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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知识产权动态》内部刊物，双月刊，由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

心主办，国家林业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承办，主要跟踪国内外林业知

识产权动态、政策、学术前沿和研究进展，组织专家进行信息采集、

分析、翻译和编辑整理，提供林业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内容包括：各

国林业知识产权动态、相关法律法规、国际履约相关问题研究、各国

专利、植物新品种和生物遗传资源研究进展、林业知识产权信息统计    

分析等。读者对象为知识产权相关的管理、科研、教学和企业人员。 

 

 

FAO 通过首个全球森林遗传资源行动计划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网站 2013 年 4 月 22 日报道，FAO 粮食

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通过了首个全球森林遗传资源保护、可持续利

用和开发行动计划，这标志着全球森林遗传资源保护向前迈进了一大

步。FAO 将组织制定“行动计划”的实施战略，确保调动充足的财政

资源支持该计划实施，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保护森林遗传资源对未来至关重要。据估算，全球树种数量约 8

万～10 万种。森林生态系统为生物物种提供了生存与繁衍的场所，

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必不可少。目前，全球已有 12％的森林被划定

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森林和树木能否被用来应对未来的粮食安全、减贫和可持续发展

的挑战，取决于其所能提供的种间和种内生物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对

于确保林木在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下能够生存、适应和进化是必不可

少的。此外，遗传多样性还能使森林保持活力并提高其抵抗病虫害等

风险的能力。 

    当通过人工选择、繁殖和驯化等方法来开发适宜品种或强化其某

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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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用性状时，需要具有一定的遗传多样性。在许多国家，森林生

态系统和物种多样性状况，将极大地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森林遗传资源可持续管理需要依靠有效和

连续的信息。这些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根据 FAO 指南制定的森林遗传资

源国家报告，这也是确定优先行动领域的基础。 

主要的优先行动领域包括：提高森林遗传资源信息的可用性和可

获得性；制定森林遗传资源全球保护战略；森林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开发和管理；评估相关政策和法律框架，解决森林遗传资源可持

续管理存在的分歧；加强机构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李秋娟） 

 

CPVO 与意大利合作举办植物新品种权执法研讨会 

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CPVO）网站 2013 年 6 月 6 日报道，

2013 年 5 月 30 日 CPVO 与意大利经济发展部、意大利专利商标局合

作，在意大利举办了植物新品种权执法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旨在分享

意大利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在植物新品种权执法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和

经验。15 个国家的 130 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包括植物新品种保护

方面的官员、测试机构代表、育种者和育种者组织代表、种子生产商、

种植者、繁育者和农民。 

会议报告指出，意大利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与植物新品种权执法相

关的规章制度。在某些情况下，品种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诉以维护自身

权益，并且已有很多成功案例。然而，发言者和与会者均对目前适用

的法律法规程序下的证据保护问题表示担忧。还有人提出，由于法官

缺乏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整个诉讼过程耗时较长，导致诉讼成本变

得非常昂贵。有人认为解决该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法律制裁，应该更

多地动用刑事程序。 

另外，有人提出意大利没有为农场保存品种并收取品种权特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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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费建立相关制度。在欧盟层面上，育种者和农民组织的代表都表示，

同意对品种权特许使用费的规定进行修改，以使该制度简单而公平，

但是具体的解决方案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各利益相关方及 CPVO 均表示，在未来的对话

中将应用此次研讨会上分享的经验。                    （马一博）  

 

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资助森林遗传资源保护研究工作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网站 2013 年 6 月 17 日报道，国

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发布了 2013 年 Abdou-Salam Ouédraogo（ASO）奖

学金公示。该奖学金主要资助对重要树种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管

理方面的研究。 

该奖学金的目的是通过野外试验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加强森

林遗传资源研究。资助对象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大学、研究

机构和以研究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人员。申请人年龄必须在 40 岁以

下，具有硕士学位或相关领域同等学历。 

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的成员。

该奖学金的设定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的森林、树木和

农林业研究计划有关。                                （廖世容） 

 

美国等国家提交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联合提案 

知识产权观察（Intellectual Property Watch）网站 2013 年 2

月 8 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

文学艺术（IGC）政府间委员会于 2月 4-8 日召开了会议。 

在 2月 7日的全体会议上，加拿大、日本、挪威、韩国和美国提

交了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联合建议，其主要内容是构建一个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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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披露要求、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另外，加拿大、日本、韩国和

美国共同提交了一份提案，其主要内容是在符合现有遗传资源获取和

惠益分享制度的前提下，避免专利错误授权。这 4个国家还在 2 月 5

日共同提交了另一份联合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利用数据库进行遗传资

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防御性保护。 

美国代表表示，联合建议抓住关键目标，旨在促进建立遗传资源

和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有效机制。这 3 份文件在发展中国家中引起了

很大反响和关注。发展中国家认为，这 3份文件没有任何强制性信息

披露要求，因此不能代表各国共识。 

    在构建数据库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认为可能会产生相反的

效果，不仅无法保护遗传资源，还可能导致资源被滥用。土著人士代

表强调，如果传统知识存在于公共领域，那么事实上他们的一些传统

知识未经其同意就可以被收录到数据库中。玻利维亚代表也对此表示

担心，同时强调数据库的建设成本问题。作为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的

先行者，印度代表也认为数据库在防止错误专利授权方面是非常有用

的工具之一，但表示这一主题不能被单独讨论。巴西代表表示，防御

性保护措施，如数据库，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在强制性信息披露方面，根据发达国家代表的说法，专利申请时

强制性披露遗传资源，将对生物技术创新产生寒蝉效应。因为这一做

法会造成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增加诉讼风险。日本代表表示，新的规

范需要必要的证据支持，但是强制性信息披露机制却没有证据支撑。

瑞士代表支持强制性披露，并表示，瑞士自 2008 年 7 月以来已经在

其立法中有过这样的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 

在与其他国际协议的关系上，各国代表也存在意见分歧。以美国

为例，他不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成员国，并表示《生

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

益的名古屋议定书》尚未实施。瑞士及发展中国家代表认为，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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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应与其他国际协议中有关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的内容

保持一致性，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国际条约等，条款清单应参考这些国际协议，并使用相同的定

义，以形成一种相互协调一致的关系。                 （尚玮姣） 

 

TRIPS 理事会关注知识产权、气候变化和绿色技术 

世界贸易组织（WTO）网站 2013 年 6 月 12 日报道，在 2013 年 6

月 11-12 日的 WTO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理事会

会议上，一篇来自厄瓜多尔的关于绿色技术与气候变化的研究文章引

起了长时间的讨论。争议的焦点是绿色技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不利

还是有利。 

该文章在2月份发表并在3月份的TRIPS理事会会议上被简要介

绍。文章认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将有助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呼

吁 TRIPS 各成员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会阻碍技术转让，从而使绿色

技术转让更加昂贵。文章还建议修改 TRIPS 协定，以缩短绿色技术专

利的申请时间。厄瓜多尔代表还建议 TRIPS 成员可以效仿 2011 年发

布的关于 TRIPS 协定和公共卫生的多哈部长宣言，考虑在 12 月份的

巴厘岛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一份声明，强调 TRIPS 协定的灵活性。 

古巴、印度尼西亚、中国、玻利维亚、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

卢旺达和巴西等国代表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但中国保留其对厄瓜多

尔的更为具体的建议做出回应的权利。 

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

的一些发达国家代表反驳说，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绿色技术的发展，

使其能够以易于接受的价格进行转让，并列举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来支

持这一观点。                                          （王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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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研究表明清洁能源技术在非洲有巨大发展潜力 

欧洲专利局网站 2013 年 5 月 16 日报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欧

洲专利局共同完成的《非洲的专利和清洁能源技术》研究发现，非洲

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有尚未开发的巨大潜力，7 条主要河流的水利发

电能力完全可以满足整个非洲大陆的需求。另外，太阳能、风能和地

热能也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这项研究成果被提交到了这两个组织最近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举行的主题为“专利制度和清洁能源技术在非洲的作用”的会议上并

进行了讨论。来自非洲各国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参加了这

次会议，其中包括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非洲集团主

席、欧盟/非洲商会以及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的代表。 

该研究显示，专利不能被视为在非洲发展清洁能源技术的障碍。

相反，没有这些专利技术的保护，能源公司可能就不愿意提供他们的

专有技术来促进技术转让。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法律官员说：“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对于缓解

和适应气候变化具有重要作用，而专利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推广清洁能源技术除了可以加快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以外，还具有

多种绿色经济效益，其中包括有益于公众的健康。据统计，在非洲撒

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因肺炎死亡的 5 岁以下儿童以及 30 岁以上因慢

性肺病和肺癌死亡的成年人中有一半以上与固体燃料的使用有关。 

研究报告指出，尽管非洲的专利申请数量很少，但是在1980-2009

年期间，有关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活动整体增长率为 5%，高于全球

4%的平均水平。在这一时期，气候变化减缓技术发展最快，增长幅度

达到 59%。欧洲专利局的一位专家介绍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欧洲

专利局此次的合作是历史上首次对非洲国家清洁能源技术专利进行

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讨论专利在非洲清洁能源技术推广中所起作用

提供一些事实依据，以促进非洲现有清洁能源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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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非洲国家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国际专利体系中，越来越多的

非洲国家正在制定和实施专门的专利政策和战略，非常重视将技术转

让作为发展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障在

非洲只对高质量的专利授权。                          （周吉仲） 

 

  

欧盟地理标志政策概述 

欧盟委员会网站（ec.europa.eu）对欧盟的地理标志政策进行了

介绍，其主要内容如下。 

1.地理标志的含义 

地理标志通常是指地名，用于识别产品的原产地及与地名有关的

特征，如“香槟”、“苏格兰威士忌”和“帕尔玛火腿”。如果非地理

名称与一个特定的地方有关，他们也可以被保护。例如，菲达奶酪不

是以地名命名，却与希腊密切相关，被确定为希腊的一个固有产品。 

地理标志是用来鉴别原产于某一特定国家领土、领土内的地区或

地点的产品的一个独特标志，而产品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

该地理来源有关。 

2.地理标志的重要性 

地理标志保护与经济和文化有关。地理标志产品深深植根于当地

的传统、文化和地域，从而为当地社区创造价值，支撑农村发展，促

进生产、加工和其他相关服务行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多年来，欧洲国家在有关地理标志的鉴定和保护方面一直起带头

作用。例如，白兰地、洛克福奶酪、雪莉酒、帕马森干酪、特鲁艾尔

和帕尔玛火腿、托斯卡纳橄榄、百威啤酒和布达佩斯萨拉米。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地理标志正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知识产权，

政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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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理标志增加了产品的价值，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多

数国家都有一些反映当地地理标志概念的产品，但是只有少数产品处

于已知的或者受保护的范围，例如印度香米和大吉岭茶。 

然而，有商业价值的地理名称都暴露出被滥用和伪造等问题。地

理标志的滥用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忠诚度。地理标志的

冒用伤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 

3.欧盟贸易政策与地理标志 

由于世界各地的地理标志侵权数量越来越多，欧盟支持在国际范

围内对地理标志提供更好地保护。欧盟积极参与多边和双边谈判来保

护其地理标志。 

1）多边层面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包含地理标志的一个特定部

分。它加强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并扩大了保护范围，比以往的国际协

议涵盖的国家数量更多。 

欧盟将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发展议程中关于地理标志谈

判的一个主要支持者。谈判的焦点是：建立一个多边的地理标志注册

体系；将葡萄酒和烈酒的地理标志保护水平扩展到所有产品。地理标

志依然是世界贸易组织中最具争议的一项知识产权问题，WTO 及其成

员国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2）双边层面 

欧盟在两个不同的框架下开展地理标志谈判：一是特定独立的地

理标志协议，如中国；二是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如自由贸易协议。欧

盟关于地理标志保护的双边合作主要包括：欧盟与加拿大全面贸易协

议谈判，摩尔多瓦与格鲁吉亚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欧盟与越南自由贸

易协议谈判，以及有望在 2013 年开展的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4.欧盟地理标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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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制作了名为“地理标志与 TRIPS”的手册。利用该手册，欧

盟地理标志持有人可以知道如何在其他 WTO 成员国获得地理标志保

护。该手册旨在让欧盟生产商了解欧洲以外地区的地理标志保护机

制，以维护欧盟生产商的权利。 

手册的第一部分解释了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特别是 TRIPS 协

议，还探讨了欧盟双边协议的作用。第二部分介绍了全世界 160 个国

家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另外还包括一些典型案例，主要是具有原产

地名称和地理标志的欧盟产品，在欧洲以外地区保护遇到困难的例

子。另外，手册还对欧盟生产者给出了在欧洲以外地区更好地保护其

地理标志的建议。 

5.欧盟地理标志发展动向 

1）欧盟近期签订了一系列包含地理标志保护的自由贸易协议。

包括：欧盟与韩国自由贸易协议、欧盟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欧盟

与哥伦比亚和秘鲁贸易协议、欧盟与中美洲全面合作协议、欧盟与乌

克兰自由贸易协定(DCFTA)。 

2）扩大非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范围。2009 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

一份关于除葡萄酒、烈酒、农产品和食品以外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

独立研究。这项研究分析了在某些欧盟成员国和非欧盟国家能够得到

保护的 28 种非农产品地理标志，比较了各国的地理标志保护体系，

分析了各国保护体系的优势和劣势。 

3）非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研究。2012 年 3 月 22 日欧盟委员会

公布了一项关于欧盟内部市场非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研究成果。尽

管使用地理标志来保护各种产品已经有很长时间，但是对于具有特定

地理起源和传统工艺的非农产品，目前在欧盟范围内还没有建立相应

的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如典型的区域手工艺品。本研究将纳入欧盟委

员会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旨在评估欧盟成员国对非农产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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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标志保护的现有法律框架，以及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取消后的经济后

果和影响，并提出解决方案。                          （娄万里） 

 

 

美国植物专利申请概述 

美国专利商标局网站对植物专利进行了概述，并对其申请要求做

了说明，其主要内容如下： 

1.植物专利的概念 

美国的植物专利是政府授予发明人、发明人的继承人或发明的受

让人的权利，该发明人发明或发现了一个无性繁殖的、独特的、新的

品种，但不包括块茎繁殖植物和在未开发区域发现的植物。专利权的

保护期自申请日起 20 年，发明人之外的任何人不得进行该植物的无

性繁殖、销售和使用。其保护的植物类型包括： 

  1）活的植物有机体。其单个个体、基因结构或基因型表达了一

系列特征。这种植物可以通过无性繁殖进行复制，但不能通过别的方

式。 

2）藻类和大型真菌。不包括细菌。 

3）突变体、变异体、杂交体以及转基因植物。突变体和变异体

可以是自发或诱发形成的。杂交体可以产生于育种计划或自然发生。

自然变异体虽然存在，但只能发现于已开发的区域。 

2.相关规定和限制 

    根据《美国法典》第 35 篇专利法第 161 条，植物专利只针对无

性繁殖，不包括其他可食用的块茎繁殖植物。其具体内容包括：“任

何人发明或发现一种独特的、新的无性繁殖植物品种，包括突变体、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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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体、杂交体及新发现的种子，而非块茎繁殖植物或在未开发地区

发现的植物，均可根据本法条件和要求获得专利（1954 年 9 月 3 日

修订）”。 

根据该法规，植物专利必须满足专利性的总体要求。专利申请对

象应该是申请人发明或发现的一种植物，并且这种植物可以进行稳定

的无性繁殖。 

能够进行专利申请的其他要求还包括：植物是被发明或发现的，

如果是发现，则必须是在已开发地区；植物的无性繁殖部分不能是块

茎植物的食物部分，如马铃薯和菊芋；申请人必须是该植物专利的实

际发明人，如发明、发现、鉴定或分离了该植物并进行了无性繁殖；

专利申请日之前，该植物在美国被销售或发布不能超过 1年；专利申

请日之前，该植物不能为公众所知，如植物信息没有以销售为目的在

公开出版物上发布；该植物至少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其他已知品种的显

著特征，此特征的显著性应超出植物因生长条件或土壤肥力而造成的

差异；发明方法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不能是显而易见的。 

3.申请要求和过程 

除一些例外情况，植物专利与实用新型的申请要求是相同的。美

国专利法要求植物专利说明书必须包含该植物完整的植物学描述和

其区别于已知品种的特征描述。 

1)发明过程 

特定类别植物的背景信息可能很容易获得，但是如果想申请植物

专利，申请人对该植物的特性必须非常了解，而且能确保该特性是稳

定的。植物专利发明过程通常需要 2个步骤： 

  第一步是发现，是指对新植物的鉴别。该步骤可以发生在任何种

植地，包括在已知品种的单种栽培中鉴定和识别出的变异株；鉴定和

识别出自发或诱发形成的理想突变体；在杂交后代中鉴定和识别出的

显著性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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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无性繁殖和稳定性测试。该步骤是为了确保植物的独特

性状不受疾病、传染和化学制剂感染的影响。上述情况所导致的植物

表面变化是暂时性的，植物基因类型的变化并不会对其产生影响。 

植物发明人必须已经发现或者识别了新的无性繁殖品种，并且经

过足够时间的观察能够证明其无性繁殖的后代保持了与亲本植物相

同的特征。在 2个步骤都完成后可以提交植物专利申请。 

2)说明书内容 

一般来说，植物专利说明书文本应该包括以下内容：（a）发明标

题。可以包括申请人姓名、国籍和住址等信息；（b）相关申请的交叉

引用；（c）关于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和开发声明；（d）植物种属的拉

丁名称；（e）品种名称；（f）发明背景，包括本发明的技术领域和现

有技术说明；（g）发明概要；（h）示图说明；（i）详细的植物学描述；

（j）权利要求；（k）披露摘要。 

完整的植物学描述必要包括以下要素：属种、生长习性、品种名

称、种子活力、生产率、早熟性、结构植物学特性（即嫩芽、树皮、

树叶、花、果实等）、繁殖力、其他特性（如抗病性、耐旱性、抗寒

性、耐湿性等以及香味、颜色、结实的规律和时间、萃取物的数量和

质量、生根能力、花期的时间和周期等）。 

植物专利申请所需的详细信息因植物的不同而不同，取决于该植

物与已知品种的相似性。审查员的评估可能因市场情况而有所不同，

具有较高商业价值的植物，其植物学描述应该更加详细。 

4.专利审查 

提交申请后，美国专利商标局初审部门会为每件申请分配一个序

列号，并将每件申请整理成一个文件夹，再按正规形式提交给审查组

进行分类并指派审查员。申请将按照时间顺序等待审查。 

1）格式审查 

审查时，首先将再一次进行形式审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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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标题必须包含植物俗名。需对植物名称进行检索，以确保

其没有被其他植物专利使用过，或者不会与现有类似植物专利混淆。  

宣誓和声明。对宣誓和声明进行审查，以确保申请文件已经签字

并标注了申请日期及申请人地址。  

  摘要。审查摘要的长度和内容。摘要所需信息必须完整，且应该

单独在一个页面上。 

  说明书。说明书所需要的每部分内容都必须存在，且标题合适、

内容合理。  

2）实质审查 

格式审查通过后，审查员将对申请内容进行实质审查，主要包括

以下几点。  

植物学描述的完整性。植物学描述必须完整地列出能够合理区别

于大多数相近植物的各个要点，这些相近的植物包括已经获得专利的

和未获得专利的。如果主要植物学特征没有被完整描述（如仅限于植

物基本信息的描述），专利申请将会因不完整描述而被审查员驳回。 

  新颖性。将拟申请专利的植物与其最相近的现有品种进行比较。

现有品种包括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和可利用的植物。如果说明书不能

将该植物与已知品种（包括已申请专利的植物和未申请专利的植物）

区别开来，授权将会被否决。这时，申请人可以对说明书进行修改，

包括增加用以区分已知品种的更多植物学描述；或者申请人可以进行

抗辩，阐明原说明书内容如何及为什么能区别于参照植物。 

  显著性。确定显著性的要求包括：确定现有技术的范围和内容；

现有技术与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是否存在任何实质性差异；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能否重复实施该技术方案。 

如果申请文件形式完整，并且审查员认为具有新颖性和显著性，

那么该申请将会被送至美国专利商标局发行部并通知申请人。申请者

缴纳证书费用后，植物专利将被授权和公布。            （王光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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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概况 

2013 年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CPVO）发布了《2012 年植

物新品种保护年度报告》，其中关于欧盟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和授权

情况如下。 

1.申请情况 

2012 年 CPVO 共受理

植物新品种申请 2 868 件，

与 上 一 年 相 比 下 降 了

9.92%（图 1）。 

1)申请人分析 

2012 年欧盟植物新品

种权申请人共有 567 个。

从各类植物新品种前15位

申请人专利所占份额来看，蔬菜作物为 83.9%，农作物 59.7%，果品

作物为 57.5%，而观赏植物只有 34.9%。这表明，蔬菜作物的集中度

最高，而观赏植物则反映出有大量“小”的育种者在其经营中寻求品

种权的保护。 

2)申请国分析 

自 CPVO 成立以来，共收到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申请。每年都有超

过三分之一的申请来自荷兰，因为植物育种在荷兰是重要的支柱产

业。但是，2012 年荷兰的申请份额下降到 31.2%，这反映了新品种保

护体系下观赏植物的重要性在下降。排在荷兰之后的依次是法国、德

国和美国，但仍有很大差距。2012 年之前，德国的申请数量通常稍

微高于法国。 

统计分析 

图 1 欧盟植物新品种权申请数量统计（199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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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2012 年申请国家只出现了很小波动，非欧盟国家／

地区中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依次是美国（350 件）、瑞士（114 件）、日

本（65 件）、澳大利亚（22 件）、新西兰（20 件）、以色列（15 件）、

泰国（14 件）、加拿大（5 件）、中国台湾（5件）、南非（4 件）。 

3)植物类型分析 

2012 年 CPVO 受理的植

物新品种权申请中观赏植物

最多，占全年申请总量的

49%，其次是农作物(27%)、

蔬菜作物(16%)、果品作物

(8%)(图 2)。 

从各类植物新品种权申

请数量的年度变化来看，

2012 年申请数量增加的只有果品作物，增加了 30.90%。农作物的申

请数量在 2011 年达到高点后出现了下降，下降了 10.93%。观赏植物

品种的申请数量下降了 15.71%，蔬菜作物的申请数量下降了 2.83%。 

2012 年观赏植物的申请量占 49%，仍是植物新品种权中申请数量

最多的群体。自 1996 年以来，观赏植物的年申请量一直是最多的，

但在 2012 年，其申请份额第一次低于 50%。申请数量下降有很多原

因，如公司合并、保护品种限制、通过专利和商标等其他体系寻求保

护，以及为了获得较低申请费而将申请从 2012 年推迟到 2013 年等。

另外，观赏植物栽培者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品种权费用占成本预算的

份额比大企业要高。从观赏植物新品种的属种来看，蔷薇属和菊花属

仍然是目前最主要的保护类别。 

4)代理机构分析 

欧盟以外的申请者必须委派一个在欧盟已注册的机构来代理他

们的申请。在2012年欧盟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中有1 307件（占45.57%）

图 2 2012 年欧盟植物新品种类别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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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36 家代理机构完成，最活跃的 15 家代理机构共提交申请 862 件。 

2.授权情况 

2012 年 CPVO 共授予植物新品种权 2 640 项，这是历年中授权量

最多的。所有授权植物新品种的详细信息均可在 CPVO 网站浏览。截

至 2012 年底，CPVO 共授

予植物新品种权 33 559

项，其中 20 362 项目前

仍然有效（图 3）。 

植物新品种权的放

弃数量虽然持续增长，但

授权量仍远远超过弃权

数量。由于老品种不断被

新品种替代，因此弃权数量的逐渐增加并不意外。但是，2011-2012

年弃权数量呈现较大幅度下降，这表明品种权人维持其品种权的年限

正在延长。 

果品物种通常能维持较长的保护期。但即使是同一植物类别，每

个品种的权利维持期限也会有所不同。出现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如

消费者喜好的变化，栽培趋势、栽培活动的强度和时间变化，以及开

发新品种所需的费用等。观赏植物中维持年限较长的属种有大丁草

属、菊花属、蔷薇属、蝴蝶兰、朵丽蝶兰属和铁线莲属。  （李秋娟） 

 

淀粉基木材胶黏剂技术专利分析 

淀粉基木材胶黏剂，是以淀粉为基本原料并结合其他化学原料，

通过氧化、酯化、醚化、交联、接枝等化学技术，制成的用于木材胶

接和木制品制造的胶黏剂。淀粉基木材胶黏剂具有应力均匀、接缝弥

合、胶接强度高、耐水性好、能简化制品结构及实现操作机械化和自

图 3 欧盟植物新品种授权量和有效量（199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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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等特点。 

淀粉基木材胶黏剂作为环境友好型天然胶黏剂越来越受到广泛

的关注，并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淀粉以其资源丰富、价格低廉、

使用方便等优点并以可再生、可降解、无毒环保为亮点，成为最具有

开发潜力的木材用天然胶黏剂原料之一。 

1.数据源及分析方法  

以淀粉基木材胶黏剂

为研究对象，以德温特世

界专利索引数据库(DWPI)

为数据源，以 Thomson 

Data Analyzer (TDA)和

Thomson Innovation (TI)

等分析工具，采用定量与

定性相结合的专利分析

方法，对全球范围内的淀粉基木材胶黏剂相关专利进行了统计分析。 

对 DWPI 专利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检索到淀粉基木材胶黏剂相关

专利技术文献 2 556 件（DWPI 专利族 644 个），检索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8 日，检索式为：TID=(wood* AND adhesive* AND starch*) OR 

TIT=(wood* AND adhesive* AND starch*) OR ABD=(wood* AND 

adhesive* AND starch*)。特别说明：由于专利申请后，其公开时间

有一定的延迟性，因此 2011-2013 年的数据仅供参考。 

2.发展趋势分析 

淀粉基木材胶黏剂技术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出现，1990 年以

前发展较为缓慢；1990 年至今，淀粉基木材胶黏剂技术得到了迅速

发展，申请量和公开量都快速增加，目前发展势头良好（图 1）。 

从 2001 年以来的申请量来看，2001-2005 年发展比较稳定，每

年的申请量基本保持在 100～150 件之间；2006-2010 年保持稳定增

 图 1 淀粉基木材胶黏剂技术专利申请量及公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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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每年的申请量在 200 件左右。 

3.各国技术实力分析  

美国的淀粉基木材胶黏剂技术实力优势最为明显，其优先权专利

量全球第一，共 807

件，占总量的 33.74%，

远远多于其他国家，

显示出美国在淀粉基

木材胶黏剂技术领域

中的全球领导地位。

另外，其专利优先权

量远远超过申请受理

量，说明其海外专利

布局很广。技术实力排名前 5位的国家（地区）还包括德国、日本、

欧洲、中国（图 2）。 

日本、中国、欧洲、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朝鲜、加拿大和中

国台湾是淀粉基木材胶黏剂技术专利的主要受理国/地区。这些国家/

地区是淀粉基木材胶黏剂的主要消费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澳

大利亚、朝鲜、加拿大和中国台湾的淀粉基木材胶黏剂技术专利的优

先权量远远低于其受理量。 

4.申请人分析  

对全球淀粉基木材胶黏剂技术专利的主要专利权人分析表明，美

国的罗门哈斯（ROHM & HAAS）公司排名第 1，专利量为 281 件，远

远多于其他专利权人，显示出其强大的技术实力优势。罗门哈斯是美

国最大的专门研究制造精细化学品及其中间体的公司，其产品领域包

括杀生剂、离子交换树脂、功能化学品、塑料添加剂、农药和电子化

学品、胺及其盐类。 

排名前 5位的公司还包括美国的赫克力士公司（HERCULES INC，

图 2 淀粉基木材胶黏剂技术专利按国家(地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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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件）、美国的巴克曼公司（BUCKMAN LABOR INC，60 件）、荷兰的诺

贝尔涂料国际公司（AKZO NOBEL COATINGS INT BV，51 件）、瑞士的

龙沙公司（LONZA AG，51 件）。 

5.文本聚类分析  

利用 TI 对淀粉基

木材胶黏剂技术领域

的总体布局进行文本

聚类分析，得到淀粉基

木材胶黏剂技术的专

利地图（图 3）。图中的

每个点代表 1件专利，

图中的文字为主题聚

类（基于数据集的题名

和摘要进行聚类）的结果。图中的等高线代表单位面积专利的数量，

等高线越密，代表的专利数量越多，反之越少。 

分析表明，淀粉基木材胶黏剂相关技术专利可以根据主题聚为

10 多个类。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有：辛乙二醇、氯苯甘醚、椰油酰

胺磷酸酯、聚羟基脂肪酸酯、异丁烯-甲基苯乙烯、双胍类化合物、

乙醇胺、次氯酸、油涤纶、过硫酸钾单体、胶体微晶纤维素、生物降

解、淀粉苄基等。                                   （付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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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淀粉基木材胶黏剂技术专利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