涉及植物新品种权对外转让的，由农业主管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按照职责进行审查，重点审查内

容为拟转让的植物新品种权对我国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和种业安全的影响。

（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

１．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构在对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进行安全审查时，对

属于并购安全审查范围并且涉及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的，应当根据拟转让知识产权

的类别，将有关材料转至相关主管部门征求意见。涉及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专有权的，由国务院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负责；涉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由国家版

权主管部门负责；涉及植物新品种权的，由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按

职责分别负责。

２．相关主管部门应及时进行审查并出具书面意见书，反馈至外国投资安全审

查机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构应当参考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书面意见书，按照

有关规定作出审查决定。

　　四、其他事项

（一）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审查细则，明确审查材料、审查流程、审查时限、工

作责任等。

（二）在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最终决定作出后，涉及知识产权权属变更的，转

让双方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变更手续。

（三）相关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应当保守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双方的商业秘密。

（四）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涉及国防安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不适用本

办法。

（五）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许　轶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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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２０１７年大型产学合作管理调查报告

【摘要】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了２０１７年大型

产学合作管理的相关调查报告，提出影响产学合作研究规模扩大的５种假设因

素，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验证。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了２０１７年大型产学合

作管理的相关调查报告。２０１６年日本大学与企业的合作研究中，投资规模超过

１０００万日元的大型合作研究新增项数只占总量的４４％，这也印证了第五期科学

技术基本计划中指出的“产学合作尚未进入正式阶段”的问题。对此，日本ＮＩＳＴＥＰ

希望通过此次调查，验证影响大型产学合作研究的因素。

２０１５年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的“大型产学合作管理调查研究”中明确了以下４点影响

因素：（１）“捐赠／合作研究讲座的开设，与产学合作研究的规模扩大有很大关联”；

（２）“对大型产学合作研究的实施来说，高层管理人员的参与至关重要”、“在产学

合作研究和内部研发之间建立战略互补关系的企业，具有长期发展的趋向”、“国家

的配套资金项目，被用于有长期发展愿望的企业”。在这基础之上，此次调查希望

明确影响产学合作研究规模扩大的因素，以及大型与小型产学合作研究各自与企

业内部研发之间的互补关系，为此提出了５个假设，并通过问卷调查来验证这些假

设。假设和调查结果具体如下：

表２　ＮＩＳＴＥＰ假设产学合作研究规模扩大的５个因素

假设

影响产学合作研究
规模扩大的因素

１ 大学的提案对于大型产学合作研究的合同签订很重要

２ 大型产学合作研究合同一般由伴有金钱支付的小型合同
发展而来

３ 便于使用的大学共享设备能够吸引企业开展大型产学合
作研究

产学合作研究的规模
大小与企业内部研发
之间的互补关系

４ 随着企业研发自身不具备的技术取得阶段性的进展，产学
合作研究的规模也会随之扩大

５ 国家的配套资金项目可以促进与企业内部研发相互补的
产学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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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投资规模超过１０００万日元的大型研究项数较少这一点，该报告以有过产

学合作研究经验的企业为对象，对其在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５年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

果显示，从小型产学合作研究和大型产学合作研究的实施比例来看，有过与国外大

学开展产学合作研究经验的企业中，在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５年又开展了小型产学合作研究

的企业占２０１％，大型占１０９％；另一方面，有过与国内大学开展产学合作研究经

验的企业中，在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５年又开展了小型产学合作研究的企业占８５３％，大型

占２０５％。可以看出投资规模超过１０００万日元的大型研究项数较少的主要原因

是，日本企业的产学合作研究以与国内大学开展的小型产学合作研究为主，日本企

业在国内外开展大型产学合作研究的比率都较低，日本企业对大学投入的研究经

费支出较少。

１．大学技术转移机构主动向企业提出的合作方案，一般会成为大规模的产学

合作研究的契机（假设１的验证）

考虑到大型产学合作研究项数仅占总量的４４％，且大型产学合作研究的开展

过程可能与一般小型产学合作研究不同，该报告对大学方面（大学研究人员、大学

组织）的推动能否促进大型产学合作研究的开展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

投资规模低于１０００万日元的合作研究大部分源自企业方面的提案，其次也有

很多源自大学研究人员的提案。另一方面，投资规模超过１０００万日元的合作研

究，在占比方面与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下的合作研究相同，源自企业的提案最多，其次是

大学研究人员的提案。但是，与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下的合作研究相比，源自大学组织

（产学合作部／大学研究协会ＵＲＡ／技术转移机构 ＴＬＯ）的提案的比例更高，这说明

大学组织在大型产学合作研究中的作用可能变得更重要。

因此，报告认为，假设１“大学的提案对于大型产学合作研究的合同签订很重

要”成立。

２．企业一般都会在前期阶段支付金钱进行委托研究，来确认大型产学合作研

究的可行性（假设２的验证）

与假设１相同，考虑到大型产学合作研究特有的开展过程，对企业在前期阶段

是否与大学进行了伴有金钱支付的合作这一点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

在投资规模低于１０００万日元的合作研究方面，半数以上的回答是前期阶段没

有金钱支付，这说明小型合作研究一般没有伴有金钱交易的前期阶段。不过，“由

委托研究发展为合作研究”，以及“由捐赠金发展为合作研究”的类型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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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与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下的合作研究相比，投资规模超过１０００万日元的

合作研究没有伴随金钱支付的前期阶段就发展至大规模合作研究的案例基本没

有，大部分都是由委托研究发展而来的。

因此，报告指出，假设２“企业在前期阶段与大学进行伴有金钱支付的合作”

成立。

３．便于使用的大学共享设备能够吸引企业开展大型产学合作研究（假设３的

验证）

研究设备和仪器的共享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研发投资的效果，在尖端研究领

域不断创造新的研究成果来说非常重要。随着设备共享化的推进，能够促进领域

的融合、新兴领域的扩大以及产学官合作的强化，还能推动研发活动的开展，促进

新型创新成果的产出。因此，报告对便于使用共享设备是否能够促进大型产学合

作研究的发展进行了验证。

结果显示，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５年间国内大学共享设备的利用率方面，开展大型产学

合作研究的企业为８４０％，而开展小型产学合作的企业为５８３％。可见开展大型

产学合作研究的企业基本上都在利用大学的共享设施，因此可以推测共享设备的

利用是大型产学合作研究的诱因之一。

由上可知，报告指出，假设３“便于使用的大学共享设备能够吸引企业开展大型

产学合作研究”成立。

４．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下或以上的合作研究中，企业都致力于开展产学合作研究来

开发企业自身没有的技术，通过引入新的知识来进行知识探索；企业在考虑延长合

作研究的合同时，比起合同内容和大学的内部手续，更重视成果产出的可靠性（假

设４的验证）

兼具知识探索与知识利用两大作用的经营模式作为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很

受企业重视。因此，报告对企业的产学合作研究进展与产学合作研究规模的扩大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也进行了验证。结果如下：

从企业和国内大学的合作研究，与企业内部研究活动之间的关系来看，无论大

型或小型的合作研究，企业“通过开展产学合作研究来开发企业自身没有的技术”

的情况最多，都是为了获得企业自身没有的知识而选择与大学进行合作研究。

另外，在合作研究合同续约时扩大规模的理由方面，回答以“在应用和开发研

究过程中扩大应用和开发研究的规模”为最多，其次是“从基础研究发展到应用和

开发研究时，追加应用和开发研究”，而“基础研究的追加和扩大”较少。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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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为了研究开发自身没有的技术而开展产学合作研究的，越到研究成果的实

用化阶段，企业越会加大合作研究规模。

另一方面，在合作研究合同的不续约理由方面，回答以“已经达成预期合作研

究的目的，将研究开发转移到企业内部”为最大，研究目的达成后终止研究开发的

案例也有很多。其次，“合作研究没有达成目标的希望”、“企业内部业务方针的变

更”之类的回答较多，可见在未达成研究目标的情况下就终止合作的案例也是存在

的。尤其在开展了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上的大型产学合作研究的企业中，回答“合作研

究没有达成目标的希望”较多。

至于阻碍合同续约的原因，最多的回答是“大学对成果产出没有责任感”，其次

是“对合同中所写产出成果的处理方式不满意”。报告认为，比起合同内容和大学

的内部手续，企业更重视成果产出的可靠性，并且产学双方的研究目的不统一或者

对产出成果的处理存在不满，都有可能导致合作在成果产出前中止。

也就是说，大型和小型产学合作研究在目的上没有大的差别，当企业认识到与

大学间的产学合作研究本身对开发企业自身没有的技术很重要，开放式创新的投

入也很有必要的话，对大学研究成果的期待也会相应地提高。

现存的产学合作研究在扩大规模时，一般都很重视应用与开发的研究，因此合

作研究的推进对规模的扩大来说很有必要。同时，因为在合作研究的推进过程中

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要增加大规模合作研究数量，就需要增加合作研究件数的总

量。此外，在不延长合同的理由方面，与合同内容和大学的内部手续相比，企业更

加重视成果产出的可靠性，所以如果仅把合作研究件数的增加作为指标，并不能确

保大型合作研究件数的增加。还应该考虑包括履行体制在内的大学组织管理工

作，以提高合作研究成果产出的可靠性。

由上可知，报告指出，假设４“随着企业研发自身不具备的技术取得阶段性的进

展，产学合作研究的规模也会随之扩大”成立。

５．国家的配套资金对产学合作研究的规模扩大有一定影响（假设５的验证）

对假设５进行验证时发现，拥有国家配套资金应用经验和实绩的企业都有

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上产学合作研究的实施经验。不过，配套资金的优点是利于规模的

扩大，而合同续约时扩大规模的原因也是以回答“在应用和开发研究过程中，扩大

应用和开发研究的规模”的比例最高。

其次，从拥有国家配套资金应用实绩的企业中，产学合作研究与企业内部研发

之间的关系来看，在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下的产学合作研究中，回答以“通过开展产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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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研究，来探索企业的新研发课题”为最多，而在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上的产学合作研究

中，回答以“通过开展产学合作研究，来完成自身的产品开发”最多。由此可见，大

型产学合作研究更趋向于实现研究成果的实用化。

而且，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对配套资金的利用情况没有大的差异。不过资金

较多的大型企业一般认为，利用配套资金虽然有利于扩大研究规模，但也存在缺

点，即会担心同领域的其他企业也参与配套资金项目。

另外，国家的配套资金不仅对产学合作研究的规模扩大有影响，在民间企业不

敢涉入的风险领域，也可以作为一种有刺激效果的投资。

在设计配套资金时，除了考虑企业的规模、外部支出研究费用占企业自身研究

费用的比例之外，企业可以利用大学的研究成果开发自身没有的技术，将产学合作

作为企业的一种开放创新投入，因而有必要在明确企业选择产学合作的优点后，再

进行配套资金的探讨。

由上可知，报告指出，假设５“国家的配套资金项目可以促进与企业内部研发相

互补的产学合作研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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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２０１７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６日

技术观察

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以德温特创新索引（ＤＩＩ）、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ｃｏｐａｔ等数据库为数据来源，立足

于我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研发与布局的决策需求，以专利信息分析为切入点，

结合产业调研，分析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的宏观专利申请态势、主要申请机

构、技术保护区域、技术布局等。

现代的精密机械加工技术和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引领光学制造技术进入了一个

高速发展时期。随着光学技术的发展，对光学元件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种高精度的

光学仪器应运而生，不仅要求其成像质量好、精度高、光能损失少、重量轻、体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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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求能满足特殊用途。因非球面光学元件的结构紧凑、光学性能优越等优点

能很好的满足上述要求，正在精密光学仪器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１］。目前，中、小

型非球面镜的加工在国外已经产业化，国内尚处于研究阶段。

［１］敬娟．非球面加工工艺研究［Ｄ］．南京理工大学，２０１３．

本文立足于我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研发与布局的决策需求，以专利信息分

析为切入点，在与技术专家进行密切合作的基础上，结合产业调研，分析非球面光

学加工技术领域的宏观专利申请态势、主要申请机构、技术保护区域、技术布局等。

在宏观分析的基础上，对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进行逐项判读，利用技术功效分

析方法，分析全球专利布局，揭示专利布局的热点、空白点；结合我国的布局现状，

发现未来布局的壁垒区和机会区等，从而为我国开展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的研发

和技术保护提供支撑。

本文以德温特创新索引（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简称 ＤＩＩ）、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ｃｏ

ｐａｔ等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在检索的基础上结合专家人工判读，对数据进行清洗和

整理。需要说明，由于所采用的ＤＩＩ专利数据库中专利记录以专利家族为单位，一

个专利家族代表了一“项”专利技术，如果该项专利技术在多个国家提交申请，则在

统计分析中，一项专利对应多“件”专利。本文对专利的“项”数和“件”数做了区

分，在此特作说明。

　　１．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内涵

一般来说，非球面光学元件的制造从毛坯要加工到符合要求的光学表面需要

经过光学设计、粗磨成型、来回精磨和粗糙度和面型检测、来回抛光、粗糙度和面型

检测等几个工序，如下所示：

图５　非球面光学元件加工过程

根据调研，本文中的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涉及光学铣磨、光学研磨和光学抛光

３个子技术。光学铣磨又分为铣磨设备、控制算法、磨削、磨具，光学研磨又分为研
磨设备、加工控制算法、计算机控制光学表面成形技术、加工策略、去除函数、驻留

时间、加工轨迹和磨料，光学抛光又分为抛光设备、加工算法、应力盘抛光、ＣＣＯＳ、
磁流变抛光、离子束抛光、射流抛光、等离子体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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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宏观专利分析

　　（１）数据检索与筛选

本文以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为分析对象，以关键词和分类号相结合的检索策

略，在与技术专家密切沟通的机制保障下，基于ＤＩＩ专利数据库，获得全球非球面光

学加工技术相关专利。在此基础上，以密切相关为判断原则，人工筛选非球面光学

加工技术，形成后续分析的数据基础。经专家判读，共获得用于后续分析非球面光

学加工技术的相关专利１５２７项（３０２２件），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３月。

　　（２）专利数量的年度变化

图６为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国际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趋势。从非球面光

学加工技术相关专利量的增长趋势看，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的发展可以分成３个

阶段。技术萌芽与突破期（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该时期的年度专利量在１０项以内，增长

比较缓慢，涉及的主要技术方向为非球面镜加工技术，包括磨削抛光设备、工具、工

艺等。技术发展期（１９８１２００９年）：该时期专利量总体呈现出波动增长趋势，专利

数量由１９７６年的１２项增长至２００９年的２２项。快速增长期（２０１０年至今）：该时

期年度专利数量增长呈显著加快趋势，２０１３年达到增长高峰。一大批中国机构成

为在该时期主要的研发力量，包括中国科学院、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宁波大学等，成为该时期专利数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预计今后几年专利申

请量仍然会居高不下（近３年的专利受公开时滞影响，数据仅供参考）。

图６　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国际专利申请量年度态势［２］

［２］近３年的专利受公开时间影响，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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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专利技术布局

根据国际专利分类号，梳理出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的技术分类（表３）。

可以看出，非球面光学相关专利所涉及的技术方向较多，主要包括“磨削抛光等工

艺”、“磨削抛光工具”、“半导体器件”、“抛光剂”、“研磨材料”、“光学元件、系统或

仪器”、“机床／零件”、“角度／不规则表面的计量”、“车削／镗削”等。通过表３分析

可得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主要应用在光学领域，同时与化学、电学等领域有交叉。

另外，“磨削抛光等工艺”技术的专利布局占比高达８７％，是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

的重点布局方向。

表３　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相关专利的技术分类（ＴＯＰ１０）

排名 ＩＰＣ 解释 专利数量（项）

１ Ｂ２４Ｂ 用于磨削或抛光的机床、装置或工艺；磨具磨损
表面的修理或调节；磨削，抛光剂或研磨剂的进给

１３２５

２ Ｂ２４Ｄ 磨削、抛光或刃磨用的工具 ２０７

３ Ｈ０１Ｌ 半导体器件 １２５

４ Ｃ０９Ｋ 部分染料；涂料；抛光剂；天然树脂；黏合剂 ９５

５ Ｂ２４Ｃ 磨料或微粒材料的喷射 ４４

６ Ｃ０９Ｇ 虫胶清漆除外的抛光组合物；滑雪屐蜡 ４１

７ Ｇ０２Ｂ 光学元件、系统或仪器 ３２

８ Ｂ２３Ｑ
床的零件、部件或附件，如仿形装置或控制装置；以特殊
零件或部件的结构为特征的通用机床；不针对某一
特殊金属加工用途的金属加工机床的组合或联合

２８

９ Ｇ０１Ｂ 长度、厚度或类似线性尺寸的计量；角度的计量；
面积的计量；不规则的表面或轮廓的计量

２６

１０ Ｂ２３Ｂ 车削；镗削 １９

　　（４）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领域的全球专利保护布局比较广泛，在全球２２个国

家／地区有专利申请。按受理量排名前十位（图７）依次为：中国、日本、美国、前苏

联、欧专局（ＥＰＯ）、德国、韩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中国台湾、英国。其中，

中国（７１８件）和日本（６４３件）的专利受理量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地区，美国的受理

量位居第三（２８１件）。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在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的专利

受理量较多，说明前苏联是较早开始进行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研发的地区。

　　（５）主要申请机构

日本奥林帕斯、日本佳能、日本尼康、中国科学院是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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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前４个专利权机构，专利量均在 ３０项以上（表 ４）。另外，从

ＴＯＰ２０专利权机构所属国家来看，ＴＯＰ２０机构中有１４家机构来自日本、６家来自中

国、１家来自白俄罗斯。总体来看，国际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的专利权人以公

司为主，１４个来自公司、６个来自大学、１个来自科研机构。中国在该领域的主要专

利权人呈现出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典型代表的局面。

图７　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国际专利申请量年度态势［３］

［３］为了对比方便，将未进入国家阶段的ＰＣＴ申请作为统计对象也在表中列出。近３年的专利受公开时间影
响，数据仅供参考。

表４　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主要专利申请机构（ＴＯＰ２０）

专利权人 专利数量／项 国别 机构性质

奥林巴斯公司 ５１ 日本 公司

佳能公司 ４４ 日本 公司

尼康公司 ３７ 日本 公司

中国科学院 ３０ 中国 科研院所

东洋橡胶工业集团 ２８ 日本 公司

富士集团 ２７ 日本 公司

日立公司 １９ 日本 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 １７ 中国 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１５ 中国 大学

旭化成公司 １４ 日本 公司

蔡司公司 １３ 日本 公司

白俄罗斯理工学院 １２ 白俄罗斯 大学

精工公司 １２ 日本 公司

理光公司 １２ 日本 公司

花王株式会社 １１ 日本 公司

东芝公司 １０ 日本 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 ９ 日本 公司

宁波大学 ９ 中国 大学

荏原集团 ９ 日本 公司

厦门大学 ９ 中国 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９ 中国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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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在华专利申请概况

截止２０１７年３月，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专利

５７２项。

①在华专利申请数量年度变化

图８展现了我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受理量年度变化趋势。我国非球面

光学加工技术相关专利布局始于１９９２年，晚于国际专利申请开始时间（１９７０年）。

从１９９２年至今，中国共受理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专利５７２件［４］，专利年度申

请量逐年递增，２０１２年后进入了申请高峰，预计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的专利年

度申请量会继续增加（近两年的专利受公开时间影响，数据仅供参考）。

图８　中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受理量年度变化［５］

［４］考虑到专利文件的重复性，一件申请仅作一次计数。如有授权则统计授权文件，无授权则统计申请文件。

［５］近两年的专利受公开时间影响，数据仅供参考。

　　②在华专利类型及有效性

我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的相关专利以发明为主（３２４件），占比超过

５０％，实用新型２４８件，见表５；目前发明专利有１５０件获得授权，５１件处在实质审

查阶段，２件处于公开阶段，１２１件处于无效状态（２件放弃、６６件撤回、１９件驳回、

３４件权利终止）；实用新型专利中，１３８件目前授权有效，１１０件失效。

表５　中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法律状态

总量 授权 实质审查 公开 放弃 撤回 驳回 权利终止

发明 ３２４ １５０ ５１ ２ ２ ６６ １９ ３４

实用新型 ２４８ １３８ ０ ０ ２３ ０ ０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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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华主要专利申请人

我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的专利申请人主要来自中国和日本，另外还有来自

美国、瑞士、德国、韩国的企业、大学等专利权人。表６展示了我国非球面光学加工

技术相关专利的主要申请机构，其中１家来自日本，６家来自中国。日本企业是我

国专利权人在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的强大竞争对手，中国的主要研发力量来

自大学、科研机构和公司。

从各主要机构在我国的技术保护情况看，中国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工

业大学是我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的重要研发机构。其中，中国科学院相关专利

申请量最多，为３０项，远高于其他专利申请机构。中国科学院参与非球面光学加

工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有：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光电技术研究所、上

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术

研究所、光电研究院和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等。

表６　中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主要申请机构（ＴＯＰ１０）

专利权人 专利数量／件 国别 机构性质

中国科学院 ３０ 中国 科研院所

上海交通大学 １７ 中国 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１５ 中国 大学

东洋橡胶工业集团 １３ 日本 公司

宁波大学 ９ 中国 大学

厦门大学 ９ 中国 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９ 中国 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６ 中国 大学

北京奥特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５ 中国 公司

大连大友高技术陶瓷有限公司 ５ 中国 公司

湖南大学 ５ 中国 大学

　　（７）小结

国际上最早的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专利于１９７０年提交申请，中国在该领

域的最早专利出现在１９９２年，晚于国际专利布局时间。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在全

球２２个国家／地区有专利申请（中国和日本的受理量最多），主要应用在光学领域，

同时与电学、化学等领域有交叉。日本企业在该领域有明显的研发优势，中国在该

领域呈现出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专利权人典型代表的局面。我国非球面光学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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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的相关专利以发明为主，当前有效率较高。中国科学院在我国具有较强

的技术优势。

　　３．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布局现状

　　（１）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的“技术功效”框架

结合资料调研情况及专家知识，将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产生的影响（即功效）

分为简化装调、精确监测、降低成本、提高精度、提高效率、提高准确性、提高可靠

性、提高适用性、提高安全性等９种效果，功效分解见图９。

图９　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功效分解图

基于这９种重要的功效指标，构建出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的“技术功效”矩

阵，并由专家对专利逐条解读。以此为基础，分析基于技术功效框架下的全球非球

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布局现状，并考虑中国的布局现状，发现未来研发的机会区和

壁垒区。

　　（２）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的研发布局策略探讨

综合“技术功效”多角度的分析，探讨在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研究方向及

子技术点面临的国际专利保护现状和建议。

图１０中以３类图标来表征专利布局、技术垄断程度和相对核心专利３个方面

的指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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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布局指标：

●：表示在国际至少一个国家／地区获得过专利授权的子技术点。

○：代表有国际专利申请，但专利申请均未获授权，也许是技术方案本身不符

合专利性。

↑：代表专利申请量超过５０件的技术点，这些技术点关于非球面光学加工技

术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均相对较大。

↓：代表专利申请量少于１０件的技术点，这些技术点关于非球面光学加工技

术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均相对较小。

技术竞争程度指标：

!

：表示人才聚集程度大于３０％的技术点，人才聚集分布的度量是一个相对度

量，基于两个角度综合考虑，其一：该技术点相对于整个子技术的发明人数量的比

例，其二：该技术点的专利申请量相对于子技术的专利申请量的比例。将上述两个

方面的因素赋予相同的权值，得到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研究领域的人才聚集状态。

因此这样的技术点是被很多研发人才所重视并开展研究的技术点。

"

：表示提交专利申请的机构数量大于３０个的技术点，这些技术点云集了很

多研发机构，当然也是竞争对手较多的技术点。

#

：表示从专利数量看，技术垄断程度高于５０％的技术点，报告中用申请量前

３位的专利权人申请的专利数量占该技术点全部专利申请量的比例来表征，技术垄

断程度高，说明该技术点当前形成强烈的技术垄断。

$

：表示专利数量少引起的技术垄断。

相对核心专利指标：

%

：代表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核心专利所分布的技术点。报告从１５２７项

专利中筛选出１６项核心专利。

▲：三方专利（在此指同时在美国、欧洲、日本提交专利申请的专利）中，同时在

中国提交申请的技术点。

△：代表三方专利中，目前还没有在中国提交申请的技术点。对这些技术点需

要持续关注，跟踪相应的三方专利的法律状态和在美、日、欧的审查进展。

我方专利布局指标：

★：表示我国在该技术点有申请且获得过授权的专利布局。

☆：表示我国在该技术点有申请尚未获得授权的专利布局。

在上述多角度揭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初步探讨我国在非球面光学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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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的研发布局策略。

①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壁垒区

形势：综合国内外主要竞争对手在各技术方向上的整体布局考虑我国在各技

术方向的专利形势，发现专利壁垒区。光学铣磨和光学抛光技术存在专利壁垒。

其中通过铣磨设备达到提高精度和效率目的，通过磨削和抛光设备提高效率，通过

ＣＣＯＳ技术达到简化装调目的是我国的专利壁垒区。从专利布局看，这些技术点均

有国际专利布局；从技术竞争程度看，专利权人数量多，其中一部分技术点的人才

聚集程度也相对较大；从相对核心专利布局看，核心专利均已布局，且均有三方专

利存在，并已在中国进行专利申请。

建议：以布局外围专利为主，研发应该主要放在围绕核心专利布局外围改进

专利。

②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机会区

形势：同样综合国内外主要竞争对手在各技术方向上的整体布局考虑我国在

各技术方向的专利形势，发现专利机会区。光学研磨和光学抛光技术存在专利机

会区。其中，通过加工控制算法和计算机控制光学表面成形技术降低成本，通过磁

流变抛光技术达到简化装调目的是我国的专利机会区。从专利布局看，这些技术

点的专利数量不高，且有我方专利布局；从技术竞争程度看，专利权人数量较少；从

相对核心专利布局看，无核心专利布局。

建议：以布局核心专利为主，在此基础上进行专利布局，形成组合保护。

③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优势区

形势：通过计算机控制光学表面成形技术提高效率是我国的专利优势区。从

专利布局看，这些技术点是我方专利重点布局区，且均有授权专利；从相对核心专

利布局看，无核心专利布局，且无三方专利布局。

建议：紧扣自身技术特色，挖掘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技术方案，巩固和强化

该优势点上的控制力，力争在优势点上占据行业领先地位，使自身专利武器更具威

胁性和攻击力。

综上所述，我国在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的专利壁垒区、机会区和优势区如

表７所示。

　　４．结论与启示

　　（１）日本在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实力

日本拥有全球超过４０％的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专利，同时全球ＴＯＰ２０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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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我国在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形式

技术点 专利壁垒区 专利机会区 专利优势区

非球面
光学加
工技术

光学铣磨
通过铣磨设备达到提高
精度和效率目的
通过磨削提高效率

光学研磨

通过加工控制算法
和计算机控制光学
表面成形技术降低
成本

通过计算机控制光学
表面成形技术提高
效率

光学抛光
通过抛光设备提高效率
通过 ＣＣＯＳ技术达到简
化装调目的

通过磁流变抛光技
术达到简化装调
目的

专利壁垒区 专利机会区 专利优势区

应对策略

以布局外围专利为主，
研发应该主要放在围绕
核心专利布局外围改进
专利。另外，如果在研
发过程中有重大突破性
技术产生，判断是否有
可能成为技术点的关键
核心技术

以布局核心专利为
主，在此基础上进
行专利布局，形成
组合保护

紧扣自身技术特色，挖
掘具备差异化竞争优
势的技术方案，巩固和
强化该优势点上的控
制力，力争在优势点上
占据行业领先地位，使
自身专利武器更具威
胁性和攻击力

利权机构中日本占据过半，有１４家，日本的佳能、奥林帕斯、尼康更是排在前列。

另外，日本专利技术主要涉及民用行业，且行业领域较多，包括摄影器件、眼镜镜

片、显示屏幕、光学材料等。

　　（２）我国在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领域的研究实力正在增强

我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已经成为近１０

年来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涌现出一大批研发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厦门大学、浙江

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但除中国科学院外，我国其他机构的专利数量相对

较少。

　　（３）非球面光学加工工艺是全球关注的热点技术

根据国际专利分类号，“磨削抛光等工艺”、“研磨剂”、“抛光剂”等非球面光学

加工技术，以及“角度与不规则表面的计量”等检测技术为大多数专利的重要方向，

其中，“磨削抛光等工艺”的专利数量占有绝对优势，表明非球面光学加工工艺是全

球研发的热点。

　　（４）我国在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相关领域有一定研发优势

我国在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专利储备，且专利维护状态良好，

在光学研磨技术上有一定研发优势，且具有专利布局机会区和优势区。希望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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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的专利组合部署将这些优势向相关领域进行持续渗透和扩展，藉此在

细分技术领域中获得持久竞争力。

赵　萍，张　博（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科院科发局关于邀请参加“２０１８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
与产品交易会”的通知

为促进我院专利技术的转化运用，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

于举办２０１８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的通知》（国知发管字〔２０１８〕１４

号），主办方邀请我院单位积极参加２０１８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以下

简称“专交会”），并委托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具体承办院内单位组团参展。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积极组织优选项目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本届专交会的通知、邀请函和参展说明，请参加专交

会的各单位，认真组织优选好本单位的节能环保、能源相关、民生等技术含量高、市

场前景好的专利技术与产品及高新技术成果，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项目

参加本届专交会。

　　二、参展及报名办法

请参加专交会的各单位认真填写《２０１８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参

展登记表》，统一以电子邮件发送至大连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由大连市技术市

场管理办公室汇总后统一发送至大会组委会办公室，目前已经发送回执给主办方

的研究所不必重复发送。报名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

　　三、联系方式及地址

单位：大连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及电话：于凤科　０４１１８３６３０２８０／１３５９１８３７１０７

连小龙　１８８４２８５６５８３／１３６６４２８９００４

０３ 知识产权动态



电子邮箱：ｄｌｊｊｓｃｂ＠１６３．ｃｏｍ

单位：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

联系人及电话：崔淑霞０２４２３９８３４７８／１７６０４０１６０７８

邮箱：ｓｘｃｕｉ＠ｍａｉｌ．ｓｙｂ．ａｃ．ｃ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３日

中科院举办专利线上拍卖全国场

中科院专利线上拍卖全国场第二场、第三场分别于４月在阿里资产处置平台、

点拍网举行。本次线上拍卖标的涉及中科院院属机构拥有的４９３件专利，涵盖新

材料、智能制造、先进生物、清洁能源和生态环保、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交通

技术与装备、现代农业、海洋和空间先进适用技术等产业。

许　轶　供稿

中科院“普惠计划”知识产权培训进滕州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７日，“中科院普惠计划知识产权培训进滕州”活动在滕州举办，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青、滕州市委常委高鹏、副市长王希等领导

出席活动并致辞。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助理安莉莉、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市场

经营部主任张勇、枣庄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孙筱钺、滕州市科技局王其美等嘉宾出席

活动，滕州市高新技术企业代表近３００人参加会议。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安莉莉分别与山东耀国光热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鲁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中科蓝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山森数控有

限公司、山东普鲁特机床有限公司、山东益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６家企业代表

签约。

参会专家围绕中科院“普惠计划”共享专利池、企业知识产权贯标、院所科研动

态等主题进行介绍，中科院专家在威达重工企业车间与一线工人交流了解企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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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难题、技术需求。

该活动的举办是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继和山东省知识产权局全面战

略合作后，带专利带技术带培训，走进地方，促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又一现实

举措。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ｙｗｚｇｚｄｔ／２０１８０４／ｔ２０１８０４１８＿４６４２４０８．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日

武汉分院在襄阳举办知识产权专场活动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由襄阳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共同主办，襄阳市科

技局、湖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中科产业育成（湖北）有限公司、武汉东湖创

客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湖北美存优创孵化器有限公司等共同承办的２０１８襄阳·

隆中对（卧龙汇）知识产权专场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圆满举行。

此次活动共有３００多个创新创业项目报名参加，经过前期项目初选、复赛等多

轮激烈角逐，最终８个项目进入决赛。活动中，每个项目进行５分钟的现场路演，

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投资人、评委、行业名师，及中科院、省知识产权局的资深专家

现场助力。经过评选，最终农村有机固废生态化处理、高铁客室座椅机电伺服系

统、污水污泥（固废液废）过滤分离及资源化３个项目分获一、二、三等奖，分别获得

１０万元、８万元和５万元奖励。

在活动现场，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与湖北胡坪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科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与襄阳中众化学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科技项目合作协议。此外，中

科产业育成（湖北）有限公司与湖北美存优创孵化器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在襄阳打造科技创新生态服务系统。

据了解，中科产业育成（湖北）有限公司是中国科学院部署在中部地区的市场

化科技服务平台，于２０１４年５月成立，主要通过商业合作充分整合行业与金融资

源，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发展实施全要素匹配，提供全流程服务。此次中科育

成落户襄阳，将全面搭建知识产权运营、技术集成创新、产业大数据服务、股权投资

基金等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围绕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大数据、生态环保

等襄阳重点产业领域，建设新型产业基地，逐步建成“创新服务 ＋产业基地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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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ｂ．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ｔｔｘｗ／２０１８０４／ｔ２０１８０４２０＿４９９９８５１．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日

苏州纳米所举办高价值专利培育成果发布会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值世界知识产权日前一天，“高价值专利培育成果发布暨江

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纳米碳材料技术转移大会”在苏州纳米所成功召开。纳米所

所长杨辉出席并主持会议，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支书平在发布会上作报告，江苏

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施蔚、苏州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张彪、苏州工业园区知识产权局

副局长刘消寒等领导也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会议。

活动以“培育高价值专利，助推纳米产业发展”为主题，以“江苏省纳米碳材料

及其规模化应用技术领域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项目成果为基础，汇集了知识产权

领域、纳米碳材料领域上下游企业、科研单位、投资机构共８０家单位１００余人参

加，以成果发布、研讨、论坛、培训、对接交流等相结合的形式组织。主要内容包括：

高价值专利培育标准／规范专家研讨，江苏省纳米碳材料及其规模化应用技术领域

高价值专利培育成果发布，纳米碳材料高价值专利成果展示对接，纳米碳产业交流

对接，高价值专利培育等环节。

原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朱宇，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施蔚、苏州市知识产

权局汤金希处长、中科院科发局知识产权处处长田永生、院知识产权运营与管理中

心副主任崔勇和来自清华大学、苏州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中科院应化所、华南理

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技金融公司等２０余位专家出席了“高价值专利培育规

范／标准专家研讨会议”环节。各位领导和专家进行了深入研讨，对该规范体系的

科学性、可操作性做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大量宝贵意见。

会上同期发布１１个纳米碳材料领域相关专利包，展示了百余件纳米碳材料及

应用产品的相关专利，苏州捷迪纳米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格瑞丰纳米科技有限公

司、高纯半导体碳纳米管墨水、高比热容锂碳复合材料、三维石墨烯支架的生物应

用等公司及项目作了路演推介，会后多家企业、投资机构明确表示出对项目的合作

意向。

苏州纳米所作为２０１５年江苏省首批支持的“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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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项目执行期内，立足纳米碳材料产业培育高价值专利，以专利运营促进成果转

化，探索出了一条高价值专利培育体系，在本次发布会上向各级政府、产业界，交了

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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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法修订案草案提交审议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法修订案草案提交议会审议，本次修订

主要包括：（１）确认平行进口货物不侵犯已注册商标；（２）扩大植物育种权法实质

衍生品种声明的范围；（３）缩短商标法中提交非使用申请的宽限期；（４）废除专利

法第７６Ａ条有关要求专利权人提供延长期限的药物专利具体数据的要求。另外，

允许植物育种权的独占许可采取维权行动，并可要求额外的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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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专利、商标、外观设计新修订法规生效

２０１８年４月５日，新西兰专利法（２０１４）、商标法（２００３）、商标（国际注册）法

（２０１２）、外观设计法（１９５４）的新修改法案正式生效。主要修改如下：（１）专利、商

标和外观设计申请允许使用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邮政地址、邮政信箱或文件交换

箱；（２）专利申请人应在第一次审查报告发布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提交微生物保藏证

明；（３）专利分案申请不得包含与已授权母案实质相同的权利要求，母案不得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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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已授权分案实质相同的权利要求；（４）专利撤销程序可由审查员决定是否延长申

请人提交申述意见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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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英国发布中小企业创新贷款计划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６日，创新英国（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ＵＫ）启动新的资助计划，通过举办创新

竞赛，为英国中小企业提供研发贷款，提高研发成果商业化成功率。此次竞赛总金

额达１０００万英镑，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ＵＫ的全资子公司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ＵＫＬｏａｎｓＬｔｄ以贷款的方式

资助竞赛中的技术挑战项目，为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１０万至１００万英镑的贷款。

项目申请人需要针对竞赛划定的主题范围提供高质量的用于开发新产品、流程或

服务的项目计划，且申请人信用达标，具有投资回报能力。项目最长期限为１０年，

其中研发期最长为３年，商业化路线规划期最长为２年，还贷期最长为５年。贷款

竞赛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９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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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与东盟强化知识产权合作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７日，首届韩国ＡＳＥＡＮ专利局长官会议在文莱举行，韩国知识产

权局长与东盟（ＡＳＥＡＮ）１０个国家代表团就知识产权的合作展开讨论，并签署了知

识产权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创造、保护、利用和商业化方面加强合作。在ＡＳ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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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产权教育课程、教育项目的开发，以及韩国向 ＡＳＥＡＮ传授知识产权商业化

相关的专业知识等方面展开具体合作；为了给ＡＳＥＡＮ的知识产权发展提供中长期

的支援，双方还围绕韩国ＡＳＥＡＮ发明中心的建立和运营进行了讨论。

此外，双方还将组建以韩国ＡＳＥＡＮ专利局长会议为代表的定期合作体制，每

年共同制定知识产权业务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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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改革重视产业合作

２０１８年４月，新加坡科技研究局（Ａ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ｔａｒ）作为新加坡领先的国立研究机构，正在进行研究活动管理改革，改革重心

在于增强对企业赞助研究的重视。ＡＳｔａｒ将下属１８个研究单位分为５种类型：技

术中心、研究机构、知识创造活动、研究计划和国家平台。改革涉及机构资金分配

以及根据研究目标评估研发活动等方面，针对上游科研项目以及产业化项目设置

不同的评估指标，上游研究活动的评估主要依据出版物产出等指标，产业化项目则

侧重产业合作方面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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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２０１７年知识产权中日合作研究报告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３日，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７年度知识产权中日合作研究报告。

该报告由日本和中国的专家合作完成，总结了中日两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做出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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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实施的战略，同时还对日本提出的“知识产权政策愿景”进行了验证，旨在促进

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和利用。

该报告就优化工业产权法及邻接法的相关制度及其审查、执法等方面与中国

知识产权政府机构和学术机构展开合作研究，与管理工业产权法及邻接法的中国

知识产权相关机构交换意见，并以合作研究的结果为根据，对制度修订时收到的公

众意见予以回应，最后就改善提案进行了仔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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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产学合作新方案

２０１８年４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Ｌｉｎｃｏｌｎ，

ＵＮＬ）启动新的种子基金方案。该方案的资助范围不仅涵盖了理科学科，还包括文

科等低技术含量的领域，鼓励教职员工与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合作，搭建与社区的沟

通桥梁，旨在打破高校“象牙塔”传统造成的合作障碍，协助教师加强与社会实体的

伙伴关系。获得第一轮资助的ＵＮＬ研究人员分别来自生物科学、心理学和英语专

业，他们将与化学品制造商、犬培训学院以及作家社合作，并在合作中发掘获得外

部赞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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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转移新措施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在２０１７年４月梅肯研究院（Ｍｉｌｋｅ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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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大学排名中位列第八，该排名基于授权专利、许可量、许可收入和初创企

业等数据得出。同年９月ＭＩＴ位列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榜单第２，说明ＭＩＴ的技术

转移工作成效显著。针对不断变化的技术转移格局，ＭＩＴ管理部门提出了４项明

确任务：为ＭＩＴ的知识产权活动和政策提供指引和战略指导；提升不同学科和产业

的知识产权活动活跃度；评估技术转移实践；实施外部合作鼓励措施。基于此，ＭＩＴ

技术授权办公室（ＴＬＯ）实施了针对性措施：增加一名通信员；重新设计 ＴＬＯ网站；

升级ＴＬＯ知识产权数据库；发布拟授权许可的软件名单；提升专利管理领导力；使

用选项模板简化初创企业许可手续；配置合同协调员并创建合同模板；提高企业赞

助研究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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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推动技术成果商业化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１日，美国新墨西哥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Ｍｅｘｉｃｏ）举办技术成

果商业化比赛，帮助学生将来自大学和地区实验室的现实技术商业化，旨在培养学

生创业技能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待商业化的技术来自新墨西哥大学、空军研究

实验室或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比赛将约３０名学生分为８或９支队伍，每个团队将

制定针对性的技术营销计划。虽然其他大学也有类似的比赛，但是在此类比赛中

引入国家实验室的创新技术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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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ｍａｒｋｅ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ｉｒｓｔｋｉ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原文标题：ＵｏｆＮｅｗＭｅｘｉｃｏ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ｌｌｗｏｒｋｔｏｍａｒｋｅ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ｆｉｒｓｔｏｆｉｔｓｋｉ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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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怀俄明大学建立创新与创业学院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美国怀俄明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ｙｏｍｉｎｇ）建立创新与创业学

院（ＩＩＥ），激发学生和教职工的创业意识。ＩＩＥ作为怀俄明大学研究和创新工作的

组成部分，将提供创业资助及创业辅导，并开设面向全校的相关学术课程：支持一

个新的科技管理硕士学位、推动现有创业专业发展、设立创业辅修课程。怀俄明大

学将依托ＩＩＥ设立企业创建工厂（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ｙ），用于评估大学创新成

果的商业化潜力，并将其推进市场。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３／２８／ｕｗｙｏｍｉｎｇｌａｕｎｃｈ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原文标题：ＵｏｆＷｙｏｍｉｎｇｔｏｌａｕｎｃｈｎｅ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９日

ＩＡＭ：三星位列美国专利排名第一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９日，ＩＡＭ／ｋｔＭＩＮＥ发布的美国专利组合排名榜单（ＩＡＭ／ｋｔＭＩＮＥ

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１００）中，三星集团位列第一，截至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拥有７５５９５件美国有

效专利；ＩＢＭ位列第二，拥有４６４４３件专利；前五名拥有的专利总量为２２５０００件。

排名前十的分别为三星、ＩＢＭ、佳能、微软、英特尔、松下、ＬＧ电子、索尼、日立和东

芝，其中亚洲公司占据７席，美国公司占据３席。排名前１００的企业中，尽管亚洲公

司占据越来越多的席位，但美国企业仍占大多数，欧洲占１４席（排名最高的是诺基

亚，位列第１８位）。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ｂｌｏｇ／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ｇ＝６ｂ３９２５ｆｃ１ｅ８ａ４２９８

８ｄｂｃ５１２ｆ９ｆ３６０６４１
原文标题：Ｓａｍｓｕｎｇｏｗｎｓ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ｂｅａｔｉｎｇＩＢＭｉｎｔｏｓｅｃｏｎｄ

ｐｌａｃｅ，ｎ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ｖｅａｌ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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