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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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OV 发布植物新品种电子申请工具 2.0 版本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网站 2018 年 2 月 9 日报道，

UPOV 宣布推出UPOV PRISMA，这是 PBR 电子申请工具（之前叫做“EAF”）

的 2.0 版本。 

UPOV PRISMA 能够快速简便地传送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数据；通过

多语言界面可以一站式在线获取申请表格，从而更轻松地保护申请者

的植物新品种。目前 UPOV PRISMA 已经覆盖欧盟和 21 个国家，并且

覆盖国家的数量还在继续增长。 

UPOV PRISMA 的特点：1）是一个在线申请工具，能够向使用 UPOV 

PRISMA 的国家植物新品种办公室，按其所需格式提交申请数据；2）

轻松获取以多种语言显示的植物新品种申请表格；3）技术问卷中的

大部分信息将被自动翻译；4）相关数据可以在后续申请中重复使用；

5）可以指定不同的用户角色（如起草者、签名者、翻译者、代理者）；

6）受控访问、安全和保密。 

用户可以在 2018 年 6 月之前免费使用 UPOV PRISMA。 （马文君） 

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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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VO 与 ARIPO 签署关于加强合作的行政协议 

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CPVO）网站 2017 年 12 月 15 日报

道，CPVO 和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ARIPO）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

在日内瓦签署了行政协议（以下简称 AA），正式就能力建设开展合作。 

行政协议确定的主要合作活动将有助于支持 ARIPO 在植物新品

种保护领域相关问题上的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另一个确定的合作领

域是开展联合培训，有助于非洲地区建立一个法律和管理完善的植物

新品种保护和执法体系。 

在行政协议签署前，ARIPO 行政理事会第 41 届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在马拉维共和国利隆圭通过了《阿鲁沙植物新品种保护协定

实施条例》。 

从签署之日起，该行政协议的初始合作期限为5年。CPVO和ARIPO

可以审查各自机构的位合作活动，并评估其实施情况。评估工作可能

包括确定应该加强、改进、中止或终止合作的领域，以及确定应该采

取联合行动的新领域。                              （廖世容） 

 

ITPGR 管理机构第 7届会议召开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网站 2017 年 11 月 8 日报道，《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以下简称《国际条约》）

管理机构第7届会议于 2017 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3日在卢旺达基加

利召开，由卢旺达政府主办，并首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举行。 

数百名代表就《国际条约》未来 2年的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由

144 个成员国代表组成的第 7届理事会做出了一些重要决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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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命《国际条约》管理机构第一任非洲秘书：由尼日利亚的 Kent 

Nnadozie 博士担任；2）根据《国际条约》惠益共享基金启动第 4次

项目建议征集，该基金将投资至少 500 万美元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农

民、植物育种者和科学家的项目；3）继续努力加强获取和惠益分享

多边体制，目的是使成员国获取更多利益；4）形成《国际条约》筹

资战略审查的新方法，以确保资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5）成立专家

组以支持各国探寻保障农民权利的模式，旨在保护小农场主的权利，

保护他们的传统知识，也包括他们参与相关国家决策的权益；6）任

命第 8 届理事会主席——美国的 Christine Dawson 女士，以及来自

每个区域集团（即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北美和西南

太平洋地区）的 6位副主席，他们将指导国际秘书处在 2017-2018 年

的工作。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全球信息系统（GLIS）的快速发展情况。GLIS

使各国能够以电子方式交换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信息。

GLIS 以一致而准确的方式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PGRFA）指定

一个唯一的数字对象标识符（DOIs），以帮助识别作物材料。这有助

于将不同机构开展科学研究产生的信息进行有效整合。GLIS 开放运

行 3 周以来，已经指定了超过 18.5 万个数字对象标识符。这次会议

还探讨了数字序列信息发展的重要性，这是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获取和利用的新技术手段。                            （马牧源） 

 

非洲专家探讨如何改善植物遗传资源信息管理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网站 2017 年 12 月 21 日报道，来

自 18 个非洲国家的专家齐聚南非开普敦，探讨如何通过《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以下简称《国际条约》）全球信息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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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工具和服务来改善植物遗传资源的文档记录和信息交流。 

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加强个人和机构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PGRFA）记录和交换方面的能力建设。研讨会由《国际条约》秘

书处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秘书处以及 FAO 南非办事处于

2017 年 12 月 12-14 日共同组织召开。 

德 国 政 府 和 国 际 生 物 多 样 性 研 究 组 织 （ Bioversity 

International）对本次会议提供了财政支持，荷兰政府资助了 36 位

专家参与本次活动。 

会议讨论并落实了管理机构第7届会议于2017年 11月初通过的

关于《国际条约》10 个国家联络点的主要决定。 

所有参会者都提供了关于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国家概况，

重点介绍了国家基因库在收集品管理方面的工作以及与社区种子库、

农民和植物育种者的合作情况。在这个方面，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

一些成员国强调了 SPGRC 网络（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植物遗传资源中

心）的支持作用，其文献和信息管理系统（被称为 WEB SDIS）提供

了 1.7 万多篇可获取文献。 

参会者包括基因库管理者、植物育种者、遗传学家、就地保护和

作物野生近缘种（CWR）专家、生物信息学家和信息专家。发言人介

绍了数字对象标识符（DOIs）的优势，以及从长远来看它们如何帮助

唯一地识别和记录植物遗传资源，并提高系统之间的数据互操作性，

这是用户多年来的主要需求之一。在这个方面，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植物遗传资源中心和《国际条约》秘书处计划加强文献和信息共享领

域的合作。 

除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地区的成员之外，来自厄立特里亚、埃

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的与会者也参加了能力建设问题研讨，并阐述了其

国家层面的文件系统。                                （李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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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认同传统知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政策的贡献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网站 2017 年 12 月 16 日报道，在 CBD 第

8（j）条及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 10 次会议上，

代表们达成了一系列关于土著和地方社区促进 CBD 发展的建议。会议

达成的建议将提交给 2018 年在埃及举行的 CBD 缔约方大会。 

会议的主要成果有 3 项：1）就博物馆、植物园和其他机构所拥

有的土著和地方社区传统知识的归还问题达成一致的准则；2）土著

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及其创新和实践，有利于 CBD 和《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3）就进一步加强土著和地方社区在 CBD 实

施中的作用，讨论了未来的安排。 

CBD 执行秘书 Cristiana Paşca Palmer 博士说：“这一周的会议

表明，土著居民和地方社区仍然处于 CBD 的核心地位，需要他们的有

效参与来帮助我们的后代保存和保护全球动植物”。“我认为，如果

我们要实现我们的使命，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维持人类活动与自然

的可持续平衡，那么工作组的独特构成和工作方法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伙伴关系的体现”。 

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1）传统知识归还的 Rutzolijirisaxik 自愿准则。工作组完成了

关于传统知识归还的 Rutzolijirisaxik 自愿准则的制定工作。

“Rutzolijirisaxik”这一名称由危地马拉中西部高原土著玛雅人提

供，意思是“回归来源之地的重要性”。将博物馆、植物园和其他机

构持有的传统知识归还土著和地方社区，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相关传统知识的恢复。该准则将在 2018 年 CBD 缔约方大会

上审议。 

2）相关术语与概念汇编。会议的另一项成果是，代表们在 CBD

第 8（j）项条款范围内编制了术语和概念汇编草案，包括“传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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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土著居民与地方社区保存区”等术语。该汇编草案将在 2018

年 CBD 缔约方大会上审议。 

3）土著居民和地方社区集体行动的贡献。工作组还审议了关于

土著居民与地方社区对 CBD 实施的贡献进行确定、监测和评估的方法

与指南。该指南将于 2018 年 7月在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举行的 CBD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 2次会议上最终确定。 

4）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的保障措施。代表们讨论了在选择、设

计和实施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时，缔约方、其他政府、国际和商业组

织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如何才能将“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保障的自愿

准则”考虑进来。CBD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 2 次会议将审议这项建议。 

5）土著居民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对“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实施的贡献。缔约方、土著和地方社区、联合国和科

学家代表们进行了深入对话，讨论了他们就传统知识促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经验和建议。 

6）公约第 8（j）条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为了加强土著和地

方社区在各级“公约”工作中的作用，代表们讨论了工作组 2020 年

以后的发展方向和工作计划。工作组就其未来工作的不同备选方案提

出了建议，该建议将在 CBD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 2次会议上审议。 

（马牧源） 

 

欧洲专利局机构重组以提高专利质量和效率 

欧洲专利局（EPO）网站 2018 年 1 月 2 日报道，EPO 已经完成了

内部机构重组，旨在提高其专利审查效率。此举也有望促进专利授权

的及时性，提高专利服务质量和专利授权质量。 

多年来，专利申请的数量稳步上升，促使 EPO 考虑是否需要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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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数字化水平以实现更高的效率。根据 2016 年 Boston 咨询集团

的研究，专利授予过程现在已经有了 2项重大变化。通过融合前 2届

董事会的做法，重组将整合支持型员工（手续官员）和专利审查员团

队以减少“交接点”（即专利申请从一个部门传递到另外一个部门）。

最新的内部变更通过将各个程序纳入一条管理线，以简化专利授权程

序的各种步骤。此外，新的专门董事会也将处理异议程序，以提高各

部门决策的及时性和一致性。 

EPO 局长 Benoît Battistelli 说：“这次重组将有助于改善对专

利申请人的服务。这使得 EPO 持续投入 IT 以提高单位自动化水平成

为可能。我们正在利用这些机会重新组织我们的专利授权流程，并为

我们的用户提供更高效的系统，以提供更高质量的专利和更短的处理

时间”。 

由 EPO 副局长 Alberto Casado 领导的新的董事会工作--“专利

授权程序”，由经过机构重组形成的 3个新的部门来负责。“专利授权

程序”也考虑了移动和机电技术、医疗保健、生物技术及化学、信息

和通讯技术等专利申请较多的领域的变化趋势。2017 年任命的 3 位

新任首席运营官中的一位将确保每个部门的业务具有较好的连续性。 

为了加强与用户的联系，EPO 还将确保用户反馈能完全纳入 EPO

的质量管理以及专利授权程序相关项目中。用户反馈将有助于进一步

改进 EPO 的服务，并为用户持续提供高质量的专利服务。  （马文君） 

 

欧洲专利局发布首份年度质量报告 

2017 年 7 月 5 日,欧洲专利局(EPO)网站发布了《2016 年 EPO 质

量报告》。鉴于知识产权重要性和数量的增加，重大创新性发明的巨

大价值和诉讼的巨大成本，使得专利质量在全球知识产权领域变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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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重要。该报告说明并解释了 EPO 如何保证其授权专利的高质量。 

报告第 1部分强调，EPO 关于质量的理念是如何植根于欧洲专利

组织的创立原则及 EPO 质量政策的 7 个原则中的。其余部分说明了

EPO 从专利申请到公布的整个过程中如何衡量和保证专利质量的。通

过严格控制和持续完善，EPO确保了授权专利具有好高的法律确定性。 

对于欧洲专利制度的用户来说，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有一个及时

的程序，使他们能够早日确定专利申请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 EPO 响

应提高时效性的呼吁，2014 年采用“始于检索的早期确定性”政策，

目的是在收到申请文件 6 个月内提供检索报告和书面意见。在 2016

年实现这一目标后，EPO 在 2016 年 7 月将早期确定性扩展到审查和

异议程序，目的是对于标准案例平均用 12 个月的时间完成审查，15

个月完成异议。 

《2016 年 EPO 质量报告》总结了 EPO 与用户的关系。用户反馈是

改善 EPO 服务和程序的主要途径之一。EPO 希望与用户建立密切联系，

让用户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期望，促进欧洲专利制度不断完善的公开对

话。                                                （李秋娟） 

 

 

 

《名古屋议定书》在全球生命科学产业的实施情况 

科温顿-柏灵（Covington＆Burling LLP）是一家国际性律师事

务所。该事务所的全球生命科学团队自《名古屋议定书》谈判以来一

直在跟踪有关领域的动态。最近，该团队发布了一份全球生物科学产

业落实《名古屋议定书》的报告。其内容简介如下。 

2014 年 10 月，《名古屋议定书》生效。它创建了一个影响到所

政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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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事生物材料研发的生命科学公司的新的国际监管体系，涉及动

物、种子、花卉、病毒、芳香剂、黄酮类化合物、精油、酶和酵母等。

目前，由于对这个体系缺乏认识和对其要求不够了解，各个公司在遵

守这个协议方面进步缓慢。 

截至 2017 年 1 月，该议定书已在包括中国、印度、墨西哥、瑞

士、南非和整个欧盟在内的 89 个国家/区域生效。在 2016 年 12 月 4

—17 日举行第 2届缔约方大会会议上，《名古屋议定书》的缔约方同

意加快该议定书的履行和实施。 

本报告介绍了世界各地采纳和实施《名古屋议定书》的最新情况。

通过重点关注各国的一些执法机制，用一组实际的例子提醒有关方面

有必要评估一下研究和产品开发过程是否受到了这些新规则的影响。 

1.《名古屋议定书》的内容 

《名古屋议定书》的全称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

和公平和公正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根据议定书，

各缔约方可以选择采用遗传资源提供国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ABS）

的措施，但遗传资源使用国采取的执行方式必须与遗传资源提供国的

规定相符合。 

关于遗传资源提供国的规定与印度、丹麦（格陵兰）、法国（主

要是海外领地）、巴西和南非等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的相关性最大。

首先，作为遗传资源的提供者，这些国家可能需要得到公众的许可才

能从其领地获得这些资源。这样的许可通常会注明可以获得什么遗传

资源以及研发成果是否可以商业化。其次，这些国家可能需要与公共

或私人实体就如何分享遗传资源研发所获利益进行谈判。货币形式的

惠益分享包括向公共基金付款或以优惠价格提供产品。非货币形式的

惠益分享包括提供研发的科学成果。 

关于遗传资源使用国的规定与拥有先进技术能力的国家的关系

更为密切。公共和私人实体利用获得的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开发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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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根据《名古屋议定书》，各缔约方必须采取强制性措施确保在

其管辖范围内使用的遗传资源符合提供国的规定。 

《名古屋议定书》包括“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2项内

容。这两者都是有争议的法律术语。在 2 年的时间里，《名古屋议定

书》在近百个遗传资源提供国和使用国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公共规则和

私人协议的复杂网络。 

2.遗传资源提供国的规定 

1)南非 

南非对生物勘察的定义比较宽泛，有一个将“土著”生物资源的

发现与商业化研发区别对待的通知和许可系统。外国实体只能与南非

的实体共同申请许可证。根据 2015 年 5 月修订的规定，未经许可的

生物勘察和生物贸易可能被课以 500 万～1000 万兰特（约 35 万～70

万美元）或“相当于该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商业价值３倍的罚款”。 

2)中国 

中国采取的基本方式是对遗传资源利用进行限制，遗传资源相关

研究应有中方的参与。此外，中国鼓励这些中外合作研究项目将研究

中取得的发明在中国登记知识产权。为了配合《名古屋议定书》，中

国环境保护部会同其他部门于 2014 年 10 月发布了《关于加强对外合

作与交流中生物遗传资源利用与惠益分享管理的通知》。该通知要求

有关部门严格审批外方在自然保护区进行生物勘察的活动，防止对中

国有重大价值的资源流失。中国政府计划于近期发布有关遗传资源获

取和利用更详细的规定。 

3)印度 

印度对于为了研究和商业目的获取“生物资源”、但未在印度注

册的实体规定了准入要求。从印度获得生物资源、为资源研发成果申

请专利或转让生物资源均需得到印度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局的授权。

印度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局可能会拒绝对与印度生物资源或相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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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知识相关的知识产权授权。 

4)法国和法属圭那亚 

2016 年 8 月，法国生效了关于生物多样性管理的新法律，批准

了《名古屋议定书》，建立了新的生物多样性机构，对法国遗传资源

的获取进行授权管理。该法律规定，经济利益分享根据源自遗传资源

的产品在全球实现的经济效益计算，上限为 5%。如果申请人提出的

利益分享方案明显不符合其经济能力，则其提出的获取申请可能会遭

到拒绝。关于遗传资源获取的新立法取代了法属圭亚那亚马逊森林国

家公园原有的特定地区规则。 

5)格陵兰和丹麦 

丹麦对获取遗传资源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有遗传资源使用者必

须遵守的规则。格陵兰政府对于为了研究目的获取“生物资源”需要

审查。遗传资源使用者有义务向政府报告研发活动产生的专利申请。

基于对生物资源研发取得的产品和专利的商业化需要另行获得许可。 

3.遗传资源使用国的规定 

遗传资源使用国的规定要确保符合遗传资源提供国的规定。 

1)欧盟 

自 2015 年 10 月 12 日起，欧盟要求进行研发的公司遵守《名古

屋议定书》缔约方中关于遗传资源提供国的有关规定。为此，欧盟规

定公司必须从原产地、研发过程到最终产品对遗传资源进行全程追

踪。在提出商业化授权要求（例如药品）或将产品投放市场（例如化

妆品、食品）之前，公司必须提交“合规声明”。欧盟要求各国主管

部门对公司进行审计，对违规行为给予处罚。截至目前，已经对英国

和荷兰公司进行了第１次审计。 

2)法国 

法国既有遗传资源提供国的规定，也有遗传资源使用国的规定。

有关法律包括对违反上述２种规定的惩罚措施。如果在没有必备的追

踪文件的情况下开展遗传资源研发，将被判处１年徒刑，并可处以最



 

13 

高 15 万欧元的罚款。如果在没有必备文件的情况下进行“商业性”

研发，将被处以最高 100 万欧元的罚款。对于使用公共研究经费的研

发者，违反合规义务可能导致被追回经费。如果用研发成果申请商业

化授权，申请人必须将主申请文件与合规文件一起提交。批准授权的

机构本身不得审查这些文件，而必须将其转给新的生物多样性机构进

行审查。 

3)德国 

德国实施《名古屋议定书》和欧盟条例的法律于 2016 年 7 月 1

日生效。故意或无意违反合规义务的行为将被处以最高 5万欧元的行

政罚款。但是，如果侵权获得的经济利益超过这一数额，则罚款额不

受限制。德国专利法也为此进行了修改。现在，德国专利和商标局有

义务在专利申请涉及生物材料时通知联邦自然保护局。虽然这不会阻

碍授予知识产权，但它为遵守《名古屋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又增加了

一层保障。 

    4)瑞士 

《瑞士名古屋法令》于 2016 年 2 月 1 日生效，其中的合规义务

与欧盟的遗传资源使用者合规规定非常相似，但是在技术上有重要的

不同。例如，“使用者”的定义既包括进行遗传资源研发的实体，还

包括从研发中“直接获得利益”的实体。根据瑞士法律，遗传资源使

用者必须向联邦环境局（FOEN）提交合规报告。在随后提交授权申请，

例如为使用《名古屋议定书》所涉及的微生物研制的药品申请授权时，

申请人必须向瑞士药品管理局（Swissmedic）声明已尽到《名古屋议

定书》所规定的通知义务，并提供从联邦环境局获得的登记号。 

5)美国 

美国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因此也不是《名古屋议

定书》的缔约方。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公司完全没有上述义务。首先，

遗传资源提供国的规定通常适用于美国的国家法。其次，美国公司如

果在遗传资源使用国进行研发或开展活动，可能会受遗传资源使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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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规定的制约。例如，即使美国在本土研发了一种产品，只要在欧

盟 28 个成员国中任何一个国家进行３期临床试验，就足以构成违反

《名古屋议定书》规定的履约义务的罪名。 

4.生物产业的挑战 

在审查自己的研发过程时，许多公司很可能会发现绝大多数活动

不会触犯有关遗传资源提供国的义务。但是，有关遗传资源使用国的

规定要求公司必须有检查是否适用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义务的

程序。当然这就意味着需要对所有的研发活动进行审查。如果公司发

现有关活动触及到《名古屋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则必须要请求公共

许可，并与遗传资源提供国协商利益分享的问题。       （周吉仲） 

 

 

知识产权与发展：东盟故事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杂志(WIPO Magazine)2017 年 8月第 4期刊登

了由菲律宾常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Evan P. 

Garcia 大使撰写的《知识产权与发展：东盟故事》一文，主要内容

如下。 

1967 年 8 月 8 日，东盟在泰国曼谷成立。这一区域关系的历史

性里程碑正式形成了相当宽松的国家共同体，最初由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组成，后来文莱、越南、老挝、缅甸、

柬埔寨相继加入。 

2017 年 8 月，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庆祝成立 50周年。知识

产权一直是努力将该地区转型为一个高度创新和有竞争力的集团的

关键。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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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产权促进发展 

东盟已经将知识产权（IP）确定为“202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蓝

图”的基本要素，其中明确了成员国致力于将东盟转变为具有高度创

新力和竞争力区域，以及将要采取的具体步骤。 

东盟认识到，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和地区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

为成员国鼓励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

坡、越南等国家已经启动了知识产权奖励措施，对本国最佳创新者和

创新实践给予奖励。通过保护原创思想和作品，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允

许企业、企业家、发明家、艺术家和创作者在公平的环境中绽放光彩，

增强公众在竞争性市场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机会。此外，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WIPO）于 2009 年 1 月 14 日向泰国国王 Bhumibol Adulyadej

颁发了 WIPO 全球领导人奖，表彰他致力于利用知识产权帮助泰国发

展：4 000 多个皇家项目利用知识产权，不仅使泰国获益还惠及其他

国家。 

制定一个均衡合理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出支持国家优先事项发

展的政策和计划，是确保知识产权为所有人服务的重要一步。在这个

方面，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正在与 WIPO

开展合作，以加强各自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的积极支持，包括私营部门、政府和具有原创想

法的个人。从芒果废物利用技术到全球设计中东盟主题的复苏，知识

产权提供了必要的激励措施，确保最终有助于社会福利与公共利益的

原创作品得以持续流通。 

东盟国家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其国家遗产。柬埔寨、印度尼西亚、

泰国和越南利用知识产权产生了一系列地理标志。例如，泰国利用提

供给葡萄酒、烈酒、大米和丝绸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可以保证这些

产品的质量，而且可以加强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国家认同。除认证和集

体商标外，越南正在发展地理标志，以控制其产品质量，提高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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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改善农民生活并开发农业出口潜力。同样，柬埔寨的地理标志，

包括贡布辣椒和棕榈糖，正在获得全世界的认可。在菲律宾，国家当

局规定，强制建立土著知识体系和做法的登记制度，并要求公开专利

申请书中使用的传统知识，以此来支持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权利的保

护。凭借多元化的民族文化、习俗、价值体系和遗传资源，印度尼西

亚正在加强其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法律环境，并正在引领

这方面的国际讨论。 

东盟国家正在将知识产权作为体制建设的平台。一些国家建立的

技术创新支持中心（TISC）正在帮助完成产品从概念到商业化的过程。

建立发明家、科学家以及私营部门之间的互动中心，对于促进研发与

市场之间的稳固联系至关重要。为此，文莱正在开展一系列强化公众

意识的宣传活动，向公众宣传知识产权并促进知识产权制度和服务更

广泛地使用。新加坡作为 WIPO 专利合作条约下的国际检索单位和国

际初步审查单位，也在提升对该地区专利和专利申请质量的标准。与

此同时，菲律宾通过其替代争议解决服务促进争议解决，并取得了较

高的解决率。菲律宾知识产权局最近成功调解了涉及公共卫生的特殊

强制许可申请，此案以政府和制药公司的双赢而告终。 

2.制度支持 

东盟多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意味着需要进行有目的、

有意义的密切合作，以充分挖掘该地区的潜力，缩小国家内部和国家

之间的差距。这就是东盟知识产权合作工作组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

由东盟成员国知识产权局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定期召开会议，审议并

加强知识产权监管框架，以促进创新驱动型增长，并帮助该地区在技

术上再攀高峰。 

全球机构参与对于加强国家计划网络和该地区的知识产权战略

至关重要。东盟和 WIPO 正式合作始于 1993 年定期磋商机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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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WIPO 支持制定了“2016-2025 年东盟知识产权战略计划”。该

计划列出了 4大目标：加强专利局与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区域平台；

扩大生态系统；加强区域机制，促进资产创造和商业化，特别是地理

标志和传统知识。 

“战略计划”在加强区域创新与竞争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

的来说，在过去的 10 年中，东盟成员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表现有

所上升。特别是新加坡被公认为世界第七创新型国家，而越南则是近

几年创新指数上升最快的国家。 

对东盟的经济乐观与光明前景的憧憬是因为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

占总人口的 50%以上，东盟为各种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这个环

境中可以产生、培育和提供创意，为公共利益服务。东盟欢迎各国人

民来访，有助于切合国际用户需求的思想生根发芽。仅在 2016 年，

该区域的游客量就高达 1.088 亿，其中 42.4%来自东盟内部国家，表

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十分活跃。 

3.发展历程 

在过去的 50 年里，东盟从经济落后的五国集团转变为影响全球

政治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这就是东盟的故事。现任东盟轮值主席的菲

律宾在2017年 8月 5日举办的第50次东盟外长会议上继续坚定这一

决心，重申了本区域建设性合作与共识建设的传统。然而故事仍在继

续。即使该区域的经济活力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各成员国内部及各

成员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发展差距。目前的全球化趋势增加了亟待解决

的新挑战。东盟需要持续有效、协调一致的制度与政策支持，以引导

知识产权、创新和相关领域的广泛协同增长。 

在东盟，促进知识产权发展不仅仅是为了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为

了确保从大城市到小村庄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创新与竞争的益处。这是

为了鼓励创新、保护国家遗产、建设制度、保护土著人民的知识与传

统，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总之，一切都是为了人民。（郭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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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合板相关专利分析 

胶合板一直是我国人造板工业中的主导产品，主要用于装饰装

修、家具制造、包装和建筑模板等方面，产品以 3层和 5层结构脲醛

树脂胶合板为主。在大径级胶合板用材日趋减少的条件下，我国胶合

板企业通过表板改薄技术，同时开发利用人工林木材与热带进口材搭

配，制造混合树种胶合板，为丰富胶合板用材资源、增加市场热带胶

合板供给做出了贡献。我国胶合板生产通过采用旋切单板封边、表板

薄型化、芯板拼接、无卡轴旋切、自行制胶和二次组坯胶合等工艺技

术，木材利用率大大提高。产品标准主要引用 ISO 系列标准并参考引

用日本标准，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产量和出口量逐年增加，在国际市

场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对全球胶合板专利进行分析研究，旨在从全球视野把握其技

术发展趋势、主要竞争对手、专利布局状况、重要专利技术点，为我

国胶合板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1.数据来源和分析工具 

数据检索和分析工具采用 PatSnap（智慧芽）专利分析系统，检

索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5 日。本研究检索式为：title=(plywood or 

veneer)。检索结果表明，全球胶合板相关专利申请 10 066 件。按照

法律状态来看，其中授权专利 1 512 件；按照专利类型来看，发明申

请 3 865 件，授权发明 3 214 件，实用新型 2 037 件，外观设计 950

件。本文主要对外观设计以外的 9 116 件专利进行分析。 

2.发展趋势分析 

胶合板相关专利申请和公开最早始于 1919 年，1969 年以前胶合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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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专利数量较少，1969—2014

年胶合板专利增长相对缓

慢,2015 年以后增长迅速，2016

年专利公开量达到峰值，为 539

件，2017 年专利公开量有所减

少，但仍有 500 件（图 1）。 

3.地域分析 

从胶合板相关专利全球分布

来看，受理量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

分别为：中国、日本、德国、韩国、

美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芬

兰和前苏联（图 2）。从申请人国家

排名来看，中国、日本、韩国、意

大利、德国和美国分别排前 6 位。

中国和日本具有专利数量优势，中国、日本、德国、韩国和美国是重

要的胶合板竞争市场。 

4.主要申请人分析 

通过对胶合板专利主要申请人统计分析表明，在排名前 8的申请

人中，日本 2 个，中国 4个，芬兰 2个。排名前 8位的申请人分别为：

株式会社名南制作所（日本，168 件）；松下电工公司（MATSUSHITA 

ELECTRIC WORKS LTD）（日本，78 件）；福建省武平县云河木业有限

公司（中国，78 件）；南京林业大学（中国，47 件）；芬欧汇川公司

（UPM-KYMMENE WOOD OY）（芬兰，41 件）；芬兰劳特公司（RAUTE OYJ）

（芬兰，38件）；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37 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中国，31件）。 

株式会社名南制作所和松下电工公司十分注重胶合板技术的专

利布局，在胶合板主要国际市场都进行了专利申请，中国 4位胶合板

专利人均只在中国本土进行了专利申请。 

图 2  胶合板专利地域分布 

图 1  胶合板专利申请量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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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价值专利分析 

通过智慧芽数据库的专利价值评估，专利价值排名前 9的胶合板

专利主要涉及胶合板的组合构件、尺寸稳定性改进、抗翘曲和分层、

胶合板单板连接方法、堆叠装置等（表 1）。 

表 1  胶合板专利价值排名 

序号 公开(公告)号 涉及的技术 申请日 申请人 

1 MA33168B1 
组合构件、用于形成此组合构件

的多层板和板形构件 
20110708 尤尼林有限公司 

2 RU2352466C2 
具有改进的尺寸稳定性并抗翘

曲和分层的层压胶合板 
20041122 

阿姆斯特郎世界

工业公司 

3 US7261947 
胶合板层压板具有改进的尺寸

稳定性和抗翘曲和分层 
20031204 AWI 特许公司 

4 CN101010193B 
具有改进的尺寸稳定性并抗翘

曲和分层的层压胶合板 
20041122 

阿姆斯特郎世界

工业公司 

5 EP1944158B1 
胶合板层压板具有改进的尺寸

稳定性和抗翘曲和分层 
20041122 AWI 特许公司 

6 TWI433864B 
环氧树脂组成物、预浸材、积层

板以及多层板 
20091218 

松下电器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 

7 AU2004304906B2 
具有改进的尺寸稳定性并抗翘

曲和分层的层压胶合板 
20041122 

阿姆斯特郎世界

工业公司 

8 JP3871974B2 胶合板单板连接方法和装置 20020613 
株式会社名南制

作所 

9 RU2570182C2 堆叠单板的装置 20111118 芬兰劳特公司 

6.文本聚类分析 

    对全球胶合板相关专利进行文本聚类分析表明，胶合板专利涉及

的主要技术主题包括：装饰用胶合板、高强度胶合板、固定连接、竹

胶合板、胶合板热压机、贴面胶合板、阻燃胶合板、集装箱底板用胶

合板、环保胶合板和防水胶合板等。                    （范圣明） 

 (2018 年 2月 18 日) 

主办：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          承办：国家林业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编辑：《林业知识产权动态》编辑部  主编：王忠明  责任编辑：马文君 高发全 

电话：01062889748    网址：http://www.cfip.cn   E-mail: lycfip@163.com 

联系人：范圣明       联系地址：100091   北京市万寿山后中国林科院科信所 

©国家林业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