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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各位好，《华孙欧洲知识产权通讯》（以下简称《华孙

通讯》）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在此，我谨代表华孙事务所

参与本期《华孙通讯》撰写和编辑的全体同仁感谢各位对我

们一如既往的厚爱与支持！ 

在浏览了本期《华孙通讯》的目录之后，您可能已经注

意到，“中国”是本期《华孙通讯》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已故中国科学家周健先生凭借其参与研发的HPV疫苗（俗称

“宫颈癌疫苗”）入围2015年欧洲发明家大奖，并最终以

32%的得票率与其合作者（来自澳大利亚的Ian Frazer先生）

力压其余候选人/候选团队获颁本届欧洲发明家大奖的公众奖，这让我们看到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已经在世界范

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然而，我们也无法忽视欧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组织在今年4月底发布的《2015

欧盟仿冒品情况报告》中指出的一个尴尬的事实——欧盟境内流通的仿冒品中逾三分之二源自中国，这意味

着中国政府、中国公司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界同仁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最后，在《知识产权

资产管理》杂志于世界范围内对超过650位知识产权专业人士就五大知识产权局（欧、中、美、日、韩）关于

被授权发明专利的质量、被授权发明专利的质量较去年的变化以及服务质量的问卷调查中，对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评价呈现两极化态势，且其收到的差评比例在五大局中令人遗憾地位居首位。当然，我们和多数被

调查者一样已经看到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出的积极的改变，并期待能有更多的实质进步。  

本期《华孙通讯》的另一个关键词则可以用当下的一个流行词概括，即“用户体验”。在德国，德国专

利商标局于今年7月正式加入全球专利审查高速公路（GPPH），这意味着今后在GPPH试点项目框架内，应申

请人的请求，若申请人的专利的权利要求已经在参与此项目的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局被认为具有可专利

性，则可以据此要求在作为后续申请受理局的德国专利商标局进入加快程序获得加快审查。而放眼欧洲，欧

专局在这方面采取了更多的措施，例如：通过了显著降低专利权利人年费成本的“产业友好型”欧洲单一专

利年费方案、推出了旨在整合分散在各个成员国专利登记簿中的信息并向用户呈现已进入国家阶段的欧洲发

明专利在相关成员国的最新信息的“联合欧洲专利登记簿”服务以及将Global Dossier服务推广覆盖到五大知

识产权局的全部同族专利档案，等等。  

此外，基于我们的实践工作经验尤其是与国内同行和申请人的交流，本期《华孙通讯》也为您总结了中

国申请人在德国和欧洲进行专利申请活动中的一些常见问题并给出详细解答，包括权利要求超项时的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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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欧洲对附图的形式要求以及授权后的欧洲发明专利的法律状态查询等事宜。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

及其解答将有效地帮助您在准备德国和欧洲申请活动时少走弯路，从而更加优质高效地完成申请工作。  

最后，本期《华孙通讯》还简要介绍了我所近期的重要动态，主要是北京办公室开始正式运营和“华孙

欧洲知识产权”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另外，您也可以查看到适用于我所慕尼黑和北京办公室的下半年节假

日安排，以便您及早对相关工作进行规划。  

 

我们欢迎您对《华孙通讯》的意见和建议。您的关注、批评和鼓励都是促使我们不断完善的动力！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通讯》主编：孙一鸣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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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动态  

德国专利商标局加入全球专利审查高速公路（GPPH）  

该项目旨在通过各专利局充分共享利用检索审查结果，从而缩短审

查周期，使申请人快速有效地获得专利权。今后，应申请人的请

求，若其专利/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在参与此项目的国家或地区的专

利机构被认为具有可专利性，即可要求作为后续申请受理局的德国

专利商标局进行加快审查 。  2 

中国科学家入围2015欧洲发明家大奖 

已故中国科学家周健先生和澳大利亚科学家Ian Frazer先生凭借其合

作发明的“HPV疫苗”（俗称“宫颈癌疫苗”）入围本年度欧洲发明家大

奖非欧盟国家类的提名名单。该疫苗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澳大利

亚、加拿大、欧盟、以及美国的卫生管理部门的推广，用以降低宫

颈癌的发病率。  4 

2015年度欧洲发明家大奖获奖情况揭晓  

颁奖仪式于2015年6月11日在巴黎举行。今年也是该奖设立十周

年。该奖旨在表彰杰出的发明家们以及他们对社会、经济和科技发

展所做的杰出贡献。超过400位来自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嘉宾共

襄盛举。已故中国发明家周健先生凭借其与Ian Frazer先生共同发明

的世界上第一支预防宫颈癌的疫苗“Gardasil”荣获公众奖。   5 

“产业友好型”欧洲单一专利年费方案获得通过 

欧洲专利组织行政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专职委员会在今年6月24日通

过了欧专局递交的“True Top 4”单一专利年费提案，根据该提案，单

一专利的年费水平将等同于目前欧洲专利指定生效最多的四个国家

（德、法、英、荷）的年费之和，与现行欧洲专利体系相比，显著

降低了权利人的年费成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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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数据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发布2014年度报告   

根据该报告，OHIM在2014年受理的欧盟商标申请超过117000件，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欧盟外观

设计申请近98000件，增长1%。几个重要数据库（TMview、TMclass和Designview）在欧盟内部市场

协调局和参与合作的各知识产权局的支持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于2014年加入了TMclass。 12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就知识产权和欧洲企业业绩发布调查报告   

欧盟内部协调局（OHIM）在今年六月发布了欧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组织就“知识产权贡献调查（IP 

Contribution study）”项目完成的第二份研究报告《知识产权和欧洲企业业绩：一项经济分析》。该

报告就欧洲范围内拥有知识产权和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的经济业绩进行了对比。  15 

欧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组织发布2014年度报告   

今年六月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在其官网上发布了欧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组织的2014年度

报告。该报告目前有PDF版本可供阅览，共63页。报告重点介绍了2014年的工作成果、国际合作情

况以及2015面临的挑战。  17 

世界五大知产局质量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欧专局名列第一   

《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杂志第72期发布了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质量分析调查结果。调查主要针对：

被授权专利的质量、被授权专利的质量较去年的变化以及服务质量。调查对象分为：企业、私人执

业律师、专利非实施实体。欧洲专利局在此次调查中名列第一，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则居末位。   19 

报告显示欧盟境内流通的仿冒品逾三分之二源自中国   

欧洲知产侵权观察组织4月底发布《2015欧盟仿冒品情况报告》。涉嫌仿冒品交易的中国籍有组织

犯罪集团成为报告的重点之一。与中国相关的仿冒品主要涉及纺织和时尚产业。中国目前仍是欧盟

境内仿冒品第一大来源国，欧盟境内流通的仿冒品逾三分之二源自中国。  21 

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2014年度报告   

德国专利商标局4月30日公布了2014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实用新型申请量持续下降，发明专利、

商标、外观设计申请量均有增长。中国在来源国榜单中均占一席之位：发明专利（524件）第八

位、实用新型（547件）第四位、外观设计（590件）第五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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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资源  

欧专局发布第八版《Euro-PCT申请指南》   

这一最新版的《指南》更新至2015年1月，主要在于为申请人及其

代理人提供申请欧洲发明专利的相关程序介绍以及如何应对程序各

阶段相关事宜的实用性建议，并就欧专局作为PCT申请的受理局、

国际检索单位及指定局或选定局时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应注意的问题

提供参考信息。  28 

欧专局《欧洲专利申请指南》第一部分现已更新 

该《指南》第一部分是在最新修订的欧洲专利公约的基础上完成并

更新至2015年3月1日。主要为发明人、企业及其代理人提供一个程

序上的指南概要，涵盖了如何申请欧洲发明专利并提供了应对各阶

段相关程序的实用性建议。该指南可以通过网上直接下载或订阅。  30 

Global Dossier现已涵盖五大局的同族专利档案  

Global Dossier服务是在五大知识产权局（中国、日本、韩国、美国

和欧专局，合称IP5）合作的基础之上建立的，旨在为用户提供专利

申请在上述五大局的同族专利信息（就同一发明向多个专利局提起

专利申请）。目前，随着美国专利及商标局信息的可在线查询，该

服务已全面涵盖五大局的同族专利档案。   33 

欧专局“联合欧洲专利登记簿”服务现已上线  

此项服务于今年4月底上线，其宗旨在于整合分散在各个成员国专

利登记簿中的信息，并向用户呈现已经欧专局授权公告并进入国家

阶段的欧洲发明专利在相关成员国的最新的官方著录信息和法律状

态信息。试用阶段参与的成员国有卢森堡、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

亚，技术成熟之后会有更多成员国参与提供此项服务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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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发明专利申请文件的附图需满足什么要求？不满足时，欧专局会如何处理？ 39 

已授权的欧洲发明专利法律状态（含年费缴纳情况）如何查询？  40 

PCT申请进入欧洲时，欧专局补充检索前后申请人是否有机会可以修改申请文件？ 41 

2015下半年华孙事务所（慕尼黑和北京）节假日安排  43 

华孙北京办公室已正式投入运营  44 

欢迎关注“华孙欧洲知识产权”微信公众号（HUASUN_EuroIP）   47 



 

 

 

资讯·动态 



 

      2 

 
资讯•动态 

  

Information • Trend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通讯总第2期 

 

德国专利商标局加入全球专利审查高速公路（GPPH） 

德国专利商标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德国

专利商标局（DPMA）于2015年7月6日加入全球专利审

查高速公路（Global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以下

简称GPPH），从而在其现有的PPH合作专利局基础上另

行增加12个其他合作专利局。 

 随着德国专利商标局加入全球专利审查高速公路，

除了之前与之合作的九大PPH专利局，即：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  
 日本专利局（JPO） 

 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  
 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  
 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  
 加拿大知识产权局（CIPO）  
 芬兰国家专利注册委员会（PRH）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  
 奥地利专利局（APO） 

下述12个国家或地区专利机构也将与德国专利商标

局展开PPH试点项目，分别为：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IP Australia）  
 丹麦专利商标局（DKPTO）  
 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POSPATENT）  
 匈牙利知识产权局（HIPO）  
 西班牙专利商标局（OEPM）  
 瑞典专利注册局（PRV）  
 葡萄牙工业产权局（INPIPT）  
 爱沙尼亚专利局（EPA）  
 以色列专利局（ILPO）  
 挪威知识产权局（NIPO）  
 冰岛专利局（ELS-IPO）  
 北欧专利局（NPI）  

GPPH项目是从2014年1月开始试行的，旨在通过各

专利局充分共享利用检索审查结果，从而减少重复性工

作，缩短审查周期，使申请人快速有效地获得专利权。

只要参与此项目，就将等同于与所有参与国签署PPH合

作协议，因此对于申请来说将更加便捷。同时，GPPH

适用于PCT申请并扩展至PCT申请的PCT-PPH项目，和现

行的双边PPH项目并存前行。换言之，如果PCT申请国际

阶段被认为具有可专利性，那么该PCT申请进入德国

时，就可以向德国专利商标局提起PPH程序。  

今后，在GPPH试点项目框架内，应申请人的请求，

若申请人的专利的权利要求已经在参与此项目的某一国

家或地区的专利机构被认为具有可专利性，那么可以要

求作为后续申请受理局的德国专利商标局进入简易程

序，获得加快审查 。 

申请人须用德语向德国专利商标局提出PPH的加快

审查请求。同时，德国专利商标局现在为所有PPH合作

专利局提供了统一的申请表格（请见下方链接）。申请

人在提起此请求时，需要填写该申请表格并提交相关文

件 。 

 

文字/周弘（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德国专利商标局PPH项目简介： 

http://www.dpma.de/patent/verfahren/pph/
index.html  

 

提起PPH请求申请表： 

http://www.dpma.de/docs/service/formulare/
patent/pph1007.pdf  

 

该新闻公告原文请见： 

http://www.dpma.de/service/
e_dienstleistungen/newsletter/2015/
nl_03_2015.html#a20  

http://www.dpma.de/patent/verfahren/pph/index.html
http://www.dpma.de/patent/verfahren/pph/index.html
http://www.dpma.de/docs/service/formulare/patent/pph1007.pdf
http://www.dpma.de/docs/service/formulare/patent/pph1007.pdf
http://www.dpma.de/service/e_dienstleistungen/newsletter/2015/nl_03_2015.html#a20
http://www.dpma.de/service/e_dienstleistungen/newsletter/2015/nl_03_2015.html#a20
http://www.dpma.de/service/e_dienstleistungen/newsletter/2015/nl_03_2015.html#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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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发明家大奖是一项由欧专局颁发的年度奖

项。该奖项旨在表彰为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

大贡献的发明家们，以及鼓励创新精神。奖项分为五

类： 

工业（Industry） 

SMEs（中小企业） 

研究（Research） 

非欧盟国家（Non-European countries） 

终生成就（Lifetime achievement） 

公众奖（Popular Prize）  

在本年度欧洲发明家大奖的投票阶段，欧专局在其

官网首页轮流推介本届欧洲发明家大奖入围发明家及其

发明的介绍和投票通道。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发明

“HPV疫苗（人类乳突病毒疫苗，俗称‘宫颈癌疫

苗'）”的两位杰出发明家，其中之一为已故中国科学家

周健先生，另一位为澳大利亚科学家Ian Frazer先生。他

们凭借该疫苗入围了本年度欧洲发明家大奖非欧盟国家

类别提名名单。  

欧专局官网的介绍由我们整理如下： 

HPV（人类乳突病毒），尤其是HPV-16和HPV-18，

造成了大约70%的宫颈癌以及数种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发

现的其他癌症。德国病毒学家 Harald zur Hausen于1984

年发现HPV病毒和宫颈癌之间的联系，并因此获得2008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基于Hausen博士的发现，

澳大利亚科学家Ian Frazer先生和中国科学家周健先生在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开展了第一支HPV疫苗的研发工

 

 

中国科学家入围2015欧洲发明家大奖  

文字/吴小亚（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周健先生遗孀孙小依女士（左）、Ian Frazer先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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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发明HPV疫苗的过程中，由于长期积劳成疾，周

健先生不幸于1999年回国交流途中罹患肝炎辞世，年仅

42岁。Ian Frazer先生继续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且成功将

该疫苗推向市场。 

 世界卫生组织和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以及

美国的卫生管理部门都倡导9至25岁年轻女性使用HPV

疫苗，以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美国制药公司Merck & 

Co以“Gardasil”为名，于2006年将该疫苗推向市场。

2007年英国制药公司GlaxoSmithKline通过类似的技术生

产出名为“Cervarix”的替代产品。自2006年上市以来，

HPV疫苗已经在全世界120个国家获批，使用量超过1亿

2千5百万支。2013年间，Gardasil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销

售额估计达到14亿9千万欧元。同年，Cervarix的销售额

达到约5亿欧元。  

周健先生和Ian Frazer先生的发明永远地改变了全世

界女性的健康状况，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为全人类公

共卫生和医学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欧专局官网简介页面链接： 

http://www.epo.org/learning-events/european-
inventor/finalists/2015/frazer.html  

Ian Frazer先生 

http://www.epo.org/learning-events/european-inventor/finalists/2015/frazer.html
http://www.epo.org/learning-events/european-inventor/finalists/2015/fraz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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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欧洲发明家大奖获奖情况揭晓 

2015年6月11日，2015年度欧洲发明家大奖颁奖仪

式在巴黎举行。今年也是欧洲发明家大奖的第十周年，

该奖项旨在表彰杰出的发明家们以及他们对社会、经济

和科技发展的杰出贡献。当日，超过400位来自政界、

商界和学术界的嘉宾齐集巴黎证券交易所共襄盛举。 

欧专局官网就这一盛事进行了专题报道。我们基于

欧专局发布的新闻，将获奖情况整理总结如下： 

本年度共颁发了6个奖项。其中包括5个传统类别的

奖项（终身成就奖、工业奖、中小企业奖、研究奖、非

欧盟国家奖），以及2013年新增的公众奖。具体获奖情

况如下：  

 终身成就奖：Andreas Manz（瑞士）  

 

 

 

Andreas Manz先生凭借微缩实验室芯片（microlab 

chip）技术获得本年度欧洲发明家大奖的终身成就奖。

该技术使得复杂的医学、生物或者化学分析通过仅几毫

米大小的晶片变得快速、高效。这位微流体晶片研究领

域的先锋为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救护地点检测诊

 

文字/吴小亚（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2015年度欧洲发明家大奖全部获奖人 

A
n

d
reas M

an
z 



 

      6 

 
资讯•动态 

  

Information • Trend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通讯总第2期 

 

 

断法（point-of-care diagnostics）”铺平了道路。该技术

的另一形式的还被用于以预防遗传疾病为目的的快速

DNA检测。 

 工业奖：Franz Amtmann（奥地利）和Philippe 

Maugars（法国）  

Franz Amtmann先生和Philippe Maugars先生，以及他

们在荷兰公司NXP Semiconductors的团队基于他们对开

发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技术做出的杰出贡

献获得了本年度欧洲发明家大奖的工业奖。NFC技术，

即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是一项应用在移动设备上，在

近距离范围内无需发生设备接触即可安全进行数据传输

的技术。该技术为人类未来高科技化的生活方式带来了

无限可能。  

 中小企业奖：Laura van 't Veer（荷兰）  

Laura van 't Veer女士发明了一项基于基因进行的组

织测试，并因此获得了本年度欧洲发明家大奖的中小企

业奖。该测试使得为乳腺癌提供更精确的治疗方法成为

可能。这项技术已经帮助了超过4万名正在进行癌症治

疗的妇女。该技术的成功还意味着，如今需要接受漫长

化疗的病患人数减少了20%到30%。  

 

 研究奖：Ludwik Leibler（法国）  

 

 

Ludwik Leibler先生获得了本年度欧洲发明家大奖的

研究奖，以表彰其为发明新材料“Vitrimer（填充用玻

璃离子）”做出的贡献。这种材料有潜力使得人类在未

来告别塑料垃圾山。它可以轻易被修复，同时完全可回

 

 

Franz Amtmann（左）和Philippe Maugars（右） 

 

L
au

ra van
 '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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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该材料还是玻璃或者金属强有力的代替品，可以被

用于航空器和交通工具制造，也可以被用于电子、建筑

和体育产业。  

 非欧盟国家奖：饭岛澄男，小盐明和汤田坂雅子

（日本）  

今年的欧洲发明家大奖非欧盟国家奖由日本学者饭

岛澄男先生，小盐明先生和汤田坂雅子女士获得。他们

在发现碳纳米管（carbon nanotube）、以及发展碳纳米

管的可持续加工处理方法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碳纳米

管使得电脑运作更加高速、汽车和航空器部件更加坚

固、太阳能组件更加高效。该日本团队发展出的一套生

产流程使得碳纳米管甚至可以被制成生物医药用于癌症

治疗。 

  公众奖：Ian Frazer（澳大利亚）和周健（中国）  

Ian Frazer先生和已故的周健先生获得了本届欧洲发

明家大奖的公众奖，以表彰他们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预

防宫颈癌的疫苗“Gardasil”。这支疫苗保护女性免受由

人类乳突病毒引起的宫颈癌侵扰，同时已经拯救了全世

界成千上万妇女的生命。周健先生遗孀孙小依女士代表

其出席了颁奖仪式。公众奖的得奖标准单纯取决于公众

的在线投票结果。今年公众的选择十分明确。在总共征

集到的4万7千张选票中，有32%的选票被投给了这支澳

大利亚-中国研究团队（本届公众奖候选人共15位）。  

 

 

饭岛澄男（中），小盐明（左）和汤田坂雅子（右） 

 

欧专局就获奖情况发布的官网新闻链接如下： 

http://www.epo.org/news-issues/
news/2015/20150611.html  

 

欧专局“欧洲发明家奖项”专题版块 ： 

http://www.epo.org/learning-events/european-
inventor.html   

Ian Frazer（左）和孙小依（右）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5/20150611.html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5/20150611.html
http://www.epo.org/learning-events/european-inventor.html
http://www.epo.org/learning-events/european-invent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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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友好型”欧洲单一专利年费方案获得通过 

欧洲专利组织行政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专职委员会

在今年6月24日以四分之三多数通过了欧专局递交的

“True Top 4”单一专利年费提案。根据该提案，单一专

利的年费水平将等同于目前欧洲专利指定生效最多的四

个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和荷兰）的年费之和。 

 欧专局官方网站就此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新闻公

告，欧专局局长博客也对这一欧洲单一专利发展进程中

的重要事件进行了评述。 

   

自2013年3月起，欧洲专利组织行政管理委员会下

属的专职委员会即开始筹备欧洲单一专利保护的具体实

施方案。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提供一份切实可行的

年费方案。制定这份年费方案时，专职委员会一方面要

考虑以较低的费率水平来加强单一专利对申请人的吸引

力，另一方面也要维持一个较为合理的费率水平以确保

收取的费用足够维持专利体系的正常管理开支。 

 在现行的欧洲专利体系下，一件欧洲发明专利在

获得欧专局授权后，必须到其寻求保护的各成员国去逐

一进行生效程序才可获得与该成员国国内专利同等的效

力。 

 上述做法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而言，从管理

（年费期限监控、联系各成员国代理机构等）和财务上

都带来了额外的成本和压力。也是由于这一原因，根据

欧专局统计，目前欧洲发明专利在获得欧专局授权后平

均只在三、四个成员国生效。这导致持有欧洲发明专利

的企业在其他没有生效的欧洲国家无法获得保护，从而

无力对抗在这些国家遭遇的恶意仿制行为。  

鉴此，近四十年来，创设一项在欧盟成员国境内统

一有效的单一专利的呼声始终不绝于耳。此次专职委员

会做出的针对单一专利年费的决定，使得欧洲范围内统

一的专利保护体系建设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欧洲专利组织行政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专职委员会在

今年6月24日以四分之三多数通过了欧专局递交的

“True Top 4”单一专利年费提案。根据该提案，单一专

利的年费水平将等同于目前欧洲专利指定生效最多的四

个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和荷兰）的年费之和。这也

是该提案被称为“True Top 4”的原因。 

 以第三年年费为例，如果权利人希望在参与单一

专利的25个成员国都获得保护，那么在新方案下，他仅

需向欧专局缴纳第三年年费，且年费数额仅为德、法、

英、荷四国第三年年费之合；而在原有体系下，则需分

别到25国专利局缴纳年费，年费数额也远高于新的

“True Top 4”方案。 

 据欧专局统计，目前一项欧洲专利的平均存续时

间在十年左右。而根据此次“True Top 4”提案，在前十

年，一件单一专利的年费总额将低于5000欧元；而在其

存续的20年期间所需支付的年费总额也仅为35555欧

元。相比之下，在现行的欧洲专利体系下，如果要在全

部已经加入单一专利体系的25个国家分别维持一件欧洲

专利的效力，前十年的年费总额就高达29500欧元，而

在整个20年存续期间的年费总额更是高达158621欧元。 

“True Top 4”方案下年费水平和现行欧洲专利体系

下25国总年费水平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文字/黄若微（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背景介绍 

基本情况 



 

      9 

 
资讯•动态 

   

Information • Trend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通讯总第2期 

 

 
 

 



 

      10 

 
资讯•动态 

  

Information • Trend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通讯总第2期 

欧专局新闻公告原文，请参见： 

http://www.epo.org/news-issues/
news/2015/20150624.html  

 

欧专局局长博客原文，请参见： 

http://blog.epo.org/unitary-patent-2/unitary-
patent-an-attractive-option-for-the-renewal-
fees/  

 

 

由上表可见，与现行体系相比，这次通过的年费提

案能将总的年费费用降低约78%。如此显著低廉的年费

成本（尤其是前十年），显然大大增强了单一专利对申

请人（尤其是中小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个人发明

人）的吸引力。  

此外，现行体系下的其他成本（主要包括翻译费用

以及在各成员国生效时需要支付给代理机构的费用）在

新提案通过后也将有显著降低。 

 

   

在通过了单一专利年费方案之后，专职委员会的下

一步工作重心将是年费在各成员国之间的分配方案。这

是因为，在新的单一专利体系下年费改由欧专局统一收

取，而不再由各成员国专利局分别收取，专职委员会将

决定此项收入应如何在参与的各成员国和欧专局之间进

行分配。 

 预计在今年秋天，包括年费及其分配方案在内的

一揽子单一专利费用规定将起草完毕并获得通过。 

  

 

 

后续工作 

欧洲专利局（慕尼黑）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5/20150624.html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5/20150624.html
http://blog.epo.org/unitary-patent-2/unitary-patent-an-attractive-option-for-the-renewal-fees/
http://blog.epo.org/unitary-patent-2/unitary-patent-an-attractive-option-for-the-renewal-fees/
http://blog.epo.org/unitary-patent-2/unitary-patent-an-attractive-option-for-the-renewal-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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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于今年六月初在其网站上发

布了2014年度报告（PDF版本）。报告共104页，分为十

五个部分，其内容涉及年度主要数据、欧洲商标与外观

设计网络、人事改革与财务、审计以及2015年度工作展

望等。  

报告中涉及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与中国申请人相关

的内容）由我们整理如下：  

 

 

欧盟商标  

2014年度，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受理商标申请超过

117000件，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2014年的涨幅随略

低于历史平均，但仍体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尤其是考

虑到持续影响各申请大国的经济危机冲击。从申请途径

来看，商标直接申请较上一年增长了4.4%；而国际注册

则减少了5.6%（占申请总量的14.6%）。从申请提交方

式来看，电子提交仍然是最受欢迎的。2014年底，有

98%的申请通过电子方式被提交，这一数据较去年增长

了2.5%。  

自2014年11月起，“快速通道（Fast track）”一经

引入，立即获得了用户的青睐。一件申请进入快速通道

的主要条件是：商品和/或服务分类必须选自官方数据

库，且相关费用在提交申请之时被缴纳。只要该条件被

满足，该商标从提交到被公开的时间将被缩短一半甚至

更多。自引入“快速通道”这一选项起截止2014年底，

短短一个月之内，有25%的欧盟商标申请通过该选项获

益。 

 针对已公开的欧盟商标申请的异议率在过去三年

来以微弱的趋势逐年递减，如今这一数字停留在12%左

右。2014年仅有15500件商标异议被提起。其中，通过

电子方式提交的商标异议在上一年度猛增至65%。 

 此外，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在2014年受理商标撤

销程序近1400件，与上一年度持平。从总体趋势上看，

近年来被撤销的商标所占比例持续下降至低于0.2%。 

 欧盟外观设计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在2014年度共受理注册式欧盟

外观设计近98000件，增长1%，其中国际申请数量超过

10300件，增长了5%。虽然略低于预期，但是考虑到当

前的经济环境，这一增长仍可称稳健。通过电子途径提

交的申请占到总数的92%，这一数据较去年增长了

12%。 

 与欧盟商标相似地，欧盟外观设计申请满足一定

条件后可以启用“快速通道”。从递交申请到被注册最

快可能在两个工作日内完成。 

 2014年度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共收到欧盟外观设

计无效申请393件，与上一年度相比增长了16%。 

申诉委员会  

2014年，申诉委员会共收到3284件申诉，较上一年

度增长了26%；做出了2783项决定，较上一年度增长了

8%。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发布2014年度报告 

文字/吴小亚（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年度数据 

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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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商标和外观设计网络（European Trade Mark 

and Design Network，英文缩写“ETMDN”）是欧盟内部

市场协调局和其他欧盟知识产权局、以及用户组织高度

合作的成果。该网络如今已成为欧盟知识产权系统流畅

运作的关键元素。  

在该项目下，几个大型数据库的整合工作在去年得

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中，TMview数据库中已经包含了超过2700万件

商标信息。这些信息来自全部45个欧盟商标主管机构、

以及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

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摩洛哥、挪威等。2014年，

南韩、冰岛陆续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十个成员国也

拥有自己版本的TMview数据库。2014年间，使用

TMview数据库进行的检索次数已经累计超过520万次。

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是最常使用该数据库的国家。 

 TMclass数据库的重要性也正在持续而稳定地发

展。截至2015年初，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商标主管机构都

开始使用这一包含6万5千个商品和/或服务分类、以及

支持31种语言的数据库。这是欧盟合作史上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至2014年底，共有41个国家和区域商标主管机

构接纳的商品和/或服务分类被囊括到TMclass 中。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英文缩写“SAIC”）商标

局也已于去年3月加入TMclass数据库，用户已经可以用

中文在该数据库中进行检索（详细中文介绍请参见：

http://www.huasun.eu/ipnews/270 ）。  

此外，Designview数据库目前涵盖了包括欧盟内部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大楼（阿利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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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协调局在内的26个知识产权主管机构，超过4百万

件外观设计，支持28种语言。自2012年11月被引入至

今，已有来自135个国家的83万次检索。 

 在国际合作方面，2014年间，欧盟内部市场协调

局积极运作了一系列技术方面的国际项目。包括和非欧

盟知识产权主管机构的双边合作、以及一系列欧盟筹备

的项目。这些项目多聚焦于IT合作以及对主要数据库进

行拓展。 

 基于2014年的双边合作协议，中国加入了TMclass

数据库。在与中国的合作项目中，“IP KEY”是一项计划

在2013至2016年间完成的重要项目。该项目旨在为欧洲

知识产权权利人以及发明人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提供帮

助。基于这一项目，中国方面需要促成一个更加高效、

透明和公平的知识产权环境。该项目下开展的活动包括

专题讨论会和同行们就最佳实践方式进行对等交流。在

该项目实施的第二年（2015年），计划对推行TMview

以及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正式加入Designview

进行可行性研究。 

  

 

作为2011-2015五年战略规划的最后一年，欧盟内

部市场协调局将面临一系列的重大挑战。欧盟内部市场

协调局将继续发展新网站和其提供的各类在线服务，持

续完善网站性能，保障用户得到所需信息。对于欧洲商

标和外观设计网络（ETMDN）的投入将催生更多重要成

果。几个重要的IT工具（TMclass、TMview、Designview

等数据库）已由参与其中的各个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协

助提高其效率和完善其质量。2013年间由欧盟委员会提

议的欧盟商标系统改革很有可能在2015年内得到实施。 

未来一年，保障和提高用户服务质量以及推行改革将会

成为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的首要任务。 

  

 

展望未来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2014年度报告PDF版本：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
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
about_ohim/annual_report/
annual_report_2014_en.pdf  

 

TMclass数据库入口： 

http://tmclass.tmdn.org/
ec2/;jsessionid=40D9BFA96CC7A4B59C90D
0E9DE3BAB33.ec2t3?lang=en 

  

TMview 数据库入口： 

https://www.tmdn.org/tmview/welcome.html?
lang=en  

 

Designview 数据库入口： 

https://www.tmdn.org/tmdsview-web/welcome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about_ohim/annual_report/annual_report_2014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about_ohim/annual_report/annual_report_2014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about_ohim/annual_report/annual_report_2014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about_ohim/annual_report/annual_report_2014_en.pdf
http://tmclass.tmdn.org/ec2/;jsessionid=40D9BFA96CC7A4B59C90D0E9DE3BAB33.ec2t3?lang=en
http://tmclass.tmdn.org/ec2/;jsessionid=40D9BFA96CC7A4B59C90D0E9DE3BAB33.ec2t3?lang=en
http://tmclass.tmdn.org/ec2/;jsessionid=40D9BFA96CC7A4B59C90D0E9DE3BAB33.ec2t3?lang=en
https://www.tmdn.org/tmview/welcome.html?lang=en
https://www.tmdn.org/tmview/welcome.html?lang=en
https://www.tmdn.org/tmdsview-web/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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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 

就知识产权和欧洲企业业绩发布调查报告  

欧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组织（European Observato-

ry on Infringemen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下

简称为“观察组织”）此前曾就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

欧洲经济做出的贡献进行了调查研究，该研究作为观察

组织“知识产权贡献调查（IP Contribution study）”项

目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被公布。今年六月，观察组织完成

了“知识产权贡献调查（IP Contribution study）”项目

下的第二份研究报告：《知识产权和欧洲企业业绩：一

项经济分析（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irm perfor-

mance in Europe: an economic analysis）》。 

 该报告就欧洲范围内拥有知识产权和没有知识产权

的企业的经济业绩进行了对比分析。报告中涉及的知识

产权包括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的发明专利、商标和外

观设计（以及这三种类型之间的各种组合）。该报告旨

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以及提高欧洲公民的知识产

权意识。我们在此将报告的重要内容节选总结如下: 

  

一、主要结论 

报告中的数据分析采用了以下三种方法：描述统计

（descriptive statistics）、计量和经济分析

（econometric analysis）以及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

sis）。针对调查而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报告得出主要

结论如下: 

  

总的来说，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的规模 

比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大  

 

通过对员工数量的调查显示，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

的员工数量比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员工数量多出6倍。 

  

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的员工人均创收 

高出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人均创收29% 

 

该项结论可称为此次调查研究的中心结果。按照不

同的知识产权权利类型分别来看：拥有发明专利的企业

人均创收高出26%；拥有商标的企业人均创收高出

29%；拥有外观设计的企业人均创收高出31%。 

 

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比没有知识产权的 

企业平均多支付20%的工资成本 

 

该结论尤其体现在拥有发明专利的企业上。此类企

业较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多支出41%的工资成本。其次

是拥有外观设计的企业，多支出23%的工资成本。然后

是拥有商标的企业，多支出19%的工资成本。 

  

 约40%的大企业拥有知识产权； 

9%的小企业拥有知识产权  

 

对大企业而言，拥有知识产权的大企业的员工人均

创收比没有知识产权的大企业多4%。 对小企业而言，

 

文字/吴小亚（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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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只有9%的小企业拥有知

识产权，但拥有知识产权的

小企业的人均创收超过没有

知识产权的小企业约32%。 

 上述前三点结论基于对

132277家企业的调查结果得

出；上述最后一点结论基于

对130555家企业的调查结果

得出。报告中提及的各企业

知识产权相关情况与ORBIS

数据库中的信息一致。该数

据库为用户提供数百万欧洲

企业的财务和其他方面信

息。 

  

二、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此次研究确认了拥有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和企业的

业绩之间存在强而有力的正面联系。然而，该报告中的

结论应当被谨慎解读。报告中的数据并不意味着鼓励企

业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利用会优化他们的业绩。此外，该

调查的数据来源主要为ORBIS数据库，而ORBIS数据库中

的信息并不完备。不充分的信息也对此次研究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 

 未来可以分别针对制造和服务类企业的子样本进行

分析，以更深入地探究知识产权对企业业绩在各领域形

成的冲击；另一个未来的研究方向或许是：就知识产权

对中小企业和年轻企业的冲击进行更透彻的探索；更加

具有挑战性的研究主题是：更高质量的知识产权或许会

比低质量的知识产权对企业业绩造成更强烈的冲击。  

 

 

 

 

《知识产权和欧洲企业业绩：一项经济分析》

PDF版本：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
documents/11370/80606/
Intellectu-
al+property+rights+and+firm+performance+in
+Europe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官网关于发布该报告的新

闻：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
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
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
w&p_p_col_id=column-
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
d=2189796&journalRelatedId=manual/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阿利坎特）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80606/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firm+performance+in+Europe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80606/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firm+performance+in+Europe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80606/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firm+performance+in+Europe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80606/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firm+performance+in+Europe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80606/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firm+performance+in+Europe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189796&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189796&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189796&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189796&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189796&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189796&journalRelatedId=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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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在其官

网上发布了由欧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组织（European 

Observatory on Infringemen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下简称“观察组织”）编写的2014年度报

告。该报告目前有PDF版本可供阅览。PDF文件共63页，

目录如下： 

 

01.    局长寄语  
02.    观察组织和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 

03.    数码世界中的知识产权  
04.    公众认知  
05.    法律和国际  
06.    执法  
07.    经济和数据  
08.    包括国际合作在内的合作项目  
09.    交流  
10.    2015面临的挑战  

 

我们在此仅节选重要内容翻译概括如下： 

 一、观察组织发展概况  

观察组织在2014年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2014年

底，除来自28个成员国的代表之外，观察组织成员还包

括57个来自私人领域的代表、7个民间团体的代表、10

个国际组织以及10位受邀参与的欧洲议会议员。  

二、主要成果  

2014年的工作项目是贯彻“2014-2018四年工作计

划”的第一年。在2013年间，观察组织同欧专局合作发

布了第一份主要研究报告：“知识产权贡献调查（IP 

Contribution study）”。该研究主要展示了知识产权对

欧盟范围内的就业、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起到的重要影

响。根据该报告：欧盟范围内39%的经济活动和90%的

对外贸易源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欧盟26%的工作岗

位由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直接创造，另有9%的工作岗位

由其间接创造。该研究结果在2014年间得到了更加广泛

的关注，且开始对知识产权进行的普遍讨论产生冲击。

2014年，关于知识产权所做贡献的第二阶段研究也已展

开。此次的研究聚焦在企业之上，调查分析了使用知识

产权和没有使用知识产权的企业之间的区别，且对欧洲

中小企业运用知识产权的情况进行了描述。 

 观察组织于2013年11月公布了一项重要研究：

“知识产权意识调查（IP Perception study）”的结果。

该研究调查了来自28个成员国26500位公民对待知识产

权的态度。结果表明，尽管绝大部分公民重视知识产

权，但他们言行中仍然存在许多忽视知识产权的现象。

许多调查参与者表示在某种原因下可以接受知识产权侵

权。尤其是年轻人们，更有意愿向制度发起挑战。这些

结果构成了于2014年开展的后续研究以及为提高年青一

代知识产权意识而努力的基础。 

 一项重要的系列研究在2014间年得以开展：“知

识产权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量化” 。该研究项目旨在

估量欧盟境内的仿冒和盗版规模。这一系列研究项目划

分为三个部分：1. 仿冒，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

2. 数码内容（包括音乐、电影和电子书），与欧盟委员

会联合研究中心合作；3. 其他由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自

行开展的部门性研究。 

 此外，“执法数据库（Enforcement data-

 

 

欧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组织发布2014年度报告  

文字/吴小亚（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报告•数据 
Report • Data 

 

      18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通讯总第2期 

 

 

base）”、“防伪智能支持工具（Anti-Counterfeiting 

Intelligence Support Tool）”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14

年间启动的主要数据库：“孤儿作品数据库（Orphan 

Works database）”已自2014年10月起全面投入使用。 

 三、国际合作  

观察组织受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委托，两者共同肩

负加强国际合作、促成紧密联盟、使欧盟范围内知识产

权相关政策更加完善、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得以提升的重

任。欧盟内部协调局参与的“东盟知识产权保护项目三

期（ECAP III）”、中国的“IP Key”项目、和俄罗斯以及

印度的项目使得观察组织可以就在上述区域内“如何提

高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如何帮助欧盟企业进行投资

以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此外，一个欧盟代表团网络在2014年间被建立起

来。该项目旨在：1. 创建一个可以提高知识产权事务处

理效率，且帮助欧盟企业在第三国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

网络；2.  （为欧盟企业）树立知识产权意识、增长知识

产权相关知识及如何使其适应全球大框架的知识。该网

络的成员为被派驻“特定他国”的欧盟代表团。“特定

他国”指欧洲委员会认为重要的国家，如，中国、巴

西、俄罗斯和土耳其。 

 四、2015年面临的挑战  

2015年，观察组织将发布第二阶段的“知识产权贡

献调查（IP Contribution study）”；更加深入地研究知

识产权侵权带来的经济后果；对商业秘密在欧洲中小企

业间扮演的角色、以及欧洲中小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使用

进行分析；调查年轻人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 

此外，进一步拓展执法工具的覆盖范围和功能也是

观察组织2015年工作重点之一。   

 

 

 
 

欧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组织2014年度报告PDF

版本：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
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
documents/about_us/Annual_report/2014/
Annual_Report_2014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about_us/Annual_report/2014/Annual_Report_2014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about_us/Annual_report/2014/Annual_Report_2014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about_us/Annual_report/2014/Annual_Report_2014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about_us/Annual_report/2014/Annual_Report_2014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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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大知产局质量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欧专局名列第一  

《知识产权资产管理（Intellectual Asset Manage-

ment）》杂志第72期中刊登了一篇就世界五大知识产权

局质量进行分析调查的文章。调查结果显示，欧洲专利

局位列世界五大专利局之首。 

 今年早些时候，《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杂志在世界

范围内对超过650位知识产权专业人士（包括企业内部

知识产权经理、专利非实施实体执行官、私人执业律

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在被问及“各个专利局所授予的

专利质量”时，87%参与调查的私人执业律师认为欧专

局所授予的专利质量“好（good）”（25%）或者“卓

越或非常好（excellent or very good）”（62%）；40%

参与调查的私人执业律师认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所授

予的专利质量可以用“好”（26%）或者“卓越或非常

好”（14%）来评价。针对同一主题，81%参与调查的

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经理

认为欧专局所授予的专

利质量“好”（21%）或

者“卓越或非常好”

（60%）；35%参与调查

的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经

理认为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所授予的专利质量

可以用“好”（26%）或

者“卓越或非常好”

（14%）来评价。 

《知识产权资产管

理》杂志第72期中刊登

的涉及五大知识产权局

对比的调查主要针对以

下三个方面： 

 

 被授权发明专利的质量  

 被授权发明专利的质量较去年的变化  

 服务质量  

 

调查对象分为：企业、私人执业律师、专利非实施

实体。 

 欧专局在各个方面的调查结果均排在五大专利局之

首。尽管欧专局在之前的调查结果中已经取得了优异成

绩，此次调查中，有14%的企业和私人执业律师以及

19%的专利非实施实体认为欧专局的服务质量较去年还

要令人满意。日本专利局在此次调查中位列第二。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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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排位分别是美国专利商标局、韩国专利局和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对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评价相对两极

化。尽管对其的评价主要是“差强人意（adequate）”

或者“好（good）”，但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的

“差（poor）”的比例却是五大知产局中最多的。其

中，6%的私人执业律师和16%的企业向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给出了差评。此外，美国专利商标局也受到不少批

评。12%的企业和14%的私人执业律师认为情况比去年

变得更糟。不过，调查对象们相信，他们已经看到了美

国专利商标局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实质进步。 

 针对上述调查，欧专局于2015年6月3日在官网发布

了相关新闻。2015年6月5日，欧专局局长博客中刊登了

Benoît Battistelli先生就此次《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杂志

的调查发表的感想。 

 Benoît Battistelli先生在博文中提到：此次《知识产

权资产管理》杂志调查的结果使他感到非常自豪且倍受

鼓舞。喜人的成绩得益于欧专局一直以来致力于贯彻实

施的质量政策。欧专局要做的不是满足用户的期待，而

是超越用户期待。欧专局将继续坚持贯彻质量和效率政

策：包括人员培训、前沿的IT系统、精简结构和流程

等。 

  

欧专局官网相关新闻链接： 

http://www.epo.org/news-issues/
news/2015/20150603.html  

 

欧专局局长博客文章： 

http://blog.epo.org/quality-2/epo-found-to-
issue-highest-quality-patents-and-offer-best-
service/   

 

《质量和获取》（节选自《知识产权资产管

理》杂志第72期）：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
onet.nsf/0/4783c6465d9a2b5fc1257e5900242
b3f/$FILE/IAM72_benchmarking_q_p_en.pdf  

 

《知识产权资产管理（Intellectual Asset 

Management）》杂志官网： 

http://www.iam-media.com/  

 

欧专局官网质量版块页面： 

http://www.epo.org/about-
us/office/quality.html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5/20150603.html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5/20150603.html
http://blog.epo.org/quality-2/epo-found-to-issue-highest-quality-patents-and-offer-best-service/
http://blog.epo.org/quality-2/epo-found-to-issue-highest-quality-patents-and-offer-best-service/
http://blog.epo.org/quality-2/epo-found-to-issue-highest-quality-patents-and-offer-best-service/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4783c6465d9a2b5fc1257e5900242b3f/$FILE/IAM72_benchmarking_q_p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4783c6465d9a2b5fc1257e5900242b3f/$FILE/IAM72_benchmarking_q_p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4783c6465d9a2b5fc1257e5900242b3f/$FILE/IAM72_benchmarking_q_p_en.pdf
http://www.iam-media.com/
http://www.epo.org/about-us/office/quality.html
http://www.epo.org/about-us/office/qual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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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9日，《2015欧盟仿冒品情况报告》正

式发布。这是第一份就欧盟仿冒品问题做出的广泛且透

彻的报告。中国作为欧盟境内仿冒品第一大来源国，成

为报告研究的重点之一。  

该报告由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和欧盟内部市场

协调局（OHIM）合作，通过欧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组

织（European Observatory on Infringemen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调查发布。报告主旨在于信息传播，

使欧盟和成员国层面的普通公众、产业界、决策者和从

业者们对当前在欧盟范围内进行仿冒品生产和分配的有

组织犯罪集团进行了解。此外，报告还就仿冒和其他犯

罪领域的联系，欧盟境内产品仿冒的规模和范围，如何

发现、阻止和减小仿冒带来的影响等内容进行了探索。 

 针对这一报告的发布，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于

2015年4月29日在其官网发布了一则新闻，对该报告的

内容和意义进行了简介。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的新闻中指出： 

 

 “虽然绝大比例的仿冒源自欧盟外部，

但该报告着重调查了欧盟内部日趋严重的

仿冒情况：源自比利时、捷克、意大利、

波兰、西班牙和英国的仿冒案件。生产销

售仿冒品的利润可观，风险很小。仿冒品

生产者甚至与欧盟内外的其他犯罪组织，

如人口贩卖组织勾结。因特网是仿冒品最

重要销售渠道。电商们以低廉的价格，24

小时无休的服务和直接交货等特点牢牢抓

住了一批消费者，以致其营业额甚至能和

权利人分庭抗礼。由于仿冒案件往往具备

涉及多国司法辖区、容易逃避抓捕、仿冒

平台易于转移或重建、以及客户源不易流

失等特点，使得此类案件很难被杜绝。”  

 

该新闻中还特别提到： 

 

 “报告探究了涉及仿冒品分配的中国籍

有组织犯罪集团是怎样的高流动性、专业

团队。他们在意大利与‘克莫拉组织’ 
（注：此处指代黑社会性质秘密组织）有

密切关系，且合作进口仿冒品。欧洲范围

内的中国移民群体分布甚广。在意大利一

些省集中存在许多中国仿冒品交易，这些

仿冒品都与纺织和时尚产业相关。马德里

的一些部分和其郊区也被中国籍有组织犯

罪集团渗透。这些犯罪集团在全欧洲范围

运转，他们利用合法行业暗中运作仿冒产

品。他们还建立和发展了与之共谋的汇款

组织网络，帮助他们进行洗钱和向中国转

移巨额资金。”  

 

报告第14页中指出：欧盟境内流通的仿冒品超过三

分之二源自中国。然而，中国对于这一问题也日渐重

视。报告第15页中提到：中国也正在持续努力，阻止本

国境内的仿冒品生产。随着中国逐渐开始发展知识产权

密集型产业，尤其当中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品牌被侵

权，知识产权在中国越来越得到重视。近期，中国上海

警方和伦敦警方联手调查一件中国中介协助生产仿冒服

装和配饰，并将其运给英国境内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案

件。中国正在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其对仿冒

品的生产销售进行打击的决心。 

 该报告共计70页，PDF文件共8.39MB，内容丰富详

实，对了解欧盟仿冒品市场现状助益颇多。报告目录如

下： 

 

 

报告显示欧盟境内流通的仿冒品逾三分之二源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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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前言（Foreword）   

02/执行概要（Executive Summary） 

03/方法（Methodology）  

04/引言（Introduction）  

 05/来源和过境国（Source and Transit countries） 

 06/供应链（Supply Chain） 

 07/其他帮助者和实现者（Additional Facilitators and 

Enablers） 

 08/有组织犯罪集团（Organised Crime Groups） 

 09/未来的考虑/展望/挑战（Future Considerations/

Outlook/Challenges）  

 10/结论（Conclusions） 

 11/法律框架（Legal Framework） 

 12/缩略语列表（List of abbreviations） 

 13/参考文献（References）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新闻链接：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
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
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
w&p_p_col_id=column-
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

d=2066758&journalRelatedId=manual/   

 

《2015欧盟仿冒品情况报告》下载链接：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
documents/11370/80606/2015+Situation+Rep
ort+on+Counterfeiting+in+the+EU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066758&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066758&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066758&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066758&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066758&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066758&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80606/2015+Situation+Report+on+Counterfeiting+in+the+EU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80606/2015+Situation+Report+on+Counterfeiting+in+the+EU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80606/2015+Situation+Report+on+Counterfeiting+in+th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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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30日，德国专利商标局（Deutsches Pa-

tent- und Markenamt, 以下简称DPMA）在其官网公布了

2014年度报告。源自中国申请人的发明专利去年在发明

专利申请量来源国榜单中榜上无名，而今年以524件的

申请量位列第八。源自中国的实用新型（547件）和外

观设计（590件）也分别在各自的榜单中名列第四和第

五位。此次年度报告中并未公布商标申请量来源国榜

单。报告总体主要可划分为两大部分：针对各类工业知

识产权的年度情况分别介绍、针对DPMA及其他相关信

息的介绍。此次报告的主要内容由我们总结如下： 

 

 

 一、针对各类工业知识产权的介绍  

1.    发明专利  

2014年，DPMA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65958件，较上

一年度增长了4.4%。这一成绩再次刷新了DPMA的记

录。其中71.1%的申请为电子方式提交，较去年有所增

长。总申请数中的6042件是基于PCT申请的国家阶段。

最终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申请占总数的43.1%，这一比

率较去年增长了5.6%。在实质审查阶段被驳回的申请占

23%。有11783件进入到实质审查程序的申请由于申请

人的撤回或者未缴纳官费而被终止程序。 

 以DPMA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为标准，申请来

源国的排序依次如下： 

 德国：48144件，占总申请数的73.0% 

 美国：6056件，占总申请数的9.2% 

 日本：5336件，占总申请数的8.1% 

 韩国：1383件，占总申请数的2.1% 

 奥地利：1044件，占总申请数的1.6%  
 瑞士：814件，占总申请数的1.2%  
 台湾：577件，占总申请数的0.9%  
 中国大陆：524件，占总申请数的0.8%  

其他国家和地区：2080件，占总申请数的3.2%  

德国国内的发明专利申请最主要的来源地是南德的

两个州：巴伐利亚州15533件，巴登符腾堡州14533件。 

2014年度，按提交的申请数量对申请人（企业）进

行排名，前十除了来自美国的Ford Global Technologies 

LLC和GM Global technology operations LLC分别名列第六

和第七之外，其他全部为德国企业。前三强及其申请数

为： 

 Robert Bosch GmbH（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4008件  
 Schaeffler Technologies GmbH & Co. KG（舍弗勒公

司）：2518件  
 Siemens AG（西门子公司）：1806件 

从发明专利申请分布的技术领域来看，申请量领先

的技术领域仍为汽车、机械、电气等。汽车技术领域发

明专利申请的数量较去年增长了10.5%，但仍然是申请

量最多的领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10月24日公布的专利法

修正案对2014年度DPMA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领域的

业务流程仍然起着明显的改善作用。基于该修正案而得

以实现的实质审查阶段的扩展检索报告和在线档案查询

系统是用户长久以来的期望。截至2014年12月，已有约

100 000件案件的档案可以通过在线查询。而这一数据

每天仍在上升。 

 

 

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2014年度报告 

内容总结 

文字/吴小亚（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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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用新型 

2014年，受理实用新型申请共14748件，较上一年

度下降约4.7%。其中1398件申请由发明专利申请中分离

而来。申请总数中的88.7%被成功注册（共13082件）。

2044件申请被驳回、撤回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未被注册。

20337件实用新型的保护期限被延长。15071件实用新型

基于放弃或未缴纳维持费而失效。截至2014年年底，共

有87770件有效的实用新型。 

以DPMA受理的实用新型申请数量为标准，申请来

源国的排序依次如下： 

 德国：10948件，占总申请数的74.2%  
 台湾：837件，占总申请数的5.7%   
 美国：659件，占总申请数的4.5% 

 中国大陆：547件，占总申请数的3.7% 

 奥地利：374件，占总申请数的2.5% 

 瑞士：271件，占总申请数的1.8% 

 日本：144件，占总申请数的1.0%  
 意大利：101件，占总申请数的0.7%  
 其他国家和地区：867件，占总申请数的5.9%  

德国国内的实用新型申请最主要的来源地是：北莱

茵威斯特法伦州2866件，巴伐利亚州2436件以及巴登符

腾堡州1936件。 

3.    商标 

2014年，受理商标申请共70678件，较上一年度的

64988件有明显增长。报告认为2013年底推行的无需签

名卡即可在线提交的申请方式（DPMAdirektweb）必然

为这一大幅增长做出了贡献。申请总量中的66613件为

德国商标申请，4065件为国际商标注册的延伸。与

DPMA商标申请量的上升相对比，源于德国的欧盟商标

申请量（18699件）有所下降。66613件德国商标申请

中，有47980件被成功注册。只有6069件由于不满足形

式或实质上的保护条件被驳回。其他导致商标未成功注

册的原因有：申请人撤回、未按时缴纳相关费用。 

2014年间共有3501件异议程序被处理。其中2155

（占总数的62%）件异议程序未对已注册的商标产生影

响。17%的情况是，商标权利人自行放弃部分或全部商

标权利；8%的情况下，由DPMA删除了商标的部分权

利；7%的情况下，由DPMA删除了整个商标。 

德国国内的商标申请最主要的来源地是：北莱茵威

斯特法伦州13767件，巴伐利亚州11587件以及巴登符腾

堡州8195件。此次报告中并未提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商标

申请量的情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间普通商标申请程序的

处理时长为3个月，即从递交申请之日到获得注册一般

仅需要3个月的时间。在提起了加快审查或通过电子提

交申请的情况下获得注册的速度也明显加快。然而，在

提供的商品和/或服务列表有问题的情况下，从提交申

请起至成功注册的时间将可能严重地被延长。 

在产品地理标志领域，DPMA于2014年收到三件新

申请和四件修改申请。经审查后DPMA向位于布鲁塞尔

的欧洲联盟委员会上报了一件新申请和四件修改申请。

2014年欧洲联盟委员会登记了六件德国的地理标志为可

保护的地理标志，其中包括拜仁州的特色食品咸面包圈

（Breze）。 

4. 外观设计 

2014年，受理外观设计申请共7207件（包含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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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23件设计），较上一年度增长约12.2%。DPMA去年

共处理完成了56929件外观设。57.9%的申请人的一件申

请中包含了多件设计。平均来看，每件批量申请中包含

了13.5件设计。从分类来看，第6类（家具）仍然最受

欢迎。共有13415件外观设计属于该分类。 

以DPMA受理的外观设计申请所包含的外观设计数

量为标准，申请来源国的排序依次如下： 

 德国：45916件，占总申请数的77.3%  
 意大利：7604件，占总申请数的12.8% 

 奥地利：2305件，占总申请数的3.9% 

 瑞士：1471件，占总申请数的2.5% 

 中国大陆：590件，占总申请数的1.0%  
 美国：500件，占总申请数的0.8%  
 香港：317件，占总申请数的0.5%  
 日本：163件，占总申请数的0.3% 

 其他国家和地区：557件，占总申请数的0.9% 

德国国内的外观设计申请最主要的来源地是：北莱

茵威斯特法伦州13378件，巴伐利亚州8778件以及巴登

符腾堡州7288件。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中国的外观设计量较2013年的

1510件减少了近40%。 

 

二、针对DPMA及其他相关信息的介绍 

年报的后半部分主要就以下事项做出了介绍： 

 保护著作权协会的监管职权 

 专利律师和其他代理人： 

过去的10年中，被批准的德国专利律师从2255人增

长到3818人。2014年间，共有176人被批准参加专利律

师培训。 

成功从大学的技术或自然科学专业毕业的人才有资

格向DPMA申请参加德国专利律师培训。根据联邦专利

法院2013年底的判决，应用科学大学

（Fachhochschule）不属于《专利律师条例》第六条第

一款第一句中所指“大学”范畴。 

  DPMA内部的各仲裁机构 

  取得DPMA提供的各类资讯的途径 

  DPMA与德国中小企业的合作 

  DPMA内部的IT技术发展（包括各数据库及在线申

请提交系统等） 

 DPMA的团队： 

2014年底，DPMA员工总数为2511人。人员主要集

中在慕尼黑（2211人），235人在耶拿办事处，65人在

柏林技术信息中心。 

 DPMA的财政情况 

 DPMA的国际合作： 

-   PPH（专利审查高速路项目）。2014年间，DPMA

分别与芬兰、奥地利和新加坡达成了PPH协议 

- 审查员交换项目 

- 与他国专利局的合作。DPMA约30年前起就开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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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利商标局2014年度报告》（德文版）

下载链接： 

http://dpma.de/docs/service/
veroeffentlichungen/jahresberichte/
dpma_jahresbericht2014.pdf  

  

年报的英文版目前尚未公布，公布后将可通过

以下官网页面下载： 

http://dpma.de/english/service/publications/
annualreports/index.html   

护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良好关系。2014年9月，

DPMA局长女士向新上任的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下

简称“SIPO”）局长申长雨先生道贺；2014年12月中国

审查员访问DPMA；DPMA与SIPO的合作协议被延长至

2019年；DPMA的专家受邀参与SIPO关于实用新型的圆

桌会议，与SIPO的专家们就重要的程序法问题进行了探

讨。 

 对2014年的回顾（发生的事件及举办的活动） 

 对2015年的展望： 

新的IT系统“DPMAmarken” 将取代旧的数据处理系

统；继续以“Horizont-2020”项目为指导的新欧盟项目

“IPorta 2”；将引入新的用户管理系统，创造更加便捷

且有质量保证的用户体验。 

 各类工业知识产权的详细统计数据       

                               

 

 

 

http://dpma.de/docs/service/veroeffentlichungen/jahresberichte/dpma_jahresbericht2014.pdf
http://dpma.de/docs/service/veroeffentlichungen/jahresberichte/dpma_jahresbericht2014.pdf
http://dpma.de/docs/service/veroeffentlichungen/jahresberichte/dpma_jahresbericht2014.pdf
http://dpma.de/english/service/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index.html
http://dpma.de/english/service/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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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专局发布第八版《Euro-PCT申请指南》 

欧洲专利局于2015-05-29通过其官方网站发布通

告，《Euro-PCT申请指南》第八版已经发布。目前版本

更新至2015年1月。公众可在线获得《Euro-PCT申请指

南》的电子版本，还可以向德国慕尼黑、奥地利维也

纳、荷兰海牙以及德国柏林的欧专局办公室申请免费获

取最新纸质版的申请指南。 

在此对《Euro-PCT申请指南》的内容简要介绍如

下： 

 

 

《Euro-PCT申请指南》旨在为申请人及其代理人提

供申请欧洲发明专利的相关程序概览，为帮助申请人顺

利进行欧洲专利申请的各项补充提供实用建议。为区别

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的《PCT申请指南》，其被命

名为《Euro-PCT申请指南》。 

同时，官方也提醒注意，第八版的《Euro-PCT申请

指南》更新截止到2015年1月1日，因此申请人在参考此

指南时，应特别注意核实相关的变更程序是否自2015年

1月1日起发生效力。 

《Euro-PCT申请指南》的目的在于提供当欧洲专利

局作为以下单位时应注意的问题。 

受理局（RO）  

国际检索单位（ISA）  

补充国际检索单位（SISA）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IPEA）  

指定局或选定局（designated office or elected 

office） 

 

附：最新版《Euro-PCT申请指南》目录  

《Euro-PCT申请指南》中的A至D章（国际阶段部

分）对中国申请人来说并不常用；E章主要关注欧洲专

利局作为指定局和选定局的程序，与中国申请人关系紧

密。为方便中国申请人及代理人迅速查询所需信息，现

将《Euro-PCT申请指南》目录（尤其是与中国申请人密

切相关的E 章）翻译如下： 

A. 概况 [General overview]  

B. 欧洲专利局作为PCT受理局 [The EPO as a PCT re-

ceiving Office]  

C. 欧洲专利局作为国际检索单位（ISA）和补充国际

检索单位（SISA） [The EPO as an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ISA) and a Supplementary International Search-

ing Authority (SISA)]  

D. 欧洲专利局作为国际初步审查单位（IPEA）— 

PCT第二章 [The EPO as an International Preliminary Exam-

ining Authority (IPEA) - PCT Chapter II] 

E. 欧洲专利局作为指定局（PCT第一章）或选定局

（PCT第二章） [Euro-PCT procedure before the EPO as a 

designated (PCT Chapter I) or elected (PCT Chapter II) 

Office] 

I. 概况 [General] 

文字/周弘（HUASUN）   审校/孙一鸣、黄若微（HUASUN）  

内容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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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什么是“进入欧洲阶段”？ [What is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phase"?] 

III. 代理 [Representation] 

IV. 欧洲专利局作为指定局或选定局的申请文件（表

格1200， 第6节） [Application documents on which the 

procedure before the EPO as designated/elected Office is 

based (Form 1200, Section 6)] 

V. 申请文件及其他文件的翻译（表格1200，第7

节） [Transl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and other 

documents (Form 1200, Section 7)] 

VI. 生物材料、核苷酸序列和氨基酸序列 [Biological 

material & nucleotide and amino acid sequences] 

VII. 申请费 [Filing fee] 

VIII. 指定与延伸 [Designations and extensions] 

IX. 补充欧洲检索 [Supplementary European search] 

X. 审查 [Examination] 

XI. 年费及权利要求费 [Renewal fee and claims fees]            

XII. 其他文件的提交 [Filing of other documents] 

XIII. 要求优先权 [Priority claim] 

XIV.欧洲专利局作为指定局对在国际阶段未通过的

Euro-PCT申请的复查 [Review by the EPO as designated 

Office of Euro-PCT applications which fail in the interna-

tional phase] 

XV. 缺乏单一性 [Lack of unity] 

XVI. 欧洲专利局对Euro-PCT申请的公开 [Publication 

of the Euro-PCT application by the EPO] 

XVII. 现有技术 [State of the art] 

XVIII. 分案申请 [Divisional applications]   

 

《Euro-PCT申请指南》现可通过以下途径获取： 

 电子版本《Euro-PCT申请指南》（PDF版本，英

文）：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

eponet.nsf/0/7C5EF05581E3AAC0C12572580035C1C

E/$File/euro-pct_guide_2015_en.pdf  

 纸质版本订阅链接： 

https://forms.epo.org/service-support/ordering/

books-order-form.html                 

欧专局官方通告原文请参见：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
official-journal/2015/05/a44.html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7C5EF05581E3AAC0C12572580035C1CE/$File/euro-pct_guide_20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7C5EF05581E3AAC0C12572580035C1CE/$File/euro-pct_guide_20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7C5EF05581E3AAC0C12572580035C1CE/$File/euro-pct_guide_2015_en.pdf
https://forms.epo.org/service-support/ordering/books-order-form.html
https://forms.epo.org/service-support/ordering/books-order-form.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15/05/a44.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15/05/a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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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专局《欧洲专利申请指南》第一部分现已更新 

欧专局《欧洲专利申请指南》("Guide for appli-

cants")旨在帮助申请人（包括发明人、企业及其代理

人）了解欧洲发明专利授权程序，并提供如何应对程序

各阶段相关事宜的实用性建议。该指南的第一部分

("How to get a European patent, Guide for applicants")针

对的是希望提起欧洲专利直接申请的申请人，第二部分

("Euro-PCT Guide: PCT procedure at the EPO")针对的则是

有意通过PCT途径申请欧洲专利的申请人。 

今年5月，《欧洲专利申请指南》第一部分已经完成

了更新。 

我们在此将欧专局对更新后的《欧洲专利申请指

南》第一部分的介绍总结如下： 

 

《欧洲专利申请指南》第一部分旨在为发明人、企

业及其代理人提供一个程序上的指南概要，其中涵盖了

如何申请欧洲发明专利，并提供了如何应对程序各阶段

相关事宜的实用性建议等内容。 

此次更新的第15版（2015年5月）《欧洲专利申请

指南》第一部分是在2007年12月13日生效的欧洲专利公

约（简称EPC 2000，最近一次修订于2007年12月13日生

效）的基础上完成的。《指南》中引用的条文及实施细

则条文均指向上述版本的欧洲专利公约。《指南》无法

文字/周弘（HUASUN）   审校/孙一鸣、黄若微（HUASUN）  

欧专局官网页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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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尽述欧洲发明专利授权的全部事宜，也并不构成对

欧洲专利公约的官方评论。 

如果您需要更详尽的信息，欧专局在此建议您就相

关问题查询《欧专局审查指南》，其对授权程序的每一

步骤以及欧专局官方实践都有全面详细的说明。 

可获取的格式及修订  

如果您希望查看《欧洲专利申请指南》第一部分的

实时更新版本（目前为第15版，2015年5月），请点击

以下链接查看HTML版本： 

http://www.epo.org/applying/european/Guide-for-

applicants/html/e/index.html 

PDF版本反映了最新的纸质版《欧洲专利申请指

南》第一部分（第15版，2015年5月）的内容。请点击

以下链接下载PDF版本：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

eponet.nsf/0/8266ED0366190630C12575E10051F40

E/$File/

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052015_en.pdf 

HTML版本在用户在线使用方面更有优势，而PDF版

本则提供了最好的线下浏览解决方案并能实现全文检

索。 

用户也可以获取《指南》的纸质版本（如何订阅，

请参见下一部分）。 

作为欧专局在线学习课程的一部份，《指南》的内

容也可以点击以下链接进行了解： 

 

https://e-courses.epo.org/course/view.php?

id=272#section-1 

 

纸质版本订阅  

《欧洲专利申请指南》第一部分（第15版，2015年

5月）的纸质版本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订阅： 

https://forms.epo.org/service-support/ordering/

books-order-form.html 

纸质版本有英语、法语和德语三种版本。 

 

附：《欧洲专利申请指南》第一部分目录（中英

文） 

前言（Foreword）  

A. 概述（General）  

I. 简介（Introduction）  

II. 欧洲专利公约的性质和目的（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III. 与其它国际公约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 to oth-

e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IV. 申请路径选择：国内、欧洲或国际（Choosing a 

route: national, European or international）  

V. 将欧洲专利扩展到非欧洲专利公约国家

（Extending European patents to non-EPC states）  
 

B. 可专利性（Patentability）  

I. 发明（Invention）  

II. 新颖性（Novelty）  

http://www.epo.org/applying/european/Guide-for-applicants/html/e/index.html
http://www.epo.org/applying/european/Guide-for-applicants/html/e/index.html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266ED0366190630C12575E10051F40E/$File/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0520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266ED0366190630C12575E10051F40E/$File/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0520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266ED0366190630C12575E10051F40E/$File/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0520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266ED0366190630C12575E10051F40E/$File/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052015_en.pdf
https://e-courses.epo.org/course/view.php?id=272#section-1
https://e-courses.epo.org/course/view.php?id=272#section-1
https://forms.epo.org/service-support/ordering/books-order-form.html
https://forms.epo.org/service-support/ordering/books-order-f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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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e for accelerated prosecution of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s – "PACE"）  

附件III：欧洲专利申请实例（Annex III Examples of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s）  

附件IV：可以受理欧洲专利申请的机构（Annex IV 

Authorities with which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s may 

be filed）  

附件V：欧洲专利组织成员国关于欧洲专利文件翻

译的要求（Annex V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tracting 

states regarding translations of European patent specifi-

cations）  

附件VI：期限（Annex VI Time limits）  

附件VII：费用（Annex VII Fees）  

附件VIII：专利信息服务（Annex VIII Patent infor-

mation services）               

 

 

III. 创造性（Inventive step）  

C. 准备和提交欧洲专利申请（Preparing and filing a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I. 形式要求（Formal requirements）  

II. 描述你的发明（Presenting your invention）  

III. 提交欧洲专利申请（Filing European patent appli-

cations）  

IV. 提交其他文件（Filing other documents）  

D. 欧洲专利授权程序（The European patent grant 

procedure）  

I. 一般流程（General survey）  

II. 截至到申请公开的程序（Procedure up to publica-

tion of the application）  

III. 欧洲专利申请的公开（Publication of the Europe-

an patent application）  

IV. 审查程序（Examination procedure）  

V. 异议程序（Opposition procedure） 

VI. 限制程序和撤销程序（Limitation and revocation 

procedure）  

VII. 申诉程序（Appeals procedure）  

VIII. 分案申请（Divisional applications） 

IX. 年费（Renewal fees）  

X. 关于期限的一般规定（General provisions govern-

ing periods）  

 

附件I：欧洲专利授权程序概览（Annex I Overview 

of the procedure for the grant of a European patent）  

附件II：欧专局2010年5月4日关于欧洲专利申请加

快程序PACE的通知（Annex II Notice from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dated 4 May 2010 concerning the pro-

欧专局对《欧洲专利申请指南》第一部分的介

绍原文，请参见： 

http://www.epo.org/applying/european/Guide-
for-applicants.html    

 

《欧洲专利申请指南》第一部分HTML版本： 

http://www.epo.org/applying/european/Guide-
for-applicants/html/e/index.html    

 

《欧洲专利申请指南》第一部分PDF版本：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
epo-
net.nsf/0/8266ED0366190630C12575E10051
F40E/$File/
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052015_en.
pdf    

http://www.epo.org/applying/european/Guide-for-applicants.html
http://www.epo.org/applying/european/Guide-for-applicants.html
http://www.epo.org/applying/european/Guide-for-applicants/html/e/index.html
http://www.epo.org/applying/european/Guide-for-applicants/html/e/index.html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266ED0366190630C12575E10051F40E/$File/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0520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266ED0366190630C12575E10051F40E/$File/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0520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266ED0366190630C12575E10051F40E/$File/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0520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266ED0366190630C12575E10051F40E/$File/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0520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266ED0366190630C12575E10051F40E/$File/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0520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266ED0366190630C12575E10051F40E/$File/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052015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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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Dossier现已涵盖五大局的同族专利档案 

Global Dossier服务是一项最早由欧专局和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合作推出的专利档案查询服务，目前已经

涵盖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和欧专局在内的五大知识

产权局，旨在为用户和公众提供专利申请在上述五大局

的同族专利信息（就同一发明向多个专利局提起专利申

请）。欧专局于2015-06-26宣布，Global Dossier服务已

涵盖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的数据，这也意味着，该专利档

案查询服务体系已经全面完成建立。 

承上，该服务项目是由五大知识产权局IP5：欧洲

专利局（EPO）、日本专利局（JPO）、韩国知识产权局

（KIPO）、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以及美国专利

及商标局（USPTO）发起的。五大知识产权局提供各个

专利局在同族专利申请（就同一发明向多个专利局提起

专利申请）中所登记的信息从而简化用户和公众获取同

族专利信息的途径并且提高专利系统的透明度。这一功

能已经被纳入欧洲专利登记簿数据库（European Patent 

Register，数据库入口请见文末所附链接）中。用户查

询某一专利或专利申请并进入该专利或专利申请的信息

页面后，点击左栏“Patent family”选项，即可通过点击

有“Global Dossier”字样的红色提示按钮查看对应的同

族专利申请的官方档案文件。在进入档案文件查看页面

后，英文用户还可以点击“Translated”按钮查看该文件

的英文翻译。Global Dossier服务使用的图文教程请参见

本文下方的链接。 

2014年6月欧专局和中国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档案信

息实现查询，与此同时，Global dossier服务首次启动。

2015年4月，Global Dossier服务扩展至涵盖日本专利局

与韩国知识产权局的数据。而目前，美国专利及商标局

的数据也可通过Global dossier进行查询，因此，该专利

档案查询服务体系已经完成建立并完全覆盖五大知识产

权局。今后，五大知识产权局在Global dossier上提供的

信息都可以通过Espacenet和European Patent Register进

行免费查询。 

 

 

新闻：欧专局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Global 

Dossier服务： 

http://www.epo.org/news-issues/

news/2014/20140605.html 

Espacenet：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  

European Patent Register： 

https://register.epo.org/regviewer  

五大知识产权局网站： 

http://www.fiveipoffices.org/

index.html;jsessionid=17e3hewxsykxl           

该新闻公告原文请见： 

http://www.epo.org/news-issues/
news/2015/20150626.html   

文字/周弘（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更多信息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4/20140605.html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4/20140605.html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
https://register.epo.org/regviewer
http://www.fiveipoffices.org/index.html;jsessionid=17e3hewxsykxl
http://www.fiveipoffices.org/index.html;jsessionid=17e3hewxsykxl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5/20150626.html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5/201506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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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专局“联合欧洲专利登记簿”服务现已上线 

由欧专局主办的《专利信息新闻》（2015年第2

辑）中，刊载了对欧专局新推出的一项在线服务“联合

欧洲专利登记簿”（Federated European Patent Regis-

ter）的介绍。据悉，这一旨在进一步整合进入国家阶段

的欧洲发明专利在各成员国的信息的在线服务已于今年

4月底上线运营。 

相关情况由我们在此介绍如下： 

 

 

欧洲发明专利的申请过程实际上是统一了各个成员

国的申请、审查程序。一项欧洲发明专利在欧专局获得

授权公告后，一般来说需要通过指定生效的成员国的生

效程序，才能在相应的成员国中生效，从而获得等同于

该成员国的一件国内发明专利的效力。  

在欧专局之前提供的在线的欧洲专利登记簿

（European Patent Register）服务中，虽然可以通过法

律状态查询按钮（登记簿页面左侧“legal status”按钮）

查看一项欧洲发明专利在各成员国的状态，但是用户一

般需要分别打开各个成员国官方登记簿的页面进行查

看，相当不便。 

    

 

欧专局在原有的欧洲专利登记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

推出的“联合欧洲专利登记簿”服务将有望解决上述问

题。该项功能已于今年4月底被纳入到现有的欧洲专利

登记簿服务中。 

据悉，此项服务的宗旨在于整合分散在各个成员国

专利登记簿中的信息，并向用户呈现已经欧专局授权公

告并进入国家阶段的欧洲发明专利在相关成员国的最新

的官方著录信息和法律状态信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上述信息均来自成员国官方登记簿，欧专局的联合欧洲

专利登记簿仅负责采集和呈现该等信息，因此，确保信

息准确性、完整性和法律状态信息时效性的责任由参与

此项服务的各成员国专利局自行承担。如果需要获得最

完整和权威的专利信息，欧专局仍建议用户直接进入成

员国官方登记簿进行查询。 

目前，“联合欧洲专利登记簿”尚处在试用阶段。

在试用阶段参与的成员国有卢森堡、塞尔维亚和斯洛文

尼亚。在技术成熟之后，会有更多国家参与提供此项服

务。 

 

 

  用户使用“联合欧洲专利登记簿”服务仍可通过

现有的欧洲专利登记簿入口（https://register.epo.org/

advancedSearch?lng=en）来获得。点击左侧的

“Federated Register”按钮即可进入服务。 

在“联合欧洲专利登记簿”界面中，提供的成员国

专利信息包括： 

 国家代码  
 专利状态 

 申请号 

 公开号 

 权利人 

文字/黄若微（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背景概述 

基本信息 

更多信息 

https://register.epo.org/advancedSearch?lng=en
https://register.epo.org/advancedSearch?l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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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原文请参见欧专局《专利信息新闻》

（2015年第2辑，2015年6月发布）第4页：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
eponet.nsf/0/
BCD113647CB4F2C8C1257E62003B148D/
$File/patent_information_news_0215_en.pdf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网上对欧洲专利登记簿使用

方法的说明，请参见： 
http://www.huasun.eu/eu_patent/legal_status  

 

 

欧专局官网“联合欧洲专利登记簿”页面截图（以EP14151077为例�）�

 失效日期 

 该专利在该国是否有效 

 上次缴纳年费的日期 

 成员国登记簿上次更新日期 

现在也已经有部分成员国可以提供直接指向其官方

登记簿的链接，更加方便用户进行查询。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BCD113647CB4F2C8C1257E62003B148D/$File/patent_information_news_02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BCD113647CB4F2C8C1257E62003B148D/$File/patent_information_news_02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BCD113647CB4F2C8C1257E62003B148D/$File/patent_information_news_02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BCD113647CB4F2C8C1257E62003B148D/$File/patent_information_news_0215_en.pdf
http://www.huasun.eu/eu_patent/legal_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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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德国或欧洲专利申请时，多项权利要求收费吗?  

答：申请欧洲发明专利时，权利要求如果不超过15项的话，没有额外费用。从第16项起（最多50项），每

项需要缴纳官费235欧元。从第51项起，每项需要缴纳官费580欧元。因此，建议尽量将权利要求控制在最多15项。 

申请德国发明专利时，权利要求如果不超过10项的话，没有额外费用。如果是直接申请（电子提交，包括巴黎

公约途径），则从第11项起，每项需要缴纳官费20欧元。如果是PCT进入德国，则从第11项起，每项需要缴纳官费

30欧元。 

申请德国实用新型时，权利要求没有超项费用。 

请注意，PCT进入欧洲地区阶段（申请欧洲发明专利）时，以进入欧洲时的申请文件的权利要求项数为准。 

而PCT进入德国（申请德国发明专利）时，以原始PCT申请文件的权利要求项数为准。但如果PCT申请在国际阶

段权利要求的个数增加并产生从第11项起的超项费用时，则申请人须补缴由于权利要求增加产生的差额费用。

（《德国国际专利协议法》：Art. III §4(3) IntPatÜbkG，2014年4月1日该新加的条款开始生效）  

另外，从属于前面多项权利要求的从属权利要求，如“A device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claims 1 to 3”这种形式的

权利要求，在德国专利商标局和欧专局计算项数时，被认为仅有一项，而不是多项。      

文字/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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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发明专利申请文件的附图需满足什么要求？ 

不满足时，德国专利商标局如何处理？  

答：对于德国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中附图的要

求，《德国发明专利条例》附件2做出了明确规定，主

要规定如下： 

（1）附图图纸的最小页边距须遵从如下规定： 

   上：2.5cm 
   下：1cm 

     左：2.5cm 

     右：1.5cm    

说明书附图可使用的面积不得超出26.2 cm x 17 cm

的范围；摘要附图垂直方向布置时面积可为8.1 cm x 9.4 

cm，水平方向布置时面积可为17.4 cm x 4.5 cm。 

（2）附图不应包含除黑色和白色之外的任何色

彩，黑色色彩应足够浓密，厚度均匀且图片的线条和笔

画都是清晰明确的。 

（3）除正常视图和剖面图以外，发明专利的附图

还可以通过透视图或者分解图来反映。截面图应在不影

响附图中相关参照标记以及引导线的清晰性的前提下，

通过影线明确地体现出来。  

（4）附图的比例和其中的图形应保证，在该图缩

小到三分之二时，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节，

以能够满足复印、扫描的要求为准。如果在特殊情况下

附图中含有相应比例，那么该比例也应合理呈现。 

（5）附图不得在未使用任何制图工具的情况下随

意绘制，且其中出现的数字、文字最小高度不得小于

0.32cm。数字和/或字母一般使用拉丁字母或者按照惯

例的希腊字母。  

（6）一张绘图纸可以包括多张附图，但应合理布

局图片，在不浪费图纸空间的前提下使其彼此明显分

开。申请人应优先选择垂直方向布置附图并且使用阿拉

伯数字按照顺序完成编号。对于有助于理解该申请发明

的现有技术图也可一并附上，但必须清晰的在该图形旁

标注出"Stand der Technik"（现有技术）的字样。一张完

整的图可以绘制在多张纸上，但应当保证每一张纸上的

图组合成一幅完整的图时，不会覆盖单个图的某些部

分。附图中的每一部分均应以相同的比例呈现，除非是

为了保证附图清晰度而不得不采用不同的比例。 

（7） 说明书以及权利要求书中未提及的标记不得

出现在附图中，反之亦然。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说明书

摘要及摘要附图。 

（8） 附图中不得含有任何文字说明，但必不可少

的简要说明除外，如 “水”、“蒸汽”、“开”、

“关”、“A-B部分”抑或是为方便理解电路图、方框

示意图、流程图时必不可少的关键词。 

如果提交的申请文件中的附图未满足上述规定中的

任何一个要求，依据《德国发明专利法》第42条的规

定，德国专利商标局将会寄出一份要求补正申请文件中

附图缺陷的官方通知，一般会要求申请人在通知送达之

日起两个月内补正通知中提到的关于附图的缺陷。在补

交修改文件的同时还应附有一份声明，即声明：修改后

的文件与之前所提交的原始申请文件相一致（《德国发

明专利条例》第15条第2款）。同时，修改后的文件不

能超出原始申请文本的范围。（《德国发明专利法》第

38条）  

如果补正通知中提到的附图缺陷未在规定期限内得

到更正或仅是部分得以更正，那么该申请将有可能依据

《德国发明专利法》第42条被驳回。 

 

德国发明专利相关的法律条文原文链接请参见： 

《德国发明专利法》（PatG：Patentgesetz）：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patg/  

《德国发明专利条例》（PatV: Patentverordnung）：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pa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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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发明专利申请文件的附图需满足什么要求？ 

不满足时，欧专局会如何处理？  

答：对于欧洲发明专利申请文件中附图的规

定，《欧洲专利公约实施细则》第46条和第49条做出了

明确规定，主要要求如下： 

 （a）附图图纸的最小页边距须遵从如下规定：

（R. 46(1)EPC） 

 上：2.5cm 

 下：1cm 

 左：2.5cm 

 右：1.5cm   

（b）可使用的或使用的表面应没有任何边框。

（R. 46(1) EPC）  

（c）附图不应包含除黑色和白色之外的任何色

彩，黑色色彩应足够浓密，厚度均匀且图片的线条和笔

画都是清晰明确的。（R. 46(2)(a) EPC）  

（d）附图的比例和其中的图形应保证，在该图缩

小到三分之二时，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节，

以能够满足复印、扫描的要求为准。（R. 46(2)(c) EPC）  

（e）所有标识在附图上的数字、字母和参考符号

都应该简单清楚。（R. 46(2)(d) EPC）  

（f）附图中出现的数字、文字最小高度不得小于

0.32cm。（R. 46(2)(g) EPC）  

（g）数字和/或字母一般使用拉丁字母或者按照惯

例的希腊字母。（R. 46(2)(g) EPC）  

（h）一张完整的图可以绘制在几张纸上，但应当

保证每一张纸上的图组合成一幅完整的图时，不会覆盖

单个图的某些部分。（R. 46(2)(h) EPC）  

（i）应合理布局图片而不浪费图纸空间，彼此明显

分开。当附图是水平布置时，应当将附图的顶部置于图

纸的左边。（R. 46(2)(h) EPC）  

（j）附图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R. 46

(2)(h) EPC）  

（k）附图编号应该独立于图纸的页码。（R. 46(2)

(h) EPC）  

（l）附图中含有词时，这些词应该可以被其所对应

的翻译替换，同时不会和附图中的任何线条相冲突。

（R. 46(2)(j) EPC）  

（m）纸张应没有任何裂纹、折痕和褶皱。（R. 49

(2)EPC）  

（n）（纸质的）纸张应单面呈现附图。（R. 49(2)

EPC）  

（o）提交的申请文件应满足能够通过电子和直接

方式复制。（R. 49(2)EPC）  

（p）申请文件使用的纸张应柔韧、坚固、洁白、

光滑、无光泽且耐用。（R. 49(3)EPC）  

（q）申请文件应使用A4规格的纸（29.7cm x 

21cm）。（R. 49(3)EPC）  

（r）申请文件每一页都不应有涂改或修改的痕

迹。（R. 49(12)EPC）  

 

如果提交的申请文件中的附图未满足上述规定中的

任何一个要求，依据《欧洲专利公约实施细则》第58条

的规定，欧专局将会寄出一份要求补正申请文件中附图

缺陷的官方通知。通知将要求申请人在通知送达之日起

两个月内补正通知中提到的关于附图的缺陷。如果补正

后的申请文件超过35页，也应额外支付相应的官费。若

未能按时补正缺陷并提交，则根据《欧洲专利公约》

（Art. 90(5)）规定，该欧洲发明专利申请将被驳回。如

果在上述两个月期限内，补正缺陷并且申请文件满足了

官方的形式要求，但是没有按时支付可能产生的额外官

费（因为补正后的申请文件超过35页），该申请将被视

为撤回（《欧洲专利公约实施细则》R. 78(2)）。同时，

对于缺陷修改范围，欧专局要求只能就通知中提到的缺

陷进行修改。 

 

欧洲发明专利相关的法律条文原文链接请参考华孙欧洲

知识产权网： 

http://www.huasun.eu/eu_patent/legal_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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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授权的欧洲发明专利法律状态（含年费缴纳情况）如何

查询 ？   

答：如果通过欧专局官方登记簿“European Patent Register”查询欧洲专利的法律状态（“Legal status”菜单

项），欧专局会在显示查询结果的网页上给出下列提醒： 

"The EPO does not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legal status data relating to the post-grant phase, in-
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ir completeness and fitness for specific purposes, nor can it guarantee that such data are up 
to date. For authoritative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relevant national patent authority."  

所以，如果要查询授权以后（post-grant phase）的准确的法律状态，应该向各个成员国的专利局进行查询。目

前欧专局已经和大多数成员国实施了“deep link”的合作项目，在“European Patent Register”的菜单项“Legal sta-

tus”页面，页面开头列出了所查询的欧洲专利的所有指定国（“Designated contracting states”），已经实施“deep 

link”合作项目的指定国的国家代码有超链接，直接链到该指定国官方登记簿对应页面，显示该欧洲专利在该指定国

的相关法律状态信息。 

欧洲专利年费的缴纳期限取决于申请日（A86(1) EPC）。从第三年起每年需要向欧专局缴纳年费，直到欧洲专

利授权公告所在的那一年的年费被缴纳（A86(2) EPC），这些年费只向欧专局缴纳。之后的年费向欧洲专利生效的

成员国缴纳（Art141(1) EPC），对于年费的高低以及缴纳年费的方法，各成员国也都有自己相应的规定。在大多数

成员国的官方登记簿中，有对专利权利在该国是否有效以及相关年费是否已经缴纳的信息。如果在“European Pa-

tent Register”的菜单项“Legal status”页面所列的指定国没有实施“deep link”，或虽实施“deep link”但查不到是否有

效或年费是否缴纳的信息，则应该和相关国家的专利局联系，以确定欧洲专利是否在该国生效。 

总而言之，目前查询授权后的欧洲发明专利在各指定国是否有效及是否缴纳了相应年费，确实还比较麻烦。不

过，欧专局在“deep link”项目的基础上，目前也已经在其官方登记簿中开发出了“Federated register”功能，试用阶

段参与的成员国有卢森堡、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技术成熟之后会有更多成员国参与提供此项服务。将来在

“Federated register”菜单项中可以一目了然查看到授权后的欧洲专利在各指定国的法律状态。 

 

欧洲专利组织各成员国缴纳年费的相关规定，请参见：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natlaw/en/vi/index.htm  

欧洲专利组织各成员国的专利局网站的链接，请参见： 

http://www.epo.org/service-support/useful-links/national-offices.html 

欧专局官方登记簿“European Patent Register”的查询操作的中文介绍，请参见： 

http://huasun.eu/eu_patent/legal_status  

对Federated register功能的中文介绍，请参见： 

http://huasun.eu/ipnews/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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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申请进入欧洲时，欧专局补充检索前后申请人是否有

机会可以修改申请文件？ 

答：PCT申请进入欧洲（欧专组织）地区阶段的期限是自最早优先权日（没有优先权时即为国际申请日）起

31个月。在国际阶段，根据PCT条文规定，申请人有机会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比如，在收到国际检索报告后可以

修改权利要求（PCT条约第19条），在提起国际初步审查要求的情况下可以修改说明书、权利要求、附图（PCT条约

第34条）。修改均不能超出原始PCT申请文件揭示的范围。在进入欧洲地区阶段时，申请人可以以原始PCT申请文

件、或根据PCT条约第19条修改后的申请文件、或根据PCT条约第34条修改后的申请文件作为欧专局检索的基础。 

另外，在向欧专局提交PCT进入欧洲的请求时，申请人仍有机会可以主动修改申请文件，并以修改后的申请文

件作为欧专局检索的基础。修改不能超出原始PCT申请文件揭示的范围。 

对于中国申请人来说，国际申请的受理局和国际检索单位一般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进入欧洲时，欧专局

对现有技术的检索也被称为“补充检索”（相对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国际检索单位所做的国际检索而言）。 

此外，根据Rule 161(2) EPC，PCT进入欧洲后，申请人收到相应官方通知（“Communication pursuant to Rule 161

(2) and 162 EPC”）后有6个月的期限可以修改其申请文件，修改后的申请文件会作为欧专局补充检索的基础。修改

不能超出原始PCT申请文件的范围。Rule 162 EPC是对权利要求超出15项时缴纳超项费用的相应规定。需要注意的

是，填写1200表格（PCT进入欧洲的请求表）时可以主动放弃该机会，以便更快地获得欧专局补充检索报告。如果

放弃的话，欧专局就不会再发该官方通知了，也就没有此次主动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了。 

收到欧专局的补充检索报告（含检索意见，因此也称为“扩展欧洲检索报告”）后，申请人会再收到一份提醒

答复期限的官方通知（“Communication pursuant to Rules 70(2) and 70a(2) EPC”），从该通知送达起有6个月的期限

可以向欧专局确认是否进一步继续该欧洲发明专利的申请。在上述期限内申请人应就欧洲检索意见中指出的缺陷进

行更正。此外，如果需要对说明书、权利要求、附图进行修改，也应在上述期限内提出。这里的修改也不能超出原

始PCT申请文件揭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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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广大国内客户安排工作、更好地与我们沟

通联系，特整理2015下半年德国法定节假日公告如下： 

  

 

8月15日，圣母升天节，星期六   

10月3日，德国统一日，星期六  

11月1日，万圣节，星期日  

12月25日，圣诞节，星期五  

12月26日，圣诞节，星期六  

 

 

请广大国内客户注意的是：目前我所北京办公室的

节假日安排与慕尼黑办公室一致，即，上述德国法定节

假日期间，北京办公室和慕尼黑办公室均不工作。国内

法定节假日（如中秋、国庆等）期间，慕尼黑办公室和

北京办公室照常工作（但部分职员可能带薪休假）。 

此外，目前德国处在夏令时期间，我所工作时间安

排也顺便提醒如下： 

 

 

 

 

 

慕尼黑办公室工作时间： 

北京时间14:30 – 23:30  

北京办公室工作时间： 

北京时间09:00 - 18:00  

   

2015年10月25日起，德国将进入冬令时期间。届时

慕尼黑办公室的工作时间若有调整，我们将提前发布通

知。  

 

2015下半年华孙事务所（慕尼黑和北京）节假日安排 

2015年5月20日，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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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期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和试运营，地处北

京中关村核心区域的华孙（北京）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孙北京办公室”）现已正式投入运营。 

  

基本概况  

华孙北京办公室于2015年1月30日成立，正式名称

为“华孙（北京）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在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登记的注册号为：110000450278765。办公

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天作国际中心1

号楼1103室。德国专利律师、欧洲专利律师、欧洲商标

和外观设计律师孙一鸣先生为法人代表并担任总经理，

黄若微女士担任副总经理。 

 

业务领域  

华孙北京办公室将协助慕尼黑办公室处理中国客户

委托的德国和欧洲知识产权领域的各类案件，尤其是申

请类事项。由于德国和欧洲知识产权官方机构前各类程

序的普遍电子化（申请的电子提交和官方文件的电子转

交），北京办公室因此能迅速及时配合慕尼黑办公室处

理德国和欧洲各类知识产权申请的流程管理。非申请类

事项（如诉讼、鉴定等工作）仍将由慕尼黑办公室直接

负责。 

 

主要优势  

华孙北京办公室的正式运营，将更及时方便地协助

 

华孙北京办公室已正式投入运营 

华孙事务所北京办公室 

2015年4月28日，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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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办公室为中国客户提供高效优

质的德国和欧洲知识产权领域的服

务： 

 方便与中国客户的即时联

系：德国和中国之间的时差

（夏令时相差6小时，冬令

时相差7小时）造成的即时

交流的问题得以全面解决，

中国客户将可以在工作日上

午和下午和北京办公室即时

联系，下午和晚上和慕尼黑

办公室联系。另外，中国客

户将可以直接给北京办公室

电话，而不再受国际长途电

话的各类限制。 

 强化和中国客户及知识产权同行的联系：我们

的团队成员将更积极地参加国内各类活动，对

客户进行访问，并举办德国和欧洲知识产权领

域的知识讲座。也欢迎中国客户及知识产权同

行来我们北京办公室直接和我们进行各类交

流。 

 更加高效地处理案件委托：通过北京办公室和

慕尼黑办公室的紧密配合，我们将可以更快更

高效地处理案件委托事项。在北京办公室下班

之后，慕尼黑办公室可以继续处理客户的委托

事项。在慕尼黑办公室上班之前，北京办公室

已经可以开始处理客户的委托事项。 

 将解决跨境汇款的问题：目前我们的中国客户

需要兑换欧元进行跨境汇款。我们正在准备在

今年实现中国客户直接用人民币付款至我们设

在国内的账户，以简化和方便付款程序。 

华孙北京办公室通过采取下述措施，以确保更好的

帮助慕尼黑办公室为中国客户提供优质、高效、可靠的

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共享电子管理系统和数据库 

华孙北京办公室通过虚拟专用网（VPN）远程登录

慕尼黑办公室的服务器，共享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和

数据库，从而实现查询和管理客户委托给华孙的各

类案件的整个电子档案。此外，通过远程登录的方

式，北京办公室工作人员还能查询慕尼黑办公室订

阅的电子图书馆专业文献，进而为客户提供更详

细、更准确的咨询。  

华孙事务所北京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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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邮件联系方式 

华孙北京办公室和慕尼黑办公室使用统一的业务联

系邮箱，以保证邮件收发工作的可靠性以及邮件记

录查询的完整性。   

 管理人员直接由慕尼黑派驻 

华孙慕尼黑办公室具有中国背景并且熟悉德国和欧

洲知识产权法律实践的专业人员（目前为周弘和黄

若微）以每隔两三个月轮流派驻的形式定期前往北

京办公室，旨在按照慕尼黑办公室的业务处理规定

和标准开展北京办公室的各项工作，并将承担对北

京办公室常驻员工进行培训，旨在打造更加专业的

业务团队，从而协助慕尼黑办公室为广大客户提供

给更优质的欧洲和德国知识产权服务。孙一鸣（同

时也是慕尼黑办公室的负责人）也将更为频繁地在

北京办公室处理工作。   

 QQ实时联系 

目前，北京办公室工作人员直接负责处理事务所QQ

（1467218646），克服了此前因时差因素造成的即

时交流上的制约，从而实现与国内客户更加实时紧

密的联系。QQ记录每日会由专人（目前由德国专利

律师、欧洲专利律师、欧洲商标和外观设计律师孙

一鸣先生每日亲自）检查，以便在需要补充回答客

户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电话沟通的情况下与客户做进

一步联系，从而保证所提供信息的专业性和准确

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华孙北京办公室的成

立，也为我们事务所开通微信公众平台提供了契机。

我们目前开通的微信公众号为：华孙欧洲知识产权

（HUASUN_EuroIP），该公众平台由德国华孙专利律师

和律师事务所主办，主要基于华孙欧洲知识产权网

（www.huasun.eu），为中国知识产权从业人士和中国

企业了解欧洲知识产权发挥窗口和桥梁的作用。 

今后，华孙北京办公室作为“华孙”这一知识产权

法律服务品牌的重要支柱之一，将和华孙慕尼黑办公

室以及华孙欧洲知识产权网一起，共同为中国企业在

日趋激烈的欧洲市场竞争中保驾护航。 

华孙全体同仁在此衷心感谢各界新老朋友对我们一

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也热忱欢迎您莅临华孙北

京办公室进行访问和交流！     

 

 

华孙北京办公室联系方式: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天作国际中

心1号楼1103室，邮编：100081  

电话: ＋86-(0)10-82168300（北京时间9:00-18:00）  

电子邮件: info@huasun.de  

QQ: 1467218646（北京时间9:00-18:00）  

事务所网站地址: http://www.huasun.de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网：http://www.huasun.eu  

微信号公众号：华孙欧洲知识产权

（HUASUN_EuroIP）   

http://www.huasun.de
http://www.huasun.eu/eu_patent/web_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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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期紧张的筹备工作，由我所主办的微信公

众号“华孙欧洲知识产权”（微信号：HUASUN_EuroIP）

现已正式开始运营。对欧洲知识产权前沿资讯和最新知

识感兴趣的各界朋友可以通过搜索公众号名称（“华孙

欧洲知识产权”）、微信号（HUASUN_EuroIP）或扫描本

文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添加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网微信公众号是一个兼具实务

性、知识性、专业性和时效性的欧洲知识产权资讯平

台，主要选取并向订阅用户不定期推送华孙欧洲知识产

权网（www.huasun.eu）上最新发布的欧洲知识产权业

界资讯和实务知识，以期成为您了解欧洲知识产权最新

动态的窗口和桥梁，为您在欧洲的市场开拓进程中提供

知识产权方面的助力。 

除了向订阅用户推送欧洲知识产权业界资讯和实务

知识之外，华孙欧洲知识产权公众号界面（如图所示）

还为您提供了丰富的外部链接和按内容划分的往期资讯

精选： 

“网站栏目”菜单 

与华孙欧洲知识产权网的栏目划分大体一致，下

设“行业动态”、“申请指南”、“答疑选摘”、“法律文

件”和“法律状态”五个子菜单，您可以直接点击上述子

菜单后进入华孙欧洲知识产权网上对应的页面，这五个

汇总页面也是网站用户访问频率较高、关注较多的页

面。 

“往期精选”菜单 

通过点击“资讯动态”、“报告数据”、“工具资

源”和“答疑选摘”这四个子菜单，您可以按照上述分类

查看公众号最近推送的文章；同时在“历史消息”子菜单

下，您还可以查看公众号截至目前推送的全部消息汇

总。 

“关于我们”菜单 

主要涉及与公众号运营相关的基本信息和相关链

接，包括公众号简介、华孙欧洲知识产权网主页链接以

及我们的联系方式等。 

当然，您如果对我们的公众号有任何意见或建议，

也可通过微信平台向我们的运营团队发送信息。我们收

欢迎关注“华孙欧洲知识产权” 

微信公众号（HUASUN_EuroIP）  

2015年4月27日，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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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会对您的意见或建议做相应处理，并尽快给您回

复。您的关注、批评和鼓励都是促使我们不断完善的动

力！ 

 

 

编辑部联系方式: 

联系邮箱：euroip@huasun.de 

电话（慕尼黑办公室）：+49 89 3838 0173 

电话（北京办公室）：+86 10 8216 8300  

更多欧洲知识产权资讯请关注: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网：http://www.huasun.eu  

新浪微博：http://www.weibo.com/ipeurope 

微信公众号：HUASUN_EuroIP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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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欧洲知识产权资讯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通讯编辑部联系方式 

 
邮箱： euroip@huasun.de 
网站： www.huasun.eu 
微信公众号：HUASUN_EuroIP 

华孙事务所联系方式 

 
邮箱：  info@huasun.de 
网站：  www.huasun.de 
微博：  weibo.com/ipeurope 
QQ：   1467218646  
微信号： ipeurope 

 
慕尼黑办公室 
 
名称：  HUASUN Patent- und Rechtsanwälte  
地址： Friedrichstr. 33, 80801 Munich 

Germany 
电话： +49 (0) 89 3838 0170 
传真： +49 (0) 89 3838 0171 
 
北京办公室 
 
名称：  华孙（北京）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天作国际中心1号楼1103室 
 邮编：100081 
电话：  +86 (0) 10 8216 8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