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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第三方意见制度自 2012 年 7 月开始实行。根据预期以及国家第三方意见制度，该制度已被用于

数量众多的国际申请，但它们只占总申请量很小的比例。 

2. 只有为数不多的意见由于未满足该制度的要求而被驳回——没有出现由于被认为滥用制度而予

以驳回的情况。 

3. 建议对该制度进行调整，以使评论意见更为详细具体。指定局应采取措施，确保在国家阶段将

意见提供给审查员。 

4. 国际局在未来可能还会建议对该制度进行扩展，以允许对其他事项发表评论意见，如清楚程度、

实用性和说明书的充分性，但它建议应暂缓进行这项工作，要等到在国家阶段处理现有意见方面取得

更多经验。 

制度的使用 

5. 如预期的那样，只有在小部分国际申请中使用了该制度，这与大多数国内第三方意见制度的情

况相同。一系列有利和不利原因使得第三方可能不使用该制度： 

(a) 国际检索报告可能已经显示出可能影响国际申请有效性的最重要现有技术的大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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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三方可能不知道国际申请的存在； 

(c) 第三方可能不知道 PCT 第三方意见制度； 

(d) 第三方可能认为如果需要的话，最好将他所知道的现有技术放到后期使用，那时他可能能

够做出更为详细的解释，或是成为异议或无效程序的主动当事方。 

6. 所希望的是上面第一条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知识和对制度的使用正在增加。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2 月每月提交的意见数量如下面图 1 所示。总的来说，国际局认为该制度得到了充分使用，可

以显示出第三方认为该制度是有益的。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确保以指定局认为有用的格式有效地向它们

提供信息。 

图 1：每月意见数量 

7. 截至 2014 年 2 月，接受了针对 314 件国际申请的 346 项第三方意见。另外 18 项被驳回。最常

见的驳回原因是包含作为附加文件的对引用文件相关性篇幅很长的解释。少数几项意见被驳回是因为

包含与新颖性和创造性无关的事项，例如对所有权和申请人使用权的评论意见。大部分附带相关性解

释的意见后来以所预期的形式被重新提交，并包含在所接受的全部意见中。 

8. 227 项意见(80.1%)为匿名提交。 

9. 接收到 319 项(92.2%)英文意见；所接收到的其他意见为日文(15)、法文(6)、德文(3)、西班牙

文(2)和葡萄牙文(1)。将很快提供多种语言的第三方意见用户界面，在未来可能会影响上述分布。 

10. 就单件国际申请最多提出了 3 项意见(3 次)。就单件国际申请在意见中最多引用了 22 份文件；

总共只有 9件国际申请所引用的文件超过 10份。 

11. 在第三方意见所引用的 1223 份文件中，779 份(63.7%)为专利文件。非专利文献引用可分为 7 种

不同类型的文件，其分布见下面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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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意见中所引用的非专利文献类型分布 

12. 至少有一些引用文件的副本与 93.8%的国际申请一起被上传，包括几乎所有的非专利文献引用。

由于版权的原因，没有在 PATENTSCOPE 中提供这些副本，但向申请人、国际单位和指定局提供了它们。 

13. 该制度被使用于多种技术领域的国际申请，但以下国际专利分类小类中的数量最多： 

(a) C07D：杂环化合物； 

(b) A61K：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 

(c) A01N：人体、动植物体或其局部的保存；杀生剂，例如作为消毒剂，作为农药或作为除草

剂；害虫驱避剂或引诱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14. 较大一部分(28%)意见是在自优先权日起第 28 个月时提交的(时间限制为截至第 28 个月末)。不

清楚该现象主要是由于这是知道提出了专利申请并决定是否提交意见所需要的时间，还是由于第三方

有意尽量缩短申请人有效地考虑其申请是否仍值得进入国家阶段的时间。下面图 3 显示了自优先权日

起接收到意见的时间分布情况。 

图 3：自优先权日起按月数开列的意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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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阶段受理的影响 

15. 只有 10 项意见(2.9%)是在国际局收到国际检索报告之前提交上来的，其中若干意见在提交时报

告已经作出，正在传送过程中。看起来只有为数很少的意见造成申请人要求进行国际初审；从现有的

数据(可能不完整)来看，只有 3 次国际初审要求是在第三方意见作出后提出的。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当

提交意见时，提出初审要求的期限通常已截止。因此，只有很少的意见在可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被

考虑在内。 

意见范本 

16. 附件载有第三方意见范本，其中包含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引用文件，以显示可以被输入的信息数

量和提交方式。 

用户的反馈 

17. 来自使用过该制度的第三方反馈到目前为止总体上是积极的。所提出的主要关切包括： 

(a) 输入附带超过一份或两份引用文件的意见的过程耗费时间。并非总是易于在单会话中完成

任务，考虑到这是一项在线服务，会产生这样的关切，即如果互联网连接失败或出现其他错误，

大量工作就会丢失。通过允许将意见作为草稿保存并可在后面的会话中重新打开，正在对上述

问题进行处理。预计工作组举行会议时，该项改进将得到实行。 

(b) 与通常在国内第三方意见中所做出的解释相比，“简要解释相关性”时每篇引用文献 500

个字符的限制太过严格。而且，专门规定单篇引用文献最多 500 个字符段会给对创造性问题进

行解释造成困难。 

(c) 在简要解释相关性时只允许输入纯文本，这使第三方难以输入公式或其他在某些情况下可

能帮助澄清引用文件相关性的其他内容。 

指定局的使用 

18. 若干指定局报告说，开始对提交了第三方意见的若干国际申请进行国家审查，并且对意见予以

考虑。在三分之二的情况中，除了国际或国家检索所找到的文件，至少一份来自第三方意见的文件是

为了评价新颖性或创造性而引用的。但如果已进入国家阶段，大多数情况下相关国际申请的国家审查

还未开始。因此，就审查员认为国际第三方意见对于帮助驳回或限制权利要求范围起了怎样的作用得

出有意义的结论为时尚早。 

19. 目前，主要的评论意见是，若干指定局认为难以确保意见在国家阶段被可靠地提供给审查员。

意见的数量还不够多，很多主管局无法对这些意见进行自动化检索并纳入国家审查文档。正是由于上

述行政障碍，若干意见在国家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没有被考虑在内。 

20. 目前有两种接收意见的方式： 

(a) 指定局可以选择通过 PCT-EDI 以打包的方式接收电子格式的所有意见，其中包括 XML 格式

的结构化信息，以及与意见一起上传的引用文件副本，使文件和数据可以被直接输入国家系统，

易于审查员使用。目前，12 个指定局选择了以这种方式接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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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指定局在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通过 PATENTSCOPE 或自动化 PATENTSCOPE 网络服务对第

三方意见进行检索(通常在他们以同样的方法检索申请主体部分、国际检索报告和可专利性国际

初步报告的同时进行这项工作)。这种方式更为高效，因为它避免接收大量绝不相关的文件，因

为国际申请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国家阶段。但引用文件无法通过这些服务提供，只能通过专门向

国际局提出请求来获取。面向指定局的 ePCT 服务将于 2014 年秋天上线，将使指定局能够根据

需要从国际局的文档中检索引用文件。 

21. 原则上，如果并且当国际申请进入国际阶段，国际局希望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定制服务，以将意

见和引用文件传送给指定局。但目前，国际局从指定局接收到的国家阶段进入信息的质量和时效性还

不够充分，无法确保在意见有用时对其进行送达。 

22. 注意到美国专利商标局自己不对第三方意见进行检索，因为这不符合国内法有关第三方意见的

规定，其国内法对意见的形式有着严格要求，在某些情况下要求缴纳费用。在另一方面，由于存在这

样的要求，即申请人要公开他所知晓的相关现有技术，否则可能导致专利在后期被宣告无效，因此申

请人通常应提请审查员注意相关引用文献。 

所计划的未来发展 

23. 在第三方意见中引用的文件以结构化格式进行接收，依据的标准是在 XML 格式中记录文件以用

于检索报告的 ST.36 标准。当以类似的结构化格式接收到足够数量的国际检索报告时，计划推出可以

向申请人、主管局和第三方提供以下功能的系统： 

(a) 查看国际申请所有引用文件的在线列表，无论引用文件来自国际检索报告、国际初审报告

还是第三方意见；列表将包含专利文件或者其他文件副本的链接，在此将提供一个有效的 URL，

还包含专利文件的同族专利信息，以协助找到语言更加便于读者查阅的相应公开；后续发展可

能包括对相关性的简要解释进行机器翻译。 

(b) 以结构化格式下载可根据需要输入其他系统的信息；以及 

(c) 选择将若干或所有引用文件转换为简化列表格式，以便申请人更易于满足主管局的公开要

求，例如美国专利商标局要求申请人提供他们所知晓的所有相关现有技术的列表。 

建 议 

24. 国际局建议大幅提高对于“相关性简要解释”每篇引用文件 500 个字符的限制(例如达到 5000

或 10000 个字符)： 

(a) 虽然尽可能缩短文件的长度以有效地阐明观点是有益的，但如果上传文件的附加解释被驳

回，被驳回的解释一般来说要比后来所替换的 500 个字符总结能更好地解释文件的相关性。 

(b) 如果指定局仍然担心有可能出现非常长的相关性解释，可以开发上述信息的替代性视图，

仅显示必要的著录项目数据，以找出“封面”部分的引用文件，而仅在需要时参考更长的视图。 

25. 国际局建议，该系统应大力提倡使用现有的结构化格式来输入相关性简要解释，但不应禁止上

传附加解释，特别是当解释需要使用公式或其他复杂格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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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际局建议，应在对系统进行扩展前取得更多在国家阶段使用第三方意见的经验，以便也能对

清楚、实用性和充分公开提出意见。在此认为这样的意见原则上是有利的，但有用的是得到有关审查

员如何使用现有形式的更多反馈，以便所设计的系统支持以最易于使用的方式提供信息。 

27. 请工作组： 

(i) 就到目前为止第三方意见制度的

使用情况发表评论意见； 

(ii) 说明哪些改进有利于确保意见能

够在国家阶段处理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

以及 

(iii) 批准国际局在上文第 24 至 26 段

中提出的建议。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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