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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与中国同时被诉 
                        

EP0973008B1 延伸进入德国     

    发明名称  Electronical micrometer  

    申请号EP98810690 

    申请日19980717 

    申请人Brown & Sharpe Tesa S.A 

    权利要求数量19 

 受诉法院：德国曼海姆（Mannheim）地方法院、德国杜塞尔多夫 

                 （Düsseldorf）地方法院 

 

  中国发明专利ZL99110499.4（ EP98810690巴黎公约进入中国） 

   发明名称 电子千分尺 

  申请日19990716 

  申请人特莎有限公司 

  权利要求数量18 

受诉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涉案专利全球布局 



涉案专利的创新点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日本三丰  专利申请 CN93119981.6（中国） 



涉案专利的创新点 
        

      

         

 
     

 

 
           

连接结构( 30、32、34、38、46 )被设置得使
内部空间( 230 )全部成为液密封的;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 
           

           EP0973008B1 

      

         
1. Electronic micrometer comprising a casing (23) defining at least one 

internal volume (230), in which are disposed: 

         a sleeve (10), at least partially threaded, 

         a  screw (1 ) engaged in said sleeve (10) and able to be put in rotation 

with respect to said sleeve in such a way as to displace itself along the 

longitudinal measuring axis of the micrometer, 

        an electronic measuring system (19, 20, 21, 5) able to measure the 

relative rotation of the screw (1) with respect to the sleeve (10) and to 

determine, starting from that measurement, the longitudinal position of the 

screw (1), 

    characterised in that joints (30, 32, 34, 38, 46) are disposed in such a 

way as to make the whole of the said internal volume (230) fluid-tight.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 
     

         ZL99110499.4 

“1、具有一壳体（23）的电子千分尺，该壳体（23）至少限定一内部
空间（230），其中安置有：至少部分制有螺纹的套筒（10）； 连接
于套筒（10）中的丝杆（1)，它可被至于使其自身沿此电子千分尺之
纵向测量轴线移动的方式相对套筒（10）转动；电子测量系统（19、
20、5），其能够测量丝杆（1）相对套筒（10）的相对转动，并能从
上述测量开始确定丝杆（1）的纵向位置；其特征在于, 连接结构（30、
32、34、38、46）被设置得使内部空间（230）全部成为液密封的；所
述内部空间是一个或多个用于安装包括传感器 (19)、刻度盘（20)）
及主运动部件和千分尺的螺纹部分在内的所有电子构件的空间。” 



分析报告  提出应对方案      

      

 

 欧洲专利、中国专利的文本及审查历史——从字面解释权利
要求 

 

 与权利要求1进行特征对比，判断是否字面侵权 

 

 欧洲专利的异议程序——判断无效的可能性（X） 

 

 现有技术抗辩（X） 

 

 不侵权抗辩（缺少部分必要技术特征） 

 

         



涉案中国专利独立权利要求1 
   

   “1、具有一壳体（23）的电子千分尺，该壳体（23）至少限定

一内部空间（230），其中安置有：至少部分制有螺纹的套筒

（10）； 连接于套筒（10）中的丝杆（1)，它可被至于使其自

身沿此电子千分尺之纵向测量轴线移动的方式相对套筒（10）

转动；电子测量系统（19、20、5），其能够测量丝杆（1）相

对套筒（10）的相对转动，并能从上述测量开始确定丝杆（1）

的纵向位置；其特征在于, 连接结构（30、32、34、38、46）

被设置得使内部空间（230）全部成为液密封的；所述内部空间

是一个或多个用于安装包括传感器 (19)、刻度盘（20)）及主

运动部件和千分尺的螺纹部分在内的所有电子构件的空间。” 

 

 (6)被设置得使内部空间全部成为液密封的连接结构。 

 

 
           



    争议焦点      
      

 

连接结构（权利要求解释） 

 

内部空间（权利要求解释） 

 

使得内部空间全部液密封（侵权对比） 



功能性技术特征的解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

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对于权利

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人民法

院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或者效果

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确定该技

术特征的内容。” 

  权利要求中以功能或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即功

能性特征，是指对于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

其之间的关系等，通过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功

能或者效果进行限定的技术特征。 

   

   

 

 



功能性特征（6） 
     

 

 
           

连接结构( 30、32、34、38、46 )被设置得使
内部空间( 230 )全部成为液密封的;  



连接结构的具体实施方式 
  连接结构34                       

  “图7展示了轴的连接结构34的形状，接头34使得防止轴131
与套筒10之间的渗透成为可能。该连接结构34被置于套筒10
之一相应的环槽中，它（34）最好是一种径向带唇缘的环形
密封件，此种密封件在轴131的大量转动圈数后仍能保持密封
性能。推荐采用通过 Teflon处理过的连接结构。”（授权说
明书第5页第12-16行） 

 

 



功能性特征的侵权判断 

型号132-01-534、132-01-040 和335-03-820 

 轴与套筒之间为空隙，并

未设置任何结构 



内部空间 
     

 

 
           

所述内部空间
是一个或多个
用于安装包括
传感器 (19)、
刻度盘（20)）
及主运动部件
和千分尺的螺
纹部分在内的
所有电子构件
的空间。 

该壳体（23）
至少限定一
内部空间
（230） 



一审判决 

      对于必要技术特征(6)该技术特征以连接结构在发明

创造中所产生的效果进行表述，属于功能性技术特征，应

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

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确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根据说

明书记载的具体实施方式，要使内部空间形成液密封，应

当具有防止液体沿摩擦环渗透的连接结构、使轴与套筒之

间实现密封的连接结构，使安置千分尺串联接口连接器的

槽实现密封的塞件。上述两个连接结构及一个塞件均系具

体的部件，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部件而以相互间的紧密配

合关系实现密封，均属于缺少实现密封效果所必须的结构

特征，不构成与该具体实施方式等同的实施方式，不属于

该功能性技术特征的内容。     

 

 
           



    证据清单（第一批）     
      序号 

（页码） 
证据名称 证据种类 证据来源 证明事项 

1（P1-2） 证人证言 书证 宋艳娜 原告在哈量、瑞博公司购买诉争产品的过程 

2（P3） 农业银行对账单 书证 哈量 原告于向哈量支付定金 

3（P4） 订货单 书证 麦克龙 哈量于向麦克龙求购型号为132-01-534、132-01-040
和130-01-618的电子外径千分尺各两件 

4（P5） 发票 书证 哈量 哈量从麦克龙购得型号为132-01-534、132-01-040和
130-01-618的电子外径千分尺各两件 

5（P6） 订货单 书证 麦克龙 哈量于向麦克龙求购型号为335-03-820的电子三点内
径千分尺两件 

6（P7） 发票 书证 哈量 哈量从麦克龙购得型号为335-03-820的电子三点内径
千分尺两件 7（P8） 证据6发票对应的产

品明细单 
书证 哈量 

8（P9） 报价单 书证 哈量 哈量于向原告就型号为132-01-534、132-01-040和130-
01-618的电子外径千分尺产品进行报价 

9（P10） 报价单 书证 哈量 哈量于向原告就335-03-820的电子三点内径千分尺产
品进行报价 

10（P11） 身份证复印件 书证 宋艳娜 宋艳娜身份信息 

提交人：青海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提交日期：2013年7月18日 

其中， 

瑞博指北京瑞博东方商贸有限公司，本案第二被告； 

哈量指北京市哈量量具配件有限公司，本案第三被告； 

麦克龙指苏州麦克龙测量技术有限公司，本案案外人 



    证据清单（第二批）     
      

提交人：青海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提交日期：2013年11月21日 

序号 页数 证据名称 证据种类 证据来源 证明事项 

11 28 ZL99110499.4专利审查档案 书证 国家知识产权局 解释原告专利的专利权保护范围 

12 39 CN93119981.6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文本 书证 国家知识产权局

网站 

解释原告专利的专利权保护范围 

13 16 CN99110499.4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文本 书证 国家知识产权局

网站 

解释原告专利的专利权保护范围 

14 1 丝杆圆度图 书证 青量 涉诉产品结构 

15 1 轴套内孔圆度图 书证 青量 涉诉产品结构 

16 1 轴套加工用绞刀照片 物证 青量 涉诉产品结构 

17 轴套内孔加工视频（见光盘） 视听资料 青量 涉诉产品结构 

18 丝杆防水试验视频（见光盘） 视听资料 青量 涉诉产品结构 

19 测量爪防水试验视频（见光盘） 视听资料 青量 涉诉产品结构 

20 测力体防水试验视频（见光盘） 视听资料 青量 涉诉产品结构 



二审——等同原则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

规定》 

  第十七条 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所称的“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

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是指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

范围为准，也包括与该必要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

的范围。  

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

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等同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 

  本案特点： 

     由于每个所述连接结构在功能上独立，独自

实现对千分尺的某一间隙或空隙的密封功能，达

到液密封的效果，因此在解释权利要求1的功能

性技术特征时，考虑单个连接结构的具体实施方

式的等同实施方式；在适用等同原则判断侵权时，

看被控侵权产品是否具有与该等同实施方式相同

的结构，也就是说，考查被控侵权产品是否具有

与单个连接结构的具体实施方式等同的结构。 



等同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 

    关于连接结构34  青量观点 

 被控侵权产品的轴和套筒之间未设置任何结构，不存在适

用等同原则的基础 

 轴和套筒之间的间隙用于实现轴相对于套筒旋转并同时进

行平移（无密封功能） 

 液体可以沿轴和套筒之间的间隙渗透进入千分尺内部（达

不到液密封效果） 

•  涉案专利说明书明确指出轴和套筒之间存在渗透（特

别是轴转动的情况下） 

•  申请人一审作为证据提交的防水试验视频 



等同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 

    关于连接结构34 特莎观点   

 

“间隙密封”与 

“套筒密封” 



等同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 

    关于连接结构34  青量反驳 

“间隙密封”结构亦不构成与连接结构34的等同 

 “间隙密封”结构中的“套筒密封”是指套筒内径与轴存在间隙

（内筒间隙）的同时套筒外径与壳体也存在间隙（外筒间隙）的

结构，在高内外压力差（100MPa以上，相当于1000个大气压以上）

的环境下，当流体通过内筒间隙时，产生压力梯度，外筒间隙受

压，于是套筒在其轴向上产生变形，从而减小内筒间隙（必须有

间隙）；而连接结构34在常压下通过自身弹性变形来填补间隙

（无间隙），（技术手段不同） 

 “套筒密封”结构实现降低泄漏量的功能；而连接结构34实现密

封的功能（实现的功能不同） 

 “间隙密封”结构不可避免的泄漏；而连接结构34达到液密封的

效果（达到的技术效果不同） 

《流体动密封》（下册，第80页） 



等同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 

    关于连接结构34 青量反驳     

被诉侵权产品并非具有“套筒密封”结构  

 “间隙密封”结构中的“套筒密封”是指套筒内径与轴存

在间隙的同时套筒外径与壳体也存在间隙的结构；被诉侵

权产品的套筒与壳体固定连接，之间无间隙 

 “套筒密封”结构在高内外压力差（100MPa，相当于1000

个大气压以上）的环境下工作，多用于高压液压设备；被

诉侵权产品的工作环境为常压，非高压 

《流体动密封》（下册，第80页） 



二审判决 

       

 

 
           

    对于权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
征，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或者效果
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确定该技术特
征的内容，故本案应结合涉案专利说明书及附图披
露的具体实施方式确定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 
    连接结构34釆用了轴与套筒之间设置紧密配合
的间隙结构，这种连接属于本领域常用的技术手
段 ，其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连接结构34釆用的
密封圈结构构成等同替换 。 



再审申请和再审立案 
 

   再审事由：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终字第1151号民事
判决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 

   

  切入点：对规则及规则适用的质疑        

 特殊等同规则  

      如果一项功能性技术特征本身限定了所实现的效果，
在确定等同实施方式时，要求该方式与所述具体实施方式
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相同的效果，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技
术手段。  

 不赞同所谓的“二次等同” 

        

 

      

 

 
           



再审听证 
 

   事实主张： 

       

      

 

 
           

产品型号 连接结
构34 

连接结
构30 

连接结
构32 

连接结
构38 

连接结
构46 

是否侵权 

130-01-618 × × × × × 否 

132-01-534 × × × 否 

132-01-040 × × × 否 

335-03-820 × × × 否 

×表示不具有该结构 



   司法解释（二）的推出及审判长的更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8条第二款，“与说

明书及附图记载的实现前款所称功能或者效果不可缺少的

技术特征相比，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相应技术特征是以基

本相同的手段，实现相同的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且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

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相应技术特征

与功能性特征相同或者等同。” 

 

  通过以具体实施例为基点的一次等同来划定功能性特征的

保护范围，并且在考虑等同时要求功能、效果相同。 

      

 

 
           



法官关心的法律问题 

 

 如何解释功能性特征的效果 

 如果功能性特征本身是由“功能”限定的，则适用等同原
则判断侵权时要求“实现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
果”为宜； 

 如果功能性特征本身是由“效果”限定的，则适用等同原
则判断侵权时要求“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相同的效
果”为宜。 

 如果存在竞合的情况，即功能性特征本身是由“功能”和
“效果”共同限定的，则适用等同原则判断侵权时要求“
实现相同的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新司法解释对于功能性特征的等同原则适用未对上述情况
加以区分，统一采用“实现相同的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实际上是采用了更严格的标准。 

 

 
           



法官关心的法律问题 
 如何解释功能性特征的效果 

 如果功能性特征本身是由“效果”限定的或者包括“
效果”的限定，则其效果就应该是相应权利要求中文
字记载的效果； 

 如果权利要求文字记载的内容存在不明确，可以运用
说明书及附图中对实现所述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记
载内容、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
案进行解释。 

 但是这种解释也应该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实现所
述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客观理解，而不应是在说明
书中笼统记载的某个技术效果或者专利权人在主张侵
权时选用的说明书中记载的个别技术效果。 

           



法官关心的法律问题 
功能性特征的等同判定 

 在本案中，所述功能性特征所包含的手段（结构）的各个
组成部件（连接结构）的功能和效果相同，并且这些组成
部件的效果同时成就才能实现功能性特征的效果。 

 也就是说，各个连接结构分别实现连接和消除间隙的功能
，并且同时达到防止液体渗透入内部空间的效果，这样才
能获得使内部空间全部液密封的效果。 

 这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判的“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与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华润双鹤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该案中，与功能性特征对应的结构的各个组成部件的
部件功能和部件效果彼此不同，各个组成部件相互配合实
现功能性特征对应的功能和效果。 
 

           



再审认定 



再审判决 

1．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终字
第1151号民事判决；   

 

2．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
民初字第11097号民事判决。  

 

3．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特莎
公司负担 



专利挖掘和二次发明 

 

 

 
 



案例分享--端子连接装置、应用其的步进
电机及步进电机的装配方法 

 交底材料分析（现有技术） 

 

 申请策略制定 

 

 确定发明点，撰写说明书（扩展） 

 

 权利要求书 

 

 答复审查意见 



交底材料分析（现有技术） 

JPB_0003096003 



交底材料分析（本方案） 

A 
B 

C 

A 
B 

C 



申请策略 

L 
H 

Y2 

基本方案：一件发明+实用新型，其中， 

  发明申请包括主题为：（1）具有改进的接线盒的步进电机；（2）步
进电机的装配方法（将骨架装配于该改进的接线盒）；（3）具有改
进的骨架和改进的接线盒的步进电机；（4）步进电机的装配方法（
将方针弯折并绕线后的骨架装配于该改进的接线盒的工艺流程，包括
折针和绕线步骤）。 

  实用新型申请包括主题：（1）具有改进的接线盒的步进电机和（2）
具有改进的骨架和改进的接线盒的步进电机。 

 

附加方案一：另外，可以单独将具有折针结构的骨架方案提出一项实用
新型申请，主题可以为“具有改进的骨架结构的步进电机”。 

附加方案二：如果希望一并保护“方针弯折并绕线的工艺”以及“具有
折针结构的骨架结构”，可以在原发明申请实质审查阶段结案前提出
分案申请，将该两主题作为一项新的发明专利申请提出，但申请日与
原发明申请相同。 

 



方案拓展1 

L 
H 

Y2 

 根据交底材料，如果端子倾斜装入，则H面需要倾斜，且偏移距离L

要略大于端子在该偏移方向上的厚度（矩形端子）或者端子的直径（
圆形端子），您后来提供的装配图也显示了这一点，请问端子倾斜装
入是必要的吗？除了便于安装还有哪些效果？ 

    另外，如果端子垂直装入，是否H面部不需要倾斜，且偏移距离L等
于端子在该偏移方向上的厚度（矩形端子）或者端子的直径（圆形端
子）即可，如果这样的话，请再提供一组H端子垂直装入的图。 

 补充的垂直装入图请见附件。就我的理解，实际上这几种方式是可以
自由组合的，只要L距离满足要求就行，我们优选的是两者均倾斜，
次选的是两者均垂直，另外的组合尚未发现明显的优点，不过我们在
表述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这两种有图的可以作为优选方案描述一下
，其它的可能组合我们也在语言上涵括进去，刘律师您看是否需要？ 

  

 

 



方案拓展2 

L 
H 

Y2 

 写的过程中又有了一点新想法，如图，如果端子头部从L处插入后能
够实现固定和电连接，是否可以不需要再沿L的方向向外推进一定距
离（即安装的最后一个动作） 

 

 

 

 

 

  

 

 

在我们目前的结构中，与端子头部方针电连接的是一个母插头，中间有孔容
纳方针，四周有一定的厚度，所以方针需要向前推进一定距离。您说的这个
确实是一个新思路，不过目前项目组的方案还省略了不了最后一个步骤，是
否可以在说明书中提及，避免外围专利的产生？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C13P4782-CN103401348A.PDF 

 

 1. 一种端子连接装置（10），包括：主
体部分（11），插座部分（12），其中
，所述插座部分（12）形成于所述主体
部分（11）的前部并具有向下的开口，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体部分（11）设置有第一限
制面（G1）和第二限制面（G2），形
成由所述第一限制面（G1）参与限定
的所述端子连接装置（10）的第一内部
空间（S1），以及由所述第二限制面（
G2）和所述插座部分（12）参与限定
的所述端子连接装置（10）的第二内部
空间（S2），从而使得端子（23）的
外部连接部分（233）能够从所述第一
内部空间（S1）移动到所述第二内部空
间（S2）。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CN103401348A.PDF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CN103401348A.PDF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CN103401348A.PDF


答复审查意见 

 C13P4782_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pdf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_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pdf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_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pdf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_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pdf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_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pdf


答复审查意见 

 意见陈述书-C13P4782-OA1-LB.pdf 

 

意见陈述书-C13P4782-OA1-LB.pdf
意见陈述书-C13P4782-OA1-LB.pdf
意见陈述书-C13P4782-OA1-LB.pdf
意见陈述书-C13P4782-OA1-LB.pdf
意见陈述书-C13P4782-OA1-LB.pdf
意见陈述书-C13P4782-OA1-LB.pdf
意见陈述书-C13P4782-OA1-LB.pdf


答复审查意见 



答复审查意见 

 C13P4782-OA1-CLAIMS-LB with marks.docx 

 

 
1. 一种端子连接装置（10），包括：主体部分（11），插座部分
（12），其中，所述插座部分（12）形成于所述主体部分（11）
的前部并具有向下的开口，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体部分（11）设置有第一限制面（G1）和第二限制面（
G2），形成由所述第一限制面（G1）参与限定的所述端子连接装
置（10）的第一内部空间（S1），以及由所述第二限制面（G2）
和所述插座部分（12）参与限定的所述端子连接装置（10）的第
二内部空间（S2），从而使得端子（23）的外部连接部分（233

）能够通过所述第一限制面（G1）和所述第二限制面（G2）之间
的狭长通道从所述第一内部空间（S1）移动到所述第二内部空间
（S2）。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OA1-CLAIMS-LB with marks.docx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OA1-CLAIMS-LB with marks.docx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OA1-CLAIMS-LB with marks.docx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OA1-CLAIMS-LB with marks.docx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OA1-CLAIMS-LB with marks.docx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OA1-CLAIMS-LB with marks.docx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OA1-CLAIMS-LB with marks.docx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OA1-CLAIMS-LB with marks.docx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OA1-CLAIMS-LB with marks.docx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OA1-CLAIMS-LB with marks.docx
20161018 柳沈智库/撰写部分/C13P4782-OA1-CLAIMS-LB with marks.docx


海外专利申请 
国家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总计 

美国 858 952 843 529 382 3564 

欧洲 198 143 108 178 129 756 

日本 52 29 69 71 107 328 

韩国 67 24 55 67 108 321 

台湾 37 3 13 20 23 96 

德国 20 17 32 5 17 91 

印度 34 14 6 21 0 75 

俄罗斯 9 14 6 12 1 42 

巴西 7 12 5 9 4 37 

澳大利亚 1 10 2 7 4 24 

墨西哥 8 6 1 4 3 22 

新加坡 5 2 2 11 2 22 

加拿大 6 5 2 4 0 17 

泰国 1 1 0 6 4 12 

越南 5 0 1 5 1 12 

印尼 0 0 3 4 1 8 

土耳其 2 3 0 1 1 7 

新西兰 1 2 0 1 3 7 

菲律宾 0 1 0 2 3 6 



海外专利申请 
南非 1 1 2 1 1 6 

马来西亚 0 1 0 3 1 5 

西班牙 2 0 0 1 0 3 

以色列 1 1 0 1 0 3 

阿根廷 0 0 0 1 1 2 

埃及 0 1 0 1 0 2 

非知组 0 0 0 2 0 2 

秘鲁 0 1 0 1 0 2 

瑞士 2 0 0 0 0 2 

沙特 0 1 0 1 0 2 

意大利 2 0 0 0 0 2 

英国 0 1 0 0 1 2 

阿联酋 0 1 0 0 0 1 

安哥拉 0 0 0 1 0 1 

法国 1 0 0 0 0 1 

海湾 1 0 0 0 0 1 

哈萨克斯坦 0 1 0 0 0 1 

乌克兰 0 1 0 0 0 1 

智利 0 1 0 0 0 1 

总数 1321 1249 1150 970 797 5487 



海外专利申请布局 
 

 优先权申请的选择 

 

 PCT or 巴黎公约 

 

 进入国家时机 

 

 进入国家顺序 

 

 具体申请策略 



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其它国家 
专利申请流程介绍-加快审查部分 



   美国 
 



     加快审查类型 

  

 优先审查    Prioritized Examination(Track One)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普通加快审查    Accelerated Examination(AE) 

 

 会晤    (Interview) 

 

 



  美国专利申请流程 



 

要求： 

缴费（$4000（大实体） / $2000（小实体）/ $1000（微实体）） 

不适用PCT进美国案，但适用于PCT的连续案（Continuation 

Application），巴黎公约进入亦可 

不超过30项权利要求，独权不超过4个，无多重引用的从属权利要求 

每年1万件 

无需提交USPTO认可的检索报告，也无需满足会晤要求 

 

 

优先审查    Prioritized Examination  (Track One) 





 

效果： 

 绝大多数一年内审查完毕（OA1 2.1月，FOA 6.5月，Allowance 5.2月，+批准

1.4月）

http://www.uspto.gov/corda/dashboards/patents/main.dashxml?CTNAVID=1007 

 

优先审查    Prioritized Examination  (Track One) 



 

 

要求： 

自行做检索，并详细列明专利可获得授权的原因（书面声明）。 

书面声明同意会晤 

一个月答复OA，且不可延长 

权项总数不超过20个，独权不超过3个，无多重引用的从属权利要求。 

$130 

 

 

 

普通加快审查    Accelerated Examination(AE) 



 

 

效果： 

Final decision在12个月内下发（电子申请）； 

费用不低（外部检索及代理费）、程序烦琐，且如检索及声明制作不当，会有诚

信风险（禁止反悔）。 

越来越少使用。 

授权率60%以上 

 

 

 

普通加快审查    Accelerated Examination(AE)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要求： 

 首次申请或同族专利申请至少有一项权利要求有授权前景
； 

 美国申请的实审还未开始（最好是在拿到申请号之后再提
交PPH请求）； 

 美国申请与在先申请的可授权权利要求要充分对应，或经
修改后对应（保护范围相同或者更窄）； 

 不同的PPH基础； 

 全球PPH和IP5PPH要求独立权利要求不超过3个，权利要
求总数不超过20个，超出部分需要缴纳相应费用，对于
PCTPPH无权利要求限制。 

 

 



     PPH途径（1） 

• 首次申请有权利要求可授权，后续申请可通过PPH加快 

• PCT检索或初审报告指出有权利要求可授权，进入国家的申请可通过PPH加
快。 



       PPH途径（2） IP5 PPH 
在中美日韩 

要求中国优先权的美国申请，可依据同族欧日韩的审查结果要求PPH加快 

（同族申请有权利要求可授权，后审查申请可通过PPH加快）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要求提交的文件： 

 

 涉及权利要求专利性的通知书副本以及英文翻译； 

 被确定为具有专利性的权利要求副本以及英文翻译； 

 列举（中国）通知书中引用的所有对比文件的IDS； 

 权利要求对应表； 

 所有非美国专利或专利申请对比文件的副本，如果对比文
件为外语（非英语），不需要将其翻译成英文，但要提交
对于该对比文件相关性的简要说明； 

 如果权利要求与要授权的权利要求不充分对应，则需要在
提交PPH时提交修改的权利要求，以满足充分对应的条件
。 

 

 



PPH效果 
 PPH请求提交后2个月内审查员决定是否同意，并下发

Decision 

 审查员Decision下发后2-3个月内开始实审 

 申请的加快程度取决于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无官费，文件准备较简单，实际效果好 

 
PPH相关网站： 

JPO: http: http://www.jpo.go.jp/ppph-portal/ 

USPTO: http://www.uspto.gov/patents/init_events/pph/ 

SIPO: http://www.sipo.gov.cn/ztzl/ywzt/pph/ 

 

 

 

http://www.jpo.go.jp/ppph-portal/
http://www.jpo.go.jp/ppph-portal/
http://www.jpo.go.jp/ppph-portal/
http://www.uspto.gov/patents/init_events/pph/
http://www.sipo.gov.cn/ztzl/ywzt/pph/


  会晤 （Interview） 
    一通前会晤项目（First Action Interview Pilot Program） 

 通过网上电子申请系统（EFS-Web）提交请求并使用指定的表格； 

 提出的请求至少应比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出现在专利申请信息查询系
统（PAIR）中提前一天； 

 独立权利要求不超过3个，权利要求总数不超过20个，且不包含多项从属
权利要求； 

 申请人必须同意进行会晤。 

 效果：申请人收到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时间加快。 

    

   一般的审查员会晤（Examiner Interview） 

 可让律师与审查员预约，电话interview即可。 

 适用于审查过程中特定的症结。 

 并非特殊程序，但实际效果显著。 

 

 

 



      其它 

   对于年长者或有健康问题申请人的加快审查 

 

 与普通加快审查类似； 

 申请人年龄大于65岁，或者其健康状况无法满足正常
申请程序中的相应行为； 

 申请人提出申请，并且提交身份年龄证明或者医师诊
断等可证明健康状况的证明。 

 

 

 



   欧洲 
 



欧洲专利申请流程 
 



 欧洲专利申请加快处理程序（Programme for 
Accelerated prosecution of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s，简称PACE） 

 

 Waiver（放弃）程序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加快审查类型 
 



 

每件欧洲发明专利申请 

填写官方指定的EPO Form 1005表格在网上进行提交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32788473F0

1648FC125737E004ED2EC/$File/1005_form_12_07.pdf 

加快检索和加快审查两阶段各可申请一次（缩短申请人收到欧洲检索

报告、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和授权意向通知书所需的等待时间） 

无需额外官费 

新修订的程序2016年1月1日起实施 

不会被公开 

 

 

PACE程序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32788473F01648FC125737E004ED2EC/$File/1005_form_12_07.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32788473F01648FC125737E004ED2EC/$File/1005_form_12_07.pdf


 

加快检索 

（1）满足EPC细则62a和63的要求； 

（2）具备作出扩展的检索报告的条件，比如及时提供权利要求书、说

明书、必要的翻译、附图和基因序列等； 

（3）如果EPO不是国际检索报告/补充国际检索报告的作出单位，申请

人必须明确放弃EPC细则161（2）和162（2）规定的权利，并且交纳

权利要求附加费； 

（4） 自收到PACE申请之日起6个月内，发布欧洲检索报告； 

（5）针对申请日不早于2014年7月1日的欧洲发明专利申请，申请人无

需单独在检索阶段提起PACE请求（六个月内发出欧洲检索报告）。 

 

PACE程序 



 

加快审查 

（1）可以在审查部门开始负责处理该专利申请后的任何时间提起； 

（2）如果EPO是国际检索报告/补充国际检索报告的作出单位，加快审查原则

上可在任何时间提起，比如，在进入欧洲国家阶段时，或者在答复国际检索报

告/国际初审报告/国际补充检索报告时； 

（3）当加快审查请求被提起时，欧专局将尽可能在审查部门接收该申请之日

（或收到申请人针对欧洲检索报告的答复之日，或收到申请人提起加快审查请

求之日，期限计算时以前述三者中最晚的时间点为准）起三个月内发出下一份

官方通知； 

（4）在审查阶段的后续程序中，如果加快审查请求仍然有效，欧专局后续也

将尽力争取在收到申请人答复之日起三个月内发出随后的审查意见通知书。 

PACE程序 



 

PACE程序的终止 

  已经撤回PACE请求 

  申请人已经申请延长审查期限 

  欧洲专利申请已经被驳回 

  欧洲专利申请已被撤回 

 欧洲专利已经被视为撤回 

 在到期日前，申请人未能支付相关续展费用的 

 

 

 

PACE程序 



 

每件欧洲发明专利申请 

通过放弃审查过程中的答复修改的权利而加快审查进程 

三种权利的放弃 

  （1）放弃EPC细则70（2）的权利 

  （2）放弃EPC细则161和162的权利 

  （3）放弃EPC细则71（3）的权利 

 

 

Waiver程序 



 

（1）放弃EPC细则70（2）的权利 

•  EPO作出检索报告后，申请人在6个月内有权进行答复和修改，再请求进入

审查程序； 

•  在收到检索报告前，申请人可以放弃这一权利，无条件请求进入审查程序； 

•  EPO会同时作出检索报告和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Waiver程序 



 

（2）放弃EPC细则161和162的权利 

•对于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进入欧洲国家阶段的申请，申请人

在6个月内有权对国际检索报告或国际初步审查报告进行答复，EPO将根据这

一期限内最后一次的修改进行专利检索和审查； 

•申请人可以使用1200表第6.4项放弃这一权利，也可以提交放弃声明，采用如

下写法：“申请人放弃EPC细则161和162赋予的答复修改的权利”； 

•申请人也可以在收到基于EPC细则161和162的通知书后，对通知书进行答复

，同时提交立即启动检索和审查程序的请求，采用如下写法：“申请人请求立

即开始程序，放弃EPC细则161和162赋予的6个月中剩余期限的权利”。 

 

 

 

Waiver程序 



 

（3）放弃EPC细则71（3）的权利 

•  对于将要授权的专利申请，EPO将发出准备授权通知书，申请人在4个月内

确认修改文本，缴纳相关费用，提交翻译文件； 

•  可以放弃修改文本的权利，提前缴费和提交翻译文件。 

 

 

 

Waiver程序 



 

提前进入欧洲国家阶段 

ECFS（Early Certainty from Search）项目 

 申请日不早于2014年7月1日的欧洲发明专利申请 

  努力实现在专利申请日起六个月之内发出所有的检索报告和关于可专利

性的书面意见 

 当检索意见为正面时，授权进程将被加快 

  优先处理由已表明身份的第三方提起有证据支持的意见的案件，异议、

限制以及撤销程序也将被优先处理  

 

其它 



日本 





 早期审查制度 

 

 超早期审查制度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优先审查 

 

 海外申请加快（JP-FIRST） 

 

         加快审查类型 

 



 

6种类型的发明专利申请 

限于申请人本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申请人有多个的，原则上其中一人

就可以进行，但是已经选定了代表人的除外 

早期审查请求可以与审查请求同时提出 

提交“早期审查的情况说明书”（必要的现有技术文献及其对比说明） 

早期审查的请求程序需要用日语完成 

约2.2个月内做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约5.9个月内获得最终审查

结果 

 

 

早期审查制度 



 

6种类型的发明专利申请 

   （1）中小企业、个人、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申请 

 对于此类申请人与大企业联合进行的申请，应在请求书中如实说明。 

 （2）国外关联申请 

  已向JPO和至少一个外国知识产权局提交专利申请的请求； 

  PCT国际专利申请进入日本国家阶段的申请； 

  作为国内专利申请向JPO提交并将JPO作为PCT受理局的申请。 

 （3）实施关联申请 

  申请人或其被许可人正在实施或在早期审查请求提交后两年内计划实施
的专利申请。 

 （4）绿色关联申请 

  此类申请是与节能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相关的“绿色发明”申请。 

 （5）震灾复兴支援关联申请 

 （6）亚洲据点化推进法案关联申请 

     早期审查制度 



 

已经请求实质审查但尚未审查 

可以在请求审查的同时请求超早期审查 

国外关联申请及实施关联申请 

请求前4周以上在线提交所有申请手续 

约25天（平均0.8月）内做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约50天（平均2.1月）内

得到最终审查结果 

     PCT指定日本国家阶段的申请，原则上2个月（平均1.4）内做出第一次审查

意见通知书 

申请人在收到审查意见30天内需陈述意见或修改申请文件（答复期限不能申请

延长，如果是海外居民，答复期限为2个月） 

任何手续都必须在线完成 

 

 

超早期审查制度 



 

JPO与所有参与了PPH的国家签订了PPH协议 

PPH－MOTTAINAI 

JPO的PPH平均一通周期为2.4个月（从提出PPH请求开始计算，普

通案件为9.6个月）；平均结案周期为6.7个月（从提出PPH请求开始计

算，普通案件为18.8个月） 

2014年，JPO共收到3014件PPH申请 

 

 

日本PPH 



   PPH－MOTTAINAI 

 



PPH－MOTTAINAI 



PPH－MOTTAINAI 



 

优先审查 

•申请公开后，如果第三者以实施有关专利申请的发明为业，或者申

请人同实施者之间存在纠纷需要尽快解决； 

•请求提出者可以是第三者或者专利申请人； 

•没有专门的审查程序； 

•提交优先审查的申请很少 

 

 

 

日本其它加快 



 

海外申请加快（JP-FIRST） 

•以2006年4月1日以后的申请为对象，不包括PCT国际专利申请； 

•对于作为巴黎优先权基础的申请，申请日2年以内请求审查，将相

对于其他申请优先审查 

•请求审查日或者申请公开日中在后的日期起算，原则上6个月以内

开始处理，而且开始审查的日期不晚于申请日起算30个月内； 

•不需要申请人履行专门的手续 

 

 

 

日本其它加快 



日本加快实例 
Legal Requirements for Super Accelerated Examination 

  

(1)  The Super Accelerated Examination System is applicable to patent 

applications satisfying all the following three requirements i), ii) and iii).  

i)  Internationally-filed application:  

a)  application that was filed with both the JPO and at least one foreign IP 

Office;  

b)  PCT application that was filed with a foreign IP Office and then entered into 

the national phase in Japan; or  

c)  application that was filed with the JPO as a domestic application and also 

filed with the JPO as a PCT application 

ii)  Commercialized application:  

a)  applicant or its licensee has already commercialized (worked) the claimed 

invention in Japan; or  

b)  applicant or its licensee has a concrete plan to commercialize the claimed 

invention within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requesting super accelerated 

examination.  

iii)  On-line procedure:  

All procedures to the JPO were done by on-line within last 4 months before 

the Request.   

  

  



日本加快实例 

Procedure 

      In order to utilize the Super Accelerated Examination system, the applicant 

should submit a written request “The Explanation of Circumstances 

Concerning Accelerated Examination” (“Request”) to the JPO by on-line.  The 

Request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s a) and b).  JPO official fee is not 

required.  

  

a)  Explanation that i) the application is an Internationally-filed application and 

ii) a Commercialized application;  

  

b) Prior arts as a result of prior art search (done by the applicant or an IP 

office, etc.), and c)  a comparison statement between the claimed inventions 

and the found prior arts.   

  



日本加快实例   

As for the requirement ii) above, according to our experience, showing a 

concrete plan to work the invention on the Request is enough.  No evidence is 

required.   

As for the requirement b) above, we can utilize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As for the requirement c) above, the comparison statement should show all 

the claimed inventions have inventive step.  Because X document (US2002 

178005 A1) was cited in the ISR in this case, the pending claims should be 

amended so as to have inventive step over the X document.  



韩国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加快审查 

 

 绿色技术超快速审查 
 

 

 优先审查 

 

 

         加快审查类型 
 



 

普通PPH 

IP5 PPH 

2014年，KIPO共收到2594件PPH申请 

 

 

韩国PPH 



 

需要提交一份官方指定检索机构提供的现有技术检索报告 

任何申请人均可提交 

从提出申请日起3个月至5个月内完成审查，一般为3个月 

KIPO在2014年的加快审申请量为2.74万件，普通审查有15万件 

 

  延迟审查——在指定的延迟审查日（从请求审查起24个月至专利申

请日起5年）3个月内的审查服务 

  普通审查 

 

三轨制审查模式下的加快审查 



 

获得政府援助或证明，或者是相关环境法律中认定的“绿色”相关分类下的

技术主题，包括《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规定援助政策的获得产品 

网上在线提出申请 

提交一份官方指定检索机构提供的现有技术检索报告 

提交说明，指出为什么选择超快速审查 

从提出申请日起1个月内完成审查，最快的记录是从申请到完成审查共11

天。如果被驳回，则该申请进入上诉程序，同样得到超快速审查，4个月

内结案 

绿色技术超快速审查2013年的案件数量为165件 

任何申请人 

绿色技术超快速审查 



 

公开后，非专利申请人的其他人认定可以对相关专利申请进行产业化 

总统令认定的需要紧急处理的专利申请的情况（主要7类） 

     （1）国防；（2）防止公害；（3）促进出口；（4）与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

的职务相关；（5）风险企业、创新型企业和示范企业；（6）品质认证产

业产品； （7）电子商务 

主要面向韩国国内申请人 

在KIPO提出优先审查的费用是20万韩元 

 

优先审查 



 

集中审查模式 

     相关主题或相近领域的一系列申请可以进行批量审查 

 

 

韩国其它 



   加拿大加快审查 
 PPH Examination:  

 Canada does not have a PPH agreement with China, but we do 

have agreements with 24 other jurisdictions:  

 http://www.ic.gc.ca/eic/site/cipointernet-

internetopic.nsf/eng/h_wr02160.html 

  There is no government fee for PPH in Canada.  

 

  Advanced Examination:  

 the system of „advanced examination‟ has the advantage over 

PPH in that any claims can be prosecuted 

 The government fee to request „advanced examination‟ is $500 

CDN  

 This will result in a first Office Action or Notice of Allowance issuing 

with three months. 

 

http://www.ic.gc.ca/eic/site/cipointernet-internetopic.nsf/eng/h_wr02160.html
http://www.ic.gc.ca/eic/site/cipointernet-internetopic.nsf/eng/h_wr02160.html
http://www.ic.gc.ca/eic/site/cipointernet-internetopic.nsf/eng/h_wr02160.html


   印度加快审查 
 the Applicant is a startup :  

"Startup" means an entity, where- 

1.   more than five years have not lapsed from the 

date of its incorporation or registration; 

2.   the turnover for any of the financial years, out of 

the aforementioned five years, did not exceed 

rupees twenty five crores (i.e. rupees two hundred 

and fifty million); and 

3.   it is working toward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deployment or commercialization of new products, 

processes or services driven by technology 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ISA or IPEA should be India 

 



   以色列加快审查 

 加快审查条件 

 The old age of an applicant； 

 The medical condition of the applicant； 

 A third party  has begun  to exploit  the invention  

without  permission  of  the applicant； 

 If the examination has unreasonably been delayed； 

 If it is within the public interest；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at justify an expedited 

examination. 

 

 同时提交符合加快审查条件的声明 

 



All IP Service 

Key role — Promote intangible assets value for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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