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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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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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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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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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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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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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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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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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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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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管理体系认证基本图案见图 1，知识产权服务认证体系的基本图案见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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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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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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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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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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知识产权认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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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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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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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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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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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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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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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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3/29/content_5278276.htm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17 日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
若干问题的意见》发布
2018 年 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知识
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全文如下。
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的基本手段，是创新原动力的基本保障，是国际竞
争力的核心要素。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事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事
关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繁荣，事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
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破解制约知识产权审判发展的体制机制障
碍，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激励和保护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作
用，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要求，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不断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充分
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优化
科技创新法治环境，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高点定位。立足国家战略层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积极适应
国际形势新变化，加强事关知识产权审判长远发展的全局性、体制性、根本性问
题的顶层设计，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机制。
坚持问题导向。紧扣人民群众司法需求，针对影响和制约知识产权审判发展
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研究对策措施，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进一步提升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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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改革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审判规律，以创新的方法激励创
新，以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以改革的思维解决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中面临的
问题和困难，使改革创新成为知识产权审判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
坚持开放发展。既立足我国国情，又尊重国际规则，借鉴国际上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的成功经验，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模式，不断增强我国
在知识产权国际治理规则中的引领力。
（三）改革目标
以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为基础，以加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为重点，以
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为保障，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加大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领域司法
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向现代化迈进。
二、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
（一）建立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诉讼证据规则
根据知识产权无形性、时间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完善证据保全制度，发挥专
家辅助人作用，适当加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建立激励当事人积极、
主动提供证据的诉讼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公证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固定证
据的作用。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诉讼诚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证据披露、证据妨
碍排除等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着力破解知识产
权权利人“举证难”问题。
（二）建立体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1．坚持知识产权创造价值、权利人理应享有利益回报的价值导向。充分发
挥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中的作用，建立以尊重知识产权、鼓
励创新运用为导向，以实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指引，以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
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着力破解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赔偿低”问题。
2．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降低维权成本。对于具有重复侵
权、恶意侵权以及其他严重侵权情节的，依法加大赔偿力度，提高赔偿数额，由
败诉方承担维权成本，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有效遏制和威慑侵犯知识产权行
为。努力营造不敢侵权、不愿侵权的法律氛围，实现向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历史
性转变。
（三）推进符合知识产权诉讼规律的裁判方式改革
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依法加强对知识产权行政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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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审查，促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加强司法大数据
的研究应用，完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改进裁判方式，推进知识产权案件繁
简分流，切实增强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便民性和时效性，着力破解知识产权案件
审理“周期长”问题。
三、加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
（一）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
1．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要求，从推动建成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
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认真总结知识产权审判基本规律和经验，加强现状分析和
对国际趋势的研判，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实现有关知
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从根本上解决
知识产权裁判尺度不统一、诉讼程序复杂等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性难题。
2．全面总结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设立、运行、建设、发展的经
验，提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意见，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进一步健全符合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规律的专门化审判体系，有效满足科技创新对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的司
法需求。
（二）探索跨地区知识产权案件异地审理机制
充分整合京津冀三地法院审判优势资源，探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集中管辖京
津冀地区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在推动京津冀创新
驱动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为京津冀形成协调创新共同体、实现经济转型和科学
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支持。
（三）完善知识产权法院人财物保障制度
1．建立分类管理、定向培养、跟踪考核、适时调整相结合的知识产权法院
法官员额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案件的受理数量、增长趋势、难易程度等，动态调
整法官员额，化解人案矛盾，提升司法效率。
2．根据知识产权法院隶属关系和工作实际，完善经费保障机制，明确知识
产权法院购买社会服务的依据，促进知识产权法院财务工作规范化。
四、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
（一）加大知识产权审判人才培养选拔力度
1．在保持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稳定的前提下，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之间、知识
产权专门审判机构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形式多样的人员交流机制，有计划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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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有培养潜力的知识产权法官到有关党政机关等任职、
挂职，可以从立法工作者、律师、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知识产权法官，进一步激
发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努力造就一批政治坚定、顾全大局、
精通法律、熟悉技术并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审判人才。
（二）加强技术调查官队伍建设
探索在编制内按照聘任等方式选任、管理技术调查官，细化选任条件、任职
类型、职责范围、管理模式和培养机制，规范技术审查意见的采信机制，充分发
挥技术调查官对有效查明技术事实、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的积极作用，增
强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五、加强组织领导
（一）加强组织实施
有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将其作为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抓紧制定实施细则，明确责任部门，确定时
间表、路线图，确保各项工作要求及时有效落实。
（二）强化工作保障
有关地区和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
导作用的要求，统筹调配人民法院现有司法资源和相关审判力量，在经费保障、
物资装备等方面做好对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保障和支持，大力推进知识
产权审判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建设。
（三）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积极推进人民法院组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有关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修
订工作，研究制定符合知识产权审判规律的特别程序法，加强知识产权案件专门
审判组织、诉讼管辖、证据规则、审理程序和裁判方式的法律化、制度化。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8-02/27/content_5269267.htm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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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修订
2018 年 6 月 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修订后的《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
（下
称《办法》），原《办法》（2014 年修订稿）同时废止。《办法》在奖项设置一条
增设中国专利银奖、中国外观设计银奖等奖项。修订后的全文如下：
第一条 评奖宗旨
引导和推进知识产权工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
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鼓励和表彰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对技术（设
计）创新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第二条 评奖周期
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开展中国专利奖评选工作，每年举
办一届。
第三条 奖项设置
中国专利奖设中国专利金奖、中国专利银奖、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外观设
计金奖、中国外观设计银奖、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中国专利金奖、中国专利银奖及中国专利优秀奖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中评选产生，评出中国专利金奖 20 项、中国专利银奖 60 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
中国外观设计银奖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从外观设计专利中评选产生，评出中国
外观设计金奖 5 项、中国外观设计银奖 15 项。
第四条 评审组织
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立中国专利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称“评审委员会”），会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开展中国专利奖的评审、批准和授奖等有关工作。评审委员会
下设评审办公室，负责日常组织协调工作。
第五条 评价指标及权重
一、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一）专利质量（25%）。评价：1.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2.文本质量。
（二）技术先进性（25%）。评价：1.原创性及重要性；2.相比当前同类技术
的优缺点；3.专利技术的通用性。
（三）运用及保护措施和成效（35%）。评价：1.专利运用及保护措施；2.
经济效益及市场份额。
（四）社会效益及发展前景（15%）。评价：1.社会效益；2.行业影响力；3.
政策适应性。
二、外观设计专利
（一）专利质量（25%）。评价：1.创新性和工业适用性；2.文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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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要点及理念的表达（25%）。评价：1.设计要点独特性；2.艺术性
及象征性；3.功能性。
（三）运用及保护措施和成效（35%）。评价：1.专利运用及保护措施；2.
经济效益及市场份额。
（四）社会效益及发展前景（15%）。评价：1.社会效益；2.发展前景。
第六条 推荐及评审程序
一、中国专利奖参评项目采用推荐方式，由地方知识产权局、国务院有关部
门和单位知识产权工作管理机构、全国性行业协会、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
院院士等根据当年评选通知要求择优推荐。
二、评审办公室负责对推荐项目进行初审，并组织开展有关初评工作。
三、评审办公室根据初评情况，提出预获奖项目名单，报评审委员会。
四、评审委员会对预获奖项目名单进行审定，确定获奖项目及其奖励等级。
五、评审办公室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公示评选结果。
第七条 异议处理
一、中国专利奖评选工作接受社会监督，社会公众对公示项目有异议的，可
在规定时间内向评审办公室提出。
二、评审办公室接收异议材料，成立异议处理小组，对异议的具体情况进行
分析，形成异议分析材料及处理意见并向评审委员会报告，经评审委员会决定后，
将处理意见通知异议方和项目申报人、推荐单位。
三、参与异议处理的有关人员对异议者的身份及有关异议信息予以保密。
第八条 授奖
国家知识产权局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根据评选结果公示情况，对无异议或异
议不成立的项目予以授奖，联合向获得金奖项目的发明人（设计人）颁发奖牌和
证书，向专利权人颁发奖牌；国家知识产权局向获得银奖、优秀奖项目的发明人
（设计人）颁发证书，向专利权人颁发奖牌。
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开会议，共同表彰有关获奖的发明
人（设计人）及专利权人。
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公布获奖结果；对于获奖的项
目，专利权人可以在其产品上标注奖项名称及获奖时间。
第九条 撤奖
对于获奖项目，若发现报送材料不实，且有证据证明不符合获奖条件的，由
评审办公室提出撤销授奖的意见，经评审委员会批准，撤销授奖并追回奖牌和证
书。
第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专利奖评审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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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sipo.gov.cn/gztz/1125260.htm
检索日期：2018 年 6 月 20 日

美 ITC 发布 337 调查程序性规则修正案
2018 年 5 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在联邦公报上发布了关于 337 条
款调查的实施细则和程序的最后修订。美国当事人就进口商品违反美国知识产权
法提起诉讼，ITC 根据美国《1930 年关税法》第 337 节（也称 337 条款）开展调
查。此次修订内容将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后开始实施。
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1）要求在 ITC 的调查通知中明确指明被调查产品；
（2）指出 ITC 可能根据单一诉讼进行多项调查；
（3）允许行政法法官（ALJ）停止对动机和提起诉讼的调查，而进行高效
地裁决；
（4）将 ITC 认定的早期案件处置决议试点计划正式化，使得 ITC 针对某些
决定性的问题能在 100 天内先进行早期初裁。
美国 Squire Patton Boggs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Steven Auvil 律师等评论指出，
修正案规定了调查通知要明确指出被控产品服务透明度、指导发现，并明确在发
现违规行为时的救济范围。ITC 早期案件处置决议试点计划是重要的案件管理工
具，同时该计划在开展代价昂贵的听证会之前为解决 337 调查提供了实质性机会。
通过将试点计划正式化，ITC 就具备了官方程序，可以有效解决近来对 337 判决
程序的争议。
朱月仙 检索，侯雪婷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
https://www.iptechblog.com/2018/05/usitc-finalizes-amendments-to-procedural-rules-governing-s
ection-337-investigations/#page=1
原文标题：USITC Finalizes Amendments To Procedural Rules Governing Section 337
Investigations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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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拟修改药品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为帮助欧洲制药公司进入快速增长的全球市场，2018 年 5 月，欧盟委员会
提议对药品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进行有针对性调整，针对医药产品补充保护证书
（SPCs）提出“出口生产豁免”（export manufacturing waiver）提案。药品必须要
经过漫长的测试和临床试验才能获得监管部门的上市批准，故引入 SPCs 用于延
长药品专利的保护期限。根据此次提交的豁免政策，未来欧盟公司将有权生产尚
在 SPCs 保护期内的仿制药或生物仿制药，前提是生产的药品是专门用于出口至
专利保护已过期或从未存在过的非欧盟市场。豁免政策主要是为了支持欧洲在制
药研究和开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该提案一经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将直
接适用于所有欧盟国家。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s://ec.europa.eu/growth/content/pharmaceuticals-commission-refines-intellectual-property-rule
s_en
原文标题：Pharmaceuticals: Commission refin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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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ew-patents-fees-coming-into-force-on-6-april-2018
/new-patent-fees-guidance-for-business
原文标题：Patents fees changes on 6 Apri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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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日本公布《专利法》等系列法律修订案
2018 年 2 月 27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专利法》、
《专利代理人法》、
《不
正当竞争防止法》、《工业标准化法》等系列法律的修订案。
1. 修订的目的
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物联网（IoT）和人工智能（AI）等信息技术日新月
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逐渐向数据及其分析方法，以及利用它们的产品和商
业模式转变。因此除了改善促进数据利用的环境之外，在知识产权和标准领域还
应采取必要措施，将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具新附加价值的创造相联系。
2. 修订的主要内容
（1）《专利法》的部分修订
①目前专利费减免措施只针对部分中小企业，法案修订后将扩充至全部中小
企业。
②法院在提出文书提交命令时，设立非公开审理程序，用于判断文书有无提
交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让技术专家参与到非公开审理程序中。
③在判决涉及的相关文书中，如果记录有商业机密，应限制该文书的阅览。
④专利申请中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由 6 个月延长至 1 年。
⑤可使用信用卡缴纳专利费用。
⑥对首次在某国提出外观设计申请的申请日期，在其他国家也可以作为申请
日期。对于这一制度，之后将允许必要文件的在线交换。
（2）《专利代理人法》的部分修订
专利代理人在其名称和职责之下，还可以开展与数据利用和标准方案制定相
关的咨询业务。
（3）《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的部分修订
①将竞争对手不正当获取、使用或披露作为业务提供的数据（仅限于通过 ID/
密码等电子方式来管理的数据）等行为视作不正当竞争，并设立禁止请求权等民
事措施。
②不论是提供妨碍密码保护效果的设备，还是提供妨碍密码保护效果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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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被视为不正当竞争。
③在判断文书提交命令中文件的必要性时，引入非公开审理程序，并让专家
顾问参与到非公开审理程序中。
（4）《工业标准化法》的部分修订
①将数据和服务新增为标准化的对象，并将“日本工业规格（JIS）”改为“日
本产业规格（JIS）”，法律名称改为《产业标准化法》。
②对具备标准化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民间团体进行认证，该团体提出的申请无
需提交至审议会（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并为主管大臣制定产业标准计划。
③针对未经认证而使用 JIS 标志的法人，罚款上限提高到 1 亿日元（目前上
限为 100 万日元，与自然人相同）。
3. 施行日期
除部分规定外，从公布之日算起，将在 1 年 6 个月内颁布政令。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www.meti.go.jp/press/2017/02/20180227001/20180227001.html
原文标题：
「不正競争防止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が閣議決定されました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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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 Organizatio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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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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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07d0168a-36d5-4c8d-9869-736ccdca8962&utm_
source=lexology+daily+newsfeed&utm_medium=html+email+-+body+-+general+section&utm_c
ampaign=lexology+subscriber+daily+feed&utm_content=lexology+daily+newsfeed+2018-01-02
&utm_term=
原文标题：Newly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Chamber" to Hear Patent and Other
IP Cases in Foreign Languages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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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kr/ip/ipnews/2018/180115a.html
原文标题：特許庁、中小・ベンチャー企業の革新成長の支援に向けた特許手数料シ
ステムを改変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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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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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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about-us/news-and-community/news/introduction-intellectual-prop
erty-laws-amendment-productivity
原文标题：Draft Legisl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mendment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Response Part 1 and Other Measures) Bill and Regulations 2018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4 日

丹麦专利代理人将获豁免作证特权
2018 年 2 月，丹麦司法部提出了一项新法案，旨在将豁免作证特权扩大至
包含专利代理人。如果该法案被丹麦议会通过，专利代理人给客户的建议将在法
庭诉讼中与律师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保密。按照现行法律，专利代理人可能会在法
庭上被要求披露他们提交给客户的书面建议，这就使得专利代理人给客户建议的
保密程度产生不确定性。丹麦 Accura 律师事务所指出，新法案将使专利依赖型
产业的公司受益。因为这些公司不用为了规避在法庭上被披露意见的风险，而避
免从外部专利代理人处获取书面建议。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ocument.ashx?g=4d16fde3-1f9d-427e-9db6-27795f01afd1
原文标题：Witness exclusion for patent attorneys in Denmark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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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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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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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about-us/news-and-community/news/amended-new-zealand-patent
s-trade-mark-and-design-regulations-enter
原文标题：Amended New Zealand Patents, Trade Mark and Design Regulations enter into
force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10 日

研究报告
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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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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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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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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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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yh-Dole 法案、Stevenson-Wy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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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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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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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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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son-Wy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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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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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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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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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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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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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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率有所下降。
许 轶 检索，崔林蔚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8/nsb20181/report
原文标题：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8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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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hamber of Commerce）全球创新政策中心发布
了 2018 年 IP 指数研究报告《US Chamber International IP Index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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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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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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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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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7：系统效率

知识产权执法工作的政府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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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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调查经济体新增了哥斯达黎加、爱尔兰、约旦、摩洛哥和荷兰，参
与评价经济体达到 50 个（详见表 2）。
表 2 2018 年 IP 指数调查经济体
亚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

非洲和中东

欧洲和中亚

北美

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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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瑞典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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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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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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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 2017 年 7 月颁布的《计算机相关发明审查指南》（Guidelines on the
Examination of Computer-Related Inventi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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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High Level Panel on Access
to Medicines Repo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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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aZeneca Canada Inc 诉 Apotex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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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T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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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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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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
分/35 分）上升到 48%（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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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为中国得分对比图，图 4 为中国
总体得分比较，表 3 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优势和劣势。

图 3 中国得分对比图

图 4 中国总体得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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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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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s://www.uschamber.com/report/us-chamber-international-ip-index
原文标题：U.S. Chamber International IP Index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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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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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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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carolina-is-the-top-state-in-securing-industry-fund
ed-research/
原文标题：North Carolina is the top state in securing industry-funded research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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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产权认知力中心发布全球知识产权
教育状况报告
2018 年 3 月 16 日，美国知识产权（IP）认知力中心（Center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standing）发布《全球知识产权教育状况：七个领先国家》报告，
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德国、瑞典 7 个国家的 IP 认知力提升
项目及其影响。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1）虽然著作权、商标、专利的重要性和价
值日益提升，但领先国家对高中生、大学生、教师及学生家长等非法律专业人士
的 IP 教育活动仍未充分开展；
（2）美国 IP 教育很大程度上仍集中在法学院，将
IP 相关的主题引入本科层面的课程仍有很多工作要做；（3）中国最晚开展 IP 教
育活动，但进展很快；（4）美国和英国是领先的 IP 教育提供商；（4）报告建议
主动开展更多关于 IP 基础知识的教育活动，以确保学生理解 IP 对经济发展的重
要性。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s://www.ip-watch.org/2018/03/16/study-education-ip-low-non-lawyers-even-top-ip-nations/
原文标题：Study: Education About IP Is Low For Non-Lawyers, Even In Top IP Nations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9 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行业知识产权侵权经济成本报告
2018 年 2 月，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发布了关于轮胎和电池行业知识
产权侵权经济成本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由于假冒行为造成欧盟轮胎行业每年
22 亿欧元的经济损失，相当于该行业销售额的 7.5%；电池行业受到 1.8 亿欧元
的经济损失，相当于该行业销售额的 1.8%。假冒电池对汽车行业影响最大，其
次对手机行业也有较大影响。由于假冒造成的销售额下降直接造成两个行业的工
作岗位损失约 8400 个，政府税收损失达 3.4 亿欧元。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economic-cost-ipr-infringement-tyres-and-batteries-sectors
原文标题：The economic cost of IPR infringement in the tyres and batteries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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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 2018 年知识产权侵权综合报告
2018 年 6 月 6 日，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发布 2018 年知识产权侵权综
合报告（SYNTHESIS REPORT ON IPR INFRINGEMENT 2018），报告整理了自
2013 年以来知识产权侵权的研究成果，全面介绍了欧盟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范
围及影响，强调了欧盟经济体和企业知识产权的价值，及当前造假日益复杂化和
多样化的趋势。报告指出：（1）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占欧洲国内总产值的 42%，
占就业人数的 28%。其中商标占欧盟经济总量的比例最高，达 35%以上。知识
产权资产利用越多的部门，与欧盟以外国家的集体贸易顺差越明显；
（2）欧盟中
小企业从知识产权所有权中受益，但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所有权拥有比例非常低；
（3）近年来，造假者的战术和目标发生变化。过去 5 年的研究发现，假冒行为
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虽然最初是以奢侈品和品牌商品为中心，但假冒产品
现在几乎已经扩展到所有的产品。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www.worldtrademarkreview.com/blog/detail.aspx?g=2b2675f7-da4e-4a8d-8785-b8e95fb2fd
59
原文标题：
New EUIPO report charts increasing sophistic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ounterfeiters
检索日期：2018 年 6 月 8 日

Innovate UK 发布大学商业化评估报告
2018 年 1 月 10 日，创新英国（Innovate U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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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科研人员成商业化意愿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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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Innovation to Commercialisat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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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os MORI
联合 Tomas Ulrichsen、George Barre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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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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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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CURe 项目申请量
评估报告显示，ICURe 项目第 1-4 阶段专利申请量在维持稳定前一直保持增
长趋势；虽然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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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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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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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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cure-evaluation-of-pilot-programme
原文标题：ICURe Evaluation Final Evaluation Report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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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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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衍生（spinning-o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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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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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影响因

高水平校监

主要交易类

建立交易输入

交易协商

交易后管理

竞争前研究

高校优先事项

获得投入

项目管理

协议

授予资助条款

选择合同形式

关系管理

合作伙伴的项目和业务

建立协商立场

合同变更

要求

准备和分享初稿

财务管理

引领学者的要求

（使用工具、模版

合同终止管理

项目交付计划

或先例；使用战略

版税管理

性）

传播、影响和后续计划

框架协议）

衍生组织功功能包

咨询

商业计划

建立同意和分歧

含：

及资源水平

资助学生

市场分析

点

任命第一个董事会；

分享好的实

合约型研究

风险分析

进行协商

提名非执董事；

成本建模和审批

管理交易内容的

临时管理；

管理（严格评估、IP 保

更改/输入修改

任命管理团队；

护、IP 评估）

解决分歧

启用创始人参与或咨

管
领导和战略
方针

授权协议（高

优先事项的

校衍生组织、物

权衡

质转移、保密

外部承包因
素
技能、经验以

践经验以及使

协作

用合约工具箱
产业、高校及

授权

其他相关方的

衍生组织的

价格设定

获得学术批准/协

询；

交流

形成和投资协

收入/股权共享分配

议

提供持续的运营和技

议

外部法律和财务建议

执行最终文件

术支持；

遵守建议

交付奖励

进一步资助；

法定/监管

移交合同授予后

谈判新的投资；

财务条例

管理

批准/否决行使公司

高校政策

移交给项目经理

决策权；

或活动负责人

管理 IP 通道；

当地经济活
动
外部监管和
政策以及高校

使用专业设
施

的执行
商业抱负
高级管理人员批准/指

管理利益冲突；

图 5 知识交流与商业化模型（K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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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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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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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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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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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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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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高等教育-企业团体交流调查（Higher Education-Business Community Interaction Surv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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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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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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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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娟 检索，苏娜平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mmercialisation-of-university-intellectual-propert
y
原文标题：Research into issues around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university IP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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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五国知识产权价值实现调查报告
【摘要】2018 年 2 月 23 日，日本发布了由普华永道（PwC）日本公司完成的 2017
年五国知识产权价值实现调查研究报告。该报告主要从知识产权政策、可视化、交
易、流通这几个方面，对美国、中国、韩国、新加坡、德国 5 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分
析，并针对日本的情况提出了促进知识产权价值实现的制度改进建议。

2018 年 2 月 23 日，日本首相官邸公布了由普华永道（PwC）日本公司完成
的 2017 年五国知识产权价值实现调查研究报告。该报告主要从知识产权政策、
可视化、交易、流通这几个方面，对美国、中国、韩国、新加坡、德国 5 个国家
进行了调查分析，并与日本的情况相比较，提出了改进建议。
报告指出，在知识产权的“可视化”、“评估”的方法和工具方面，日本与各国
并没有明显差距；不过，这 5 个国家基于多样化的知识产权利用目的和利用手段，
在知识产权的“可视化、交易、流通”方面，有些活动比日本开展的更为深入。
1. 五国知识产权政策、可视化、交易、流通的总体情况
（1）知识产权政策比较
在知识产权的交易和流通相关的政策方面，各个国家间存在较大差异。尤其
中国和韩国施行了很多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用于支持新兴企业。比如：
中国：以中央政府（多个部委机构）和地方政府为主导，以新兴企业为对象，
实施多项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支持政策，同时在知识产权的可视化、交易、流通
等方面，也在全面推进补贴等支持政策的实施。
韩国：以政府为主导，推进补贴、减税、知识产权流通等相关政策的实施。
其中，知识产权担保融资和融资评估相关的支持政策比较完善。
（2）公司内部对知识产权价值的认识
美国、中国等 5 个国家的先进企业认为知识产权是企业间结盟和市场形成的
“经营资源”，并把知识产权对市场形成、结盟成立等做出的贡献作为一个指标，
来实施定性评价；另外，还会对大学、新兴企业、竞争对手等其他机构的业务和
知识产权进行定性评价，来对企业活动进行多元化评估。
（3）许可和转让等知识产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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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质上，知识产权的价值是根据“技术实力”和“商业盈利能力”来定性评
价的，但美国和中国在此基础上，从买方的角度出发，利用“市场营销”增加知识
产权买家，并采用由律师等代理人进行“谈判”的方式，来进行知识产权的销售，
从而促使交易价格不断提高。
（4）各国知识产权流通市场的实际情况
各国存在的共同点是：流通市场和大学技术转移机构（TLO）等通过服务把
知识产权与商业相结合，来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产权的
评估和流通。在这过程当中，隐藏的知识产权价值变得明显，交易价格攀升的情
况时有发生。另外，知识产权流通市场尚未达到有价值的知识产权自然集聚的情
况。
2. 五国知识产权价值实现的突出特点
美国形成了以知识产权为杠杆的商业生态系统，它的知识产权管理格外先进。
其中，企业内部的知识产权价值认定方法、专家和流通者的商业模式十分多元化。
中国的大型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可以和美国的先进企业相匹敌。另外，
中国的新兴企业在知识产权的形成方面以政府补贴为后盾，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
并且，知识产权有很多可视化、交易及流通的机会。
韩国新兴企业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不断推进知识产权的可视化和交易。并
且大型企业引入了美国先进企业的经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新加坡公布了知识产权枢纽总蓝图（IP Hub Master Plan），从知识产权取得
至卖出的整个生命周期相关的补贴和税收优惠虽然有很多，但是期待的效果还未
出现。另外，随着知识产权教育的开展，人们对于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开始发
生了变化。
德国以大型企业为中心，开展了“传达知识产权信息，使投资者拥有丰富的
知识产权知识”、“在研发投资资本化过程中进行价值评估”等相关活动。
3. 日本促进知识产权价值实现制度改进建议
（1）与这 5 个国家相比较，可以发现日本在“公司以外对知识产权的利用”、
“向股东提供知识产权信息的战略性披露”、“新兴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通过
各种支持者进行知识产权的交易和流通”这些方面的发展还很有限。日本有必要
对这些活动的方向性进行深入探讨，扩大无形资产的投资。
（2）企业需推进“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多元化”和“知识产权价值披露”等内容，
同时扩大知识产权的利用，将其作为“收益驱动因素”，加速开放企业活动。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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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必要完善相关指导方针，来加快知识产权利用情况的披露。
（3）政府有必要对新兴企业增强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提供支持。培养人才，
推动知识产权向能最大限度利用知识产权价值的主体进行转移，从而进一步加强
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另外，各类专家人士响应政府的号召，发挥各自的作用也很
重要。
基于以上观点，PwC 公司针对日本想要促进无形资产的投资，完善知识产
权制度的基础建设，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表 4）：
表 4 日本促进知识产权价值实现制度改进建议
企业应具备的

目前日本尚不完善或发展中的

知识产权能力

事项

改善日本知识产权制度基础设施的政
策示例（结合他国比较和PwC公司的
建议）
●提供补贴或制定投资融资制度，来支

通过知识产权
实现业务防卫

●促进新兴企业的知识产权形成

持新兴企业保有知识产权

（几乎100%的中国与韩国的新

●鼓励新兴企业进行公司自身的知识

兴企业都持有一定的知识产权） 产权评估，建立重视无形资产的经营
模式
●被企业和专利代理人等视为资

●针对作为资本的知识产权，完善相关

以最优成本管

本的知识产权管理方法，如对所

信息披露规则和管理方针

理知识产权

谓的“休眠知识产权”的恰当理

●对休眠知识产权的利用机制进行完

解

善

●利用相关数据库，为企业和专
家在知识产权交易中形成合适

●促进民间知识产权数据库的利用

以知识产权为

的市场观点提供帮助

●扩大知识产权律师和专利代理人等

武器创造收益

●存在对知识产权的交易、价值

的作用，作为“代理人”的活动，确立

提高和价格确定提供支持的专

领导性地位

家，如专利代理人等
●知识产权在市场形成和企业联
盟等中的利用，把知识产权作为
通过知识产权
共同创造价值

经营资源进行利用
●管理层、投资方以及员工对这
一观点的理解
●基于知识产权战略制定管理政
策，如中期经营计划等

●完善相关指导方针和法规，加快对作
为“经营资源”的知识产权使用状况进
行披露
●效仿美国非执业实体（NPE）的组织
设计，强化大学技术转移机构（TLO）
的机能

●以自己公司和其他公司的知识
通过知识产权
制定发展蓝图

产权战略为依据，提出企业的未
来战略，并将其作为经营战略
●以知识产权为杠杆，建立可实

●通过知识产权战略的多样选择，培养
能够实现经营目标的人才

现商业扩张的经济系统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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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tyousakai/kensho_hyoka_kikaku/2018/katihyoka_tf/dai4/g
ijisidai.html
原文标题：平成 29 年度産業財産権経度各国比較調査研究等事業「諸外国における知財価
値の評価に関する調査研究」調査研究報告書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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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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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hiryou/toushin/chousa/h29_houkoku.htm
原文标题：平成 29 年度知的財産に関する日中共同研究報告書の加速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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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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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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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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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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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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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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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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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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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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Austral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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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hiryou/toushin/chousa/zaisanken_kouhyou.htm
原文标题：平成２９年度 産業財産権制度各国比較調査研究等事業 （主要知財庁、主要機
関の国際連携に係る取組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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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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www.jpo.go.jp/sesaku/chiiki/chiiki_report_h29.htm
原文标题：平成 29 年度地域知財戦略調査研究事業「地域別知的財産活動に関する調査」
報告書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7 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 2017 年专利申请趋势调查报告
2018 年 5 月 14 日，日本专利局发布 2017 年专利申请趋势调查报告。报告
调查了日本、美国、欧洲、中国、韩国五局的专利受理量、技术流向特点、技术
领域分布等，同时对 PCT 申请及选定的专利受理量领先的受理局进行了调查。
主要调查结果如下：
1. 专利申请量及技术流向特点
在日本、韩国及中国，本土申请人的申请比例较高；此外，日本籍的申请人
对外申请中，向美国提出的申请最多，其次是中国、欧洲和韩国；与中国籍的申
请人对外申请的专利数量相比，其他国家向中国提出的专利申请量更多。
2. 技术领域分布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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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局受理的专利申请中，“计算机技术”领域数量最多，其次是“电气机
械、电气设备、电能”、“计量”、“声音影像技术”及“数字通信”领域。
（2）五局受理的专利申请中，“微观结构、纳米技术”领域的非本土申请率
最高，其次是“有机化学、化妆品”、“生物材料分析”、“表面加工”和“基本电子元
件”。
（3）对不同国籍申请人在不同领域提出的专利申请量进行统计发现：日本
籍的申请人在“电气机械、电气设备、电能”领域提出的申请最多；美国籍的申请
人在“计算机技术”领域提出的申请最多；欧洲籍的申请人在“运输”领域剔除的申
请最多；中国和韩国籍的申请人在“电气机械、电气设备、电能”领域提出的申请
最多。
（4）分析日美欧中韩不同国籍申请人在各个技术领域的外国申请率发现，
日本籍申请人对外专利申请比率最高的是“生物材料分析”领域，美国和欧洲籍的
申请人为“高分子化学、聚合物”领域，中国籍的申请人为“光学机械”领域，韩国
籍的申请人为“基本电子元件”领域。
（5）分析五局受理专利申请的技术领域发现，日本受理“电气机械、电气设
备、电能”技术领域的专利数量最多；美国“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数量最多；欧洲
为“运输”领域的受理数量最多；中国和韩国为“电气机械、电气设备、电能”领域
的受理数量最多。
（6）分析日中韩受理的实用新型专利的技术领域发现，日本在“其他消费品”
及“家具、游戏”领域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最多；中国在“电气机械、电气设备、
电能”及“土木工程”领域的数量较多；韩国为“家具、游戏”及“其他消费品”较多。
可见，日本和韩国的申请趋势较为相似。
（7）多个技术领域的注册件数在近 5 年出现了大幅度增加。近 5 年中国局
发明和实用新型受理数量快速增加，一方面是由于本土申请人的申请数量大幅增
加，另一方面是由于日美欧籍的申请人在中国的申请量也呈增加趋势。
3. 未向日本申请的专利分析
欧美向中国提出的专利申请不断增加，但这些专利申请中未向日本提出申请
的数量不断增加。此次调查发现，美国和欧洲籍的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中，未
向日本申请的数量及比例不断增加的趋势仍在继续。
4. 两个技术领域间的重叠
两个技术领域间的重叠及增长趋势在不同领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不过在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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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IoT）有紧密关联的“商务方法”领域，其与各个领域的重叠范围正在增加。
5. 领先申请人分析
排名前 50 的申请人中，不同国籍的申请人所占的比例方面，各个受理局之
间存在差异。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局，本土申请人所占比例较高；在印度局，与
本土申请人所占比例相比，欧美等其他国籍的申请人所占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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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jpo.go.jp/shiryou/gidou-houkoku.htm
原文标题：平成 29 年度 特許出願動向調査-マクロ調査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日本 NISTEP 分析国立大学知识产权资产构成
2018 年 5 月 31 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利用财务报表，对日本 86
所国立大学的研究活动进行了分析。该调查根据各个大学在 2009 至 2013 年发布
的自然科学类论文占日本该类论文总量的比例，将 86 所大学分为 5 个小组，对
各个小组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组如表 5 所示。
表 5 根据论文数占比得到的大学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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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涉及无形资产与知识产权构成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无形资产情况
国立大学自己创造的工业产权是从作为国立大学业务的研究活动中产生的。
从研究活动评价的角度出发，专利申请费用、审查请求费用、登记费等费用计入
无形资产。专利申请的各种成本在被计入专利权之前，均被计入“专利临时账户”。
无形资产采用直接法，即利用扣除累计折旧额后的净额来表示。
（1）从国立大学整体看无形资产的情况。2016 年的无形资产中，最多的是
软件，为 91 亿日元；其次，专利临时账户为 67 亿日元，专利权为 47 亿日元。
专利权不断增加，专利临时账户也随之增加，但 2010 年后，专利临时账户呈减
少趋势。主要原因是，国立大学的专利数量减少，企业承担专利申请费用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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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特别是第 2 至第 4 小组，其专利临时账户减少现象应该与此有关。此
外，软件方面的资产金额从 2009 年开始不断减少，但 2014 年又出现了较大幅度
的增长。
（2）从各类无形资产的占比来看（图 8），2016 年占比最大的是软件，达
37.9%；其次，专利临时账户为 27.8%，专利权为 19.8%。从时间推移来看，软
件的占比之前在大幅减少，但 2014 年后却呈平稳发展趋势；专利临时账户的占
比在 2011 年达到峰值，之后呈递减趋势；专利权的占比从 2010 年开始不断增加。

图 8 日本国立大学无形资产明细及占比

（3）从各个小组看无形资产的情况。大部分小组的专利权和专利临时账户
都在增加。不过 2010 年后，专利临时账户的增长停滞不前；软件方面，各个小
组的数额存在较大差异。第 3、第 4 和其他小组的无形资产中，软件所占比例要
比第 1、第 2 小组大很多。这是由于第 3、第 4 和其他小组中，拥有附属医院的
大学较多。比如医院通过引入医务信息系统或网上预约系统，来提高收益和事务
处理效率并降低费用，结果使软件的使用规模得到了扩大。
2. 知识产权资产情况
无形资产中的专利权、专利临时账户、商标权等资产可以被认定为知识产权
资产。因此，知识产权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可以作为指标，用于衡量国立大
学为获得知识产权采取的措施。2016 年知识产权资产占比最大的是第 2 组，接
着是第 1、第 4 和第 3 组。其他组的知识产权资产占比最小。大部分小组的知识
产权资产占比都在不断增长，但与几乎持续增长的第 1 和第 2 组不同，第 3、第
4 组从 2011 年开始增长放缓。其次，大部分大学小组的专利临时账户也都呈增
长趋势，但第 1 至第 4 小组在 2010 年后开始不断减少。这可能与该时期国立大
学的专利申请活动范围缩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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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nistep.go.jp/archives/37035
原文标题：86 国立大学法人の財務諸表を用いた研究活動の実態把握に向けた試行的な分
析
检索日期：2018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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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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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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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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nistep.go.jp/archives/36541
原文标题：日本の超大企業の研究開発システムの実態 ― 製造関連企業の事例研究 ―
【DISCUSSION PAPER No.154】の公表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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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NISTEP 发布“民间企业研究活动调查报告 2017”
【摘要】2018 年 5 月 30 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发布了“民间企业研究
活动调查报告 2017”，以研发资金超过 1 亿日元的企业为对象，分析了这些企业的知
识产权活动实施情况、专利申请情况、专利许可和转化情况等。

2018 年 5 月 30 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发布了“民间企业研究
活动调查报告 2017”，以研发资金超过 1 亿日元的企业为对象，分析了研发投资
动向、研发雇佣情况、知识产权活动情况、研发的创新产出情况及与其他组织的
合作情况。其中，知识产权活动情况的调查结果如下：
1. 知识产权活动的实施情况
图 9 显示了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的知识产权活动实施情况。在开展了研发活
动的企业中，75.8%的企业开展了专利活动，商标为 43.7%，外观设计为 28.2%，
实用新型为 12.4%，还有 5.3%的企业实施其他知识产权活动。此外，20.2%的企
业未开展知识产权活动。由此可见，开展研发活动的大部分企业都开展了知识产
权活动，尤其以专利相关知识产权活动占比最高。

图 9 知识产权活动的实施情况

此外，从不同行业看知识产权的实施状况可以发现，未开展知识产权活动的
企业比例较高的行业是油脂和涂料制造业(37.8%)、批发与零售业(36.5%)、有色
金属制造业(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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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资本金级别看知识产权活动的实施情况。未开展知识产权活动的企
业占比方面，资本金为 1 亿至 10 亿日元的企业为 34.9%，10 亿至 100 亿日元的
企业为 10.1%，100 亿日元以上为 1.6%。无论是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
标还是其他知识产权活动，资本金越少的企业，知识产权活动的开展比例就越低。
不过资本金为 1 亿至 10 亿日元的企业中有 58.5%开展了相关专利活动，这一事
实表明，进行研究开发的企业在业务活动方面，十分重视专利。
2. 专利的申请情况
从不同行业来看，2016 年日本本土专利申请量、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非
日本本土专利申请量、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的专利申请量、向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提出的专利申请量，这 5 者的平均值都较大的行业是信息通信机械设备制造
业，分别为 403.7 件、70.8 件、406.8 件、177.6 件、145.6 件。此外，日本本土
专利申请量平均值较大的行业还有汽车及配件制造业(228.1 件)、其他电气机械
设备制造业(202.4 件)。
与此相对，日本本土专利申请量平均值较小的行业是技术服务业、食品制造
业、医药品制造业，分别为 13.5 件、15.3 件、18.7 件。建筑行业的专利申请方
面，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的平均值为 1.8 件、非日本本土专利申请量的平均值为
3.5 件、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的专利申请量的平均值为 0.4 件，向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提出专利申请量的平均值为 0.9 件，平均值都很低。这些结果表明，不
同行业的企业，专利战略也不同。
日本本土的专利申请费用中，平均单件费用最高的行业是食品制造业，平均
每件专利申请成本为 72.3 万日元；PCT 国际专利申请和非日本本土专利申请中，
平均单件费用最高的行业均为工业机械和设备制造业，分别为 146.5 万日元/件、
145.5 万日元/件。
此外，与 2014 年相比，2016 年日本本土专利申请量增加和减少的企业所占
比例，根据行业有所不同。总体上，37.3%的企业处于增长趋势，超过 35.7%的
企业呈现减少趋势。各行业比较而言，日本本土专利申请量呈增加趋势的企业占
比较大的是纸浆与纸加工制造业、运输机械和设备制造业、建筑业，分别为 64.3%、
60.0%、46.8%。与此相对，日本本土专利申请量呈减少趋势的企业占比较大的
行业是电气机械和设备制造业、工业机械和设备制造业、石油产品及煤制品制造
业，分别为 47.7%、46.7%、46.2%。
3. 专利的持有与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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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行业来看，平均每家企业所持有的日本本土专利量为 470.2 件；每家
企业的内部实施专利量平均为 132.0 件，仅占日本本土专利持有量平均值的
28.1%；每家企业向其他企业许可的专利数量平均值为 44.4 件，占日本本土专利
持有量平均值的 9.4%。大部分行业的专利内部实施平均数量比向其他企业许可
的专利数量多；专利内部实施数量反而比向其他企业许可的专利数量少的行业为
批发及零售业、信息服务业、学术开发研究机构。日本本土平均专利持有量最大
的行业是电气机械设备制造业，为 1298.8 件（表 6）。
表 6 从不同行业看日本本土专利的持有与应用情况

公司专利内部实施的比率，即专利内部实施量占公司持有的日本本土专利量
的比例，每家企业的平均值 A 为 36.3%，平均值 B(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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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 52.8%，中值为 50.0%。此外，从资本金级别看日本本土专利的持有与
利用情况。与资本金为 1 亿至 10 亿日元的企业、10 亿至 100 亿日元的企业相比，
资本金为 100 亿日元以上的企业，无论是从平均值 A、平均值 B、还是从中值的
角度来看，专利内部实施率均为最低。调查认为原因如下：(1)虽然一些专利的
内部实施可能性较低，但是资本金相对较大的企业出于确保业务领域或交叉许可
等原因，也会继续持有这些专利；(2)资本金较小的企业大部分只会严格挑选出
企业内部实施的专利，并对其进行申请和持有。
从不同行业看企业持有的日本本土专利中未被利用的情况。与每家企业的日
本本土专利持有量的平均值相比，用于国防的专利为 16.3%(76.8 件)，可能开放
的专利为 10.3%(48.6 件)，计划内部实施的专利为 9.1%(42.6 件)，其他未利用的
专利为 5.8%(27.5 件)。因此，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且以后也不会被应用的专利占总
数的 5.8%。
4. 许可情况
首先，从许可输入，即支付相应费用来引进他人所持有的专利权的角度来看，
平均金额为每家企业 4140 万日元，许可数量的平均值为每家企业 35.9 件。从许
可输出，即将企业取得的专利权转让他人或准予他人使用的角度来看，平均金额
为每家企业 2948 万日元，许可数量的平均值为每家企业 4.9 件。
其次，许可输入金额平均值最高的 3 个行业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5 亿
2588 万日元)、药品制造业(4 亿 1379 万日元)、电子零件设备及电子电路制造业
(1 亿 4695 万日元)。许可输入专利数量平均值最大的 3 个行业为：工业机械和设
备制造业(1011.5 件)、电子零件设备及电子电路制造业(8.8 件)、金属制品制造业
(5.8 件)。工业机械和设备制造业的许可输入专利数量的平均值远远超出其他行
业，但中值为 0，可以看出参与调查并给予回答的企业只是一小部分，因此大大
提高了平均值。此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品制造业、电子零件设备及电
子电路制造业的许可输入专利数量分别为 5.6 件、4.5 件、8.8 件，可见每件许可
所需许可输入金额较大。
此外，从资本金级别看许可情况。当着眼于许可输入和许可输出金额的平均
值时可以发现，资本金级别越高，其平均值也越大（表 7）。
表 7 不同行业的日本本土专利许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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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位研究开发费用对应的专利申请数量
从不同行业看每 100 万日元企业内部研发费用对应的日本本土专利申请量
的平均值。排名靠前的行业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394)、技术服务业(0.346)、
批发及零售业(0.307)。排名靠后的行业是医药品制造业(0.008)、油脂及涂料制造
业(0.013)、学术开发研究机构(0.016)。
从不易受偏差值影响的中值来看，排名靠前的行业是纸浆及纸加工制造业
(0.036)、金属制品制造业(0.032)、有色金属制造业(0.030)；中值排名靠后的行业
是医药品制造业(0.002)、食品制造业(0.007)、电力燃气供热及供水业(0.008)。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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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nistep.go.jp/archives/37004
原文标题：
「民間企業の研究活動に関する調査報告 2017」
检索日期：2018 年 6 月 1 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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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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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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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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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欧洲（24.9％）和北美（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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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自 2003 年以来，中国每年的年增长率都超过 10%。瑞典（+7%）和日本（+6.6%）
同样增长强劲，荷兰（-5.2%）和意大利（-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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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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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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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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University Innovation 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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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超过了数字通信（8.2%），成为 PCT 申请量
最多的技术领域。其次是电力机械（6.8%）和医疗技术（6.7%）。2017 年，运输
（+11.8%）、计算机（+11.4%）和生物技术（+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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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其次是俄罗斯（+23.9%）、韩国
（+9.8%）和英国（+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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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意大利（-6.6%）和荷兰（-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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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ter Gedeon Nyrt
（117）、德国 ADP Gauselmann GMBH（104）、瑞士诺华公司（96）以及欧洲的
Abercrombie & Fitch Europe 公司（82）。值得注意的是，Richter Gedeon Nyr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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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其次是商业服务
（7.9%）和技术服务类（6.2%）。Top10 类别中，机械和机床（+13.4%）以及商
业服务（+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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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达 19429 件，与去年相比减少了
521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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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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189.2%）增长最快，其次是美国（+17.8%）、法国（+15.2%）
及瑞士（+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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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kel Meubelmarke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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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tistika Abe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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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其次是录音和通讯设备
（10.3%），其中包括电脑设备和手机，以及交通工具（7.6%）。
许 轶 检索，苏娜平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8/article_0002.html
原文标题：China Drives International Patent Applications to Record Heights; Demand Rising for
Trademark and Industrial Design Protection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26 日

OECD：自贸区增加假冒商品流通
2018 年 3 月 15 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
发布自由贸易区（FTZs）和假冒商品关系（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 and Free
Trade Zones）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自由贸易区与假冒商品的流通之间存在联系，
即一个国家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规模与该国出口假冒和盗版产品的价值增加相
关。一个经济体出口加工区（EPZs）出口额每增长 1%，则该经济体出口的假冒
和盗版产品价值增加 0.28%。因为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增加，海关对相关经济活动
管制减少，从而导致假冒商品流通的增长。报告呼吁当局努力提高货物运输的透
明度。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www.worldtrademarkreview.com/blog/detail.aspx?g=d7047bae-ef56-4171-bc63-b7d302f3aa
85
原文标题：Call for action as report reveals link to how free trade zones foster counterfeit
trafficking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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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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简称“USTR”）发布 2018 年《特别 301 报告》
（2018 Special 301 Repo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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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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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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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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pril/ustr-releases-2018-sp
ecial-301-report
原文标题：USTR Releases 2018 Special 301 Repor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7 日

美白宫发布针对中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行动声明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国总统签署了“采取措施保护国内技术和知识产权以
免受中国某些歧视性和繁重的贸易行为影响”的备忘录。2018 年 5 月 29 日，白
宫发布了基于 3 月 22 日备忘录的行动进展情况声明。声明主要内容如下：（1）
针对收购重大工业技术的中国个人和实体，美国将实施具体的投资限制和加强出
口管制措施，拟议的投资限制和加强出口管制措施将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公布；
（2）美国将继续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中国违反“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定”；（3）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 500 亿美元的重大工业技术的商品征
收 25%的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 2025”计划有关的商品。具体名单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前公布。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www.ag-ip-news.com/news.aspx?id=47620&lang=en
原文标题：Steps to Protect Domestic Technology and IP from China’s Discriminatory and
Burdensome Trade Practices - White House Statement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31 日

欧洲专利局发布 2017 年度报告
2018 年 3 月 7 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2017 年度报告》
（EPO's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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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2017）。报告显示，2017 年 EPO 受理近 166000 件专利申请，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新高；2017 年 EPO 专利授权约 106000 件，同比增长 10.1%。报告主要结
论如下：
1. 中国首次跻身申请量前五
2017 年欧洲专利的主要申请人遍布全球，EPO 38 个成员国的申请量占总申
请量的 47%，同比增长 2.8%。申请量排名前 5 的国家分别为美国、德国、日本、
法国和中国（图 10）。中国申请量同比增长 16.6%，超越瑞士，首次跻身前五；
日本 2017 年申请量同比增长 3.5%，是申请量连续几年下降后的首次回升；受 2013
年美国专利法修订的持续影响，美国自去年增长下降后，今年增长依旧受阻，增
长率为 5.8%；韩国在连续两年增加后，2017 年申请量下降 8.2%。

图 10 近 5 年 EPO 专利受理量趋势

2. 欧洲本土国家申请量呈增长趋势
2017 年，大多数欧洲国家在 EPO 的专利申请量都呈增长趋势（图 11）。在
申请量较大的国家中，荷兰专利申请量增加了 2.7%（2016 年为-4.1%）；意大利
增长 4.3%，英国增长 2.4%。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专利申请国，申请量增加了 500
多件，同比增长 1.9%；法国 2017 年申请量增长率为 0.5%（2016 年为-2.4%）。
在欧洲较大经济体中，比利时是本年度唯一一个申请量负增长的国家（-1.9%），
该国在去年还呈强劲增长趋势，增长率高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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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7 年欧洲专利申请主要来源国

在专利申请量较小的欧洲经济体中，丹麦（+13.1%）、奥地利（+8.2%）、西
班牙（+7.4%）、瑞典（+4.9%）申请量增长较快。土耳其（+74.9%）、波兰（+14.1%）、
捷克（+7.9%），尽管基础较小，但申请量增长可观。
IP5 局（EPO、中国、日本、韩国、美国）专利申请流向方面，欧洲流向中
国、韩国和美国的专利数量大于这三国申请人向 EPO 申请的专利数量；EPO 和
日本专利局的专利申请流向基本持平。报告指出，整体而言，专利申请平衡有利
于欧洲公司发展，彰显了欧洲在创新上的强大优势。
3. 瑞士人均申请量排名领先
就欧洲专利人均申请量而言，瑞士蝉联第一，平均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量为
884 件，其次是荷兰（421）、丹麦（377）、瑞士（374）和芬兰（329）。日本以
172 件/百万人口蝉联非欧洲国家榜首，全球位列第 9，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134）。
以色列（167）和法国（157）也跻身前十。
4. 医疗技术成申请热门
医疗技术仍然是 EPO 专利申请最密集的领域，同比增长 6.2%，其次是数字
通信和计算机技术（图 12）。在排名前十的申请领域中，生物技术是增长最强劲
的领域，同比增长 14.5%，其次是医药（+8.1%）和测绘领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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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欧洲专利申请热门领域

5. 中国在 ICT 领域发展迅猛
专利申请热门技术领域来源分析表明，中、韩等国在特定技术领域发展迅猛，
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其他经济体，如大多数 EPO 成员国以及美国
和日本，在多个技术领域表现优异。该模式清晰反映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欧
洲公司在多个关键领域表现突出，如人工智能和智能驾驶；亚洲公司在 ICT 领域
占主导地位。
6. 华为申请量高居榜首
华为是首个占据 EPO 年度申请量榜首的中国公司（图 13）；西门子从排名
第 6 跃升到第 2，LG、三星和高通随后。排名前 10 申请人中有 4 家来自欧洲，3
家来自美国，2 家来自韩国，1 家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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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7 年欧洲专利申请排名前 10 公司

7. 小型实体占据 EPO 申请量的 1/3
报告显示，2017 年欧洲专利申请中 69%来自大公司，31%来自小型实体，
小型实体包括中小企业、个体发明人、大学及公共研究机构。
8. EPO 审查绩效表现优异
报告指出，EPO 通过多次内部改革不断提升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2017 年
EPO 专利审查员完成的专利检索、实质审查和异议合计超过 414000 件，同比增
长 4.6%（2016 年 396000 件）。自 2015 年以来，EPO 年度完成任务量不断增多，
这就使得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欧洲专利申请待审查案降低了 27%。多
次内部改革也使得 EPO 2017 年授权专利超过 105600 件，同比增长 10.1％（2016
年 95900 件），创历史新高。
朱月仙 检索，侯雪婷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8/20180307.html
原文标题：EPO reports growing demand; Europe's attractiveness as leading tech
market confirmed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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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提出打击知识产权网络侵权措施
2018 年 3 月 1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打击包括知识产权侵权在内的非法网络
内容的行动措施建议书。该建议书将知识产权侵权内容与煽动仇恨言论、暴力和
商业诈骗等一同对待，目标是为落实 2017 年 9 月提出的打击非法网络内容的指
导意见，加快打击非法在线内容的行动。建议书正式确定了公司和成员国应该采
取的检测和清除非法内容的操作措施，委员会针对知识产权方面提出了一揽子计
划，包括关于知识产权执法指令的指导意见，同时将继续致力于与不同中介机构
建立谅解备忘录，探索在线清除假冒商品的具体解决方案。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s://www.ip-watch.org/2018/03/01/eu-commissions-proposed-measures-illegal-online-content-i
nclude-ip-infringement/
原文标题：EU Commission Proposes Measures Against Illegal Online Content Including IP
Infringement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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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d1424628-57cc-4ac4-882c-cefe21336902&utm_s
ource=Lexology+Daily+Newsfeed&utm_medium=HTML+email+-+Body+-+General+section&ut
m_campaign=Lexology+subscriber+daily+feed&utm_content=Lexology+Daily+Newsfeed+201801-09&utm_term=
原文标题：UK IP organisations request government action on IP (including the UPC) in light of
Brexit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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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海牙协定
2018 年 3 月 13 日，英国正式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海牙协定，并于 3 个月后
生效。自 2018 年 6 月 13 日起，外观设计申请人能通过海牙协定获得独立于欧盟，
单独指定英国的保护。鉴于英国已经脱欧，加入海牙协定为申请人提供申请英国
外观设计保护的新途径，对海牙协定缔约国的申请人非常有利，减少了英国退欧
对外观设计跨境保护的不确定性。海牙体系是一种高效、经济的注册外观设计的
方法，只需要提交一次申请，便可在 67 个以上国家或地区获得高达 100 项外观
设计的保护。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www.novagraaf.com/en/news?newspath=/NewsItems/en/uk-ratifies-hague-agreement-for-in
dustrial-designs
原文标题：UK ratifies Hague Agreement for industrial designs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英国发布脱欧知识产权保护指导意见
2018 年 3 月 6 日，英国政府发布了脱欧后知识产权和数据保护的一般性指
导原则。知识产权方面，指导意见指出，英国的目标是为用户、申请人、权利人
提供最清晰和确定的法律保护。如果英国现行的国内立法缺乏对某些类型的知识
产权的保护，则会制定新的立法计划；数据保护方面，英国法律将在脱欧后与欧
盟法律保持一致，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英国 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
律师事务所评论指出，这些目标值得称道，但遗憾的是，并未明确知识产权在脱
欧后如何过渡，同时也未和欧盟在数据保护的立场方面达成一致。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digital.freshfields.com/post/102es96/uk-government-publishes-general-guidance-on-ip-right
s-and-data-protection-post-br
原文标题：UK Government publishes general guidance on IP rights and data protection
post-Brexit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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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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issues/news/2018/20180426.html
原文标题：United Kingdom ratifies Unified Patent Court Agreement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27 日

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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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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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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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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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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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www.jpo.go.jp/iken/171228_singikai.htm
原文标题：産業構造審議会 知的財産分科会 特許制度小委員会 報告書 「第四次産業革命
等への対応のための知的財産制度の見直しについて（案）」に対する意見募集の実施につ
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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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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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即对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日本全国创新调查（J-N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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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IS 和 CIS 无法测定的。报告将 2017 年发布的新闻报道数据与
J-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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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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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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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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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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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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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上看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
关系。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www.nistep.go.jp/activities/sti-horizon%E8%AA%8C/vol-03no-04/stih00109
原文标题：科学技術・イノベーション政策の効果を捉えるための文献データの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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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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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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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www.jpo.go.jp/sesaku/shien_kaigaishingai.htm
原文标题：中小企業等海外侵害対策支援事業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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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的连接装置等，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战略的支援。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kr/ip/ipnews/2018/180123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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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知財権戦略で核心サービスを持つグローバル企業を育てる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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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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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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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kr/ip/ipnews/2018/180118b.html
原文标题：知能情報社会の主導権を確保するための標準特許創出を支援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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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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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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kr/ip/ipnews/2018/180122a.html
原文标题：優秀な特許の必須条件、職務発明制度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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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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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kr/ip/ipnews/2018/180328.html
原文标题：特許庁、知的財産権で「新南方政策」に本格的にエンジンをかける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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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Term Evolution）
授权频段与 Wi-Fi 非授权频段来进行数据传输的 LTE-LAA（Licensed Assisted
Access）技术领域，韩国专利申请件数不断增加。
自 2014 年 LTE-L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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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E-LAA 技术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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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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L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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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kr/ip/ipnews/2017/171213.html
原文标题：最近、LTE-LAA 技術に関する出願が増加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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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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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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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高通等全球领先的电子通讯企业。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kr/ip/ipnews/2017/171211.html
原文标题：電気自動車に関する特許出願が増加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韩国 2017 年知识产权贸易逆差扩大
2018 年 2 月，韩国央行（BOK）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 2017 年知识产权贸
易出口额为 120.7 亿美元，进口额为 140.6 亿美元，知识产权贸易逆差 19.9 亿美
元，比 2016 年逆差扩大 3.3 亿美元。美国仍然是韩国知识产权贸易的最大受益
者，2017 年净收入 46.6 亿美元。中国是韩国知识产权贸易最大的顺差国，韩国
2017 年从中国获取的知识产权贸易盈余达 19.8 亿美元，盈余较 2016 年的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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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有所下降。韩国媒体表示，知识产权总体赤字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工业产权
领域的赤字从 2016 年的 22.8 亿美元跃升至 23.1 亿美元，表明韩国企业对外支付
的知识产权许可费和转让费高于获得的收益。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29a9fff3-9d4f-47d1-97b4-e320d15eddc9
原文标题：Big business risks make narrowing the royalty gap difficult for Korean corporates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4 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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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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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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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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s://www.fasken.com/en/knowledgehub/2018/05/to-combat-patent-trolls-and-trademark-squatte
rs
原文标题：To Combat Patent Trolls and Trademark Squatters, Canada Proposes IP ‘SWAT’ Teams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4 日

南非发布知识产权政策文件
2018 年 5 月，南非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部发布了综合性知识产权政策文件，
旨在提升知识产权对中小型机构和弱势个体的支持力度，尤其在公共卫生领域；
协助南非经济转型，培育和促进创新文化，充分发挥创造者和发明人的潜力，使
其为行业竞争力提升做出贡献。该综合性知识产权政策将分阶段实施，此次发布
的是第一阶段的文件。第一阶段主要涵盖了知识产权与公共卫生、国际知识产权
合作两大部分。其中知识产权与公共卫生部分涉及实质性检索和审查、专利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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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专利性标准、披露要求、平行进口、自愿许可、强制许可、知识产权与竞争法
等；国际知识产权合作部分涉及多边安排、区域和双边安排等。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www.thedti.gov.za/news2018/IP_Policy2018-Phase_I.pdf
原文标题：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PHASE I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28 日

转移转化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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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Transfer Centr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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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navy-launches-initiative-to-accelerate-new-aviationtechnologies/
原文标题：U.S. Navy launches initiative to accelerate new aviation technologies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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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 Br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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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WBI）联手，合作审查空军研究实验室（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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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mi-university-wbi-reach-deal-review-air-force-rese
arch-patents/b8gfMqqyMm7TYOd4J94lVO/
原文标题：Miami University, WBI, reach deal to review Air Force research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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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n-state-researchers-develop-wearable-technology-th
at-helps-treat-addiction/
原文标题：Penn State researchers develop wearable technology that helps treat addiction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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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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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研究人员 Michael Sivak 和 Brandon Schoe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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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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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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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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f-michigan-researchers-develop-solution-to-motion-s
ickness-in-self-driving-cars/
原文标题：U of Michigan researchers develop solution to motion sickness in self-driving cars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美国华盛顿大学快速许可行动成效显著
为增加许可交易量，促进初创企业的快速发展，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WUSTL）生物医学研究基地为员工推出针对初创企业的快速启动许可计划。
该计划预设了包含明确条款的协议，该协议通过外部社区合作伙伴、风险投资公
司、许可的合作伙伴以及律师审查后被认定对初创企业是公平合理的。具体包括：
提供独占许可并拥有分许可权；不包含任何前期费用、年费及里程金（milestone
fees）；不需要支付过去的专利成本费；大学要求获取产品销售额 2%的专利使用
费，以及 0.95%的成功费；大学不持有公司股权。该大学技术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Leena Prabhu 指出，自计划实施以来，大学初创企业数量翻倍，成效显著。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2/21/ttos-eliminate-barriers-expedite-the-licensing-process-fo
r-start-ups/
原文标题：TTOs eliminate barriers, expedite the licensing process for start-ups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美国佐治亚大学推出工业快车计划
为消除与企业合作的障碍，美国佐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推出新
工业快车计划，为研究赞助商提供 3 种知识产权许可方式：
（1）有期限的独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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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赞助商可以获得项目产生发明 5 年的全球独占许可，只需要付出 5000 美元
预付款或总赞助研究预算的 5%（以高者为准）。但赞助商没有分许可的权利，5
年许可期结束后可通过谈判延长许可期限；
（2）固定许可费的独占许可。赞助商
可以获得项目产生发明无预设期限的全球独占许可，除了付出与有期限的独占许
可相同的前期费用外，还需支付所有许可产品销售额 1.5%的初始基本许可费；
（3）
付费独占许可。同样给赞助商无固定期限的全球独占许可，且允许分许可。需付
出 15000 美元或总赞助研究预算的 15%（以高者为准），如果产品年销售额超过
5000 万美元，则需支付 1%的许可费。佐治亚大学副校长 David Lee 指出，该计
划使研究协议的谈判更快、更透明，同时消除了许可成本的不确定性。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3/13/ugas-new-industry-express-program-removes-friction-fr
om-corporate-partnerships/
原文标题：UGA’s new Industry Express program removes friction from corporate partnerships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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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ken Institute）公
布的技术转让大学排名中位列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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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3/28/not-resting-laurels-mit-beefs-tech-transfer-efforts/
原文标题：Not resting on its laurels, MIT beefs up tech transfer efforts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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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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New Mexi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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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3/21/u-new-mexico-students-will-work-market-national-lab-t
echnologies-first-kind-competition/
原文标题：U of New Mexico students will work to market national lab technologies in
first-of-its-kind competition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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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Wyom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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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reation Fact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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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yoming-launch-new-institute-entrepreneurship-univ
ersity-start-ups/
原文标题：U of Wyoming to launch new institute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university start-ups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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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他大学成立早期技术资助基金
美国犹他大学技术与风险投资商业化中心（TVC）针对具有高商业化潜力的
早期技术创新成立了资助基金。该基金将提供总计高达 100 万美元的资助来帮助
本校研究人员开发具有市场前景的技术，并就技术的商业化提供全过程资助，帮
助研究者吸引更多额外资助。TVC 执行董事兼副总裁 Keith Marmer 表示，该基
金将在促进技术转化成新产品和新服务上发挥重要作用，也为科研人员在犹他州
创办新企业提供基础。他同时表示，在技术研发早期阶段，往往一小笔资金对技
术研发起到关键性推动作用。早期资助基金就要扮演早期研发通往更多资助或与
行业和企业建立合作的必要桥梁。该基金要求研发人员将研发成果是否能通过市
场检验作为标准。如果技术能够通过市场检验，将在后续研发中获得进一步资助。
通过市场检验也意味着技术能够吸引更多州和联邦拨款以及私人资助，同时也能
吸引顶尖企业家和技术人才来帮助进行技术的市场化。
朱月仙 检索，侯雪婷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5/16/u-of-utah-tech-transfer-arm-launches-new-early-stage-te
ch-fund/
原文标题：U of Utah tech transfer arm launches new early-stage tech fund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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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vi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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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scu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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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5/02/indiana-u-school-of-medicine-licenses-blood-vessel-reg
eneration-technology-to-vascu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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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Indiana U School of Medicine licenses blood vessel regeneration technology to
Vascugen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4 日

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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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Univers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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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sif Sham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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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vie-and-rice-university-establish-research-accelerato
r-to-advance-oncology-therapies/
原文标题：AbbVie and Rice University establish research accelerator to advance oncology
therapies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4 日

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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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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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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r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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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5/02/johns-hopkins-researchers-develop-transparent-surgicalmask-to-help-patients-communicate-with-clinical-staff/
原文标题：Johns Hopkins researchers develop transparent surgical mask to help patients
communicate with clinical staff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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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Garabe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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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dos
Biopharma 首批加入该加速器。Xontogeny 宣布，已从纽约生命科学投资公司
Perceptive Advisors 获得 1000 万美元的 A 轮融资。Perceptive Advisors 也是加速
器的主要投资者。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4/25/accelerator-looks-to-dramatically-boost-success-rates-fo
r-life-science-start-ups/
原文标题：Accelerator looks to dramatically boost success rates for life science 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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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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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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due
Fou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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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4/25/argonne-selects-innovators-as-2-year-lab-embeds-to-dev
elop-energy-technologies-and-start-ups/
原文标题：Argonne selects innovators as 2-year lab embeds to develop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start-ups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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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lut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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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bastian Me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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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5/02/columbia-adopts-ai-based-machine-learning-model-for-t
echnology-marketing/
原文标题：Columbia adopts AI-based machine learning model for technology marketing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4 日

美空军研究实验室推出快速技术许可计划
2018 年 5 月，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推出了一项新的基于网络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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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技术许可计划，以推动实验室创新技术向企业家和科技公司转移。该计划更易
于外部发现 AFRL 的可用技术，并了解预先协商的条款和定价。AFRL 材料与制
造局技术转移办公室负责人 Sunita Chavan 指出，该过程完全透明，如果企业有
兴趣签订许可协议，仅需填写一个简单的申请，若申请获批，企业便可以快速签
订协议。该协议可赋予非排他性、部分排他性或排他性技术许可的权利，且每种
许可类型的成本和条款已经确定，因此该协议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5/30/air-force-research-laboratory-launches-express-technolo
gy-licensing-program/
原文标题：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 launches “Express Technology Licensing” program
检索日期：2018 年 6 月 2 日

美新墨西哥州推出技术转让新计划
2018 年 5 月，美国新墨西哥州推出名为 Tech Navigator 的技术转让新计划，
旨 在 帮 助 新 墨 西 哥 州 的 企 业 家 和 创 新 者 将 新 的 前 沿 技 术 推 向 市 场 。 Tech
Navigator 计划将引导个人和企业家获取当地的专家和资源，以协助他们开展技
术许可、上市策略制定以及筹款等。该计划覆盖了新墨西哥州的国家实验室、新
墨西哥大学以及大量的当地商业和创业项目，为企业家和创新者提供从风险投资、
融资到商业和市场研究全方位支持。企业家和科学家可以联系 Tech Navigator 计
划项目，以确定谁有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并与合作伙伴开展各种合作项目。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5/30/tech-navigator-program-helps-innovators-and-entrepren
eurs-in-new-mexico-find-commercialization-help/
原文标题：Tech Navigator program helps innovators and entrepreneurs in New Mexico find
commercialization help
检索日期：2018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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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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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lands Innov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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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1/10/group-of-uk-universities-band-together-to-advance-tech
nology-transfer-in-the-midlands-region/
原文标题：Group of UK universities band together to advance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Midlands
region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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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e U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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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e UK 的全资子公司 Innovate UK Loa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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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novation-loans-april-2018-open-competition/comp
etition-guidance-innovation-loans-april-2018-open-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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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Competition guidance: innovation loans, April 2018 open competition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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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bayashi International
Patent & Trademark Office）律师 Satoshi Watanabe 发文分析了名为“川崎模式”
（Kawasaki mod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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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大型企业闲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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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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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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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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家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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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未 编译
来源：

http://www.iam-media.com/reports/Detail.aspx?g=b36dc0c9-2090-4e5a-8305-6d0c61a983ed
https://system.jpaa.or.jp/patent/viewPdf/2816
原文标题：Local government strongly supports patent licensing between large companies and
SMEs & 大企業と中小企業の知的財産マッチング支援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17 日

澳可再生能源机构助推专利产业化
可再生能源项目在生产可行性商品和通过市场规模检测上通常需要耗费大
量经费。为助推初创企业新产品的市场化，澳大利亚政府专门成立了可再生能源
机构（ARENA）来帮助清洁技术研究人员实现创意。ARENA 的资助贯穿整个
创新链条，从早期实验室研究阶段到后期实地示范阶段全程推进可再生能源项目
发展。申请人获得 ARENA 资助需要满足以下 3 个基本标准：
（1）项目本身具备
创新性和新颖性；
（2）技术具备明确的商业化途径；
（3）申请人有能力获取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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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以上标准有助于检验项目是否具有商业可行性，因此得到纳税人支持。项
目本身具备创新性和新颖性是获取 ARENA 资助的首要基本标准。创新性和新颖
性通常体现为持有知识产权，可以通过申请发明专利进行保护。将与项目相关的
研究成果登记知识产权资产可以为项目吸引投资，开拓商业化途径。作为奖励，
知识产权投资可以通过申请 ARENA 基金来进行补偿。
朱月仙 检索，侯雪婷 编译
来源：
https://www.shelstonip.com/news/arena-funding-australian-cleantech-start-ups-patents-can-assist/
原文标题：ARENA funding for Australian Cleantech start-ups: How patents can assist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以色列推出 TTOs 技术集成数据库
2018 年 5 月，以色列非营利组织 Start-Up Nation Central (SNC)推出可搜索技
术转移机构（TTOs）技术的数据库 Start-Up Nation Finder。该数据库集成了以色
列 16 个 TTOs 所持有的 1300 多项技术。该数据库让用户能检索药物发现、材料
科学、基因测序、机器人技术等多个领域可转化的新兴技术。为了创建该数据库，
SNC 结合了 TTOs、以色列技术转移网络以及 Start-Up Nation Finder 自己拥有的
技术，将复杂的技术标记为简单的行业语言。SNC 首席执行官 Eugene Kandel 指
出，学术界是以色列科技生态系统的主要支柱，而 TTOs 是前沿学术研究人员与
全球企业、投资者之间的桥梁，TTOs 技术检索数据库 Start-Up Nation Finder 的
推出，将帮助全球企业、政府和各种组织寻求创新解决方案。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5/30/new-database-combines-available-technologies-from-16
-israeli-ttos/
原文标题：New database combines available technologies from 16 Israeli TTOs
检索日期：2018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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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与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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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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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S Bank（2014）和 TC Hear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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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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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AB）审查专利的有效性。
2017 年，IP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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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gh M. Rothschild；进入诉讼量前五名的 NPE 机构还包括 Monument
Patent Holdings 和 IP Valuation Partners。
3. PTAB 审查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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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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 partes review）申请 1711 份，涵盖商业方法复
审（covered business method review）申请 34 份，授权后审查程序（post-gran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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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States 诉
Greene’s Energy Services 的案件以及 SAS Institute Inc.诉 Matal. Oil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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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t Regis Moha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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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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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 Hear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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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Hear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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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 Hear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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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Ventures LL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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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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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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AN 公司宣布将重心放在工业物联网业务上，Acacia Research 自 2015
年未发起新的诉讼。部分 NPE 面临财务困境。如 Crossroads Systems 因 PTAB 裁
决其专利无效于 2017 年 8 月宣布破产，Inventergy Global 于 2017 年 4 月根据重
组协议向 Fortress 出售约 750 项专利。
RPX 发现，部分 NPE 开始依靠外部融资进行 NPE 活动。Brian Yates 与 DLI
Lending Agent 签署了担保协议。Document Security Systems 于 2016 年底从
Brickell Key Investments 获得了 1350 万美元的融资用于诉讼活动。
许 轶 检索，朱 敏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www.rpxcorp.com/2018/01/02/2017-in-review-a-year-of-transition/
原文标题：2017 in Review: A Year of Transition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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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es Day
律师 Jacqueline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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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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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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 Heartland LLC 与 Kraft Foo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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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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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检索，崔林蔚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aea73fad-b470-46ec-8779-aeb59b053344&utm_s
ource=Lexology+Daily+Newsfeed&utm_medium=HTML+email+-+Body+-+General+section&ut
m_campaign=Lexology+subscriber+daily+feed&utm_content=Lexology+Daily+Newsfeed+201712-22&utm_term=
原文标题：Catch Me If You Can: Litig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tents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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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ff Wild 发表文章分析了专利复审制度对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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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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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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ff W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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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ff W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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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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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ff W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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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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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ent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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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cost analysis），Joff W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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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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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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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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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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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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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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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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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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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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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8 亿美元。如
果诉讼总成本为 38.6 亿美元，专利复审节省了 2.388 亿美元，那么专利复审制度
每年将降低总体花费的 6%。
许 轶 检索，崔林蔚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64b97de7-b677-42d6-9fff-156f653c4650
原文标题：Debunking an IPR myth - reviews have a nominal impact on the overall cost of
litigation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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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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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fied Patents 发布 2017 年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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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14 所示，尽管 2017 年物联网专利诉讼量降低，但 NPEs 提起的诉讼仍
占物联网诉讼量的 86％。

图 14 物联网领域专利诉讼数量（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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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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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物联网及整体专利诉讼量年增长率（20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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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图 16 物联网领域专利诉讼技术构成（2012-2017）

表 8 为 2012-2017 年物联网专利诉讼 NPE 前十位。
表 8 物联网专利诉讼 NPE 前十位（2012-2017）
排名

公司名称

专利诉讼数量

1

Pragmatus Telecom LLC

82

2

Penovia LLC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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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novative Wireless Solutions LLC

66

4

Olivistar, LLC

63

5

Rothschild Connected Devices Innovations,
LLC

60

6

Wetro Lan LLC

56

7

Adaptive Data, LLC

52

8

911 Notify LLC

42

9

UrgenSync, LLC

33

19

Canatelo, LLC

30

许 轶 检索，苏娜平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s://www.unifiedpatents.com/news/2018/3/28/internet-of-things-2017-litigation-up
date
原文标题：Internet of Things: 2017 Litigation Update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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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1/24/broad-institute-loses-grip-on-crispr-patent-in-europe/
原文标题：Institute loses grip on CRISPR patent in Europe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2 日

Darts-ip 发布欧盟 NPE 诉讼现状报告
2018 年 2 月，知识产权案例数据库 Darts-ip 发布欧盟 NPE 诉讼现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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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述了欧盟范围内与“非执业实体”[4]（Non-Practicing Entity，NPE）相关的
诉讼和专利执法活动。数据涉及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间在欧盟
法院或 IP 办公室处理的申请相关的事件或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主要包括侵权、
无效和异议案件。
1. 主要结论
（1）数据显示，近 10 年，欧盟 NPE 涉案数量呈上升趋势；过去 5 年间，
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相关的案件数量急剧增加。
（2）欧盟 5 大最活跃的 NPE 公司总部均位于美国。这 5 家 NPE 公司占欧
盟 NPE 相关诉讼量的 60%。数百家 NPE 实体及分支机构均与重要的 NPE 公司
有关。
（3）过去 5 年中，欧盟 NPE 相关诉讼案件激增可能与美国近年来相关法律
修订有关，美国相关法律的修订可能导致对本土 NPE 诉讼吸引力下降。
（4）报告显示，在欧盟范围内，NPE 更喜欢在德国进行诉讼。2007 至 2017
年间，德国每 5 起侵权诉讼中就有 1 起是 NPE 发起的。
（5）研究指出，在欧洲 NPE 专利通常比非 NPE 专利更容易被无效。这表
明至少一些 NPE 可能会使用低质量的专利。
2. 具体数据分析
（1）近 10 年 NPE 涉案数量
由图 17 可知，2007 至 2017 年间，与 NPE 有关的诉讼案件量年均增长率约
为 19%。

图 17 欧盟近 10 年来 NPE 涉案数量
[4]本报告将 NPE 定义为本身并不经销或制造商品或相关服务，且与经销或制造商品或相关服务的公司相独
立，以原告身份采取主动（甚至冒犯性）的行为或诉讼实施专利所有权。独立发明人（个人）和大学不包
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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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盟 NPE 影响力排名
表 9 中 NPE 按照近 5 年在欧盟范围内专利涉案数量进行排序，子公司和附
属机构涉案也包括在内。排名前十的 NPE 涉案数量超过欧盟总量的 80%，排名
前五的 NPE 均为美国公司，其涉案数量超过欧盟总量的 60%。
表 9 欧盟 NPE 影响力排名
排名

NPE

公司总部

涉案量占比

1

Intellectual Ventures

美国

19.18%

2

Marathon Patent Group

美国

14.29%

3

Acacia Research Group

美国

10.20%

4

PanOptis Patent Management

美国

8.98%

(Unwired Planet)
5

FORM Holdings (Vringo)

美国

8.16%

6

SISVEL

意大利

6.53%

7

France Brevets

法国

4.90%

8

IPCom

丹麦

3.67%

9

Tivo Corp. (Rovi Corp.)

美国

3.27%

10

Xperi (Tessera Technologies)

美国

2.86%

（3）NPE 诉讼中常见被告排行
如表 10，沃达丰是被 NPE 诉讼最多的公司，占欧盟 NPE 总诉讼量的 7.8%；
被诉讼较多的还有美国、中国、德国、韩国以及西班牙的公司，且公司多属于 ICT
技术领域。
表 10 NPE 诉讼常见被告排行
排名

被告公司

NPE涉案数量占比

NPE诉讼占该公司所
有欧盟专利诉讼案百
分比

1

沃达丰

7.8%

＞80%

2

中兴

7.5%

＞80%

3

华为

6.9%

＞80%

4

德国电信

6.5%

＞80%

5

HTC

6.5%

＞20%

6

西班牙电话公司

5.3%

＞80%

7

LG

5.3%

＞80%

8

三星

5.0%

＞40%

9

Alphabet（谷歌）

3.4%

＞20%

10

苹果

2.8%

＜20%

（4）NPE 和非 NPE 诉讼占比情况
NPE 在欧盟最活跃的国家分别是德国、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分析
显示，德国是受 NPE 活动影响最大的国家，约 1/5 侵权行为都由 NPE 发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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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照现有 NPE 活动理论研究成果，并结合本报告研究数据，将德国受 NPE
青睐的原因归结如下：德国是欧洲的主要市场，有很多大公司在此落户；德国知
识产权执法法规和司法框架是相互分离的，即侵权无效案件在不同法院独立裁决，
这就使得对被告而言在禁令裁定之前专利无效主张更具有挑战性；在各地区中，
德国专利侵权案原告胜诉率最高；审理过程最短，且通常会在无效判决完成前就
会颁发侵权禁令。

图 18 NPE 和非 NPE 诉讼对比

（5）NPE 涉案专利技术领域分布状况
如图 19，ICT 是 NPE 最活跃的技术领域。以 Darts-ip 数据库收录的数据为
依据，欧盟范围内 NPE 在 ICT 领域的涉案数量占总涉案量的 75%。图 7 综合反
映了近 5 年来 NPE 最活跃的技术领域演变情况，技术领域划分参照专利申请的
IPC 分类号。

图 19 NPE 涉案专利领域演变趋势图

3. 结语
报告指出，欧盟 NPE 活动日趋频繁。近 5 年来，欧盟 NPE 相关活动激增，
尤其在 ICT 领域增长迅猛。Darts-ip 数据分析显示，2007 至 2017 年间 NPE 涉案
量年增长率为 19%。排名前五的 NPE 均为美国公司，自 2013 年来，前 5 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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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量占欧盟总量的 60%，且 5 家公司具有数百家实体和分支机构。
过去 5 年间，欧盟 NPE 相关诉讼案件激增可能与美国近期相关法律修订相
关，美国相关法律的修订可能导致本土对 NPE 诉讼吸引力下降。
朱月仙 检索，侯雪婷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s://www.darts-ip.com/npe-litigation-in-the-european-union-facts-and-figures/
原文标题：NPE Litig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Facts and Figures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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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异
议部门份额。以下为摘选的部分内容。
1. 技术分布
从 2015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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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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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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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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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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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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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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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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德国的 43%。对于非 EPC 的专利异议人，2016 年的情况与 2013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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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
https://www.nlo.eu/en/news/news/703/International-report-EPO-opposition-popular-technologiesand-opposition-behaviour-of-parties-by-nationality
原文标题：International report - EPO opposition: popular technologies and opposition behaviour
of parties by nationality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15 日

调查指出 AI 将引发商标诉讼和执法革命
2018 年 5 月，Hogan Lovells 国际律师事务所发布全球品牌标杆调查报告。
报告对来自各个行业的 200 多个品牌所有者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人工智能（AI）
将在 2023 年实现商标诉讼和执法革命。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预计 AI 将在未来 5
年内影响商标案的起诉方式；近 3/4 受访者预计 AI 将在未来 10 年内对商标执法
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线侵权检索方面；93%的受访者认为 AI 会节约时
间和成本，加快工作进程，简化流程，将对商标工作产生积极影响。另外，调查
还发现，与北美和亚太地区相比，欧洲公司对商标团队的投入更多，团队规模更
大；预计亚洲在商标执法支出上的增幅最大，其次是北美和欧盟。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s://www.hoganlovells.com/en/news/artificial-intelligence-will-revolutionize-trademark-prosec
ution-and-enforcement-by-2023-reveals-new-research
原文标题：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will revolutionize trademark prosecution and enforcement
by 2023, reveals new research
检索日期：2018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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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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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 Ventu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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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ventures-launches-citi-university-partnerships-in-in
novation-discovery/
原文标题：Citi Ventures launches Citi University Partnerships in Innovation &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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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le-launching-research-alliance-that-will-sell-members
hips-to-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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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Yale launching research alliance that will sell memberships to industry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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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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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4/03/unl-seed-fund-fosters-external-partnerships-with-eye-on
-sponsored-research/
原文标题：UNL seed fund fosters external partnerships with eye on sponsored research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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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Pharmaceuticals Advanced Research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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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4/24/business-plan-competition-transformed-into-path-to-ind
ustry-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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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Business plan competition transformed into path to industry partnerships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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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tar
Institu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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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 Franklin Technology Partn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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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5/02/new-partnership-aims-to-boost-start-up-activity-at-wista
r-institute/
原文标题：New partnership aims to boost start-up activity at Wistar Institute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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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Target Exploration Netwo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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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e Schoen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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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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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5/08/pfizers-iten-fosters-early-research-ties-with-university-p
artners/
原文标题：Pfizer’s ITEN fosters early research ties with university partners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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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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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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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NISTEP 假设产学合作研究规模扩大的 5 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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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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大型占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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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大型占 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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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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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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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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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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而开展小型产学合作的企业为 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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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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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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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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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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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data.nistep.go.jp/dspace/handle/11035/3192
原文标题：大型産学連携のマネジメントに係る調査研究 2017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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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A*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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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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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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4/03/singapores-astar-revamps-structure-separates-industry-f
ocused-research-institutes/
原文标题：Singapore’s A*Star revamps structure, separates industry-focused research institutes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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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oco 2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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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el Pick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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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8/05/08/u-manchester-and-nanoco-launch-start-up-to-develop-ne
w-nanomaterials/
原文标题：U Manchester and Nanoco launch start-up to develop new nanomaterials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4 日

117

专家视点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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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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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Trade Commis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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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 Heartland 案改写专利诉讼地的法律规定
TC Heartland 和 Kraft Foods Group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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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patent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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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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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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an Delra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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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i Iancu 被提名为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
Andrei Ian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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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le Lee。
6. 高智公司停止购买专利并加速专利销售
尽管高智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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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Amster 从 RPX 离职
近年来，R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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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X 首席执行官 John Amster 因其将公司私有化的提议与董事会意见不合而离职。
RRX 知识产权价值创造市场的地位离不开 John Am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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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enance Asse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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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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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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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槽到 Facebook 的 Allen 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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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an
Hinman 从公司离职。
许 轶 检索，崔林蔚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d390fcea-2b52-4f47-bf25-463669896dfc
原文标题：We pick our US patent market stories of the year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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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所示：
表 12 Xperi 公司授权专利的分类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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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E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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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line Pow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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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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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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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Xperi 公司专利地图
许海云 检索，苏娜平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b0afc813-1e0e-4ec8-8085-9d5c5c9512b4
原文标题：An exclusive look at Xperi’s patent position as revenues exceed expectations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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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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Patent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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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6b3925fc-1e8a-4298-8dbc-512f9f360641
原文标题：Samsung owns the biggest US patent portfolio, beating IBM into second place, new
research reveals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9 日

IAM 编辑分析 2017 年 337 调查趋势
2018 年 1 月，IAM 杂志编辑 Jacob Schi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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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edd929f2-3b18-4357-8445-bf1a460fef58&vl=308
818113
原文标题：Increase in ITC complaints hits firms from Asia, but there does not seem to be a
'Trump factor' at play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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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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ppard Mull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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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库，采用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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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Applications）
的专利数量比授权专利（Issued Paten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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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按关键词统计的专利数量
美国专利授权数量

早期公开专利数量

（Issued U.S. Patents）

（Publishe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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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Ledger）

7

204

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

11

160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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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Led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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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Recordation）、
投票（Voting）、数字契约（Digital Escrow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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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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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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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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6fb2221-4292-4469-982e-48cb8c8dba84&utm_
source=Lexology+Daily+Newsfeed&utm_medium=HTML+email+-+Body+-+General+section&u
tm_campaign=Lexology+subscriber+daily+feed&utm_content=Lexology+Daily+Newsfeed+2018
-01-18&utm_term=
原文标题：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 2017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5 日

美律所解析展会侵权风险降低措施
2017 年 12 月 24 日，美国 Tarter Krinsk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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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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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ae008964-c367-4fca-9110-2bc8e9c0cc67&utm_s
ource=lexology+daily+newsfeed&utm_medium=html+email+-+body+-+general+section&utm_ca
mpaign=lexology+subscriber+daily+feed&utm_content=lexology+daily+newsfeed+2017-12-22&
utm_term=
原文标题：Why Chinese Companies Need to Exercise Caution When Attending Trade Shows in
the United States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31 日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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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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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Spee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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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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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essential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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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www.bakerbotts.com/ideas/publications/2018/may/protecting-trade-or-trade-secrets
原文标题：Protecting Trade or Trade Secrets: How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Impact Trade
Dispute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7 日

美律所评论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中的应用
2018 年 5 月，美国 Greenberg Traurig 律师事务所对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
中的应用作出评论。评论指出，虽然大家较为关注区块链技术在银行及金融行业
的应用情况，但这种新兴技术也有应用于知识产权（IP）保护方面的潜力。区块
链创造了一种“开放的分布式帐本”，允许安全传输和记录包括数字资产在内的信
息和数据，而无需中间商。信息和数据一旦被记录，任何给定“区块”中的数据都
不能回溯更改，除非在某些情况下涉及修改所有后续区块并征得网络多数人的同
意，这些特点使得数字货币成为区块链技术的产物。此外，区块链还在商标、著
作权和专利保护及知识产权许可方面拥有其他优势。目前正在探索的一些用途如
下：
1. 创造、所有权和首先使用的证明
区块链可为注册著作权或商标提供一种新模式。由于区块链不需要中介（如
美国专利商标局），并且可以创建不可变的、数字化的所有权证明记录，因此可
以用来证明所有权链和交易记录。理论上来说，虽然区块链在未来有可能会消除
或减少对集中式 IP 登记管理机构的需求，但这样的中央记录库的优势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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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的著作权所有权记录对保护数字艺术作品（如图像、音乐和软件
文件）极有价值。在区块链技术的拟定用途中，允许作者、艺术家和类似的知识
产权所有者跟踪使用其作品的用户，这可以帮助他们确定授权机会以优化作品的
商业价值。知识产权所有者可以使用区块链查看任何作品完整的所有权链，包括
许可、分许可及转让。可以想象，以这种方式可以监测追踪包含商业秘密的离散
信息和数据。通过区块链记录作品以跟踪并为作者提供真实的数字证书，可以帮
助第三方识别该作品的作者，并帮助作者或内容所有者防止侵权现象。区块链还
可以通过创建作者和用户之间的直接连接来降低许可交易的成本。
同时，区块链也对专利申请和专利所有权记录有帮助。美国及其他国家都采
用“先申请”的专利制度，即发明权属于第一个提交专利申请的人。通过区块链技
术，专利申请就加上了时间戳，以证明发明人/申请人是第一个提交申请的人。
如果在提交专利申请之前已公开披露了本发明，那么至少在美国，区块链时间戳
可以用作确认美国专利申请提交之前一年宽限期的开始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
提交专利申请之前公开披露该发明可能会阻碍申请人在国际上寻求专利保护。此
外，一旦授予专利并改变所有权，区块链可以提供交易记录和记录所有权的有效
方式。
2. 智能合约与许可证书
区块链提供了添加“智能合约”的功能，该智能合约由添加到区块链中的计算
机编码组成，有助于自动执行和实施合约条款。合约条款已经过预先编程，因此
会降低管理负担。智能合约为外部数据提供接口并运行这些数据，以促进区块链
中记录相关的交易。例如，智能合约可以被编程为涵盖来自内容用户的数据，包
括支付特征和支付处理功能，以便 IP 拥有者可以基于其内容的使用得到补偿。
智能合约可能会根据产品销售数据收取许可使用费。智能合约功能在未来有可能
实现 IP 许可自动化。
尽管区块链为注册专利和保护 IP 资产提供了新平台，但这种新兴技术不可
能完全取代对法律分析和法律顾问的需求。数字记录和智能合约为静态预编程功
能提供了潜力。IP 所有者还没有能力依靠自动化或人工智能来解决识别现有技
术等问题。此外，负责维护知识产权记录的政府机构（如 USPTO）在确定技术
采用的范围和时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存在这些限制，受区块链技术的影
响，IP 保护相关的流程很可能会与目前的流程和实践大不相同。毫无疑问，这
一行业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将给 IP 持有者和使用者带来挑战和机遇。
朱月仙 检索，任晓亚 编译，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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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gtlaw-emergingtechnologyviews.com/2018/05/could-blockchain-disrupt-how-we-prot
ect-our-intellectual-property/#page=1
原文标题：Could Blockchain Disrupt How We Protect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7 日

美律所分析欧盟脱欧协议草案对知识产权的影响
2018 年 2 月 28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英国脱欧协议草案，草案包括英国脱
欧后的建议条款。2018 年 3 月，美国 Cooley 律师事务所分析了草案中涉及的知
识产权条款，并提出相关建议。
脱欧协议草案包含一个与“过渡期”相关的规定，在过渡期内，包括知识产权
相关法律在内的欧盟法律将继续适用于英国。过渡期将持续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涉及的知识产权条款
脱欧协议草案第 50 至 57 条涉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条款，条款重点关注欧盟
商标和英国商标未来的相互关系；其次还涉及其他欧盟知识产权，尤其是外观设
计。
欧盟商标是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 28 个成员国均有效的商标。当英国脱离
欧盟时，欧盟商标及欧盟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将在英国范围内停止适用。
目前欧盟商标延伸至英国，尽管英国商标不能阻止在英国以外使用该标志，
但它可以用来构成在欧盟知识产权局提出欧盟商标异议的基础。
2. 与商标有关的规定
（1）在过渡期结束之前，凡是在欧盟知识产权局注册过的欧盟商标持有人
在英国知识产权局不需经过任何复审即可成为同一商品或服务的英国商标持有
者。
（2）在过渡期结束之前，任何欧盟商标都将按照欧盟知识产权局提供的相
关数据自动转换；商标持有人不需要向英国知识产权局再次提出申请，英国知识
产权局也不会就商标转换注册收取任何费用。
（3）过渡期结束之前申请英国商标需注意：享有与对应欧盟商标相同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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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日、优先权日和延展期；如果过渡期结束之前商标在英国未被使用，但在在欧
盟其他地方已经被“真正使用”，则不会因“未使用”而被撤销；在欧盟范围内仍可
从欧盟商标的声誉中获益。
（4）如果在过渡期结束之前，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指定了欧盟，则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商标可在英国享有同等保护。
3. 与外观设计有关的规定
协议草案对注册共同体外观设计规定的相关保护措施如下：
（1）与欧盟商标相同，在过渡期结束之前在欧盟知识产权局注册的外观设
计持有人，自该日起将自动成为英国外观设计的持有人。
（2）此转换不需要外观设计持有人申请，并且英国知识产权局不会就注册
转换收取费用。
（3）在过渡期结束之前申请英国外观设计需注意：保护期至少不短于注册
共同体外观设计的剩余期限；与注册共同体外观设计享有相同的申请日、优先权
日和延展期。
4. 律所建议
美国 Cooley 律师事务所分析指出，当下英国脱欧面临众多议题，英国政府
不可能将知识产权作为与欧盟之间的重要议题。因此，若英国政府签署了脱欧协
议，预期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条款很可能保持不变。
脱欧协议草案对欧盟商标持有者还比较友好。欧盟商标持有者目前可以期望
他们的商标在英国同样适用，且不需要在相应转换上耗费时间和成本。
尽管英国还未正式脱欧，但从英国公投脱欧时，Cooley 律所就建议在申请
欧盟商标时也要积极向英国提交相关申请。
朱月仙 检索，侯雪婷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
https://www.cooley.com/news/insight/2018/2018-03-02-eu-publishes-draft-withdrawal-agreement
原文标题：EU Publishes Draft Withdrawal Agreement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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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法学评论》文章：81%常用词是注册商标
2018 年 2 月，纽约大学法学院学者 Barton Beebe 和 Jeanne Fromer 在《哈佛
法学评论》
（Harvard Law Review）上发表文章《商标名用之不尽吗？商标消耗和
拥塞的实证研究》。文章研究了所有在 1985 至 2016 年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
670 万件商标申请，以及截止到 1985 年已在该局注册的 300000 件商标，然后将
这些商标数据与最常用的词汇、美式英语中的音节和美国最常见的姓氏进行比较，
以探索传统假设——存在“具竞争力的无人认领的商标无限供应”是否准确。研究
发现，1000 个最常用单词中有 81%已被注册为单词商标；大多常见姓氏和音节
已被注册；作者建议改革商标制度，包括更高的商标续展费用和更严格的使用要
求。
文章指出，在美式英语 1000 个最常用单词中超过 81％被注册为单词商标。
在对比 10000 个最常用的单词时，这个比例下降到 62％，对比 86408 个最常用
的单词时下降到 23.5％（20295 个），而这 20295 个单字占所有单词使用量的 74.0％。
即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近 3/4 的时间使用的是已注册为商标的单词。
文章显示，1000 个最常用单词中未被注册成为商标的词，大部分都带有负
面含义（例如“侮辱”、“死亡”、“困难”、“疾病”、“被杀死”、“缺乏”、“失去”、“老”、
“问题”和“暴力”等等），不怎么有销售吸引力的词（例如“最少”、“也许”、“可能”
和“尝试”等等），或者具有强烈的阻碍品牌成功基本含义而不能被注册的词（例
如“药物”，“宗教”和“欲望”等等）。还有一大部分涉及到性别和家庭，经常使用
但没有被注册为商标的词（如“丈夫”、“妻子”、“已婚”、“男性”、“女性”、“女儿”、
“她自己”和“他自己”等等）。只有三个没有出现在活跃注册商标中的词是“虽然”、
“表明”和“似乎”。
研究表明，将普通姓氏注册为单词商标的比例也很高。在美国人口普查中列
出的 151671 个姓氏中，22125 个与 2016 年注册的单字商标完全相同，而这些姓
氏占美国人口的 55.4％。在注册商标中出现姓氏的比例则更高，在 1000 个最常
见的姓氏中，只有 11 个没有出现在活跃商标中。
文章指出，英语音节被注册为商标的比例同样很高。在美式英语最常使用的
10753 个音节中，5632（52.4％）被注册为单音节商标。作者表示，因为越来越
多常用词已经被用作品牌名称，他们预计以后音节的创意使用将会增加。但作者
提示在这方面要避免过于富有创造性。研究发现了很多奇特的品牌名称：GLOG、
GUK、LUNK、SKIDE、TSUGE、ZOOTH、KNIRPS 等，公司试图通过比较“奇
葩”的品牌名称来区分自己，但这对新商标注册人来说并非是有效的策略。
文章指出，（1）这种商标消耗逐渐损害竞争力并增加了消费者的检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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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消费者快速将商标与其代表的资源和质量联系起来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消费
者对商标的印象。随着可用的商标名称日渐减少，商标的长度、复杂性和体积也
会增加。消费者必须面对效率较低的商标；
（2）除了商标消耗等较抽象的问题外，
对于医药产品而言，在药名上商标拥塞是致命的。如果不同功效的不同药物具有
相同或十分相似的名称，医生或药剂师可能会无意中将药物混淆，从而导致潜在
的致命后果。事实上，8％到 25％用药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名称混淆。
为此，文章提出了减少商标的消耗和拥塞的建议：提高维持和续展费和更严
格的强制使用要求；改革 Lanham 法，USPTO 将不再检索注册簿以确定申请商
标是否与已注册商标相似、易混淆。
文章指出，对于商标从业人员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检索和清理工作可能
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另外，需要向营销创意部的同事表明为什么不能申请
某些术语和名称的商标，以及需要提出替代词的建议。随着可用词的日益减少，
预计这两项活动都会变得更加艰难。
朱月仙 检索，任晓亚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
http://www.worldtrademarkreview.com/blog/detail.aspx?g=0aaee69a-94c6-4595-a037-72d1afbe54
48
原文标题：“We’re running out of good trademarks” – groundbreaking study reveals 81% of
common words are registered marks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其他

欧洲 IP 公司发布知识产权组合审核指南
2018 年 5 月 25 日，欧洲知识产权（IP）咨询公司 Novagraaf 发布 IP 组合审
核指南。指南指出，许多企业仅根据知识产权的规模估算其 IP 组合的健康度和
相对价值。如果不定期开展审核，其 IP 价值会大大降低。该公司就 IP 组合提出
“三步走”的审核指南。
步骤 1. 审查 IP 记录，保证数据准确性
首先需要及时更新数据，确保 IP 组合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否则有些自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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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 IP 所有权可能已不存在。借此机会也将厘清、更新 IP 数据，并使之不断
合理化，从长远来看通过审核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因为它可以准确识别记录中
潜在的错误，一旦错误发生，代价可能是非常高的。
为了识别和纠正常见错误，针对每条记录需要考虑以下关键问题：
 IP 所有者是谁？
 IP 状态如何？
 这些权利是否有效？
 许可证是否有效，是否违反其他任何权利？
 是否未缴费或付出其他利益而导致权利丧失？
 所有登记的权利是否与业务中使用的权利相匹配？
 有没有未登记的权利？
步骤 2. 从价值和效率层面布局审核 IP 组合
下一步是评估 IP 组合价值与增加和维护 IP 所付出成本之间的关系。这样有
助于识别从未使用但还在维持的专利和商标权，以及识别公司可能存在的知识产
权保护缺口。
该部分审核内容包括：
 审核 IP 战略，确保 IP 战略充分考虑了业务战略目标；
 根据当前的品牌、研发战略和未来计划，将所有的知识产权（如“核心”
与“非核心”IP）和市场（如国家、产品或服务）制定优先级；
 审核许可和版税协议，确保所有权利得到正确维护并能获得收入；
 审核供应商名单，考虑是否可以通过 IP 组合整合来进一步节约成本。
步骤 3. 制定规范的时间表，定期进行 IP 组合审核
完成一次 IP 审核只是定期审核计划的第一步。通过定期开展审核（理想情
况下至少每六个月一次），可以确保 IP 组合能随着业务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还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进一步节约成本：
 合并登记 IP；
 放弃可能重复登记的知识产权；
 识别未被开发的权利，可以用于转让、许可或放弃权利等。
另外，也要考虑未来商标、专利和外观设计在政策上可能发生的变化。如当
欧盟统一专利和统一专利法院（UPC）最终被引入时，及英国脱欧时可能发生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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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月仙 检索，侯雪婷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
http://www.novagraaf.com/insights/auditing-trademark-portfolios-step-step-guide
原文标题：Auditing trademark portfolios: a step-by-step guide
Investigations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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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jwal Nir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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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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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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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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17/06/article_0006.html
原文标题：Trade secrets: the hidden IP right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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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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an Heu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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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an Heu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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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C-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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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Heu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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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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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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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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一性审查（Section B-I, 2 和 B-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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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云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510c6a8a-fd3e-4851-9848-782210070786
原文标题：International report -EPO revises examination guidelines: key aspects for applicants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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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136

万亿日元，与 2012 年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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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bloomberg.co.jp/news/articles/2018-01-15/P2L2FN6K50XU01
原文标题：知的財産で稼ぐ日本、企業の海外移転で収益源の転換進む
检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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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news.mynavi.jp/article/20180130-577869/
原文标题：スマート社会実現に向けた Arm の半導体 IP 戦略 - ネプコンジャパン 2018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1 日

日本律师分析无人机专利趋势
2017 年 12 月 25 日，日本 DRONE IP LAB 公司的知名律师中畑稔从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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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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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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m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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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dronemedia.jp/patent-explanation-by-nakahata-01/?utm_source=dlvr.it&
utm_medium=twitter
原文标题：第１回 まさに戦国時代？！日本のドローンの特許勢力図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澳律所解析美澳基因专利制度差异
近期，联邦法院对澳大利亚肉类和牲畜有限公司（Meat & Livestock Australia
Limited，MLA）诉 Cargill 公司案的判决，使得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基因专利保护
实践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得到了广泛关注。这些差异主要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
Myriad 案判决，以及美国 Mayo 诉 Prometheus 案和 Ariosa 诉 Sequenom 案判决
的特殊性。2018 年 3 月，澳大利亚骁盾知识产权事务所（Shelston IP Pty Ltd）律
师 Grant Shoebridge 博士发文分析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基因专利保护制度方面存
在的差异。
在考虑分离天然存在基因序列能否获专利保护时，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主要关
注“遗传信息”的概念。因此，当高等法院判定基因专利案时，将仅分离天然存在
的基因序列以及分离或合成包含天然存在遗传信息的非天然存在基因序列，如
cDNA 判定为不具备专利保护资格。根据高等法院的判决，除基因序列以外，如
蛋白质和微生物等分离出自然存在的物质在澳大利亚仍享有专利保护资格，因为
它们不包含自然存在的遗传信息。这种情况与美国最高法院 Myriad 案判定结果
形成对比，美国最高法院判定所有分离的天然产品被排除在专利保护资格之外，
包括基因序列、蛋白质和微生物，但人工创建的基因序列（例如 cDNA）具有专
利保护资格。
澳大利亚 Myriad 案的判决没有考虑针对基因序列实际应用的权利要求的可
专利性，但近期 MLA 案的判决已确认这种权利要求具可专利性。这与美国
Sequenom 诉 Ariosa 案的判决形成了鲜明对比，该案借鉴了最高法院 Mayo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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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etheus 案的判决，判定识别基因序列与胎儿异常之间相关性的方法不适合申
请专利保护。
表 14 列出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基因专利保护制度方面的不同之处。值得注
意的是，澳大利亚有关基因筛查方法可专利性的法律可能会在 Sequenom 和
Ariosa 案的判决后发生变化，该案将于 2018 年 8 月举行听证会。
表 14 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基因专利保护制度方面的差异
主题

美国的专利保护资格

澳大利亚的专利保护资格

不具备

不具备

分离的天然存在的基因序
列
修改核苷酸的分离的天然
存在的基因序列

取决于修改是否有助于本发明的

具备

实施

密码子优化的基因序列

具备

具备

cDNA

具备

不具备

干扰RNA分子

具备

具备

分离天然存在的蛋白质

不具备

具备

分离的微生物

不具备

具备

有限

具备

用于诊断/预后的基因筛查
方法

朱月仙 检索，任晓亚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s://www.shelstonip.com/news/gene-patent-dichotomy-us-australia/
原文标题：The “gene patent” dichotomy between the US and Australia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

国际律所分析 AI 对现行知识产权法的挑战
基于 2017 年英国政府委托特别委员会对当今环境下人工智能（AI）对经济、
道德和法律等方面影响的研究，2018 年 5 月，Hogan Lovells 国际律师事务所发
文分析人工智能（AI）对现行知识产权法，尤其是对专利和著作权归属问题带来
的挑战，探究了英国知识产权制度是否适应 AI 的发展及企业需要为此做出的准
备工作。
1. AI 引发专利权归属争议
目前关于 AI 的内涵众说纷纭，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完全自治 AI 和需要人工干
预 AI 两种类型。分析指出，完全自治的 AI 可以让计算机与其他计算机进行交互，
并能够在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或执行功能。此形式的 AI 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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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都不存在人力机构，这可能会给知识产权等传统法律结构带来问题。例如，
AI 在没有任何人类参与的情况下的发明，AI 就应当成为该发明的“发明人”。但
在英国专利法中发明人被定义为一个人。因此，AI 是否能够包含在“人”的范畴？
是否能够将 AI 延伸到发明人的范围就是当下存在的问题。另外，目前英国对公
开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发明的发明人授予 20 年的垄断权，这是对在发明设计中
投入的辛勤工作和奉献精神的奖励。然而，与人类相比，AI 具备或即将具备更
大的处理能力，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提供更大量的数据。因此，AI 可以不经历任
何人类发明背后的偶然性和辛勤工作就能完成自己的发明。对一个国家来说，对
AI 授予 20 年发明权专利是否合适？如果 AI 开发出对社会有巨大利益的发明，
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否会不同？
分析表明，AI 时代即将到来，尽管人类在 AI 和机器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大进
步，但创建完全自主的 AI 仍旧任重道远。决策受初始计算机程序设计和算法参
数限制，因此近期内人/AI 协作背后的决策并不能实现完全自主。在这种情况下，
AI 等同于人类编写的软件代码，因此软件程序员有资格成为任何可取得专利的
“发明人”。但是，当发明是 AI 预料之外的成果时，软件程序员持有该发明的专
利权是否合理？如果发明源于对海量公共数据的分析，人们是否应该从其专利垄
断权中受益？无论是完全自治 AI 还是人/AI 协作型都会引发关于谁应该从专利
垄断中受益的重大问题。
2. AI 引发著作权归属争议
分析指出，如果 AI 产出的是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例如：一段音乐、一件
艺术作品甚至一种新算法。根据现行英国著作权法规定，计算机生成的文学、戏
剧、音乐或艺术作品的作者是“承担作品创作工作”的人。“计算机生成”被定义为
在没有人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作品。根据英国著作权法，AI 创造的著作权作品
的作者和第一著作权所有者应该属于软件程序设计者。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AI
创造成果的著作权划分将变得更为复杂，更加不明确，因为更尖端的 AI 技术在
发展的多个阶段涉及人类协作和投入。例如：当设计和确定算法及提供待分析的
数据集涉及多个程序员和多家公司时，可能会有多个共同的所有者。此外，AI
创作的著作权是否应该得到保护？著作权只保护“原创”文学、戏剧和艺术作品。
英国著作权法中“原创”意味着要投入足够的“技能、劳动和判断力”。AI 创作成果
是否包含足够的技能和劳动力？在编写 AI 算法时是否投入足够的技能和劳动力？
欧盟其他国家的立场能否一致？目前欧洲就计算机创作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尚未
统一，而欧盟对作品原创性的检验是作品是否为“作者自己的智力创作”，这里的
作者需要是一位人类作者。英国政府为了保护脱欧后 AI 创建的作品，可能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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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与欧洲其他国家不一致的制度。
3. AI 挑战知识产权侵权归咎判断原则
分析指出，AI 侵犯知识产权是对现行知识产权法律的另一个潜在挑战，因
为目前英国不存在追究 AI 侵权责任的法律制度。如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由完全
自治的 AI 承担，那么肯定会存在执法问题。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AI 侵权背
后可能会存在侵权人，软件设计者、控制实施者、测试人员及用户都有可能成为
实施侵犯行为的主体。现行法律规定应该由“最终人”（Ultimate Person(s)）承担
相关责任。尽管追查“最终人”可能比较困难，但这种情况并未挑战知识产权侵权
法的基本原则。通常而言，英国判例法可以发展以适应新的事实情景，这就使得
英国普通法系统能够很好地应对技术的发展。然而，随着 AI 的发展，需要人类
介入的 AI 与完全自治 AI 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判定 AI 是否侵权或创造知
识产权最终归咎于人类可能并不容易。
分析指出，虽然英国政府的特别委员会一直在关注人工智能对法律的影响，
但目前的关注重点集中在安全和监管领域，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关注远远不
够。在 AI 创建成果的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属等相关法规还未落定之际，考虑到在
此领域存在诉讼的可能性，相关组织应立即着手检查并确保与 AI 开发和使用有
关的任何新协议均应明确声明 AI 创造的知识产权的归属。
朱月仙 检索，侯雪婷 编译， 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s://f.datasrvr.com/fr1/418/80617/UK_IP_ready_for_AI.pdf
原文标题：Are the UK'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ready for AI?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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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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德温特创新索引
数据库（DII）、德文特数据分析器（T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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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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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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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孙长娇, 崔海信, 王琰, 等. 纳米材料与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研究进展[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16, 18
(1):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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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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son Innovation 数据库和 ISI Web of Knowledge
知识平台中的德温特创新专利索引（DII）数据库。截至 2017 年 11 月 15 日，共
检索到相关专利 6385 项。
分析工具：DDA（Derwent Data Analyzer）、TI（Thomson Innovation）分析
平台。
2. 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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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专利申请趋势[6]（单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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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可看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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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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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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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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要研发机构
专利申请量前 10 位的申请人中（图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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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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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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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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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中国科学院[EB/OL].http://www.cas.cn/zz/yk/201410/t20141016_4225142.shtml.[2017-12-19]
[8]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EB/OL].http://www.setek.com/.[201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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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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领域内开展广
泛的业务活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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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4 农业纳米新材料与功能产品制造专利申请人 Top 10（单位：项）

5. 技术热点主题
利用 Thoms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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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9]日本凸版印刷公司[EB/OL].http://www.toppan.co.jp/english/index.html.[201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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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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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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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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气泡发生转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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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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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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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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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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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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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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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中国科学院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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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图 27 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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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合剂组合物（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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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日本凸版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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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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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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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青岛源之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专利覆盖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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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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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最多的两家公司。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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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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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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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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光缆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光纤光缆作为光通信中光信号传输的物理媒介，是我国推进“宽带中国”战略
的重要技术领域。本文利用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DII）、汤姆森数据分析器（TDA）
等，从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等全流程角度，分析了光纤光缆技术领域全球专利
的申请趋势、技术分布、重点申请机构等，以期为我国在光纤光缆技术领域中的研
发和产业化提供知识产权情报支撑。

光纤光缆是光网络或光链路中光信号从一端传送到另一端的物理媒介，具有
比铜缆节能、抗干扰、容量大、速率高等优势，已成为信息化社会中信息的主要
传输媒介，在通信、交通、工业、医疗、教育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光纤光缆涉
及光纤预制棒制备、光纤拉丝和光缆制作等 3 大流程。光纤预制棒是制造光纤的
玻璃特种预制大棒和核心原材料，目前已形成多种制备工艺，包括改进化学气相
沉积法、管外气相沉积法、气相轴向沉积法、等离子体化学 气相沉积法等。光
纤由纤芯和包层组成，将射入纤芯的光信号，经包层界面反射向前传播，其品种
及发展阶段包括多模光纤应用、单模光纤应用、针对干线单模光纤性能优化、接
入网光纤性能优化等。光缆是由光纤经过一定的工艺而形成的线缆，其结构随着
光网络、使用环境的要求而发展，目前发展具有较多关注施工方法和维护方法、
新材料促进光缆结构改进等特点。
本文以全球光纤光缆专利为研究对象，从光纤光缆整个生产链的角度，分析
各环节的关键技术发展趋势和技术领域分布，研究当前光纤光缆技术成熟度、关
键技术最新动向，研判主要机构的专利布局和竞争优势，为我国在这一优势技术
领域中的研发决策、产业化布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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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纤光缆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通过检索 DII 数据库，共得到光纤光缆技术相关专利（族）10156 项[10]。从
光纤光缆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来看[11]（图 32），发展整体上呈现出增长
态势，并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全球光纤光缆的专利申请可大致划分为 5 个阶段：第 1 阶段（1971 年-1986
年）是起步萌芽期，专利申请数量较少；第 2 阶段（1987 年-1996 年）是平缓发
展期，长期处于 200 项以下水平震荡和徘徊；第 3 阶段（1997 年-2002 年）是高
速增长期；第 4 阶段（2003 年-2007 年）是发展低迷期，专利申请数量呈现下降
趋势；第 5 阶段（2008 年至今）专利申请重新呈现出向上趋势。

图 32 光纤光缆技术专利申请数量随时间的发展变化

美国、日本、中国作为光纤光缆技术专利主要申请国家，申请趋势各有特点。
2002 年之前，美国、日本相关专利申请较多，但 2002 年后，美国、日本专利申
请出现下降趋势。2008 年后中国加速光纤光缆专利的申请，特别是 2010 年后，
中国专利年申请数量几乎占全球年申请数量的 60%以上，是光纤光缆专利新一轮
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 光纤光缆技术专利技术主题分析
国际专利分类（IPC）是国际通用的、标准化的专利技术分类体系，蕴含着
丰富的专利技术信息。本文基于 IPC 分类法，结合光纤光缆的技术特征，从光纤
预制棒、光纤和光缆 3 大流程开展技术分析（表 15）。
表 15 光纤光缆专利技术分布
[10]数据检索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15 日。
[11]注：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被 DII 收录会有一定的时滞，文中近 2 年，特别是 2017 年的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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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技术领域

专利
数量

近3年申请量占
比（热点）

1

用玻璃基体上沉积玻璃法制造预制棒

1337

21%

2

拉制纤维或细丝用于预制棒的制造

1108

23%

3

完全或部分用化学方法制造预制棒

621

23%

4

玻璃纤维或细丝的制造

610

5%

5

生产石英或熔凝硅石制品的专用方法

505

4%

6

软化的玻璃、矿物或渣制的絮片、纤维或细丝
的制造或处理

337

5%

1

光导、包含光导和其他光学元件

2639

7%

2

带有包层的光纤

974

39%

3

不同种类玻璃组成的光纤

839

24%

4

包含多层的芯或包层的光纤

469

53%

5

拉制或挤压法制造玻璃纤维或细丝

587

10%

6

由再加热软化的玻璃管、棒、纤维或细丝的制
造玻璃纤维或细丝

435

39%

7

芯和包层纤维组成的光纤

287

28%

8

控制或调节光纤制造和处理

285

13%

9

光纤的表面处理

273

0%

1

用于为光纤提供抗拉强度和外部保护的机械
结构

3270

29%

2

包括至少1个电导体连同光纤共同构成的电缆

583

28%

光缆

在热点技术方面，包含多层的芯或包层的光纤、带有包层的光纤、由再加热
软化的玻璃管、棒、纤维或细丝的制造玻璃纤维或细丝等光纤技术最近 3 年的专
利申请量达到各自专利总量的 30%以上，专利申请活跃。
2015 年以来，光纤光缆技术领域涌现出一批新技术。在光纤预制棒方面，
出现了抛光磨削剂、抛光剂、抛光研磨装置、装夹装置以及运输搬运装置等新技
术。在光纤方面，出现了羧酸金属盐阻燃新材料、拉丝余长监测等新技术，涉及
纳米材料改性的塑料光纤及其制备方法。在光缆方面，出现了环状多羧酸的酯的
材料、光缆应急抢修车等新技术。
3 光纤光缆技术专利权人分析
全球光纤光缆相关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的前 20 位专利权人的专利数量情况如
图 33 所示。这些专利权人都为机构，专利数量不少于 67 项。表 16 给出了国外
主要专利权人的技术分析，表 17 给出了国内主要专利权人的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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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主要专利权人的专利数量

日本机构以住友电工公司、藤仓公司、古河电气有限公司为代表，专利数量
排名靠前，在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等技术领域都有较好布局，且研发重心呈
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近年来专利申请数量偏少。住友电工作为光纤光缆的专利
领头羊，在主要技术领域都有较多专利布局，研发重心主要是光纤中的光导、包
含光导和其他光学元件和不同种类玻璃组成的光学纤维，光缆中的光纤提供抗拉
强度和外部保护的机械结构，光纤预制棒中的用玻璃基体上沉积玻璃法（如化学
气相沉积法）制造预制棒。
美国机构以康宁公司为主，在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的技术领域都有布局。
康宁公司的技术分布广泛，研发重心主要包括光纤预制棒中的用玻璃基体上沉积
玻璃法制造预制棒、拉制纤维或细丝用预制棒的制造；光纤中的光导、包含光导
和其他光学元件、带有包层的光纤、不同种类玻璃组成的光学纤维；光缆中的用
于为光纤提供抗拉强度和外部保护的机械结构。
中国机构以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
近年来发展迅速。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专利最多的公司，研发重心
主要集中在光缆技术上。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光纤光缆专利技术布
局最全的企业，研发重心包括光纤中的包含多层的芯或包层的光纤、带有包层的
光纤，光纤预制棒领域中的用玻璃基体上沉积玻璃法制造预制棒，光缆中的用于
为光纤提供抗拉强度和外部保护的机械结构。
表 16 国外主要专利权人技术分析
专利权人

光纤预制棒核心技术

光纤核心技术

光缆核心技术

住友电工公
司（日本）

用于光纤的玻璃材料加热
炉、玻璃光纤预制棒的热处
理、颗粒状二氧化硅玻璃的
光纤预制棒的加热炉；降低
偏振模式的光纤拉丝方法；

光纤线路识别方法、色散位
移光纤、色散补偿光纤、具
有不同部分覆层的微结构
光纤、用于波长转换器的具
有额外包层的光纤、提供剥

具有最硬树脂层的保护
套的通信光缆、用于潜
艇或中继通信的光缆、
防水通信光缆、涂覆紫
外线固化树脂的光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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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高品质预制棒、棒管法
制造光纤预制棒、氟化物掺
杂光纤预制棒等。

离层的多芯光纤、通过CVD
涂覆碳的光纤、用于光学模
块的微结构光纤等。

光纤芯线制造方法等。

藤仓公司
（日本）

通过铸造水溶液的石英玻璃
纤维预制棒制备方法、用于
光纤预制棒的制火炬、没有
裂纹和裂缝的光纤预制棒制
备方法、用于制造光纤的光
纤预制棒制备方法、掺杂氧
化物和氟在核心部分的光纤
预制棒、光纤预制棒的热处
理、控制光纤预制棒合成等。

具有凹部的多芯光纤、具有
热固性或光固化性树脂层
的涂层光纤、用于波分复用
传输的光纤、大模场增益光
纤、用于多路复用传输的光
纤等。

用于信息网络的光缆、
用作分支光缆的电缆
等。

古河电气有
限公司（日
本）

制造用于光纤预制棒的掺铒
石英玻璃、光纤预制棒制造
方法、使用玻璃棒部分成型
的光纤预制棒制造方法等。

用于窄带宽光谱的光纤、具 用于光纤通信网络的光
有特定热膨胀系数的芯层 缆、用于光纤网络的分
和覆层的波分复用传输光 路光缆、用作分支光缆
纤、光通信熊猫型偏振保持
的光缆等。
光纤、稀土掺杂核心光纤、
包含锗和氟的芯的石英型
单芯光纤等。

康宁公司
（美国）

通过化学气相沉积形成光纤
预制棒、具有折射率突变的
光纤预制棒、光纤预制棒的
蒸发反应物、掺杂氟的光纤
预制棒的制造等。

多层聚合物涂层的可熔断
光纤、用于长距离和超长距
离网络放大器的光纤（海底
应用）
、保偏光纤、包含反
应性单体和光引发剂的可
辐射固化组合物的光纤涂
层等。

用于光通信网络的预连
接室外光缆、光纤配线
光缆组件、具有围绕分
离层护套的光通信光
缆、用于光纤到本地网
络的光纤分配缆、含低
密度聚乙烯材料的通信
光缆、具有光电传感器
的集成电缆、传输光学
数据的集成电缆等。

DRAKA公
司（荷兰）

制造光纤预制棒的方法、二
氧化硅均匀等离子体化学气
相沉积到细长基材的方法、
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的沉
积装置等。

多模光纤制造方法、用于掺
铒光纤放大器的放大光纤、
拉伸光纤同时减少涂层变
形以减少衰减的装置等、用
于传输系统的高数据速率
应用的多模光纤等。

带有光纤层叠带用的保
护系统的纤维光缆、具
有耦合元件的光缆、用
于传输信息（例如电话
信号和互联网通信）的
光缆、含有共混物形成
护套的光纤电缆、包括
穿孔的阻水元件的光纤
电缆等。

表 17 国内主要专利权人技术分析
专利权人

光纤预制棒核心技术

光纤核心技术

光缆核心技术

江苏亨通光
电股份有限
公司

沉积光纤预制棒用母棒、大
尺寸光纤预制棒的生产方
法、烤灯、沉积装置、提高

中空石英塑料特种光纤、新
型光纤复合架空相线、聚酰
亚胺涂覆光纤、使用氢气进

全干式光纤复合电缆、
加强型全介质防鼠光
缆、高可靠性通信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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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预制棒疏松体密度的方
法等。

行光纤拉丝在线冷却装置、 智能电缆、轻型小缆径8
生产低偏振模色散光纤的 字形自承式光缆、光纤
装置等。
复合电缆、防鼠型两芯
射频拉远光缆、碳纤维
加强海底光缆等。

长飞光纤光
缆股份有限
公司

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法、气
相沉积法、管外气相沉积法、
管外气相沉积法制备光纤预
制棒的方法及装置；离子体
外喷法制造水峰光纤预制棒
的方法；等离子体谐振腔可
调谐波导装置等。

低衰减、弯曲不敏感、大有
效面积的单模光纤；各种类
型的单模光纤；各种类型的
多模光纤，包括抗弯曲多模
光纤、渐变折射率抗弯曲多
模光纤、高带宽多模光纤；
适合高速大预制棒制造具
有低偏振模色散单模光纤
的方法等。

具有耐高温、耐高电压、
防火阻燃、防鼠防蚁防
啮等功能的光缆；光电
复合缆；全干式四根平
行加强件无套管式光纤
带光缆等。

江苏中天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疏松体光纤预制棒一体化烧
结脱气的设备、四氯化硅进
料增压系统、疏松体光纤预
制棒一体化烧结脱气的设
备、光纤预制棒外包层高效
制备方法、大尺寸光纤预制
棒的在线退火装置及其在线
退火方法、高纯玻璃棒加热
保温的设备、大尺寸光纤预
制棒的测试方法、微间隙套
管光纤预制棒的制备方法及
其拉制光纤的方法等。

光纤拉丝冷却系统、高强度
大盘长海底光缆用单模光
纤的制备方法等。

通信用大芯数微型耐火
光缆、非金属防冻防挤
压引入光缆、盐湖地区
用耐腐蚀ADSS光缆、抗
磨损海底光缆、轻型保
护型海底光缆、预分支
型海底光缆等。

中国国家电
网

在光纤预制棒技术领域专利
布局较少。

在光纤技术领域专利布局
较少。

用于光纤复合相线的在
线温度监测系统及其监
测方法、骨架式线缆、
通信光缆应急抢修车、
光缆接续方法、融冰线
路防雷击OPGW光缆、
光缆护管端口密封吊圈
等。

烽火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光纤预制棒的制造方法；光
纤预制棒生产设备，包括沉
积车床、感应加热成棒机床、
熔缩感应炉、脱水装置、车
床出气端旋转接头、定压夹
持装置、双层玻璃马弗管、
疏松体沉积反应器等装置；
制造大模场有源光纤、高衰
减光纤、宽带多模光纤、低
损耗大有效面积单模光纤的

单模光纤、光子晶体光纤、
高衰减光纤、双包层有源光
纤等各种光纤的制造方法；
光纤拉制技术和装备，包括
高速拉制光纤的装置、高效
并束型激光光纤拉制方法、
光纤拉丝的连续生产系统、
高速拉丝下的光纤冷却系
统、光纤的热处理方法等。

3G设备连接用光缆、UV
光缆、复合型油气软管、
蝶型光缆、双层大芯数
层绞式光缆、双层绞全
干式光缆、易剥离的微
型分支光缆、楼宇布线
的可开天窗式光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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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预制棒等。
富通集团有
限公司

光纤预制棒的制备装置、光
纤预制棒吊挂装置及光纤拉
丝装置、制造光纤预制棒外
包层的方法及装置、采用套
管法制造光纤预制棒外包层
的方法、制造掺稀土光纤预
制棒的方法、大尺寸低水峰
光纤预制棒制造光纤的方法
等。

弯曲损耗不敏感的单模光
纤、光纤母材拉伸的控制方
法、低弯曲损耗的超细低水
峰光纤、优化色散特性的单
模光纤等。

在光缆技术领域专利布
局较少。

江苏通鼎光
电股份有限
公司

在光纤预制棒技术领域专利
布局较少。

拉丝过程中涂敷直径在线
自动控制的方法等。

新型光纤束通信用光
缆、自承式光电复合缆、
用于AOC的光电复合
缆、半干式通信光缆、
光电复合铁路数字信号
电缆等。

4 小结
本文聚焦光纤光缆相关技术，对光纤光缆专利开展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光纤光缆技术专利数量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并具有一定的周期性。2008
年后中国加速光纤光缆的专利申请，2010 年后中国专利年申请数量几乎占全球
的 60%以上，是光纤光缆专利走出衰退期、进入新一轮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光纤光缆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光纤预制棒包括玻璃基
体上沉积玻璃法制造预制棒、拉制纤维或细丝用于预制棒的制造等；光纤包括光
导、包含光导和其他光学元件、带有包层的光纤、不同种类玻璃组成的光学纤维
等；光缆包括为光纤提供抗拉强度和外部保护的机械结构等。
（3）国外主要竞争机构技术布局广泛、实力较强。住友电工、藤仓公司、
古河电气等日本机构专利排名靠前，在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等技术领域都有
较好布局，研发重心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近年来发展缓慢。康宁公司、美国
电报电话公司等美国机构在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的技术领域也有较好布局。
（4）中国机构近年来专利申请活跃，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呈现出研发重心
向光缆集中的特点，但较少机构实现光纤光缆专利全覆盖。同时，中国机构关注
技术则各有侧重。亨通光电、中天科技关注光电复合缆、海底光缆，通鼎光电较
多关注光电复合缆。国家电网专利不涉及光纤光缆制造，关注光缆的监测和维修。
目前，我国光纤光缆技术与日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为进一步促
进我国光纤光缆行业良好发展，我国政府应围绕核心巨头，鼓励建立一批具有自
主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形成全产业链覆盖、实力雄厚的产业群，提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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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力及风险承受力；企业应强化全球专利保护意识，重视 PCT 专利申请，
积极探索并尝试进入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墨西哥等潜在市场；研发部门
应围绕国家光通信战略和产业技术升级，加强超高速超大容量超长距离光通信光
纤光缆等未来重点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周洪（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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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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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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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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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Innovation Index，简称 DII）、Innography、
Inco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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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敬娟. 非球面加工工艺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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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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4 所示：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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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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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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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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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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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动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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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国际专利申请量年度态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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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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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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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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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8 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相关专利的技术分类（TOP10）

[13]近 3 年的专利受公开时间影响，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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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国际专利申请量年度态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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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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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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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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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主要专利申请机构（TO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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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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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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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中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受理量年度变化[16]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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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近两年的专利受公开时间影响，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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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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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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中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法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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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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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相关技
术专利申请量最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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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中国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主要申请机构（TOP 10）

（7）小结

知识产权动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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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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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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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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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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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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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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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专利研发布局（粉色：专利优势区；蓝色：专利壁垒区；橘色：专利机会区）

知识产权动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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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所示。
表 22 我国在非球面光学加工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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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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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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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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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展示了 1918 至 2017
年全球农业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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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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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农业领域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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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和图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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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农业领域专利受理国/组织

图 41 农业领域专利专利受理国/组织

（3）主要专利权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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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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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是专利申请量最多的机构，有
56030 件，之后依次是巴斯夫公司[18]和井关农机株式会社[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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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 农业领域专利申请 Top10 主体

（4）主要受理国/组织技术分支
表 25 为农业专利主要受理国/组织的重要技术分支，表 26 为重要技术分支
相应的 IPC 内涵。
表 25 农业专利技术主要受理国/组织分布

表 26 农业领域重要技术分支的内涵

[17]http://www.bayer.com.cn/
[18]https://www.basf.com/cn/zh/company/career/why-join-basf.html
[19]http://www.iseki.co.jp/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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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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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7 农业专利技术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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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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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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bacterial coating）。在水性聚氨
酯（aqueous polyureth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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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ethylpyrrolidone）中加入纳米氧化锌（nano-zinc oxide），超声波处理得到
溶液 I，将溶液 I 加入到硅烷偶联剂（silane coupling ag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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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ene oxide）与 N，N-二甲基乙酰胺（N-dimethylacetam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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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 silver chloride）、纳米
氧化铝（nano aluminum oxide）和纳米氧化钙（nano calcium ox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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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drotalcite）、钌配合物（ruthenium complex）和银纳米粒子（silver nanoparticles），
钌配合物和银纳米颗粒大小为 50-150nm。使用离子交换方法将钌配合物可嵌入
水滑石中间层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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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herichia coli），鼠疫耶尔森氏菌（Yersinia
pestis）、伤寒沙门氏菌（Salmonella typhi）、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和幽门
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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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el-oxide
nanocellulose nanocomposites）纳米复合材料，粒度为 4-10n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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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nano tu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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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动态

175

维（polypropylene fiber）为骨架材料，聚丙烯纤维的孔径为 1-2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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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titanium dioxide）
、
纳米二氧化硅（nano-silicon dioxide）、纳米氧化铜（nano-copper oxide）和纳米
氧化铝（nano-alum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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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ium montmorillonite），
然后混合，进行离子交换反应，加入全氟烷基季铵盐（perfluoroalkyl quaternary
ammo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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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inic ac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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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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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天麻的高产量。制备种植猕猴桃的土壤修复处理剂，原料包括含有茉莉酸甲酯
（methyl jasmonate）、牡蛎壳粉、聚天冬氨酸（polyaspartic acid）、麦饭石粉、硫
酸锌、纳米二氧化硅（nano sili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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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soluble melamine formaldehyde resin）、聚乙烯醇树脂（polyvinyl alcohol
res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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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mium）和铅（lead）含量的方法是用直径为 80±5nm 的铁纳米
颗粒（iron nanoparticles）水悬浮液（aqueous suspen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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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anthomonas ）、 核 盘菌属 （ Sclerotinia）、尿烷 （ urethane） 和 纳米氧 化钛
（nano-titanium oxide）等成分，制备出的绿色除草剂无害、无毒、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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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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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 sil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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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romatic-modified terpene resin ）、 微 晶 纤 维 素 、 交 聚 维 酮
（crospovidone）、纳米海泡石（nano sepioli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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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loronicotinic acid）合成吲唑类（indazole-bas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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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nm 的农药，制备时通过混合剪切和乳化阿维菌素
（abamect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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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icide）、有机肥、腐殖酸（humic ac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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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illus thuringiens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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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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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果的抗逆性。原料为纳米氧化钛（nano-titanium ox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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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ine derivative）、海藻酸钠（sodium alginate）、纳米氧
化钛（nano titanium oxide）、十二烷基苯磺酸钠（sodium dodecyl benzene sulf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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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oysite nano tu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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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on-cobalt complex）。制备植物生长调节剂时，加入二茂铁高分子聚合物
（ferrocenyl high molecular polymer）、聚芳醚酮（polyaryletherktone）、羰基铁粉
（carbonyl iron powder）复合磁性材料、深海多糖活化剂（polysaccharide activating
agent）、纳米二氧化硅（nanosilicon dioxide）和复合氨基酸（composite amino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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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walled carboxylated carb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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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acrylic ac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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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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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k）、EDTA 钠（sodium EDTA）、镁糖醇（magnesium sugar alcohol）、甜叶菊
叶（Stevia leaves）、纳米活性炭（nano activated carbon）、纳米水性粘合剂（nano
aqueous adhe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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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yl triethyl citrate）、冬青油、糯米粉、丙烯酸（acryl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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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材料制备肥料，可将含氮可溶性物质溶解在去离子水中，加入碳黑（carbon
black）或碳纳米管（carbon nanotub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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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0000nm 的粒径，且在含水肥料中的比例为每公斤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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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potassium phosphate）、
硫酸镁（magnesium sulfate）、硼酸（boric acid）、EDTA 锌（zinc EDTA）、植物
生长调节剂、稀土元素、羧化壳聚糖（carboxylated chitosan）等成分。
③制备有机复合肥改良大豆土壤，将排泄物、棉籽粕（cottonseed me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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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kaol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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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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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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pulgite clay）、苎麻油（ramie oil）
和去离子水（deionized wa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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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kyl
benzene sulfonate）、十二烷基硫酸钠（sodium lauryl sulfate）、矿物油、百里香提
取液、有机硅聚氧乙烯醚（organosilicone polyoxyethylene ether）、纳米氮化硅（nano
silicon nitr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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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des aegypti larva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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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sulf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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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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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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海洋灾害领域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基于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DII），利用 Thomson Data Analyzer（TDA）等
专门分析工具，对 2000 至 2017 年国际海洋灾害领域专利进行分析，宏观展示该领
域近 20 年来专利技术研发格局，同时特别对我国及中国科学院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
态势进行分析，以期把握海洋灾害领域相关技术的发展现状，为我国相关技术的研
发提供决策参考。

在全球范围内海洋灾害频发，特别对于海洋沿岸国家和地区而言，海洋灾害
每年对其造成的环境及生命财产损失严重。我国幅员辽阔，拥有长达 1.8 万公里
的大陆海岸线，海洋灾害所导致的损失在所有自然灾害中所占比例接近 10%，因
此，我国在应对和处置海洋灾害方面面临着较大压力。对国际海洋灾害相关专利
技术研发态势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目前海洋灾害防控与治理相关技术的国际、
国内发展现状，为我国相关技术的研发提供决策参考。
1. 国际海洋灾害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自 2000 年以来全球海洋灾害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总体呈持续上升态势[20]，特
别自 2004 年开始，海洋灾害领域专利申请增速明显。2008 至 2016 年，全球海
洋灾害领域年度专利申请量均超过 200 件，2014 年为该时段专利申请量的峰值
年，专利申请量达 306 件。2000 至 2017 年海洋灾害领域全球专利申请变化趋势
如图 42 所示。

[20]数据检索时间：2017-06-15，共检索到符合条件的专利 3477 件。近 2 年的数据可能不全，仅供参考，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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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2000 至 2017 年国际海洋灾害领域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趋势

2. 国际海洋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权国家（地区）
分析结果显示，2000 至 2017 年海洋灾害领域专利申请主要来自受海洋灾害
影响显著的国家（地区），相关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分别为中国、韩国、日本和
美国，其中中国、韩国和日本专利申请量均超过 500 件，中国专利申请量达 1155
件，占全球专利申请量的 1/3 以上。2000 至 2017 年全球海洋灾害相关专利申请
主要国家（地区）分布情况如图 43 所示。

图 43 2000 至 2017 年全球海洋灾害相关专利申请主要国家（地区）分布

3. 国际海洋灾害领域主要机构专利权人
2000 至 2017 年海洋灾害领域专利申请机构主要来自中国，在专利申请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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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前 18 位机构专利权人中，有 14 位来自中国，其余分别来自日本、美国、韩
国和印度。在海洋灾害领域申请专利最多的前 5 位机构中，中国占 3 家，日本和
美国各占 1 家，其中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专利申请领先优势相对明显。
2000 至 2017 年，海洋灾害领域主要机构专利权人的分布情况如表 28 所列。
表 28 2000 至 2017 年国际海洋灾害领域主要机构专利权人
排序

专利申请量

专利权人（DII）

国别

UNIV CHINA OCEAN

中国

45

CHINESE ACAD SCI

中国

45

2

NITTO DENKO CORP

日本

30

3

LIPOTEC SA

美国

24

4

UNIV DALIAN OCEANOGRAPHY

中国

21

5

UNIV ZHEJIANG OCEAN

中国

19

6

KOREA INST OCEAN SCI & TECHNOLOGY

韩国

17

7

CAFS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 INST

中国

15

KOREA OCEAN RES&DEV INST

韩国

14

QINGDAO HAODA MARINE HEALTH FOOD

中国

14

1

8

（件）

CO LTD
9

COUNCIL SCI&IND RES INDIA

印度

13

10

UNIV ZHEJIANG

中国

12

UNIV TIANJIN

中国

11

UNIV XIAMEN

中国

11

QINGDAO HIFUN MARINE BIOLOGICAL

中国

10

SOA FIRST INST OCEANOGRAPHY

中国

10

TORAY IND INC

日本

10

UNIV LINYI

中国

10

11

TECHNOLO
12

4. 国际海洋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技术方向
表 29 给出了 2000 至 2017 年海洋灾害领域 Top20 专利技术主题分布情况。
分析结果显示，全球海洋灾害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海洋环境灾害治理（特别
是人为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及其相关设施/设备、海洋灾害防灾减灾水
利工程及相关基础设施、海洋灾害对海洋产业的影响应对、海洋环境状况检测等。
表 29 2000 至 2017 年国际海洋灾害领域专利申请主题分布[21]
排序

IPC

专利申请
量（件）

主要技术主题

[21]国际专利分类代码 IPC 完整中文释义请参见国际专利分类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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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02F

839

水、废水、污水或污泥的处理

2

E02B

419

水利工程

3

A01K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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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B01D

261

分离

5

C12N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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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01N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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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B63B

205

船舶或其他水上船只；船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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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空气除臭，消毒或灭菌，
或者绷带、敷料、吸收垫或外科用品的化学方面，或材料
的使用入A61L；肥皂组合物入C11D

8

A61K

9

C09D

145

涂料组合物，例如色漆、清漆或天然漆；填充浆料；化学
涂料或油墨的去除剂；油墨；改正液；木材着色剂；用于
着色或印刷的浆料或固体

10

F03B

144

液力机械或液力发动机

11

G01N

138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

12

A23L

128

小类中的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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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23K

127

专门适用于动物的喂养饲料；其生产方法

14

A01P

117

化学化合物或制剂的杀生、害虫驱避、害虫引诱或植物生
长调节活性

15

B01J

115

化学或物理方法，例如，催化作用、胶体化学；其有关设
备

16

A61P

110

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

17

A01G

108

园艺；蔬菜、花卉、稻、果树、葡萄、啤酒花或海菜的栽
培；林业；浇水

18

C12R

95

与涉及微生物之C12C至C12Q小类相关的引得表

19

C09K

92

不包含在其他类目中的各种应用材料；不包含在其他类目
中的材料的各种应用

20

E02D

87

基础；挖方；填方；地下或水下结构物

5. 海洋灾害领域中国专利申请分析
（1）专利申请趋势
与国际相比，中国在海洋灾害领域的专利申请活动相对滞后，在 2008 年之
前，专利申请相对有限，年均专利申请量不足 13 件。自 2008 年开始，中国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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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呈较快增长态势。特别是在 2011 年后即 2012 至 2016 年间，年均专利申请
量超过 140 件，2016 年的专利申请量达到峰值，为 159 件。2000 至 2017 年中国
专利申请年度变化趋势如图 44 所示。

图 44 2000 至 2017 年海洋灾害领域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2）主要机构专利权人
海洋灾害领域中国主要机构专利权人分布情况如表 30 所示。在海洋灾害领
域申请中国专利较多的机构包括：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海洋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其中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
科学院的专利申请量明显高于其他机构。
表 30 海洋灾害领域中国主要机构专利权人
排序

专利权人（DII）

专利申请量
（件）

UNIV CHINA OCEAN

45

CHINESE ACAD SCI

45

2

UNIV DALIAN OCEANOGRAPHY

21

3

UNIV ZHEJIANG OCEAN

19

4

CAFS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 INST

15

5

QINGDAO HAODA MARINE HEALTH FOOD CO LTD

14

6

UNIV ZHEJIANG

12

7

UNIV TIANJIN

11

QINGDAO HIFUN MARINE BIOLOGICAL TECHNOLO

10

SOA FIRST INST OCEANOGRAPHY

10

UNIV LINYI

10

UNIV XIAMEN

10

9

UNIV SHANGHAI JIAOTONG

9

10

FUJIAN TIANMA FEED CO LTD

8

11

UNIV HOHAI

7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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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 SHANGHAI OCEAN

7

（3）中国科学院专利申请情况
中国科学院共有 18 个研究所在海洋灾害领域有专利申请，其中申请专利达
到或超过 3 件的研究所有 4 所，分别为海洋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广州
先进技术研究所和华南植物园，其余研究所专利申请数量均在 2 件及以下。海洋
研究所相关专利申请共 13 件，占中国科学院专利申请总量的 28.9%。中国科学
院主要专利申请单位分布情况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海洋灾害领域中国科学院主要专利申请单位
专利申请

排序

专利权人（DII）

1

CHINESE ACAD SCI INST OCEANOLOGY

13

2

CHINESE ACAD SCI DALIAN CHEM & PHYSICAL INST

5

CHINESE ACAD SCI GUANGZHOU ADVANCED TECH

3

CHINESE ACAD SCI SOUTH CHINA ARBORETUM

3

CHINESE ACAD SCI PLASMA PHYSICS ACADEMIC

2

GUANGZHOU GEOCHEMISTRY INST CHINESE ACAD

2

CHINESE ACAD SCI LANZHOU INST CHEM PHYSI

2

CHINESE ACAD SCI TECH INST PHYSICS & CHE

2

INST SOIL SCI CHINESE ACAD SCI

2

CHINESE ACAD SCI YANTAI INST COASTAL ZON

2

CHINESE ACAD SCI BOTANY INST

2

CHINESE ACAD SCI URBAN ENVIRONMENT INST

1

CHINESE ACAD SCI GUANGZHOU CHEM RES INST

1

CHINESE ACAD SCI INST PROCESS ENG

1

CHINESE ACAD SCI METAL RES INST

1

CHINESE ACAD SCI SOUTH SEA OCEANOLOGY

1

CHINESE ACAD SCI ENVIRONMENT RES CENT

1

CHINESE ACAD SCI CHANGCHUN APPLIED CHEM
INST

1

3

4

5

量（件）

吴秀萍 供稿，张树良 整理（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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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科院专利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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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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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010-62601232，13401007720
上海：021-64174907，13817798885
山东：0531-81957822，13953114137
0531-81690629，15550010007
江苏：025-89665802；13851727149
浙江：13968122000；18258875223
福州：0591-62098868;18850373228
深圳：0755-28408396；13427923490
附件：932 件拍卖专利清单及起拍价格，下载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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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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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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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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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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std.cas.cn/ywzgzdt/201801/t20180131_4634378.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27 日

中科院专利成果首场拍卖会在济南举行
3 月 16 日，由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中科院沈阳分院、山东
省科技厅、山东省知识产权局共同主办，济南市科技局、中科院山东中心等共同
承办的中科院专利拍卖系列活动首场拍卖会在山东济南成功举行。山东省科技厅、
省知识产权局，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沈阳分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以及来自中科院、山东省、济南市和竞拍企业的代表约 300 人参会。
为使社会企业深入了解中科院专利拍卖活动和保证拍卖标的定价科学，中科
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在推进专利“普惠计划”的基础上，共征集了 57 家院属
单位的 932 项专利，通过专利拍卖的形式惠及更多社会企业，为此研究制定了“中
科院专利估值模型”，从专利先进性、技术支撑度、市场关联度 3 个维度进行评
价，生成拟拍卖专利的预估值。本次专利拍卖活动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竞价和拍卖举牌联动，全方位多渠道予以推进。3 月 1 日至 15 日，对所有
专利在线上交易平台点拍网进行了集中展示，而后结合山东济南的产业特点，筛
选出 36 项专利标的进行第一次现场拍卖，后续还将在江苏、浙江、福建和深圳
等地陆续开展系列拍卖活动。
16 日上午的现场竞拍活动场面热烈，经过多轮加价，第一件专利最终被山
东鲁抗中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50 万元的价格竞得；该场的最后一锤则被淄博
的一家新材料公司拍走。经过近 3 个小时的激烈竞价，36 件现场拍卖的专利中
共有 28 件专利被 11 家企业成功拍下，成交价 503 万，锁定成交率 77%，单件专
利最高成交价 60 万元。
这次活动得到了山东省科技厅和知识产权局的大力支持，并取得了非常优惠
的政策，对于拍卖成交的企业，山东省科技厅、省知识产权局将进行跟踪服务，
开展专利转化实施绩效评估，取得良好经济社会效益的，可从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中给予一定的支持，最高扶持经费 500 万元；符合相关产业化政策的，还可纳入
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项目进行培育。该场拍卖会后，中科院沈阳分院将以中科
院山东中心为平台，为山东省竞拍企业或其他相关企业与专利持有人或科研团队
提供持续的跟踪和对接服务，力促中科院各项专利技术成果尽快转化成现实生产
力，积极助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在该场拍卖会启动仪式上，山东省知识产权局局长于智勇与中科院知识产权
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青签署了《山东省知识产权局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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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建立战略合作机制，促进共同发展，为山东新旧
动能转换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sygz/201803/t20180319_4638838.s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23 日

中科院在多地举办专利拍卖推介会
2018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与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合作，
在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福州、深圳等省市举办了中科院专利拍卖新
闻发布及推介会。
据悉，此次专利拍卖标的涉及中科院院属 57 家机构共 932 项专利，涵盖新
材料产业、智能制造产业、先进生物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多个国家重点支持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科院首次将高质量、大规模的专利成果，通过市场化运营
实现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
推介会重点介绍了拍卖活动的背景及意义、现场拍卖流程和规则，同时还采
取专家项目讲解、重点发明人现场专利深度解读等多种活动形式，吸引众多企业
前来“觅商机”。通过专场推介会的举办，引导当地企业参加此次拍卖，充分了解
拍卖标的情况、相关规则以及拍卖流程，并宣传本次拍卖活动，为后续专利拍卖
活动的顺利举办奠定基础。
朱月仙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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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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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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小龙

0411-83630280/13591837107
18842856583/1366428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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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23983478/1760401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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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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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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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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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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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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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www.cdb.ac.cn/sygzdt/201804/t20180428_5004715.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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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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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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news.cyol.com/co/2018-04/27/content_17141493.htm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中科院普惠计划暨科学家走进泰州
2018 年 6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普惠计划暨科学家走进泰州医药高新区”活
动在江苏省泰州市举办，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青、泰州市委常
委、泰州医药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陆春云、中国科学院郑有炓院士、中国工程院于
俊崇院士等领导出席活动并致辞。
中科院青岛能源过程所许辉副书记、中科院科发局田永生处长、秦承虎副处
长、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助理安莉莉等嘉宾出席活动，泰州市各界
企业代表近 200 人参加会议。中科院专家一行还走访了航天电器、纬创资通等企
业，与一线技术人员交流了解企业研发难题和技术需求。
近两年，泰州市通过与中国科学院系统合作，共建创新载体，转化科技成果，
联合技术攻关，有力促进了创新资源集聚、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此次，
中科院“普惠计划”暨科学家走进泰州医药高新区活动，对于医药高新区乃至泰州
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发展，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
影响。
“普惠计划”是中科院面向全国中小企业推出，以中科院共享专利池为抓手，
选取相关企业成为共享专利池有限共享人。通过发明人、学科带头人和企业充分
交流和沟通，促进企业对共享专利池某一技术领域的消化和理解，并建立与中科
院各研究所密切的创新合作关系。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作为中科院“普
惠计划”组织单位，对加入“普惠计划”共享专利池的企业进行专利消化能力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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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跟踪评估工作，并可根据情况向入池企业移交有关专利的权利邀请书、说
明书、摘要、附图等相关资料，同时负责定期组织技术交流活动，协助企业开展
成果产业化。两年内企业对专利要有所行动，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购买专利、项
目委托研发、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多种形式。
此次中科院“普惠计划”暨科学家走进泰州医药高新区，是“普惠计划”路演活
动继走进江苏南京、常州之后，第三次走进江苏省。活动当天，泰州医药高新区
与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
理中心向 20 家“普惠计划”入池企业代表颁发证书。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853
检索日期：2018 年 6 月 20 日

科发局知产处获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工作先进集体
2018 年 6 月 8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办公室）发布《关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表
彰对象名单的公示》。经中央批准，共推选出 100 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
先进集体以、及 100 名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先进个人。其中，中国科学院
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入选先进集体，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知识产权办
公室主任杜伟及青海盐湖研究所科技处主管葛飞入选先进个人。
朱月仙 供稿

科发局与国科控股召开
2018 年第一次工作交流研讨会
3 月 7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和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国科控股）在院机关召开了 2018 年第一次工作交流研讨会。中科院党组成员、
秘书长、经管委主任邓麦村出席并主持会议，科发局局长严庆，国科控股总经理
索继栓，科发局和国科控股相关领导和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严庆首先回顾总结了 2017 年 9 月第二次“联动”交流后有关工作进展。
总结指出，科发局在会后积极推进议定的各项工作，其中科发局与国科控股，协
同相关研究所及联泓新材料公司共同推进院化工新材料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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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宁夏合成油项目考察工作也会在适当的时间开展。
索继栓代表国科控股汇报了承担中科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任
务总体工作进展，喀斯玛控股公司、中科院创投公司、国科创新公司、东方科仪
公司代表分别介绍了中科院科技产业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金、科技孵化网
络专项工作和中科院“一带一路”产业联盟等方面的工作进展。
与会交流研讨中，参会同志畅所欲言，双方在支持院 LED 专利维权诉讼工
作、建设中科院科技产业网、推动中科院应用成果展示、建立地方育成中心的协
同机制等方面达成了多项共识，并议定了下一步协同推进的相关具体工作。
邓麦村在总结讲话中肯定了科发局、国科控股的工作进展和努力，双方 2017
年联席会议议定的需落实的各项工作，都有很大推进，希望大家认真深入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努力适应当前新形势，市场化推进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工作，制
定目标节点及考核指标，扎实推进战略合作相关落实工作。邓麦村要求，科发局
和国科控股要继续保持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形成合力、抓大放小、真抓实干，
力争在高起点上取得新的突破。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ywzgzdt/201803/t20180313_4638316.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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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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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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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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www.cas.cn/yx/201801/t20180103_4628797.s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27 日

知识产权动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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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x/201801/t20180102_4628601.s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2 月 27 日

云南省及昆明市知识产权局访问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3 月 7 日，云南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方涛，昆明市知识产权局局长
叶明等一行 10 人，访问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调研和交流知识产权管
理、决策咨询与分析评议工作。双方举行了交流座谈会。
成都情报文献中心主任张志强介绍了单位“十三五”发展规划、近年在科技战
略研究与决策咨询服务方面特别是知识产权研究咨询服务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产出。随后，双方举行了交流座谈会。张志强简要介绍了单位核心业务体系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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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发展情况，以及重点面向宏观科技决策、科研创新活动、区域与产业发展所开
展的科技战略研究与决策咨询知识服务情况及其影响。张志强表示，成都文献情
报中心在知识产权战略情报研究与分析评议领域具有长期积累与显著优势，与昆
明市知识产权局于 2017 年已建立了良好密切的合作关系，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
深化，为云南省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强企战略，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发挥重要
决策咨询服务作用。
方涛表示，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的知识产权研究咨询工作实力雄厚、成效显著，
双方可对接的合作点颇多。云南省知识产权局不仅坚决支持昆明市知识产权局和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继续推进既有合作，而且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加大
合作力度，与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进一步建立起全省层面的知识产权合作关系。方
涛介绍了当前云南省知识产权工作发展面临的迫切需求，提出了希望尽快启动对
接磋商的几项具体工作内容。
双方一致同意，确定专人就合作方式和合作内容进行进一步研讨和确定。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x/201803/t20180312_4638008.s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23 日

安徽省知识产权局来科学岛调研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3 月 8 日上午，安徽省知识产权局狄勇局长、孙杰副局长带领局机关相关处
室负责人、机关干部到科学岛调研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情况。中国科学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综合处处长程艳，科技发展处副处长王玉
华等接待了狄勇一行。
在合肥研究院综合办公楼沙盘前，程艳向狄勇局长一行介绍了科学岛的科研
单元和布局以及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集中区的位置和规划情况。
在 EAST 大厅，狄勇局长一行听取了关于 EAST 装置的先进性、EAST 物理实验
成绩，等离子体所自主发展的聚变关键技术、聚变发展规划以及参与 ITER 计划
并做出重要贡献等相关情况的介绍。在强磁场科学中心，狄勇局长一行听取了稳
态强磁场装置的建设背景、建设历程、装置参数情况以及利用装置取得的高水平
科研成果。
安徽省知识产权局对合肥研究院取得的创新成果表示高度赞赏，期待合肥研
究院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成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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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示，安徽省知识产权局将全力支持合肥研究院知识产权各项工作。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hf.cas.cn/xwzx/gzdt/201803/t20180309_4971302.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23 日

化学所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在北京转化两项奖项
根据《关于开展第七届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在北京转化先进团队评选工作的
通知》和《中关村管委会、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关于推动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在
京转化的奖励办法》精神，经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的联合评审，化学所“新型纳米杂化降粘剂在易凝高粘原油开采运输中的工业化
应用”研究团队获得 2017 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在北京转化先进团队”科技成
果转化特等奖；化学所科研成果转化办公室获得 2017 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
在北京转化先进团队”技术转移工作组织奖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奖和技术转移工作组织奖由中关村管委会设立，目
的是贯彻落实北京市和中国科学院院市合作协议精神，促进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
在京转化和产业化，加快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充分调动中国科学
院科研团队和技术转移团队在京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推动中国科
学院科技成果在京转化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技术转移团队进行奖励。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bjb.cas.cn/kjhz_gzjz2016/201803/t20180301_4968775.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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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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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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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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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娴 摘编

来源：http://www.njb.cas.cn/kydt2016/xsjl/201804/t20180427_5003919.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4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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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v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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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T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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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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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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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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www.shb.cas.cn/yw2016/201804/t20180421_5000361.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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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0743-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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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www.syb.cas.cn/xwzx/xtdt/201804/t20180427_5003921.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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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计划泰州企业走进中国科学院
2018 年 5 月 28 日，“普惠计划泰州企业走进中科院”专题活动在北京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和中科院泰州中心共同举办。泰州新源
电工、唐泽交通、希泰纺织等 9 家企业在泰州经开区副主任严春荣带队下，携
18 个技术项目需求走进中科院，以“中科院普惠计划”为纽带，围绕院企创新、
知识产权对接、科技智力支撑、科技成果转化进行对接交流。
与会泰州企业，从企业发展现状、未来发展方向，技术研发需求等领域进行
了介绍，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针对企业的需求，从专利匹配、技术转让、
合作研发等角度进行了细致的解答。座谈会结束后，企业代表还先后参观了中科
院自动化研究所、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唐泽交通器材（泰州）有限公司与中
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王云宽课题组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本次活动是“普惠计划企业家走进中科院”系列活动的首次尝试，希望通过中
科院“普惠计划”，以专利为纽带，链接企业与中科院各院所的深入合作，充分发
挥中科院科研成果资源和人才技术优势，为企业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增添
动力。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r5I2vLojhlzhhSzZFOuQhg
检索日期：2018 年 6 月 20 日

成都山地所、成都生物所团队
获 2017 年度四川省科技进步奖
2018 年 5 月 30 日，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成都举行，表彰为四川省科
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研究员王根绪团队项目“寒区冻土-生态耦合作用的冷生土壤过程与反馈”获得
四川省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类一等奖，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谭周亮团队项目
“废水多尺度调控生物强化处理技术研发及其应用”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奖科技
进步类二等奖。
“寒区冻土-生态耦合作用的冷生土壤过程与反馈”项目针对长期以来缺乏对
变化环境下冷生土壤物质和能量循环变化机理及其环境反馈的深入认识，严重制
约了对寒区响应全球变化的准确判识和科学应对能力的提升。本项目在数项国家
重大 973 计划、国家重点基金项目及中科院重大项目持续支持下，经过 10 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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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持续原位观测、模拟试验和综合调查，在寒区生态-冻土耦合作用理论体系、
冷生土壤演化与有机碳稳定维持机理、冷生土壤资源属性与生态系统生产力格局
和恢复力等方面取得重要创新，并在一系列方法和数值模型上取得重要突破；在
国际上率先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寒区冻土环境-生态-冷生土壤相互作用理论范式，
系统揭示了冷生土壤对冻土环境与高寒植被生态关联变化的响应过程与驱动机
理。成果拓展和丰富了冷生土壤学、冻土学和寒区生态学研究领域和学科内涵，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研究成果为我国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提供了
重要学科理论与方法支撑。
“废水多尺度调控生物强化处理技术研发及其应用”项目针对废水生物处理
中有毒污染物处理难、运行不稳及成本高等问题，以高效、稳定与经济处理为目
标，从微观尺度研究特征污染物降解机理，研发微生物菌剂与激活促进剂；从中
观尺度弄清微生物降解关键制约因子，优化运行参数；从宏观尺度优化组合工艺，
集成创新研发废水多尺度调控生物强化处理技术。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7 项，授权
6 项；以技术植入方式工程示范并推广应用，累计处理废水 820 万吨，COD 减排
7000 余吨，运行费用节约 400 万元。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x/201805/t20180531_4648059.s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6 月 20 日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与云南省知识产权局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2018 年 5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志强、副主任杨志
萍一行 5 人访问云南省知识产权局，开展知识产权研究咨询服务合作交流，并举
行座谈会和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云南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方涛，副局长
陈社民，昆明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叶明等参加了座谈会和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会议
由方涛主持。
在座谈会上，张志强简要介绍了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全力推进建设专业型科技
智库的核心业务体系发展特点与决策咨询影响，特别是在知识产权研究与咨询服
务、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科技产业发展咨询服务、信息和生物等领域科技
战略研究咨询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张志强提出，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将发挥自身优势，密切对接云南省知识产权工作需求，从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与政
策针对性研究、重点产业布局与发展分析、企事业单位咨询服务、人才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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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等 4 个方面，服务云南省的知识产权工作。
方涛介绍了云南省的知识产权工作发展情况和发展思路。近年来，云南省知
识产权事业发展很快，企业、高校、研发机构、政府等对知识产权方面的咨询需
求旺盛，加强知识产权研究咨询服务工作意义显著。当前正值云南省知识产权管
理体制机制深化改革之机，双方的合作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成都文献情报
中心在知识产权研究与咨询服务方面具有优势，云南省创新驱动发展的知识产权
信息需求旺盛，双方紧密合作可以深化拓展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务实性、可持
续发展性的具体任务，为云南省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工作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支撑作用。
张志强与方涛代表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云
南省产业创新发展的中心工作，以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信息产业、先进装备
制造业等 8 大产业为重点，积极协助推动云南省产业、知识产权和科技服务业发
展，本着“优势互补、求实高效、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原则，在企业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分析评议与保护、项目引进、人才培训等方面开展研究咨询服务方面的
合作。
会上，双方还确定了工作对接与任务协调等具体工作机制。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x/201805/t20180514_4645467.shtml
检索日期：2018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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