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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知识产权门户启用 

WIPO 知识产权门户（《PCT 通讯》第 07-08/2019 期第 7 页已报导）已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启

用。这一新举措旨在统一 WIPO 提供的众多在线服务，并简化使用这些服务的用户操作。 

WIPO 知识产权门户“一站式”接入 WIPO 的全部知识产权在线服务（例如与专利、商标和工业

品外观设计相关的在线服务），现在可通过同一 WIPO 账户获取这些服务。该门户使您可以在不

同服务间自由转换，而无需再次登录。虽然基础业务流程保持不变，且用户与 WIPO 进行业务操

作的方式不变，但是该门户提供了如下的一些新功能： 

– WIPO 知识产权门户中所有服务使用统一的导航栏，这意味着无论您正在使用哪一项服

务，您都可以访问相同的选项；同时，可轻松在各服务间进行切换； 

– 该门户提供新的基于控件的操控面板，供通过 WIPO 账户登录的用户使用。该功能使您

能够通过众多可用控件建立并个性化设置您的操控面板。面板控件为所有您使用的集成

知识产权服务提供概览和快捷链接，并提供各种业务操作、项目组合以及待办操作的摘

要。控件并非意在代替不同的服务，而是提供重要信息的概览。现在知识产权门户上可

用的两个与 PCT 相关的控件需要强身份验证登录，这样您可以从您的 ePCT 工作台根据

控件内的选择条件筛选出想要获取的 PCT 申请。“重要 PCT 期限”控件提供的快捷链接

可以让您查看哪些国际申请即将公布，或哪些国际申请在具体几周内到达 30 个月的期

限。“ePCT 待处理项目”工具使您可以在您的 ePCT 工作台上查阅已草拟的和待提交的

国际申请，包括待外部签名的国际申请。我们计划逐步添加更多与 PCT 相关的控件，欢

迎用户通过以下电子邮箱地址向国际局提出建议：pct.eservices@wipo.int； 

– WIPO 知识产权门户主菜单为所有 WIPO 服务提供了完整的且可检索的列表，便于快捷

访问，另外还包含书签功能； 

– 用于所有 WIPO 服务的单一消息系统，意味着您可以在中央消息系统接收来自多个

WIPO 服务的消息。系统现在包括 WIPO 知识产权门户的消息和 ePCT 通知（需要强身

份验证以获取通知），但是该消息系统将逐步扩展至其他服务。请注意，消息和通知将

继续通过电子邮箱发送，也将继续存在于业务系统当中；以及 

– 可通过 WIPO 知识产权门户导航栏中的“购物篮”图标向 WIPO 进行简化缴费，该图标

也会发出知识产权服务费的缴费提醒。您可以通过相关控件和缴费提醒在 WIPO 知识产

权门户中处理海牙业务的缴费。PCT 业务和马德里业务仍使用不同的缴费系统，但也将

在后期纳入。 

可通过以下链接访问 WIPO 知识产权门户： 

https://ipportal.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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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关 WIPO 知识产权门户的信息，请访问： 

https://www.wipo.int/portal/zh/news/2019/article_0033.html 和 

https://ipportal.wipo.int/about 

ePCT 更新 

作为 WIPO 知识产权门户启用的一部分，新版 ePCT（版本 4.6）现已上线（更多有关新门户的

具体信息，请参阅上文“WIPO 知识产权门户启用”）。 

申请人版 ePCT 

您会注意到 ePCT 登录页面已被 WIPO 知识产权门户的登录页面所取代，您应该在此使用您一直

用于登录 ePCT 的同一 WIPO 账户进行登录。此外，新的导航栏已应用于 WIPO 知识产权门户的

所有服务中，包括 ePCT。请注意，链接至 ePCT 的现有书签将自动转入 WIPO 知识产权门户登

录页面。 

新版 ePCT 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通过 ePCT 提交包含序列表的国际申请。如果一件国际申请包含

序列表，则必须在“文件”区（不再是“检索”区）指明它是说明书的序列表部分。在 ePCT-

Filing 中，已不能再指明所附序列表文件仅供检索使用——始终默认序列表是所提交申请的一部

分。请注意，通过 ePCT 提交申请时，序列表必须以文本格式提交（不接受 PDF 格式）。此外，

为了体现最近 PCT 实施细则 69.1(a)的变动，ePCT 操作“提交第 II 章要求书”已更新，更新后

申请人可以请求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推迟启动国际初步审查。 

可通过以下链接中发布的“申请人版 ePCT 有哪些新功能？”一文了解最新版 ePCT 的所有新功

能的简介： 

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1068 

受理局、指定局和国际单位版 ePCT 

同申请人版 ePCT 一样，新版的专利局版 ePCT 也更新为能在新的 WIPO 知识产权门户导航栏上

使用。此外，ePCT 的专利局功能也作出数项改进，旨在帮助专利局处理国际申请，改进包括： 

– 查看申请人提交的国际申请草稿的功能； 

– 改进的检索功能，用于识别仍待传送优先权文件的国际申请； 

– 如果国际申请尚未传送至国际局，现在可以上传任何准备好的优先权文件，以便和登记

本同时传送至国际局；以及 

– 新的用于生成表格 PCT/ISA/225（《提交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及适用情况下缴纳后

提交费的通知》）的 ePCT 操作。 

更多有关上述功能和其他新功能的信息，以及专利局版 ePCT 系统的一般信息，请通过以下链接

查看“专利局版有哪些新功能”： 

www.wipo.int/pct/en/epct/pdf/ePCT_Offices_v4.6_Whats_New_201909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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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的电子提交与处理 

尼加拉瓜：知识产权注册局（尼加拉瓜）将开始受理和处理电子形式国际申请 

罗马尼亚：国家发明和商标局（罗马尼亚）将开始接受通过 ePCT-Filing 提交的国际申请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国家名称变更 

国际局收到通知，应使用“北马其顿”取代“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名称。PCT 网站中所

有包含 PCT 缔约国名称的列表和表格，以及《PCT 申请人指南》中的相关说明已作出相应修

改。双字母代码“MK”未作变动。 

PCT 信息更新 

AU  澳大利亚（费用） 

CN  中国（电子邮箱地址）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的电子邮箱地址已变更如下： 

电子邮箱：  pct_affairs@cnipa.gov.cn 

（更新《PCT 申请人指南》附件 B1（CN）） 

CY  塞浦路斯（地址和邮寄地址） 

EC  厄瓜多尔（专利局名称；地址和邮寄地址；电子邮箱和网络地址） 

GB  英国（费用） 

KE  肯尼亚（地址；邮寄地址） 

NI  尼加拉瓜（电子申请） 

NO  挪威（费用） 

RO  罗马尼亚（电子申请） 

SE  瑞典（费用） 

检索费和其他与国际检索相关的费用（澳大利亚专利局、埃及专利局、欧洲专利局、新加坡知识

产权局、以色列专利局、日本专利局、韩国知识产权局） 

与国际初步审查相关的费用（澳大利亚专利局、韩国知识产权局、瑞典专利和注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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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更新的 PCT 资源 

会议文件（PCT 大会） 

可通过以下地址查阅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9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专利合作联盟（PCT

联盟）（PCT 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第 22 次普通会议）文件： 

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52258 

研讨会资料 

PCT 研讨会资料涵盖 PCT 程序的所有方面，其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西班牙文版已

更新，反映了上一版文件发布后生效的 PCT 实施细则修订内容以及一些实务方面发生的变化。分

别发布于以下地址： 

www.wipo.int/pct/zh/seminar/basic_1/document.pdf 

www.wipo.int/pct/en/seminar/basic_1/document.pdf 

www.wipo.int/pct/fr/seminar/basic_1/document.pdf 

www.wipo.int/pct/de/seminar/basic_1/document.pdf 

www.wipo.int/pct/ja/seminar/basic_1/document.pdf 

www.wipo.int/pct/es/seminar/basic_1/document.pdf 

PATENTSCOPE 检索系统 

PATENTSCOPE 新界面 

2019 年 9 月 17 日，PATENTSCOPE 的新界面和新的 WIPO 知识产权门户（请参阅上文

“WIPO 知识产权门户启用”）同时发布，旨在为 WIPO 知识产权门户的用户带来一致的体验。

请注意，由于部分功能尚不可用，PATENTSCOPE 的新界面仍是测试版。对于尚不可用的功

能，会有链接导向现有界面。未来几个月间，现有界面和新界面均可使用。 

使用新界面时，用户能够获取与使用现有界面时相同的数据（在新界面进行的检索将获得与在现

有界面进行检索时相同的结果），检索和分析功能没有改变。用于登录 PATENTSCOPE 的

WIPO 账户可以让用户登录 WIPO 门户及其中的所有应用。 

为改进 PATENTSCOPE 新界面并确定需要优先进行的工作，屏幕右上方菜单中有专门的“反

馈”键。 

PATENTSCOPE 用户满意度调查 

为评估顾客对 PATENTSCOPE 检索系统的满意度，WIPO 近期启动了 PATENTSCOPE 用户满

意度调查。可通过以下链接参与调查： 

www3.wipo.int/opinio/s?s=16102 

我们鼓励您参与调查并向我们提供宝贵的反馈意见，最多只需五分钟即可完成调查。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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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专利和注册局（PRH）：“PCT Direct”试点延长 

欧洲专利局：新退费程序的更多信息 

要求付费信函的警告 

新的信函 

一些要求 PCT 申请人和代理人付费的信函既非 WIPO 国际局发出，也与处理 PCT 国际申请无

关。除已在《PCT 通讯》中发布的许多相关警告信息，我们又发现了来自“IPS –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s”的新信函。查看上述信函以及 PCT 用户反馈给 WIPO 的其它许多信函的示

例，或者想了解更多此类信函的信息，请访问： 

www.wipo.int/pct/zh/warning/pct_warning.html 

PCT 申请人和代理人应当注意，只有国际局一个机构负责所有 PCT 国际申请的国际公布，通常

为自优先权日起 18 个月届满时（参见 PCT 条约第 21(2)(a)条）；此国际公布不单独收取费用，

其法律效力规定在 PCT 条约第 29 条。 

建议 PCT 申请人和代理人将这一信息转告本单位负责处理缴费事宜的人员，以及可能收到此类信

函的发明人。如对任何此类信函发生怀疑，请随时通过下列方式联系国际局： 

电话：  (+41-22) 338 83 38 

传真：  (+41-22) 338 83 39 

电子邮箱：  pct.legal@wipo.int 

我们同时鼓励 PCT 申请人、代理人或发明人（PCT 用户）通过政府或消费者保护协会采取行

动。上文提到的网页中给出了用于投诉的建议文本和“受理投诉的政府当局/消费者保护协会”名

单。 

实务建议 

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问：我最近代表一位是瑞士国民和居民的申请人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提交了一件国际申请。我
刚刚根据 PCT 实施细则 92 之二请求在申请中增加第二位申请人。这位共同申请人是瑞士居民，
但是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提交申请时，唯一的主管国际检索单位是欧洲专利局。由于新增申请人
是俄罗斯联邦的国民，如果欧洲专利局还未启动国际检索，可以请求联邦知识产权局（俄罗斯联
邦）进行国际检索吗？ 

答：如果国际申请是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提出，根据 PCT 实施细则 35.3，主管国际检索单位

是如同该国际申请向申请人是其居民或国民的缔约国或代表该国的国家局提出时的主管国际检索

单位。根据您的情况，由于提交国际申请时申请人是作为瑞士国民及居民的唯一申请人，除作为

受理局的国际局外，主管受理局还有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或欧洲专利局，因此主管国际检索单位

是欧洲专利局。（更多有关主管国际检索单位的信息，请参阅《PCT 申请人指南》附件 C 中与受

理局相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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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提交国际申请的优点在于，如果申请人的居住国和国籍国不同，或

者如果有两名或多名申请人而他们的居住国和/或国籍国不同，根据 PCT 实施细则 35.3 和

59.1(b)，与向作为受理局的主管国家或地区专利局提交申请相比，对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

查单位具有更多的选择。根据您的情况，如果国际申请提出时就包含了两位申请人，您就可以基

于申请人的瑞士和俄罗斯国籍相应选择欧洲专利局或联邦知识产权局。然而，由于俄罗斯申请人

是在申请提交后增加的，则不能继而请求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进行国际检索（即使检索尚未开

始），因为在确定主管国际检索单位时考虑的是国际申请提交时的情形。 

如果国际申请是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提出的，根据 PCT 实施细则 59.1(b)，主管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是如同该国际申请向申请人是其居民或国民的缔约国或代表该国的国家局提出时的主管国际

初步审查单位。如果您正在考虑就国际申请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请注意，即便该第二申请人

在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前增加在申请中，仍然只有欧洲专利局是唯一的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

位，因为在确定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时考虑的也是国际申请提交时的情形。 

如果您仍然希望由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进行检索（例如，如果您希望对俄文文件进行检索），

根据 PCT 实施细则 45 之二.1，您还可以请求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对国际申请进行补充国际检

索。补充国际检索将在欧洲专利局的主国际检索之外作出，并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指定进行补充

国际检索的单位将出具一份补充国际检索报告1，但不会出具书面意见。任何申请人都有权在自优

先权日起 22 个月期限届满前的任何时候，向任何提供该服务的专利局2（进行主国际检索的专利

局除外）请求进行补充国际检索，无论国际申请是向哪个专利局提出的。补充国际检索请求应通

过表格 PCT/IB/375 提出，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表格：www.wipo.int/pct/en/forms/index.html，并

可在 ePCT 中使用相应的上传文件操作予以上传。更多有关补充国际检索的信息，请通过以下链

接参阅《PCT 申请人指南》国际阶段简介的第 8 章： 

www.wipo.int/pct/guide/en/gdvol1/pdf/gdvol1.pdf 

                                            
1 请注意，如果国际检索单位已作出条约第 17(2)(a)条所述的不进行国际检索的宣布，或如果补充国际检索单位发现进行补充国际

检索完全被根据 PCT 第 16(3)(b)条签订的协议中规定的限制或条件排除，则补充国际检索单位可以决定不制作补充国际检索报告

（PCT 实施细则 45 之二.5(e)）。 

2 开展补充国际检索的还有奥地利专利局、欧洲专利局、芬兰专利和注册局、瑞典专利和注册局、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土耳其专

利商标局、乌克兰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知识产权司、北欧专利局和维谢格拉德专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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