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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
特别３０１报告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简

称“ＵＳＴＲ”）发布２０１８年《特别３０１报告》（２０１８Ｓｐｅｃｉａｌ３０１Ｒｅｐｏｒｔ），报告公布了未

充分有效保护、执行知识产权（ＩＰ），或拒绝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创新者和创造

者进入市场的贸易伙伴名单，呼吁贸易伙伴尤其是被列入考察名单和优先考察名

单的国家积极应对知识产权相关挑战。《特别３０１报告》是针对全球知识产权保护

和执法的年度审查报告。ＵＳＴＲ根据１９７４年贸易法修订版第１８２条开展此次审

查。２０１８年《特别３０１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将３６个国家列入优先考察名单或考察名单。优先考察名单上涉及知识产

权保护不足或无效、限制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准入等行为的贸易伙伴是本年

重点关注的对象。

（２）将以下１２个国家列入优先考察名单：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加拿大、智利、

中国、哥伦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科威特、俄罗斯、乌克兰和委内瑞拉。

（３）中国连续１４年被列入优先考察名单。中国的长期性和新出现的知识产权

问题值得关注，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要求、知识产权执法障碍、广泛的侵权行为（包

括商业秘密盗窃、网络盗版和假冒制造）。

（４）印度仍被列入优先考察名单。印度的知识产权体系存在长期的挑战，缺乏

有效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在专利、版权、商业秘密和执法方面，以及过去一年对美国

权利人造成负面影响的众多新问题。

（５）加拿大从考察名单被降级到优先考察名单，因其未能在克服重大知识产权

执法挑战方面取得进展。

（６）哥伦比亚从考察名单被降级到优先考察名单，因其长期未能在履行美国－

哥伦比亚贸易促进协议规定的义务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如修订版权法的义务。

（７）２４个贸易伙伴被列入考察名单：巴巴多斯、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希腊、危地马拉、牙买加、黎巴嫩、墨西哥、巴基斯

坦、秘鲁、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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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被列入考察名单。

（９）取消对科威特的不定期审查，不变更其在名单中的位置，将塔吉克斯坦降

级到考察名单中。

许海云　检索，任晓亚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８／

ａｐｒｉｌ／ｕｓｔｒ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８ｓｐｅｃｉａｌ３０１ｒｅｐｏｒｔ
原文标题：ＵＳＴＲ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８Ｓｐｅｃｉａｌ３０１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７日

美国律所解读知识产权问题对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简

称“ＵＳＴＲ”）发布针对中国知识产权的调查报告，并得出结论：“中国技术驱动的核

心方式是通过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实践以收购国外技术，但这种做法不甚合理，会限

制美国贸易。”美国贝克博茨律师事务所ＭａｒｋＳｐｅｅｇｌｅ就ＵＳＴＲ报告中所提到的关

键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ＵＳＴＲ报告为美国所关注的知识产权政策提供了

明确参考，但难以确定该报告对中国知识产权的结论是否客观。ＵＳＴＲ的结论必须

在特定情景下加以理解，且要与现代学术研究的结论进行比较。主要内容如下：

ＵＳＴＲ的调查主要集中于４项中国政府被指控的不当行为：（１）使用行政审批、

合资（或外资）企业要求及其他机制，迫使美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和知识产

权转移；（２）美国和中国企业间协商需遵循非市场许可条款；（３）对美国企业进行

系统性投资，以获取技术和知识产权；（４）支持知识产权的网络剽窃。

根据现行美国法律，这４类指控与行为实际违反知识产权法的程度有所不同。

所声称的中国对网络盗窃的支持可能会违反美国知识产权法，如盗用商业机密。

同样，除了潜在的反垄断问题外，商业上强制公司知识产权转让并不一定会违反美

国法律。实施强制性不良许可条款与标准必要专利（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ｓ，简

称ＳＥＰ）背景下的许可纠纷类似。但是这种类比方式有一定局限性：ＳＥＰ许可的争

议实际上是关于知识产权许可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的要求，而非被许

可人（中国公司）的要求。

无论ＵＳＴＲ报告所提到的行为是否实质上触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但是所宣称

的行为确实影响了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但近期中国专利诉讼的学术调查表明，

中国知识产权法对外国公司的保护正在发生改善。２００６至２０１１年间对中国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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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专利侵权案件的调查发现：外国公司在专利诉讼中的表现优于中国公司。对

１６００多项裁决的调查发现：在中国法庭上，外国原告比国内原告以稍高的概率赢得

专利侵权案件（８４．３５％，７９．８４％）。外国公司在中国推行专利的相对成功率似乎

与中国制度保护的说法有所矛盾。然而，这些数字不能说明美国律师协会知识产

权法部门所指出的版权和商业机密保护薄弱的具体问题。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０日，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旨在缓解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并

声明中国将完善知识产权法律。ＵＳＴＲ报告表示，尽管有一些改善迹象，但美国公

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仍有疑虑。目前问题是这种质疑态度是否合理，或者说

中国近期积极迹象是否准确反映了实际变化。ＵＳＴＲ报告显然在这方面持质疑态

度，中国近期安抚措施是否足以抵消潜在关税，还有待考证。

许海云　检索，崔林蔚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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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ｏｒ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ｏｗ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ｍｐａｃｔＴｒａｄ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Ｉｓｓ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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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日，加拿大宣布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继２０１８年预算公布

后，加拿大政府计划在５年内投入约８５００万加元用于各种知识产权资源，以帮助

加拿大企业、创造者、企业家和创新人员将知识产权商业化，提高其全球影响力。

该战略重点发展３大支柱，主要内容如下：

　　１．强化知识产权意识、教育和咨询服务

政府提议建立政府知识产权顾问团队（被称为“特别行动队”），以提升企业知

识产权知识，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和维护其知识产权。加拿大还将开展知识产权宣

传活动，帮助国民理解和使用知识产权。为此，加拿大计划为知识产权律所投入

１００万加元，以帮助企业了解知识产权需求，参与到知识产权行业中。

　　２．开发激励发展的知识产权工具

联邦政府提议开发一系列“知识产权工具”来促进加拿大企业在知识经济中取

３知识产权动态



得成功，包括：

（１）提供１８７０万加元预算，用以提高加拿大联邦法院和著作权委员会解决知

识产权纠纷和制定版税的效率；

（２）创建“专利集体”试点，投入３０００万加元来促进知识产权实践，提供专利情

报支持，获取专利帮助消除增长障碍；

（３）为企业、企业家和发明人开发综合的知识产权门户网站，便于公司查找和

鉴别政府和学术界已有的知识产权。

　　３．修订知识产权法律

加拿大政府承诺更新和修订涵盖不同知识产权的各项法律，计划对主要知识

产权法提出修正，明确可接受的做法，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包括：

（１）修订专利法，明确了为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行为不属于侵权行为；

（２）明确了如果专利权人自愿做出许可声明，许可标准制定组织将其专利技术

作为标准的一部分，即使专利权人变更，在先许可声明依然有效；

（３）根据“加拿大著作权法”对通知删除机制进行修改，消除威胁性和付款的

要求；

（４）打击“专利流氓”，确定专利侵权警告函的最低要求应包含基本信息（如专

利号、产品或行为）和新法规，阻止欺骗性和模糊性信函；

（５）创办专利和商标代理学院来规范知识产权专业，将其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

关键组成部分；

（６）打击“商标黄牛”，引入对恶意商标的异议和无效制度，要求商标所有者在

３年内使用注册商标。

该战略提议最初在加拿大颇受好评。但在该提议被宣告的次日，美国政府在

其“３０１报告”中将加拿大列入“优先考察清单”，因为加拿大没有充分保护其知识

产权，包括：（１）边界执法不力；（２）涉及药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程序存在问题；（３）

著作权保护不足。

许海云　检索，杨凌云　编译，许海云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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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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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调研超大型企业研发体系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以制造业的超大型企业为
研究对象，对其业务水平进行了调查分析，总结了相关研发体系的实际情况。超大

型企业指与大学、研究机构、大型实验室等进行研发合作的组织，企业规模达到资

本额在１０００亿日元以上，且有价证券报告中所记载的研发费用在１０００亿日元
左右。

　　１．研发组织的规模

（１）不少民间企业的研发费用和研发人员，超出日本规模最大的国立研究开发
机构。

（２）运输机器行业的一些民间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是日本经济产业省科技预
算的近一倍。

（３）不少民间企业为了应对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向国外研发企业投入大量资
金，年均１００亿日元左右。

　　２．研究开发范围

（１）多数民间企业会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的研究组织，用于完成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相关业务。此外，在研发重要领域，大多企业会根据不同领域

设立专门的研发部门。

（２）超大型企业并没有在企业内部设立开展纯粹基础研究的部门。一般来说，
不仅是超大型企业，民间企业内部或者民间企业在大学中进行的基础研究，都是指

向型基础研究。

　　３．研究开发的组织体制及构成

（１）一些民间企业的整体研发体制周期为３年，研发部门架构在短短的１年后
就会进行重新编排。

（２）研究所的下属组织中，有些半年就会变更一次组织架构。
（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部分超大型企业将研发组织作为全公司性的共同

组织，进行集中经营判断；另一部分超大型企业则将研发组织分散到业务部门，将

研发与业务进行一体化运营。

（４）为了在短期内迅速建立研发组织，一些超大型企业会在研发人员流动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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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国外特定地区设立研发公司，招揽负责研究开发的人才。

（５）一些机械行业的民间企业在研发计划制定过程中会把知识产权活动作为

主干，将知识产权活动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

　　４．研究开发时间

研究开发时间一般为１０年，该阶段指从指向型基础研究到研究开发出成果的

时间。企业会在各年度设定业务目标并进行成果评估，完成从技术开发到能够应

用的实用化阶段。

　　５．研发组织的企业内部经营

部分企业的研究所可以从事务部门回收５０％以上的研发费用。当研究所被赋

予从事务部门回收研究费的义务时，能够维持的研究人员数量由能够回收的研究

经费总额决定。

　　６．外部合作

（１）部分超大型企业为了掌握最新研究动向，会安排一流研究人员进行外访，

还会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进行产品的定制设计，并且明确自身在研发体制上的定

位，即作为合作方共同开发符合各国行业标准的产品。

（２）由于日本国内的部分大学尚未明确自身在研究开发体制上的定位，因此企

业与国内大学的合作主要是与各个大学教职工之间的合作。

（３）超大型企业与具备技术实力的中坚企业之间的合作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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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分析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的合作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３日，日本专利局公布了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知识产权局的国际合

作调查报告。该报告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欧洲专利局（ＥＰＯ）、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ＳＩＰＯ）等２１个知识产权局（组织）为研究对象，利用这些机构２０１３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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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年报、领导发言及新闻报道，分析其各自的关注点和相互报道

的情况，从而考察各个知识产权局间的合作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１．从新闻报道看五大专利局之间的关系

（１）五大专利局的新闻报道中，从提及五大专利局的报道数量所占比例来看，

ＪＰＯ为５１％，ＵＳＰＴＯ为８７％，ＥＰＯ为３５％，ＫＩＰＯ为４３％，ＳＩＰＯ为４６％。ＵＳＰＴＯ有

接近９成的报道提及了五大专利局，报告认为，ＵＳＰＴＯ与五大专利局的其他机构间

的交流较多。

（２）基于报道数量的比例看五大专利局的关系（图１）［１］。在 ＪＰＯ提及五大专

利局的报道中，ＫＩＰＯ被提及得最多，占３９％。同时，ＫＩＰＯ发布的与 ＪＰＯ有关的报

道占３０％。可见，ＪＰＯ与ＫＩＰＯ之间的相互关注度很高。另外，ＥＰＯ与ＳＩＰＯ之间相

互提及的报道所占比例也很高，两者间的相互关注度也很高。与此相对，ＵＳＰＴＯ和

ＳＩＰＯ、ＥＰＯ和ＫＩＰＯ之间相互提及的报道所占比例较小，相互关注度不高。

［１］图１中的流入箭头表示其他专利局对该专利局的报道，流出箭头表示该专利局对其他专利局的报道。

图１　五大专利局之间的新闻报道数量（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

（３）从新闻报道中五大专利局的出现次数来看五大专利局之间的关系（图２）。

ＪＰＯ的报道中，五大专利局出现的次数与新闻报道数量的情况大致相同。在 ＵＳＰ

ＴＯ的报道中，提到与ＫＩＰＯ和ＥＰＯ合作的报道所占比例最大，均为２９％，在出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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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上，ＫＩＰＯ远比ＥＰＯ更多。另外，ＵＳＰＴＯ与 ＳＩＰＯ之间，ＥＰＯ与 ＫＩＰＯ之间的相互

关注度较低。

图２　新闻报道中五大专利局的名称出现次数状况（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

　　２．从新闻报道看调查对象整体的关注点

因为该调查所收集的新闻报道只限定为英语版，德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加

拿大知识产权局（ＣＩＰＯ）、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ＩＰ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

局（ＴＩＰＯ）、泰国知识产权厅（ＤＩＰ）、印度尼西亚知识产权局（ＤＧＩＰ）、马来西亚知识

产权局（ＭｙＩＰＯ）、印度专利外观设计商标及地理标志管理总局（ＣＧＰＴＤＭ）、俄罗斯

专利局（ＲＯＳＰＡＴＥＮＴ）、海湾合作委员会（ＧＣＣ）、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ＡＲＩＰＯ）

等机构，其本身的报道数量非常少，以国际性活动为主题的新闻报道也几乎没有。

在互联网上发布的相关合作报道中，ＪＰＯ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最多，在ＪＰＯ的新

闻报道中，与其他１８个机构有合作活动。排在 ＪＰＯ之后的是 ＳＩＰＯ，为１５个，ＥＰＯ

为１３个，ＥＵＩＰＯ和ＩＰＯＳ为１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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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英国 ＢＥＩＳ发布高校知识产权商业化研究报告

【摘要】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２日，英国商业能源与产业战略部（ＢＥＩＳ）发布了一项关于

高校知识产权商业化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主要通过验证所提出的知识交流与

商业化模型（ＫＥＣ）的有效性来探索其改进方式，并应用该模型分析影响知识交

流政策和实践发展的影响因素。报告指出，当前高校知识产权商业化方法运作

效果良好，所采取的措施也逐渐得到改善，但仍然存在一些有改进余地的具体限

制和障碍。

　　１．背景介绍

“知识交流”涉及一系列大学承诺与商业界和广大公众密切联系的活动，例如：

合作研究、合约研究、咨询协议、学生实习、实物资源分享及社区活动等。当高校知

识产权（ＩＰ）被用于为一般市场创造产品和服务时，尤其易出现商业化的结果。研

究聚焦于２种特定类型的商业化交易：将高校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给外部公司或

衍生（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ｏｕｔ）一家新公司来开发和利用高校知识产权。

项目旨在增进对当前知识交流和商业化系统运作方式的了解，识别阻碍机会

实现的问题，并提出可能的改进建议。研究项目包含：文献综述，大量的给高校许

可了知识产权的大学、衍生组织、外部企业、投资者（统称为利息相关者群体）以及

详细的案例分析。

　　２．影响商化的因素

该研究使用ＫＥＣ模型（图３）来确定和调查各种影响商业化的潜在因素，这些

影响因素会影响活动的数量和类型。研究从文献中收集了这些影响因素的初步证

据，以验证ＫＥＣ模型的有效性，揭示模型的各个阶段如何恰当地反映商业化过程的

不同阶段。

该模型为一系列深入的定性电话调查提供了一个讨论框架，其中包括该项目

的主要研究形式。该项目总共对３５个高校代表进行了１３８次访谈（每个代表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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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知识交流与商业化模型（ＫＥＣ）

次，通常包括高级管理层和技术转移（ＴＴＯ）员工）；与企业、慈善机构和衍生组织进

行了２９１次访谈；与投资者进行了２０次采访。被调查的企业（非衍生组织）都有从

高校和慈善机构获得知识产权许可（或试图获得许可）的经验；被调查的投资者（以

及一些慈善机构）有投资衍生组织的经验。

该研究旨在再三衡量商业化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的观点和视角。被调查者被要

求列出商业化过程中每个阶段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并指出这些影响是正面的还是

负面的。总体而言，在调查中利益相关者群体指出的商业化的主要正面和负面影

响因素如下所示。

（１）最积极的影响因素［２］：

［２］标有星号（）的因素是消极还是积极的在调查对象中产生了不同意见。

①高校：英国研究卓越框架（ＲＥＦ）及更广泛的影响议程；高校的目标、主要的

领导和战略方针；当地的生态系统。

②衍生组织：个体学者的作用、当地生态系统、政府和研究委员会（资助和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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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其他企业：公司主要管理和战略方针、研发资金、公司员工知识产权商业化

的技能和经验。

④投资者：科学或发明的质量、高校 ＴＴＯ的商业化技能、具有商业头脑的学

术发明者。

（２）最消极的影响因素：

①高校：人力资源水平、财务资源水平、个体学者的作用。

②衍生组织：高校ＴＴＯ的技能和经验、高校人力资源水平、高校监管水平。

③其他企业：高校知识产权或商业化技能与经验、高校对知识产权商业化机

会的认知、政府和研究委会（资助和监管）、内部研发或知识产权水平。

④投资者：机遇的时机（提早申请专利）、高校ＴＴＯ较弱的的商业化技能。

　　３．结论

知识交流和高校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方法运作效果很好，高校从知识产权中获

取的收入正在增加，并且比一般的知识交流收入的增长快的多［３］。公司和投资基

金增加对衍生组织和授权的支持，专业外部投资者正在设立地区团队以增加他们

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以外的研究密集型高校获得知识产权的机会；还发展

一些新的政策，包括通过高等教育创新基金（ＨＥＩＦ）和连接能力基金（ＣＣＦ）增加资

金和支持，鼓励高校和研究人员更多地关注他们在ＲＥＦ中的研究影响，以及提高高

校的能力、技能和良好实践模式。

［３］根据“高等教育企业团体交流调查（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数据：２００３年
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期间，由知识产权获得的平均收入的趋势年增长率为８％；而同期合作研究、合约研究以及
咨询收入的平均趋势年增长率为４％５％。

但是，利益相关者强调了几个具体的限制、障碍和要点。这些问题反映了参与

协商的人们的不同目标、动机、宗旨和利益。政府和商业化过程中的各种参与者已

经开始采取行动解决这些已经感知到的障碍，但是未来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将高校商业化人员（ＴＴＯ）的技能和经验视为商业化过程中

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之一。高校报告显示，它们在资金和员工的可用性方面受到资

源限制；外部企业和投资者的看法是ＴＴＯ员工缺乏必要的技能而不是资源。还有

一些关键问题是由于当地经济缺乏关键的人力和条件造成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少

数取得成功的机构中，这些机构受益于获得投资、本地商业网络以及基于多年成功

商业化经验的资源和政策。ＲＥＦ是高校被调查者确定的最重要的商业化活动的驱

动因素，但个体研究人员在教学、研究和商业化活动之间犹豫不决，大学需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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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部流程认真管理。

商业化模式的协商阶段被认为是最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高校、企业和投资者

表示在协商股权、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估值方面存在困难。有证据表明，这些问题

对整体商业化的影响并不大。所有参与者都表示协商存在困难，这表明出现困难

是因为协商对双方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并没有本质上特别偏向其中一方。这些困

难因公立资助的研究型大学、私营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结构、动机和战略目标的差

异而得到加强。据报道，高校失败的潜在交易份额相对较低，大约为２０％，其中有
些机会被投资者拒绝，理由是它们被认为不太可能产生回报。

该调查表明，双方的期望管理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商业经验较少的高校知

识产权团队，或是以前没有就这些交易类型与高校交流过的外部企业或投资者）。

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的培训、指导及更加透明的大学政策，以简化协商过程并帮助

管理合作伙伴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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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农业专利态势和前沿主题分析

【摘要】使用ＩｎｃｏＰａｔ科技创新情报平台完成农业专利态势分析，分析农业专利

的全球态势和前沿主题。主要包括：农业专利申请趋势、重要专利受理国／组织、

主要专利权人排名、主要受理国／组织技术分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农业纳

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领域的前沿主题。以期帮助农业领域的情报分析与科

技管理人员及时了解科技发展态势，为农业领域的科技战略决策、创新资源配置

和产业发展布局提供重要的情报支撑。

我国“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要把战略性新兴产

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推动经济社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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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健康发展。要加速生物农业产业化发展，以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为目标，创制生物农业新品种，开发动植物营养和绿色植保新产品，构建现代

农业新体系，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育种企业，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提供新途径、新支撑。

本次分析数据范围包括种植业、畜牧业、食品业、渔业、农化和农业生物技术的

专利，农业生物技术的专利包含微生物和酶在前面５个行业中应用的专利。报告

针对当前农业领域的新方向———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领域也进行了分

析。报告利用ＩｎｃｏＰａｔ科技创新情报平台完成农业专利态势分析，检索日期为２０１８

年４月１０日。

　　１．全球农业专利申请趋势

　　（１）专利申请趋势

截至检索日期，共检索到国内外专利４９１２０４２条。图４展示了１９１８至２０１７年

全球农业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图４　农业领域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缓慢发展期（１８１７至１９６７年）：农业领域第一条专利出现于１８１７年，申请号为

ＵＳ１３５５１２９Ｄ，是一种面包或面团制作方法。在第一条专利申请后的一百年里，全球

农业专利申请量每年都在１０００件以下，自１９１８年开始每年申请量突破１０００件，但

低于１万件。缓慢增长期（１９６８至１９９４年）：这一阶段平均每年申请量在２万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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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快速增长期（１９９５年至今）：这一阶段平均每年申请量在７万件以上。其中，

２０１５年专利申请量达到２１３９７２件，为历年最高申请量。

　　（２）重要专利受理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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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１和图５，中国是农业领域最重要的专利受理国，日本和美国紧随其

后，也是农业领域重要的专利受理国。

表１　 农业领域专利受理国／组织

排序 专利受理国／组织 专利数量

１ 中国 １０１２０２８

２ 日本 ９３８５９６

３ 美国 ４９０３３１

４ 欧洲专利局 ２３７６７８

５ 德国 ２３５１０４

６ 韩国 ２２０６５８

７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１５４６１４

８ 法国 １４７８１３

９ 澳大利亚 １４３９０９

１０ 俄罗斯 １１６３９３

图５　农业领域专利专利受理国／组织

４１ 知识产权动态



　　（３）主要专利权人排名

表２为农业领域专利申请 Ｔｏｐ１０机构，瑞士占三席，德国占两席，日本、俄罗

斯、英国、美国和中国各占一席。拜耳公司［４］是专利申请量最多的机构，有５６０３０

件，之后依次是巴斯夫公司［５］和井关农机株式会社［６］。Ｔｏｐ１０机构中，仅中国科学

院属于研究机构，其余申请主体都是公司。

［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ｙｅｒ．ｃｏｍ．ｃｎ／
［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ａｓｆ．ｃｏｍ／ｃｎ／ｚｈ／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ａｒｅｅｒ／ｗｈｙｊｏｉｎｂａｓｆ．ｈｔｍｌ
［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ｅｋｉ．ｃｏ．ｊｐ／ｃｈｉｎｅｓｅ／

表２　农业领域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０主体

排序 申请人 国别 专利数量（单位：件）

１ 拜耳股份公司 德国 ５６０３０

２ 巴斯夫公司 德国 ４０３７０

３ 井关农机株式会社 日本 ２４９０７

４ ＫＶＡＳＥＮＫＯＶＯＬＥＧＩＶＡＮＯＶＩＣＨ 俄罗斯 ２３７３０

５ 雀巢公司 瑞士 １９３８４

６ 西巴特殊化学品控股有限公司 瑞士 １８３７４

７ 联合利华集团 英国 １７０２１

８ 先正达参股股份有限公司 瑞士 １３１３２

９ 孟山都技术公司 美国 １１３３７

１０ 中国科学院 中国 １１００２

　　（４）主要受理国／组织技术分支

表３为农业专利主要受理国／组织的重要技术分支，表４为重要技术分支相应

的ＩＰＣ内涵。
表３　农业专利技术主要受理国／组织分布

ＩＰＣ
分类号

中国 日本 美国
欧洲
专利局

德国 韩国
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

法国
澳大
利亚

俄罗斯

Ａ２３Ｌ ２１６４７７２１０５６８ ６６１４６ ５１８７７ ３１５８２ ６４９３６ ３６０２７ １６８８２ ２７６６１ ４３６９９

Ａ０１Ｎ ９５０１９ １１１９６７ ９５４３９ ６７４００ ４１３９６ １８８１５ ４５２１６ ２０６８９ ４６６３８ ７７２０

Ａ０１Ｋ １１８３０１１３０２５８ ７７４５５ ２５５５４ ２６６１９ ３７２８９ ２１２７８ １７５９５ １７４１５ ７８９３

Ａ０１Ｇ １８０７５７１１６２７５ ３１４９４ １３８９８ ２１４１９ ３４９７４ １０３４３ １４８９６ ９３７７ ８７２３

Ａ６１Ｋ ４９７０８ ６４１０６ ６２６０１ ４４５４０ １７８０６ ９４１４ ３３０４７ ７２６６ ２６９６７ ３１８０

Ａ０１Ｄ ４１３００ ８７２００ ３４６５６ １３４８０ ２５５７４ ５１３０ ３８１７ １７２９８ ５７４９ ４５６５

Ｃ１２Ｎ ３１４４０ ３５０４３ ５４４１７ ２９９６９ ８７３８ ７５２２ ２６３０９ ２７３８ ２１２６６ ２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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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ＩＰＣ
分类号

中国 日本 美国
欧洲
专利局

德国 韩国
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

法国
澳大
利亚

俄罗斯

Ｃ０７Ｄ １０８５９ ３２９８６ ２７３２２ ２２３７４ １６２５０ ４０２４ ８５９０ ７１３１ １４２４２ １３７７

Ａ０１Ｂ ３４２１６ ６５４５５ ２４０９４ ８１９１ １９１８８ ５６２２ ２７８５ １５２８５ ４１３６ ７４５４

Ａ０１Ｃ ５９６７６ ７３１８１ １４１１２ ６６６８ １１９１０ ５７９４ ３１１９ ７４２９ ３６８５ ５８２１

表４　农业领域重要技术分支的内涵

序次 ＩＰＣ分类号 ＩＰＣ内涵 专利数量

１ Ａ２３Ｌ
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料；它们的制备或处理，例如烹
调、营养品质的改进、物理处理；食品或食料的一般
保存。

９４６９６７

２ Ａ０１Ｎ
人体、动植物体或其局部的保存；杀生剂，例如作为消
毒剂，作为农药或作为除草剂；害虫驱避剂或引诱剂；
植物生长调节剂。

８８６４０２

３ Ａ０１Ｋ 畜牧业；禽类、鱼类、昆虫的管理；捕鱼；饲养或养殖其
他类不包含的动物；动物的新品种。

６０７６２４

４ Ａ０１Ｇ 园艺；蔬菜、花卉、稻、果树、葡萄、啤酒花或海菜的栽
培；林业。

５３８３６０

５ Ａ６１Ｋ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 ４３６４３２

６ Ａ０１Ｄ 收获；割草。 ３１４４１９

７ Ｃ１２Ｎ 微生物或酶；其组合物；繁殖、保藏或维持微生物；变异
或遗传工程；培养基。

２８６０９５

８ Ｃ０７Ｄ 杂环化合物。 ２７６８２４

９ Ａ０１Ｂ 农业或林业的整地；一般农业机械或农具的部件、零件
或附件。

２４４８７４

１０ Ａ０１Ｃ 种植；播种；施肥。 ２３８２２９

　　（５）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表５为排名前十的农业专利技术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其中，Ｃ３５专用设备制

造业、Ｃ１４食品制造业、Ｃ２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是农业领域最主要的国民

经济行业。

　　２．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技术领域前沿

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领域是当前农业领域新的研究与应用方向。

报告利用 ＳＣＩＴＯｖ１抽取专利数据中的题名、摘要和时间字段，利用数据挖掘平台

ＫＮＩＭＥ进行文本预处理，利用数据挖掘平台ＫＮＩＭＥ的ＬＤＡ主题识别功能模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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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农业专利技术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排序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专利数量（单位：件）

１ Ｃ３５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７９０７２９

２ Ｃ１４食品制造业 ８１７１６２

３ Ｃ２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７９４６７９

４ Ｃ２７医药制造业 ３６１０１７

５ Ａ０１农业 ２３９３０５

６ Ｃ１３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３８９８０

７ Ｃ１５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１４２０３９

８ Ｃ３４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１９４７１

９ Ａ０４渔业 ５２０９３

１０ Ｃ３８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５１９８９

行主题识别，利用Ｇｅｐｈｉ导出各个年度的各个主题词的度中心性值。为了提高前沿

主题的可解读性，对其进行名词短语标注，即以主题识别结果中的主题词为核心

词，抽取出与之对应的名词短语。技术工具主要用到 Ｐｙｔｈｏｎ以及 ＮＬＴＫ工具包。

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领域的８个技术前沿主题如下：

　　（１）纳米抗菌、杀菌技术及应用

①制备纳米抗菌材料或者纳米抗菌涂料（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ａｔｉｎｇ）。在水性聚氨酯

（ａｑｕｅｏｕｓ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中加入纳米锌复合抗菌材料，均匀搅拌后加入辅助材料，进

行超声波处理。在制备纳米锌复合抗菌材料时，在Ｎ甲基吡咯烷酮（Ｎｍｅｔｈｙｌｐｙｒｒｏ

ｌｉｄｏｎｅ）中加入纳米氧化锌（ｎａｎｏｚｉｎｃｏｘｉｄｅ），超声波处理得到溶液 Ｉ，将溶液 Ｉ加入

到硅烷偶联剂（ｓｉｌａｎ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ｇｅｎｔ）中进行超声波处理，得到溶液ＩＩ，离心液ＩＩ，得

到沉淀，洗涤后进行干燥，将干燥后的沉淀物和氧化石墨烯（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ｏｘｉｄｅ）与 Ｎ，

Ｎ二甲基乙酰胺（Ｎ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ｃｅｔａｍｉｄｅ）溶液均匀混合，进行超声波处理，离心分离

液ＩＩＩ，洗涤沉淀物并干燥，即可得到纳米锌复合抗菌材料。通过该方法制备的纳米

抗菌涂料具有良好的杀菌效果，可应用于循环冷却水系统中。另外，通过研磨纳米

氯化银（ｎａｎｏｓｉｌｖｅｒｃｈｌｏｒｉｄｅ）、纳米氧化铝（ｎａｎｏ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ｏｘｉｄｅ）和纳米氧化钙

（ｎａｎｏｃａｌｃｉｕｍｏｘｉｄｅ）制备建筑用的无机抗菌涂料，具有优异的抗菌效果。

②制备杀灭或抑制微生物的药剂或药物的纳米复合材料。水滑石（ｈｙｄｒｏｔａｌ

ｃｉｔｅ）、钌配合物（ｒｕｔｈｅｎｉｕｍｃｏｍｐｌｅｘ）和银纳米粒子（ｓｉｌｖｅｒ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钌配合物和

银纳米颗粒大小为５０１５０ｎｍ。使用离子交换方法将钌配合物嵌入水滑石中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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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水滑石表面可以吸附上银纳米粒子，制备出的纳米复合材料可以杀灭或抑制

立克次氏体（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衣原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螺旋体（Ｓｐｉｒｏｃｈｅｔｅｓ）等真菌和大肠杆

菌（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鼠疫耶尔森氏菌（Ｙｅｒｓｉｎｉａｐｅｓｔｉｓ）、伤寒沙门氏菌（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ｔｙｐｈｉ）、霍乱弧菌（Ｖｉｂｒｉｏｃｈｏｌｅｒａｅ）和幽门螺杆菌（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等细菌。萜烯

（ｔｅｒｐｅｎｅ）纳米复合材料，包括樟脑、松花粉等，其中底物是绿坡缕石（ａｔｔａｐｕｌｇｉｔｅ）、

高岭土或粘土。萜烯纳米复合材料能够释放负氧离子，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提高免

疫力，具有抗菌、杀菌、除臭功能。

③氧化镍纳米纤维素。用于抗菌、抗真菌的氧化镍纳米纤维素（ｎｉｃｋｅｌｏｘｉｄｅ

ｎａ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纳米复合材料，粒度为４１０ｎｍ，在经过测试后，表现出

良好的抗菌和抗真菌活性，且在制备过程中，不使用昂贵且对环境有毒的试剂和催

化剂；并且在温和的反应条件下使用无毒试剂。生物合成的具有抗菌活性的光催

化剂，将多壁碳纳米管（ｃａｒｂｏｎｎａｎｏｔｕｂｅ）置于浓硫酸与浓硝酸的混合酸中，搅拌、

酸化，最终表现出良好的抗菌性能和优异的催化性能。另外，可用于饮用水消毒、

也可用作填充剂的纳米银（Ｎａｎｏｓｉｌｖｅｒ）复合材料，以聚丙烯纤维（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ｆｉ

ｂｅｒ）为骨架材料，聚丙烯纤维的孔径为１２０μｍ，孔隙率为３０％８０％。这种材料制

备简单，柔软轻便，携带方便，稳定，损耗率低。

④制备纳米抗菌剂。加入沸石（ｚｅｏｌｉｔｅ）、纳米二氧化钛（ｎａｎｏ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ｄｉｏｘ

ｉｄｅ）、纳米二氧化硅（ｎａｎｏｓｉｌｉｃ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纳米氧化铜（ｎａｎｏｃｏｐｐｅｒｏｘｉｄｅ）和纳米

氧化铝（ｎａｎｏａｌｕｍｉｎａ）。该纳米抗菌剂具有红外辐射功能，且具有长效性；制备有

机无机纳米抗菌剂，可在硝酸锌溶液中加入蒙脱石（ｓｏｄｉｕｍ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然后

混合，进行离子交换反应，加入全氟烷基季铵盐（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ａｌｋｙｌ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ｓａｌｔ），加热。该方法能够经济地制备具有优异抗菌效果的有机无机纳米抗菌剂。

　　（２）农业种植与栽培技术与应用

①用于生产有机农业物质，进而改善土壤和促进作物生长。通过制备含有海

藻酸（ａｌｇｉｎｉｃａｃｉｄ）的海藻提取物，将海藻与制备的盐、伊利石（ｉｌｌｉｔｅ）和硫酸溶液混

合，加热溶液并将甘露醇（ｍａｎｎｉｔｏｌ）加入混合溶液和加热溶液来制备有机农业物

质。该方法能够以对环境友好的方式生产具有增加作物产量和改善质量功能的有

机农业物质。

②纳米技术进行土壤修复与处理。种植天麻时，选择土壤配制沙质土壤，加入

土壤调理剂，调节土壤含水量，其中土壤调理剂包括：农作物垃圾和腐熟的粪肥、纳

米碳、纳米碳酸钙、马齿苋渣、醋、棕色固氮菌等，调节后的土壤能够提高天麻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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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制备种植猕猴桃的土壤修复处理剂，原料包括茉莉酸甲酯（ｍｅｔｈｙｌｊａｓ

ｍｏｎａｔｅ）、牡蛎壳粉、聚天冬氨酸（ｐｏｌｙ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ａｃｉｄ）、麦饭石粉、硫酸锌、纳米二氧化

硅（ｎａｎｏｓｉｌｉｃａ）和生石灰的土壤修复处理剂等。该土壤修复处理剂具有优良的杀

虫性能，提高了猕猴桃成活率与土壤修复剂的利用效果，采用简单工艺制备而成。

用于提高移植葡萄幼苗存活率的土壤基质，成分包括海藻渣、纳米二氧化硅、中药

渣、茶渣、蘑菇、富含谷胱甘肽的酵母渣和链霉菌孢子。

③制备用于小麦种子贮存的处理剂，成分包括水溶性三聚氰胺甲醛树脂（ｗａ

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ｍｅｌａｍｉｎｅ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ｒｅｓｉｎ）、聚乙烯醇树脂（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ｒｅｓｉｎ）、葛

根淀粉、微晶纤维素、氢化蓖麻油、防潮剂和火山灰、纳米二氧化钛等。处理剂在种

子表面形成超薄保护膜层，协同提高种子产量和发芽率。降低小麦种子中镉（ｃａｄ

ｍｉｕｍ）和铅（ｌｅａｄ）含量的方法是用直径为８０±５ｎｍ的铁纳米颗粒（ｉｒｏｎ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水悬浮液（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预处理小麦种子，隔天种植后用悬浮剂处理７

天。可用于降低小麦种子中镉和铅的含量。

④制备用于去除杂草和种植果树的绿色除草剂，使用黄单胞菌属（Ｘａｎ

ｔｈｏｍｏｎａｓ）、核盘菌属（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ｎｉａ）、尿烷（ｕｒｅｔｈａｎｅ）和纳米氧化钛（ｎａｎｏ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ｏｘ

ｉｄｅ）等成分，制备出的绿色除草剂无害、无毒、环保。

　　（３）农业环境改良

农业建筑与家畜家禽屋舍都需进行抗菌杀菌处理，利用纳米材料净化空气、抗

真菌、细菌的方法多样。

①净化空气方面。使用净化载体、纳米抗菌剂、植物提取物、保湿剂、ｐＨ调节

剂、赖氨酸、防腐剂等合成净化空气的净化器，用于净化室内的细小颗粒，如甲醛、

细菌和香烟烟雾。该空气净化器原料来源广泛，成本低廉，不产生二次污染物，可

持续释放微弱的气味。也可将纳米银（ｎａｎｏｓｉｌｖｅｒ）溶液加入到金银花提取物中，加

入表面活性剂和发泡剂，搅拌后加入粉碎的硫酸钙粉末，加热吸滤并干燥。该方法

具有优良的杀菌效果、抗菌效果和抑制细菌生长。

②生物曝气滤池填料用于畜禽养殖废水处理，去除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氨氮、

重金属、残留兽药和病原体等污染物。制备时主要原料为活性沸石粉、芳香改性萜

烯树脂（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ｔｅｒｐｅｎｅｒｅｓｉｎ）、微晶纤维素、交聚维酮（ｃｒｏｓｐｏｖｉｄｏｎｅ）、纳

米海泡石（ｎａｎｏ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复合粉等。生物曝气过滤填料可减少废水中的异味、简化

废水处理过程并减少成本投入。

③制备家畜除臭剂，使用煤灰、硅粉、添加剂和孕育剂制备，其中添加剂为过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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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钙、氧化钙、纳米铁或组合物。该除臭剂可有效去除畜禽粪便中的恶臭气体，大

大改善了堆肥过程，提高了生产效率，具有成本效益，无毒无害，确保了废弃物的回

收利用。

　　（４）纳米农药制备技术

①在农药应用方面，已有专利产品通常是制备纳米尺寸的水分散性脂溶性农
药，如引入２氯烟酸（２ｃｈｌｏｒｏｎｉｃｏｔｉｎｉｃａｃｉｄ）合成吲唑类（ｉｎｄａｚｏｌｅｂａｓｅｄ）农药。此

外，阿维菌素纳米二氧化硅控释剂可以以水为连续相，形成一系列纳米级的小液

滴，能够覆盖粒径在１０５００ｎｍ的农药，制备时通过混合剪切和乳化阿维菌素（ａｂ

ａｍｅｃｔｉｎ）、纳米二氧化硅单体、交联剂和乳化剂，促进二氧化硅单体交联水解。这种

方法易控制、对环境安全、聚合效率高、传热效果好。

②制备用于保护植物免受昆虫和杂草的缓释农药组合物时，使用农药活性成

分和石墨烯（ｇｒａｐｈｅｎｅ）纳米材料即可。这使得农药的稳定性得到改善，能有效地控

制农药的释放时间并增加药物的可用性。制备用于肥料的 Ｎｅｒｅｘｔｏｘｉｏｎ农药组合

物，形式分为以颗粒剂或水分散性粉末。Ｎｅｒｅｘｔｏｘｉｏｎ农药组合物包含除草剂（ｈｅｒ

ｂｉｃｉｄｅ）、有机肥、腐殖酸（ｈｕｍｉｃａｃｉｄ）和ｎｅｒｅｉｓｔｏｘｉｎ农药。制备用于预防和控制蛀虫

的广谱杆状病毒生物农药时，通过纳米二氧化硅、芳香族氨基酸、荧光增白剂、木质

素磺酸钠和苏云金芽孢杆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ｔｈｕｒｉｎｇｉｅｎｓｉｓ）可进行制备，该类农药对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幼虫具有杀虫活性。

③制备可用于消除瓜果感染的有害农药的组合物，并在增长的同时增强甜瓜

和水果的抗逆性。原料为纳米氧化钛（ｎａｎｏ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ｏｘｉｄｅ）、乙醇、表面活性剂、甘

油和芽孢杆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该组合物能有效降解土壤表面和果实上的农药残留，提

高瓜果的产量和安全性。

④提高农药的使用效果方面。制备植物源高效助剂，原材料包括脂肪醇醚硫

酸盐、甜菜碱衍生物（ｂｅｔａｉｎｅ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海藻酸钠（ｓｏｄｉｕｍａｌｇｉｎａｔｅ）、纳米氧化钛

（ｎａｎｏ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ｏｘｉｄｅ）、十二烷基苯磺酸钠（ｓｏｄｉｕｍｄｏｄｅｃ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和甲基

纤维素（ｍｅｔｈｙｌ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等。该助剂的合成工艺简单且环保，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

量，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加入农药中可延长农药的使用效果，确保农药残留不

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制备改性埃洛石纳米管（ｈａｌｌｏｙｓｉｔｅ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复合缓释农药，

主要对埃洛石（ｈａｌｌｏｙｓｉｔｅ）进行加热、沉淀、震荡、离心等操作。该专利可提高除草

剂、杀虫剂、抗菌剂或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利用率，减少对环境和水源的污染。

　　（５）促进植物生长技术

①植物生长方面，进行植物的培养时，无菌条件下在含有纳米颗粒的琼脂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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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上培育种子，其中纳米颗粒是电中性铁纳米颗粒或电中性铜纳米颗粒。该

方法能够改善植物的产量和质量，能起到良好的植物保护剂效果，并具有抵抗恶劣

天气条件和疾病的特性。使用纳米颗粒进行绿色饲料的水耕栽培，通过将剂量溶

液按比例加入到铁与钴中，高温冷凝合成纳米颗粒级的铁钴复合物（ｉｒｏｎｃｏｂａｌ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制备植物生长调节剂时，加入二茂铁高分子聚合物（ｆｅｒｒｏｃｅｎｙｌｈｉｇｈ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ｍｅｒ）、聚芳醚酮（ｐｏｌｙａｒｙｌｅｔｈｅｒｋｔｏｎｅ）、羰基铁粉（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ｉｒｏｎｐｏｗｄｅｒ）复

合磁性材料、深海多糖活化剂（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ｔ）、纳米二氧化硅（ｎａｎｏ

ｓｉｌｉｃ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和复合氨基酸（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进行制备。该植物生长调节剂

可以提高作物的抗体和免疫系统功能，提高耐高温、抗寒、抗旱、抗氧化能力，增强

植物的光合作用，促进农业化肥的生长和化肥残留的降解。

②为提高红花种子发芽率，可以将红花（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干燥并放入冰箱，选种、杀菌

以得到灭菌种子，制备多壁羧基化碳（ｍｕｌｔｉｗａｌｌｅｄ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纳米管溶液。

灭菌后的种子浸泡在碳纳米管溶液中，洗涤，置于培养皿中，置于培养箱中发芽，随

后以泥炭土和珍珠岩为萌发基质即可种植。该方法能够以成本有效的方式改善红

花种子的发芽率。光抑制种子专用发芽促进剂，包括聚天冬氨酸（ｐｏｌｙａｓｐａｒｔｉｃ

ａｃｉｄ）、味精渣、聚丙烯酸（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ｉｃａｃｉｄ）、氯化铵、木质素磺酸钙、纳米二氧化钛、

纳米氧化锌、新鲜紫茎泽兰和接种物。该发芽促进剂能够增加种子的光敏性水平。

③制备促进果树生长的栽培营养土时，按照一定比例加入椰子壳（ｃｏｃｏｎｕｔ

ｈｕｓｋ）、ＥＤＴＡ钠（ｓｏｄｉｕｍＥＤＴＡ）、镁糖醇（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ｓｕｇａｒａｌｃｏｈｏｌ）、甜叶菊叶（Ｓｔｅ

ｖｉａｌｅａｖｅｓ）、纳米活性炭（ｎａｎｏ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纳米水性粘合剂（ｎａｎｏａｑｕｅｏｕｓａｄ

ｈｅｓｉｖｅ）等材料。制备出的营养土具有良好的渗透性、耐水性、耐腐蚀性、崩解稳定

性好，可以有效延长肥效，提高肥料利用率，增加土壤微生物含量，含腐殖质和营养

物质含量高，使果实口味更加香甜。制备无土瓜类的培养基，原料为改性的植物灰

分包含植物灰分和改性剂等。其中，改性剂包括纳米碳酸钙、乙酰柠檬酸三乙酯

（ａｃｅｔｙｌｔｒｉｅｔｈｙｌｃｉｔｒａｔｅ）、冬青油、糯米粉、丙烯酸（ａｃｒｙｌｉｃａｃｉｄ）和硼砂。培养基渗透

性好，通风性能好，经济适用，能够改善瓜类营养、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含量。

　　（６）纳米肥料制备

①对如何将纳米技术应用到肥料方面，已有专利大多是生产超轻质的纳米纤

维聚合物载体，该载体可用于农业和工业应用，尤其是生物肥料方面，比如制备聚

乙烯醇（ＰＶＡ）溶液。这种纳米纤维聚合物载体能够载入大于１０１２菌落形成单位／

克菌株，成本低、环保、水溶性对环境无害，具有补充营养的作用。利用纳米材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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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肥料，可将含氮可溶性物质溶解在去离子水中，加入碳黑（ｃａｒｂｏｎｂｌａｃｋ）或碳纳米

管（ｃａｒｂｏｎ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和分散剂，经过混合、加热、冷却后加入渗透剂和超声振荡混

合物。该方法使得成本可控的、具有增效剂的肥料的生产成为可能。

②用于适用于番茄、覆盆子、柑橘类水果、茄子、马铃薯、卷心菜、谷类等农产品

的肥料，这种肥料至少包含一种类型的金属纳米粒子，其中金属纳米粒子具有０１

１００００ｎｍ的粒径，且在含水肥料中的比例为每公斤０１％２０％。该肥料促进植物

生长，降低所用金属的用量，具有杀菌作用，减轻了土壤和水分的负担，不受土壤

ｐＨ值的影响，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制备专用于竹子的纳米稀土液体肥料，可用

于防治杂草和害虫，包括尿素、磷酸一钾（ｍｏｎｏ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硫酸镁（ｍａｇ

ｎｅｓ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硼酸（ｂｏｒｉｃａｃｉｄ）、ＥＤＴＡ锌（ｚｉｎｃＥＤＴＡ）、植物生长调节剂、稀土元

素、羧化壳聚糖（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ｅｄｃｈｉｔｏｓａｎ）等成分。

③制备有机复合肥改良大豆土壤，将排泄物、棉籽粕（ｃｏｔｔｏｎｓｅｅｄｍｅａｌ）和有效

微生物接种物加入发酵罐中，加水，发酵得到发酵物。在发酵物料中加入油菜秸

秆、纳米高岭土（ｎａｎｏｋａｏｌｉｎ）等，连续发酵得到预制发酵物。预制的发酵物料通过

向物料中加入氧气进行脱水、发酵和充气。该有机复合肥的养分释放期与大豆养

分吸收规律一致，成本低廉，改良土壤，一次施肥不追施，降低劳动力成本和肥料损

失，改善肥料利用率。

④制备菊花的专用肥料，成分包括畜禽粪便、菜籽粉、石膏粉、氨基酸螯合剂、

超细矿物质粉、氧化锆、硅酸镁、氯化铵和纳米碳酸钙等。该肥料营养价值高，含有

矿物质，能够防止土壤团聚，改善土壤环境，促进快速健康发展，缩短生长期，提高

作物产量，降低生产成本。家畜排泄物是肥料的重要成分。

　　（７）害虫防治

①制备植物纳米杀虫剂时，通过将植物原料粉末与水混合，搅拌以获得浆液、

研磨，并通过超临界提取、微波提取、超声提取、超高压提取和（或）纳米研磨（ｎａｎｏ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等方法进行提取。该方法简单、环保、杀虫除草效果好。

②驱虫剂对于预防开花植物的害虫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制备时，可加入植

物灰、纳米银（ｎａｎｏｓｉｌｖｅｒ）、凹凸棒石粘土（ａｔｔａｐｕｌｇｉｔｅｃｌａｙ）、苎麻油（ｒａｍｉｅｏｉｌ）和去

离子水（ｄｅｉｏｎｉｚｅｄｗａｔｅｒ）等主要材料。驱虫剂具有持久的防虫效果，不易产生耐药

性，对环境无害，对人体健康无害。

③制备用于除去大豆田害虫的杀虫剂时，原料包括烷基苯磺酸钠（ａｌｋｙｌｂｅｎ

ｚｅ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十二烷基硫酸钠（ｓｏｄｉｕｍｌａｕｒｙｌｓｕｌｆａｔｅ）、矿物油、百里香提取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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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硅聚氧乙烯醚（ｏｒｇａｎｏｓｉｌｉｃｏｎｅｐｏｌｙｏｘ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ｅｔｈｅｒ）、纳米氮化硅（ｎａｎｏｓｉｌｉｃｏｎｎｉ

ｔｒｉｄｅ）等。制备简单，不损害大豆，其残留物不污染土壤和环境。制备樱桃树杀虫

剂时，用纳滤膜浓缩滤液后提取，该方法可在不影响樱桃树苗生长的前提下控制樱

桃树中的蚜虫、红蜘蛛和小型昆虫；用于防治害虫尤其是埃及伊蚊幼虫（Ａｅｄｅｓａｅ

ｇｙｐｔｉｌａｒｖａｅ）的水性纳米乳剂，该纳米乳液的液滴具有纳米级的尺寸，能很好地防治

农业害虫；用于豆类种子储存的防蛀杀真菌剂，原料包括八角茴香叶、樟脑叶、活性

白土、白屈菜（ｃｅｌａｎｄｉｎｅ）、苍耳果、火山灰、布鲁斯果、烟草茎、茴香籽、皂苷粉和纳

米二氧化钛。该杀菌剂使用方便，可防止昆虫和细菌，用来吸附种子水分。

　　（８）饲料制备

主要使用天然矿物质提取物制备家畜饲料添加剂组合物。混合稳定的含水分

散纳米硫（ｎａｎｏｓｕｌｆｕｒ）溶胶、天然矿物和纳米硫磺粉在饲料原料中进行干燥和粉

碎。能够改善牲畜的体吸收性、肉质和产蛋率。

　　３．结论

（１）当前全球农业领域专利处于快速增长期，申请量平均每年在七万件以上，

其中２０１５年申请量达到２１３９７２件，为历年最高。中国是农业领域最重要的专利受

理国，日本和美国紧跟中国之后，也是农业领域重要的专利受理国。

（２）农业领域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０机构，瑞士占三席，德国占两席，日本、俄罗斯、英

国、美国和中国各占一席。申请量最多的是拜耳公司，之后依次是巴斯夫公司和井

关农机株式会社。申请Ｔｏｐ１０机构仅有中国科学院属于研究机构，其余都为公司。

（３）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领域的８个技术前沿主题包括：纳米抗

菌、杀菌技术及应用，农业种植与栽培技术与应用，农业环境改良，纳米农药制备技

术，促进植物生长技术，纳米肥料制备，害虫防治，饲料制备。

许海云，王　超（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战略情报部）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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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举行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在成都举办，旨在深

入贯彻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探索建立以市场为导

向的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产业经济对接，有力支撑四川省

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中科院成都分院分党组副书记王嘉图表示，中科院坚持以“三个面向”、“四个

率先”为新时期办院方针，科技成果的研发和产出进入了井喷期。他希望以此次对

接会为契机加快中科院科技成果在川转移转化。

四川省科技厅副厅长杨品华表示，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努力把四川建设

成为全国区域性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的要求，四川省科技厅深入实施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专项行动，积极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创建工作，加快国家技术转

移西南中心建设。他希望中科院围绕四川省产业发展需求，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支撑四川省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国科控股董事长吴乐斌作主题报告。报告指出，正值国家国际化战略、国内区

域发展机遇，国科控股将采取九项主要措施，积极推进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三链”有效联动，打通从知识海洋（ＩＰ）到资本海洋

（ＩＰＯ）的科技经济深度融合的“运河体系”，使之成为我国创业创新“生态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我国经济质量和综合

国力。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崔勇对中科院专利拍卖活动及中科院专

利技术普惠计划进行了宣传推介，并与四川省登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成都远泓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国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九三创享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

８家川内企业代表签订普惠计划入池协议。

来自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

所、成都生物研究所、过程工程研究所、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成都文献情报中

心７家单位的多项优质科技成果进行了成果发布。活动现场，多家企业与中科院

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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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由四川省科技厅、中科院成都分院、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等

单位联合主办，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企业、投融资机构、高新园区、技术转移机构及新

闻媒体代表共计２００余人参加。

许海云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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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５日

微小卫星创新院“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项目荣膺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５日，第４６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科院微

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选送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项目荣获大会金奖。展会期间，

代表团应邀访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总部。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Ｇｅｎｅｖ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创办于１９７３

年，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瑞士联邦政府等共同举办，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知名度最

高的三大发明展览会之一。在此次发明博览会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组委会主席

ＤａｖｉｄＴａｊｉ为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代表颁发金奖证书及奖牌，本次展会共有

来自３１个国家和地区的近１０００项发明成果参展，展会接待了约８万参观者，其中

来自中国内地的发明共７２项。除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外，国内还有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国家电网、上海药材等知名高校

和企事业单位参展。

展会期间，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代表团还接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

ＰＯ）的邀请，访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并就知识产权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

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专利（ＰＣＴ）法律司及全球挑战司官员进行研讨。与会代

表表示，此次参展有助于拓展科研人员的国际视野，树立中科院良好的国际形象。

许　轶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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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研究所发明专利荣获第二届山东省专利奖一等奖

日前，第二届山东省专利奖获奖名单公布，海洋研究所国内授权发明专利“一

种提高ＰＡＣ改性粘土消除海洋褐潮效率的方法”荣获山东省专利奖一等奖。

有害藻华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海洋生态灾害，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治理方法。

本项目改性粘土技术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近海有害藻华应急处置技术，相

比于天然粘土矿物，改性粘土的除藻能力得到显著提高。该专利技术针对传统作

业方法下改性粘土材料的除藻效率常常低于预期水平的现象，发明设计了提高改

性粘土现场施用除藻效率的方法，克服了改性粘土技术从实验室向现场转化时遇

到的技术瓶颈，解决了困扰改性粘土现场施用效率偏低的问题，弥补了改性粘土技

术推广应用技术中的短板，为改性粘土法治理有害藻华的现场推广应用奠定了

基础。

以该专利技术为推动力，改性粘土技术围绕“保障重点工程、保护近海生态环

境、保障重大活动”三大目标，在我国近海已多次大规模应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如北戴河浴场及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等水域环境保障、核电冷

源用水安全保障、近海养殖水域健康维护等。

以该专利技术为基础的科研成果申请了１０项国家发明专利（其中２项通过了

ＰＣＴ国际检索），发表相关学术论文４０多篇，获得了２０１５年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

（发明类）一等奖等奖励，其技术方法和思路创新性明显，实用推广前景好，在国内

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该技术达到国内外同类技术方法的领先水平，２０１４年成为我

国“赤潮灾害处理技术指南”的标准方法（ＧＢ／Ｔ３０７４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与智利方面

签署了利用改性粘土技术治理有害藻华合作协议，开始走出国门服务国际有害藻

华治理。

许　轶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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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晒”专利进展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日是第１８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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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对外发布了其在知识产权创造与应用上新进展：２０１７年该院专利申请与授权量

均创历史新高，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千件，达１３０３件，授权量达６０８件，同比增长

１６．９％。

值得一提的是，中科院深圳先进院２０１７年 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达１８２件，同

比增长７５％。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２０１７年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数据，该

院的ＰＣＴ申请量已领先于美国哈佛大学（１７９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１６１件）、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１２９件）、佛罗里达大学（１２６件）和韩国首尔大学（１１９件）等国

际知名高校院所。

从专利申请的领域来看，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的专利申请集中于知识产权密集

型的前沿科技领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领域覆盖面广、交叉性强等特点。２０１７

年，深圳先进院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申请专利５２８件，生物医学工程领

域申请４３９件，生物医药领域１８６件，大数据与智慧计算领域１５０件。

据了解，所谓专利申请量，是指专利机构受理技术发明申请专利的数量，反映

技术发展活动是否活跃，以及发明人是否有谋求专利保护的积极性。专利申请数

量越多，可在一定程度表示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越高，社会就越有活力。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成立于２００６年，截至２０１７年末，该院专利申请总量已达

６０２８件，发明专利占比８６．９９％，其中 ＰＣＴ及国外申请４９７件；专利授权２３３６件。

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方面，该院累计知识产权转移转化金额超１．３亿元。

许海云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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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５日

信息扫描

日本专利局支援中小企业应对国外侵权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日本专利局决定通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ＪＥＴＲＯ）促进中小

企业在国外实施知识产权，针对在国外遭遇专利或商标侵权行为的中小企业提供

以下支援：首先在仿冒品方面，对以下活动给予２／３的费用补助，上限为４００万日

元，主要包括：①调查侵权行为，了解仿冒品的制造商和经销渠道；②根据调查结

果，对仿冒品公司给予文书警告、行政和刑事检举；③基于调查结果申请海关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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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申请删除销售仿冒品的网页等。其次，在假冒商标方面：当中小企业的品牌商标

或地域团体商标被国外当地企业假冒并申请注册，通过提出异议、无效申请或撤销

申请及诉讼来取消假冒注册商标时，给予２／３的费用补助，上限为５００万日元。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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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援事业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７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７年地域知识产权

战略调查研究报告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７年“地域知识产权战略调查”研究报

告，分析了日本各个都道府县的知识产权实施情况和知识产权现状。结果显示，在

２０１７年的政策实施方面，４７个都道府县中超过半数的地域实施了“制度普及和启

发”、“专利流通与活用”、“知识产权教育”相关政策。不过，实施“费用资助”以及

“公关ＰＲ支援”政策的地域较少。此外，对已有的２０１４年数据重新进行分组分析

发现：①在中小企业的专利申请件数较少而产品出货额较大的地区，产业活动多以

从事制造业的大型企业为中心；②在中小企业的专利申请件数较多而产品出货额

较小的地区，产业活动以全球化、小众、顶尖公司为中心；③专利权和商标权的取

得、保护及利用，可以促进中小企业开展新业务、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增加附加

价值。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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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７日

英国批准统一专利法院协议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日，英国宣布已交存批准与统一专利法院（ＵＰＣＡ）有关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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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至此，批文总量达到了１６件。为使单一专利生效，ＵＰＣ协议必须得到２６个

参与的欧盟成员国中１３个国家的批准，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欧洲有效专利

储备数量最多的国家。尽管２０１７年已经达到了必要的批准数量，但２０１４年法国批

准后，德国和英国仍然未得到批准。ＵＰＣ是审理与单一专利有关的有效性和侵权

案件的专利法院，包括后来由ＥＰＯ授权的欧洲专利。法院构成单一专利一揽子计

划的一部分，并以欧盟成员国在议会批准的国际条约为基础，而单一专利本身是

２０１２年通过的２项欧盟条例的结果。

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ｉｓｓｕｅ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０４２６．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ｒａｔｉｆｉｅｓ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ｕｒ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

ＴＴＣ：加速器提高生命科学初创企业的成功率

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很难寻找到足够的资金将药物或医疗设备推向市

场，大部分早期生物技术公司由于资金缺乏甚至从未进入临床试验阶段。Ｓａｒｅｐｔａ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的前首席执行官ＣｈｒｉｓＧａｒａｂｅｄｉａｎ将波士顿加速器Ｘｏｎｔｏｇｅｎｙ瞄准新兴

生物公司，旨在帮助年轻的生物技术人员通过概念验证研究在临床研究前期获得

进展。２０１７年９月，初创企业炎症性肠病药物研发公司 ＬａｎｄｏｓＢｉｏｐｈａｒｍａ首批加

入该加速器。Ｘｏｎｔｏｇｅｎｙ宣布，已从纽约生命科学投资公司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ｖｅＡｄｖｉｓｏｒｓ获得

１０００万美元的Ａ轮融资。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ｖｅＡｄｖｉｓｏｒｓ也是加速器的主要投资者。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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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日

阿贡实验室遴选创业者进入实验室开发能源技术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从８３名申请者中遴选了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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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露头角的企业家加入链式反应创新项目（ＣＲＩ）。项目的开展将由产业专家、投资

者、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小组进行评审。５位入选者将在两年的实验室入驻期间

研发新技术，建立初创企业促进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的被采纳度。美国能源部能源

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ＥＥＲＥ）创建了实验室嵌入式创业项目，ＣＲＩ是其中的一

部分，为博士后创新提供了一个平台，以便他们将研究转化为产品，并把自己锻炼

成为企业家。这些创业项目由ＥＥＲＥ先进制造办公室（ＡＭＯ）资助。阿贡的ＣＲＩ计

划将获得芝加哥大学Ｐｏｌｓｋｙ创业与创新中心和普渡大学 ＰｕｒｄｕｅＦｏｕｎｄｒｙ区域导师

的支持。该计划将这些年轻的研究人员放在阿贡的实验室工作两年，在那里他们

可以获得专业知识、世界一流的设施和指导。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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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推出产学研合作新计划

２０１８年４月，圣路易斯医学院华盛顿大学发起的一项商业计划竞赛被重组成

一项为期数月的赞助项目，为学术研究人员和公司提供更具协作性和参与性的赞

助。该项目旨在拓展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关系，最终目标是促进更多产学研合

作的开展。事实上，这一转型近期获得了１０００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支持印度之光

药物高级研究公司（Ｓｕ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ＰＡＲＣ）的新

方法。ＳＰＡＲＣ还将提供科学家、实验室设施及分析技术和知识产权等支持。支持

的优先领域包括肿瘤学、皮肤病学、眼科学、神经退行性疾病及改善现有药物的

项目。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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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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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授予分拆企业血管再生技术

印第安纳大学（ＩＵ）医学院授权了其分拆企业 Ｖａｓｃｕｇｅｎ公司一系列与成人干

细胞血管生成有关的知识产权。Ｖａｓｃｕｇｅｎ公司专注于修复因疾病或受伤引起血流

减少造成的组织损伤的治疗方法。Ｖａｓｃｕｇｅｎ创始人兼ＩＵ杰出名誉教授ＭｅｒｖｉｎＣ．

Ｙｏｄｅｒ博士开发并拥有的核心专利权的独占许可，广泛涵盖了与该技术相关的研

究、诊断、治疗、组织工程和３Ｄ打印应用的产品和服务。在临床前期研究中，Ｖａｓ

ｃｕｇｅｎ公司的产品已显示能够恢复缺氧组织的血流量。Ｖａｓｃｕｇｅｎ正在推动将这一

发现转化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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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大学与雅培公司成立研究加速器推动肿瘤治疗

美国莱斯大学（Ｒｉ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和全球生物制药公司雅培生命（ＡｂｂＶｉｅ）联合

建立了Ｋ．Ｃ．Ｎｉｃｏｌａｏｕ研究加速器。该研究加速器将集中于合成用于癌症治疗的

新型细胞毒性剂。Ｋ．Ｃ．Ｎｉｃｏｌａｏｕ实验室以领导它的著名癌症研究员Ｎｉｃｏｌａｏｕ的名

字命名，实验室在复制具有抗癌特性的复杂天然分子方面具有专长。Ｎｉｃｏｌａｏｕ是全

球领先的有机合成研究专家之一，实现了化疗剂紫杉醇（Ｔａｘｏｌ）以及许多其他复杂

分子的首次全合成。莱斯大学研究副教务长ＹｏｕｓｉｆＳｈａｍｏｏ认为莱斯大学正在从与

产业界的交易关系，转变为一种综合性、更深层次的合作模式，并认为这将为产业

界带来更好的研究成果，也为大学提供更好的研究和知识创造。

许海云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５／０８／ａｂｂｖｉｅａｎｄｒｉ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ｔｏ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原文标题：ＡｂｂＶｉｅａｎｄＲｉ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４日

１３知识产权动态



技术转移公司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营销平台

技术转移公司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进行技术营

销的技术转移平台，该平台可以获取技术标签并将其组织到不同的类别中。哥伦

比亚技术公司（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ｄｕ．）使用该平台公布了１０００个左右的技术列

表，除了多种信息的链接之外，还包括标签、类别、发明人、部门、机构和技术组合等

选项。Ｒｅｓｏｌｕｔｅ首席执行官Ｍ．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Ｍｅｔｔｉ指出，该平台是技术转移领域唯一的

人工智能平台，目前已在斯坦福大学上线。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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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发透明手术口罩
并获创业加速器资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研发了一种特殊口罩（ＣｌｅａｒＭａｓｋ）帮助患

有交流障碍的患者与外科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交流。ＣｌｅａｒＭａｓｋ是一种透明防细

菌和液体的手术口罩，可以帮助医护人员了解患者的面部表情。研究人员表示，该

口罩对于聋哑人、听力障碍者、英语能力有限或焦虑不安、无法正确交流的儿童更

有帮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校内创业加速器社会创新实验室完善了

ＣｌｅａｒＭａｓｋ，获得了２．５万美元的最高资助。ＣｌｅａｒＭａｓｋ还从华盛顿加劳德特大学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ａｐｉｔａｌ比赛中赢得了１．５万美元的奖金。该团队希望在今年８月提交Ｃｌｅａｒ

Ｍａｓｋ最终设计获取ＦＤＡ的批准，并在２０１９年初将该技术应用于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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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ｓｔａｒ研究所与初创企业合作推动创新商业化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全球生物医学研究领导者美国威斯达研究所（Ｗｉｓｔａｒ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和宾夕法尼亚州南部支持初创企业的非营利机构本·富兰克林技术合作伙伴

（Ｂｅ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ａｒｔｎｅｒｓ）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 Ｗｉｓｔａｒ的创新和创

业。通过这次合作，本·富兰克林和威斯达将建立一个以研究人员和创业者技术

开发为主的多学科指导课程。本·富兰克林的专家将提供技术商业化方面的支持

和指导，Ｗｉｓｔａｒ的初创公司也可能从本·富兰克林获得资助。这种伙伴关系和合作

将有助于 Ｗｉｓｔａｒ发现更多的技术商业化机会，促进生命科学领域创业资助和人才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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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瑞公司加强与大学的早期研究合作

辉瑞公司在学术合作伙伴关系中推出协同药物发现模式———“创新目标探索

网络（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Ｔａｒｇｅｔ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ＴＥＮ）”。ＩＴＥＮ针对研究的最早阶段，

相比新化合物的商业化过程，更侧重于建立合作关系。辉瑞制药商外部研究与开

发创新首席科学官兼全球研发高级副总裁Ｕｗｅ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ｃｋ博士指出 ＩＴＥＮ将以协

作的方式处理决策，并在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知识产权相关规则。ＩＴＥＮ预计今年将

合作成员从３个增加到６个，通过赞助研究协议和研究人员创建药物公司两种方

式，将一些有潜力的发现转化为产学合作伙伴。在 ＩＴＥＮ模式下，辉瑞已经与剑桥

大学、牛津大学和美国德克萨斯州西南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正在讨论其他

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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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大学实施产学合作新战略

大学通常将商业化战略等同于通过研究或许可协议进行创业或与现有公司合

作的两种选择。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 Ｎａｎｏｃｏ集团公司正在采取第三条路线，共同

创建一家初创公司Ｎａｎｏｃｏ２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以开发新一代纳米材料。二维纳米粒子是

一种平台技术，其性能适用于各种电子、工业和其他应用。但是目前没有经济、有

效、可靠的方法在商业规模上生产这些２Ｄ材料。Ｎａｎｏｃｏ公司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

始人ＮｉｇｅｌＰｉｃｋｅｔｔ博士认为通过将Ｎａｎｏｃｏ的专业知识与曼彻斯特大学Ｎｏｖｏｓｅｌｏｖ实

验室的知识基础相结合，将推动材料科学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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