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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知识产权对生物技术创新杠杆效应明显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以生物技术领域

中小企业ＫｅｙＧｅｎｅ为对象进行案例分析，发现知识产权对生物技术创新有巨大的促

进作用。

　　１．案例介绍

ＫｅｙＧｅｎｅ是一家生物技术领域的中小企业，该公司围绕核心业务制定了知识产

权保护战略并从知识产权资本中获取收益，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分类开展知识产权管

理。

（１）为保护研发成果制定了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从２００５年起，平均每年

提交１０到１５项专利申请，保护范围遍及欧洲、美国、中国和日本。

（２）公司拥有专利、商标和商业秘密等大量知识产权。根据对公司业务的重要

程度将专利划分为３种类型进行管理：支撑公司业务的顶级专利、有助公司业务的中

级专利和有助公司专利战略的较低级专利。

（３）利用内部政策激励科研人员尽可能多地确定可申请专利的主题。当确定潜

在的可专利主题后，由科研人员与专利代理人一起撰写发明披露表（ＩＤＦ）。然后根

据研发结果以及公司战略规划来审核并确定可以申请专利的发明披露表。通常，为

了更大程度的保护申请，会结合多个专利申请构建专利组合。

（４）除积极运用知识产权保护相关产品和业务之外，ＫｅｙＧｅｎｅ还向全球育种业提

供技术许可。为了确保被许可方获得许可后能顺利应用技术，许多情况下技术许可

会附加一个培训项目。近年来，公司通过为合作伙伴提供研发服务获取了大量收入，

而专利许可收入又为持续研发创新提供了资金来源。

ＫｅｙＧｅｎｅ基于明确的知识产权定位，从一个技术供应商发展成集成技术和育种

性状的Ｂ２Ｂ供应商，客户遍布欧洲、美国、日本、印度、中国和巴西。

　　２．经验总结

生物技术发展迅速，因此对该领域的所有公司来说，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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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制定符合核心业务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并对知识产权进行适当的管理，

使ＫｅｙＧｅｎｅ从知识产权资本中获得收益。由于树立了知识产权意识，以及持续不断

地修订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ＫｅｙＧｅｎｅ成为了欧盟市场中农产品生物技术领域的领

头羊。

朱月仙　检索，杨云秀　编译，朱月仙　校译自

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ｏｄｅ／２７７６

原文标题：ＩＰ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ｆｏｒ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专利对创新的贡献较小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２４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ＣＢＯ）发布联邦政府政策和创新

（Ｆｅｄｅ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美国自１９８３年以来专利申请

活动大量增加，但衡量科技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５０年中并没有随着专利活动

的大幅增长而增长（如图１），表明专利对创新的贡献较小。

图１　１９６３至２０１３年专利活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百分比对照

报告指出，出台有助于创新的专利政策是一项挑战。低质量专利的扩散、专利诉

讼及非执业实体的增加等因素均可能扼杀创新。就如何完善专利制度，报告提出了

许多提案，如增加美国专利商标局和审判专利纠纷的联邦法院的可用资源，进一步完

善美国专利商标局的管理等。

２ 知识产权动态



另外，报告就软件和商业方法专利的价值进行了讨论。长期以来，业界对软件和

商业方法专利是否有助于创新持怀疑态度。报告指出，为了减少软件和商业方法类

专利的诉讼成本和频率，可以限制对相关主题的专利保护，如缩短软件和商业方法类

专利的保护期，使专利权人不愿去申请这类专利；或者限制这类主题的可专利性。

朱月仙　检索，杨云秀　编译，朱月仙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ｂｏ．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ｃｂｏｆｉｌｅｓ／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４９４８７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ｄｆ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ｔｈｅｒｊｏｎｅｓ．ｃｏｍ／ｋｅｖｉｎｄｒｕｍ／２０１４／１１／ｍｏｒｅｐａｔｅｎｔｓｄｏｅｓｎｏｔｅｑｕａｌ

ｍｏｒ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原文标题：ＭｏｒｅＰａｔｅｎｔｓＤｏｅｓＮｏｔＥｑｕａｌＭｏｒ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３０日

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日本民营企业研发活跃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了《２０１３年日本民营企业研

发活动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目前日本民营企业的研发活动十分活跃。在日本的

民营企业中，注册资本超过１亿日元，并进行研发的企业有３４２６家，其中１６２８家企

业表示有意向继续增加主要业务的研发费用。

报告指出，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相比，民营企业研发活动的最大特点是更具实

用性。研究成果与企业业务直接挂钩，并能迅速运用到工作中，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尽管如此，因为研究成果很难直接体现在销售额上，也有许多人怀疑研发活动存在的

必要性。但是目前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信息的完全公开化，终端产品使用者可以很容

易得到产品的详细信息并进行比较。如果要比其他竞争对手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

务，研发活动不可缺少。

以制造和销售调味品而著名的日本味之素公司为例，味之素为了保证在竞争中

的优势，进行了一系列独创技术、新产品和业务的开发，投入的研发费用高达３２６２６

亿日元，在日本国内申请专利４７００多件。

另外，经营范围横跨原油开发、进口、提炼、储藏、销售的日本ＣＯＳＭＯ公司，正致

力于石油制品及石油炼制催化剂、综合能源及环保技术、温室效应应对技术和下一代

新能源的研发。类似以环保和节能为目的的研发不仅惠及一家企业，亦惠及人们的

日常生活。这些成果在将来的运用十分值得期待。

３知识产权动态



了解企业目前正在进行的研发项目，对于把握业界和企业将来的发展动向具有

重要意义。据ＮＩＳＴＥＰ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２年度平均每家企业的研发人数为１２８人，

有半数以上企业未聘用研发人员。报告指出，虽然不能单凭研发人数判断企业未来

的发展，但若不聘用研发人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削减经费，将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发

展。

熊　峰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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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企业の将来が见える？民间企业の研究活动が活
!

化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６日

抗埃博拉病毒药物专利申请活跃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统计结果显示，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全

球共有７１３件与埃博拉病毒相关的专利申请。其中１０６件适用于埃博拉的感染治

疗；８２％进入了美国国家阶段。从技术类别上划分，预防用疫苗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

多，为４０件；可用于诊断和治疗的抗体相关专利申请１４件；治疗用核酸和蛋白质相

关专利申请１６件；合成化合物相关专利申请２９件；涉及诊断方法、筛选药物方法以

及相关装置的专利申请７件。

抗埃博拉病毒药物可粗略分为生物药品和合成药品。疫苗、抗体、核酸和蛋白质

等都属于生物药品。生物药品相关专利占总量的６６％，自２００２年以来，一直稳步发

展，包括现在备受瞩目的 ＺＭａｐｐ、ＴＫＭ埃博拉和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核酸疫苗。其

中ＺＭａｐｐ是抑制埃博拉病毒活性的抗体；ＴＫＭ埃博拉包含了可以阻止埃博拉病毒蛋

白质在体内生成的核酸物质；临床试验核酸疫苗则是在投入了埃博拉病毒蛋白质的

体内提高机体对病毒的免疫能力的预防用药物。

合成药品相关专利占总量的２７％，２００８年后专利申请一直处于增长态势。合成

药品法匹拉韦本是用于流感治疗的病毒性感冒制剂，最近在动物试验中发现其有抑

制埃博拉病毒活性的功效。与法匹拉韦类似，一些新合成的药物原本用于其他方面

的治疗，但却被发现对埃博拉有抑制效果，可以预想，利用相似原理可以提高埃博拉

合成药品开发速度。

ＫＩＰＯ认为，对抗埃博拉病毒药品专利申请进行分析不仅对药物开发有借鉴意

４ 知识产权动态



义，而且对快速准确地诊断以及防止埃博拉病毒扩散也起到了巨大作用。

熊　峰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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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５日

美知识产权律师列举专利许可谈判要点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５日，美国律师事务所Ｓｃｈｒｏｅｐｆ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ａｗ创始人、知识产权

律师ＬａｒｒｙＳｃｈｒｏｅｐｆｅｒ撰文指出，在专利许可协议中需尽量避免包含在专利实施过程

中承担追究侵权人义务的保障实施（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条款，因为相关条款可能

对许可人不利。如被许可人要求许可人出面控告竞争对手侵权，但被诉对象可能是

许可人的合作伙伴，或给许可人造成法律诉讼费用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到法院起诉

侵权可能会导致专利被无效，但被许可人却往往将保障实施条款作为达成协议的条

件之一。

针对这种情况，Ｓｃｈｒｏｅｐｆｅｒ指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在许可协议中添加相应的附

加条款。以下７点是许可人需要考虑的要点：

（１）尽量避免因未执行被许可人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诉讼要求而违反专利许可协

议的情况。

（２）设置追究侵权人侵权销售的最低临界值。即使协议规定许可人有义务追究

侵权人，许可人也可限定侵权损害达到一定的程度才需提起诉讼。该临界值数额应

该根据产品和市场的不同，由双方协商确定。从侵权行为发生到许可人有义务采取

行动之间，还应该设定一个足够长的期限（至少是１年，最好是１８个月）。

（３）让被许可人证明侵权产品是对竞争有威胁的产品。若侵权产品不是直接竞

争产品，或有不相关因素导致侵权产品变得具有竞争威胁，或侵权人的经济成本优势

不会因为不支付许可费而大大提高，这些情况下，没必要对侵权人提起诉讼，因为诉

讼不会改变被许可人面临的竞争格局。

（４）让被许可人对侵权事实进行举证。例如，许可人可以要求被许可人制作专

利侵权分析报告，使被许可人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但由于涉及权限问题，双方的法

５知识产权动态



律顾问要达成适当的保密和维护共同利益的协议。

（５）许可人要为采取行动预留足够的时间。因为谈判总是比预期长，尤其当涉

及巨额赔偿时。Ｓｃｈｒｏｅｐｆｅｒ建议，一旦出现了侵权行为，许可人至少要为采取行动预

留１年的时间。

（６）许可人要避免针对非可控事件设立时间限制。例如，避免“许可人必须在特

定时间段内与侵权人达成许可协议”的条款，因为达成许可协议涉及许多许可人无

法控制的因素。可以换成“在特定时期内许可人对侵权人发出警告信”的条款，因为

这是许可人可以控制的。

（７）一旦与侵权人达成许可协议，许可人必须确保许可证的条款和条件完全由

许可人决定。例如，避免提供给侵权人的许可证相较于给被许可人的许可证来说包

含更多的优惠条款。

Ｓｃｈｒｏｅｐｆｅｒ指出，若上述意见无法满足要求，可采用事先约定降低许可费的方法。

但应当确保降低许可费只适用于侵权活动持续发生情况，如果侵权人停止销售侵权

产品，或者是销售量低于设定的临界值，则需再次支付许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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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务院通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草案针对１９９６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进行了修订，

完善了科技成果信息发布、处置收益分配等制度，突出了企业在科研方向选择、项目

实施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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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前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草案）》

（送审稿），草案新增了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财政

性资金资助的科技项目成果、金融支持等章节内容。

修订草案放宽了科研机构人员及大学教授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方面的规定。

根据修订草案第１３条，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应当建立符合科

技成果转化工作特点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考核评价和工资、奖励制度。

根据修订草案第１９条，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技人员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

况下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或者在一定期限内离岗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制度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兼职、离岗从事科技成果

转化活动期间和期满后的权利和义务。

在激励机制方面，修订草案第４６至４８条也作了相应规定，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后，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应当对完成该项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

奖励。

许　轶　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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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德律所发布德国专利无效案分析报告

【摘要】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德国ＢａｒｄｅｈｌｅＰａｇｅｎｂｅｒｇ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对德国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专利无效诉讼案进行统计，发现案件审判结果中专利最终

被无效的案件所占比例较高。报告分析了判决无效比例高的原因及产生的

影响，并提出建议。

当前，几乎所有的创新型公司都在积极地申请专利。虽然申请专利需要公开发

明的技术内容，但专利一旦获得授权，便可获得法律保护。然而，对于德国专利来说，

普遍印象是近年来有相当数量的授权专利被判决无效，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针

对该观点，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德国 ＢａｒｄｅｈｌｅＰａｇｅｎｂｅｒｇ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对德国２０１０

至２０１３年专利无效诉讼案进行统计，发现案件审判结果中专利被无效的案件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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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较高，报告据此分析了高无效比例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１．报告调查结果

报告统计了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和德国联邦法院所有专利无效案

的审判结果，共涉及３９２宗案件，将判决按照审判结果、案卷号、审判日期、专利号、

ＩＰＣ分类号以及涉及的技术领域分类统计，同时分析了法官采用的无效理由。报告

随后对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一审判决后的无效上诉案的审判结果也进行了统计，共涉及

１７３宗案件，按上诉后法庭维持原判或修改审判结果分别进行统计，针对维持原判的

确认判决，按照专利最终是否被无效、部分无效或维持有效进行分类；针对修改一审

审判结果的修正判决，按照专利是否无效、部分无效、部分恢复专利有效或发回德国

专利法院重审进行分类。另外针对软件和通信领域的专利（Ｓ／Ｔ专利）单独进行分析

和评估。

　　（１）专利无效案审判结果统计

表１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德国专利无效／部分无效案无效理由统计

无效理由 案件数量 所占比例

缺乏新颖性 ８０ ２０．４１％
缺乏创造性 ２０６ ５２．５５％

不具有可实施性 ８ ２．０４％
修改超范围 ４３ １０．９７％
其他 ４６ １１．７３％

表２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德国Ｓ／Ｔ专利无效案审判结果统计

总案件量 无效案件量 部分无效案件量 维持有效案件量

所有案件 １４３ ８３（５８．０４％） ４３（３０．０７％） １７（１１．８９％）

欧洲专利进入德国的
专利无效案件

１０６ ６２（５８．４９％） ３２（２９．２５％） １３（１２．２６％）

德国专利无效案件 ３７ ２１（５６．７６％） １２（３２．４３％） ４（１０．８１％）

表３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德国Ｓ／Ｔ专利无效案无效理由统计

无效理由 案件数量 所占比例

缺乏新颖性 ３８ ２６．５７％
缺乏创造性 ８２ ５７．３４％

不具有可实施性 ３ ２．１０％
修改超范围 ２９ ２０．２８％
其他 １３ 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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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无效上诉案件审判结果统计

表４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德国专利无效上诉案审判结果统计

案件总量 修正判决 确认判决

１７３ ７２ １０１
１００％ ４１．０４％ ５８．９６％

表５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德国专利无效上诉确认判决的审判结果统计

确认判决 无效 部分无效 维持有效

１０１ ５６ ２０ ２５
１００％ ５５．４５％ １９．８０％ ２４．７５％

表６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德国专利无效上诉修正判决的审判结果统计

修正判决 无效 部分无效
部分恢复
专利有效

恢复专利
有效

发回专利
法院重审

７２ ８ １２ ３８ ９ ５
１００％ １１．１１％ １６．６７％ ５２．７８％ １２．５０％ ６．９４％

表７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德国Ｓ／Ｔ专利无效上诉案审判结果统计

案件总量 修正判决 确认判决

４９ １５ ３４
１００％ ３０．６１％ ６９．３９％

表８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德国Ｓ／Ｔ专利无效上诉确认判决的审判结果统计

确认判决 无效 部分无效 维持有效

３４ ２０ ７ ７
１００％ ５８．８２％ ２０．５９％ ２０．５９％

表９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德国Ｓ／Ｔ专利无效上诉修正判决的审判结果统计

修正判决 无效 部分无效
部分恢复
专利有效

恢复专利
有效

发回专利
法院重审

１５ １ １ ９ ３ １
１００％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６７％

　　（３）统计结果概况

①德国联邦专利法院的审判案件中专利失效率为７９０８％；

②德国联邦专利法院Ｓ／Ｔ专利审判案件中专利失效率高达８８１１％；

③针对无效上诉案件，确认判决中专利失效率为７５２５％；

④针对无效上诉案件，修正判决中专利失效率为８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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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针对无效上诉案件，确认判决约占６０％，修正判决约占４０％；

⑥针对无效上诉案件，Ｓ／Ｔ领域的确认判决中专利失效率为７９４１％；

⑦针对无效上诉案件，Ｓ／Ｔ领域的修正判决的专利失效率为７３３４％；

⑧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修正判决结果中的２／３有利于专利权人；

⑨判决失效的理由中，７５％涉及缺乏专利性、１１％涉及修改超范围、２％涉及缺乏
可实施性；

⑩德国专利与欧洲专利进入德国的专利的判决失效率上几乎相同。

　　２．专利被判决无效比例高的原因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德国联邦法院判决专利无效的比例持续上升，鉴于当前审查员素

质的提高，这种现象值得关注。从逻辑上看，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

　　（１）专利审查员的工作失误

假定由于审查员的工作失误而造成错误的专利授权，如审查员忽略了审查程序

中的有关规定的情况。报告认为，这与判决无效比例高的相关性较小，因为在专利法

院判决采用的无效理由中，涉及修改超范围（１１％）、缺乏可实施性（２％）所占的比例
较小。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审查员工作失误的影响。可以考虑改善审查员的工作条

件，如给审查员更充裕的审查时间，建立审查质量保障机制等方式来解决由于审查员

失误造成的无效专利增多的问题。

　　（２）新的现有技术无效证据的引入

根据统计结果，失效理由中比例最高的是缺乏专利性。无效案件中，几乎所有原

告都会引入新的现有技术作为无效证据，因此在无效审判中新的现有技术证据作用

举足轻重。

无效案的原告往往能成功地找到新的现有技术证据，因为他们熟悉相关的技术

领域，同时了解市场信息，有助于辨识已公开使用的技术，而这些信息专利局通常无

法通过检索的方式获知。

然而，上述情况的可信度值得商榷。因为仅有极少数无效案件的原告拥有大型

的专利部门，可以自己进行现有技术的搜集，大部分无效原告会委托专门的机构进行

无效证据的搜集。报告认为，仅有极少的无效案件以在先使用作为无效证据，大部分

新的现有技术证据依然来源于专利文献。

　　（３）专利局和法院的审查标准不同

报告认为，专利局和法院不同的审查标准也是专利被判决无效比例高的原因之

一，尤其关于是否满足“创造性”要求的判断。这个原因可能会遭到某些人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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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与法律规定的初衷相违背。但无效诉讼程序和单方的申请程序不同，无效诉

讼程序由双方参与辩论。若要求审查员在进行审查工作中同时扮演无效原告的角

色，又与审查员应有清晰明确的审查任务设定相矛盾。

　　３．判决无效比例高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报告指出，专利被判决无效比例高的问题必须引起各方的重视。因为专利作为

受法律保护的有价值资产的前提是专利必须有效。但在目前判决无效比例过高的情

况下，专利的有效性将引起怀疑，就应被告请求中止诉讼程序或应原告请求颁发禁制

令事宜专利侵权的审判法院将无法快速做出决定。最终导致德国专利制度以及专利

诉讼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利局应从各方努力，如更新设备、对审查员开展培训、就审

查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探讨，如没有记载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普通常识、判断本

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有理由获得与另一现有技术相结合的技术启示。

法院判决专利无效的比例过高同样令申请人和专利权人无法接受。首先，这影

响了新产品研发的融资；其次，申请人和专利权人为了获得专利的保护付出了大量的

成本，同时完整地向公众公开了技术，但当产品市场化后遭受侵权时法院却判定专利

是无效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方面的风险已经失控。因此，律师往往会建议客户

不要在德国申请和实施专利，因为统计数据表明申请人和专利权人往往是败诉方。

另外，对专利许可也会产生影响，被许可人通常会质疑许可的专利是否能真正发挥作

用。

软件和电信技术领域的专利情况同样不容忽视。统计结果表明，Ｓ／Ｔ专利判决

无效的比例高于总体水平。部分人认为这是专利制度存在问题。无论如何，软件和

电信技术的发展对提升整体经济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价值。但由于Ｓ／Ｔ专利的判决

无效比例高，大量的申请专利反而令公司失去了技术秘密。从长远看，这将不利于竞

争，阻碍创新，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报告认为，这种法院判决无效的比例过高并不是专利制度的初衷，因为专利制度

的目标是促进创新。因此，在尽可能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迫切需要采取相应的行动方

案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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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专利技术分析

【摘要】报告采用德温特创新专利索引数据库（ＤＩＩ）、ＴＩ（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ＴＤＡ（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等工具，以硅基负极技术相关专利为研

究对象，旨在通过对硅基负极技术领域的专利分析，揭示该领域当前的专利

活动特点，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提供参考。

与传统石墨负极相比，硅具有超高的理论比容量（４２００ｍＡｈ／ｇ）和较低的嵌脱锂

电位（＜０５Ｖ），且硅的电压平台略高于石墨，在充电时不会引起表面析锂，安全性

能更高。因此，硅成为锂离子电池碳基负极材料升级换代富有潜力的选择之一。

本报告以硅基负极技术相关专利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硅基负极技术领域的

专利分析，揭示该领域当前的专利活动特点，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提

供参考。报告中的全球专利数据来源于德温特创新专利索引数据库，通过关键词检

索，共计检出相关专利２６４８项［１］，数据检索日期为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日。中国专利数

据来源于宁波市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专利数据库，通过关键词检索，共计检出相关专利

７０６件，数据检索日期为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０日。所采用的分析工具主要为 ＴＩ、ＴＤＡ和

Ｅｘｃｅｌ。

［１］在数据库中将同一项发明创造在多个国家申请专利而产生的一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系列专利申请，称
为同族专利。一组同族专利视为一“项”专利申请。单篇专利文献以“件”计数。

　　１．硅基负极技术整体专利态势分析

　　（１）全球专利申请量及申请布局

从图２中的硅基负极相关专利数量的年度（基于专利申请年）变化趋势来看，硅

基负极相关专利的申请在上世纪末开始出现，随后发展较为缓慢。２００４至２０１０年，

专利申请数量开始出现较平稳的增长，属于稳定增长阶段。２０１１年以后，硅基负极

相关专利技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硅基负极专利申请技术类型构成涉及硅基负极材料（２１１３项），电解液（３５１

项），粘结剂（１９６项），集流体（４４项）。从图３可以看出，集流体在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８年

申请量较多，此后申请量大幅下降，说明该领域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而电解液、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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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硅基负极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图３　硅基负极专利申请技术分布

结剂专利申请量与硅基负极材料技术的发展趋势基本保持同步。

利用ＴＩ平台的ＴｈｅｍｅＳｃａｐｅ功能，对硅基负极专利技术的整体研究布局进行分

析。从图４可以看出，硅基负极专利的热点技术领域包括：①硅复合材料的制备；②
硅氧化物的制备；③硅合金的制备；④集流体表面处理及制备；⑤电解质；⑥树脂粘结

剂等。

　　（２）硅基负极专利重点国家／地区分布

图５给出了硅基负极相关专利受理数量排名前１０位国家／地区（专利受理机构，

基于同族专利国）的排名情况。硅基负极相关专利受理数量最多的国家／地区依次

是：日本、美国、ＷＩＰＯ、中国、韩国以及欧专局。尤其是日本，其专利受理数量大幅领

先于随后的其他各国家／地区。

图６给出了硅基负极相关专利受理量居前１０位国家／地区（基于同族专利国）

的专利数量的年度分布情况。结合图５可以看出，日本和美国的专利申请量一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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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硅基负极专利技术总体研发布局

图５　硅基负极专利受理量居前１０的国家／地区

图６　硅基负极专利受理量居前１０的国家／地区受理量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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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长，近３年中国、韩国的专利申请量以及通过ＷＩＰＯ途径申请的专利数量也在快

速增长。近３年来通过ＰＣＴ途径申请的专利有３４４件，占２６３％，这也说明硅基负

极专利技术相关申请人尤其是日本的申请人正在积极进行全球布局。

　　（３）主要国家／地区专利申请活跃度分析

硅基负极专利技术研发最为活跃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美国、中国、韩国、

ＷＩＰＯ和欧专局，其近３年专利申请占比分别为３３４％、４５％、７６５％、５７％、６６％和

３７８％（表１０），这说明硅基负极领域的申请人纷纷在全球以及中国积极进行专利申

请和布局。

表１０　主要国家／地区硅基负极专利申请活跃度

国家／地区 日本 美国 中国 韩国 ＷＩＰＯ 欧专局

专利总量（件） １００４ ５２１ ３４０ １４２ ５２１ ８２
申请
活跃度

近３年受理量 ３３５ ２３４ ２６０ ８１ ３４４ ３１
近３年专利占比 ３３．４％ ４５％ ７６．５％ ５７％ ６６％ ３７．８％

　　（４）硅基负极技术重要专利申请人分析

图７给出了专利申请数量不少于２０项的前３６位申请人，其中，来自日本的有１７

家企业和５位个人申请人；来自中国的有４家企业；韩国有两家公司和５位个人申请

人。

从表１１近３年专利占比数据可以看出，硅基负极专利技术研发最为活跃的申请

人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专利平均被引频次的数据分析表明，日本松

下、韩国三星、日本三洋、日本信越、日本三菱化学等申请人的专利影响力较高。

　　（５）硅基负极技术前１０位专利申请人分析

从图８中可以看出，在硅基负极技术领域排名前１０的专利申请人主要为日韩企

业，上述企业除韩国ＬＧ化学和丰田自动织机株式会社外，在硅基负极领域的研发时

间都比较长，授权专利较多。

①索尼公司在硅基负极各技术分支的布局比较均衡，研发热点主要集中在硅氧

化物、硅合金、电解液、集流体领域，粘结剂、硅碳复合材料领域也有少量专利申请。

②松下公司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硅氧化物、硅碳复合材料、硅合金、集流体、粘结

剂、电解液、薄膜电极领域，另外有机物表面改性技术领域也有少量申请。

③三星公司在硅基负极各技术分支的专利布局比较全面，涉及负极材料制备、电

解液、粘结剂、集流体等方面，尤其在硅碳复合材料、硅氧化物、硅合金领域的专利申

请比较活跃，在薄膜电极、表面处理、集流体领域也有少量涉及。

④三洋公司在硅合金、电解液、硅氧化物、薄膜电极、粘结剂和集流体方面的专利

申请数量较多。另外，硅碳复合材料方面也有少量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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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硅基负极技术重要专利申请人

⑤日本电气公司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硅氧化物、电解液和粘结剂领域。

⑥信越公司在硅氧化物、表面处理、薄膜电极和粘结剂等方面的专利申请数量较

多。

⑦ＬＧ化学公司在硅氧化物、硅合金、电解液、粘结剂、表面处理和集流体等领域

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多。

⑧日立麦克赛尔公司的研发热点主要集中在硅合金、硅氧化物和电解液领域，在

粘结剂、集流体、硅碳复合材料等技术领域也有少量涉及。

⑨三菱化学公司在电解液、硅碳复合材料和硅氧化物方面的专利申请较多，薄膜

电极和集流体都有少量涉及。

⑩丰田自动织机株式会社在硅氧化物、电解液、粘结剂和集流体的研发上比较活

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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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重要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活跃度及影响力

公司
专利
总量
（项）

申请活跃度 技术影响力

近３年
受理量

近３年
专利占比

专利总
被引频次

专利平均
被引频次

日本索尼 ２３５ ４２ １７．９％ ６３８ ２．７１
日本松下 ２０５ ３２ １５．６％ ８０６ ３．９３
韩国三星 １９５ ８３ ４２．６％ ６４４ ３．３０

日本三洋电机 １８９ ４４ ２３．３％ ５６５ ２．９９
日本电气 １００ ６３ ６３％ １８１ １．８１
日本信越 ９１ ４１ ４５．１％ ３７１ ４．０８
韩国ＬＧ ８５ ５５ ６４．７％ １３８ １．６２

日立麦克赛尔 ６８ ３４ ５０％ １７９ ２．６３
日本三菱化学 ５７ １８ ３１．６％ ２４７ ４．３３

丰田自动织机株式会社 ５５ ５２ ９４．５％ ２１ ０．３８
ＹＡＭＡＺＡＫＩＳ（山田将之） ４５ １２ ２６．７％ ２１１ ４．６９
日本三井矿业冶炼公司 ３９ ７ １７．９％ １２９ ３．３１
宇部工业有限公司 ３８ １３ ３４．２％ １９８ ５．２１

ＦＵＫＵＯＫＡＨ（福冈宏文） ３６ ４ １１．１％ ３５６ ９．８９
ＰＡＲＫＣＨ（韩国） ３１ １８ ５８．１％ ８３ ２．６８
ＫＩＭＪＹ（韩国） ３０ １７ ５６．７％ ８４ ２．８
深圳斯诺 ３０ ２７ ９０％ ３ ０．１
日本东芝 ３０ １１ ３６．７％ ７１ ２．３７

ＫＡＷＡＭＯＴＯＹ（川本佑太） ２７ ４ １４．８％ １９１ ７．０７
丰田自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 １１ ４０．７％ ３３ １．２２
ＣＨＯＩＢＨ（韩国） ２６ ９ ３４．６％ １２５ ４．８１

古河电气工业有限公司 ２６ １９ ７３．１％ ２５ ０．９６
ＬＥＥＳ（韩国） ２５ ６ ２４％ １６５ ６．６

ＭＡＴＳＵＴＡＳ（松山贵洋） ２５ ４ １６％ ２００ ８
中国比亚迪 ２４ ５ ２０．８％ １８ ０．７５

半导体能源研究所 ２４ ２３ ９５．８％ ７ ０．２９
ＴＡＫＡＭＩＮ（高见则雄） ２４ ４ １６．７％ １６０ ６．６７
宁德新能源（ＡＴＬ） ２３ ２３ １００％ １ ０．０４
日立化学有限公司 ２１ １２ ５７．１％ ４１ １．９５
ＫＩＭＳ（韩国） ２１ １ ４．７６％ １３７ ６．５２

日本日产自动车株式会社 ２１ １３ ６１．９％ ７ ０．３３
上海利物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 １５ ７１．４％ ９ ０．４３

　　（６）硅基负极技术全球重要专利分析

通过综合考虑被引次数、申请保护区域、是否为 ＰＣＴ申请或三方专利以及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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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信息进一步的解读，选取８项专利技术进行分析。

图８　全球排名前１０申请人硅基负极各技术分支申请量变化情况（单位：件）［２］

［２］圆圈大小表示该技术领域该年度申请量多少。

　　①２００４年日本佳能公司制备了一种硅合金材料，该复合材料是将硅作为主要成

分的固态合金颗粒，其中固态合金的颗粒包含微晶或非晶材料，这种材料包括分散在

微晶硅或非晶硅中的除了硅之外的元素，固态合金包含纯金属或固溶体

（ＷＯ２００４０８６５３９Ａ１，日本同族 ＪＰ２００４３１１４２９Ａ，欧专局同族 ＥＰ１６０４４１５Ａ１，中国台

湾同族ＴＷ２００４２５５６９Ａ，美国同族ＵＳ２００６０４０１８２Ａ１，韩国同族ＫＲ２００５１１４６９８Ａ，中

国同族ＣＮ１７６５０２４Ａ）。

通过技术引证分析发现，松下电器、三星、３Ｍ公司和索尼公司等机构围绕该专利

申请了２５项专利，技术方案主要涉及硅合金及其制备、粘结剂、电解液以及在锂电池

中的应用等。

②三星ＳＤＩ公司于２００２年制备了一种硅碳复合材料，该复合材料包含硅颗粒、

配置和分布在硅颗粒表面附近的导电碳材料以及涂布在硅颗粒和导电碳材料上的硬

质碳材料层，硅颗粒由结晶硅相构成（ＵＳ２００２１６４４７９Ａ１，日本同族ＪＰ２００２２５５５２９Ａ，

韩国同族ＫＲ２００２０７０７６２Ａ，中国同族ＣＮ１３７４７１２Ａ）。

通过技术引证分析发现，ＬＧ化学、比亚迪、三星、３Ｍ等机构围绕该专利申请了

４０余项专利，技术方案主要涉及锂二次电池、负极活性材料、导电性硅复合材料以及

硅碳复合材料等。

③日本信越公司于２００２年制备了一种导电氧化硅粉末，通式为ＳｉＯｘ，其中１≤ｘ

＜１．６，氧化硅颗粒具有０．０１～１０μｍ的重均粒径Ｄ５０。通过化学气相淀积处理在氧

化硅颗粒表面覆盖导电碳涂层，涂覆的碳量是导电氧化硅粉末重量的５％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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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２００３１１８９０５Ａ１，欧专局同族 ＥＰ１３２３７８３Ａ２，中国同族 ＣＮ１４２８８８０Ａ，韩国同族
ＫＲ２００３０５５０９１Ａ，日本同族 ＪＰ２００４０６３４３３Ａ，中国台湾同族 ＴＷ５９３１４１Ａ，德国同族
ＤＥ６０２３６４０１Ｅ）。

通过技术引证分析发现，该专利主要被胜华科技公司、鸿海实业公司、清华大学

等机构引用，技术领域主要集中在硅／硅氧化物复合材料以及制备方法、氧化硅／碳复
合材料等方面。

④日本住友钛公司于２００４年通过真空蒸镀或溅射的方式在集流体上制备了氧
化硅的薄膜，氧化硅为ＳｉＯｘ（０５≤ｘ＜１０），膜厚在０１～５０μｍ的范围内，第１０次
放电的容量保持率在９８％以上（ＷＯ２００４０９７９６２Ａ１，日本同族ＪＰ２００４３４９２３７Ａ，欧专
局同族 ＥＰ１６２２２１５Ａ１，韩国同族 ＫＲ２００５１１９２１４Ａ，中国同族 ＣＮ１７８１２００Ａ，美国同
族ＵＳ２００７０５９６０１Ａ１）。

通过技术引证分析发现，该专利主要被松下、索尼等机构引用，技术领域主要集

中在硅／硅氧化物复合材料以及制备方法、氧化硅／碳复合材料等方面。

⑤索尼公司于２００６年申请了一件电解液方面的专利，该电解液包括具有卤素原
子的环状碳酸酯衍生物例如４氟１，３二氧戊环２酮或４氯１，３二氧戊环２酮，以
及环状酰亚胺盐例如１，１，２，２，３，３六氟丙烷１，３二磺酰亚胺锂，用于抑制电解液的
分解反应，并且可以改善循环特性（ＵＳ２００６２２８６２６Ａ１，日本同族ＪＰ２００６３１８８８８Ａ，韩
国同族ＫＲ２００６１０７４１０Ａ，中国同族ＣＮ１８６２８７１Ａ）。

通过技术引证分析发现，该专利主要被索尼、三星、ＬＧ化学等机构的２９项专利
引用，技术领域主要集中于锂离子二次电池和电解液等方面。

⑥三菱化学公司于２００８年申请了一件非水电解液及非水电解质二次电池的专
利，该非水电解液含有单氟磷酸盐和／或二氟磷酸盐以及环状多胺化合物和／或环状
聚酰胺化合物，使得该电解液具有优异的放电负载特性、高温保存特性和循环稳定性

（ＷＯ２００８１２６８００Ａ１，日本同族 ＪＰ２００８２６９９７９Ａ，欧专局同族 ＥＰ２１４４３２１Ａ１，韩国同
族ＫＲ２０１００１４７２５Ａ，中国同族ＣＮ１０１６５２８９４Ａ，美国同族ＵＳ２０１０１１９９５６Ａ１）。

通过技术引证分析发现，该专利主要被中央玻璃有限公司、三星、三菱化工、三洋

电机等机构的２１项专利引用，技术方案主要涉及非水电解质和锂离子二次电池等。

⑦３Ｍ创新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２年制备了一种阳极组合物，它包括含氟弹性聚合物
粘合剂，分散在粘合剂中的金属颗粒和导电稀释剂，以及促进金属颗粒、导电稀释剂

和粘合剂之间粘合的增粘剂。还涉及以这些组合物制得的阳极为特征的锂离子电池

（ＵＳ２００４０５８２４０Ａ１，澳大利亚同族ＡＵ２００３２５８３０６Ａ１，欧专局同族ＥＰ１５４７１７１Ａ２，日
本同族ＪＰ２００６５００７３８Ｗ，中国台湾同族ＴＷ２００４１９８３７Ａ，中国同族ＣＮ１６８２３９３Ａ，韩
国同族ＫＲ２００５０５７４３０Ａ，德国同族ＤＥ６０３３２２５３Ｅ）。

通过技术引证分析发现，３Ｍ创新有限公司围绕该专利进行了大量的外围专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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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技术方案主要涉及硅合金、粘结剂、电极组合物等。

⑧三洋电机和三菱化学于２００５申请了一项集流体方面的专利，该技术主要涉及

在集电体上形成柱状的金属活性物质薄膜，集流体和金属活性物质间形成混合相，该

混合相可以是金属间化合物也可以是固溶体（ＷＯ２００６０３０６８１Ａ１，日本同族

ＪＰ２００６０８６０５８Ａ，欧专局同族 ＥＰ１８０６８０６Ａ１，美国同族 ＵＳ２００７１７８３７９Ａ１，中国同族

ＣＮ１９８１４０６Ａ，韩国同族ＫＲ２００７０５４６２９Ａ）。

通过技术引证分析发现，松下、三菱和三洋公司围绕该专利申请了１８项外围专

利，技术方案主要涉及电解液和电池等。

　　２．硅基负极技术中国专利分析

　　（１）专利数量年度分布分析

从图９可以看出，我国硅基负极专利的申请与受理始于上世纪末，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８

年，申请数量处于相对稳定期。自２００９年起，我国受理硅基负极专利申请数量才开

始快速增长，特别是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２年，专利申请数量分别达到１０５件和１４７件。

图９　我国受理的硅基负极专利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

结合图１０分析，近年来，国外申请人在我国进行了大量的专利布局，尤其在

２０１１年，国外申请人在中国的硅基负极专利申请数量出现了一个高峰，但需要注意

的是２０１２年申请数量有所下降。这说明国外专利申请人在中国的专利布局已经比

较完善，国内申请人将会面临较多的专利壁垒。

　　（２）专利技术类型分布分析

图１１给出了我国受理的硅基负极专利技术类型构成，检索到的７０６件硅基负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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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国内外申请人硅基负极中国专利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中国专利（申请）中，与硅基负极材料相关的专利申请数量为６７８件，占８５１％；与粘

结剂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为４８件，占５９％；与电解液相关的专利申请数量为４２件，占

５２％；与集流体相关的专利申请数量为２８件，占３５％。我国目前受理的硅基负极

专利仍然以硅基负极材料为主。

图１１　硅基负极中国专利申请技术类型构成图

　　（３）专利申请来源地分析

在检索到的７０６件硅基负极中国专利申请中，国内申请３５０件，占４９６％；其余
３５６件为其他国家／地区申请，占５０４％，主要来源于以下国家／地区：日本（２７１件）、

韩国（５８件）、美国（１４件）等（见图１２）。结合图１０，在２００７年之前，申请主要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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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申请为主。在２００７年之后，中国申请人才开始在申请数量上迎头赶上。

图１２　硅基负极中国专利申请来源国家／地区构成

图１３　硅基负极中国专利申请人各类对比

　　（４）专利申请人类型及申请数量分析

根据专利申请人性质的不同，可以将专利申请人分为：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个

人等。从图１３可以看出，国内申请人的数量及所占比例分别为：企业６２（４７％）、大
学４２（３１８％）、中国科学院１０（７６％）、个人１２（９％）、其他研究机构６（４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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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专利持有量所占比例分别为５５４％、１２％、２９％、３４％、１７％；国外申请人的

数量及所占比例分别为：企业４８（８７２％）、研究机构４（７７％）、大学３（５８％），他

们的专利持有量所占比例分别为９８％、１１％、０９％。

国外申请人当中，企业的申请数量和专利持有量分别占到８７２％和９８％；国内

申请人当中，企业的申请数量和专利持有量分别占到４７％和５５４％，这说明目前该

领域正在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５）重要专利申请人中国区域专利布局分析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日本的松下、三洋电机、日本信越、索尼、韩国三星

以及中科院等重要专利申请人在中国的专利申请进行逐件解读，深入研究上述重要

申请人在中国的专利布局情况。

图１４　中国区域重要申请人硅基负极各技术分支申请量变化情况（单位：件）

从中国区域重要专利申请人专利布局分析来看，日韩企业来华申请时间较早，授

权数量较多。①松下公司在华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硅合金、硅氧化物和集流体领

域；三洋公司在华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硅合金、硅氧化物和集流体领域，近３年则

主要集中在硅合金和粘结剂；信越公司在华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硅氧化物方面，其他

如硅碳复合材料、硅合金材料、电解液、粘结剂等都有少量申请；索尼公司在中国的专

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硅合金、硅氧化物和电解液方面。②韩国三星公司在中国的专利

申请主要集中在硅合金、硅氧化物和硅碳复合材料方面；韩国ＬＧ公司在中国的专利

申请主要集中在粘结剂、硅合金和硅氧化物方面。③比亚迪公司在中国的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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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薄膜电极、硅合金和硅碳复合材料方面；贝特瑞公司在中国的专利申请主

要集中在硅碳复合材料方面；杉杉公司在中国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硅氧化物和硅

碳复合材料方面；ＡＴＬ公司在中国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硅碳复合材料、集流体、电

解液等方面；中科院物理所在中国的专利申请较早，并且体系完整，具有自身特色，目

前在国内各研究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技术领域主要涉及纳米弥散相复合材料、核壳

结构、有机物表面改性、硅基薄膜材料及表面包覆改性、粘结剂等方面；中科院过程所

则主要集中在硅碳复合材料和构建纳米结构等方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则侧重于核

壳结构和石墨烯改性。

通过以上分析，从专利申请主体来说，国外来华的主要申请人是日本的松下、三

洋、信越、索尼和韩国的三星、ＬＧ化学。上述公司都非常重视在中国的专利申请和布

局，围绕硅合金、硅氧化物、电解液和粘结剂等技术分支在中国申请了大量的专利，无

论是专利申请还是从授权有效的专利来看，国外申请人均占主导地位；中国的申请人

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研发体系，尤其在硅碳复合负极材料研发方面近

几年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其中以中科院物理所的技术储备和研发实力最强。

　　（６）我国硅基负极技术研发的潜在知识产权风险分析

从表１２可以看出，我国在硅合金、硅氧化物、电解液领域的知识产权风险处于中

等水平，在硅碳复合材料、薄膜电极、纳米结构和有机物包覆改性领域具有一定的优

势，在粘结剂和集流体领域风险较高。

表１２　我国硅基负极技术领域潜在知识产权风险分析

技术分支

硅负极材料

硅
合金

硅氧
化物

硅碳
复合

薄膜
电极

纳米
结构

有机物
包覆

电解
液

粘结
剂

集流
体

日本 申请数量（件） ８３ ８６ １９ ２０ ３ ６ ３１ ３２ ２２

韩国 申请数量（件） １７ １８ １８ １ ４ １ １ ７ １

国内 申请数量（件） ５５ ３１ ２００ ２０ ３０ ６ １０ ９ ５

我国知识产权
风险等级

中等 中等 较低 较低 较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较高

　　３．结论

从前文多个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硅基负极材料技术领域仍然是国内外相关企

业的研发重点，也是专利申请较多的领域。同时，与负极材料相匹配的电解液、粘结

剂以及集流体的研发近几年也在逐步升温。硅基负极相关技术正逐步从科学研究向

产业化方向迈进。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硅基负极技术领域不管是专利申请数量还是专利布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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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韩国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处于优势地位；中国申请人的相关专利申请虽然近几年一

直处于上升趋势，但是申请人相对分散，还没有形成有规模的专利申请布局。

从中国区域来看，虽然国内专利申请数量较多，且申请人以企业和高校为主，但

是申请人比较分散且相互间缺乏合作。在国外申请人中，日本和韩国的申请人在中

国申请专利时间较早，并且授权数量也比较多，有可能对我国在硅基负极技术领域的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技术领域来看，我国在硅合金、硅氧化物、电解液领域的知识

产权风险处于中等水平，在粘结剂和集流体领域风险较高，在硅碳复合材料、薄膜电

极、纳米结构和有机物包覆改性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

国内专利申请人应进一步加强专利分析工作，密切跟踪相关技术领域重要专利

申请人的研发动态和专利申请策略。针对自身的优势技术领域，进一步加强研发投

入，从而保证自身的竞争优势。针对相关技术领域的基础专利，可以制定一个包围该

基础专利的从属专利申请计划，申请若干从属专利，以获得交叉许可的条件。总之，

国内相关专利申请人应该积极参与到硅基负极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中，避免核心技

术完全被他人掌握。

王国华，裴晓英，夏永高，刘兆平（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科院１０项专利获第十六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６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第十六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

定》，表彰为推动技术（设计）创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和

发明人（设计人）。中科院共有８家单位的１０项专利荣获专利优秀奖，详细名单见

表１３。

表１３　中国科学院获第十六届中国专利优秀奖项目清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１ ＺＬ９８１２１６４５．５ 原子频标微波腔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

数学研究所

梅刚华、钟达、安绍

锋、刘金廷、黄学人

２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６０９８５．３核磁共振控制台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

数学研究所

刘朝阳、裘鉴卿、叶朝

辉

５２知识产权动态



（续表１３）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３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２０９７８．０微藻规模培养的管
道光生物反应器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刘建国、王增福、刘

伟、史朋家、张晓丽、

李颖玉、林伟

４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９５２５．３
一种单组分改性高

氯化聚乙烯耐候性

带锈涂料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李伟华、田惠文、金国

善、邓俊英、侯保荣

５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２３７８０９．５
提高耐温抗盐性能

的部分水解聚丙烯

酰胺的制备方法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

究所

吴飞鹏、张云龙、张玉

玺、施盟泉

６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５２４９２．５
医用偏转磁聚焦结

构的重离子或质子

同步加速器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

究所

夏佳文、杨建成、詹文

龙、石健、柴伟平、李

国宏

７ ＺＬ００１１４６９３．９ 一种污水处理方法

及装置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深圳市环境科学

研究所

吴振斌、雷志洪

８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２３５４５１．２
一种利用电石渣浆

的湿法烟气脱硫的

方法及其装置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
朱廷钰、荆鹏飞、叶猛

９ ＺＬ９９１１８８７５．６ 一种热交换管及其

制造方法和应用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中国科学院金属研

究所、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朱耀宵、郑志、曾清

泉、宁秀珍、楼琅洪、

许适群、王国清、白清

举

１０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４３６３３５．４一种海量信息存储
系统及实现方法

国家电网公司、国网信

息通信有限公司、国网

浙江省电力公司、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王晶华、吴甜、刘越、

虎嵩林

许　轶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ｚｔｚｌ／ｎｄｃｓ／ｚｇｚｌｊ／ｔｚ／２０１４１１／ｔ２０１４１１２６＿１０３７８７９．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日

２０１４年专利导航试点工程高级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９至２０日，２０１４年专利导航试点工程高级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培训班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院知识产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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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培训中心承办。为加强中科院与各专利导航试点单位的合作，培训班特别安排

了专利协同运用对接会。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唐炜处长介绍了中科院的总体情况，计

算技术研究所孙凝晖所长、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许建国副院长、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刘中民副所长和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知识产权负责人王慧分别介绍了本所的

研究领域和科技成果，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李锡玲副主任主持了专利协同运

用对接会。会后学员和几位主讲人进行了热烈的交流，有关院所专家与企业进一步

互通有无、互信合作、共谋发展，开启双方合作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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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

２０１４年度中科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顺利举行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６至２７日，来自５５个院属单位的８９名考生在中科院学术会堂参

加了中科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考试由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院科技政策与

管理科学研究所和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

为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我院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精

神，建设我院知识产权骨干队伍，提升院所两级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策划与运营能力，

中科院于２００８年在全国率先开展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认证工作，到今年院知识产

权专员资格考试已连续举办了７年，培养和遴选了一批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的复合

型人才。通过前６年的培训、考核、遴选及实践，我院共有７８个院属单位的１６８人具

备了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院知识产权专员队伍已初具规模，在研究所知识产权工

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了我院知识产权工作向深层次发展，提高了知识产权管理

的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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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材料所发布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专利分析报告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专业从事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技术研究的数

位科研人员和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经过近３个月的系统调研，在吸纳了各方意见之

后，专题分析了硅基负极技术领域的专利态势，撰写了《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专利分

析报告》，并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旨在为我国未来的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技术研发和

专利申请与保护工作提供专业化的依据，并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提

供有益的参考。

该专利分析报告，通过检索查阅、归纳分析原始专利文献，从全球硅基负极专利

申请趋势、专利技术生命周期、主要竞争国家／地区、主要专利申请人合作关系等方

面，分析了全球硅基负极技术的整体专利态势和研发热点。另外结合本领域重点专

利的追踪与演进以及全球重要专利申请人的技术演进分析，展现该领域当前的专利

活动特点。最后针对国外申请机构在我国进行的专利申请活动，从专利申请趋势、专

利申请来源国、专利法律状态、申请人类型和重要申请人研发方向等方面进行了具体

深入的分析，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硅基负极技术与产业发展提出了具有一定借

鉴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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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ＷＩＰＯ全球品牌数据库扩充日本商标信息

全球品牌数据库（ＧｌｏｂａｌＢｒａｎ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推出的全

球规模最大的商标数据库。从２０１５年１月开始，数据库会增加日本自２０００年以来

的商标公报，其数量预计达１７０万件。与此同时，日本专利局也开始提供“商标公

报”服务。自此，日本的用户可以利用全球品牌数据库免费对外国的商标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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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日本企业制定全球性的品牌战略。

熊　峰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２７００１／２０１４１１２７００１．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世界最大级の商标デ
"

タベ
"

ス「ＧｌｏｂａｌＢｒａｎ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に日本の商标情

报を
#

载します～商标に
$

する国内外の情报が一括で阅
%

可能にな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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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部市场协调局推出孤儿作品数据库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欧洲内部市场协调局（ＯＨＩＭ）新推出孤儿作品数据库。孤儿作品

是指不能确定所有权人的书籍、电影、报刊文章以及其它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由于

作者信息的缺乏阻碍了这些作品的数字化和传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盟针对孤

儿作品的数字化和在线展示制定了共同规则。规则规定，若公共机构进行尽职检索

后仍未发现作品的所有权人，这些作品将会被认定为孤儿作品，公共机构就可以使用

这些孤儿作品。欧盟范围内的所有孤儿作品将被收录在ＯＨＩＭ推出的孤儿作品数据

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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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美最高法院同意审理 ＷＡＲＦ干细胞专利无效案

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ＴｈｅＳｃｒｉｐ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干细胞科学家ＪｅａｎｎｅＬｏ

ｒｉｎｇ、消费者保护组织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Ｗａｔｃｈｄｏｇ和公共专利基金会对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

金会（ＷＡＲＦ）提起诉讼，要求推翻下级法院的决定，取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ＪａｍｅｓＴｈｏｍｓｏｎ于１９９８年因首次从人类胚胎中分离和培养干细胞而获得的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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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该案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已持续８年，目前已进入美国最高法院审理阶段。无效请求

者认为，其他科学家已利用相同的方法分离动物胚胎干细胞，因此ＪａｍｅｓＴｈｏｍｓｏｎ的

发现不具有专利要求的创造性；另外，胚胎干细胞是自然产物，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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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指出专利申请注意事项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３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提出在美国申请专利的５个注意
事项。（１）现有技术检索：提交专利申请前对想要保护的方案进行基本的专利检索，
确保未被其他现有技术公开；（２）提交临时申请：正式申请可在临时申请提交之后的
１２个月内提交，且临时申请的申请日即为专利的申请日，临时申请程序能让申请人
获得１年的时间用于测试市场、聚集投资者以及规划下一步的行动；（３）微实体（ｍｉ
ｃｒｏｅｎｔｉｔｙ）可享受申请费减免：新美国发明法案（ＡＩＡ）引入了“微实体”资格认证，若
申请人符合“微实体”资格，则专利费用可享受７５％的减免；（４）利用无偿的专利法
律援助项目（ＰｒｏＢｏｎｏａｎｄＰｒｏＳ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ＵＳＰＴＯ为缺乏法律协助的发明人提供帮
助，利用这些援助项目可获得专业人士的服务和咨询建议；（５）按时缴纳专利维持
费：专利授权后，为确保专利的有效性，专利期满前需要缴纳３次专利维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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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分析商标保护六步骤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７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分析商标保护的６个步骤，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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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标选择、注册等方面的注意事项。（１）确定选择的商标是否合适，商标保护的是
在商品和服务上使用的品牌名称和标识，必须确保利用这些商标能容易地识别相应

的商品和服务；（２）在申请商标注册之前先检查是否满足注册商标的要求，以及注册
商标的保护强度；（３）进行现有商标的检索，了解是否在相关的商品或服务上有相似
的文字或图案设计已进行商标注册；（４）利用商标电子申请系统（ＴＥＡＳ）提交申请，
可节约申请费用；（５）考虑是否聘请商标代理人协助完成整个申请过程；（６）在商标
状态和文献检索系统（ＴＳＤＲ）上监控整个申请过程，避免错过相应程序的处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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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鼓励“五感商标”申请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７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召开了“２０１４年全球企业五感商标战略会

议”。五感商标是指可以直接通过听觉、嗅觉等五感直接感觉的感觉性商标，或是动

态立体的商标。品牌专家认为，“只有可以支配五感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存活”。最近，销售界正刮起一股五感品牌化的热风。韩国知识产权局商标与外

观设计审查局局长朴成俊表示，通过这次会议的召开，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了新型商标

的相关信息。若企业的声音和图像作为商标得以活用和保护，将很大程度上提高企

业的有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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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探讨知识产权交易战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８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和韩国发明振兴会在韩国知识产权中心举
办了有１５０余名知识产权交易相关人士参加的“２０１４知识产权交易战略研讨会”。
这次会议旨在提高知识产权交易的公众意识，共享知识产权交易和商业化的最新信

息，进而加强知识产权服务产业的能力。这次会上选出来的一些优秀案例将被收集

到成功案例集，免费提供给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的技术转移机构、地方知识产权中

心、民营技术交易企业等。另外，会议还将中国技术交易指南、日本技术交易纠纷案

例集一同分发给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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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推出专利信息关联开放服务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７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启动下一代数据共享技术的专利信息关联
开放数据（ｌｉｎｋｅｄ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ＬＯＤ）服务。应用 ＬＯＤ技术连接网络上的开放数据生成
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使用者可利用ＬＯＤ自由地获取想要的网络数据。该服务顺应韩
国创意经济的核心动力———公共数据开放政策，通过２０１４年的“以ＩＣＴ为基础的公
共服务促进产业发展”项目得到实施和推进，使专利数据更易获取和利用。韩国知

识产权局相关人士表示，利用专利信息的 ＬＯＤ服务促进各种配套服务的发展，有利
于私营机构开拓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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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实施专利商业化平台项目

韩国专利商业化平台（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ＰＣＰ）项目主要针对公共

研究机构进行技术转移，因相关业务提升了中小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激发了公共研究

机构的专利经营热情而受到大众关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５日，ＰＣＰ在首尔召开了专利技
术商业化会议。参加单位包括韩国国内主要的６所大学、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以及私

营机构等。韩国ＰＣＰ代表金尹新表示ＰＣＰ的业务以文正地区为开端，往后将以首尔

圣水洞和首都圈的企业团体为中心，逐渐扩大ＰＣＰ覆盖的企业范围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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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食物垃圾从量制”激发相关专利申请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韩国环境日报报道称，自去年６月份，根据食物垃圾的重量缴纳

费用的“食物垃圾从量制”实施以来，韩国有关食物垃圾处理的专利申请不断增加。

韩国知识产权局指出，２０１３年处理食物垃圾相关专利申请为３９１件，与上年相比增

长了５２％。特别是解决处理食物垃圾的用电量和恶臭问题的专利申请变得相当活
跃。据此，一度因为食物垃圾的电力消耗量和恶臭问题而萧条的食物垃圾处理器市

场也开始逐渐回暖。

韩国知识产权局相关人士表示，“中小企业在食物垃圾处理市场的竞争日趋白

热化，各企业需要在去除恶臭、节省电能、降低噪音等方面不断深化技术研发，通过申

请专利的方式提高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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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明尼苏达州大学起诉四大移动电话运营商专利侵权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ＵＭＮ）起诉Ｖｅｒｉｚｏｎ、

ＡＴ＆Ｔ、ＴＭｏｂｉｌｅ、Ｓｐｒｉｎｔ四大移动电话运营商侵犯其ＬＴＥ标准关键技术专利权。ＵＭＮ

称涉诉专利涉及提高 ＬＴＥ网络速度和可靠性的相关技术，专利号为 ＵＳ７２５１７６８、
ＵＳＲＥ４５２３０、ＵＳ８５８８３１７、ＵＳ８７７１７１７５、ＵＳ８７７４３０９，要求被告支付每年４０００万美元的

专利许可费。这起诉讼已引发一些批评，一些人指责ＵＭＮ使用类似于专利流氓的诉

讼策略。而ＵＭＮ则认为，大学必须保护教职工的发明创造，保护大学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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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利许可收益分配新政策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Ａｒｉｚｏｎ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Ｕ）推出专利

许可收益新的分配政策。在新政策下，许可收益归“实验室共享”的份额将减少，发

明人将得到更多的许可费。据改革前的政策，许可获得的净收入在大学、实验室以及

发明人三者间平均分配。而新政策规定：对１万美元以内的许可净收入，发明人占

５０％的份额，实验室占１／６、大学占１／３；对超过１万美元的许可净收入，发明人根据

人数的不同占４０％到５０％不等的份额，大学仍占１／３，实验室的份额则根据发明人所

占份额进行相应的调整。ＡＳＵ指出，新的许可收益分配政策更有利于激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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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知识产权律师分析保密协议排除条款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９日，美国律师事务所 Ｓｃｈｒｏｅｐｆ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ａｗ创始人、知识产

权律师ＬａｒｒｙＳｃｈｒｏｅｐｆｅｒ分析在保密协议（ＮＤＡ）中应注意避免的６项隐藏条款，并指

出这些条款的主题超出了ＮＤＡ的范围。（１）知识产权许可或转让条款：要求许可或

转让在已许可的知识产权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产生的成果；（２）不主张权利条款

（Ｎｏｎ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权利人不能向对方主张任何相关技术的专利或其他知识

产权，包括在签订ＮＤＡ之前就拥有的知识产权；（３）排他性条款：权利人被禁止与知

识产权所在主题领域的任何第三方谈判接触；（４）竞业禁止条款：禁止与被许可人竞

争或销售与许可知识产权类似的产品；（５）陈述和保证：要求提供保证，如保证使用

许可的知识产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６）禁止雇佣条款（ｎｏｎｓｏ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ｎｈｉｒｅｃｌａｕｓｅ）：同意不聘请或雇佣任何对方的员工或独立的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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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利法律人士列举许可协议起草注意事项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美国ＪＤＳｕｐｒａ顾问、专利法专家ＰａｔｒｉｃｋＡｒｎｅｚ、ＳｈａｒｏｎＲｏｂｅｒｇＰｅｒｅｚ

通过案例提醒大学需谨慎起草专利许可协议，如果在协议中放弃的权利太多，可能会

失去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权利。ＴｒｉＣｏｕｎｔｙ将一项无线通信的相关专利以独占许可

的形式许可给德州 Ａｚｕｒｅ公司，且授予 Ａｚｕｒｅ公司全面实施和分许可的权利。Ｔｒｉ

Ｃｏｕｎｔｙ仅保留了对诉讼或许可获得的收益进行分成的权利。虽然两家机构作为共同

原告提出了专利侵权诉讼，但最终地方法院驳回了ＴｒｉＣｏｕｎｔｙ作为原告的请求。Ｐａｔ

ｒｉｃｋＡｒｎｅｚ和ＳｈａｒｏｎＲｏｂｅｒｇＰｅｒｅｚ指出在这个案例中ＴｒｉＣｏｕｎｔｙ以独占许可的形式授

予Ａｚｕｒｅ公司过多的权利，已经类似于转让。案例表明起草许可协议时需明确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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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权利、自身保留的权利以及了解作为诉讼的共同原告必须保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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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信公司因 ＦＲＡＮＤ许可协议在印度遭调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知识产权杂志ＩＡＭ就爱立信公司诉印度Ｍｉｃｒｏｍａｘ公司侵权案发

表评论称，虽然印度法院目前仅发出有关支付许可费的临时措施，但对爱立信非常有

利，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国际大公司对亚洲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２０１３年３月，
爱立信公司起诉印度Ｍｉｃｒｏｍａｘ公司侵犯涉及 ＧＳＭ、ＥＤＧＥ和３Ｇ无线电信标准的相

关专利。印度高等法院对 Ｍｉｃｒｏｍａｘ公司涉嫌侵权的产品发出进口禁止令。Ｍｉ

ｃｒｏｍａｘ公司则向印度竞争委员会（Ｉｎｄｉａ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投诉，称爱立信收
取的专利许可费过高且存在差别待遇，违反了 ＦＲＡＮＤ（ｆａｉｒ，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ａｎｄｎｏｎｄｉ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协议，这是印度第一起涉及ＦＲＡＮＤ许可协议的案件。据报道，印度高等

法院已发出临时命令，由Ｍｉｃｒｏｍａｘ公司向爱立信公司支付产品销售净价的０．８％至
１．３％作为许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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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Ｇ与 Ｇｏｏｇｌｅ签订长期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ＬＧ和Ｇｏｏｇｌｅ发表声明称双方签订了针对现有和未来产品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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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专利交叉许可协议”。ＬＧ表示，这次的协议是以“范围广泛的产品和技术”为对

象，不仅包括双方当前持有的专利，还覆盖未来１０年申请的专利。１０年从产品发布

层面看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对Ｇｏｏｇｌｅ来说，类似协议的签订并非首次。该公司

于２０１４年１月与韩国三星公司之间签订了类似的１０年专利交叉许可协议。三星公

司的知识产权部门高层表示，这种合作不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专利纷争，双方还可以

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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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获得“中央２０１３年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 ４４
!!!!!!!!

新疆理化所“氟硼酸钡、氟硼酸钡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制备方法和用途”获美国发明专利 ４４
!!!!!

信息扫描

欧盟委员会提案为单一专利铺平道路 ４５
!!!!!!!!!!!!!!!!!!!!!!!!!

欧盟新法规扩大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权力 ４６
!!!!!!!!!!!!!!!!!!!!!!!!

欧洲２０１３年专利申请量创历史新高 ４６
!!!!!!!!!!!!!!!!!!!!!!!!!!

ＥＰＯ发布“从科研成果创造市场”会议报告 ４７
!!!!!!!!!!!!!!!!!!!!!!!

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特许经营指导文件 ４７
!!!!!!!!!!!!!!!!!!!!!

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新增知识转移网络机构 ４８
!!!!!!!!!!!!!!!!!!!!!!

德国专利商标局免费提供专利电子档案网上查询 ４８
!!!!!!!!!!!!!!!!!!!!

台湾省加速绿色能源技术专利审查 ４８
!!!!!!!!!!!!!!!!!!!!!!!!!!

８３ 知识产权动态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举行反假冒商品宣传活动 ４９
!!!!!!!!!!!!!!!!!

新的全球专利审查高速公路和ＩＰ５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启动 ５０
!!!!!!!!!!!!!!!

美国最高法院将审查软件的可专利性 ５０
!!!!!!!!!!!!!!!!!!!!!!!!!

美国ＣＡＦＣ裁决促进专利诉讼“失败方付费” ５１
!!!!!!!!!!!!!!!!!!!!!!

美纽约州“专利流氓”和解案被视为类似案件处理典范 ５１
!!!!!!!!!!!!!!!!!!

美国国防部资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打造卓越技术转移中心 ５２
!!!!!!!!!!!!!!!!

美国马里兰创新计划发布网络软件以挖掘技术转移信息 ５３
!!!!!!!!!!!!!!!!!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推行专利费用分摊机制以缓解ＴＴＯ经费压力 ５３
!!!!!!!!!!!!!

美国普渡大学员工倡议在基础研究中植入商业化种子 ５４
!!!!!!!!!!!!!!!!!!

美国佐治亚理工成功开发专利地图系统 ５４
!!!!!!!!!!!!!!!!!!!!!!!!

美两所大学与ＩＰＧｒｏｕｐ签署商业化合作协议 ５５
!!!!!!!!!!!!!!!!!!!!!!

美俄亥俄州立大学启动技术转移合作基金 ５５
!!!!!!!!!!!!!!!!!!!!!!!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推出创新与创业新战略 ５６
!!!!!!!!!!!!!!!!!!!!!!!

美国专利咨询公司发布２０１３年第３季度专利市场指数 ５６
!!!!!!!!!!!!!!!!!!

英知识产权律所质疑印度药企专利创新能力 ５７
!!!!!!!!!!!!!!!!!!!!!!

瑞士非营利组织：离岸临床药物试验涉及多重违反道德问题 ５７
!!!!!!!!!!!!!!!!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苹果ｉｐｈｏｎｅ手机不侵犯谷歌专利 ５８
!!!!!!!!!!!!!!!

谷歌三星达成１０年期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５８
!!!!!!!!!!!!!!!!!!!!!!!!

高通公司从惠普收购Ｐａｌｍ、ＩＰＡＱ、Ｂｉｔｆｏｎｅ的专利组合 ５９
!!!!!!!!!!!!!!!!!!!

Ｒｏｃｋｓｔａｒ财团向Ｓｐｈｅｒｉｘ公司出售１０１项专利 ５９
!!!!!!!!!!!!!!!!!!!!!!

ＩＢＭ连续２１年蝉联美国专利数量冠军 ６０
!!!!!!!!!!!!!!!!!!!!!!!!!

ＩＢＭ获“全同态加密”技术专利 ６０
!!!!!!!!!!!!!!!!!!!!!!!!!!!!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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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２０１３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８２．５万件连续３年居世界首位 １
!!!!!!!!!!!!!!!!!

美白宫出台推进专利改革行动措施 ２
!!!!!!!!!!!!!!!!!!!!!!!!!!!

美哈佛研究员称生物制药公司将成为“专利流氓”下一目标 ３
!!!!!!!!!!!!!!!!!

美律所发文探讨全球专利流氓现状 ５
!!!!!!!!!!!!!!!!!!!!!!!!!!!

澳大利亚律所称四起专利诉讼案可能影响澳专利法 ７
!!!!!!!!!!!!!!!!!!!!

政策规划

《２０１４年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要点》发布 ９
!!!!!!!!!!!!!!!!!!!!!!!!

专题报道

ＩＮＤＵＳＴｅ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公司发布《２０１３年大学专利交易趋势研究报告》 ９
!!!!!!!!!!!!

技术观察

多模式成像专利技术布局分析 ２１
!!!!!!!!!!!!!!!!!!!!!!!!!!!!

９３知识产权动态



工作动态

中科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合作座谈会 ３３
!!!!!!!!!!!!!!!!!!!!!!!

中科院微电子所２０１３年美国授权专利数量进入全球Ｔｏｐ５００ ３３
!!!!!!!!!!!!!!!!

植物所通过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验收考核 ３４
!!!!!!!!!!!!!!!!!!!!!!!

合肥研究院３项科技成果获２０１３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 ３４
!!!!!!!!!!!!!!!!!!

武汉物数所２项成果荣获湖北省２０１３年技术发明一等奖 ３５
!!!!!!!!!!!!!!!!!

信息扫描

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的意见（试行）》

　 ３５
!!!!!!!!!!!!!!!!!!!!!!!!!!!!!!!!!!!!!!!!

国务院就《商标评审规则意见稿》征求意见 ３６
!!!!!!!!!!!!!!!!!!!!!!!

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企业获专利质押贷款超１００亿美元 ３６
!!!!!!!!!!!!!!!!!!!

美最高法院裁决在侵权确认判决中专利权人负举证责任 ３７
!!!!!!!!!!!!!!!!!

加拿大知识产权立法发生重大改革 ３７
!!!!!!!!!!!!!!!!!!!!!!!!!!

日本计划延长再生医学相关专利保护期 ３８
!!!!!!!!!!!!!!!!!!!!!!!!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合作开发的知识产权问题处理指南 ３８
!!!!!!!!!!!!!!

美ＮＡＳＡ授权开发骨骼和组织再生专利技术 ３９
!!!!!!!!!!!!!!!!!!!!!!!

美加州大学允许初创公司用股票偿还投资 ３９
!!!!!!!!!!!!!!!!!!!!!!!

美普渡大学研究基金会与库克医疗公司共同推出１２００万美元创业基金 ３９
!!!!!!!!!!!

美高校教师质疑现行专利所有权归属制度 ４０
!!!!!!!!!!!!!!!!!!!!!!!

美ＷＡＲＦ起诉苹果侵犯微处理器电路相关专利 ４０
!!!!!!!!!!!!!!!!!!!!!

研究显示：２０１３年美国专利交易均价下跌３７％ ４１
!!!!!!!!!!!!!!!!!!!!!!

美高智公司抨击“专利诉讼”五论点 ４１
!!!!!!!!!!!!!!!!!!!!!!!!!!

美专利分析机构发布近年ＮＰＥ诉讼公司排名 ４２
!!!!!!!!!!!!!!!!!!!!!!

韩国独霸全球４ＧＬＴＥ标准专利：ＬＧ和三星占４成 ４３
!!!!!!!!!!!!!!!!!!!!

苹果智能语音系统Ｓｉｒｉ引专利侵权诉讼 ４３
!!!!!!!!!!!!!!!!!!!!!!!!!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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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发布２０１４年度ＦａｓｔＦｏｒｗａｒｄ计划创新技术商业化资助名单 １
!!!!!!!!!!!!!

台省律所探讨专利双重申请新规定 ２
!!!!!!!!!!!!!!!!!!!!!!!!!!!

ＷＩＰＯ：互联网域名扩张不利于商标保护策略 ３
!!!!!!!!!!!!!!!!!!!!!!!

美风险投资协会提示专利诉讼改革措施风险 ４
!!!!!!!!!!!!!!!!!!!!!!!

美高智公司论证软件专利的创新性 ５
!!!!!!!!!!!!!!!!!!!!!!!!!!!

政策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 《关于促进专利代理行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７
!!!!!!!!!!!!!!

０４ 知识产权动态



专题报道

美加州大学教授：产业资助的学术发明能推动创新 ８
!!!!!!!!!!!!!!!!!!!!

技术观察

循环流化床燃烧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１０
!!!!!!!!!!!!!!!!!!!!!!!!!!

工作动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检查指导沈阳自动化所专利工作 ２０
!!!!!!!!!!!!!!

科技促进发展局举办“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讲座 ２１
!!!!!!!!!!!!!!!!

微系统所成为首批上海市专利试点单位 ２１
!!!!!!!!!!!!!!!!!!!!!!!!

《自然出版指数２０１３》显示：中科院跃居世界前十 ２２
!!!!!!!!!!!!!!!!!!!!!

第二届亚洲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研讨会成功举行 ２２
!!!!!!!!!!!!!!!!!!!!

信息扫描

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２０１５财年预算报告》 ２３
!!!!!!!!!!!!!!!!!!!!!!!

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布专利保护客体适格性审查新指南 ２４
!!!!!!!!!!!!!!!!!!

美国专利商标局就利用“众包”模式识别现有技术征求公众意见 ２４
!!!!!!!!!!!!!!

印度专利局公布药物专利申请审查指南草案 ２４
!!!!!!!!!!!!!!!!!!!!!!

２０１３年中国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三 ２５
!!!!!!!!!!!!!!!!!!!!!

埃及和突尼斯首次在宪法中提出知识产权保护 ２５
!!!!!!!!!!!!!!!!!!!!!

２０１３年欧专局专利申请创历史新高 ２６
!!!!!!!!!!!!!!!!!!!!!!!!!!

三星集团登顶２０１３欧洲企业专利申请量排行榜 ２７
!!!!!!!!!!!!!!!!!!!!!

Ｃｏｔｅ公司认为风投公司低估专利价值 ２７
!!!!!!!!!!!!!!!!!!!!!!!!!

高智分析人员认为专利诉讼并未激增 ２８
!!!!!!!!!!!!!!!!!!!!!!!!!

４６家企业联名支持软件可专利性 ２８
!!!!!!!!!!!!!!!!!!!!!!!!!!!

Ｚｅｃｏｔｅｋ公司就３Ｄ显示系统申请附加专利 ２９
!!!!!!!!!!!!!!!!!!!!!!!!

韩国电子企业担心微软接手诺基亚移动业务带来冲击 ２９
!!!!!!!!!!!!!!!!!!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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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英国未来知识产权政策举措及优先研究方向 １
!!!!!!!!!!!!!!!!!!!!!

欧专局积极推进标准专利文献数据库建设与应用 ２
!!!!!!!!!!!!!!!!!!!!!

国际商会研究知识产权与开放式创新 ３
!!!!!!!!!!!!!!!!!!!!!!!!!!

剑桥大学研究产学互动机制 ４
!!!!!!!!!!!!!!!!!!!!!!!!!!!!!!

评论认为大型企业联盟是专利改革的阻碍 ５
!!!!!!!!!!!!!!!!!!!!!!!!

专题报道

日本科技振兴机构发布２０１４年版中国技术转移系统调查报告 ７
!!!!!!!!!!!!!!!

１４知识产权动态



技术观察

全固态激光器专利分析 １３
!!!!!!!!!!!!!!!!!!!!!!!!!!!!!!!

工作动态

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举办知识产权讲座 ２４
!!!!!!!!!!!!!!!!!!!!!

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资公司举办知识产权沙龙 ２４
!!!!!!!!!!!!!!!!!!!!

信息扫描

《２０１３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发布 ２５
!!!!!!!!!!!!!!!!!!!!!!

《２０１３年全国专利实力状况报告》发布 ２５
!!!!!!!!!!!!!!!!!!!!!!!!!

香港贸发局与ＷＩＰＯ共同推进绿色技术转移转化 ２６
!!!!!!!!!!!!!!!!!!!!!

国内首支专利运营基金成立 ２６
!!!!!!!!!!!!!!!!!!!!!!!!!!!!!

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词汇试点计划 ２７
!!!!!!!!!!!!!!!!!!!!!!!!!!

美国专利商标局成立国际专利合作办公室 ２８
!!!!!!!!!!!!!!!!!!!!!!!

加拿大竞争局发布《知识产权实施指导方针草案》 ２８
!!!!!!!!!!!!!!!!!!!!

日本知识产权局制定专利审查质量控制基本原则 ２９
!!!!!!!!!!!!!!!!!!!!

英国修改《著作权法》 ２９
!!!!!!!!!!!!!!!!!!!!!!!!!!!!!!!!

韩国知识产权局启动国家专利战略蓝图计划 ３０
!!!!!!!!!!!!!!!!!!!!!!

韩国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 ３０
!!!!!!!!!!!!!!!!!!!!!

新加坡推出１亿新元知识产权融资计划 ３１
!!!!!!!!!!!!!!!!!!!!!!!!

美国专利改革遭到研究型大学反对 ３１
!!!!!!!!!!!!!!!!!!!!!!!!!!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开展首次高校主导的知识产权拍卖 ３２
!!!!!!!!!!!!!!!!!!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推出专利“先试后买”计划 ３２
!!!!!!!!!!!!!!!!!!!!!!

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布１０００多个计算机代码以激励创新 ３３
!!!!!!!!!!!!!!!!!!

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大学研究将获商业秘密保护 ３３
!!!!!!!!!!!!!!!!!!!!!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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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宣布实现“ＦＡ１１”目标 １
!!!!!!!!!!!!!!!!!!!!!!!!!!!!

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发布２０１３年美国专利诉讼年度报告 ２
!!!!!!!!!!!!!!!!!!!!!

ＥＤＳ诉新合力案警示需选择正确的专家证人 ３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ＩＰ研究表明亚洲石墨烯专利活动活跃 ５
!!!!!!!!!!!!!!!!!!!!!!

美技术商业化公司创始人探讨大学专利降价拍卖 ６
!!!!!!!!!!!!!!!!!!!!!

政策规划

《２０１４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印发 ８
!!!!!!!!!!!!!!!!!!!!!!

２４ 知识产权动态



专题报道

日本政府发布２０１３年度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活动情况调查 １５
!!!!!!!!!!!!!!!!!

技术观察

国际深海采样专利技术研发态势分析 １９
!!!!!!!!!!!!!!!!!!!!!!!!!

工作动态

计算所无线通信技术研究中心专利荣获北京市发明专利二等奖 ２８
!!!!!!!!!!!!!!

苏州纳米所举办国际专利申请实务及政策讲座 ２９
!!!!!!!!!!!!!!!!!!!!!

“开放式核磁共振超导磁体系统研制”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２９
!!!!!!!!!!!!!!!!!

信息扫描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实施 ３０
!!!!!!!!!!!!!!!!!!!!!!!

《２０１４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发布 ３０
!!!!!!!!!!!!!!!!!!!!

深圳市发布实施《企业专利运营指南》、《专利交易价值评估指南》两标准 ３１
!!!!!!!!!!!

美ＵＳＰＴＯ提议降低商标登记费用 ３１
!!!!!!!!!!!!!!!!!!!!!!!!!!!

ＪＰＯ与ＩＳＯ达成专利与标准合作共识 ３２
!!!!!!!!!!!!!!!!!!!!!!!!!!

五大专利局２０１３年受理专利申请达２２０万件 ３２
!!!!!!!!!!!!!!!!!!!!!!

ＷＩＰＯ推出基于图像的商标搜索功能 ３３
!!!!!!!!!!!!!!!!!!!!!!!!!!

英国中小企业对专利减税政策持怀疑态度 ３４
!!!!!!!!!!!!!!!!!!!!!!!

东南亚知识产权融资计划有望成为最佳实践案例 ３４
!!!!!!!!!!!!!!!!!!!!

欧美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薪资水平高出其他产业４０％ ３５
!!!!!!!!!!!!!!

美休斯顿大学获２５００万美元投资促进商业化 ３５
!!!!!!!!!!!!!!!!!!!!!!

美南密西西比大学与荷兰公司签订场馆安防技术许可协议 ３６
!!!!!!!!!!!!!!!!

亚洲知识产权公司利用购买的专利寻求资金套现 ３６
!!!!!!!!!!!!!!!!!!!!

夏尔公司收购墨尔本大学分拆公司 ３７
!!!!!!!!!!!!!!!!!!!!!!!!!!

Ｍａｒａｔｈｏｎ购买ＩＰＮａｖ公司专利组合 ３７
!!!!!!!!!!!!!!!!!!!!!!!!!!!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３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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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高院裁定职务发明补偿案 １
!!!!!!!!!!!!!!!!!!!!!!!!!!!!!!

ＩＡＭ探讨亚洲大学研发投资回报困境 ２
!!!!!!!!!!!!!!!!!!!!!!!!!!

特斯拉汽车公司发起“特斯拉专利共享计划” ３
!!!!!!!!!!!!!!!!!!!!!!!

研究披露向高智公司转让专利最多的企业 ４
!!!!!!!!!!!!!!!!!!!!!!!!

ＴＴＯ推行品牌重塑取得成效 ５
!!!!!!!!!!!!!!!!!!!!!!!!!!!!!!

专题报道

欧盟研究ＩＣＴ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及研发国际化 ６
!!!!!!!!!!!!!!!!!!!!!

３４知识产权动态



技术观察

超导量子干涉器件有效专利分析 １０
!!!!!!!!!!!!!!!!!!!!!!!!!!!

工作动态

施尔畏副院长出席院知识产权所级领导培训班并作报告 ２３
!!!!!!!!!!!!!!!!!

中科院和国知局联合举办专利价值分析实务培训班 ２４
!!!!!!!!!!!!!!!!!!!

中科院知识产权高级研讨培训班在北京成功举办 ２４
!!!!!!!!!!!!!!!!!!!!

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培训在武汉、合肥、成都成功举办 ２５
!!!!!!!!!!!!!!!!

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顺利运行 ２６
!!!!!!!!!!!!!!!!!!!!!!

大连化物所微囊化胰岛移植治疗糖尿病项目的专利布局获进展 ２７
!!!!!!!!!!!!!!

宁波材料所感恩社会之“１０项专利免费许可行动” ２７
!!!!!!!!!!!!!!!!!!!!

信息扫描

五大知识产权局就推进公众获取专利信息达成共识 ２８
!!!!!!!!!!!!!!!!!!!

欧专局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ＧｌｏｂａｌＤｏｓｓｉｅｒ服务 ２９
!!!!!!!!!!!!!!!!!!

欧专局与韩国知识产权局合作新举措 ２９
!!!!!!!!!!!!!!!!!!!!!!!!!

美国专利商标局就专利适格性发布指南初稿 ２９
!!!!!!!!!!!!!!!!!!!!!!

欧盟评估著作权及相关权限制与豁免产生的经济影响 ３０
!!!!!!!!!!!!!!!!!!

英国发布打击知识产权违法年度报告 ３０
!!!!!!!!!!!!!!!!!!!!!!!!!

爱尔兰设立中央技术转移办公室 ３１
!!!!!!!!!!!!!!!!!!!!!!!!!!!

英国牛津大学与法国技术转移机构合作 ３１
!!!!!!!!!!!!!!!!!!!!!!!!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提出替代专利许可指南 ３２
!!!!!!!!!!!!!!!!!!!!!!

美国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网站开发技术信息关联功能 ３２
!!!!!!!!!!!!!!!!!!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重建技术转移中心 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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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稿

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

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

《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内容，应

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求函，说明

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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