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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DAS/PD/WG/3/3 
原文：英文 

日期：2011 年 5 月 23 日 

优先权文件数字查询服务工作组 

第三届会议 

2011 年 7 月 12 日至 15 日，日内瓦 

优先权文件数字查询服务的技术系统架构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一、摘 要 

1. WIPO 优先权文件数字查询服务(“DAS”)旨在确保能够向申请人和主管局提供一项适

用、可扩展、安全的服务，为优先权文件的电子传输提供方便。优先权文件数字查询服

务工作组(“工作组”)的前两届会议商定，DAS 初步启动时，将限于专利优先权文件。

本文件对 DAS 的目前实施情况和系统架构提供了功能上的概览，并提出了若干业务和技

术上的开发建议供工作组审议，其主要目的是将该系统扩展成能够交付其他工业产权类

型——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的相关优先权文件。 

 

二、背 景 

2. DAS 自 2009 年 4 月投入运行，为参与服务的专利局和申请人之间传输专利优先权文件

提供了方便。 

3. 按照工作组前两届会议的建议，DAS 的技术系统架构被设计成具有可扩展性，能够向任

意范围的主管局提供任意种类的优先权文件。为了尽快交付系统，把成本降到最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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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开发工作的重点被放在用两种既有协议提供通讯上：(i)“三边文件查询”(TDA)协议

(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韩国知识产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使用的一种文件交换标准)

和(ii)“电子数据交换”(PCT-EDI)传输机制，该机制也被用于约 20 个 PCT 受理局和

WIPO 国际局之间的 PCT 文件与信息通信。 

4. 为授权在参与服务的主管局之间进行文件传输，DAS 提供了一个网上网页界面，由专利

申请人用可管理的“查询控制名单”(ACL)方法来登记查询许可。只有申请人在首次受

理局为此目的明确授权某局的情况下，该局才能够从系统中检索文件，授权要么使用网

络界面进行，要么在首次受理局支持这种服务的情况下通过向该局提出申请进行。 

5. TDA 或 PCT-EDI 协议允许对某些参与服务的专利局所提供的一些相同的数字图书馆中

保存的优先权文件进行查询。国际局(IB)为国际申请以及要求国际局储存其文件的每个

参与局提供的本国优先权文件分别建立了数字图书馆。申请人在要求首次受理局(OFF)

通过 DAS 提供一份今后可能作为优先权要求基础的专利申请时，被分配给一个该申请专

用的查询控制码。在为该申请建立二次受理局(OSF)查询控制名单(ACL)时，要使用该查

询控制码。 

6. 系统允许巴黎联盟任何成员国的主管局自愿参与，要么作为首次受理局(《框架规定》中

称为“交存局”)，要么作为二次受理局(“查询局”)，或者同时作为二者。 

7. 在 DAS 现行框架中，源自首次受理局的数据传输有三条途径：途径 A、B 和 C，作为选

项由首次受理局选择。 

8. 目前，三个参与服务的局——日本特许厅、韩国知识产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用 TDA

协议实施了途径 C。它们的做法是在一个称为“TRInet”的专用虚拟网络中提供对其数

字图书馆的访问，并支持以下交换功能： 

(a) 首先，申请人在 DAS 门户上提供由主管局作为首次受理局最初生成的查询控制

码，确认专利申请可用。成功确认可用之后，申请人在 DAS 门户上建立该申请的

二次受理局查询控制名单，随后被许可二次受理局的检索将被实现。 

(b)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首次受理局的主管局执行称为“TDA-DASrequest”的可用性

确认服务，并允许通过“TDA-PDrequest”服务检索其数字图书馆中储存的优先权

文件。 

(c) 同样，作为二次受理局的该局使用“TDA-PDrequest”服务检索 DAS 中或其他数

字图书馆中储存的优先权文件。 

9. 其他所有参与服务的局，即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芬兰国家专利与注册委员会、国际局

的受理局、西班牙专利商标局和联合王国知识产权局，使用 PCT-EDI 协议实施了途径

A。这样，它们可以查询国际局代其管理的数字图书馆，可以使用以下交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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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收到申请人关于通过 DAS 提供申请的请求后，作为首次受理局的主管局将专利优

先权文件上载到其数字图书馆中，DAS 把查询控制码发给申请人，用于建立查询

控制名单。 

(b)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首次受理局的主管局执行 PCT-EDI 的“add-entry”操作，该

操作向 DAS 发送文件和著录数据，或者仅发送著录数据，不发送文件。后一种选

项意味着使用由该局直接管理的数字图书馆；在这种情况下，文件在需要时将由

DAS 通过“get-document”操作进行检索。目前，这些参与服务的局中没有一个实

施了这项功能，但其他几个潜在的参与局表达了在今后提供这一选项的意向。 

(c) 同样，作为二次受理局的该局使用“get-document”操作来检索 DAS 中或其他数

字图书馆中保存的优先权文件。 

10. WIPO 提供了一个安全网络门户，允许专利申请人通过 DAS 对其文件进行查询管理： 

(a) 在用具体申请的查询控制码初次登入门户时，如果有关国家是运行 TDA 的主管局

之一，系统自动根据经由途径 A 或途径 C 写入的信息验证文件的可用性。 

(b) 为授权各二次受理局与首次受理局之间的交换，每份申请要有一份查询控制名

单，为允许新的参与局查询，可能需要进行更新。 

(c) 所有局方交换被记录下来，可在线查询。 

(d) 系统提供一项功能，可以下载一个证书页，说明申请人由 DAS 提供的任何申请的

条目详情。 

11. 主管局处理的专利优先权文件量少的，为其开发了一个安全网络门户，提供基本的 PDF

格式文件上载和下载功能。这允许主管局以最低成本参与 DAS，只需要一台得到安全维

护的个人计算机和适当的互联网连接，以及一台用于将该局收到的任何文件进行处理上

载到 DAS 中的扫描仪。 

12. 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主管局在信息技术系统上的技术限制，过大的文件用 CD/DVD 传

输。目前的技术安排从 20MB 到 45MB 不等，可以按照每个局的需求进行设定。 

三、现有技术系统架构和软件组件 

13. 系统的技术设计基于下列三层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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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AS 的技术系统架构 

 

(a) 前端层提供了与参与局和申请人进行通信所需的所有界面。 

(b) 中间层处理程序用防火墙隔离，具有可扩展性设计，负责以安全方式管理业务服

务请求，支持负载均衡和系统故障转移能力。 



WIPO/DAS/PD/WG/3/3 
第 5 页 

 
 

(c) 后端业务组件提供各项核心功能和数据库，具有负载均衡和系统故障转移能力。 

(d) 为使用服务的主管局提供了三种可选界面： 

(i) 在 TRInet 上运行的 TDA 服务。 

(ii) 在安全文件传输协议(SFTP)上运行的 PCT-EDI 服务。 

(iii) 为今后的局提供的一个采用标准超文本安全传输协议(HTTPS)的网络门户，

支持数字证书认证(此项服务尚未部署——在一个打算使用该服务的主管局

做好准备后即可用于用户测试)。 

(e) 采用标准超文本安全传输协议(HTTPS)的申请人用网络门户。 

(f) 通知服务只支持发给申请人和专利局的外发电子邮件。 

14. 将 DAS 扩展到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不需要对技术架构做出任何调整；将

只在后端增加并在前端开放新的业务核心功能。 

四、业务与技术考虑 

15. 多个工业产权局已提出把该系统扩展到基于专利申请以外其他申请，包括商标、工业品

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的优先权文件的要求。应当指出，《巴黎公约》明文允许工业品外

观设计申请要求实用新型申请的优先权，允许专利申请要求实用新型申请的优先权，反

之亦然。因此，优先权文件交换系统应当允许在不同权利类型之间检索文件。 

16. 建议将同一核心系统用于所有此类文件传输，但是这种构成将被分为不同的服务领域，

每一种的属性均有少量不同。 

(a) 用于专利的现有系统将被扩展到包括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 

(b) 商标将使用相同的基本基础设施，但略去查询控制名单：向系统提供的任何商标

申请，将自动向已说明其接受商标优先权文件的所有参与局提供。 

17. 这种安排将产生以下后果： 

(a) 在 DAS 中登记或检索的申请是专利申请、实用新型申请、商标申请还是工业品外

观设计申请，必须明确指明。 

(b) 参与局将需要指明它们打算在系统中交存和查询哪些类型的申请。为查询目的，

一些组合应当是强制性的，例如：主管局愿意查询基于专利申请的优先权文件

的，也应当愿意查询作为专利申请优先权要求基础的实用新型。 



WIPO/DAS/PD/WG/3/3 
第 6 页 

 
 

(c) 由于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优先权文件的具体要求，DAS 将得到增强，支持按

WIPO 标准 ST.67 中规定的变化形式进行 TIFF 或 JPEG 格式的颜色、灰度和大尺

寸图像交换(还应考虑有必要把选择范围扩大到该标准中规定的 PNG 格式)。 

18. 需要建立申请人门户时(商标申请应当不需要)，国际局打算要么为通过系统提供的每种

申请类型支持专用门户，要么建立一个单一门户，申请人必须选择适当的申请类型。 

19. 请各代表团考虑使用 PCT-EDI 传输机制为交换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优先权

文件提供这项服务。这将允许各局以最低成本参与 DAS 和扩展后的各项服务。 

20. 请各代表团考虑这些要素，商定一种经扩展的文件共享模式，并最终商定用于扩展 DAS

的推荐系统架构。 

21. 请工作组： 

(i) 审议本文件中提出的为将 DAS 的技术系统架构

扩展到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优先

权文件提供支持的各项建议；并 

(ii) 建议国际局尽快制定修改后的系统架构。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