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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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主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知识产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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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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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召开第 52次例会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网站报道，2018 年 11 月 2 日

UPOV 理事会第 52 次例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1)审查法律文本。理事会对阿富汗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文本进行

了审查，建议阿富汗对其进行某些修改，并建议修订后的法案应再提

交理事会审查。 

2)新授 UPOV 观察员。授予阿富汗在理事会、行政和法律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和技术工作组的观察员地位；授予尼日尼亚在理事会、行

政和法律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的观察员地位；授予非洲地区知识产权

组织(ARIPO)在行政和法律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技术工作组的观察

员地位。 

3)审批通过文件。理事会通过了以下文件的修订版：可交换软件

(UPOV/INF/16)、UPVO 成员使用的软件和设备(UPOV/INF/22)、

UPOV/INF-EXN 文件清单和最新发布日期(UPOV/INF-EXN/11)、DUS 测

试的经验与合作——品种测试国际合作的行政协议模板(TGP/5 

Section 1)、测试指南制定(TGP/7)和 TGP 文件清单和最新发布日期

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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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P/0)。所有通过的文件将在 UPOV 网站公布。 

4)常见问题解答(FAQ)。理事会通过了以下关于植物新品种对社

会重要性的常见问题解答。 

供养人类。在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背景下，植物新品种是实现粮

食安全的重要和可持续途径。通过种植具有环境适应性的植物新品

种，不断增多健康、美味、营养、价廉的粮食选择，这将为农民带来

不错的收入。 

改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和园艺创新对经

济发展非常重要，水果、蔬菜和观赏植物的高价值品种的生产为农民

增加了收入，为全世界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在城市化进程中，

植物新品种能够支持城市农业的发展，观赏植物、灌木和树木的种植

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 

维护自然环境。具有高产和高效养分利用率、抗病虫害、耐盐、

耐旱以及更好气候适应性的植物新品种，能够提高农业、园艺和林业

的生产力和产品质量，同时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压力。 

5)延长UPOV植物新品种权在线申请工具(UPOV PRISMA)免费使用

期。UPOV 理事会同意将 UPOV PRISMA 的推广阶段延长至 2019 年 12

月，在这之前 UPOV PRISMA 是免费的。UPOV PRISMA 是一个面向 UPOV

成员的多语种的植物新品种权在线申请工具。UPOV PRISMA 目前有 30

个 UPOV 成员参与，覆盖 69 个国家。 

6)DUS 测试国际合作。2017 年，UPOV 成员之间开展 DUS 测试合

作的植物属种数量共 2 018 个，增长了 2.4%。 

7)植物新品种统计。植物新品种申请数量从 2016 年的 16 455 件

增长到 2017 年的 18 306 件，增长了 11.2%；植物新品种授权数量从

2016 年的 12 550 件增长到 2017 年的 12 685 件，增长了 1.5%；有效

植物新品种权总量从 2016 年的 120 734 件增长到 2017 年的 126 322

件，增长了 4.6%。 

植物新品种保护统计的详细情况见表 1-3。          (马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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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物新品种受理量排名前 10 位的 UPOV 成员 

排名 
2007 年 2016 年 2017 年 

UPOV 成员 
受理量 
(件) 

UPOV 成员 
受理量 
(件) 

UPOV 成员 
受理量 
(件) 

1 欧盟 2 968 欧盟 3 299 中国 4 465 

2 美国 1485 中国 2 923 欧盟 3 422 

3 日本 1 406 美国 1 604 美国 1 557 

4 俄罗斯 885 乌克兰 1 274 乌克兰 1 345 

5 中国 877 日本 977 日本 1 019 

6 荷兰 846 韩国 966 俄罗斯 807 

7 乌克兰 560 荷兰 804 荷兰 763 

8 韩国 527 俄罗斯 772 韩国 748 

9 加拿大 430 澳大利亚 387 澳大利亚 343 

10 澳大利亚 336 巴西 326 巴西 339 
 

表 2 植物新品种授权量排名前 10 位的 UPOV 成员 

排名 
2007 年 2016 年 2017 年 

UPOV 成员 
授权量 
(件) 

UPOV 成员 
授权量 
(件) 

UPOV 成员 
授权量 
(件) 

1 欧盟 2 616 欧盟 2 980 欧盟 2 865 

2 美国 1 374 中国 2 132 中国 1 646 

3 日本 1 338 美国 1 703 美国 1 604 

4 中国 596 日本 914 乌克兰 887 

5 乌克兰 555 韩国 834 日本 812 

6 加拿大 442 俄罗斯 592 荷兰 672 

7 俄罗斯 431 荷兰 588 俄罗斯 641 

8 韩国 424 巴西 301 韩国 541 

9 荷兰 366 南非 247 巴西 327 

10 南非 225 法国 200 澳大利亚 244 
 

表 3 植物新品种申请量排名前 20 位的育种人国家 

排
名 

2007 年 2016 年 2017 年 

育种人 
国家 

申请量
(件) 

育种人 
国家 

申请量
(件) 

育种人 
国家 

申请量
(件) 

1 荷兰 2 600 荷兰 3 129 中国 4 041 

2 美国 1 764 中国 2720 荷兰 3 320 

3 德国 1 336 美国 2 035 美国 2 084 

4 日本 1 283 法国 1 050 法国 1 068 

5 中国 818 德国 934 德国 865 

6 俄罗斯 777 韩国 886 日本 865 

7 法国 621 日本 761 韩国 643 

8 韩国 388 俄罗斯 614 俄罗斯 601 

9 乌克兰 318 乌克兰 364 乌克兰 538 

10 澳大利亚 314 澳大利亚 316 瑞士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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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国 253 瑞士 312 澳大利亚 301 

12 阿根廷 243 巴西 271 阿根廷 289 

13 丹麦 225 丹麦 254 意大利 243 

14 意大利 193 阿根廷 233 英国 236 

15 西班牙 181 英国 220 巴西 225 

16 瑞士 178 西班牙 199 丹麦 219 

17 新西兰 176 意大利 199 越南 212 

18 以色列 174 以色列 186 西班牙 206 

19 南非 144 捷克 164 以色列 163 

20 巴西 121 越南 162 比利时 159 
 

欧洲植物新品种测试创新项目(INVITE)获资助 

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CPVO)网站2018年 12月14日报道，

CPVO 宣布，2018 年 12 月 11 日欧盟委员会决定，将地平线 2020 计划

“植物新品种测试创新”(SFS-29-2018)研究领域的资金授予欧洲植

物新品种测试创新项目(INVITE)。 

INVITE 代表欧洲植物新品种测试创新，旨在促进更好地适应不

同生物和非生物条件的新品种引入，以及更可持续地开展作物管理实

践。“植物新品种测试创新”是地平线 2020 计划的一部分，旨在解决

关于“粮食安全、可持续农业和林业、海洋及内陆水域研究、生物经

济”的社会挑战。 

CPVO 及来自欧洲的 26 个合作伙伴共同参与了 INVITE，项目参与

者来自不同行业，包括研究、育种、DUS 测试、传统和有机农业测试。

INVITE 由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INRA)总体协调，项目金额为 800 万

欧元，项目期限为 5年。 

该项目旨在提高品种测试效率，并将多样生产条件以及生物和非

生物胁迫下的品种性状信息提供给利益相关方。该项目强调以平衡的

方式进行 DUS 测试和性状测试，并试图通过基于表现型、基因型、建

模和数据管理相关的措施，发挥它们之间最佳的协同作用。 

INVITE 将关注 10 种作物。确定每种作物的研究需求和主要挑战

是基于最终用户(审查办公室、CPVO、育种者、农民)的主要需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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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考虑到现有知识和项目。INVITE 希望通过将植物性状引入测试协

议来应对传统和有机行业的新挑战和新需求，同时还考虑到种植者的

经济回报。 

CPVO 主任 Martin Ekvad 表示：“农业和粮食系统的研究领域是

未来几年主要挑战的核心，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安全、保护

自然资源。我们很高兴，在应对这些挑战的 2020 地平线工作计划中，

欧盟将植物新品种测试作为一个重要措施。我相信，该项目最终将使

民众受益”。                                         (马文君) 

 

ITPGRFA 惠益分享基金召开研讨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网站 2018 年 11 月 5日报道，2018

年 10 月 26 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以下

简称《国际条约》)惠益分享基金(BSF)在罗马总部召开研讨会，BSF

所有项目获得者参会。 

“在过去，我们为世界不同地区的 BSF 项目获得者举办过单独的

区域研讨会，但这一次，我们认为将所有人聚集到罗马会更加有利”。

《国际条约》秘书 Kent Nnadozie 说，“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可以共

同制定 BSF 的计划方案，并且可以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充分理解其项目

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作用。” 

今年早些时候，《国际条约》第 8届管理机构主席团选择了 20 个

最佳项目提案，由第 4轮惠益分享基金(BSF-4)提供资金支持。所有

这 20 个获得 BFS-4 支持的项目都侧重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总体目标是增强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高

粮食安全，从而促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最终达成。BSF-4 还

强调新的伙伴关系，为社区和农场带来技术和知识，并强调女性在生

物多样性管理、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 20 个获得资助的项目是根据严格的标准和独立专家小组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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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从近 500 份项目申请中选出的。BSF-4 在未来 4年将向来自 29

个发展中国家的这 20 个项目投入至少 600 万美元。 

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通过提供指导、技术咨询和支持，帮助BSF-4

资助的项目制定完整的项目方案。为期一周的研讨会内容主要涉及

《国际条约》、惠益分享基金、农民权益、性别平等、促进农业生物

多样性、全球信息系统服务、发展有效伙伴关系和沟通技巧。参会人

员还听取了捐助国的意见，并与《国际条约》秘书处主要工作人员进

行了一对一交流。 

迄今为止，《国际条约》惠益分享基金已在 55 个发展中国家的 3

个项目周期内为 61 个项目投资了 2 000 多万美元，对约 100 万人的

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BSF 项目支持气候适应作物的开发、测试和使

用，产生了 1 000 多种具有适应性特征的种质，在《国际条约》获取

和惠益分享多边体系下可供国际科学和育种界使用。     (马牧源) 

 

EPO 和 CPVO 扩大双边合作并支持植物领域创新 

欧洲专利局(EPO)网站 2018 年 10 月 26 日报道：2018 年 10 月 25

日，EPO 和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CPVO)续签 3年的合作协议，

以进一步支持植物领域的创新。 

展望未来，EPO 和 CPVO 两个机构正致力于将合作成果惠及更多

公众，措施包括对公众开发共享培训工具，以及通过 EPO 数据库提供

对 CPVO 文件的访问。 

EPO 局长 Antonio Campinos 评论道：“此次合作将进一步提高透

明度，加深对彼此的理解，为有效促进植物领域的创新奠定良好可靠

的基础。”CPVO 主任 Martin Ekvad 对加强机构间联系所取得的重大

进展表示肯定，并表示 CPVO 很乐意在技术和政策层面继续与 EPO 保

持良好合作。 

CPVO 是一个自筹资金的欧盟机构，负责欧盟植物新品种权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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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宜。迄今为止，EPO 和 CPVO 之间的合作在欧洲机构、欧盟成

员国、利益相关者和公众中得到了好评。主要成果包括两次与植物发

明和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的技术及法律双边研讨会，一次支持植物领

域创新的联合公开会议，以及开发植物新品种文档数据库供 EPO 审查

员使用，以便提高检索和审查质量。                     (廖世容) 

 

南锥体国家重申对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承诺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网站 2018 年 10 月 2日报道，2018

年 9 月 28 日，拉丁美洲南锥体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拉圭和乌拉

圭 5个国家的农业部长共同签署了一份“部长宣言”，重申他们对《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简称《国际条约》)的

承诺，保护本地区的农业生物多样性。 

“部长宣言”是在南锥体农业理事会第 36次例会次日于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的，重点是保护粮食安全和作物。 

《国际条约》秘书 Kent Nnadozie 说道：“每个国家都可以而且

应该受益于《国际条约》的多边机制，这些机制有利于种子交换和参

与惠益分配。我们对这份“部长宣言”表示欢迎，希望它能够鼓励那

些尚未加入《国际条约》的拉美国家也这样做”。“这一政治宣言强调

了《国际条约》在保护、共享和可持续利用世界重要植物遗传资源方

面的重要性”。“《国际条约》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加强粮食及营

养安全方面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仅在过去 10 年中，它就

帮助植物育种者、农民和研究人员获取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450 多万种

作物材料，并通过惠益共享基金项目惠及45个国家100万人的生活”。 

南锥体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净出口地区之一，在全球农业贸

易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年前，仅智利和阿根廷是《国

际条约》的成员国，现在南锥体的所有国家都是该条约的成员。目前，

《国际条约》在全球范围内的缔约方已达到 144 个。      (廖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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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免费专利数据库(Espacenet)推出 20 周年 

欧洲专利局(EPO)网站报道，2018 年 10 月 19 日是 EPO 免费专利

数据库 Espacenet 建立 20 周年。这项服务是 EPO、欧盟委员会和欧

洲专利局成员国的开创性成果。 

Espacenet 于 1998 年 10 月 19 日推出，是最全面的专利数据库

之一。20 年来，Espacenet 免费提供的文件数量稳步增长，从 1998

年的 3 000 万份发展至今，为 100 多个国家提供了 1 亿多份文件，成

为当今最大的技术信息来源之一。 

EPO 局长 António Campinos 表示，“Espacenet 的推出是欧洲专

利制度和欧洲创新的里程碑。它为发明家、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

员的专利信息利用铺平了道路，巩固了 EPO 作为专利信息领域领导者

的地位。Espacenet 专为满足小型实体和学术界的信息需求而设计，

支持中小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发工作，使他们能够跟上全球最

先进的技术。” 

Espacenet 植根于欧洲国家的共同目标，即通过促进公众获取专

利中的有价值信息来促进创新。由于第一个免费在线专利检索服务

IBM Patent Server 获得了成功，EPO 成员国认为需要一个由公共服

务组织提供的免费的基于互联网的工具。新工具应该由欧洲运维，其

核心是欧洲用户的需求。EPO 已经拥有大量专利数据，并从与成员国

专利局的合作中受益，因此可以提供这项服务。 

现在，Espacenet 拥有 2.5 万个日常用户，成为最常访问的专利

信息服务数据库之一。随着用户需求的发展，EPO 不断致力于产品的

开发和改进。例如，为了解决系统中固有的语言障碍，随着数据库逐

渐包含越来越多的语言的专利文档，EPO 开发了一种自动化专利翻译

工具。该工具于 2012 年推出，为 32种语言提供免费的“即时”机器

翻译，包括中文、日文、韩文和俄文。2017 年，EPO 将神经机器翻译

技术纳入专利翻译，以提供更准确的翻译，目前该服务每个工作日有

2万个翻译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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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 还将其他工具和服务与Espacenet联系起来，使其更加实用。

例如，将通过与欧洲专利注册信息链接到 Espacenet，任何人都可以

通过 EPO 跟踪欧洲专利申请的授权程序，并查阅所有文件；通过与联

邦注册(Federated Register)链接，用户可以在线访问 EPO 成员国的

国家专利注册信息，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有关欧洲专利授权后的法律

状态信息；通过全球档案服务(Global Dossier)，现在每个人都可以

更轻松地跟踪在全球多个专利局提交同一发明的专利申请；通过 EPO

的 INPADOC 数据库，Espacenet 现在可以查看来自全球约 50 个专利

局的法律状态数据。                                  (廖世容) 

 

 

 

人工智能在知识产权管理中的应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杂志(WIPO magazine)2018 年 10 月第 5 期刊

登了 WIPO 总干事 Francis Gurry 关于人工智能和知识产权的访谈，

其主要内容如下。 

在 2018 年 WIPO 大会召开之前，WIPO 总干事 Francis Gurry 分

享了他本人对于将人工智能纳入到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当中的看法，

以及如何在全世界知识产权制度的管理中应用人工智能。 

1)您如何描述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影响？ 

人工智能是一个新的数字前沿，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将

产生巨大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效果，并将改变我们生产和分配商品与

服务的方式，以及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2)人工智能技术对创新和创造力有何影响？ 

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但很明显人工智能将对传统知识产权的

概念产生影响。商业人工智能产生的音乐和人工智能创造的发明并不

政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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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并将改变“作曲家”、“作者”和“发明家”的概念，虽然这些

概念到现在也不是很明确。 

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目标一直是鼓励新技术和创新，并为发明创

造找到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基础。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

谈知识产权制度的其他目标，诸如“公正奖励”和道德权利，我们没

有理由不使用知识产权来奖励人工智能产生的发明或创造。但这还需

要一些思考。答案尚不清楚。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将改变已有的知识产权概念，包括专

利、设计、文学艺术作品等。这些改变已经发生了，但这是数字经济

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人工智能。例如，生命科学产生了大量具有重要

价值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明。因此，我们需要

确定与之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3)这是否意味着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正在变得无关紧要？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世界知识产权的需求持续增长。

我们所知道的是，知识产权制度肯定没有过时，相反它的使用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多。但是新的挑战正在出现，其结果可能是出现知识产权

的另外一个层面，而不是替换现有体系。 

4)众所周知，数据创造者很难从他们的成果中获取价值回报，新

的数字化浪潮会加剧这个问题吗？ 

人工智能确实很难让创造者从其成果中获取价值回报。但是如果

你以人工智能音乐举例，这是一个作曲者用数字表达的一种音乐，无

论是不是莫扎特或是贝多芬，或者是同时代的其他音乐人，这个音乐

都具有一个人工智能算法。问题是我们究竟在什么阶段将价值归因为

人类？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答案。 

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政策层出不穷，包括数据安全和完整性相关的

问题、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于市场竞争影响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劳工

以及所有权问题。我们现在只是在理清思路，但是这些已经是在人工

智能出现之前应该考虑的问题了。毫无疑问，新的类别也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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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什么人工智能成为 WIPO 和全球知识产权界优先关注的问

题？ 

有 3 个因素促进知识产权管理中的人工智能应用。第一个是数

量。2016 年，全世界有 310 万件专利申请、700 万件商标申请和 96.3

万件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包括 120 万设计)。该数量迅速超过现有人

力资源的处理能力。例如，在商标和外观设计领域，无论是知识产权

局还是法院对商标或外观设计的可注册性做出的判断，其基准是商标

的独特性和设计的原创性，这需要通过参考之前全部已有的标记和设

计来确定。数量的迅速增长使得人类根本无法从每年收到的数百万件

商标和外观设计申请中进行细究。 

这就是为什么 WIPO 开发了全球首个基于人工智能的商标图像搜

索工具。该工具嵌入 WIPO 全球品牌数据库。它可以在一秒钟内提供

搜索结果并且非常准确。 

数量是在知识产权管理中使用人工智能的主要驱动因素。质量和

成本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随着全球知识产权的需求不断增加，人工

智能工具能够让我们实现更高的质量并降低管理成本。 

6)您对使用人工智能改善知识产权管理有何看法？ 

人工智能将在未来知识产权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考虑

到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大型数据集的收集和清理成本，我们需要鼓励

资源共享。我希望，在部署未来基于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时，

国际知识产权界可以共同努力，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高水平的

互操作性。 

到目前为止，WIPO 的方法是探索利用成员国和其他合作伙伴机

构提供的数据开发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作为回报，我们与这些合作伙

伴共享使用这些数据开发的任何新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例如，WIPO

开发了一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最先进的神经机器翻译工具。我们正与

世界各地的 14 个政府间组织和各个专利局共享此工具。由于该翻译

工具依赖于数据的访问和可用性，因此所有合作伙伴都可以从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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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益，并可以提供数据来改进它。这就是要尽最大的可能以最有效

的方式开发这些工具。 

7)WIPO 显然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开发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领导

者，贵组织是否也在探索其他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呢? 

WIPO 正在继续开发和完善神经机器翻译工具和商标图像搜索工

具。专利和商标自动分类的人工智能应用也是很有前途的领域。2018

年 5 月，WIPO 与日内瓦大学的人工智能专家合作，研发了一种利用

神经网络技术的专利自动分类工具，它可以基于国际专利分类(IPC)

体系对专利进行自动分类。该工具将通过每年更新的专利信息进行分

类算法训练和完善，并将帮助专利审查员更轻松地访问和搜索现有技

术。 

我们还在探索利用人工智能为 WIPO 客户提供应答服务。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些工具将成为我们客户服务产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因越来越多地使用知识产权系统而产生的不

断增加的查询数量。 

8)区块链在知识产权制度管理中是否会发挥一些作用？ 

尽管区块链普遍令人兴奋，但我认为它不会取代国家或公共机构

授予财产权的基本功能。知识产权是国家的创造，与物质属性不同，

除了通过国家创造权利之外，它不存在。我不认为区块链这样的私人

分布式系统会取代专利局在确定是否授权方面的基本功能。我认为区

块链对于现有知识产权相关交易的记录是一种潜在的优越形式。例

如，区块链在知识产权的使用和交易方面存在许多应用可能。 

9)您如何理解全球知识产权界对人工智能的接受程度？ 

现在是初期。知识产权局对人工智能显然很感兴趣，因为这是处

理数量、质量和成本关系的好机会。这将成为未来几年的重点。 

10)知识产权局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有哪些障碍？ 

人工智能的条件能力建设是所有知识产权局面临的主要挑战。虽

然人工智能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直到最近它才成为一种明显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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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解决方案。缺乏相关专业人才，也使得各机构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

变得有限。 

较小的知识产权局面临一些具体挑战。人工智能系统依赖于数据

和算法，较小的知识产权局获取的数据也相对较少。这意味着在大型

知识产权局中具有促进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的必要性，而在较小的知

识产权局中则没有那么迫切。克服这些挑战需要更加重视协作和协

调。在知识产权领域，我们确实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政策，即开放获取

与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知识产权注册相关的数据。 

11)在知识产权管理中应用人工智能的一些具体政策挑战是什

么？WIPO 如何解决这些挑战？ 

2018 年 WIPO 启动了一个知识产权问题国际讨论，特别是围绕人

工智能在知识产权管理中的应用展开讨论。5月，我们就该主题与一

些知识产权局举行了一次重要讨论会议。然而，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

知识产权本身的概念和分类这一更广泛的问题，世界为此所投入的精

力比过去 70 年来在所有其他多边规则制定中所投入的精力都少。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且超出知识产权之外，但需要在这一领域

得到解决，因为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全球现象。技术是全球性的，

与之相关的专利数据也是如此。专利很少涉及单一司法管辖区。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以确保互操作性。 

12)在人工智能驱动的世界中，多边政策是否有作用？ 

是的，并且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实现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的互操

作性需要多边合作。其次，知识产权制度的职能之一是确保公平竞争。

多边规则制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积极方式。而且，由于知识产权将成

为未来竞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强有力的多边合作至关重要。第三个原

因是技术不断发展，并且速度很快。在这种情况下，多边政策是支持

能力建设和共享的极其重要的机制，以确保现有的技术差距不会进一

步扩大，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13)WIPO 在这一领域的后续工作计划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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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继续促进人工智能在知识产权管理应用方面的合作。我们

将继续寻找合适的方式，在日益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世界中就知识产权

法律和政策的演变展开国际讨论。                      (王光忻) 

 

 

迁地植物和微生物材料交换的法律状态 

2018 年 1 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 发布了《为什么<名古

屋议定书>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科学界和产业界具有重要意义》。该报

告主要包括 4个方面的内容：植物、微生物和动物遗传资源的产权化；

《名古屋议定书》签订之后迁地植物和微生物材料交换的法律状态；

对科学政策的意义；关于迁地微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多边机制的展望。

其中第 2部分内容，关于《名古屋议定书》签订之后迁地植物和微生

物材料交换的法律状态，其主要内容如下。 

公共种子库和微生物培养物库的主要价值是作为基础研究的投

入，其结果(包括最终的商业应用)是未知的。但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

的是公共科学材料存储库必须遵守《生物多样性公约》，尽管《生物

多样性公约》也没有认识到豁免基本科学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然而，

由于《生物多样性公约》没有说清实践中滥用多边体制的问题，以至

于使这些原生境遗传材料的收藏过程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获取

和惠益分享义务的工作变得极为复杂。 

这种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是农业及微生物研究团体

在获得原生境植物与微生物遗传资源时面临危机。对于农业科学不可

或缺的公共种子库和微生物学研究必需的培养物收藏库的合法性受

到质疑。有报道说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为应对这一紧急情况提议制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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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一项国际条约，以图拯救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植物品种公共

种子库并使其合法化。一个主要目标是合法地设立种子库，使其成为

一个在便利继续交换原生境植物品种以供研究和育种之用的多边条

约的支持下工作的国际性实体。这项工作催生了 2001 年的《粮食与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以下简称《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旨在促进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并公平分享利用这

些资源给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所带来的惠益。该条约还为使用从国

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种子库获得的非原生境植物品种的用户建立了

惠益分享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潜在的商业用户必须遵守条约中规定

的、以标准材料转让协议的形式执行的“付费取用”规则。希望从共

享体系中获得植物品种的商业性植物育种者，原则上需要向多边系统

的利益分享基金支付少量的特许使用费，但他们没有义务直接与遗传

资源提供国政府谈判。 

《国际条约》禁止用户从多边系统获得迁地植物品种的知识产

权。但是，用户利用该系统提供的植物品种创造的下游产品可以申请

保护，用户需要从最终产品的销售中支付一小笔特许使用费到利益分

享基金。为了这方面的国际体制管理，成立了由成员国政府组成的管

理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必要时也会主动地去执行标准材料转让协

议和相关决定。 

《国际条约》也有一些缺点。例如，如果商业用户同意对后续开

发和受专利或植物育种权保护的植物新品种给予更广泛的研究豁免，

就无需“付费取用”。但是，既然多边体制完全是为了支持研究和应

用，为什么还允许遗传资源的商业性使用者免付惠益分享费用呢？人

们也许希望一个多边体制既能为科学研究提供豁免，又能在“付费取

用”的体制下提供合理的专利使用费，以支持多边系统维持成本。 

此外，《国际条约》明确否定针对植物品种提出的任何跟踪要求

(与公共微生物培养物库不同)。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管理机构的

成员全部由政府任命，相关的科学界和土著社区人士几乎没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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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也没有投票权。 

尽管《国际条约》仍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问题，但《国际条约》管

理者在管理和进一步发展多边体制以方便获得植物遗传资源方面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2006 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管理机构与国际农

业研究磋商组织下属的各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之间的协定重申了这

些中心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迁地遗传资源收藏单位的地位，并正

式将其种子库置于条约的保护之下。在这样的政策保护下，根据管理

机构批准的标准材料转让协议，这些种子库每天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研究人员和商业育种人员分发大约 600 个植株。 

经过 10 年的惨淡经营之后，发展中国家送往这些中心的遗传材

料也有所增加，一些不隶属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重要农业研究

机构也加入了这个系统。向惠益分享基金的自愿捐款也大量流入，秘

书处因此具备了资助诸多培训班和研究出版物的财力。大约有 3 500

个植物新品种被评估鉴定为具有抗逆性。一个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全

球信息系统也正在建设中，预计将成为能够开放获取农业研究数据的

主要资源。 

尽管《名古屋议定书》取得了一些成就，或者也许正是由于其非

常成功，人们认为有必要在两个根本问题上巩固其法律基础。首先，

1992 年起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只考虑了建立国家间的双边获取

和惠益分享制度，那么，现在是否应当建立一个多边体制，以便在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持法律上一致的情况下便利植物遗传资源的获

取？此外，如果说《国际条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能够在理论上

实现法律兼容的话，那么更大的问题是它们在实践中的兼容性。比如，

今后制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层面资源盗用全球执法相关的协

议，是否需要与旨在促进植物遗传资源的科学和工业利用的《国际条

约》相协调呢？2010 年生效的《名古屋议定书》专门处理了这些问

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                                (周吉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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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结构相关专利分析 

木结构是以木材或木制品为主要构件、以榫卯或金属连接件连

接，能承受载荷的空间或平面结构，主要分为普通木结构、胶合木结

构和轻型木结构 3种，具有优良的抗震性、保温隔热性和节能环保性，

其施工迅速，居住舒适健康。近年来木质绿色建材和木结构建筑逐渐

受到人们的青睐，中国木结构产业逐渐复苏到壮大，尤其是“十八大”

关于“美丽家园”和“新四化”概念的提升——在“新兴工业化、城

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外，又加入“绿色化”的战略指导意

见。2016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十三五”

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快建筑业生产方式变革，推广绿色低碳建造方

式，大力发展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建筑发展，在具备条件的地

方倡导发展现代木结构建筑。”木结构产业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从全球视野考察了木结构相关专利的总体情况，包括总体趋

势、地域分布、主要申请人、技术分类等，旨在为我国木结构相关产

业创新发展提供数据参考。 

1.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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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2 日。PatSnap 专利分析系统收集了全球 103

个国家和组织的专利，目前该系统收录的专利文献总量达到了 1.2 亿

多篇。 

检索式为：TAC:(木结构 OR wood structure) OR TTL_ENTRANS: 

(木结构 OR wood structure) OR ABST_ENTRANS:(木结构 OR wood 

structure) OR TTL_CNTRANS:(木结构 OR wood structure) OR ABST_ 

CNTRANS:( 木 结 构  OR wood structure) AND PATSNAPFILTER= 

(IPC_FACET:("E04B1/26" OR "E04B1/58"))。其中国际专利分类号

(IPC)E04B1/26 释义为 ：木制支承构件检索；E04B1/58 释义为：用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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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条形建筑构件的。结果表明，全球木结构相关专利文献共 3 076 件，

其中授权专利 784 件。 

2.专利年度分析 

从全球木结构相关专利的

年度公开量来看(图 1)，1919- 

1975年是木结构相关技术的萌

芽期，1976-1992 年是木结构

相关技术的缓慢发展期；1993

年至今是木结构相关技术的

快速发展期，专利量迅速增

长，目前仍属于高速发展阶段，年均专利公开量在 150 件以上。 

3.受理国家分析 

从全球木结构相关专利受理

国家的受理量和占比来看(图

2)，日本是全球专利受理量最多

的国家，其受理量之和占全球木

结构专利总量的 50%，其次是中

国、美国、欧洲、德国、法国和

韩国。对全球木结构相关专利受

理国家年度分布分析表明，近 5

年来中国的木结构相关专利受

理量迅速增长，而日本、美国、欧洲、德国、法国则相对平缓。 

4.申请人国家分析 

从全球木结构相关专利主要申请人国家来看(图 3)，日本是全球

申请木结构专利最多的国家，其专利量之和占全球木结构专利总量的

50%，其次是中国、德国、韩国、美国和法国。对申请人国家年度分

析表明，近年来中国木结构相关专利申请量增长明显，日本的申请量

也有所增长，而德国、韩国和美国则呈下降趋势。 

5.主要申请人分析 

图 1 全球木结构专利年度分布 

图 2 全球木结构专利主要受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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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木结构相关专利申请人分

析表明，在专利量排名前 10 位

的申请人中日本8个、中国1个、

美国 1 个。排名前 5 的是美国

SIMPSON STRONG-TIE COMPANY

公司(48 件)、日本住友林业株

式会社(44 件)、中国南京工业

大学(43 件)、日本北极星(polus)住宅科学研究院(36 件)、日本竹中

土木工程株式会社(35 件)。总体来说，全球木结构相关专利的申请

人分布相对集中，但主要集中在日本企业手中。对全球木结构相关专

利主要申请人年度分布和专利布局分析表明，近年来这些企业的木结

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2000-2018 年期间；专利布局主要集中在

日本、中国、韩国、美国和加拿大。 

6.文本聚类分析 

利用 PatSnap 系统文本聚类

功能，从全球木结构相关专利的文

本内容中提取语义关键词。该文本

聚类算法使用单词词干来识别根

词的各种单词形式，再过滤出常见

的停止单词和短语。分析表明(图

4)，全球木结构相关专利涉及主题

最多的是木建筑，其次还包括水平构件、框架、木材、木结构建筑、

木建构房屋、连接件、金属件、榫卯接点等。           (付贺龙) 

    (2018 年 12 月 18 日) 

主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    承办：国家林业和草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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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山后中国林科院科信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图 3 全球木结构专利主要申请人国家 

图 4 全球木结构专利文本聚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