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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本文件建议修订实施细则，以便国际局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删除国际公布文档中包含的某些敏感

信息，从而限制公众获得这些信息。此外，为了确保这样的敏感信息不通过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或

补充国际检索单位而为公众获得，建议也同样限制公众从这些局或单位的文档中获得这些信息。 

2. 本文件还进一步建议修订实施细则，从而使国际局能够限制公众获得只为国际局内部使用的文

件。 

3. 最后，本文件建议修订实施细则，从而使国际局在其注意到国际申请本身含有违反道德或公共

秩序、贬低性的表述或任何明显与申请无关或不必要的用语或附图时，能够建议申请人改正国际申

请。 

背  景 

4. 过去，国际局曾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形，即国际局收到的国际申请相关文件中(意外地)包含某些

敏感信息，这些信息并非 PCT 所规定提供且明显与发明的公开不相关。这些信息包括信用卡细节信

息、银行细节信息、社会保险号，以及健康证明或记事日历的摘录等，其中含有关于提交其他 PCT 申

请或国家专利申请、商标或外观设计申请的保密信息，这些信息是为了支持根据细则第 26 条之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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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恢复而提交的；以及关于为支持根据细则第 92 条之二记录申请人变更的请求而提交的转让文件

中的转让经济价值相关的信息；或发明人的家庭住址等(参见文件 PCT/WG/7/18)。 

5. 许多国家的国内法规定了从公布文件和/或公共查阅文档中移除某些敏感信息的可能性(参见文

件 PCT/WG/7/1)。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基础来规定国际局或申请人禁止此类信息为公众所获得，无

论是通过国际公布的方式还是通过对国际局、受理局或国际单位的文档进行查阅的方式。现有的细则

仅仅规定了向公众公开某些文件和数据方面的非常有限的例外(参见条约第 21(6)条和细则第 9.2

条)。 

6. 国际局提交了一项提案来解决工作组在第七届会议上提出的排除某些信息的公众获得问题(参见

文件 PCT/WG/7/18)。工作组原则支持该提案；但是，一些代表团认为提案规定的范围过宽，建议可进

一步制定更多的具体细节，以澄清哪些信息可删除以免公众获取(参见文件 PCT/WG/7/30 第 416段)。 

提  案 

对细则 9.2的拟议修改 

7. 本文件建议对细则 9.2 进行修改，从而除了受理局和国际检索单位之外，在细则 9.1 规定的情

形下国际局和补充国际检索单位也能建议申请人自愿修改国际申请。该项拟议修改已经得到工作组第

七届会议的支持(参见文件 PCT/WG/7/30第 416段)。 

对细则 48.2的拟议修改 

8. 本文件还建议对细则 48.2 进行修改，增加新的段落(l)，从而允许国际局基于申请人的请求，

从公布文件中删除包含在按照细则 48.2公布的国际申请或相关文件中的某些信息。 

9. 这样从公布文件中删除的信息将限于某些敏感信息，例如用作与根据细则 26 条之二.3 的优先权

恢复请求相关的证据的健康证明。 

10. 有关在确定是否应从公布文件中删除某些敏感信息应采用何种标准的问题，工作组第七届会议

已对此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一个代表团指出，该国对删除某些信息的规定更为严格，其只允许删

除那些无意中提交的、对于判定可专利性不具实质意义并且不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的信息。其他一

些代表团则建议可对不同的利益进行平衡检测(参见文件 PCT/WG/7/30第 410段至第 416段)。 

11. 在经过考虑后，国际局建议不将标准仅限于无意提交的信息，因为这样做会将所有提交的文件

都排除在根据细则 26 条之二.3 所提出的恢复请求的证据之外，如健康证明，同时注意到这类文件都

是由申请人有意提交的，无论其是与恢复请求一起提交还是随后应受理局根据细则 26 条之二.3 的规

定专门要求所提交的。此外，国际局指出，拟议删除的多数信息——诸如信用卡细节信息或转让文件

中的保密转让细节信息——实际上都是有意提交的，因为申请人往往认为他们应当提交这类信息。 

12. 因而，国际局建议，允许国际局从公布文件中删除国际局认为符合以下标准的某些信息： 

(i) 与发明的公开明显不相关的信息；以及 

(ii) 公布此类信息会损害任何人的个人或经济利益； 

前提是没有更高的公共利益需要获取此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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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需要注意的是，在国际局的经验中，包含这类敏感信息的文件是非常罕见的，因而出现符合删

除条件的此类信息的情况就更为罕见。还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局只有在明确符合这些规定的情况下才

会删除此类信息。 

14. 申请人提出的任何删除请求必须在国际局完成国际公布技术准备之前被国际局收到。申请人将

被要求提交替换页，还需提交解释替换页与被替换页的差异的信函。 

15. 当国际局批准从公布文件中删除这样的信息时，替换页将成为按照细则 48.2 公布的文件的一部

分。从公布文件中删除某些信息的请求和用于解释差异的信函及任何替换页将成为国际局的文档的一

部分，但是可以不允许公众获得这些文档(参见下文对细则 94.1的拟议修改)。 

16. 与细则 9.2 中所规定的类似，本文件还建议对细则 48.2 进行修改，增加新段落(m)，从而允许

各局、各单位和国际局提请申请人注意提出删除敏感信息请求的可能性。 

17. 本文件还建议对细则 48.2 进行修改，增加新段落(n)，以规定如果所删除的信息还被载于各受

理局和国际单位的文档中，国际局应通知这些局和国际单位从公布文件中所删除的任何信息。 

对细则 94.1的拟议修改 

18. 首先，本文件建议对细则 94.1 进行修改，增加新段落(d)，从而使得国际局能够阻止公众获得

包含在国际局的文档中、但根据细则 48.2(l)(拟议的新条款)从公布文件中删除的任何信息。 

19. 第二，本文件建议修改细则 94.1，增加新的段落(e)，从而使得国际局能够根据申请人的请求，

阻止公众获得在国际局看来将损害任何人的个人或经济利益的任何信息，或在国际局看来不公开该信

息的情况下该人的利益会高于获取该信息所带来的公共利益的任何信息。 

20. 第三，本文件建议修改细则 94.1，增加新的段落(f)，以规定如果所删除的信息还被载于各受理

局和国际单位的文档中，国际局应通知这些局和国际单位从公布文件中所删除的任何信息。 

21. 第四，本文件建议修改细则 94.1，增加新的段落(g)，从而使得国际局能够排除单纯内部性质的

文件被公众获得(例如，国际局内或在国际局和受理局或国际单位之间与文档相关的电子邮件通信)。

关于这点，应当注意的是，许多 PCT 成员国的国内法都具有类似的限制获得内部文件的规定，并且此

修改只是将国际局当前的实践条文化，像这样的内部文件现在已经不为公众可获得。 

建议增加新细则 94.1之二和之三以及建议增加新细则 94.2 和 92.2之二 

22. 目前的细则 94 规定了获取国际局、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和选定局持有的文档。获取受理局、国际

检索单位和指定局持有的文档则仅由条约第 30 条加以规定，在相关申请国际公布日之前，除非申请人

请求或得到申请人授权，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和指定局不得允许第三方接触其持有的国际申请文

档。 

23. 由于细则 94 没有对获取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和指定局持有的文档加以规定，因此将由这些局

和国际单位适用的国内法来规定是否提供此类访问。为了澄清哪些局和国际单位可提供对其文档的访

问，本文件建议对细则 94 进行修改，纳入有关访问这些局和国际单位持有文档的新条款。该建议已经

得到工作组第七届会议的支持(参见文件 PCT/WG/7/30第 410段至第 41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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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对受理局和国际检索单位所持有文档的访问，本文件建议，与国际局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按照现行细则 94 的规定所提供的访问一样，受理局和国际检索单位应向申请人或申请人授权的任何人

提供对这类文档的访问，同时也应在国际申请公布后向第三方提供对这类文档的访问。 

25. 关于对指定局所持有文档的访问，本文件建议适用按照现行细则 94 针对选定局的现有相同条

款，只要这些条款可适用。 

26. 此外，如果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和补充国际检索单位持有的文档中含有已经按照拟议的新细

则 48.2(l)从国际公布中排除的信息，或者含有已经按照拟议的新细则 94.1(e)被国际局阻止公众获得

的信息，则本文件建议对此类文档的获得加以限制。根据该局或国际单位适用的国家法，任何其他对

于该局或国际单位持有文档的获得限制当然将继续适用。 

27. 请工作组审议本文件附件中所载

的提案。 

 
 
[后接附件] 



PCT/WG/8/12 

附  件 

 

 

 

 

PCT实施细则的拟议修改
1
 

目  录 

第 9条 不得使用的词语 .............................................................................................................. 2 

第 48条 国际公布 ....................................................................................................................... 4 

48.1 [无变化] .................................................................................................................... 4 

48.2 内容 ........................................................................................................................... 4 

48.3至 48.6 [无变化] .......................................................................................................... 5 

第 94条 文档的获得 ................................................................................................................... 6 

94.1 获得国际局持有的文档 ............................................................................................... 6 

94.1之二 获得受理局持有的文档 ........................................................................................ 8 

94.1之三 获得国际检索单位持有的文档 ............................................................................. 8 

94.2 获得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持有的文档 ............................................................................. 9 

94.2之二 获得指定局持有的文档 ...................................................................................... 10 

94.3 [无变化] 获得选定局持有的文档 ............................................................................. 10 

 

                                                
1
  拟议增加和删除分别通过在有关案文上加下划线和删除线的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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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条 

不得使用的词语 

9.1 [无变化] 定义 

 国际申请中不应包括： 

 (i) 违反道德的用语和附图； 

 (ii) 违反公共秩序的用语和附图； 

 (iii) 贬低申请人以外任何特定人的产品或者方法的说法，或者贬低申请人以外任何特定人

的申请或者专利的优点或者有效性的说法(仅仅与现有技术作比较本身不应认为是贬低行为)； 

 (iv) 根据情况明显是无关或者不必要的说明或者其他事项。 

9.2 发现不符合规定 

 受理局、和国际检索单位、被指定进行补充检索的单位和国际局可能发现申请与本细则 9.1

的规定不符，并可以建议申请人自愿对其国际申请作相应修改，在此情况下，根据适用的情况，应

当将该建议通知受理局、主管国际检索单位、主管补充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局。如果受理局发现上述

不符合规定的情况，该局应通知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局。如果国际检索单位发现了上述不符合规

定的情况，该单位应通知受理局和国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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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无变化] 与条约第 21条(6)的关系 

 条约第 21条(6)中所指的“贬低性陈述”，应具有本细则 9.1(iii)所规定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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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条 

国际公布 

48.1 [无变化] 

48.2 内容 

 (a) 至(k) [无变化] 

 (l) 在完成国际公布技术准备之前，根据国际局收到的申请人的请求，如果国际局发现如下情

况，则国际局应当从公布中删除任何此类信息： 

 (i) 与发明的公开明显不相关的信息；以及 

 (ii) 公布此类信息会损害任何人的个人或经济利益； 

前提是没有更高的公共利益需要获取此类信息。申请人提交此类请求所涉及信息的方式比照适用本细

则 26.4。 

 (m) 当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被指定进行补充检索的单位或国际局注意到任何信息符合第(l)

段中所列的标准时，受理局、检索单位或国际局可以建议申请人提出请求，根据第(l)段的规定将该信

息从国际公布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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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2条，续] 

 (n) 当根据第(l)段规定被从公布中删除的信息还包含在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或补充国际检

索单位持有的国际申请的文档中时，国际局应当立即相应地通知该受理局和检索单位。 

48.3至 48.6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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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4条 

文档的获得 

94.1 获得国际局持有的文档 

 (a) [无变化] 根据申请人或者申请人授权的任何人的请求，国际局以收取服务费用为条

件，应提供其文档中所包含的任何文件的副本。 

 (b) 国际局根据任何人的请求，但不在国际申请的国际公布以前，并除条约第 38 条和(d)至(f)

另有规定外，以收取服务费用为条件，应提供其文档中所包含的任何文件的副本。提供副本可以以收

取服务费用为条件。 

 (c) [无变化] 国际局根据选定局的请求，应以国际局的名义根据(b)提供国际初步审查报告

的副本。国际局应在公报上迅速公布任何这类请求的细节。 

 (d) 国际局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已根据本细则 48.2(l)从公布中删除的任何信息，

以及包含在其文档中的根据细则该条提出的任何请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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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4.1条，续] 

 (e) 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如果国际局发现如下情况，则国际局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任

何信息，也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与该请求相关的任何文件： 

 (i) 与发明的公开明显不相关的信息；以及 

 (ii) 公布此类信息会损害任何人的个人或经济利益； 

前提是没有更高的公共利益需要获取此类信息。申请人提交此类请求所涉及信息的方式比照适用本细

则 26.4。 

 (f) 当国际局根据(d)或(e)规定删除了公众可以获得的信息，而该信息仍旧包含在受理局、国

际检索单位或补充国际检索单位持有的国际申请的文档中时，国际局应当立即相应地通知该受理局和

检索单位。 

 (g) 国际局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仅为国际局内部使用的任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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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之二 获得受理局持有的文档 

 (a) 根据申请人或者申请人授权的任何人的请求，受理局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任何文

件。提供文件副本可以以收取服务费用为条件。 

 (b) 根据任何人的请求，但不早于国际申请的国际公布并且除(c)另有规定外，受理局可以提

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任何文件。提供文件副本可以以收取服务费用为条件。 

 (c) 受理局不应当根据(b)提供任何已经被国际局通知、已根据本细则 48.2(l)从公布中删除

的信息，或者已根据本细则 94.1(d)或(e)阻止公众获得的信息。 

94.1之三 获得国际检索单位持有的文档 

 (a) 根据申请人或者申请人授权的任何人的请求，国际检索单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任

何文件。提供文件副本可以以收取服务费用为条件。 

 (b) 根据任何人的请求，但不早于国际申请的国际公布并且除(c)另有规定外，国际检索单位

可以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任何文件。提供文件副本可以以收取服务费用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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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4.1之三，续] 

 (c) 国际检索单位不应当根据(b)提供任何已经被国际局通知、已根据本细则 48.2(l)从公布

中删除的信息，或者已根据本细则 94.1(d)或(e)阻止公众获得的信息。 

 (d) 对于补充国际检索单位，(a)至(c)比照适用。 

94.2 获得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持有的文档 

 (a) 根据申请人或者申请人授权的任何人的请求，或者一旦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作出之后，根据

任何选定局的请求，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以收取服务费用为条件， 应提供其文档中所包含的任何文件的

副本。提供文件副本可以以收取服务费用为条件。 

 (b) 根据选定局的请求，但不早于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作出之时并且除(c)另有规定外，国际初

步审查单位应当提供包含在其文档中的任何文件。提供文件副本可以以收取服务费用为条件。 

 (c)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不应当根据(b)提供任何已经被国际局通知、已根据本细则 48.2(l)从

公布中删除的信息，或者已根据本细则 94.1(d)或(e)阻止公众获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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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之二 获得指定局持有的文档 

 如果指定局适用的本国法允许第三方查阅国家申请的文档，该局可以允许在与本国法规定的查

阅国家申请文档的相同程度内，但不得在国际申请的国际公布以前查阅与国际申请相关的任何文件。

文件副本的提供可以以收取服务费用为条件。 

94.3 [无变化] 获得选定局持有的文档 

 如果选定局适用的本国法允许第三方查阅国家申请的文档，该局可以允许在与本国法规定的查

阅国家申请文档的相同程度内，但不得在国际申请的国际公布以前查阅其文档中所包含的与国际申请

相关的任何文件，包括与国际初步审查相关的任何文件。文件副本的提供可以以收取服务费用为条

件。 

[附件和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