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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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植物品种局推出电子通信工具“MyPVR” 

欧盟植物品种局(CPVO)网站 2017 年 1 月 12 日报道，CPVO 长期

致力于提高植物新品种审查质量。2015 年启用在线申请系统的巨大

成功表明了客户对电子化服务的积极性。在此经验的基础上，CPVO

网站今天推出了一个名为“MyPVR”的全新电子通信工具。 

1.MyPVR 是什么？ 

MyPVR 是一个与 CPVO 通信的客户端，旨在将申请过程中的所有

步骤计算机化，并进一步加强申请人和 CPVO 之间的电子交互。该工

具涵盖迄今为止已向申请人提供的所有电子服务，包括在线申请系统

和品种查询功能，为文件通信构建了一个集中和安全的区域。 

2.为什么要开发 MyPVR？ 

开展 MyPVR 项目最初想法是摆脱纸质文件，因为纸质交换给一个

已经很耗时的申请过程又增加了行政负担。通过转换为无纸化，CPVO

希望提高申请程序的效率，并为外部沟通创造一个清晰和直接的渠

道。该工具为 CPVO将来与客户的互动方式带来了重大变化，CPVO 希

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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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项目开发阶段有技术人员的参与。在项目总体管理下，跨部门工

作组确保了该工具在申请过程中的每个步骤都能得到很好的优化沟

通。此外，在客户测试阶段，CPVO 采纳了来自用户的反馈和建议，

并确保 MyPVR 的设计在其可用性和内容方面满足用户需求。 

3.MyPVR 有什么特点？ 

MyPVR允许客户访问所有从 CPVO发送和收到的文件和交流信息。

用户将能够访问与文件相关的信息，并能够就正在进行的审查程序与

CPVO进行通信。MyPVR 的访问和使用需要用户认证，可以通过在线申

请系统或品种查询中使用的登录名和密码访问。 

MyPVR 主页为用户提供了与其申请相关的最新信息，包括通知、

最近文档、待缴费用等。各种搜索选项使得用户能够快速检索特定信

息，包括个人申请相关文档、与特定品种相关的文档、发票等。基于

CPVO 提高透明度的承诺，公众现在可以通过 MyPVR 直接获取官方文

档。 

4.MyPVR 具有哪些优势？ 

该工具允许客户更快地将文档发送到 CPVO，并直接发送到相关

服务部门。从 CPVO 发送的所有新通信将在审核后的第 2 天出现在

MyPVR 系统，并向客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他们有需要关注的文档。

申请程序完成后，会制作一份单独且规范的申请表格，方便客户、CPVO

及相关审查办公室的查阅。 

同时，MyPVR 还为用户提供最适合他们的文件查阅方式，客户可

以放心地将文件储存在该系统，并随时进行访问。客户还可以管理他

们自己对 CPVO 系统的访问，可以查看以前的通信、审查程序的状态

和已经发送的文档。 

事实上，用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加快捷地获取更多的信息，

包括技术审查的详细信息，审查过程中各项事务的预估时间表等。此

外，用户对于其感兴趣的信息类别还可以订阅信息更新提醒，以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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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相关信息，如某一特定申请或某个常规

品种的相关信息。 

5.客户仍然可以选择通过纸张进行通信吗？ 

是的，客户可以在系统中识别为电子客户或纸质客户。始终以纸

质形式提交申请的客户将在系统中识别为纸质客户，并将继续接收和

发送纸质通信。所有其他客户，包括新的申请人，将自动初始化为电

子客户。如果要选择退出电子客户，需要联系 CPVO 以实现从电子客

户到纸质客户的更改。在默认情况下，即使是纸质申请人，在 MyPVR

中的电子文档也是可用的。这些客户可是随时切换到电子通信。 

6. 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CPVO将继续积极开发其电子服务，MyPVR 已经在开展下一阶段的

工作。例如，尽快在 MyPVR安全网页上为申请人提供品种命名的在线

提交，以代替发送扫描表单。CPVO 的目的是整合一个集中通信体系，

用于取代电子邮件体系。这些发展将使得信息交流更加条理化，并进

一步提高 CPVO 内部及其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效率。         （马牧源） 

 

ITPGRFA参加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边会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网站 2016 年 12月 15 日报道，生

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COP-13）于 2016 年

12 月 4—17 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其中，边会“遗传多样性--为了

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举行，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秘书处参加了此次边会。 

该边会由 ITPGRFA管理机构秘书 Kent Nnadozie博士与粮食和农

业遗传资源委员会(CGRFA)秘书 Irene Hoffmann女士共同主持。为确

保研究人员和农民对遗传资源更广泛的获取和利用，以实现可持续粮



 

5 

食生产的目标，国家和国际层面均做出了许多努力，会议对此进行了

回顾。Nnadozie 博士强调了确保 ITPGRFA 和 CBD 两个国际条约在遗

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协调执行的重要性。他还强调，ITPGRFA

是第一个承认农民以及地方和土著社区权利以及他们对作物多样性

维持和可持续利用贡献的国际协议。 

会议专家组成员还包括 CBD 副执行秘书 David Cooper 先生、波

兰动物产品研究所 Elżbieta Martyniuk 女士等。在 12 月 12 日举行

的活动中，ITPGRFA秘书处介绍了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体制

的运作情况，并提供了正在开展的促进措施的最新情况。ITPGRFA 技

术办公室 Alvaro Toledo 先生解释到，“正在讨论的一些措施包括开

发具有标准材料转让协议（SMTA）的签署系统、含有终止条款的一系

列措施、设立用户和作物的类别以及不同的支付比率”。ITPGRFA 和

CBD 秘书处有一个密切的长期伙伴关系，2015 年 10 月 ITPGRFA 管理

机构在其第 6 届会议上做出了如此赞许。在最近的时间里，这种伙伴

关系使得一些合作活动成为可能，例如组织联合能力发展培训以促进

条约的实施、提高意识和参与彼此的会议。 

在 CBD 第 13届缔约方大会（COP-13）开幕式上，Nnadozie 博士

强调，为了两个国际条约缔约方的利益，ITPGRFA 秘书处努力致力于

继续与 CBD 的密切合作。ITPGRFA 秘书处和 CBD 秘书处还于 12 月 6

日组织了一次联合活动，讨论双方互相支持执行名古屋议定书和

ITPGRFA的相关问题。                                （马文君） 

 

澳大利亚资助 ITPGRFA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网站 2017 年 1 月 25 日报道，澳

大利亚向《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的惠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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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基金（BSF）捐赠了 100 万澳元（约 71.9 万美元）。根据该条约，

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遗传资源可以到保护和惠益分享。 

澳大利亚的捐赠使下一轮 ITPGRFA惠益分享基金的总额达到 350

万美元，根据 2015 年 10 月 ITPGRFA 管理机构的商定，启动下一轮

ITPGRFA惠益分享基金需要 1000万美元。 

ITPGRFA惠益分享基金支持种子材料的保护，并促进遗传资源的

获取，以帮助农民应对与气候相关的不利影响。该基金是支持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目标 2.5（即确保获取及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

生的惠益）的重要途径。实现目标 2.5 的期限是 2020 年，只有 3 年

的时间。 

澳大利亚的捐赠将帮助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

地区来提高他们的粮食安全。亚太地区的农民面临着一些重大的气候

挑战和对粮食生产的其他威胁。ITPGRFA 惠益分享基金先前的项目已

经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为印度尼西亚选择具有良好洪水适

应性的水稻品种。                                   （尚玮姣） 

 

美国种子贸易协会支持农业部的植物育种新政策 

美国种子贸易协会（ASTA）网站 2017年 1 月 18 日报道，美国农

业部（USDA）动植物卫生检疫局（APHIS）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了对生

物技术法规（修订版）的公开征求意见。ASTA 在整个法规制定过程

中一直积极参与讨论，并高兴地看到该提案承认植物育种者在育种安

全和质量方面有着很长的历史。 

AS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Andy LaVigne 说：“农场和食品价值链

利益相关者承诺以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创新，我们期待着与特

朗普政府继续这些对话，以确保有完善的政策来促进持续创新，并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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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种子和其他农产品在世界各地的流动”。 

ASTA 的首要政策是，通过最新育种方法培育的植物新品种，如

果与通过早期育种方法培育的品种相似或无法区分，那么这些新品种

不应该被区别管理。“我们很高兴该法规提案承认，一些利用基因编

辑技术开发的植物品种基本上等同于利用传统育种方法培育的品种，

并能相应地对待这些品种”。“虽然我们仍在详细地研究该提案，但这

一认识将有助于确保美国农业仍然处于创新前沿并保持全球领先地

位”。 

在美国，所有植物食品都是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管理，种子则由 USDA 全面管理。与 USDA 发布提案相配合，FDA 宣布

计划拟对由基因编辑技术开发的植物新品种征求意见。与其 1992 年

的政策相一致，FDA在其征求信息中承认一些应用基因编辑开发的植

物品种也可以通过传统的育种方法培育。ASTA 希望 FDA与 USDA 保持

密切合作与协调，以确保美国政府拥有一致、清晰和科学的政策。随

着法规制定进程的推进，两个机构积极与全世界的贸易伙伴进行接触

也同样重要。 

“持续创新对农业的未来及我们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LaVigne

说，“在这一领域，我们致力于为农民提供种类繁多的种子选择以应

对气候变化、植物病虫害等挑战，明智的作物选择和自然资源利用可

以为消费者提供种类繁多、营养丰富和安全健康的食物。正是由于植

物育种的持续发展，我们的产业正在促进以更高效和可持续的方式满

足这些需求”。                                     （尚玮姣） 

 

柬埔寨成为第一个认可欧洲专利的亚洲国家 

欧洲专利局（EPO）网站 2017 年 1 月 23 日报道，欧洲专利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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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Benoît Battistelli 和柬埔寨工业与手工业部长 Cham Prasidh在

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专利申请人的请求，将欧洲专

利申请及专利的有效性扩展至柬埔寨。这意味着，柬埔寨将成为第一

个在其领土认可欧洲专利的亚洲国家。该暂行协议一旦被柬埔寨法律

通过，将在 2017 年 7 月 1 日生效。柬埔寨表示，希望暂时使用世界

贸易组织（WTO）关于药品的豁免规定，以使药品在过渡时期内排除

在该协议之外。 

该协议意味着，企业和发明人现在将能够通过单独的欧洲专利申

请在 43 个欧洲和非欧洲国家获得专利保护，并在超过 6.5 亿民众的

市场中保护其创新。 

柬埔寨认为这项协议是为了鼓励欧洲专利权利人在柬埔寨投资，

从而加强国家的经济发展。Cham Prasidh 部长和 Battistelli 局长

还在金边签署了一项双边合作计划。该计划旨在加强柬埔寨工业与手

工业部管理柬埔寨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的能力，以及提升国家对专利

保护益处的认识。柬埔寨是东南亚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柬埔

寨目前正在进行知识产权体制的现代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                                          （马文君） 

 

美国发现现行版权法适用于日常用品中的内置软件 

知识产权观察网站（www.ip-watch.org）2016 年 12 月 16 日报

道，美国版权局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现有版权法足以解决日常用

品中内置软件所产生的问题，但它的确需要一些灵活性，以便让消费

者能够随意的修理其设备。这份报告历经长达一年的研究，这期间版

权局研究了版权法与含有内置软件的消费产品（包括汽车、冰箱、手

机和恒温器等）的相互影响。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要求，此报告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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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多的这类软件的各种法律问题，包括一

些重要的版权原则，如合理使用、合并、首次销售以及第 117 条的豁

免等。报告重点关注了公众意见和听证会上提出的具体问题，包括版

权法如何影响内置软件的许可、转售、修理、安全性和互操作性。 

报告发现，现有的法律理论支持嵌入式软件在消费产品中的广泛

合法使用，同时也认识到版权保护对创新型产品的开发和分销的重要

性。该报告全面审查了有关嵌入式软件的现行法律框架，但目前不建

议立法修改。报告称，“版权局认为，至少目前现行版权法非常适合

处理新时代的嵌入式软件问题，以便创新者可以继续改善我们的生

活，改变我们的世界”。 

报告结论如下：“日常产品中的嵌入式软件开发是独特且具有前

景的，并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新功能和新便利产品。虽然这些软件的

用途是新的，但这些软件和其他所有软件一样适用于现有版权法的权

利和限制。这些软件的使用确实产生了新的问题，但是版权局认为，

现有版权法的灵活架构能很好地满足权利人和嵌入式软件产品用户

的需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版权局并不建议在这个时候对立法进行

任何修改。尽管如此，版权局将继续追踪技术和法律的进一步发展情

况，以确保版权法像《宪法》中所展望的那样，能不断地向前迈进，

并继续推动科技进步”。 

版权局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有证据表明，消费者被禁止转售或以其

他方式处置其嵌入式软件产品。版权局认为，只要法院合理应用《版

权法》第 109条所列的首售权，就不需要对目前有关转售的立法进行

修改。 

版权局还仔细研究了嵌入式软件产品许可实践的范围，其中涉及

几个方面的问题，包括：版权法与国家合同法的关系；违反软件许可

条款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构成侵犯版权；消费者对嵌入式软件许可

条款的混淆。                                       （付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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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络平台将增加专家数据库 

知识产权观察网站（www.ip-watch.org）2017年 1 月 13日报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互联网平台 WIPO GREEN 正在建立一个

专家数据库，旨在帮助技术寻求者找到绿色技术专家来提供他们的服

务和专业知识。 

WIPO GREEN 作为“可持续技术的市场”，是 2013 年成立的一个

互联网平台。WIPO 认为，该平台“将绿色技术创新价值链中的各类

参与者聚集在一起，并为新技术拥有者和正在寻求绿色技术商业化和

许可的个人和公司之间搭建了桥梁”。 

WIPO全球挑战司司长 Anatole Krattiger 表示，该平台有 70 多

个合作伙伴，通过网络进行运作。他告诉《知识产权观察》：“最近加

入的合作伙伴包括阿卜杜拉国王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城（K.A. CARE）

（沙特阿拉伯）、昆士兰理工大学（澳大利亚）和 Ground_Up 项目（瑞

士）”。Anatole Krattiger 说，目前大约有 2 400项技术可以通过 WIPO 

GREEN 获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认证用户可以从无偿服务中受益。根

据 WIPO GREEN 网站，公共利益知识产权顾问组织（PIIPA）已承诺，

将为选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和公共部门机构的 WIPO 

GREEN 用户提供 300小时的无偿服务。他说，来自博茨瓦纳和南非的

用户已经得到了这些服务。 

该平台目前正在建立一个 WIPO GREEN 专家数据库。专家可以在

知识产权法、商业、工程、金融与保险、咨询服务等领域注册。该数

据库将于 2017 年晚些时候，当其内容完善时推出。专家可以免费在

线注册。 

WIPO GREEN 还制定了一个许可清单，该清单是为“参与技术转

让许可协议的谈判者”设计的。该清单“提供了在谈判和签署此类协

议时应考虑的关键问题”。                             （马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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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植物新品种保护——问题与挑战 

印度乌特卡尔大学法学系主任 Madhu Sudan Dash 博士在 2015 年

5 月的《国际科学研究》（IJSR）发文《印度植物新品种保护——问

题与挑战》，其主要内容如下： 

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2001

年《植物新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法案》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

标准，并有效地解决了与农民和植物育种者有关的问题和挑战。独特

的保护和惠益分享体系被广泛赞赏具有先进性。这一具有示范性的法

律为世界上其他类似情况的国家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参考。 

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新的植物品种、现存品种或任何

实质性衍生品种的延伸保护都是一个重要挑战。在关于植物新品种保

护模式争论和批判的国家中，印度已经跻身于成功革新知识产权立法

的国家行列。《植物新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法案》通过扩展植物育种

者的概念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体系。目前植物育种者权利适用于育种者

培育的新品种，以及由农民、非政府组织和公共部门机构持有的品种。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1978 年文本将植物育种者权

利作为知识产权纳入到法律保护中，旨在鼓励植物新品种的开发，造

福社会。对 UPOV 文本深入分析表明，关于农场自留种子问题，UPOV

公约 1978 年文本没有关于农民使用其保存的种子进行生产的表述，

而 UPOV 公约 1991 年文本中有明确的表述，各国可以允许农民在自

己的农场上使用保存的种子进行生产。然而，两个文本都禁止销售农

场保存的受保护品种的种子。UPOV 公约 1991 年文本对农民保存、使

用、交换和重复使用受保护品种的种子作了很多限制。此外，UPOV 

1991 年文本强制育种者允许其他育种者使用受保护材料用于开发新

政策探讨

探讨探讨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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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不同的品种，而 1978 年文本则不包括这一条款。 

1995 年生效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向签署

国提供了多种选择，可以遵从各利益相关方的愿望/要求来实施自己

的独特模式。根据 TRIPS 协议第 27.3 条，缔约方可以排除下列各项

的可专利性：1）人类或动物的疾病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2）

除微生物之外的植物和动物，以及本质上为生产植物和动物的除非生

物方法和微生物方法之外的生物方法。 

1993年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CBD承认国家对生

物多样性和相关传统知识（TK）的主权，从而赋予这些利益相关者自

然和法律所有权，以确保其在政府法律框架的利益分享计划中得到应

有的份额。根据该条约，其他缔约方的获取行为将受到习惯法中的事

先知情同意（PIC）原则约束。遗传资源或相关知识产生的任何惠益

都将得到公平分享，但国家必须找到公平的机制来确定各利益相关者

的利益分配。受到高度赞赏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ITPGR）农民作为植物遗传资源保管人，赋予农民广泛的权利，即

保护、使用、交换和销售农场种子或繁殖材料的权利。 

考虑到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以及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义务和发

展，同时也认识到其自身的资源和发展需要得到认可，印度于 1992

年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并于 1994 年生效；2002 年批准《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并于 2004 年生效；2014

年印度批准加入《名古屋议定书》。印度 1995 年正式加入 WTO 后就开

始考虑制定《生物多样性法案》。该法案于 2002 年正式生效，对生物

多样性公约（CBD）的原则给予了应有的认可，同时也是 TRIPS 协议

下《植物新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法案》（2001 年）所要求的。《植物

新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法案》旨在建立“一个保护植物品种、农民权

利和植物育种者权利，鼓励开发植物新品种的有效体系”，符合 T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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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27.3 (b)条款对印度需履行义务的规定。该法令由一个专门建

立的植物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机构（PPV&FR）执行。注册植物品种需

向该机构提出申请。印度农业部农业和合作局是主管该法令执行的行

政部门。 

印度实施这样一个法律模式的主要目标是：1）保护农民的权利，

因为农民在保存、改进和提供用于开发植物新品种的植物遗传资源方

面做出了贡献；2）保护植物育种者的权利，促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

门针对植物新品种研究和开发进行投资。 

为了与上述的指导方针保持一致，《植物新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

法案》对印度居民使用遗传资源用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开发作出了规

定。没有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局（NBA）的事先批准，印度境内或境

外的任何人利用印度生物资源获得的研究成果不能申请知识产权保

护。印度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局有权征收利益分享费或特许权使用费

或两者，或提出其他限制条件，包括这些材料商业化后所产生的经济

利益的分享。该法案向农民提供了广泛的权利和特权。根据该法案可

注册保护的主体包括：新品种（主要基于 UPOV 模型）、农民品种、现

有品种和实质性衍生品种。 

为了确保权利的平衡和促进利益分享，《植物新品种和农民权利

保护法案》规定，第三方可以申请强制许可，但必须证明注册品种不

能以合理的价格从市场上购买。然而，《植物新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

法案》对植物育种者的强制许可比专利法对专利权人更宽松。 

印度植物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机构（PPV&FR）应当公布根据《植

物新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法案》所授予的注册证书，并申明根据证书

规定所确定的该注册品种的利益分享方式。法案还规定在使用农民品

种产生的收入中设立遗传基金，用于奖励农民。为了保护农民的非有

意侵权，法律还提供了非有意侵权的诉讼保护。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民是种子的主要供应者，大量的种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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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通过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交换来满足的。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民的这

种作用，许多团体已经提出抗议，反对采用这种从发达国家学到的植

物育种者权利保护模式。 

鉴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粮食安全领域日益受到关注，印度试图通过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

权益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植物新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法案》提出

的关于保护和惠益分享的独特体制得到广泛认可，但仍有许多实际问

题需要谨慎处理。                                    （王光忻）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信息利用工具 

2016 年 12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杂志》（WIPO Magazine）第 6

期刊发了一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传播司 Catherine Jewell，

Edward Harris 和 Steven Kelly 共同介绍专利信息利用的文章，其

主要内容如下。 

专利制度既要确认和奖励发明人，又要让大众能够得到技术信

息，以期刺激新的创新。专利文献包含大量的技术信息，是商业智能

的一种宝贵资源。WIPO 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服务项目和工具，使企业

和创新者能够挖掘出专利信息以支持他们自己的研究或商业目的。

2016 年秋，WIPO 推出了两个新的工具，一是 WIPO 翻译工具，二是

PATENTSCOPE 数据库的化学结构检索工具。借助它们可以更加容易地

查找和掌握每年全球各个语种的大量专利信息。 

1.WIPO 翻译在机器翻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WIPO 翻译（WIPO Translate）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专利文献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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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工具，据称可以解开大量的以前无法获得的技术信息。2016 年

10 月问世的最新版 WIPO翻译工具采用的是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

可以用迄今为止质量最高的翻译服务来提供有关新技术的信息。 

WIPO总干事 Francis Gurry 说：“建立专利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

让人们得到技术，而语种问题往往会妨碍这一目标的实现”。Gurry

认为 WIPO 翻译工具的开发是“向前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意味着数量

巨大而且不断增加的专利文件很快就可以更容易地为创新者获得。 

WIPO 翻译工具的性能优于现有的其他翻译工具。它结合了最先

进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可以将高度专业化的专利文件以符合常

见用法的风格和语法翻译成为另外一种语言。 

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是受人脑的生物神经网络的结构和功能的启

发而出现的一种技术，与大多数基于短语的统计翻译技术截然不同。

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是让庞大的神经网络系统从以往的语句中“学

习”，使其完成高度精准的翻译。为了实现中文与英文的互译，WIPO

翻译工具从 PATENTSCOPE 数据库的中国专利中选择了 6000 万个语句

与美国专利商标局存档的相对应的正式英译本进行比较。 

2.东亚国家的语言是 WIPO 翻译的开发重点 

WIPO翻译工具的神经网络版是对 WIPO现有的基于统计的机器翻

译的补充。目前的机器翻译工具可以完成 16 对语言的翻译，其测试

版可以完成中译英，英译中的功能也很快就能实现。中文是优先处理

的语言，因为中国的专利活动越来越活跃，2015 年中国的专利活动

在全球所占比例已经达到 15%。Gurry说：“从全球的趋势看，以东亚

国家的语言特别是中文专利申请增长很快。WIPO 翻译工具可以有助

于保证以这些语言记录的最新知识尽量广泛和快速地被分享”。WIPO

下一步计划是将 WIPO 翻译工具扩大应用到日语、韩语和法语的专利

翻译中，随后就会开始开发其他语言的专利翻译功能。 

3.如何使用 WIPO 翻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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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翻译工具可以通过 WIPO 的 PATENSCOPE 数据库免费获得。

在翻译时，只需在 PATENSCOPE 的查找结果页面上将想要翻译的文本

复制和粘贴到“翻译区”，选择想要的语种，然后点击“翻译”或“WIPO

翻译”按钮即可。 

4.化学结构检索功能使专利中化学品和药品的查找更加方便 

另一个新的开发成果是可以让使用者从 PATENTSCOPE 数据库的

专利文件中查找化学和药学数据。 

在专利文件中，化学物质可能会以多种不同方式来描述，造成化

学或药学领域的专利检索比较困难。化学品或药品可能会使用不同的

命名规则，甚至只用一张图来表示其化学结构。在专利文献中对化学

品信息进行全面检索通常要使用各种搜索参数和来源以便相互补充，

这取决于专利检索的目的和所寻求的信息类型。 

PATENTSCOPE数据库中新开发的化学结构查找功能可以使化学品

和药品的查找更加容易。这个功能也是完全免费的。该功能提高了专

利文件的检索性，使用者可以将化合物的名称或专利申请或专利中的

化学结构图作为检索点。 

5.化学结构检索功能的主要受益者 

PATENTSCOPE数据库新的化学结构检索功能的受益者是专利审查

人员和知识产权专业人员，尤其是那些在欠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工作的人。这个功能有助于提高专利审查的工作质量和授予专利

的合法性。这个新功能还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部门处理对

某种特定药品的专利状态的质询，同时减少他们在商业数据库上的花

费。医药卫生行业的专业人员和采购机构也是受益者。 

6.如何使用化学结构检索功能 

使用这种新的工具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使用者只需登录自己的

PATENTSCOPE 数据库账号，再按照“帮助”菜单的指导即可完成检索。 

检索专利文件中的化合物有 3 种方法：1）上传化学结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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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系统支持的文件格式（MOL、SMILES 或.png、.gif、.tiff

和.jpeg 格式的化合物位图）的文档上传；2）转换化学结构，用户

可以选择检索参数，用化合物的各种名称检索，其中包括商品名称、

美国化学文摘社（CAS）登记采用的名称、非正式名称、国际非专利

药名（INN）、国际化学文本标识符（InCHi）和简化分子线性输入规

范（SMILES）识别符；3）编辑化学结构，用户可以绘制或编辑一个

化学结构、化学反应或化学碎片，就像平常在纸上画草图一样。然后，

系统就开始对 PATENTSCOPE 数据库中的专利文献的标题、摘要、权利

要求和描述字段进行搜索。 

目前，这个工具可用于检索 1978 年以来以英语和德语在 PCT 下

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以及 1979 年以来美国收藏的专利文件。其他语

种和其他国家收藏的专利文件也会很快就能够提供检索。  （周吉仲） 

 

 

湿地保护相关专利分析 

湿地是地球上一种重要的、独特的、多功能的生态系统，作为地

球上最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湿

地一向被认为是地球上重要的生命支撑系统，素有“地球之肾”和“生

命摇篮”之美誉。 

国际上湿地保护经历了湿地过度开垦和破坏、湿地保护与控制利

用、湿地全面保护与科学恢复 3 个阶段，湿地保护政策也相应经历了

鼓励湿地利用、湿地保护与限制使用和“湿地零净损失”3 个阶段。

为保护全球湿地以及湿地资源，1971年 2 月 2日来自 18个国家的代

表在伊朗拉姆萨尔共同签署了《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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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又称《拉姆萨尔公约》）。自签署公

约以来，人们对湿地功能和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已从最初的关注湿

地水禽栖息地保护，发展到今天注重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生态服务

功能的发挥，这是公约对全球生态保护做出的重要贡献。自 2010 年

起，我国中央财政设立了湿地保护补助资金，建立了湿地保护投入长

效机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湿地保护体系。 

对世界范围内湿地相关专利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从全球视野把握

其技术发展趋势、专利布局状况、主要技术竞争者、核心技术和研发

热点，准确定位我国湿地保护领域存在的优势和劣势，以期为该领域

科研工作者和决策者提供参考，促进湿地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采用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DWPI）作为数据源，检

索日期为 2017 年 2月 6 日，检索式为：“TAB=(((marsh or everglade 

or swamp or nunja) or wetland* or (wet ADJ land)) and (protect* 

OR conservation OR preservation))”。分析工具采用 Thomson 

innovation（TI）平台。 

1.发展趋势分析 

截至 2017年 2月 6

日，全球湿地保护相关

专利文献共 2 299 件，

按照 DWPI 进行同族归

并以后，湿地保护基本

专利 1 829 件，平均每

件基本专利的同族数量

为 1.3 件。湿地保护相

关专利公开最早始于 1978 年，2006年以前湿地保护专利数量较少且

增长相对缓慢，2007 年以后湿地保护专利增长迅速，2015 年公开量

达到峰值，为 433件（图 1）。 

图 1  全球湿地保护专利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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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域分析 

从湿地保护相关专

利全球分布来看，公开

量排名前 10位的国家或

国际组织分别为：中国、

日本、美国、韩国、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俄罗

斯、德国、欧洲专利局、

加拿大和法国。中国在湿

地保护相关专利最早优先权量和受理量 2 个方面都具有优势地位，其

中最早优先权量为 1 515 件，受理量为 1 520 件。排名第 2的是日本，

受理量 147 件，最早优先权量 143 件。排名第 3 的是美国，受理量

81 件，最早优先权量 66件。排名前 4位的国家地区，除美国外，中、

日、韩 3 国湿地保护相关专利最早优先全权量和受理量几乎持平（图

2）。 

总体来看，中国在湿地保护领域具有技术优势，但国外申请较少。

美国属于相对重要的专利布局区域。结合湿地保护相关专利的年度公

开量来看，中国湿地保护技术的发展和中央财政从 2010 年起设立湿

地保护补助金有一定关联性。 

3.技术领域分析 

国际专利分类（IPC）统

计分析表明，全球湿地保护

相关专利涉及的 4 个主要技

术领域，依次是水、废水、

污水或污泥的处理(C02F)；

酶 学 或 微 生 物 学 装 置

(C12M)；林业、土壤和植物

图 2 全球湿地保护专利地域分布 

图 3 全球湿地保护专利技术领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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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A01G)；水利工程（A01N）。此外，还涉及禽类、鱼类、昆虫的

管理(A01K)、有机肥料制造(C05F)等（图 3）。 

4.文本聚类分析 

文本聚类分析表明，

全球湿地保护相关专利

涉及的主要技术主题包

括：人造湿地、湿地土壤

保护、湖泊河流阻隔、纤

维物质利用、沼气排放、

湿地分层填充等（图 4）。                                           

5.主要申请人分析 

通过对湿地保护相关专利主要申请人统计分析表明，在排名前

10 位的申请人中，中国 9 个、日本 1 个。在排名前 10 位的 11 位申

请人中，个人申请人 2 位、企业申请人 5 位、高校和科研院所 4位。

分别为：个人申请人贾平 26 件；个人申请人朱永彪 17 件；牧原食品

有限公司 15件；北京天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4 件；天紫环保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14 件；山东大学 11件；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重庆文理学院、日本植生株式会社、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禄

达财智有限公司均为 9 件。                            （范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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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球湿地保护专利技术文本聚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