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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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审查两国植物新品种法草案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网站 2019 年 8 月 29日报道，

UPOV 理事会审查了尼日尼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2 个国家的植

物新品种法案草案，并做出积极决定。 

理事会对《尼日尼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案》（草案）与 UPOV 公约

1991 年文本的一致性做出了积极决定，如果该草案获得通过并生效

且未做任何更改，则允许尼日尼亚交存加入 1991年文本的文书。 

理事会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植物育种者保护法案2019》（草

案）与 UPOV 公约 1991 年文本的一致性做出了积极决定，如果该草案

获得通过并生效且未做任何更改，则允许其交存加入 1991 年文本的

文书。 

UPOV 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总部位于瑞士首都日内瓦，目前共有

成员 75 个，包括 94个国家。UPOV成员是：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

利时、玻利维亚、波黑、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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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厄瓜多尔、

爱沙尼亚、欧盟、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匈牙利、冰岛、爱

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拉脱

维亚、立陶宛、墨西哥、摩洛哥、黑山、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

北马其顿、挪威、阿曼、巴拿马、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韩

国、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新加坡、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

斯、土耳其、乌克兰、英国、坦桑尼亚、美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

坦、越南。                                          （马文君） 

 

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CPVO)发布 2018 年度报告 

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CPVO）网站报道，2019 年 7 月 8

日 CPVO 发布了《CPVO 2018 年度报告》。报告共有 18 节内容，分别

是：1）CPVO 局长 Martin Ekvad 欢迎辞；2）CPVO 行政理事会主席

Bistra Pavlovska 的前言；3）欧洲植物新品种测试创新（Invite）

项目；4）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5）CPVO 行政理事会；6）CPVO

组织机构；7）质量审核计划；8）研究开发项目；9）预算；10）植

物新品种申请受理与审查；11）品种命名；12）信息技术；13）与欧

盟健康与食品安全总局的合作；14）国际合作；15）公众可获取的文

档管理；16）数据保护官员（DPO）；17）上诉程序；18）利益冲突。

在 CPVO 局长 Martin Ekvad 的欢迎辞中，总结了 CPVO 2018 年度工作

主要亮点如下： 

1.欧盟植物新品种申请与授权 

2018 年 CPVO 共受理植物新品种申请 3 554 件，这是 CPVO 年度

受理量的历史第二高（2014 年受理 3 626 件，为历史最高），受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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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7 年增长了 3.9%。2018 年申请量最多的植物类别是观赏植物，

共 1 561件，占受理量的 44%；其次是农作物（1 008件，占 28%）、

蔬菜（658 件，占 19%）、水果（327 件，占 9%）。总体来看，农作物

新品种的申请量有所增加，而观赏植物新品种申请量有所下降。过去

10 年（2009-2018）CPVO 受理的植物新品种权数量呈现缓慢增长趋势，

但相对稳定，年度变化波动较小（图 1）。 

2018 年 CPVO 共授予植物新品种权 2 757 件，比 2017 年略微下

降。过去 10 年（2009-2018）CPVO 授予的植物新品种权数量相对稳

定，年度变化波动较小（图 2）。截至 2018年底，CPVO 授权且有效的

植物新品种权数量为 26 949件。过去 10 年（2009-2018）CPVO授权

且有效的植物新品种权数量不断增加，这是由于终止的权利数量仍低

于授予的权利数量，从长远来看，有期达到平衡（图 2）。 

  
图 1 2009-2018年欧盟植物新品种申请量    图 2 2009-2018年欧盟植物新品种授权量 

 

2.欧盟植物新品种技术审查 

植物新品种技术审查是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的关键要素之

一。CPVO 加入了欧洲植物新品种测试创新计划（Invite）联盟，以

期从欧盟地平线 2020 计划中获得资金资助，旨在提高欧盟植物新品

种测试水平。2018年 12月欧洲委员会决定拨给欧洲植物新品种测试

创新联盟计划 800 万欧元费用，为期 5 年。这将对 CPVO 在未来几年

的技术测试工作产生影响，有利于确保欧盟植物新品种的高质量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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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PVO 在线申请系统 

2018 年 CPVO 实施了一些重要的信息系统开发项目。对 CPVO 在

线申请系统进行了更新。此外，对在线系统进行了修改，使其与国际

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在线申请系统 Prisma 相兼容。 

4.CPVO 对英国脱欧的应对 

英国已决定退出欧盟，这意味着，除非批准的脱欧协议规定了另

外一个日期，否则欧盟法律将从英国脱欧之日起在英国不再适用。

CPVO 和欧盟卫生与食品安全总局共同分析了英国脱欧的影响以及有

关可能的后果，信息已发布在 CPVO 和欧盟委员会的网站上。 

5.CPVO 对外合作 

2018 年 CPVO 继续与欧洲专利局（EPO）和欧盟知识产权办公室

（EUIPO）开展合作。CPVO 与 EPO 签订的行政协议自 2019 年 1 月开

始延长了 3 年。CPVO 与 EUIPO 达成了协议，这 2 个欧盟机构将共享

数据保护官员以及内部质量审查服务，这些协议已经实施，旨在减少

行政工作的人力资源配置。                          （马文君） 

 

《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生效 15 周年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网站 2019 年 7 月 23 日报道，《粮

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以下简称《国际条约》）

是发展最快的国际条约之一，目前拥有包括欧盟在内的 146 个缔约

方。FAO最近将《国际条约》确认为是 FAO“十大成就”之一。 

《国际条约》生效 15 年以来，实际上已成为 FAO 关于农业生物

多样性工作的佼佼者。该条约汇聚了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合作伙伴，共

同促进全球珍贵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些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既包括提供食物和营养的植物种子，也包括与种子或其他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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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相关的重要信息。各缔约方及捐助者对《国际条约》在保护珍贵

自然资源方面的作用表示赞赏。 

《国际条约》生效初期就已经取得了一些里程碑式的成绩。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包括：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系统、惠益分享基金、全球

信息系统以及有关农民权利的工作。 

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系统。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基因库，

全世界每天交换的植物遗传材料超过 240 万份，每天平均交换量达到

惊人的 1 000 次。目前，《国际条约》的多边系统是全球最系统、最

大的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机制，可确保定期和便利地获取植物遗传材

料。这些遗传材料可以提供给育种家和科学家，以帮助农民应对气候

变化和病虫害挑战。 

惠益分享基金。该基金已经实施了 3 个项目周期，通过 55 个发

展中国家的 61 个农业发展项目，向发展中国家的 100 万人提供了支

持。第 4 个项目周期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将资助 20 个项目，涉及

29 个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国际条约》惠益分享基金已经投资超

过 2 000万美元，第 4 个项目周期将至少再投入 600万美元。自成立

以来，惠益分享基金收到的项目建议书远远超过其资助的项目数。即

将举行的《国际条约》管理机构第 8次会议将审议一项最新的筹资战

略，以确保财政和其他资源可以更稳定地按预期流动，使《国际条约》

能够继续支持有价值的计划。 

全球信息系统。通过使用标准化的“通用语言”，连接不同的信

息系统，从而为植物遗传资源相关的所有数据需求提供一站式服务。

《国际条约》全球信息系统正在迅速发展，使世界各地植物遗传资源

的信息收集、整合和交换成为可能。 

农民权利。《国际条约》是第 1 个明确承认土著社区和农民几千

年来对植物遗传资源发展和管理做出巨大贡献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国际文书。因此，《国际条约》在农民权利保护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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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呼吁所有缔约方保护和促进小农户和土著社区的权利。  （马牧源） 

EPO 与 EUIPO 联合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促进了欧洲经济发展 

欧洲专利局（EPO）网站 2019 年 9 月 25 日报道，2019 年 9月 EPO

和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联合发布研究报告《欧盟知识产权密集

型产业与经济表现（第三版）》。这项由 EPO 和 EUIPO联合开展的研究，

分析了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对欧盟经济的贡献。这份联合研究就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如何对欧盟经济做出贡献提供了广泛而完善的评估。

研究报告第 1版发布于 2013年 9月，第 2版发布于 2016年 9月。2019

年的报告是对 2016年研究结果的更新和扩展。 

该报告涵盖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外观设计、

版权、地理标志和植物新品种，分析了 2014-2016 年知识产权对欧盟

经济的重要性。该研究确定了哪些产业对知识产权的利用高于平均水

平，并量化这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欧盟、瑞士、挪威和冰岛主要

宏观经济变量（就业、工资、GDP和贸易）的影响。该研究为决策者

提供了全面而可靠的数据以及坚实证据基础。 

报告显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每年创造的经济价值为 6.6 万亿

欧元（占欧盟 GDP的 45％），提供 6 300 万个就业岗位（占欧盟就业

岗位的 29％）。在为这些行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中，还有 2 100

万人受雇。 

报告显示，与 2011-2013年相比，2014-2016年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 130万，而欧盟的总就业人数则略有下降。知

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的工资也很高，平均比其他行业高 47％，而专利

密集型行业则高出 72％。 

EUIPO 执行主任 Christian Archambeau表示：“知识产权密集型

行业在确保和促进欧盟经济繁荣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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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创新性，且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恢复力更强。我们的挑战是确保所

有公司和企业家可以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特别是中小型企业

（SMEs）。” 

EPO 局长 António Campinos表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重要

性反映了欧洲知识经济的实力。这些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通常会同时

申请多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以保护其智力资产。这种战略创造了具有高

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有助于确保欧洲的长期竞争力”。  （廖世容） 

一项新研究揭示欧洲森林繁殖材料(FRM)交易情况 

欧洲森林遗传资源计划（EUFORGEN）网站 2019 年 5 月 31日报道，

欧盟每年约有 3 000万株树苗和 400吨树木种子交易。尽管规模很大，

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关于这种贸易比较好的信息，因此这些数据很可能

被低估，特别是种子。奥地利森林研究中心 Simon Jansen 及其同事

进行的一项新研究，收集了现有数据并揭示了这种森林繁殖材料

（FRM）的交易情况。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森林人工更新（即人工播种或栽种苗木）

一直在稳步增长。现如今，据估计，近三分之一的欧洲森林都是人工

再生的，而且通常都是由该地区以外的森林繁殖材料进行更新的。但

是，关于这些森林繁殖材料对当地森林影响的信息却很少。此外，尽

管欧盟 1966 年实施的第一项关于森林繁殖材料销售的法规承认了跨

境可追溯性的重要性，但记录和监测森林繁殖材料的交易并不是优先

事项。 

奥地利研究人员利用国家数据库汇编了 8 种物种的森林繁殖材

料交易信息，包括挪威云杉、苏格兰松、海松、欧洲山毛榉、欧洲白

蜡树、欧洲栎、无梗花栎和红橡木。 

根据 2004-2014年数据，这 8 种物种每年的总交易量约为 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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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株植物和 400吨种子。其中：挪威云杉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物种，

占跨境贸易所有树苗的 82%。欧洲山毛榉和欧洲栎共占总量的 12%，

其余 6％为另 5个物种。 

针叶树种的森林繁殖材料贸易主要由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

国家主导，而阔叶树种则在中欧的贸易更多。森林繁殖材料的贸易和

生产均为跨国公司。大多数国家除了本地森林繁殖材料贸易外，还会

进行非本国来源的种子和幼苗贸易。例如，德国开展源自波兰和立陶

宛的挪威云杉幼苗交易。大多数记录的森林繁殖材料贸易都符合种子

转移指南。但也发生了一些违背生态原则的森林繁殖材料转移行为，

例如北欧种源南移，这可能造成森林繁殖材料性能降低。 

由于欧盟不统一收集有关森林繁殖材料生产和贸易的数据，因此

数据记录的责任由各成员国承担。但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其中之一

就是目前的数据只能确保植物贸易数据是可靠的，也就是树苗的数

据，但缺乏精确的种子贸易数据。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就可能产生的

幼苗的潜在数量而言，交易的种子数量远远超过植物的数量。一个主

要的困难是契约生产的种子转移计算。这是由于森林繁殖材料作为植

物生产计划的一部分被输送到国外，在被重新引入原产国之前是在国

外的苗圃中种植的。 

“非本地森林繁殖材料的每一次转移都会改变本地树种种群的

遗传组成，因此了解所用种子源的身份至关重要。它来自于哪个种

群？”“这一点很重要，由于土地利用和气候的变化，树木种群在不

断分散，每个小种群的树木数量也在不断下降。”Simon Jansen 说：

“这增加了森林遗传漂变或遗传污染方面的脆弱性”。 

森林繁殖材料贸易统计可以提供欧洲森林遗传模式的基本信息。

实际上，良好的森林繁殖材料贸易记录文档将有助于评估树木种群如

何应对未来的气候。 

该作者认为，该研究的重要经验教训是，需要在国内和国际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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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现行的森林繁殖材料贸易条例的实施，并协调整个欧盟的数据收集

工作。                                              （马牧源） 

英美欧专利主管部门领导讨论全球专利制度 

欧洲专利局（EPO）网站报道，2019 年 9 月 13 日英国知识产权

局首席执行官 Tim Moss 在伦敦举行的专利展示会上接待了美国专利

商标局局长 Andrei Iancu 和欧洲专利局局长 António Campinos，3

个人就全球专利制度相关问题交换了看法。讨论的主题包括他们对全

球专利制度未来的展望、知识产权领域内正在发生的变革以及他们之

间的合作。他们还就这些进展将如何使全球专利制度的用户受益交换

了意见。 

欧洲专利局局长 António Campinos 介绍了欧洲专利局最近发布

的《2023 战略计划》，其包括 5个战略目标及其将如何在知识产权制

度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合作框架。他说：“我们工作

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创新和专利制度创造一个繁荣的未来”，“我们的

机构应该灵活并适应新的形势和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现在的企业常

常在世界各地的知识产权局申请多项知识产权。通过整合工具、共享

成果、促进国际标准的制定，我们可以帮助创新者保护他们在知识经

济中需要依赖的知识产权”。 

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 Andrei Iancu 谈到了美国专利商标局在人

工智能方面的工作，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理人工智能给他们带来的问

题。他说：“如今，人工智能正在驱动比以往更强大的技术。考虑到

这样快节奏的发展，美国正与欧洲专利局、英国知识产权局等机构，

以及利益相关者和世界各地的创新者合作，以便制定能够促进和引领

未来技术进步的长远综合战略。 

英国知识产权局首席执行官 Tim Moss 谈到大型知识产权机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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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影响力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如何推动改革，确保数字化和以客户主

导的服务，以及对知识产权形成共同理解的广泛重要性。他说：“我

们看到了专利申请在全球范围内的增长。这反映了专利申请对商业的

重要性以及创新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通过与欧洲知识产权局和美国

专利商标局合作，我们希望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中能发挥最大的

综合影响力，最终为所有客户提供世界一流的数字服务”。   （王枫） 

 

 

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相互关系 

2019年 1 月国际可持续发展法中心(CISDL)发布报告《名古屋议

定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的比较研究：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相互关

系》。该报告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名古屋议定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简称

《植物条约》）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简称《UPOV 公约》）

是关于植物和植物遗传资源的 3 个国际条约。这些条约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农民权利、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方面有不同的规定。但从国际

角度看，这 3项条约没有内在冲突，它们制定的法律制度适用于不同

的对象。由于这些条约在国际层面上不存在冲突，因此在国家（或地

区）层面的实施情况将决定这些条约的兼容性和相互支持的程度。在

国家层面严格执行《UPOV 公约》可能有损于《名古屋议定书》和《植

物条约》的目标。同样，严格执行《名古屋议定书》也可能有损《UPOV

公约》的目标。有评论人士指出，“除非在执行过程中适当分析和解

决不同条约之间的重叠领域，否则具有最强执行力和最明确义务的国

际法规更加可能被国内法采纳。通过这样做，各国可以有效地扩大其

政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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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空间并确保更一致地执行。”由于《UPOV公约》所规定的措施和

义务比《名古屋议定书》和《植物条约》更明确，所以各国必须仔细

考虑，以确保各项国际条约的平衡实施。 

在国家层面可以协同实施这 3 个国际条约以便实现和促进获取

和惠益分享，各国可以自由地制定关于农民权利的详细规定。此外，

各国可以支持制定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规则，以尽可能公平和平衡

的方式来满足育种者、传统知识拥有者、农民甚至专利持有人的权利，

最终目的是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和保存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并支持植物新品种权公平对待其他权利，例如农民权利。 

《UPOV 公约》与《名古屋议定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之间

为促进获取和惠益分享而建立的最紧密联系是农民特权和育种者豁

免。经 TRIPS 许可，在《UPOV 公约》框架之外采用专门的植物新品

种权体系可能提供了一种更好地平衡《名古屋议定书》、《植物条约》

和植物新品种权有关的权利和义务的方法。但是，这样做可能的不利

后果是，由于在《UPOV 公约》之外出现大量的本国植物新品种体系

而破坏了国际间的协调，增加了育种者必须处理各种不同法律体系的

负担等。因此，也许有必要考虑修订《UPOV 公约》，以便在这 3 项条

约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UPOV公约》1991

年文本的生效早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和《植物条

约》，而后 3 项国际条约的缔约方数量更多。在国家层面必须协调实

施这些国际条约的情况下，各国在履行《UPOV 公约》的承诺时，须

注意到所承担的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义务。 

在《UPOV 公约》、《名古屋议定书》和《植物条约》的背景下，

不 断 发 展 的 技 术 也 成 为 数 字 序 列 信 息 （ digital sequence 

information）主题下热烈讨论的主题。《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4 次

缔约方会议的有关决议指出，“数字序列信息”一词可能不是指代遗

传资源各种信息的最适当术语，但在找到其他适当的措辞之前，暂时

先使用它。迄今为止，“数字序列信息”所使用的其他术语包括“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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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序列数据”、“遗传序列信息”、“遗传信息”、“非物质遗传资源”和

“生物信息利用”（silico utilization）。关于数字序列信息是否应

该纳入《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各方之间仍然存在

着很大的分歧，在各方就术语达成一致之前，这个问题不太可能得到

解决。数字序列信息利用的惠益分享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但各

方已经承诺致力于通过科学和政策来解决意见分歧。《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 14 次缔约方会议决定成立了一个特设技术专家组来收集和整

理有关数字序列信息的观点和信息，并就数字序列信息的概念和范

围、可追溯性、公共和私有数据库、各国处理数字序列信息问题的措

施开展一系列研究。特设技术专家组的研究成果将用于支持 2020 年

之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编制。 

数字序列信息的问题也出现在《植物条约》管理机构第 7 次会议

上。这次会议决定发起一个信息收集活动，邀请“各缔约方、其他国

家政府、利益相关方以及相关专家向《植物条约》管理机构提供信息，

包括这一领域中的术语、《植物条约》数字序列信息参与者、《植物条

约》数字序列信息的使用类型和范围，例如：1) 表征；2)育种和遗

传改良；3)保存；4)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鉴定；以及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相关性，以便

《植物条约》管理机构第 8 次会议考虑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数字

序列信息的使用对《植物条约》目标的潜在影响，包括交换、获取和

公平合理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 

数字序列信息也正在影响《UPOV 公约》的运作。随着 21世纪技

术发展的加速，知识产权法总体上难以与时俱进。有人争辩说，《UPOV

公约》中植物新品种的法律概念已变得不那么适合处理植物创新问

题，因为植物育种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在走向基因改造和基于基因数

据的分子育种技术，因此植物创新主要与基因有关，而与植物新品种

权要求的显著特征不那么相关。因此，植物新品种权未来的作用可能

取决于政府主管部门和其他方面是否愿意重新考虑其基本设想，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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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采取从谨慎的改革到大胆的结构性改革等各种应对措施。今后对

《UPOV 公约》的任何修订都将来自与科学、法律、技术、政治和社

会各界的人士持续不断的交流。目前还不清楚 UPOV 是否会采取以不

变应万变的做法。                                    （周吉仲） 

 

 

土耳其地理标志制度概述 

土耳其第 6769 号《工业产权法》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生效。它

废除并取代了有关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和服务标识、工业品外观设

计以及地理标志的各项法令。这一土耳其期待已久的新法将审查和执

法统一到一个单一法律中（属于基本立法），该单一法律中涉及商标、

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第 6769 号《工业产权法》

于 2017 年 1 月 10日公布在官方公报上，新制度统一了之前几个独立

法令（Decree Law，属于二级立法）涉及的条款。但是，法令仍将继

续适用于 2017 年 1月 10日之前的商标、专利、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

的申请程序。土耳其专利局的名称也有变化，现在已更改为土耳其专

利商标局（TPTO），地理标志由专利商标局主管。《工业产权法》颁布

后，2017 年 4 月 24 日土耳其颁布了《工业产权法实施条例》，2017

年 12 月 29 日颁布了《地理标志和传统产品名称标志条例》。 

在土耳其新的工业产权法颁布之后，土耳其 Moroğlu Arseven律

师事务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文章，解读新法下的土耳其地理标志保

护，主要内容如下。 

土耳其第 6769 号《工业产权法》包括对地理标志和传统特产的

保护。土耳其鼓励注册地理标志，与未注册的地理标志相比，前者能

得到更广泛的保护。 

研究综述 

 



 

15 

1.土耳其法律中的地理标志 

根据新的《工业产权法》，土耳其专利商标局将驳回以下商标申

请：1）申请的商标完全由在贸易中用于指定商品或服务的种类、类

型、特征、质量、数量、用途、价值、地理来源、生产时间、提供时

间或其他方面的符号或标识组成，或构成其核心要素的；2）申请的

商标，其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质量或地理来源等可能误导公众；3）

申请的商标由已注册地理标志组成或包含已注册地理标志。 

如果商标申请侵犯了另一方的知识产权（包括人名、商标名、照

片、版权、地理标志、原产地地理名称、传统特产等），土耳其专利

商标局将在收到权利人提出的异议后会驳回该申请。 

土耳其专利商标局对于商标申请（包括地理标志）异议的做法与

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通常会对“误导性”法律术语采取宽泛的解

释。宽泛的解释意味着更多相关标志将被认为具有“误导性”，因此

无论是否注册了地理标志，这些国家都会直接将申请所涉及的商品认

定为地理标志的主题。 

与欧盟的做法类似，土耳其专利商标局区分在土耳其专利商标局

成立之前注册的地理标志和未注册的地理标志。 

2.在专利商标局注册的地理标志 

土耳其专利商标局对已注册的商标申请（包括地理标志）提供广

泛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专利商标局会驳回地理标志范围之外的商品

申请，将申请范围限制在相关商品内。 

例如，如果“苏格兰威士忌”（Scotch Whisky）已经在土耳其专

利商标局注册成为地理标志，那么任何申请人申请商标“某苏格兰威

士忌”时，专利商标局都会将“某苏格兰威士忌”这一商标限制为“苏

格兰威士忌”地理标志产品的范围，即使申请人试图在商标申请中使

用一般性措辞，如“酒精饮料（啤酒除外）、葡萄酒、raki（传统土

耳其酒精饮料）、威士忌、烈性甜酒、酒精鸡尾酒”等。专利商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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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驳回该商标申请中所有不属于“苏格兰威士忌”地理标志范围的商

品，理由是这些商品并不是“苏格兰威士忌”地理标志的直接客体，

因此该商标可能会在该商品的性质、质量或地理产地方面误导公众。 

3.未在专利商标局注册的地理标志 

土耳其专利商标局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对未注册的地理标志提供有限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专利商标局将

限制与地理标志直接相关的商品注册，但是对于申请中包括的其他商

品，注册过程将继续进行。 

例如，如果地理标记“Prosecco”（普罗塞克，一种全球知名的

意大利葡萄酒）未在土耳其专利商标局注册成为地理标志，那么任何

申请人申请商标“某 Prosecco”时，如果申请人试图在商标申请中

使用一般性措辞，如“酒精饮料（啤酒除外）、葡萄酒、raki（传统

土耳其酒精饮料）、威士忌、烈性甜酒、酒精鸡尾酒”等，则专利商

标局会将葡萄酒一词限制为“葡萄酒，即起泡酒”，但该类中其他商

品（如茴香酒、威士忌、烈性酒和酒精鸡尾酒）的注册流程仍将继续。 

根据土耳其专利商标局的惯例，申请范围内的其他商品将在商标

公报中公布，且注册流程会继续进行下去。鉴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

论，即对于其他商品来说，商标申请仍具有误导性，因为这些商品虽

包含在商标申请中但与地理标志没有直接关系。 

土耳其专利商标局的做法是鼓励注册地理标志，为这些标志提供

比未注册的标志更广泛的保护，并狭义地解释误导性。 

土耳其在这方面的做法与许多国家相似，包括澳大利亚、巴西、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目的是将商标申请

（包括地理标志）限制在特定范围内，并将可能存在误导性的其他商

品或服务从申请范围内移除。 

4.总结 

鉴于土耳其专利商标局目前的做法，希望保护其地理标志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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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申请注册，因为这样可以使保护范围相对扩大。但另一方面，

土耳其专利商标局为已注册的地理标志提供更广泛保护的做法也需

要调整，因为当一个地理标志注册为商标时，其商品在地理标志范围

以外，这可能会混淆和误导普通消费者。              （尚玮姣） 

 

 

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专利分析 

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FFPRI）已有 110 多年的历史，是日

本最大的林业科研机构，主要从事与林业、森林、木材工业和林木育

种相关的研究和开发，在优良品种开发、经营技术、木材供应系统、

森林保护技术、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根据日本国

立森林综合研究所中长期计划（2016-2032），其未来重点研究方向有

4 个：开展森林经营技术研究，进一步利用森林的各种功能；开发稳

定可持续的家用木材供应系统以及木材和木材生物量供应系统；开展

木材和木材资源利用技术研究；强化森林生物利用研究和基础育种研

究，通过林木育种开发多种品种。 

本研究采用智慧芽专利分析系统（Patsnap）作为数据源和分析

工具，数据检索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12 日，对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

究所的专利进行全面分析，主要分析内容包括发展趋势、专利布局状

况、技术研发领域、核心专利等，希望对我国林业科技创新提供参考。 

1.发展趋势分析 

截至 2019 年 10 月，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专利文献公开量

285 件，按德温特同族进行归并后基本专利 186项。数据表明，日本

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的专利申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从专利年度公

开量来看，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的专利活动可以划分为 3 个阶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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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一是 1980 年至 1998

年，专利量很少，年均专利

公开量不到 1件；二是 1999

年至 2012 年，专利量迅速

增长，年均专利公开量 16

件；三是 2013 年至今，专

利量有所下降，年均专利公

开量 8 件（图 3）。 

2.专利布局状况 

从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

所的专利布局来看，59%的专

利在本土申请，41%的专利布

局海外，涉及 15 个国家和地

区。美国、欧洲、加拿大是日

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最注

重的专利布局区域，其次是德

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尼

西亚、新西兰、韩国、瑞典、以色列、马来西亚和葡萄牙（图 4）。 

3.技术领域分析 

从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分析来看（图 5），日本国立森林综合

研究所专利涉及技术领域较为广泛，包括 99 个 IPC 小类，但是专利

技术领域的侧重点还是非常明显，主要集中在微生物和酶（C12N）、

化合物的酶促合成（C12P）2 个技术领域，其次是杂环化合物（C07D）、

木材干燥（B27N）、分离的物理化学方法及装置（B01D）、木材的化学

物理处理工艺（B27K）、酶或微生物的测定或检验方法（C12Q）、园艺

及花卉树木栽培（A01G）、天然高分子化合物衍生物（C08H）以及染

料、涂料、抛光剂、天然树脂、黏合剂（C09K）。 

图 4 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专利布局 

图 3 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专利公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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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主要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4.文本聚类分析 

利用智慧芽专利分析系统进行文本聚类分析发现，日本国立森林

综合研究所专利研发主要涉及木材、木材干燥、DNA、测定、木质素

衍生物、重组质粒、培养基、虫害防治、乙醇生产、植物原生质体、

除毒剂、胶粘剂（图 6）。 

 

图 6 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专利文本聚类分析 

 

5.核心专利分析 

在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专利中，被引证次数最多的是 2006

年申请、2008 年公开的专利“JP2008092910A”，共被引证 56 次。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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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并没有在海外进行专利布局，但是自 2008 年公开以来直到 2019

年一直都在被引用，表明该专利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专利技术

提供一种有效的乙醇生产方法，包括将获得的包含糖化酶和乙醇发酵

细菌的培养液添加到通过碱消化和发酵获得的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中。

其优点是可减少使用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作为原料的糖化和发酵成本，

并且对环境的影响很小。该专利于 2011 年授权，目前仍然有效，在

专利正常缴费的情况下将于 2026 年专利权到期终止。 

在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专利中，同族成员数量最多的是 2008

年申请、2009 年公开专利“JP2009268404A”，全球专利同族成员 14

个，在美国、加拿大、中国、韩国、葡萄牙进行了专利布局，除了在

韩国的同族专利因未缴专利年费而失效外，其他国家的专利已经被授

权并仍然有效。该发明提供一种不从来自松属等树木的木片分离松材

线虫而提取松材线虫的 DNA并检出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从收集的含

有松材线虫的木片提取松材线虫的 DNA 的方法；由与松材线虫的 DNA

的特定区域进行退火的引物组成的温核酸扩增技术（LAMP）引物组；

使用该引物组，利用 LAMP 法进行 DNA 的扩增而检出的从木片中检出

松材线虫的方法。该发明的优点主要有 2 个方面：1）能够不从该木

片分离松材线虫而提取松材线虫 DNA；2）能够利用 LAMP法进行扩增

而检出松材线虫 rDNA 的特定区域，并能够以更高精度容易且廉价地

进行松材线虫基因的扩增和检出。                     （马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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