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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停用传真传输：2019 年底 

继《PCT 通讯》第 12/2018 期后，为让仍通过传真向国际局发送文件的申请人有更多时间过渡到

其他传输方式，国际局决定自 2019 年底起停止传真服务。虽然最好应避免通过传真向国际局发

送文件，但您仍可以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使用传真向国际局发送文件，包括提交国际申请。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不能再通过传真向国际局发送文件，国际局也将不再通过传真发送函

件。 

国际局停止传真服务的决定是在与作为受理局、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和指定或选定局的专利

局以及部分代表 PCT 体系用户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后作出的。  

只要条件允许，我们提倡以电子形式提交国际申请和申请后文件，例如通过 ePCT-Filing 或任何

其他您向其提交文件的专利局所使用的电子申请系统。特别提倡使用 ePCT 提交文件，因为

ePCT 有强身份验证等优点。特别是使用 ePCT 时，在适用情况下您可以利用有预先存档的著录

项目数据和系统内置的众多业务验证。此外您不仅可以向国际局提交文件，也可以向任何其他作

为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参与局提交文件。 

新的“应急上传服务”主要是作为一个备用措施，在您需要紧急向国际局提交文件且 ePCT 系统

无法使用或申请人尚未使用 ePCT 时使用。该服务允许用户在不登录 WIPO 账户的情况下上传

PDF 文件，包括新的国际申请和/或申请后文件。与传真服务不同，该服务将提供安全的文件传送

服务，尽管不包括 ePCT 系统提供的任何其它优点和查验功能。 

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更多有关 ePCT 和应急上传服务的信息： 

www.wipo.int/pct/en/epct/support.html 

根据 PCT 实施细则 23 之二.2(e)不兼容通知的撤回 

瑞士 

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作出 PCT 实施细则 23 之二.2(a)与其国家法不兼容的通知（见《PCT 通讯》

第 11/2016 期）后，作为受理局的该局通知国际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PCT 实施细则 23

之二.2(a)不再与其国家法不兼容。 

这意味着，如果向作为受理局的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提交的国际申请要求一件或多件向该局提交

的在先申请的优先权，该受理局现无需申请人授权便可以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任一在先检索和/或

分类结果。 

更新“声明保留和不兼容”列表，请通过以下链接查看：
http://www.wipo.int/pct/zh/texts/reservations/res_incom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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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ipo.int//pct/zh/texts/pdf/ispe.pdf 

安提瓜和巴布达知识产权和商务局委托国际局行使受理局职能 

安提瓜和巴布达知识产权和商务局通知国际局，自 2019 年 5 月 2 日起，该局将其受理局职能委

托给国际局。对于由安提瓜和巴布达国民和居民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提交的国际申请，适格的

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是：加拿大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请注意，加拿大知识产权局和欧

洲专利局仅在国际检索由同一局作出时是适格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更新《PCT 申请人指南》附件 C（IB）） 

PCT 信息更新 

AG  安提瓜和巴布达（一般信息）  

BN  文莱达鲁萨兰国（适格的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 

BY  白俄罗斯（国家安全规定；费用） 

DO  多米尼加共和国（费用） 

JO  约旦（费用） 

KZ  哈萨克斯坦（地址和邮寄地址；电话号码） 

PH  菲律宾（专利局名称；费用；有关放弃委托书的信息；有关作为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

查单位的专利局的信息） 

检索费（埃及专利局、印度专利局、菲律宾知识产权局、以色列专利局） 

初步审查费（菲律宾知识产权局） 

国际检索报告、补充国际检索报告和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中引用的文件副本（澳大利亚专利局） 

新的/更新的 PCT 资源 

对 PCT 实施细则的修订 

继《PCT 通讯》第 04/2019 期公布相关信息后，现也可通过以下链接查阅将于 2019 年 7 月 1 日

生效的 PCT 实施细则合编本的德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俄文文本（及此前的阿拉伯文、中

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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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wipo.int/pct/en/texts/index.html（意大利文文本参见“其他语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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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ipo.int/pct/pt/tex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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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T 工作组会议文件 

可通过以下地址查阅为即将于 2019 年 6 月 11 至 14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 PCT 工作组第十二届会议

准备的文件： 

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50410 

第三方意见：韩文信息 

PATENTSCOPE 检索系统 

希腊国家文献 

希腊的国家专利文献现在可以在 PATENTSCOPE 检索系统中查询，地址如下： 

https://patentscope.wipo.int/search/zh/advancedSearch.jsf 

该文献收藏当前包含超过 100,000 份文件。这使得该系统中可查阅文献的国家或地区专利局的数

量达到 58 个。 

面向研究生的 PCT 研习项目 

WIPO 的 PCT 信息系统司组织了面向计算机科学专业人才的研习项目，旨在为他们提供国际组织

的在职经验。现已开始接收该项目 2019 年度的申请。研习项目提供两种职位：软件工程研习生

和运营支持研习生。请通过以下链接了解更多有关该项目的信息，包括如何申请： 

www.wipo.int/pct-safe/en/fellowship.html 

实务建议 

提出国际申请时提交非正规附图的可能影响 

问：十个月前我提交了一件国家专利申请，现在想提交 PCT 申请，并要求该在先申请的优先权。
因为同在先申请一起提交的附图非常不正规，我不知道提交国际申请时是应该使用相同的附图，
之后准备好时再提交正规附图，还是应该等到准备好附图再提交 PCT 申请？我担心非正规附图质
量太差，可能被认为与正规附图显著不同。 

答：虽然有些国家或地区专利局可能根据本国或本地区的做法接受较多的非正规附图，稍后再接

受替换的正式附图而没有任何问题，但就 PCT 程序而言，强烈建议在提交国际申请时提交正规附

图。 

下面讨论一下在提交国际申请时不提交正规附图的弊端和潜在风险。 

在提出国际申请后向受理局提交替换附图的一个可能问题在于，取决于附图改善的性质，新附图

从形式的角度来说可能看起来与原先提交的附图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形式审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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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基于新附图为申请加入新内容的担忧而不愿接受新附图；因此根据 PCT 实施细则 26 可能无

法对附图作出改正。您应该了解受理局或国际局的形式审查员经过培训对申请格式进行审查；他

们不一定接受过有关国际申请主题领域的技术培训。仅在受理局为国际检索之目的将申请传送给

国际检索单位之后，才会有经过相关科学或工程学科技术培训的人员审查申请，并对新的附图是

否包含新内容进行评估。 

如果由于已提交附图和替换附图之间的差异而无法根据 PCT 实施细则 26 改正附图，还有可能可

以通过 PCT 实施细则 91 向国际检索单位请求更正“明显错误”。但是，PCT 实施细则 91.1(c)

的要求是必须在国际检索单位看来很明显，在国际申请日时，“申请文件原本想写的内容不是实
际出现在文件上的内容，并且除了建议更正的内容以外不可能是其他更正内容”，这一要求很可

能难以满足。 

如果出于国际程序的考虑（替换的）正规附图未被接受，国际检索程序及适用情况下国际初步审

查程序中的审查员可能会在非正规附图质量太差时遇到问题——这可能减慢审查员的工作速度并

影响检索/审查的质量。此外，国际局会公布带有原始提交的非正规附图的国际申请，而非正规附

图，并且进入国家/地区阶段时指定（或选定）局能够获取的是非正规附图。  

如果在国际公布前您的正规附图未被接受，您可以考虑提交国际初步审查要求，同时提交根据

PCT 第 34(2)(b)条的对附图的修改。此类修改不需满足 PCT 实施细则 91.1(c)中“不可能是其他

更正内容”的要求。此外，和国际检索单位一样，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拥有经过相关科学或工程学

科技术训练的人员，他们能够评估新的附图是否包含新内容。如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认为没有加

入新内容（并符合其他程序要求），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将把该正规附图作为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

附件。尽管附件中包含的修改后附图不属于国际公布的一部分（非正规附图仍会作为国际申请的

一部分公布），但却可以通过 PATENTSCOPE 查阅，并且指定（或选定）局也可以获取，但不

早于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届满之日（PCT 实施细则 73.2(a)）。但是您应该注意，如上所言，国

际初步审查程序有额外的费用，并且等待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是否接受附图的结果可能会使这种不

确定性延长。 

如果您不根据 PCT 第 34 条在国际阶段修改附图，指定（或选定）局会在申请进入国家或地区阶

段时使用已公布的附图。但是您有权根据 PCT 实施细则 52 或 78 向指定（或选定）局请求修改

附图，如果指定（或选定）局在适用的期限内收到修改后的附图，则会在决定是否授予专利（或

适用情况下的其他保护形式）时对其予以考虑。请注意，如果您向每个想要进入国家或地区阶段

的相关指定（或选定）局提交修改，成本通常会比申请前修改或在国际阶段提交修改更高。 

所有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提交的附图都必须满足 PCT 实施细则 11.10 至 11.13 中的 PCT 附图

标准。也可通过以下链接查阅《PCT 申请人指南》第 5.131 至 5.160 段，了解更多有关附图形式

要求的信息： 

www.wipo.int/pct/en/guide/index.html 

如果受理局发现提交的附图不符合 PCT 要求，受理局将（通过表格 PCT/RO/106）通知申请人在

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或者，在正确的附图在为公布所作技术准备完成前送达国际局的前提下，

如果受理局同意，在延长的期限内）修改任何缺陷。如果申请人未能修改附图缺陷，并且根据

PCT 实施细则 26.5，受理局认为国际申请不满足 PCT 实施细则 11 的形式要求，受理局理论上可

以将国际申请视为撤回。但是受理局极少会由于附图缺陷而将国际申请视为撤回；申请人实际在

某种程度上受到 PCT 实施细则 26.5 中限制条款的保护，即如果国际申请在为适度统一国际公布

http://www.wipo.int/pct/en/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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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所必要的程度上符合 PCT 实施细则 11 所述的形式要求，就不得以其不符合这些形式要求

为理由而视为撤回。 

总结您的具体情况——尽管最好在提交国际申请时使用正规附图，但如果您在提交国际申请前没

有时间准备正规附图，更保险的做法可能是提交带有非正规附图的申请（并尝试稍后用正规附图

替换），而不要错过 12 个月的优先权期限提交申请。  

以下与附图和符合形式要求有关的“实务建议”或许也对您有用： 

www.wipo.int/pct/en/newslett/practical_advice/pa_012005.html 

www.wipo.int/pct/en/newslett/practical_advice/pa_062007.html 

www.wipo.int/pct/en/newslett/practical_advice/pa_032016.html 

ePCT 有专门的预览功能1，该功能让申请人能够在提交申请前且不登录的状态下，对任何以 PDF

或者 DOCX 格式提交的附图，查看国际局生成的用于后续处理和公布的附图。可通过以下链接查

阅《PCT 通讯》第 04/2019 期，了解有关这一实用功能的信息： 

www.wipo.int/pct/en/newslett/practical_advice/pa_042019.html 

                                            
1见 https://chttps--pctdemo-wipo-intc.ssl.wipo.int/DocConverter/pages/pdfValidator.xhtml 以及 https://chttps--pctdemo-wipo-

intc.ssl.wipo.int/DocConverter/pages/hom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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