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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的40年 

2018年1月24日是PCT第一章生效四十周年的日子（见《PCT通讯》第02/2018期）。PCT生效仅四个

月后，1978年6月1日，PCT开始运作，申请人自此可以提交PCT申请及国际初步审查要求。2018年6

月1日，WIPO总部举行了庆祝活动。活动上WIPO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为国际专利体系运作40年表

示祝贺，他将PCT称作成功国际合作的珍贵典范，并对PCT的高效运行向PCT员工表示了感谢。以下

链接中的3分钟视频包含总干事高锐的部分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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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运作开始，PCT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开始运作的最初六个月，提交至该体系的国际专利申请仅

有459件。26年后（2004年年末），已提交申请达100万件，那之后近13年后（2017年2月）第300

万件PCT申请得到公布。WIPO的PATENTSCOPE数据库平均每周公布约5,000件PCT申请，数据库现包

含340万件通过PCT体系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 

过去四十年间，除一年（2009年，时值全球经济危机顶峰）以外，PCT申请量均逐年稳定增长。 

2017年，PCT申请量创记录地达到了243,500件，较2016年上涨4.5%。 

自PCT运作开始，美国的申请人一直保持着每年PCT申请量榜首的位置，仅2017年就提交了57,000

件申请。但是自21世纪初，亚洲国家对PCT的使用量有了显著的增长，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其使用量增长尤为突出。自2003年起，中国的PCT申请量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2017年，

中国成为了PCT体系的第二大用户。 

至于PCT的成员情况，1991年PCT有50个缔约国，1999年增加至100个，而今天缔约国数量达到了 

152个，意味着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PCT体系的一员。 

过去40年中，PCT经历了许多其他重大变化，例如： 

– 从纸件申请和处理到电子申请和处理； 

– 公布语言从5种增加到10种； 

– 国际单位的数量从5个增加到23个；以及 

– 进入国家阶段的申请数量从1995年的不足100,000件到2017年的615,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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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PCT实施细则和细则所附费用表的修改 

2017年10月2日至11日于日内瓦举行的PCT联盟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通过了对PCT实施细则的修改，

这些修改将于2018年7月1日生效。 

修改包含下述内容： 

– PCT实施细则4.1(b)(ii)和41.2(b)：由于PCT大会第47届会议（2015年10月举行）和48届

会议（2016年10月举行）分别通过了对细则12之二和23之二的修正，遂对参考编号作出

更正。更多信息，请查阅文件PCT/WG/10/5（http://www.wipo.int/edocs/mdocs/pct/zh

/pct_wg_10/pct_wg_10_5.pdf）。 

– PCT费用表：大会澄清费用表第5项所述减费90%仅适用于为自己提交国际申请的申请人，

而非代表不具备减费资格的个人或实体提交国际申请的申请人。更多信息，请查阅文件 

PCT/WG/10/8（http://www.wipo.int/edocs/mdocs/pct/zh/pct_wg_10/pct_wg_10_8.pd

f）。 

同时，有关如何获取这些修改的幻灯片演示文件，请查看下方“新的/更新的PCT资源”。 

将于2018年7月1日生效的修改后的PCT实施细则和费用表合编本现可分别通过以下网页右侧的链接

查阅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本： 

http://www.wipo.int/pct/ar/tex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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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ipo.int/pct/en/texts/index.html（英文和意大利文版） 

http://www.wipo.int/pct/fr/text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de/text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pt/text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ru/text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ct/es/tex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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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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DAS交

存局的应当是受理在先申请的专利局，而不一定是受理该国际申请的受理局。 

国家工业产权局（巴西）和丹麦专利和商标局 

自2017年12月1日起行使交存局职能的国家工业产权局（巴西）和自2011年11月1日起行使交存局

职能的丹麦专利和商标局通知国际局，分别自2018年4月1日和2018年6月1日起作为查询局提供服

务。 

更多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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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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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参加局名单可通过以下链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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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专利在柬埔寨登记生效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柬埔寨王国工业及手工业部关于知识产权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于2018年3月29日签署后，在中国被授予专利（包括根据PCT申请授予的专利）的专利权人现

在可以将其中国专利在柬埔寨登记生效。 

根据该安排，柬埔寨王国工业及手工业部在将中国专利在柬埔寨登记生效之前，将对必要的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而无需开展实质审查。在柬埔寨登记的中国专利将享有与根据柬埔寨专利、实用

新型和工业外观设计法（2003年1月22日实施并于2017年11月22日修订）授予的专利同等的对待，

登记后的中国专利在柬埔寨享有与在中国同样的保护期限。该安排溯及既往，在2003年1月22日之

后申请的中国专利，如果仍在有效期内，就具备在柬埔寨登记生效的资格。 

请注意上述可能性不适用于实用新型或工业设计。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mih.gov.kh/File/UploadedFiles/4_18_2018_23_29_19.pdf 

http://www.sipo.gov.cn/zscqgz/1121235.htm 

中国专利在柬埔寨登记所需的登记申请表格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 

http://www.mih.gov.kh/File/UploadedFiles/4_19_2018_0_15_46.pdf 

7-8月合刊 

下一期《PCT通讯》将为7-8月的合刊，于8月份发布。如果在本期和7-8月合刊之间出现任何用户

应当知晓的重要PCT新闻，我们将通过PCT邮件更新服务作出通知。邮件更新服务会在新一期《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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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上线时通知PCT用户，或在必要时向用户发出临时通知，如果尚未订阅该服务，可通过我们

的邮件平台免费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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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如果在7-8月合刊发布前PCT研讨会日期安排或PCT收费表有任何变动，更新信息会分别发

布在下列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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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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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T公布时间表的变动 

2018年9月7日的公布 

由于2018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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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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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星期二午夜（欧洲中部时间 

（CET））前送达国际局。 

WIPO总部的PCT高级研讨会 

2018年9月17和18日将于日内瓦WIPO总部举办PCT高级研讨会。将由专利和技术部门经验丰富的员

工主讲，包括申请、检索和审查、ePCT、进入国家阶段，以及最近和将来的发展的部分。研讨会

面向专利管理人员、律师助理等已经熟悉PCT体系的用户。 

“PCT研讨会日期安排”近期将提供在线注册的细节及更多信息。 

PCT信息更新 

A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专利局名称；地址和邮寄地址；电子邮箱地址） 

AU  澳大利亚（电话号码；要求提交的翻译内容） 

CO  哥伦比亚（费用） 

ES  西班牙（国际公布后的临时保护） 

MX  墨西哥（费用） 

PL  波兰（有关代理人的要求；进入国家阶段的特别要求） 

SE  瑞典（用电子表格提交国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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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费和其他与国际检索相关的费用（澳大利亚专利局、欧洲专利局、联邦知识产权局（Rospat

ent）（俄罗斯联邦）、韩国知识产权局、国家工业产权局（巴西）、北欧专利局、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瑞典专利和注册局）  

新的/更新的PCT资源 

幻灯片演示资料 

介绍将于2018年7月1日生效的PCT实施细则修改内容的幻灯片演示文件现可通过以下链接查阅，链

接中分别为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和西班牙文版： 

http://www.wipo.int/pct/zh/texts/ppt/rule_changes_archive.html 

http://www.wipo.int/pct/en/texts/ppt/rule_changes_archive.html 

http://www.wipo.int/pct/fr/texts/ppt/rule_changes_archive.html 

http://www.wipo.int/pct/de/texts/ppt/rule_changes_archive.html 

http://www.wipo.int/pct/ja/texts/ppt/rule_changes_archive.html 

http://www.wipo.int/pct/ko/texts/ppt/2018changes.pptx 

http://www.wipo.int/pct/es/texts/ppt/rule_changes_archive.html 

研讨会资料 

英文、日文和西班牙文版的涵盖PCT程序所有方面的研讨会资料已根据将于2018年7月1日生效的 

PCT实施细则的修正内容作出更新，链接分别为： 

http://www.wipo.int/pct/en/seminar/basic_1/document.pdf 

http://www.wipo.int/pct/ja/seminar/basic_1/document.pdf 

http://www.wipo.int/pct/es/seminar/basic_1/document.pdf 

其他语言的版本也将在近期更新。 

WIPO Translate 

韩国知识产权局成为第一个将WIPO Translate集成到自己专利申请和审查流程中的专利局 

韩国知识产权局和WIPO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韩国知识产权局将着手将WIPO  

Translate集成到自己的专利申请和审查流程中，成为了第一个这么做的PCT专利局。 

WIPO Translate支持PATENTSCOPE，利用尖端的神经机器翻译技术，将高度技术性的专利文献转换

为另一种语言，并且风格和句法更贴近通用说法。WIPO Translate胜过建立在以往技术上的专利

翻译工具，也超越其他同样利用人工智能的基于网络的产品。这一新技术将PCT官方语言（阿拉伯

文、中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葡萄牙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之一的所有专利文献与英文

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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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Translate专门通过数量庞大的专利文本进行训练，并拥有一项“领域识别技术”，可以根

据发明的具体特点进行翻译。该工具内部集成了国际专利分类中的32个技术领域，能够避免系统

在翻译过程出现歧义。该技术在翻译某一特定句子时，会对该句所属的具体领域加以考虑，从而

能够产出更准确的译文。这项功能在专利翻译界是独一无二的。 

更多信息，请查看新闻报道： 

http://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18/article_0004.html 

实务建议 

未以正确形式向国际检索单位提交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的后果 

问：  我将以图像文件格式提交一件包含序列表的国际申请，我意识到为了国际检索的目的，序
列表必须以文本文件的电子形式提交。如果提交申请时不能提交文本文件形式的序列表，我会被
要求在申请提交后提交序列表吗？如果会的话，我需要为此缴纳额外的费用吗？ 

答：  如果为了国际检索的目的需要考虑序列表，22个在运行的国际检索单位都要求申请人将任

何的序列表以电子形式（文本文件）提交。具体而言，必须符合PCT行政规程附件C（“PCT国际专

利申请中体现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表的标准”）1（以下简称“附件C”）所规定的标准。请注意，

附件C的规定也是WIPO标准ST.25（“专利申请中体现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表的标准”）2的建议内

容。此外，序列表必须通过相关国际检索单位接受的电子载体传送。 

如果国际申请包含的序列表不符合必要的要求，例如提交的是纸件或图片文件（如PDF格式），或

是提交的文本文件不符合附件C的标准，为了国际检索的目的，国际检索单位会要求申请人在一定

期限内提交符合标准的序列表（使用表格PCT/ISA/225（“提交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以及在

适用的情况下缴纳后提交费的要求”））。根据PCT实施细则要求13之三.1(c)，该通知可能会要

求向国际检索单位缴纳后提交费，其数额由国际检索单位决定，但不应超过国际申请费的25%。22

个国际检索单位中现有12个收取这一后提交费： 

– 国家工业产权局（巴西）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 埃及专利局 

– 欧洲专利局 (EPO) 

– 芬兰专利和注册局 (PRH) 

– 以色列专利局 

– 印度专利局 

– 韩国知识产权局 

                         
1
  见： http://www.wipo.int/pct/en/texts/pdf/ai.pdf 

2
  见：http://www.wipo.int/standards/en/pdf/03-25-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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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知识产权局 (Rospatent)（俄罗斯联邦） 

– 土耳其专利商标局（Turkpatent） 

– 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USPTO) 

– 维谢格拉德专利局 (VPI) 

上述表格将要求申请人提交一份声明，确认根据PCT实施细则13之三.1(a)提交的附件C文本文件同

提交的国际申请中的序列表完全相同。 

如果申请人没有在给定时间期限内符合通知要求，例如，如果收到要求后提交的序列表不符合必

要的标准，国际检索可能会受限，因为根据PCT实施细则13之三.1(d)，国际检索单位只需在没有

序列表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的有意义检索的范围内对国际申请进行检索。这意味着审查员不会检索

与特定序列相关的权利要求。 

即使随后提交的序列表符合必要的标准，仍需注意，如果上述国际检索单位已经要求申请人缴纳

后提交费但申请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该费用，回复通知时提交的序列表可能不会被考虑。 

欲了解有关各个国际检索单位要求的电子载体种类的信息，以及查看哪些国际检索单位根据PCT实

施细则13之三.1(c)收取后提交费及其适用的金额，请查看《PCT申请人指南》附件D的相关部分。 

请注意，国际申请的任何序列表都必须和国际申请的其他部分在同一时间（或至少在同一天）提

交。同时需要注意，如果提交国际申请时以附件C文本文件的形式提交了序列表，则无需为了PCT

细则13之三的目的提交另一份文本文件格式的副本，因为提交的文本文件将同时用于国际申请的

公开和检索。 

强烈建议申请人将说明书中的序列表部分以附件C文本文件的形式与国际申请一同提交，以确保符

合国际检索单位的格式要求。申请人不仅可以避免向国际检索单位缴纳任何必要的后缴纳费，而

且文本格式的任何说明中的序列表也不会被计入国际申请的总纸页数，而总页数超过30页会产生

附加费用。随国际申请提交序列表时，应在请求书中指明序列表是国际申请的一部分。指明的方

式取决于申请方式，例如： 

– 如果申请人使用ePCT提交申请，序列表必须是附件C文本格式（不接受PDF格式），且必

须附于“国际检索”部分。申请人应当勾选“为了国际检索的目的，附上机器可读格式

的序列表”，再选择“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提交”； 

– 如果申请人使用PCT-SAFE提交申请，申请人应当首先在生物标签栏下勾选“说明书包含

序列表”，再在上传附件C文本文件时在内容标签下勾选“作为说明书的一部分提交”；

或 

– 如果申请人使用PDF请求书表格通过EFS-Web向作为受理局的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电子申

请，应当勾选表格PCT/RO/101中第IX栏(g)项下的相关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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