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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的40年 

2018年1月24日是《专利合作条约》（PCT）第I章生效四十周年的日子1。这一新条约的生效对于

当时尚且年轻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来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WIPO由其前身BIRPI2的成员

国于1970年4月26日《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生效时创建3。PCT稳步发展，已成为WIPO最大

的国际知识产权申请体系。 

PCT最初对13个成员国生效，到1978年6月1日开始运行时（即PCT受理局开始接收并处理PCT申请），

PCT生效成员国数量增加了5个。今天，PCT缔约国已达到152个。 

更多关于PCT生效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notifications/pct/treaty_pct_14.html 

《PCT通讯》中文和韩文选译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现在可在线查阅中文和韩文《PCT通讯》节选。自2003年起PCT用户就可以在PCT

网站上查阅日文节选，我们现在也将相似的服务提供给中文和韩文用户。  

节选中有与所有PCT用户相关的内容，以及对特定语言使用国用户相关的内容。“PCT研讨会日

程”、“PCT费用表”和“PCT缔约国列表”等某些内容仍仅有英文版可供查阅。 

这些选译会在英文版《PCT通讯》定稿后尽快发布。《PCT通讯》中文、日文和韩文选译可以分别

通过以下地址查阅： 

http://www.wipo.int/pct/zh/newslett/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ja/newslett/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ko/newslett/index.html 

知识产权局（比利时）将受理局职能委托给欧洲专利局 

知识产权局（比利时）（OPRI）通知国际局（IB），自2018年4月1日起终止其PCT受理局的职能。

因此，自2018年4月1日起，原则上申请人将无法再向该局提出PCT申请。OPRI将把其PCT受理局的

                         

1  PCT第II章于1978年3月29日生效。 

2  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 

3  4月26日作为世界知识产权日的原因（请查看：http://www.wipo.int/ip-outreach/zh/ip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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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委托给欧洲专利局（EPO），而后者（加上国际局）对于是比利时国民或居民的PCT申请人已

经是适格的受理局。 

OPRI还通知国际局，根据PCT条约第27条(8)和欧洲专利公约（EPC）第151条和第75条(2)(a)的规

定，若PCT申请的申请人是比利时国民、居民或其居所位于比利时，且该申请涉及比利时国防或安

全利益，则该申请必须向OPRI提交，而非EPO，这也是既有规定。判断PCT申请是否涉及比利时经

济法典第XI.91条第2节所指的比利时国防或安全利益，以及在涉及的情况下应向OPRI提出该申请，

属于申请人的责任。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OPRI也不是PCT受理局，而是根据EPC第151条和第75

条(2)条代表EPO受理此申请，因此OPRI收到申请的日期将被承认为EPO收到申请的日期。 

这一信息更新了《PCT申请人指南》附件B1（BE）。 

某些PCT细则与国家法不兼容通知的撤回 

随着知识产权局（比利时）（OPRI）将其受理局职能自2018年4月1日起委托给EPO（见上述“知识

产权局（比利时）将受理局职能委托给欧洲专利局”），OPRI还通知国际局（IB），自该日期起

撤回下列PCT细则与其本国法不兼容的通知： 

– 根据PCT细则20.8(a)所作的通知（关于遗漏部分和项目的援引加入） 

– 根据PCT细则26之二.3(j)所作的通知（关于受理局恢复优先权） 

这一信息更新了“声明保留和不兼容”和“优先权的恢复”表格，分别公布于： 

http://www.wipo.int/pct/zh/texts/reservations/res_incomp.html 

http://www.wipo.int/pct/zh/texts/restoration.html 

国际申请的电子提交与处理 

知识产权局（塞尔维亚）将开始受理和处理电子形式国际申请 

知识产权局（塞尔维亚）根据PCT细则89之二.1(d)以其受理局的身份通知国际局（IB），将自201

8年3月1日起受理和处理电子形式国际申请。  

该局将接受使用ePCT-Filing以电子方式提出的国际申请。收费表I(a)列明了根据费用表第4项适

用于电子申请的费用减免。 

包含该局有关以电子形式提交国际申请的要求和操作的通知将于近期在《官方公告（PCT公报）》

中公布，地址为： 

http://www.wipo.int/pct/en/official_notices/index.html 

（更新《PCT申请人指南》附件C（RS）） 

国家知识产权局（克罗地亚）将接受使用ePCT-Filing提交国际申请 

已经接受电子形式提交国际申请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克罗地亚）以其受理局的身份通知国际局（I

B），自2018年3月1日起将接受使用ePCT-Filing提交国际申请。收费表I(a)列明了根据费用表第4

项适用于电子申请的费用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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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局还通知国际局，自2018年3月1日起将不再接受使用PCT-SAFE软件以电子形式提交国际

申请。   

包含该局有关以电子形式提交国际申请的要求和操作的通知将于近期在《官方公告（PCT公报）》

中公布，地址为： 

http://www.wipo.int/pct/en/official_notices/index.html 

（更新《PCT申请人指南》附件C（HR）） 

欧洲专利在柬埔寨生效 

一项新的欧洲专利组织（EPO）和柬埔寨政府之间有关欧洲专利生效的协议将于2018年3月1日生效。

自该日期起，尽管柬埔寨不是EPO成员国，也可以使欧洲专利和欧洲专利申请（包括含欧洲专利指

定的PCT申请）在柬埔寨生效。在柬埔寨生效的欧洲专利及申请在柬埔寨具有与其国家申请和专利

相同的权利和法律效力。协议签署后，柬埔寨即成为第一个在其领土上承认欧洲专利的亚洲国家。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president-notices/a

rchive/20180209.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information-epo/arc

hive/20180209.html 

WIPO优先权文件数字存取服务 

PCT申请人可以使用WIPO优先权文件数字存取服务（DAS）请求国际局（IB）从DAS提取在先申请的

副本用作优先权文件，而无需自己提供或安排提供经认证的副本。请注意，要使用DAS服务，需要

作为DAS交存局的必须是受理在先申请的专利局，而不一定是受理国际申请的受理局。 

国家工业产权局（巴西） 

国家工业产权局（巴西）通知国际局（IB），自2017年12月1日起开始作为DAS交存局提供服务。

作为交存局，该局将在收到申请人请求后使用DAS局用门户上传优先权文件。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wipo.int/das/en/notifications.html#BR 

印度专利局 

印度专利局通知国际局（IB），自2018年1月31日起开始作为DAS交存局和查询局提供服务。作为

交存局，如果申请人提出明确请求，该局将交存经认证的专利申请和工业设计申请副本作为优先

权文件，包括2018年1月31日或之后在该局提交的PCT申请。作为查询局，对于优先权文件提交期

限至2018年1月31日尚未届满的任何申请，该局将承认可以通过DAS获取的优先权文件。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wipo.int/das/en/notifications.htm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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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参加局名单可通过以下链接查阅： 

http://www.wipo.int/das/en/participating_offices.html 

新的/更新的PCT资源 

远程教学课程：《专利合作条约》简介（2018年1月版） 

所有十种PCT公布语言的PCT基础远程教学课程（DL101PCT）都已更新。更新包括一个关于可提供

许可请求的新章节（新章节11.4）和一些细微的编辑修改。   

该课程提供了关于PCT体系的简介和总体概述，是一门全自学课程，配有评估问题检测对课程的理

解和学习进度。课程证书可在成功完成所有课程模块后下载。如想学习该免费课程，您可以通过

以下WIPO学院的网页进行注册： 

https://welc.wipo.int/acc/index.jsf 

PCT的40年 

有关PCT 40年（见上述“PCT的40年”）的信息可分别通过下列网址查阅阿拉伯文、中文、英文、

法文、德文、日文、韩文、葡萄牙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本： 

http://www.wipo.int/pct/ar/40year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zh/40year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en/40year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fr/40year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de/40year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ja/40year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ko/40year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pt/40year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ru/40year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es/40years/index.html 

要求付费信函的警告 

新的信函 

一些要求PCT申请人和代理人付费的信函既非国际局（IB）发出，也与处理PCT国际申请无关。除

了已在《PCT通讯》发布的许多相关警告信息，我们又发现了来自“IPRS – Intellectual prop

erty register services”和“IPTR – International Patent and Trademark Register”的

新信函。查看上述信函以及PCT用户反馈给WIPO的其它许多信函的示例，或者想了解更多此类信函

的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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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ipo.int/pct/zh/warning/pct_warning.html 

PCT申请人和代理人应当注意，只有国际局一个机构负责所有PCT国际申请的国际公布，通常为自

优先权日起18个月届满时（参见PCT条约第21(2)(a)条）；此国际公布不单独收取费用，其法律作

用规定在PCT条约第29条。 

建议PCT申请人和代理人将这一信息转告本单位负责处理缴费事宜的人员，以及可能收到此类信函

的发明人。如对任何此类信函发生怀疑，请随时通过下列方式联系国际局： 

电话： (+41-22) 338 83 38 

传真： (+41-22) 338 83 39 

电子邮箱： pct.legal@wipo.int 

我们同时鼓励PCT申请人、代理人或发明人（PCT用户）通过政府或消费者保护协会采取行动。上

面提到的网页中给出了用于投诉的建议文本和“受理投诉的政府当局/消费者保护协会”名单。 

PATENTSCOPE 检索系统 

视频教程 

以下网页包含了解释PATENTSCOPE检索系统的短视频，内容已更新： 

https://patentscope.wipo.int/search/zh/tutorial.jsf 

视频给出了使用该数据库的分步说明和建议。通过短短几分钟的视频，您可以学到： 

– 用关键词、数字、名称进行检索； 

– 进行复杂检索； 

– 检索化学信息； 

– 使用CLIR（跨语言信息检索）找到检索的同义词并获取相关译文； 

– 查看结果列表； 

– 使用IPC统计数据； 

– 查询所有已公布的PCT申请； 

– 使用专利登记门户； 

– 获取专利活动总览； 

– 查询已公布的序列表；以及 

– 创建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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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建议 

受理局向国际检索单位（ISA）传送在先检索结果，及ISA在申请人未提出请求时对此类结果的利

用 

问：《PCT通讯》第01/2018期实务建议中描述了申请人可以如何请求ISA在制作国际检索报告的时
候考虑在先申请的检索结果。在什么情况下即使申请人未根据PCT细则4.12明确提出请求，ISA也
会考虑在先检索结果？此外，如果申请人不希望ISA考虑在先检索结果，是否有可以采取的行动？   

答：关于向ISA传送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以及ISA对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的利用，2017年7月1日，

新的PCT细则23之二生效，并且PCT细则12之二和41也做出了修订。这些修改适用于2017年7月1日

及之后提出的国际申请。根据这些修改，在某些情况下，无论申请人是否请求ISA考虑在先检索，

受理局（RO）都需要向ISA传送针对在先申请的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   

如果一件国际申请要求一项在先申请的优先权，且申请人未请求ISA考虑在先检索的结果（例如使

用ePCT-Filing、PCT-SAFE或任何其它PCT在线申请软件时选择适当选项，或在请求书表格续第VII

栏第1项作出相应指明），那么： 

– 如果在先申请是向作为受理局的同一国家或地区局提出的，并且该局已对此在先申请作

出在先检索，则受理局应当向ISA传送在国际申请提出时其可获得的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

的副本（ISA已可获取该副本的除外）（PCT细则23之二.2(a)）；或  

– 如果国际申请要求优先权的一件或多件在先申请是向不同于受理局的其他局提交的，且

该局已对此在先申请作出在先检索或者已对此在先申请进行分类，但该在先检索和分类

的结果对于受理局仍是能够获得的（例如通过数字图书馆），则受理局可以决定是否向I

SA传送此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的副本（PCT细则23之二.2(c)）。   

但请注意，如果受理局适用的国家法和新的PCT细则23之二.2不兼容，受理局有机会（在2016年4

月14日前）将该不兼容通知国际局（IB），而某些局的确向国际局作出了此类不兼容通知，具体

解释如下。  

1. 根据PCT细则23之二.2(b)作出的不兼容通知 

某些国家的专利局根据PCT细则23之二.2(b)通知国际局，该局会根据申请人随国际申请一同提交

的请求，决定不向ISA传送在先检索的结果。请注意，仅在受理国际申请的受理局已经根据PCT细

则23之二.2(b)作出保留时，申请人才可提出该不向ISA传送在先检索结果的请求。这仅涉及下列

国家的受理局4： 

DE 德国 

FI 芬兰 

SE 瑞典 

（查看“声明保留和不兼容”列表，请访问：http://www.wipo.int/pct/zh/texts/reservations

/res_incomp.html） 

如果申请人是向上述局之一提交的国际申请，申请人可通过在使用ePCT-Filing、PCT-SAFE或任何

其它PCT在线申请软件时选择适当选项，或在请求书表格续第VII栏将第2.2项复选框选中，来请求

不向ISA传送在先检索的结果。在根据PCT细则23之二.2(b)作出保留的三个国家当中，申请人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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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请求不向ISA传送在先检索结果的情况主要与德国受理局相关，因为芬兰和瑞典同时根据PCT细

则23之二.2(e)向国际局作出了通知，因此在未得到申请人明确授权时将不会向国际局传送在先检

索结果。 

2. 根据PCT细则23之二.2(e)作出的不兼容通知 

某些国家的专利局根据PCT细则23之二.2(e)通知国际局，在未经申请人授权的情况下传送在先检

索和分类结果副本与其适用的国家法不符。   

这仅涉及下列国家的受理局4： 

AU 澳大利亚 

CH 瑞士 

CZ 捷克 

FI 芬兰 

HU 匈牙利 

IL 以色列 

JP 日本 

NO 挪威 

SE 瑞典 

SG 新加坡 

US 美国 

（查看“声明保留和不兼容”列表，请访问：http://www.wipo.int/pct/zh/texts/reservations

/res_incomp.html） 

这意味着，如果受理国际申请的是上述一个国家的受理局，且申请人在提出国际申请的时候未明

确授权受理局向ISA传送在先检索结果（通过在使用ePCT-Filing、PCT-SAFE或任何其它PCT在线申

请软件时选择适当选项，或在请求书表格续第VII栏将第2.3项中的有关复选框选中），受理局将

不会向ISA传送在先检索结果。 

请注意，对于所有受理局，如果在先检索是针对一件当前国际申请要求其优先权的在先国际申请

作出的，且作出在先检索的ISA与当前国际申请中所选择的ISA不同，则申请人需要明确授权受理

局向ISA传送该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方式是通过在使用ePCT-Filing、PCT-SAFE或任何其它PCT在

线申请软件时选择适当选项，或在提交纸件申请时在请求书表格续第VII栏将第2.3项中的第二个

复选框选中。   

请注意，如果国际申请要求一个以上在先申请的优先权，且申请人有权并希望针对一个以上在先

申请授权受理局向ISA传送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或者请求受理局不向ISA传送相关在先检索结果，

则申请人必须针对所涉及的每一件在先申请提供该相关信息。ePCT-Filing、PCT-SAFE或任何其它

PCT在线申请软件中有相应选项，但如果通过纸件申请，申请人应在请求书表格续第VII栏中选中

                         
4
  2018年2月1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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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或2.3项中相应的复选框，并将列出每一个有关优先权要求的该页复制，下方标注“续第VII

栏第2项续页”字样，并附在请求书后。 

就ISA考虑在先检索结果的义务而言，即使申请人未根据PCT细则4.12请求ISA考虑在先检索的结果，

如果国际申请要求一件在先申请的优先权，而针对该在先申请已由作为ISA的同一局作出了检索，

则该ISA在进行国际检索时应该尽可能地考虑该在先检索的结果。如果受理局已经向ISA传送了任

何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的副本，或该副本对于受理局或ISA是以其可接受的形式和方式能够获得的，

例如可通过电子图书馆获得，则ISA在进行国际检索时可以考虑那些结果，但并无考虑的义务（PC

T细则41.2）。 

关于检索费退款或部分退款的情况，尽管大部分ISA在申请人根据PCT细则4.12提出请求的情况下，

如果在国际检索时考虑了在先检索的结果，会退还或部分退还检索费，但请注意，如果ISA是在申

请人未明确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根据PCT细则41.2考虑了在先检索结果，PCT细则中没有任何规定要

求ISA退还或部分退还检索费。 

更多信息可查阅《PCT申请人指南》国际阶段第5.073B到5.073D段： 

http://www.wipo.int/pct/guide/en/gdvol1/pdf/gdvol1.pdf 

另可查阅请求书注释，续第VII栏第2项： 

http://www.wipo.int/pct/zh/forms/request/ed_request.pdf 

 

PCT网络培训班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通过互联网以网络培训班的形式向远程听众传播PCT有关知识。今年拟

举办多期中文PCT网络培训班，其中近期安排如下，欢迎任何感兴趣的人士通过下列相应网址免费

报名参加： 

PCT概述 

内容：简要介绍专利合作条约(PCT)的基本法律框架，包括申请的提交、国际检索、国际公布、国

际初步审查、进入国家阶段等主要程序，以及由此带来的主要优点等 

时间：2018年3月22日 北京时间15:30-16:30（欧洲中部时间8:30-9:30） 

报名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3980682181701547523 

国际阶段的特殊程序(1)  

内容：主要介绍优先权恢复、援引加入、明显错误更正等程序 

时间：2018年4月25日 北京时间15:00-16:00（欧洲中部夏令时9:00-10:00） 

报名网址：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849385195828080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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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阶段的特殊程序(2)  

内容：主要介绍根据细则92之二记录变更、补充国际检索、第三方意见等程序 

时间：2018年6月6日 北京时间15:00-16:00（欧洲中部夏令时9:00-10:00） 

报名网址： https://attendee.gotowebinar.com/register/6384477383299569921 

关于中文PCT网络培训班的进一步信息，请访问： 

 http://www.wipo.int/pct/zh/seminar/webinars/index.html 

关于更多网络培训班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wipo.int/pct/en/seminar/webinar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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