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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国际局将在 2019年 12月 31日之后停止接受或发送作为 PCT通信手段的传真。 

2. 受理局和国际单位应考虑其来往传真和其他通信的未来。应考虑到可靠性和质量，以及确保申

请人和其他相关方在任何时候都应有有效的通信手段，并在发生故障时有适当的保障措施。 

背 景 

3.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国际局的服务提供商停止提供模拟电话线路。因此，自该日起，所有国

际局的来往传真都使用了基于因特网协议的传真（FoIP）技术。然而，即使是在该日之前，许多用户

已经依赖 FoIP技术来进行传真传送，因为一些国家服务提供商或用户本身已不再使用模拟线路。 

4. 与原先通过模拟线路的传真协议相反，使用 FoIP 技术，传送有可能报告为成功，但实际上并未

被接收。据信，在一些向国际局传送或也可能是从国际局传出的情况下，实际上发生过这种情况。随

着传送时间的延长，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性会增加，使这一传输方式对专利申请等长篇文件的传输尤

不可靠。 

5. 因此，在 2017 年 12 月发行的《PCT通讯》中，国际局强烈建议 PCT 申请人停止将传真作为与国

际局通信的手段，并表示国际局正在考虑停止支持传真作为通信手段。从 2018年 4 月 1日起，国际局

停止在马德里和海牙体系中支持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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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2018年 9月 18日的通函 C.PCT 1645中，国际局就 2019年 1月 1日起停用国际局为 PCT目的

的传真服务器的提议，与 PCT 体系的国家局和某些代表 PCT 用户的非政府组织进行了正式磋商，并注

意到已开发出新的在线文件应急上传服务，该服务于 2018 年 12 月初开始提供。由于一些用户表示关

切，停用传真被推迟到“至少 2019年 6月底”。 

7. 应急上传服务是为主要的 ePCT 服务不可用时提供基本服务而设计的系统。它有冗余主机，位于

地理上分开的两个位置，并且不依赖于 ePCT 运行所需的后台服务。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无需登录，如

果国际局的主要内部系统不可用，它将存储上传的文件，直到可以传输。然而，这种与其他服务的隔

离程度意味着，它既没有为国际局（在增加数据以方便处理方面）也没有向申请人（在上下文信息和

查阅文件的能力以及在线上申请中立即予以进一步处理的能力方面）提供主要系统的益处。因此，建

议仅在主要 ePCT服务确实不可用的情况下才使用该服务。 

8. 传真标准的发展意味着，只要发送方和接收方都使用符合最新标准的新设备，就有可能在无预

警的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故障问题。然而： 

(a) 现在很少有人投资于新的传真设备； 

(b) 与其他电子传送形式所传送的文件质量相比，传真传送的文件内容质量仍然很差； 

(c) 文件中不含机器可读信息来帮助处理；和 

(d) 传送通常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互联网服务——一些申请人可能拥有传真和其他足够独立的

互联网服务，使得其中一项服务的故障未必会影响到另一项服务，但任何足以使 ePCT 和应急上

传服务都无法使用的故障几乎肯定也会阻断国际局的传真服务器。 

9. 因此，正如在 2019 年 5 月那期《PCT 通讯》所宣布的，国际局已决定不再为试图维持传统的传

真服务进行投资，并将在 2019年 12月 31日之后停止接受或传送作为 PCT程序一部分的传真文件。 

10. 过去几年，澳大利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哈萨克斯坦、尼加拉瓜、秘鲁、斯洛伐克、南非

和乌干达的国家局也要求从它们在《PCT 申请人指南》的条目中删除其传真号码；以色列已从 2019 年

6月 1日起这样做。 

问 题 

11. 近年来，国际局使用传真进行的通信往来急剧下降。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 

(a) 传真普遍减少； 

(b) 国家局电子服务的可用性、质量和易用性日益提高；和 

(c) 国际局努力联系传真的主要用户，提醒他们注意这些问题，并推广诸如 ePCT 等电子通信

系统的使用。 

12. 然而，人们认识到，在整个 PCT体系中，传真在允许申请人与主管局之间进行即时通信方面仍发

挥着虽微小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如下两种情况下： 

(a) 在主管局不提供在线服务或特定申请人无法获得此类服务的情况下，满足紧急截止日期

（例如，申请人或代理人所在国家或地区不同于国际检索单位，难以创立适当账户）；和 

(b) 无论是由于一般停机问题还是特定申请人或申请人群体的特有问题，在线服务在某一特定

时刻对申请人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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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因此，虽然国际局强烈建议尽可能避免使用传真，但应在确保所有申请人都能从受理局、国际

局和选定的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获得有效服务的背景下，才停用传真服务。 

传真在 PCT体系中的一般使用 

14. 在《PCT 申请人指南》中，目前有 115 个具有受理局或国际单位作用的主管局列出了传真号码。

少数主管局表示这些传真号码仅用于有限目的，但大多数主管局似乎一般可将传真用于任何文件的通

信。许多主管局和单位在其表格中包括一个传真号码，以便申请人与其联系。请求书表格和要求书表

格包括申请人记录传真号码的空格。 

15. 选择主管局与申请人之间的即时通信方式很重要，特别是对于为地处偏远国家的申请人服务的

国际检索单位而言，在这些国家，平邮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周才能送达。在这些情况下，国家电子服

务或许没有成效，因为其他国家的代理人可能很难注册使用这些服务。此外，即使代理人有账户，但

从该账户中或许看不到国际申请，特别是如果国际申请是在作为受理局的另一个主管局提交的。 

16. 许多主管局（119 个受理局中的 68个和 23个国际单位中的 16 个）允许申请人通过 ePCT 上传文

件。然而，仍然有许多主管局要么根本没有任何电子通信安排，要么只提供其他国家的客户可能无法

获得的国家电子服务。尤其是，不接受申请人通过 ePCT 提交文件的国际单位处理通过作为受理局的总

共 60 个其他国家局提出的申请。因此，任何放弃使用传真的举措还应考虑各局服务的所有申请人是否

都能便利地获得实用的快速通信替代手段。 

纸件和电子邮件的其他替代办法 

17. 目前，请求书表格向申请人提供以下选择：（i）纸件，（ii）纸件和电子邮件，（iii）仅电

子邮件，作为国际局（以及支持相关选择的其他局）传送文件的通常方式的备选方案。此外，ePCT 提

供了通过该服务向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的可能性，用户可通过邮件中的文件链接安全地查阅该申

请。国家局也可提供其他形式的通信，只要国际申请是通过其系统提交或处理的。 

18. 国际局打算在不久后启动磋商，讨论是否有可能允许申请人为通过 ePCT 服务提交的申请（或稍

后为通过该服务选定如何提交申请）选择 ePCT 通知作为传送国际局文件的唯一正式手段。这旨在实现

几个目标： 

(a) 提高向申请人交付文件的速度和可靠性； 

(b) 减少通过兼容服务处理申请的国际局和受理局以及国际单位的纸张印刷和邮寄；和 

(c) 减少通过电子邮件传送文件，注意到这也不是安全可靠的通信路径。 

19. 关于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发送 ePCT通知的通常方法也是通过电子邮件。然而： 

(a) 关于 ePCT 通知的电子邮件比包含文件本身的电子邮件更安全，因为通知是数字签名，并

且不包含邮件的实质内容； 

(b) ePCT电子邮件更可靠，因为其体积更小，不太可能因网关的大小限制等技术原因而在传送

过程中出现故障，也不太可能被垃圾邮件过滤器捕获； 

(c) ePCT 电子邮件不是唯一的传递方式——如果怀疑邮件可能丢失，申请人可登录 ePCT，并

查看通知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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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理想的情况是，应该改变工作方法和信息技术系统，直接向代理人的专利管理系统提供文

件和数据，而不需要电子邮件或人工检查。 

20. 为了支持上文第 19 段（d）项提及的潜在新路径，ePCT 提供网络服务，使用户能够安全地检查

并自动下载新文件。国际局有兴趣与专利管理系统供应商合作，以确保服务完全满足用户需求，并纳

入常用工具。通过各自系统提供 PCT国际阶段通信的各局可做出类似安排，最好达到共同标准。 

21. 原则上，授权以电子方式交付文件的安排不必仅限于 ePCT，而是也可适用于国家局提供的其他

服务。如果各局认为这一选择可能与其相关，请与国际局联系。 

供选的备用通信手段 

22. 即使电子申请系统非常强大和可靠（2018 年中 99.86%的时间均可使用电子申请技术，并且为了

进一步提高可靠性，电子申请技术正在不断改进），但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最好有替代性通信手

段。理想的情况是，这将通过一条完全不同的通信路径，以考虑到虽然相关局的系统运行良好，但申

请人仍然无法使用这些系统，因为他们的终端或关键中介的互联网连接出现了故障。还希望只有在实

际需要时才使用替代性通信手段，除非它具备了正常电子通信服务的所有优点，包括自动将文件发送

到正确的国际申请文档，对文件类型进行分类，以便开始正确处理和收集附加数据来帮助进行所需

处理。 

23. 对国际局而言，另一个关键要求则是任何此类替代办法需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得到广泛使用。

然而，鉴于越来越多的服务由互联网支撑，国际局尚未找到独立于互联网的合适替代方案。 

法律保障措施 

24. 正如工作组前几届会议所讨论的那样，《PCT 实施细则》中已经存在一些保障措施，以减轻在各

种情况下的文件传输问题。欧洲专利局在文件 PCT/WG/12/17 中建议寻求解决一些其他问题。然而，即

使这些建议获得批准，仍会存在各种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申请人可能因并非其自身过错的故障而处

于不利地位，补救办法要么无效，要么取决于受理局的国家法律和程序，而不是始终向任何缔约国的

申请人提供这些补救办法。 

未来工作 

25.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国际局将从其发布的表格、《PCT 申请人指南》和产权组织网站的相关页

面中删除其传真号码。传真服务器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后停用。因此，大力鼓励申请人熟悉 ePCT

服务，并了解应急服务，以便在主要 ePCT服务不可用的罕见情况下使用应急服务。 

26. 请各国家局调查各自的传真使用情况，并确保所有申请人都能获得其他有效的替代办法，特别

是在国际单位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申请人行使职能的情况下。国际局将乐于讨论将 ePCT 服务扩展到其

他局的备选方案，或在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在国际局系统与各国家局系统之间进行更有成效的

协调。 

27. 请各局、用户群和专利申请人的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提供商考虑申请人与各局（受理局、国际局

和国际单位）之间进行有效通信的问题，并向国际局提出意见，其中包括： 

(a) 除本文件和文件 PCT/WG/12/10概述的问题外，应考虑的相关问题； 

(b) 改进在线服务的实际备选方案，以提高与 PCT所有各局通信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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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PCT框架内可接受的法律保障措施的需求和备选方案。 

28. 国际局将努力考虑这些意见，改进自己的服务，并通过《ePCT 通函》或在 PCT 工作组下届会议

上编写与各国家局和缔约国讨论的备选方案。 

29. 请工作组对本文件提出的问题发表

意见。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