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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知识产权动态》内部刊物，双月刊，2012年 10月创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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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知识产权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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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正式批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美国《种子世界》网站（www.seedworld.com）2016 年 9 月 30

日报道，2016 年 9月 28日晚，美国国会通过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这是十余年来美国种业界一直倡导的

事情。 

美国种子贸易协会（ASTA）主席兼首席执政官 Andy LaVigne 称：

“这项国际条约对于美国种业和全世界农业创新来说，是一个胜利。

正式批准该条约在过去 10 年中一直是美国种子贸易协会的首要立法

任务之一，并得到了许多农业科学研究组织和大学的支持”。 

“这项国际条约将确保美国公共和私人的植物育种者可以安全

使用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以解决世界上一些最紧迫的挑战——从不断

增多的植物病虫害，到气候变化以及供养越来越多的人口”。 

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支持下，《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条约》于 2004年 6 月 29 日首次生效，由所有缔约国代表们组成

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在美国由美国布什总统首次签署该协议，之后

动态信息 

 



 

3 

的几年有过几次推动和进展，但却一直都没有通过。 

2016 年 5 月，该条约再次取得进展，美国摩根科劳斯种子公司

（HM.CLAUSE）的 John Schoenecker代表美国种子贸易协会，向参议

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供了证明材料。Schoenecker解释道，在布什总

统任期时美国在确定该条约最终版本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农业种子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制定

国际规则和标准。最近，《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下《名古屋议定

书》的实施进一步威胁着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交换种质资源的能力”。

“批准该条约后，美国将能够恢复其领导地位，以加强该条约的运作，

大大减少《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产生的不确定性”。 

2016 年 6 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批准了该条约，并将

其递交至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审批。美国通过该条约后，成为了第

140 个批准该条约的国家。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设定了 3 个要完成的事

情：第一，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第二，以可持续方

式利用植物遗传资源；第三，在利用和惠益分享方面进行管理。该条

约还认可农民对农作物多样性做出的贡献以及为全世界提供了食物；

因此，该条约旨在确保遗传资源获取者可以与遗传资源提供者分享他

们从这些遗传材料的使用中所获得的利益。 

美国农作物学会（CSSA）也对该条约给予了支持，在其政策立场

文件中写到：植物的改良过程是随着病虫害的不断发展和新市场与环

境挑战的持续增加而一直进行的。现在，农业面临着一系列日益加剧

的挑战，如全球人口增加和极端天气增多等。能否开发出具有更好性

能和价值的新特性农作物，取决于是否能继续使用由美国农业部国家

植物种质资源系统（NPGS）、大学、研究机构和世界各地公司持有的

植物遗传资源库。所有这些保藏的资源对我们维持充满活力的美国生

物经济、国家安全和充足的全球粮食供应能力是相当重要的。国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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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会议仍在不断召开，讨论主要侧重于获取和惠益分享。作为一个

批准国，美国现在将在谈判桌上占据一席之地。          （郭姗姗） 

 

CPVO 与 EPO举行植物专利和植物新品种保护实践交流研讨会 

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CPVO）网站 2016 年 9 月 23日报道，

CPVO非常高兴与欧洲专利局（EPO）的众多官员于 2016 年 9 月 21-22

日在法国昂热举办植物专利与植物新品种保护实践交流研讨会。 

CPVO 与 EPO 在 2016 年 2 月 11 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协议，双方同

意进一步加强植物相关专利和植物新品种权领域的信息交流。本次研

讨会的召开正是基于这一协议框架。 

本次研讨会旨在通过交流植物专利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的知

识和信息，以增加 2 个机构专家的技术意识和法律知识。专家们参观

了位于布里永的法国国家品种与种子检测中心(GEVES)。本次研讨会

还使 2 个组织有机会分享他们利用数据库和其他工具进行工作的实

践经验。 

CPVO局长 Martin Ekvad和 EPO专利法部门主任 Heli Pihlajamaa

肯定了这 2 个机构联合举办的卓有成效和非常有益的研讨会，并期待

进一步的合作。CPVO 与 EPO就双方感兴趣的领域举办研讨会和培训，

有利于提高 2 个机构的决策能力，也是对双方合作的补充。 (马文君) 

 

5 个国家正式批准《名古屋议定书》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网站 2016年 9月 9 日报道，法国、马里、

荷兰、摩尔多瓦和瑞典正式批准了《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平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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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简称《名古屋议定书》），

使该条约的批准数量达到了 85个。 

《名古屋议定书》于 2014 年 10 月 12 日正式生效，是 CBD 的补

充协议，也是可持续发展全球框架的一个关键因素。该议定书以 CBD

获取和惠益分享条款为基础，为遗传资源获取设立可预见的条件，并

帮助确保这些资源利用所产生的惠益得到公平和公正分享。  

CBD 执行秘书 Braulio Ferreira de Souza Dias 说：“我祝贺法

国、马里、荷兰、摩尔多瓦和瑞典政府成为《名古屋议定书》的缔约

国，并期望在 2016年 12 月 CBD召开重要会议之前，批准数量能达到

100 个。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国际社会需要以实际行动证明对《名古

屋议定书》的支持并努力使其成为现实。《名古屋议定书》的实施将

有助于实现包括‘目标 2.5粮食安全’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6年 8 月 19日至 9 月 8日期间，法国、马里、荷兰、摩尔多

瓦和瑞典分别交存了其批准书。作为缔约方，这 5 个国家可以参与《名

古屋议定书》缔约方大会第 2 次会议（COP-MOP 2）的重要决策。《名

古屋议定书》缔约方大会第 2次会议将于 2016年 12月 4-17日与 CBD

缔约方大会第 13 次会议（COP 13）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缔约方大会第 8次会议（COP-MOP 8）同时举行。         （尚玮姣） 

 

英国脱欧对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的影响 

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CPVO）网站 2016 年 9 月 16日报道，

2016年 6 月 23日，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为了做到这一点，

必须援引《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这一条款允许英国启动脱离欧盟

的正式法律程序。第 50 条规定脱欧协商的期限为 2 年，除非欧洲理

事会和成员国一致决定延长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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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条在 2009年才被引入《里斯本条约》且从未被使用过，因

此离开欧盟的具体程序是不确定的。英国首相 Theresa Mary May 表

示，她不会在 2016年底之前援引第 50条，而媒体则猜测这一时间可

能需要更长。 

公投结果将对欧盟各机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CPVO 的活动。可

以理解的是，其利益相关方和合作方正在向 CPVO 提出大量的问题。

例如，现有的 CPVO 授权植物新品种在英国退出欧盟后在英国仍然有

效吗？英国退出欧盟后由 CPVO授予的植物新品种在英国还有效吗？ 

英国离开欧盟对于欧盟植物新品种（PVR）体系的影响将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英国目前寻求与欧盟建立的关系。CPVO 正密切关注英

国政府与欧盟的谈判进展，因为欧盟与英国之间就欧盟植物新品种体

系合作的未来框架将完全受制于这些谈判。 

CPVO 认为，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用户友好的解决方案，既不增

加欧盟育种者在英国寻求保护的不必要行政事务工作，也不增加英国

育种者在欧盟层面寻求保护的不必要行政事务工作。CPVO 将与欧洲

委员会密切合作，以确认英国与欧盟今后关系的安排。但在目前阶段，

几乎没有明确的答案。 

CPVO 仍然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与其欧盟伙伴的合作，也将根据英

国选择的方式与英国开展合作。无论谈判结果如何，CPVO 都将继续

与欧盟委员会合作以确保为欧盟和英国育种者提供高品质的植物新

品种服务。                                          （马牧源） 

 

印度尼西亚和挪威联合举办农民权利全球咨询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网站 2016 年 10 月 4 日报道，在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以下简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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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秘书处支持下，印度尼西亚和挪威政府于 2016 年 9 月 27-30

日在巴厘岛组织召开了第 2次农民权利全球咨询会，并形成了关于农

民权利的一个粗略建议清单。该建议清单将提交 2017 年召开的《国

际条约》第 7 次会议。 

本次咨询会聚集了来自非洲、亚洲、近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共 37 个国家的 95 名参会者。参会者就其经验和最佳实践进行了讨

论和交流，并确定了《国际条约》框架下农民权利执行存在的差距和

需求。参会者包括政策和法律专家，农民，以及来自政府、非政府组

织、种业和国际发展组织的代表。 

咨询会起草了一个建议清单，并确定了一系列需要更深入考虑的

问题，以支持农民权利的进一步实现。咨询会强调，关于《国际条约》

第 9 条实施的进一步工作将支持小农户，这些小农户对提高粮食和营

养安全、减少贫困和维持农业生物多样性做出了贡献。 

来自尼泊尔农业研究理事会的参会者 Deepa Singh Shrestha 女

士这样说，“这次咨询会基于全球经验重新形成了一组新的建议清单。

咨询会为农民种子体系提供法律空间做出的努力，被高度赞赏并在许

多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次咨询会得到了意大利和瑞士政府以及一些机构的资金支持。

咨询会的召开旨在响应《国际条约》管理机构在 2015 年对缔约方和

相关机构提出的举办区域性培训会和咨询会的倡议。      （马文君） 

 

WIPO召开成员国大会第 56届会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网站报道，WIPO成员国大会第 56届

会议于 2016 年 10月 3-11 日在瑞士首都日内瓦召开。 

会议主要议程包括：1）领导机构和机构事项：接纳观察员、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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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例会议程草案、WIPO 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新选举周期；2）计划、预

算和监督事项；3）WIPO各委员会和国际规范性框架：关于版权及相

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的报告，关于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的

报告，关于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

的报告，关于召开通过外观设计法条约（DLT）外交会议的事项，关

于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的报告和审查发展议程各项建议的

落实情况，关于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

间委员会（IGC）的报告，关于 WIPO 标准委员会（CWS）的报告，关

于执法咨询委员会（ACE）的报告；4）全球知识产权服务：PCT体系、

马德里体系、海牙体系、里斯本体系、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5）其

他大会和条约；6）工作人员事项。 

根据大会简要报告，WIPO成员国大会和 WIPO 管理的各联盟大会

各自就其所涉事宜，决定给予下列组织以观察员地位：1)国际非政府

组织，包括非洲图书馆信息协会与机构联合会（AfLIA）、国际投资中

心（CII 瑞士）和药品援助非洲（Medicines for Africa）；2)国家

非政府组织，包括日本知识产权协会（JIPA）和卡里斯马基金会。 

大会指定土耳其专利局为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有

效期为从协议生效日开始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王光忻） 

 

美国政府发布联邦源代码新政策 

知识产权观察网站（www.ip-watch.org）2016年 8 月 22日报道，

2016 年 8 月美国政府发布了新的联邦源代码政策，允许政府机构获

取其他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开发或委托定制开发的源代码。该政策旨在

减少重复工作，避免技术“封锁”，挖掘政府内外的最佳智慧。该政

策还引起了欧洲免费软件开发商的注意，他们希望以此作为欧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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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新政策是美国首席信息官 Tony Scott 和美国首席采购官 Anne 

Rung在 2016 年 8月 8 日的一份备忘录上发布的。Tony Scott在一篇

宣布新政策的博文中写道：“这毕竟是人民的代码，（我们要）探索、

学习并完善它，利用它推动美国在创新方面取得下一个突破”。 

根据公布的备忘录，一个新网站 code.gov 将在 90 天内推出。

code.gov 网站将是“对工具、最佳实践和模式的在线收集，以帮助

政府机构实施此政策”，网站还是定制开发软件的主要发现平台，用

于政府范围内联邦源代码的重复利用，并作为开源软件(OSS)发布。

在源代码后还将附上开源软件（OSS）许可证。code.gov网站还将公

布关于许可证的更多信息。 

新政策还创建了一个试点计划，要求委托开发定制软件的机构将

20%或更多的定制源代码作为开源软件（OSS）在 3年内发布。 

在新政策公布后 90天内，每个机构的首席信息官（CIO）必须制

定一份机构政策，以满足该备忘录要求。但在新政策上也有一些例外，

例如国家安全、保密或个人隐私。 

两位官员在备忘录中说，美国政府每年在软件上的花费超过 60

亿美元，交易达 4.2 万多次。他们说：“当联邦机构无法确定现有的

联邦软件或者商业软件能满足其特定需求时，他们可能选择自行开发

或者付费开发定制软件”。“但是，当政府机构获得了定制开发的源代

码时，他们并不一定将源代码广泛地提供给联邦政府范围内重复使

用。即使各机构能够在政府范围内提供其源代码，他们也不会以一致

的方式向其他机构提供此类代码”。“在某些情况下，机构甚至可能难

以确定该软件是在执行联邦政府合同时产生的”。“这些挑战可能导致

重复购买类似代码和低效使用纳税人的钱”。 

新政策旨在通过确保新定制开发的联邦源代码在整个联邦政府

范围内被广泛获取并重复利用。这与数字政府战略中的“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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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致。“共享平台”使联邦雇员能够在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开展

合作，从而降低成本、简化开发、应用统一标准，并确保信息创建和

提供的一致性。 

Scott 在他的博文中说：“这并不是政府的一个新理念，今天，

您可以查看民众向政府请愿的平台——‘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

的源代码。你们可以看到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VA）建立的 Vets.gov

网站能帮助退伍军人在线申请医疗保健。你们可以贡献开放的源代

码，以支持美国政府数据平台 Data.gov，您可以在其中找到政府间

的开放数据及更多信息”。“现在，我们在政府范围内采用这些成熟的

最佳实践”。 

自由软件基金会欧洲分会（FSFE）主席 Matthias Kirschner 在

最近一封关于美国新政策的电子邮件讨论中说：“我们计划在接下来

的几个月中使用这个新政策，为欧洲国家做出榜样”。Kirschner 在

2016年 3 月一篇关于美国新政策草案的博文中写到：“该政策要求每

个公共机构将他们的定制软件作为免费软件公布，供其他公共机构以

及公众能够使用、学习、分享和完善。免费软件基金会欧洲分会认为

欧盟及欧盟成员也应该实施类似的政策。                （付贺龙） 

 

 

发展中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探讨 

2015年 10 月，公共植物育种协会（APBREBES）及其成员单位伯

尔尼宣言、挪威发展基金、东南亚社区赋权区域倡议（SEARICE）和

第三世界网络共同发布了《发展中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公共植物

育种协会是唯一拥有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机构观察员地

政策探讨

探讨探讨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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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民间社会组织网络。该报告是公共植物育种协会承担的一个项目

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有别于 UPOV 制度的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植

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制度。该报告主要包括 5个部分的内容：植物新

品种保护与 UPOV的由来；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法律背景；UPOV 1991

年文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个 UPOV 的替代保护模式：关于专门

保护制度的建议；采用专门保护制度的过程。报告摘要如下。 

美国的私人苗圃和育种人员率先推动了植物品种排他权的立法

活动。他们在没有农民和消费者参与的情况下，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

护（PVP）的专门法律。在欧洲，商业育种者结合各国的农业系统和

种子生产方式，积极推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的通过。

而发展中国家则几乎完全没有参与到 UPOV 这一国际制度的建立、加

强和改进（UPOV 1991 年文本）的各个过程中。 

原则上，各国可以选择是否提供植物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知

识产权保护的形式，这取决于各国农业和种子供应体系的特征。在过

去的几个世纪里，在没有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情况下，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仍得到了不断改进。而 UPOV 这种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成

本可能要超过其潜在的益处，尤其是其阻碍了农民进行传统的储存、

使用、交换和售卖种子或繁殖材料的行为。 

受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协议约束，WTO 成员国有义务为植

物新品种提供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但这一义务在国家法律制度

制定方面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于最不发达国家（LDCs），即使是

WTO 成员国，也享有充分的政策空间，可以不对植物新品种提供任何

知识产权保护。 

目前已有一部分国家选择加入 UPOV 1991 年文本以符合《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的规定。但很多国家都是迫于

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或是自由贸易协定（FTAs）的规定。然而，UPOV 

1991 年文本对植物育种者权利的极大扩张和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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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不合适的严格模式。该文本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种子供应体系的

特征——在这些国家农民生产了大部分所使用的种子和繁殖材料，并

限制了农民储存、交换和出售植物材料等方面的传统做法。在发展中

国家，获取种子或繁殖材料非常依赖于种子和繁殖材料的储存和交

换。出售种子或繁殖材料是农民及其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这些活动

对于保障种子的多元化供给以及适应本土国情和不断变化的环境都

非常重要。UPOV 1991 年文本也没有防止商业机构滥用农民品种的相

关措施。此外，UPOV 的实施也可能减少野外基因多样性。 

许多国家，甚至包括 WTO 成员国，并不是必须要加入 UPOV，也

可以不遵从 UPOV 公约设定的标准。但为了遵从 TRIPS 协议下做出的

承诺，这些国家可以实施其他专门制度。这些专门制度需要更适合小

规模农户的需要和支持、适合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国家政策。在许

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小规模农户占据了最大的从业人数并提供国家绝

大多数的粮食生产。 

UPOV 提供了一个聚焦育种者商业利益保护的模式，而《生物多

样性公约》（CBD）、《关于获得遗传资源和公平公正分享其利用所产生

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以及《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ITPGRFA）还保护其他利益，尤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遗传资源可

持续利用和公正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既然植物新品种保

护立法涉及植物遗传资源的利用，那么就应该建立一个支持并符合上

述这些遗传资源相关国际条约目标和内容的、独特的植物新品种保护

制度。 

发展中国家常常就加入 UPOV 1991年文本的潜在利益方面在本国

产生争论。除了自由贸易协定中所提到的压力和义务，这些国家还由

于专业知识、机构能力和制度制定经验的不足，而难以制定出满足实

际需要的制度。但是，如果农民、议员和政府机构等利益相关方能持

续参与进来，这样的制度是可以建立并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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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提出了一个可以替代 UPOV 进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制

度，该制度适合发展中国家普遍的种子供应体制和农业体制。提出的

专门制度是以相互联系的 3类植物品种为基础设计的：1）“新的一致

性植物品种”（new uniform plant varieties）；2）“新的农民品种

和其他异质植物品种”（new farmer and other heterogeneous 

varieties）；3）“传统的农民植物品种”（traditional farmers' 

varieties）。 

“新的一致性植物品种”接近于 UPOV 1978年文本的规定，植物

品种需要满足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NDUS）要求，通过

申请和注册后可以获得排他权保护。这意味着注册后的“新的一致性

植物品种”繁育材料在用于商业用途时需要事先获得权利所有者的

许可，但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 

“新的农民品种和其他异质植物品种”也需要注册但需要满足

的条件与“新的一致性植物品种”不一样，需满足新颖性、特异性和

可识别性。该类型品种主要是指农民培育和开发的，虽然无法满足新

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NDUS）要求，但是属于新的具有特

异性和可识别性的异质品种。该类型品种旨在认可农民作为育种者所

发挥的作用。权利人仅可获得报酬权而不是排他权，也就是说，该制

度不限制这些品种繁殖材料的商业开发，但是在使用这类品种时需要

支付报酬给品种注册人，他们可能是个体农户、农户社区或育种者。

因此，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农民、农户社区培育和改进的植物品

种以及其他育种者（包括公共研究机构）培育的异质植物品种的滥用。 

“传统的农民植物品种”是指农民长期以来使用的传统的普通

品种，其繁殖材料的商业开发也需要支付报酬，但却是支付给“种子

基金”。传统的农民植物品种要获得这种报酬权并不需要进行注册，

唯一要求就是植物品种具有可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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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报告建议的植物新品种制度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小农户

在粮食生产中的关键性作用，可以使这些小农户免除于上述各类植物

品种保护相关的任何义务，从而充分保护小规模农户储存、使用、交

换和出售种子和繁殖材料的权利。其他例外情况，与“农民权利”的

概念相同，也要考虑其他农民权益。 

该制度还包括设立一个“种子基金”的提议，用于托管“传统的

农民植物品种”商业开发者所付资金，以及“新的一致性植物品种”

注册后所获得的惠益分享资金。种子基金的收入将被用于支持植物遗

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特别是农场保护和社区种子银行，以及

实施与农户和农户社区相关的惠益分享。 

该制度试图在育种者权利和广大的农民团体和整个社会的权利

之间建立一种适当的平衡，以确保农民培育的品种和那些由公共研究

机构培育的品种不被滥用；允许育种者收回他们在培育新品种时的投

资；考虑小规模农户的特别需求，推广适合各国国情的新品种利用模

式；支持粮食和农业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家政策，并符

合《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以及《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国际条约》的规定；保护相关的传统知识，确保种子能持续适应

农业生态系统和粮食安全发展；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  （马牧源） 

 

 

世界知识产权法律和条约数据库概述 

2016 年 8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杂志》（WIPO Magazine）第 4

期刊发了一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全球基础设施部门 Alexander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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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veev介绍 WIPO法律和条约数据库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如下。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法律和条约数据库（WIPO Lex）是一个囊括

190 多个国家知识产权法规和条约的全球性数据库。仅用 5 年时间，

这个数据库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可靠的、非常宝贵的法律研究工具，每

年的用户访问量达到 180 万，是全世界知识产权法规最主要的查询检

索来源。 

1.实实在在的全球信息资产 

WIPO 战略目标是成为世界知识产权信息和服务的提供者，而

WIPO Lex 则是这个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 WIPO Lex 的目的

是创建一个包括 WIPO 成员国、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内的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的综合、易用、免费的数据库。 

除了国家性的法律之外，WIPO Lex 还包括国际的和地区性的条

约以及数量不断增加的有关知识产权的双边协议。除了现行的法律，

WIPO Lex 也收录已经失效或修订前的法规。所有这些法律条文都做

了进一步的文献注释和相互参见的超级链接，数据库服务全部免费。 

WIPO Lex 内容丰富而且广泛，目前已经收录了来自 190 多个国

家的 1.3万多条文献。随着法律法规的更新和增加新的信息，这个数

据库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 

弗赖堡大学法学院国际商法研究所副所长 Aladar Sebeni 博士

说：“WIPO Lex 首次完整呈现了各国和国际社会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

不同做法。在数字化时代，它必然会成为全世界律师和法学专家的一

种主要工具”。 

2.确保使用便捷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信息源，仅仅信息量大还不够，数据库的用户

界面质量也很关键。WIPO Lex 的设计意图是帮助用户快速、方便地

找到所需资料。用户可以从国家和（或）主题的角度检索，也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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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由词搜索。检索结果用标准的层次结构显示，可以很容易地了解

每条法律文献的法律属性，如宪法、基本法、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

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实施条例和规定，或者是相关条约的加入情况等。

在这个层次结构的每个类中，法律是从新到旧排序的，用户可以很容

易地查到现行的法律，如果需要，也可以追溯其历史演变的情况。 

WIPO Lex 有 6 种联合国工作语言的用户界面，即阿拉伯文、中

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件本身是原文，需要时可以提

供其他文字的译本。目前,在这个数据库中有 79 种文字的文件。 

3.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用户群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WIPO Lex。这个数据库是完全免费的，目前

每年的访问量达 180 多万人次，实际上已经成为全世界知识产权法律

法规的主要检索渠道。用户的背景也大不相同，有知识产权律师、知

识产权立法者和法官等专业人士，也有学生、研究人员、投资者、艺

术工作者、企业家、决策者、科学家和各种对知识产权感兴趣的人。 

用户群的地理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用户。重

要的是，这个群体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用户，而且发展中国

家用户的使用量增长最快。举例来说，菲律宾已经成为 WIPO Lex 最

活跃的使用国，2010 年其使用量排名是第 23 位，而 2013、2014 和

2015 年已经排到了第 2 位。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现象，因为知识产

权政策和教育对于知识经济发展和孵化创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

证明，WIPO Lex 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填补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

差距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4.在合作中求发展 

有一个多语种的专家团队来负责 WIPO Lex 的完善和更新。这些

专家会收集来自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办公室、学术机构和专业人士的

意见和信息。                                        （周吉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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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木地板产业专利竞争态势分析 

木地板是指以木材或木质材料为主要原料，通过干燥、切削加工、

胶合、涂饰等一系列加工制成的各类铺地板块。进入 21世纪以来, 我

国木地板产业高速发展,木地板产量和出口量均占世界首位，在世界

地面装饰材料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产业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但由于受木材资源短缺、自主创新能力差、出口贸易壁垒等因素影响, 

我国木地板行业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 

本文拟从全球视野分析木地板产业相关专利的竞争态势，包括总

体趋势、地域分布、主要申请人、专利强度、文本聚类等，旨在为我

国木地板产业发展方向提供了数据参考。 

采用 ProQuest Dialog 公司的 Innography 专利信息检索和分析

平台检索和分析全球木地板产业相关专利。Innography 包含 9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收录超过 8 000 多万件全球专利数据，此外

还包括美国商标数据、邓白氏商业数据、美国专利诉讼数据，能够清

晰呈现技术领域的竞争情报。数据检索和分析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11 日，检索式为：Abstract, Claims & Title=wood* and floor*。 

检索结果表明，目前全球木地板产业相关专利共 57 982件。 

1.发展趋势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

上世纪90年代初就出

现了木地板相关专利

申请，1990 年以前属

于木地板产业的技术

统计分析 

 

图 1  全球木地板产业相关专利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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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期，专利量很少；1990 年至今属于木地板产业的技术发展期，

专利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目前仍处于高速发展期（图 1）。 

2.国家技术实力分析 

中国、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和韩国的木地板优先权专利量和

受理量均处于世界前 6 位，是木地板产业的主要技术竞争国。中国的

受理量和优先权专利量均遥

遥领先，分别为 19 898 件和

18 921 件。从各国优先权专

利量和受理量的数量对比来

看，美国和德国是主要技术输

出国，优先权量高于受理量；

中国、日本、英国、韩国则相

对平衡，受理量略高于优先

权量（图 2）。 

3.申请人综合实力分析 

在 Innography 申请人综合实力分析的象限图中（图 3），纵坐标

表示申请人在木地板产业的专利技术实力，越靠右表明专利技术实力

越强；横坐标表示

申请人的公司经

济实力，越向上表

明经济实力越强

大；圆圈大小代表

专利数量。分析表

明，在全球木地板

产业竞争中并没有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都明显领先的企业，相对来说

综合实力最强的是日本松下公司（Panasonic Corporation），处于综

图 2  全球木地板产业相关专利地域分布 

图 3  全球木地板产业相关专利主要竞争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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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力象限图的 D象限顶部，其专利技术实力是最强的，经济实力也

较强。此外，在木地板产业中专利技术实力较强的公司还包括瑞典瓦

林格公司（Valinge invest AB）、湖南邱则有专利战略策划有限公司

（Hunan Qiuzeyou Patent Strategy Planning Co Ltd）、莫霍克工

业公司（Mohawk Industries, Inc.）（其下属公司包括尤尼林），但

这些公司的经济实力不强，均处于综合实力象限图的 D象限底部。美

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是一家世界著

名的保险和多元化投资集团，经济实力很强，在木地板产业中有少量

专利，处于综合实力象限图的 B 象限。 

4.专利强度分析 

专利强度是 Innography 创建的专利评价指标，来自于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及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成果。Innography 的专利强度算

法包括专利权利要求数量、引用在先技术文献数量、引用专利次数、

专利同族数量、专利申请时程、专利年龄、专利诉讼等十几个参数。

专利强度评分采用百分制，分数越高，专利强度越大。分析表明，在

全球木地板产业相关专利中专利强度60分以上的重要专利共有3 357

件，占全球木地板产业相关专利总量的 5.8%，90 分以上的高强度核

心专利 437 件。 

90 分以上的高强度核心专利主要掌握在美国发明人手中，共 223

件，其次是瑞典（81 件）、比利时（42件）、德国（29 件）和奥地利

（12 件）。从 90 分以上高强度专利申请人来看，瑞典瓦林格公司

（Valinge invest AB）和美国莫霍克工业公司（Mohawk Industries, 

Inc.）最多，分别为 71件和 33 件，数量明显领先于其他公司；其次

是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udi Basic Industries Corporation）（12

件）、卢森堡地板产业有限公司（FLOORING INDUSTRIES LIMITED）（9

件）、美国曼宁顿米尔斯公司（Mannington Mills Inc ）（8 件）、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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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柏丽公司（PERGO(EUROPE) AB）(8 件) 、加拿大太平洋海岸建筑

产品公司（Pacific Coast Building Products Inc）（8 件）。中国

申请人共有 7 件专利被评估为 90 分以上，其中大庄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Dasso Industrial Group Co., Ltd）有 2 件美国专利入选。 

5.文本聚类分析 

利用文本聚类分析对全球木地板产业相关专利进行主题分析发

现，全球木地板产业涉及的 4 个主要主题是复合地板、实木地板、地

板基础材料和木塑地板，其次是热水采暖地板、模块化地板、厚木板、

木屑（木碎片）、含钠化合物、厚度的预先设定。从主要申请人的专

利分布来看，松下公司的木地板专利主要集中在地板基础材料，其次

是热水采暖地板和复合地板；瓦林格公司主要集中在复合地板，其次

是地板基础材料；

莫霍克工业公司在

复合地板、实木地

板、热水采暖地板

和地板基础材料方

面均有涉及（图 4）。 

对 90 分以上的高强度专利进行文本聚类分析，可以发现核心专

利涉及的主要技术主题。分析表明，木地板产业的核心专利主要涉及

地板锁扣技术、地板覆盖层和地板支撑结构 3 个方面。    （马文君） 
 
 

    (2016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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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球木地板产业相关专利主要竞争者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