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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PCT申请量 

2017年，PCT使用量继续增长，PCT申请量预计达243,500件1，较2016年增长4.5%。   

美国的申请人继续维持了自40年前PCT开始运作以来他们一直保持的榜首之位，占2017年PCT申请

总量243,500件的近四分之一（23.3%）。但中国的申请人首次排名第二，占PCT申请总量的20.1%。

紧随其后的是日本（19.8%）。2017年提交的所有PCT申请中，几乎有半数来自亚洲（49.1%），欧

洲（24.9%）和北美（24.3%）各占四分之一。占据前十位的国家其申请量及其占总申请量的百分

比分别如下：  

1. 美国 56,624  23.3% 

2. 中国 48,882  20.1% 

3. 日本 48,208  19.8% 

4. 德国 18,982  7.8% 

5. 韩国 15,763  6.5% 

6. 法国 8,012  3.3% 

7. 英国 5,567  2.3% 

8. 瑞士 4,491  1.8% 

9. 荷兰 4,431  1.8% 

10. 瑞典 3,981  1.6% 

有关其他国家的申请量及其与2016年的比较数据，请通过以下链接查看WIPO新闻PR/2018/816中的

附件1： 

http://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18/article_0002.html 

两家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成为2017年的最大申请人，分别有4,024

件和2,965件公布申请。其次是英特尔公司（美国）和三菱电机（日本）。前十位申请人及2017年

其名下公布的PCT申请量分别如下： 

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4,024 

                         
1
  请注意，由于国际局尚未收到全部2017年于国家和地区专利局提出的PCT申请，该总量及下述申请量均为临时数据，最终结

果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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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兴通讯（中国）  2,965 

3. 英特尔公司（美国）  2,637 

4. 三菱电机（日本）  2,521 

5. 高通公司（美国）  2,163 

6. LG电子（韩国）  1,945 

7. 京东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1,818 

8. 三星电子有限公司（韩国）  1,757 

9. 索尼公司（日本）  1,735 

10. 爱立信（瑞典）  1,564 

前50位PCT申请人列表已在该新闻（附件2）中发布。在教育机构中，加利福尼亚大学是2017年PCT

体系最大的用户，并且自1993年起就蝉联这一位置。尽管美国大学在前十位占据主导地位，前20

名的名单中仍包含10所亚洲高校。关于教育机构申请量的信息也已在该新闻（附件3）中发布。 

按照技术领域分类的话，计算机技术在PCT申请中占比最高，占已公布PCT申请总量的8.6%，紧随

其后的是占8.2%的数字通信，其次是电气机械、电气装置和电能（6.8%） 和医疗技术（6.7%）。  

已公布申请的技术领域的具体分布情况可在该新闻（附件4）中查阅。 

2017申请的最终数据（以PCT年度回顾的形式）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PCT通讯》中公布。 

国际单位会议 

PCT国际单位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于2018年2月21日至23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可通过以下WIPO

网页链接查阅主席总结和工作文件：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46027 

会上讨论的议题包括： 

– 质量小组会议的结果及其关于质量管理进一步工作的建议；具体内容请查阅主席总结（P

CT/MIA/25/13文件的附件二）；  

– “PCT路线图”2回顾范围，该路线图于2010年获PCT工作组批准，国际局计划在2018年6月

向工作组提交路线图回顾；回顾将考虑根据PCT路线图建议开展的现行工作和其他活动对

于PCT体系的发展是否仍然是适宜的，并确定进一步改进的领域； 

– 关于PCT最低限度文献的两份文件：关于欧洲专利局领导的PCT最低限度文献特别工作组

的进度报告（文件PCT/MIA/25/4）和印度专利局关于将印度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列入PCT

最低限度文献的提案（文件PCT/MIA/25/9）；  

                         
2
  关于改进PCT体系运行的一系列建议 



PCT 通讯 |  2018年3月 | 第03/2018期 

 

3 

 

– 日本专利局提出的关于修订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指南以加强PCT程序中国际阶段和国

家阶段的联系的提案（文件PCT/MIA/25/3）； 

– 国际局关于在PCT费用交易中可能引入“净额清算结构”的进度报告，该结构旨在降低费

用收入的货币汇率波动敞口，减少受理局和国际检索单位的成本及工作量（见文件PCT/M

IA/25/5）； 

– 关于国际申请摘要和扉页附图字数的现行工作，以提升摘要质量和效用并尽可能地将翻

译成本降到最低（文件PCT/MIA/25/11）； 

– 从用于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表表达的WIPO标准ST.25向基于XML的WIPO标准ST.26的过渡

（文件PCT/MIA/25/2）； 

– 五局协作式检索和审查项目第三期试点的准备阶段，预计将很快决定实施阶段的启动日

期（文件PCT/MIA/25/7）；以及 

– 在由于电力中断或网络攻击导致电子通讯不可用而使得申请人无法满足期限要求的情况

下的救济措施（文件PCT/MIA/25/12）。 

国际单位对国际局提供给申请人、受理局、国际单位和第三方使用的多项电子服务的最近发展表

示赞赏（文件PCT/MIA/25/6）。国际单位表示他们正在使用ePCT服务或正在开展相关工作以便申

请人可以通过ePCT提交国际申请，并且认识到在申请文本、国际检索报告、书面意见和相关文件

中进一步使用XML语言的重要性，这将能够提高效率并且提高专利信息的质量。国际单位还注意到

更多专利局作为提供局参与WIPO检索和审查集中存取系统（WIPO CASE）而带来的工作共享的好处，

这将能够将专利申请的案卷信息共享给其他参与局（文件PCT/MIA/25/8）。 

《PCT通讯》中文选译：新的电子邮件通知系统 

《PCT通讯》第02/2018期中报道，《PCT通讯》中文选译现已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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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选译通常包括《PCT通讯》英文版中除“PCT研讨会日程”、“PCT费用表”、“PCT缔约国和双

字母代码”和部分“PCT信息更新”外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中文PCT用户可以订阅电子邮件通知，系统将在每一期《PCT通讯》的中文选译发布时向用户

发出通知。如要订阅，只需要在WIPO的下述主订阅页面进行注册即可（还可选择订阅其他中文的W

IPO电子邮件和电子通讯）： 

https://www3.wipo.int/newsletters/zh/#pct_newsletter 

选译同时提供日文版和韩文版，针对日文和韩文选译的类似电子邮件通知系统正在筹划当中。  

PCT信息更新 

CN 中国（电子形式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的电子载体种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国际检索单位（ISA）已指定其接受电子形式核苷酸和/或氨

基酸序列表的电子载体种类：接受CD-ROM或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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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PCT申请人指南》附件D（CN）） 

PCT公布时间表的变动 

2018年5月11日的公布 

由于2018年5月10日星期四不是WIPO的工作日，正常情况下应于该日公布的PCT申请（及其他《官

方公告（PCT公报）》将于2018年5月11日星期五公布。但上述公布技术准备的完成日期仍然不变，

为国际公布的目的应予考虑的任何改动都应该在2018年4月24日星期二午夜（欧洲中部时间(CET)）

前送达国际局。 

新的/更新的PCT资源 

质量报告 

根据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指南第21.26和21.27段，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需要针对其作为国

际单位的工作所实施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年度报告。2017年报告可通过以下链接查阅：  

http://www.wipo.int/pct/en/quality/authorities.html 

实务建议 

提交国际申请时的应缴费用 

请问提交国际申请应当缴纳哪些费用，数额是否变动，如果是，何时发生变动？ 

对于提交国际申请，有三种应向受理局缴纳的费用： 

1. 传送费：该费用应向提出国际申请的受理局缴纳。传送费支付的是受理局所作工作的费用，

如受理、检查国际申请，向国际局传送登记本，向国际检索单位（ISA）提供检索本等。少数受理

局不收取任何传送费。同时请注意，一些接受电子申请的受理局对以电子形式提交的申请提供费

用减免，一些受理局对小规模实体提交的申请提供费用减免。  

传送费应自受理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如果申请收到日与付款日之间传送费数额发

生变动，申请人必须缴纳申请收到日所适用的数额。（见PCT实施细则第14条） 

2. 国际申请费：该费用的数额由PCT缔约国（PCT联盟）以瑞士法郎确定，并且规定在附于PCT

实施细则的费用表中。请注意，如果国际申请超出30页，超出部分每页有附加费用，对于包含序

列表的国际申请另有特别规定。国际申请费由受理局（以其接受的货币）收取，为国际局的利益

而缴纳，支付的是国际局在承担各项工作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公布国际申请、代表ISA发布专

利性国际初步报告（PCT第I章）（在适用的情况下），和向申请人、受理局、ISA、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及指定（选定）局发出各项通知等。   

虽然多年来（自2008年7月以来）国际申请费数额均未发生变动，但以其他货币缴纳的等值数额有

可能不同（见下文）。国际申请费应当自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如果申请收到日与付

款日之间国际申请费数额（或受理局接受货币的等值数额）发生变动，申请人必须缴纳申请收到

日所适用的数额。（见PCT实施细则第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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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索费：该费用的数额由每个ISA确定，取决于适格的ISA（如果有一个以上的适格ISA，取

决于申请人选择的ISA）。检索费由受理局收取，为ISA的利益而缴纳，支付的是ISA进行国际检索、

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和ISA书面意见、以及任何其他ISA所承担工作的费用。   

检索费应当自受理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如果国际申请收到日与付款日之间检索费

数额（或受理局接受货币的等值数额）发生变动，申请人必须缴纳申请收到日所适用的数额。  

（见PCT实施细则第16条） 

应缴数额或其他货币等值数额的变动 

传送费数额由受理局确定，货币通常为受理局所在国当地货币，根据相关受理局的做法可能在任

一时间发生变动。受理局会在任何数额变动前作出公告。一般而言，国际申请费和检索费的缴纳

货币也是受理局所在国的当地货币。如果当地货币不是上述费用的确定货币，以当地货币缴纳的

数额可能由于此两种货币间的汇率波动而发生变动。   

等值数额的确定根据“PCT大会关于确定某些费用等值数额的指令”（2010年7月起生效）办理，

并且定期重新审核。每年10月份，WIPO总干事在与相关受理局磋商后，根据10月份第一个星期一

的当日汇率确定新的国际申请费和检索费（及适用情况下的补充检索费和手续费）的等值数额，

任何调整一般于次年1月1日生效。 

此外，如果瑞士法郎（对于国际申请费）或确定货币（对于检索费）和任何适用的规定货币之间

的汇率超过连续四个星期五比最近适用的汇率高至少5%或低至少5%，WIPO总干事将在与相关受理

局磋商后，根据上述四个星期五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的当日汇率确定新的等值数额。 新确定数额一

般将在《官方公告（PCT公报）》对其进行公布之日起两个月后开始适用。   

提交国际申请时去哪里查看应缴费用 

可通过以下链接中的PCT费用表查看传送费、国际申请费和检索费的数额： 

http://www.wipo.int/pct/en/fees.pdf 

也可在《PCT申请人指南》附件C中查看传送费和国际申请费的适用数额，在附件D中查看检索费的

适用数额。 

请注意，如果通过电子方式（如使用ePCT-Filing或PCT-SAFE）提交国际申请，在申请人填写所有

相关信息后，应缴费用数额在可能的情况下（例如，费用数额固定，缴费货币不是瑞士法郎数额

的等额，可方便适用费用减免的情形）会自动计算得出。请注意，电子申请软件计算出的费用虽

然一般无误，但仍需受理局确认。如果是纸件申请，申请人需要填写附于请求书的费用计算页。

费用计算页的说明将帮助您完成填写。  

费用减免的适用 

如果申请人以电子形式向接收电子形式国际申请3的受理局提交国际申请，PCT费用表（PCT实施细

则附件）规定了下列不同电子格式适用的国际申请费总额的减免情形： 

– 如果请求书和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及摘要文本没有使用字符码格式，减免100瑞士法郎

（或向受理局缴纳国际申请费所使用货币的等值数额）（见项目4(a)）； 

                         
3
  符合行政规程第7部分和附件F，或符合基本共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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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请求书使用字符码格式，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及摘要文本没有使用字符码格式，减

免200瑞士法郎（或等值）（见项目4(b)）；或 

– 如果请求书和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及摘要文本都使用字符码格式，减免300瑞士法郎（或

等值）（见项目4(c)）。 

如果申请人是某些低收入国家的国民且居民，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满足其他条件，申请人可获得国

际申请费（以及补充检索手续费和手续费）的减免，前提是如果有多个申请人，每一个申请人都

需要满足必要的条件。此外，如果申请人满足那些条件并且是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提交国际申

请，则免除传送费。关于有关国家列表及更多信息，请查看下表： 

http://www.wipo.int/pct/en/fees/fee_reduction_july.pdf 

关于检索费，对于某些ISA，特定情况下有费用减免，例如： 

– 对于特定国家的申请人； 

– 对于个人、小规模实体或微型实体的申请；或 

– 对于以特定语言提交的国际申请。   

关于适用于部分ISA的各种检索费减免情形，请查阅《PCT申请人指南》附件D。  

付款方式 

如果使用ePCT-Filing或PCT-SAFE软件提交申请，可选择的用于缴纳费用的付款方式根据相关页面

上所选受理局不同而不同。更多信息，请查看PCT电子服务支持页面发布的信息： 

http://www.wipo.int/pct/en/epct/support.html（选择“ePCT申请(ePCT-Filing)”，之

后选择“PCT费用和付款(PCT fees and payment)”） 

对于其他形式的申请，如欲获取关于向受理局付款方式的信息，申请人可以查看费用计算页和费

用计算页说明，或联系其受理局。关于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付款的信息，请查看： 

http://www.wipo.int/pct/zh/filing/modes.html 

应注意，某些情况下，在国际阶段可能还需缴纳上面未提及的其他费用。更多信息，请查看《PCT

申请人指南》附件B（国际局）、C、D、SISA和E中的相关部分和PCT行政规程第113条。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提醒申请人，有些PCT申请人和代理人收到过一些要求付费的信函，而这些付费

要求既非国际局发出，也与处理PCT国际申请无关。不管这些信函中号称能提供何种注册服务，它

们都与WIPO及其任何官方出版物毫无关联。如上所述，只有国际局一个机构负责所有PCT国际申请

的国际公布，并且该公布的费用已经包含在国际申请费中，因此不需要为此项服务缴纳任何其他

费用。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wipo.int/pct/zh/warning/pct_warn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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