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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从2023年1月
起，《WIPO杂志》将转为纯数字格
式。精编的《WIPO杂志》季刊将继
续以PDF格式提供给希望按需打印
的读者。此举将使我们能够更规律地向读
者提供与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有关的热
点问题的内容。这也符合本组织减少碳
足迹的承诺。请在以下网址订阅《WIPO
杂志》数字版：https://www3.wipo.int/
newsletters/en/#wipo_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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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eris：解决数据隐
私权的两难困境
詹姆斯·纳顿，自由撰稿人

在2021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知识产权和前沿技
术产权组织对话会（参阅数据：转变全球经济的
燃料）上，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在开幕辞中称
数据是推动数字化的“燃料”。机器学习的算法
需要大量数据用于学习——但如果燃料的流通
被阻断，换言之，如果出于隐私、安全或知识产
权保护的原因无法共享数据，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称为联合学习，即数
据永不脱离数据所有者的掌控。相反，机器学
习算法在本地进行数据训练，数据永不共享。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医院患者病历等敏感数据
可以被制药公司用于研制新药，而医院无需披
露任何数据。在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多种来源
的数据可用于训练同一个算法，在数量和多样
性方面都有好处。

联合学习需要通过可靠的第三方联结算法和
数据所有者。成立于2019年的柏林创业公司
Apheris就是这样一家企业。Apheris有一个由
大约20名开发人员、隐私专家和数据科学家
组成的团队，为安全的数据共享提供安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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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启用复杂的人工智能工具，同时尊重隐私并
保护数据资产的知识产权？柏林的一家初创企
业认为联合学习是问题的答案。

联合学习基于以下信念：“敏感数据最好本地保存，
由数据控制者掌控，”所得结果“完全相当于所有
数据放在使用者自己的服务器的场景，”Apheris公
司法律主管卢齐厄·阿恩茨说。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_digital/zh/2022/article_0002.html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_digital/zh/2022/article_0002.html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frontier_technologies/ai_and_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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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法律主管卢齐厄·阿恩茨最近向WIPO杂志介绍了
Apheris的商业模式、数据保护和安全性。

联合学习的好处

阿恩茨女士于2020年夏加入Apheris——她是第一名非
科学家员工，负责确保企业的合理法律基础，保护客户
权利并监督合同。她说，联合学习基于以下信念：“敏感
数据最好本地保存，由数据控制者掌控，”所得结果“完
全相当于所有数据放在使用者自己的服务器的场景”。

迄今为止，好处在医疗保健领域最为明显，因为这一领
域使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而且对患者数据的保密和敏
感性存在根深蒂固的担忧。但阿恩茨女士指出，即使不
存在个人身份信息（PII）数据敏感问题，联合学习也有好
处。例如，Apheris现在正在为一家化学品制造商做一个
项目，该项目所涉产品和客户数据具有商业敏感性、需
要保密。在特定数据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也可
采用联合学习模式。

阿恩茨女士说：“集中化数据逐渐过时，”她补充说，许
多公司拥有大量宝贵数据，但由于对共享有顾虑而没有
利用这些数据：“你拥有的很多数据或许对自己并不重
要，对别人却超级重要，所以如果没有合作伙伴，这些
数据就完全没有价值。”

某些情况下，数据的价值可能只有通过联合学习与其
他来源的数据相结合时才会显现。例如，美国患者的
医疗数据可以用非洲或亚洲患者的数据予以补充，从
而形成更加多样化的临床试验数据集。“你可以随心
所欲地扩大规模，神奇之处就在于此，”阿恩茨女士说。

但她还补充道，联合学习的潜力可能还需要三年时间才
能实现。原因之一是数据收集和格式化方面需要更加标
准化。虽然计算能力提高后得以处理更多的数据，但为

了获得最佳效果，需要有结构合理的数据以便实现安全
的数据协作。这方面医疗卫生部门同样处于领先地位，
但其他部门也在迎头赶上。阿恩茨女士指出汽车行业
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一领域，半自动和全自动驾驶车辆
的发展取决于对不同来源大量数据的分析——包括司机、

“虽然计算
能力提高
后得以处
理更多的
数据，但为

了获得最佳
效果，需要
有结构合
理的数据
以便实现
安全的数
据协作。”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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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恩茨女士称，集中化数据逐渐过时。“你拥有的很多数
据或许对自己并不重要，对别人却超级重要，所以如果没
有合作伙伴，这些数据就完全没有价值。”

比较中心化学习和联合学习

Apheris让企业得以安全分析多方数据，同时对专有信息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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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数据——现有法律及法律
草案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2016年的《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取代了欧盟数据保护指令，管
理欧洲经济区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处理。其他
许多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效仿，如《加州消费者
隐私法》（2018）。

《数据治理法》：欧洲议会于2022年4月6日通
过这一法案。该法案被欧洲议会誉为“能促进
创新并帮助初创公司和各类企业使用大数据”
的举措。法案的有关规定会减少数据成本和
市场准入障碍，造福企业界。消费者也会受益，
例如，能源消耗更加智能，排放更低。设计这
一法案的用意还有树立信心，通过确保数据符
合数据保护法要求，让数据共享更加方便安全。
法案还会促进某些类别的公共部门数据的重
复利用，加强对数据中介的信任，并提倡数据
利他主义（为社会公益分享数据）。该法案创
建的“程序和结构”便于公司、个人和公共部门
分享数据。形成法律之前必须在理事会中获得
所有欧盟国家批准。

欧盟《数据法案》：欧盟委员会于2022年2月通
过的这项法案又名《关于公平获取和使用数据
的统一规则提案》，是欧洲数据战略的关键支
柱之一。法案明确了可以利用数据创造价值的
主体，以及利用数据创造价值须遵守的条件。

《人工智能法》：为欧盟制定人工智能统一规
则立法的提案属于欧盟委员会2021年4月发布
的一系列人工智能相关文件。这是首次尝试 

“制定人工智能的横向法规，”其用意是让欧洲
成为以人为本、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全球中心。

车辆、公路管理部门、执法机构和保险公司的
数据。“汽车行业非常注重落实标准化工作，”
她说。“人们极其关注在此类数据上开展合作
的能力，正在努力联合各大型制造商共同实
现标准化。这一领域特别有趣，因为涉及公共
和私营部门的互动。”汽车产业的解决办法可
能由行业主导自发实现，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匿名化难题

开发人工智能工具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匿名化程
度。民众关心个人数据（病史或家族史，财务信
息或其他个人资料等等）的保护可以理解，但正
如阿恩茨女士所说，“数据越是匿名化，所具有
的意义就越小。匿名化不是机器学习的未来。”
举例而言，有效的药物研制和试验需要考虑年
龄、种族、过敏、用药等因素；自动驾驶汽车需
要目的地、驾驶车辆类型以及理想速度的信息。
阿恩茨女士认为，联合学习有助于实现平衡，证
明“保护隐私的同时也可创新，两者并不矛盾。”

克服这样的挑战需要结合技术和法律解决方
案：所用流程经过严格而密集的测试，技术即
可确保数据的安全，而法律则可以通过合同规
定数据由谁控制，谁可以获取结果以及获取数
据的精细度。

数据的实际保护方法仍然是个难题：虽然版权
法和欧盟的数据库权利等专门工具可提供一些
保护，但界限并不明确，大多数组织机构可能倾
向于维护数据安全，依靠合同条款和商业秘密
或保密信息法的保护。而阿恩茨女士说，无须
担心数据是否受到保护及其保护方法：“拥有
数据的人多半就会重视并保护数据。对于联
合学习，数据是否得到正规保护并不重要。我
们选择的是稳妥的做法。”

她认为，更紧迫的问题在于“广泛知情同意”。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承认，科研人员并非总能

说明收集数据的所有目的。因此，他们不必像其

https://gdpr-info.eu/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111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1PC0206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european-approach-artificial-intelligence
https://www.wipo.int/copyright/en/
https://www.wipo.int/tradesecre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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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领域制定计划那样具体，但还是应该提供选择，以便数据主体能够对
未来的研究用途给予知情同意。“我们需要对‘研究目的’定义有更明
确的指导。目前，大学和研究人员对此没有把握，这限制了创新，”她说。

公开透明，公平监管

阿恩茨女士认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法律
实例：它为数据保护提供健全的基础，但需要随着技术的变化而更新。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确性：即使指导意见意在禁止一些行为，至
少有界限明确的好处。”

她还认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说明一个地区——本例即欧盟——可以
做到“公开透明”，促进公平监管：如她所言，数据不能仅仅在国内监管，
因此需要多国或国际解决方案——即使过程中必须达成妥协。她乐观地
认为，欧盟的新举措，如最近通过的《数据治理法》和审议中的《人工智
能法》，将增强明确性：“政策应当永远保留优化的空间。我们会需要在
未来调整政策，重新审视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

但她的告诫是，这一过程必须具有包容性并跨越多个学科：商业、法律、
政策和技术专家往往不会同处一室，甚至彼此之间难以沟通，初创企
业和中小企业的意见常常无人倾听。阿恩茨女士解释说：“政府与大公
司交流很多，但如果不与初创企业交流，他们就无法了解创新技术。”

她说，这种交流很重要，因为技术越来越复杂，而且有大量资金可用于
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衍生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从应对COVID-19大流行
到评估气候变化影响等各个方面，数据的重要性均显而易见。阿恩茨
女士说：“我们会看到数据分析大量增长，而政策不得不随之而动。”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headlines/society/20220331STO26411/data-governance-why-is-the-eu-data-sharing-law-importan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21PC0206&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21PC0206&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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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就宣称，“无中不能生有”。
在数字时代，现在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一些明显前所未有的现象，似乎
凭空出现，却又仿佛有能力彻底改变世界和法律。几年前的Web 2.0就
是这样，之后又有云计算、区块链和Web 3.0。过去一年，无数的文章
预测，元宇宙和非同质化代币会带来全球性变革，引发人们关注一个问
题，即是否迫切需要制定新的法规来适应这些创新。换言之，是法律去
适应元宇宙，还是元宇宙去适应法律？基于以下原因，现阶段最合适的
应对方法是后者。

自从二十多年前互联网崛起以来，我们乐在其中的线上网络以信息、数
据和电信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各自独立的虚拟世界，主要依存于社交媒
体和视频游戏，如第二人生、Instagram、Fortnite、TikTok和Roblox。元宇
宙有望实现由肌电图（EMG）运动和神经接口控制的互联虚拟环境。在
元宇宙中，各企业将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去充分挖掘所收集数据的潜力。

技术部门和电子游戏行业正在为元宇宙的到来做准备：在这个由3D虚
拟世界组成的网络中，人类可以主要通过化身进行社会和经济层面的
互动。尽管媒体给予极大关注，但元宇宙尚未成型，而且至少按照部分
记者目前的形容，仍然距离现实甚远。其主要原因是元宇宙的腾飞对
计算要求苛刻，需要标准化协议。

相比之下，非同质化代币已经来到我们身边。非同质化代币基于现有区
块链技术，是数据的加密单位，含有独特的元数据。因此，非同质化代
币可以相互区分，并可持有其他类型的信息，例如不同人员的身份信息
或艺术作品。非同质化代币因其独特性可以出售或交易，使用数字分类

元宇宙、非同质化代币和
知识产权权利：监管还是
不监管？
安迪·拉莫斯，Pérez-Llorca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西班牙马德里

https://www.wipo.int/cws/en/blockchain-and-ip.html
https://www.wipo.int/cws/en/blockchain-and-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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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登记所有交易。非同质化代币利用区块链技
术能力创建不可置换的数字文件——对于娱乐
业最为重要，文件中所含图像、图形或视频嵌入
代币并决定其市场价值。

如上所述，现在有很多人呼吁针对元宇宙制定
新的规则。原因何在？这是为了保护在这个虚
拟世界中互动的用户，缩小现实与法律之间明
显存在的差距。

人们普遍认为，现行法规不适用于元宇宙，现
有法律不适应其环境，或是认为技术发展速
度快于法律，但在我看来，总体而言并非如此。

过去30年来，互联网发展强劲的国家已经制定
了新的规则，适用于电子商务、技术犯罪、涉及
数字内容的消费者权利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责
任制度，不一而足。

以知识产权法为例。此类法律授予作者、发明
者、生产者、设计者和表演者等各类人员对其版
权、商标、专利、工业设计或商业秘密的专有权，
予以保护。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并非主要关注创
意作品、显著性标志或技术创新所依存的实物，
而是集中于无形因素。

民事法律规定了有形财产（汽车、书籍或钱包，
均可包含商标、专利或著作权作品）所有权，而
知识产权法律管辖此类财产无形因素的所有
权制度。用知识产权行话来说，这就是此类资
产的corpus mysticum（拉丁语：无形要素）和
corpus mechanicum（拉丁语：实体表现）之间
的区别。这一原则已应用数百年，也完全适用于
元宇宙和非同质化代币。

元宇宙是一个虚拟空间，由人类或计算机控
制的虚拟化身可以控制虚拟物品，如车辆、武

技术部门和电子游戏行业正在为元宇宙的
到来做准备：在这个由3D虚拟世界组成的网
络中，人类可以主要通过化身进行社会和经
济层面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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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po.int/about-i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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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或家具，所有这些物品都可能涉及商标或版权作品。
由于知识产权法规范的是实体和虚拟对象的无形要素

（corpus mysticum），因此可以得出明显结论，元宇宙
的建设者将不得不像在现实世界一样尊重发明者、设
计者和显著标志所有者的权利。因此，特定权利人将
有权就元宇宙中利用其知识产权的行为提出起诉，例
如为数字化身开发的虚拟钱包或外套的相关知识产权。

关于非同质化代币可以得出类似结论。非同质化代币
是创意作品和视频或艺术作品等客体所依存的数字文
件。只要版权提供了对原创作品（无形要素）的专有权，
而且不同于作品依存的任何数字对象（实体表现）的
所有权，那么举例而言，任何人在非同质化代币中使用
录音或电子游戏片段都需要事先得到该作品版权持有
人的授权。因此，在现行法规对非同质化代币和元宇宙
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方面几乎不存在争议。

从法律角度看，现已被181个国家批准的《保护文学和
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规定，缔约国必须赋予作者其作
品的专有权，无论其表现类型或形式。此后又有其他国
际协定对《伯尔尼公约》进行补充，包括1996年通过、让 

《伯尔尼公约》得以适应数字环境的《产权组织版权条
约》。相关规定（关于《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1条第(4)
款的议定声明）明确指出，将受保护的作品以数字形式
储存在电子媒介中（如内容在元宇宙中显示的非同质化
代币或文件）即构成复制，需要得到版权持有人事先批
准。看来，法律的步伐并不总是那么缓慢。

知识产权权利所有者的新挑战

然而，这些新型娱乐形式确实给知识产权权利所有者
带来了一些挑战，尽管这些挑战另有来源。作者、制作
人、出版商和商标所有人对其无形资产拥有专有权。但
这些权利并非绝对，因为《伯尔尼公约》规定了部分他
们可能无法行使这些权利的情况。有些使用情况，例如
为图书引文而复制文学作品或使用品牌描述品牌所有者
的产品或服务，并不属于权利人的专有权范围。

因此，原则上，如果我们想在元宇宙中的非同质化代币
或物品等数字客体上使用任何公司的商标，需要获得商

“在元宇宙中，
各企业将拥有
前所未有的能
力去充分挖掘
所收集数据的
潜力。”

https://www.wipo.int/trademarks/en/
https://www.wipo.int/copyright/en/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ip/wct/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ip/w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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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原则上，数字客体使用某公司的商标需要获得许可，
但在某些涉及电子游戏的案例中，法庭认定对第三方商
标的某些描述性使用不需要第三方事先同意。著名的
悍马案（AM General公司诉动视暴雪公司）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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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如果我们想在元
宇宙中的非同质化代币或
物品等数字客体上使用任
何公司的商标，需要获得
商标所有人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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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所有人许可。但也有反例，在某些涉及电子游戏的案件中，法
庭认定对第三方商标的某些描述性使用不需要第三方事先同意。

2017年，著名的悍马军车制造商AM General公司起诉系列电子游戏
《使命召唤》的发行商，因为游戏中该车辆的形象复制了悍马的外

观设计并使用悍马商标。然而，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判定，由于
动视公司的目标是开发真实模拟现代战争的电子游戏，对车辆和
商标的使用具有艺术价值，因此符合所谓罗杰斯测试法的要求。

法院的意见

版权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未经许可使用第三方内容的突出案例。
关联性最强的案例之一是某些纹身图案版权持有人Solid Oak 
Sketches对著名系列电子游戏NBA 2K的发行商2K Games公司
提出的索赔。原告拥有著名篮球运动员（如勒布朗·詹姆斯）纹
身所用的若干平面设计权利，辩称该电子游戏中运动员数字化
身复制了这些设计，侵犯其版权。判决悍马一案的同一法院（美
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同样判决被告胜诉，辩护理由为“微量
使用不计”（所使用受保护作品的部分极少以至于侵权作品与
版权作品并非实质相似，因此不构成侵权）、“默示许可”以及
基于电子游戏艺术性的“合理使用”。

但在其他一些案件中，法庭认定电子游戏开发商在使用第三方
知识产权时行为过界。因此显然此类问题需要个案分析。

然而，直接的结论是，争论非同质化代币或元宇宙中知识产权
特定使用的必要性时，有相当多的先例可以参考。如前所述， 

“无中不能生有”，事实上，历史上制定新法规依据的原则一直
是学习以往经验。还应当记住一点，至少从法律角度来看，元宇
宙和非同质化代币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具有颠覆意义；说
到底，虚拟世界和数字客体存在的时间已有20年。

可以肯定的是，非同质化代币和未来成型的元宇宙将给知识产权
所有者带来许多挑战。其中大多数挑战现阶段无法预测。因此，
我们必须对照现有法规分析非同质化代币、新兴的元宇宙以及
其他新的数字现象，而现有法规实施之前在多个国家、多种文化

下经过充分讨论。这些法规也经受过各种场景的考验，几十年来
证明有效。毋庸置疑，为了规范数字互联空间中的人类互动行为，
未来几年有必要进行一些调整，但调整之前必须了解这些挑战的
性质。同时，知识产权对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仍然有效，一如既往。

罗杰斯测试法

在《联邦判例第2辑》
第875卷第994页（第
二巡回上诉法院，1989
年）1989年“罗杰斯诉
格里马尔迪”一案中，法
院设计了一种测试法
确定使用商标是否需
要事先授权。测试法
有两个要素：首先，要
确定商标的使用是否 

“与被告作品有艺术
上的关联”，其次，这
种使用是否“明显具
有误导性。”

https://www.wipo.int/copyrig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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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娱乐业中
的深度伪造
韦贾伊·拉拉、阿迪纳·米特拉尼和扎克·哈内德， 
泛伟律师事务所，美国纽约及圣莫尼卡

自从第一部《终结者》电影上映以来就一直有各种机器人接管世界的故
事演绎。现在我们位于变化的起点，技术——具体而言即人工智能——将
导致娱乐和媒体行业的自我颠覆。

从传统娱乐到游戏，我们探讨了深度伪造技术的欺骗性日益提高，大
众接触这一技术愈加方便，以及掌握这种技术对娱乐和媒体生态系统
的影响程度等问题。

“深度伪造”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媒体
合成技术。这样的技术可以将人脸特征叠加在他人身上，
同时或仅伪造声音，形成如同成人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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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po.int/about-ip/en/frontier_technologies/ai_and_ip.html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21/02/article_0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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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深度伪造”，有何意义？

“深度伪造”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媒体合成技术。这样
的技术可以将人脸特征叠加在他人身上，同时或仅伪造声音，形成如同
真人的体验。演员瓦尔·基尔默的独特嗓音在2015年因喉癌而消失，但
Sonantic的深度伪造技术最近让基尔默得以“说话”。（这位演员的儿子
再次听到父亲“声音”时不禁落泪）。

深度伪造也用于克服语言障碍，英国足球名将大卫·贝克汉姆参加的消
灭疟疾活动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活动中，深度伪造让贝克汉姆能够用
九种不同语言发表演说。有时，深度伪造纯粹用于娱乐，例如在这个艺
术装置作品中，用户可以与萨尔瓦多·达利自拍“超现实”合影。

利用深度伪造提升艺人技能

深度伪造的商业应用目前既涉及雇用负责模仿的“深度伪造演员”，也
涉及自身形象被用于模仿表演“包装”（即相关内容所描绘的面容或
外表）的人员。如果所谓的形象包装属于知名人物，这可能会节省名人
原本需要在拍摄现场花费的时间；相关工作可以转由深度伪造演员承
担。此外，网红借助这种技术可以为数百或数千人分别定制信息，而无
须真正录制每一条信息。

深度伪造技术这种新颖的应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艺人协议的性质或
者获取艺人必要授权的做法——但确实引发了谈判双方必须认真考虑
的新问题。例如，关于控制对艺人肖像权的使用，谈判的时候总是极其
详尽，但艺人授权协议或合同一般不可能考虑到使用肖像权作为形象
包装的权利，这种形象包装可用于创造几乎无限量的深度伪造逼真作
品。此外，精神权利相关条款将需要谨慎措辞，考虑艺人也许无法控制
的深度伪造表演是否可以作为触发合同终止的理由。艺人工会可能也必
须更具体地考虑未来在行业谈判中如何对待这项技术。

最后，还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整体而言这项技术带给艺人的是帮助
还是伤害。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演员得以在世界各地的广告或电子商务网
站上出镜（无须前往演播室、学习新语言或改善口音），工作范围拓宽可
以提升能力。例如，Synthesia最近在说唱歌手兼创业人Snoop Dogg出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val-kilmer-finds-his-voice-again-thanks-to-ai-d3hhqc2m3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david-beckham-speaks-languages-campaign-end-malaria/story?id=62270227
https://www.theverge.com/2019/5/10/18540953/salvador-dali-lives-deepfake-museum
https://www.theverge.com/2019/5/10/18540953/salvador-dali-lives-deepfake-museum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10/09/1009850/ai-deepfake-acting/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08/27/1033879/people-hiring-faces-work-deepfake-ai-marketing-clones/
https://restofworld.org/2021/creating-personalized-deepfakes-for-corp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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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麻省理工学院高级虚拟技术中心启动新的数字化叙事项目，向公众展示深
度造假技术及其高度欺骗性。在一名深度伪造演员的帮助下，中心团队完成了一件 

“彻底”深度伪造作品（伪造音频和视频），内容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宣读1969年为阿
波罗11号机组无法返回地球的情况撰写的备用讲稿。

演的两部广告片中采用这种做法。原始广告片非常成功，因此Synthesia
的子公司希望使用同样的广告，但要换掉品牌和名称。Synthesia公司并
未重新拍摄，而是使用深度伪造技术改变Snoop Dogg的口型动作，配
合新广告中的子公司名称。

另一方面，深度造假技术的普及可能会导致非名人演员被取代，就业岗
位消失或行业雇用艺人出演的方式发生变化。如果雇用名气相对较低的
人扮演名人效率更高且有其他优势，那么这些演员自身出名或“被发现”
的机会就会更少。这或许会造就一批永远无法获得名人地位或是利用
自己的名气和形象盈利的深度伪造演员。

https://nitrobots.ai/3-new-ways-artificial-intelligence-is-powering-the-future-of-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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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内容中融入深度伪造的名人形象

有人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利用深度伪造的名人形象，进
一步凸显这种底层技术的普遍性（以及准确性）。2021
年初，一位比利时数字人工智能艺术家与汤姆·克鲁斯
的模仿者合作，在@deeptomcruise这个TikTok账号上
制作出非常逼真的“汤姆·克鲁斯”视频。这些视频中
的“汤姆·克鲁斯”做出一些古怪举止，从零售店摔倒后
讲苏联笑话到从事工业清洁服务等等，吸引了数十万次
浏览。此外，去年TikTok上一段致敬其歌曲《西瓜糖》的
视频中，深度伪造的哈里·斯泰尔斯索要草莓，瞬间走红。

如果个人或企业想制作深度伪造名人的媒体内容，应
与律师一起认真考虑适用法律是否允许这一做法。要
研究发布此类内容的一些关键法律依据，例如相关内
容是否属于受保护的言论自由（如戏仿），名人的公开
权是否已进入公共领域，以及面对版权侵权索赔是否
可辩称合理使用。否则，与所有其他案例一样，如此使
用艺人形象可能需要征求同意。

研究适用法律

在美国，深度造假面临的法律环境一直在迅速变化。个
人或企业应当研究最近一些州专门针对合成媒体和数
字伪造媒体出台的法律。

例如，2020年11月，纽约颁布了一项法律，表演者去世
后40年内明令禁止在视听内容中使用“这位已故表演
者的数字复制形象”，前提是使用复制形象“可能让
公众误以为形象经过授权”。这可能意味着某些情况
禁止使用深度伪造，例如关于安东尼·布尔丹的纪录片

《Roadrunner》。该片导演为了在布尔丹死后完成影片
制作，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生成三句让主角“声音复活”
的台词，引起争议，而这位名厨的遗孀奥塔维亚·布尔
丹声称她并未授权这一做法。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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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iktok.com/@deeptomcruise/video/6932640712861224198?_d=secCgYIASAHKAESMgowx7wUgEZjOrk%2B9CjwnXHDIkajq17KImsmA1DiwP3vUzKZJK8UAxfnEAD1bRkxA91uGgA%3D&language=en&sec_uid=MS4wLjABAAAAEDjp-lWhIzbDm7PKNQQ3yfyAFzW7I93KV85HO5bMcPCa5YngKVbaJzDz880eahj7&sec_user_id=MS4wLjABAAAAzj-circFXAH1FgtOQM_b-HaQAq_tHQN_piYsUDCgd3v6c5NFNRuRXHKrLGRPiUNU&share_author_id=6877198729046705158&share_link_id=51BBBA9E-04F4-4044-8633-56E5D44FA46D&tt_from=copy&u_code=dd11m4if9ikjjm&user_id=6838397061232575494&utm_campaign=client_share&utm_medium=ios&utm_source=copy&source=h5_m&is_copy_url=0&is_from_webapp=v1&sender_device=pc&sender_web_id=6918186116328523269
https://www.tiktok.com/@deeptomcruise/video/6932640712861224198?_d=secCgYIASAHKAESMgowx7wUgEZjOrk%2B9CjwnXHDIkajq17KImsmA1DiwP3vUzKZJK8UAxfnEAD1bRkxA91uGgA%3D&language=en&sec_uid=MS4wLjABAAAAEDjp-lWhIzbDm7PKNQQ3yfyAFzW7I93KV85HO5bMcPCa5YngKVbaJzDz880eahj7&sec_user_id=MS4wLjABAAAAzj-circFXAH1FgtOQM_b-HaQAq_tHQN_piYsUDCgd3v6c5NFNRuRXHKrLGRPiUNU&share_author_id=6877198729046705158&share_link_id=51BBBA9E-04F4-4044-8633-56E5D44FA46D&tt_from=copy&u_code=dd11m4if9ikjjm&user_id=6838397061232575494&utm_campaign=client_share&utm_medium=ios&utm_source=copy&source=h5_m&is_copy_url=0&is_from_webapp=v1&sender_device=pc&sender_web_id=6918186116328523269
https://www.tiktok.com/@deeptomcruise/video/6965575763298962693?referer_url=https%3A%2F%2Fwww.thedailybeast.com%2F&referer_video_id=6932166297996233989&refer=embed&is_copy_url=1&is_from_webapp=v1
https://www.tiktok.com/@nickandrisin/video/6895144722487135493?lang=en
https://legislation.nysenate.gov/pdf/bills/2019/S5959D
https://www.npr.org/2021/07/16/1016838440/ai-brought-anthony-bourdains-voice-back-to-life-should-it-have
https://twitter.com/OttaviaBourdain/status/141588945500571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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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伪造有时用于娱乐。“真人达利”是美国佛
罗里达的达利博物馆举办的人工智能体验展览。
展出的几个互动显示屏上会出现利用机器学习
创造的现代版达利形象。观众甚至可以与这位
大师自拍“超现实”合影。

随着深度伪造继续渗透到
数字媒体的各个方面，想
要利用这种底层技术的个
人和企业将不得不提前全
面考虑现有合同约定，掌握
适用于这个问题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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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2019年9月德克萨斯州颁布一项
法律，禁止在选举前30天内传播旨在伤害候
选人或影响选民基础的欺骗性“深度伪造视
频”。一个月后，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一项类似
法律，但明确指出禁止期限为选举前60天内。
此外，播放深度伪造视频的平台也需要考虑与
欺诈指控有关的合规问题。

利用深度伪造增强电子游戏角色

游戏行业也是深度伪造会颠覆的天然舞台，特
别是在数字化身方面。许多游戏的关键前提条
件是玩家扮演某个角色，如《星球大战》中的天
行者卢克或莱娅公主。但游戏体验若要更加身
临其境，就不仅仅是用游戏手柄控制卢克或莱
娅，而是还能让数字化身跟踪你的面部动作和
口型——深度伪造技术正在实现这种体验。此外，
通过深度伪造生成的合成语音，可以让你的声音
听起来像卢克或莱娅，这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
的正面效果。例如，这些所谓的“声音皮肤”允
许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
者等性少数群体（LGBT+人士）改变他们在游
戏中的声音，从而使游戏体验更加愉悦——鉴
于反诽谤联盟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超过一
半的语音聊天用户在游戏中受到骚扰，37%的
性少数群体玩家因其性取向而受到骚扰，这也
属于意料之中。

当然，像这样的通用技术也有可能被滥用，比
如为了经济利益利用这种技术冒充诈骗，或者
采用欺诈行为登录用声音识别的系统。而深度
伪造技术将影响非玩家角色（NPC）以及玩家的

化身。令人叫绝的GPT3等自然语言生成模型结
合游戏深度伪造，将导致非玩家角色拥有与玩
家化身进行对话的无限能力，实现同步的面部
动作和口型令人信服，无须遵循特定脚本。电子
游戏开发人员需要分析与相关角色和故事剧情
内容所有者签订的现有授权协议，以确定是否
准许使用深度伪造。

其他潜在收益

除上述使用深度造假的经济效益外，深度伪造
的底层技术还可用于数字媒体社会公益活动。以
一部HBO纪录片为例，该片详细介绍了面临处
决危险的性少数群体活动家被迫隐姓埋名的生
活。为了掩护这些活动家的身份，这部纪录片使
用了深度伪造包装，导演在片中呈现的只是包
装后的人物形象，用作包装的这些性少数群体
活动家生活在不会因性取向而面临死亡威胁的
国家。深度伪造技术还用于为数百万依靠合成
语音交流的人士创造独特的定制声音。

未来的现实考虑

随着深度伪造继续渗透到数字媒体的各个方面，
想要利用这种底层技术的个人和企业将不得不
提前全面考虑现有合同约定，掌握适用于这个
问题的法律。此外，签订艺人协议的人员应仔
细审查涉及公开权的相关条款，以确保在结合
人工智能技术的情况下自己能充分掌控此类权
利的利用方式。如果处理时经过深思熟虑，深
度伪造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在商业和社会层面
都能发挥良好的作用。

https://capitol.texas.gov/tlodocs/86R/analysis/html/SB00751F.htm
https://capitol.texas.gov/tlodocs/86R/analysis/html/SB00751F.htm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1920200AB730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1920200AB730
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app/1364390/Animaze_by_FaceRig/
https://steamcommunity.com/games/1364390/announcements/detail/3025836235375337145
https://www.wired.com/story/deepfake-voices-help-trans-gamers/
https://www.wired.com/story/deepfake-voices-help-trans-gamers/
https://www.adl.org/free-to-play-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thomasbrewster/2021/10/14/huge-bank-fraud-uses-deep-fake-voice-tech-to-steal-millions/?sh=371abc337559
https://arxiv.org/abs/2109.09598
https://uploadvr.com/modbox-gpt3-ai-npc-demo/
https://www.fanbyte.com/news/video-game-deepfakes-are-freaking-me-out/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01/movies/deepfakes-documentary-welcome-to-chechnya.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01/movies/deepfakes-documentary-welcome-to-chechnya.html
https://vocalid.ai/individual/besp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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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gro Africa：帮助卫
生行业初创企业的创
意走向市场
保罗·欧蒙迪，自由撰稿人

Villgro Africa是一家位于内罗毕的企业孵化器和
早期投资机构，专注于卫生和生命科学领域。这
家孵化器的首席创新官兼联合创始人罗伯特·卡
兰贾博士解释了Villgro Africa如何努力改变非洲
的创新格局，帮助初创企业将其创意推向市场。

请介绍一下创办Villgro Africa的起因？

我们的灵感来自世界首批社会型企业孵化器之
一Villgro India。2015年我们作为该模式下的特
许经营机构成立，根据非洲情况对这一模式进
行了内化和调整。从那时起我们孵化了40多家
公司，并以赠款和股权或准股权工具的形式投
资约120万美元。由此促成了约1800万美元的外
国直接投资，支持肯尼亚和东非经济，创造了就
业机会和本地价值链。我们成立时名为Villgro 
Kenya，但2020年重塑品牌，定名Villgro Africa。

请介绍一下你们的项目。

我们的旗舰孵化项目主要在肯尼亚和东非运
行，持续时间最多三年。我们还邀请非洲其他
地区的初创企业参与为期3至12个月的短期项
目。例如，我们的人工智能促进发展项目专注

“我们希望在初创企业投资领域实现模式上的
转变，推动支持初创企业的立法，并建立更多
的创新中心和孵化器，”Villgro Africa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创新官罗伯特·卡兰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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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型企业导向的数字创新，面向西部和南部非洲
的企业家。我们还与BioInnovate等使命一致的组织合
作开展了一个生物经济项目，面向侧重于公益创业的
科学家。我们帮助这些创新者为其解决方案创建合适
的商业模式，以便实现商业化。

为何选择卫生和生物科技产业？

非洲占全球人口的17%，疾病负担却占到全球的25%左
右。而从市场的角度，我们的服务绝对不足，约占全球医
药市场的4%。像非洲这样对价格敏感、购买力低下的市
场，对制药和生物制药领域的大型投资机构没有吸引力。
他们认为在非洲市场投资发展卫生创新和解决方案
并不可行。COVID疫苗体现出的不平等现象就是证明。

我们的市场研究表明，尽管非洲的卫生产业[就社会和
经济影响而言]潜力巨大，但与信息通信技术和农业产
业相比，孵化器和加速器服务提供不足。例如，2014
年我们开业之前，这一产业没有孵化器。到2015年底
时，包括我们在内也仅有三家。

Villgro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在非洲，我们必须开始认识本土创新对于解决我们独有
的卫生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内罗毕大学、肯尼亚医
学研究所和肯尼亚农业和畜牧业研究组织等机构在研
究和开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多年来他们发展了生物
技术基础设施，在该领域积累了足够的专业知识。但是，
肯尼亚仍然苦于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卫生统计数据一片
惨淡，因为我们未能将科研知识转化为影响力。这种转
化需要商业流程和知识，实现新知识的商用，创造新的
价值链和市场。正是在这个环节Villgro公司通过提供技
术和资金支持可以发挥作用。

你们是否鼓励旗下的初创企业专注于特定领域？

我们所属的价值链由资金流向研发和创新的方式塑造。
部分领域吸引的资金更多，例如重视孕产妇和新生儿
死亡率、母婴和生殖健康、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千

“在非 洲，我
们必须开始认
识本土创新对
于解决我们独
有的卫生问题
所具有的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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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展目标。这就形成了保证有长期买入的研发和创新通道。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的职责是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帮
助他们建设基础设施，向非洲人民提供卫生技术。

我们的初创企业组合主要为数字创新型企业，涉及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领域。这些创新代表着未来的趋势。支持创新意
味着我们不必奋力追赶世界其他地区。

与初创企业合作有哪些风险？

风险极高，因为我们是早期投资者。其中包括所有新技术开发的固有
风险，以及与创新商业化相关的商业风险。通常我们只接触完成技术
概念验证的初创企业。之后要做大量工作让产品成型，并在最终推向
市场之前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卫生部门的创新风险更高，因为许多（技
术）创新即便相当先进也会失败。我们甚至可能在产品上市后发现效率
低下，需要召回。

Villgro Africa是一家位于内罗毕的企业孵化器和早期投
资机构，专注于卫生和生命科学领域，正在努力改变非洲
的创新格局，帮助初创企业将其创意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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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风险由创业者和投资者承担。商业风险纯
属商业问题。开发产品是一回事，而创造产品需
求并大规模推广产品应用则又是另一回事。此
外还有创新者必须面对的行政管理和财务挑战。

Villgro如何定义成功?

我们对成功的衡量止于早期阶段，因为当这
些公司的规模扩展到整个非洲或者全球时可
能就不再与我们相关。如果能够筹集到一般
约为100万美元的A轮融资——此刻西服革履
的风险资本家将入主董事会，稳舵前行并推
动加速增长——我们通常就会退出，专注于下
一批初创企业。

改善非洲创新表现需要做哪些工作？

与其他发展指数相比，肯尼亚的创新表现往往
排名靠前。但是，从创新本身到应用创新解决
本国发展问题之间尚有一段距离。例如，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肯尼亚的生物技术发展仅
次于南非，我们在食品和卫生技术方面却仍然
依赖进口。所以要扪心自问：为利用研究成果
创造财富，我们建设了哪些基础设施？

问题在于，投入更多研发资金能让我们在自己
研究的领域创造更大的影响，这种假定与事实
不符，因为我们实际的回报越来越少。学者们在
知名科学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但鲜有利用这
些知识在市场上提供解决方案、有效改变人民
生活的案例。我们投资的方向应该是转化研究
成果、创造财富，并为企业的繁荣发展建设基
础设施。Villgro就属于这样的生态系统。

人们对于年轻人及其推动创新创业的能力抱
有诸多期望。您对此有什么意见？

要本科毕业生去创新和创业对他们而言是一
种压力。这属于期望过高，不切实际。即使

这些年轻毕业生要创业，他们的企业很可能
是手停口停，勉强维持。这些年轻人缺乏各
领域专业知识，没有行业经验，这意味着他
们无法理解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尽量扩大
企业影响，扩大范围和规模，作为创业者做出
优秀的商业论证，确保获得风险资本家和其
他金融机构的投资。

把创新和创业看得过于简单会削弱其影响力，
特别是在我们决定将创新几乎完全与青年挂
钩的情况下。即使在西方创业也并不容易。当
埃隆·马斯克（PayPal）和比尔·盖茨（微软）这样
的年轻创新者开始创业时，他们有经验丰富的
联合创始人和/或天使投资人与之合作。

创新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创造力。事实上，全球
成功创业的平均年龄是42岁；有很多数据可以
证明。我们不能指望22岁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创
业成功。年轻人应当在毕业后走上可以学到东
西的工作岗位。鼓励他们创业糊口，充其量只
是权宜之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这都不能作
为稳健发展战略的基础。

大多数非洲经济体依赖资源开发产业。像
Villgro这样的企业加速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
发挥作用？

全球经济现在属于知识驱动型，有利于那些能
够生成知识并从中盈利，利用知识密集型初创
企业创造价值链的国家，这些初创企业有能力
利用所生成的知识输出解决方案。

在知识密集型的全球经济中，知识产权对创新
者和创业者非常重要。知识带来竞争优势。因此
它需要受到保护。初创企业显然可以通过专利
和/或商业秘密保护知识。无论以何种方式涉足
知识经济，关键问题在于了解自身拥有的知识和
市场情报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利用这些知识
和情报更好地服务客户。

https://www.wipo.int/patents/en/
https://www.wipo.int/tradesecre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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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卫生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初创企业为何
应当认真对待知识产权？

生物技术领域的研发、产品开发和商业化的资本
支出极高。因此这些初创企业需要保护他们的
发明，特别是通过专利予以保护。但是，为了让
这些专利具有经济效益，需要有足够大的市场，
使初创企业能够收回研发和产品开发成本，抵
消监管等方面的附加费用。如果专注于肯尼亚
这种人口不足5000万的市场，企业就不可能收
回成本。即使人口约达1.2亿的东非市场也只
是勉强可以。生物技术初创企业需要关注的市
场至少要达到东南非共同市场或南部非洲发
展共同体的规模。

创业者需要了解专利制度如何运作。他们有必
要知道，提交专利申请的那一刻就必须赶在窗
口永远关闭之前在多国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
举个例子，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仅在肯尼亚为其
发明申请专利，因为这相当于走漏消息，让世界

各地都来竞争。这就好比秘方昭然若揭，会被
竞争对手利用，阻挡创业者进入非洲其他市场。
如果某个构思有可能在其他市场被盗用，没有
投资者会予以支持。因此，涉及到专利时初创
企业确实需要认真厘清自己的策略。

这是否意味着申请专利可能对生物技术初创
企业不利？

不。问题在于过于简单地看待知识产权，特别
是专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需业务模式
应当把这些创新者在本地的工作融入全国乃
至全球更广泛的知识经济体系。如果我们忽视

了资本流动的方式，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我们的初创企业需要关于知识产权的培训，
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专注于小市场而失去知
识产权。Villgro帮助他们理解这个问题。同时，
我们主动与政策制定者沟通，促进对本国创
新的保护。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创新者开发具备可行性和可扩展性的卫生及生
命科学解决方案，改善非洲全民生活质量。

产生的影响

180万 
以上种子资金

1900万
以上后续融资

受益人口超过

200万

https://www.comesa.int/
https://www.sadc.int/
https://www.sadc.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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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支持初创企业？

政府干预往往通过小额信贷的形式，而非资助创新。你
不能指望一家初创企业只用500美元就能解决涉及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大型挑战；依赖创新的初创企业需要的资
金额度相当于学术研究资助，介于2万至50万美元之间。

第二，银行等传统出资方不会支持初创企业这种没有
抵押品也没有收入的小公司发展。即使你向银行缴纳
担保金用于降低收入风险，现实中初创企业需要五年
左右的时间开发其产品并实现商用，在此之前都不大
可能拥有任何资本或收入。债务并非创新融资应选择
的方式。初创企业需要利用股权而不是贷款。

风险投资是否为更佳选择？

是的，但风险投资人认为低于100万美元的投资没有意
义。这样的投资不可持续，因为完成此类交易和开展尽
职调查的成本与1,000万美元的交易相当。因此政府需
要制定政策，鼓励天使投资人填补100万美元以下的融
资缺口，并与孵化器开展合作。

非洲风险投资潜力巨大。2021年，非洲对初创企业的
风险资本投资提升至41亿美元，创下记录，而2020年
为20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100
亿美元。肯尼亚作为创新中心和风险资本投资目的地，
在非洲位居前列。我们需要研究本经济体应如何定位
才能争取到这笔预期的投资。今年，肯尼亚只吸收了41
亿美元中的3.5亿美元左右。这意味着我们没有竞争力，
尽管初创企业的机会不可限量。

Villgro未来有何计划？

我们正在向肯尼亚境外拓展业务，覆盖整个大陆。我们
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增加全球风险资本对初创企业的投
资，并建立强健的知识经济。这意味着知识产权等问题
必须得到妥善解决。我们希望在初创企业投资领域实现
模式上的转变，推动支持初创企业的立法，并建立更多
的创新中心和孵化器。

“在知识密集型
的全球经济中，
知识产权对创
新者和创业者
非常重要。知
识带来竞争优
势。因此它需
要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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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的技术转让：让航空
航天技术落地
詹姆斯·纳顿，自由撰稿人

美国航空航天局完善的技术转让计划主动出击，支
持初创企业和更广泛的创业群体，让太空时代的发
明去改变从自行车到医疗器械等各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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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天 器 健 康 推 理 引 擎

（Beyond Limits公司）。喷
气推进实验室的航天器健
康推理引擎（SHINE）在
1989年旅行者号飞船即将
经过海王星之前发现飞船
遥测系统出现异常，首次证
明自身能力。自此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有大量系统的
运转状况使用该软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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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国家航空航
天法》规定，所有科学和
工程技术发展都要为公众
利益服务。”
 
达里尔·米切尔，戈达德航天中心技术转让办公室负
责人

自人类首次太空探险以来，宇航员
一直携带相机记录体验，供地球上
的民众欣赏。图为一名宇航员在太
空行走时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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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一家名为SMART Tire的美国初创企业将推出一种全
新山地自行车轮胎。METL无气轮胎由镍钛合金制成，弹性超
强：这种产品的寿命远远高于标准橡胶轮胎，永不爆胎，会大
大减少浪费。

但支撑METL轮胎的技术并非来自轮胎或汽车制造厂商。开发这
一产品的是位于克利夫兰的美国航空航天局格伦研究中心。免充
气轮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月球车。从那时起
这项技术就在研发之中，也计划用于2026年前往火星的取样车。

美国航空航天局知道地球上的车辆也可使用形状记忆合金径
向技术（SMART），提供这一技术的授权许可。2020年，SMART 
Tire公司创始人布赖恩·耶尼和厄尔·科尔赢得航空航天局初创
企业工作室项目，获得航空航天局的专利许可生产自行车轮胎。 

“这项技术的演进可谓妙极，”航空航天局华盛顿特区总部的技
术转让项目负责人丹尼尔·洛克尼说。“该公司现在已经迁至俄
亥俄州的阿克伦，正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

来自外太空的技术

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成立以来，技术转让一直是其使命的核
心内容。正如戈达德航天中心技术转让办公室负责人达里尔·米
切尔所说：“1958年的《国家航空航天法》规定，所有科学和工
程技术发展都要为公众利益服务。”如今航空航天局下设10个中
心在开展一项大型技术转让计划，米切尔说：“这项计划为机构
扩大宣传，创造就业机会，并为某些技术开创未来发展的通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共有约11,0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世界上
最有成效的创新引擎之一。技术转让计划每年发现约1,600项新
技术，应用多种多样。例如，据米切尔先生称，戈达德在开展大
量传感器和探测器的研究，成果随后可以向医疗诊断领域转让。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是唯一使用可搜索门户网站提供所有知
识产权细节的美国联邦机构：共有约1,500项有效专利，其中约
1,100项可授权许可（其余大部分为独占许可）。在2021财年，航
空航天局签署了200多项专利许可协议，达到历史最高点。

洛克尼先生于2011年接任项目负责人。他推行的举措之一是简化
和规范航空航天局下设10个中心的技术转让政策和流程。为实
现这一目标，航空航天局开发了NASA技术转让系统工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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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Tire的超弹性
无气轮胎，寿命远远高
于标准橡胶轮胎，由位
于克利夫兰的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格伦研
究中心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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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marttirecompany.com/
https://technology.na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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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用于发明的多步骤流程，含两项独立审查：对发明
者的深入访谈；包括为了解潜在应用与产业交流在内的
评估工作。只有在流程圆满完成后才能提出专利申请。

因此，考虑到创新活动的规模，航空航天局申请的专
利数量相对较少（每年约80项）。“我们只为商业化目
的申请专利，而不是为了防御目的或取得声望。”洛克
尼说，“如果无人申请许可，我们就会放开。”

初创企业许可快速发展

最近脱胎于各中心流程标准化工作的成功举措之一是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初创企业许可。包括初创企业许可在
内，可在航空航天局网站申请三种类型的许可（其余两
种是标准商业许可和试用许可）。

为商业利用航空航天局技术而成立的企业可以选择非
独占的标准初创企业许可。没有预付费用，前三年也
不设最低费用。一旦企业开始销售产品，将收取4.2%
的标准使用费。

过去五年中，初创企业许可计划已经向全美100多家初
创企业发放了专利许可。但好处不止于此，正如米切尔
先生所说，“即使企业没有资格获得初创企业许可，仍
然可以与我们做生意。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加快许可流
程，为小企业提供便利。”

这项计划简化了技术转让流程，意味着企业不会因谈判
停滞不前，可以受益于适合企业情况的条款。2021财年
戈达德有21项新许可，其中6个是初创企业许可。“这不
仅仅是获得专利技术的问题，也是帮助企业家获得成功
所需技能的途径，”米切尔先生说。

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技术许可的初创企业有：

• 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的Beyond Limits公司，该公司从
喷气推进实验室获得一项人工智能程序和语言理解
软件的授权，用于在线定向广告推送。

源自美国航空航天局
的部分技术

手机摄像头：所有智能手机上
的数码相机最初起源都是美国
航空航天局科学家尤金·拉利早
在1965年就研制成功的传感器，
这种传感器将光子转化为电子
后生成照片。该技术原本用于
卫星，后来被授权给诺基亚等
手机制造商。

太阳镜：研制过滤紫外线的玻璃
是为了保护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工作人员在太空和地球上免受
闪光、激光和焊接弧光的影响。

呼吸机：COVID-19大流行开始
时，美国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
验室的工程师开发了本地可使
用的呼吸机干预技术（VITAL）。 
原型机仅用37天即告完成。航
空航天局已将其免费授权给36
家以上的企业，包括部分巴西
和印度公司。

资料来源：https://spinoff.nasa.
gov/

https://www.wipo.int/patents/en/
https://www.wipo.int/patents/en/
https://technology.nasa.gov/license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frontier_technologies/ai_and_ip.html
https://spinoff.nasa.gov/
https://spinoff.na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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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属 玻 璃 齿 轮（Amor -
phology）：虽然美国航空航
天局的好奇号火星车2012
年抵达火星时代表着航空
航天局最前沿的机器人技
术，但它每次出发穿越火
星表面时都必须花大约三
个小时加热齿轮润滑剂。为
了帮助未来的火星车节省时
间和能源，航空航天局投资
开发了齿轮用块状金属玻璃，
无须使用润滑剂。

试用美国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开发的呼吸机原型机后，纽约市西
奈山伊坎医学院麻醉科和人体模拟实验室的医生们赞不绝口。这一设备为
应对冠状病毒疫情而开发，称为VITAL（本地可使用的呼吸机干预技术）， 
所需部件远少于传统呼吸机，因而制造成本更低，极其适合快速生产。卧
床患者是测试该设备使用的模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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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TellusLabs公司，它开
发的农作物预测模型将戈达德航天中心的
卫星地球成像数据与历史数据、天气模型
等信息结合应用。

• 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Amorphology公司，
该公司由喷气推进实验室在金属玻璃和金属
3D打印领域的一位技术创始人创立。它拥
有美国航空航天局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新型
金属合金（又称非晶态金属）相关知识产权
的独占性许可，生产坚固的齿轮等金属零件。

初创企业许可计划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开展的企
业家外联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这些活动包括航
空航天局创业工作室，去年夏天由FedTech（这
家机构为企业家牵线搭桥获取联邦实验室的技
术）举办的这项活动促成了SMART Tire公司的
发展，还有商业化训练营活动，在训练营中职业
运动员与企业家共同开展励志交流。航空航天
局还与多家大学和商学院紧密合作，例如，向学
生提供代表性技术，用于创业案例研究。

这些活动的重点发生了变化，米切尔先生说：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转变。我们做了大量外部

营销工作，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我们现在
更多专注于直接营销和客户交付。”其中内容
包括推广技术转让计划，帮助被许可人介绍自
己的业务，以及全面开展数字宣传。

更进一步

洛克尼先生认为，要发挥发明的潜力仍须付出
更多努力，特别需要主动接触代表性不足的群
体（包括少数族群教育机构和美洲原住民社区）
和距离美国航空航天局各地下设中心较远的地
区。“我们希望加强多样性。大学和商学院对我
们而言属于成熟的机会，”他说。

还有一个可能增长的领域是国际合作。虽然
初创企业计划的重点在美国，但航空航天局

确实也向海外企业授权（除非相关技术有出
口限制）。但出于预算原因，航空航天局很少
在美国以外地区提交专利申请，因此它希望
非国内企业及早加入该计划，并根据《专利合
作条约》（PCT）（见框文）支付国际申请费或
其他申请费用。

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航空航天局面临的挑战之
一是软件在发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航空航天
局约有三分之一的发明是软件程序，而作为联
邦政府机构，它不能拥有这些软件的版权。除
非存在限制或所有权问题，否则软件将以开源
形式提供。“这意味着软件可以商用，但不能
出售。商用因而受阻，但使用技术不受影响，”
洛克尼先生说。

前途无量

与许多技术转让项目不同，美国航空航天局
并非主要由收入驱动——尽管该机构及个人发
明者确实从特许权使用费收入中得到回馈。相
反，其首要任务是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让技术
得以发挥潜力。这样反过来又会给下游带来利
益，如企业创收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及生活质
量和环境更长远的改善。

“我们希望把技术推广出去，这样人们就可以利
用这些技术大展神通，”米切尔先生说。“美国
航空航天局有许多了不起的发明，但如何商业
应用可能并不总是显而易见。实际应用或许与
发明如今的用法完全不同。”某些情况下，技术
也许领先于时代5年、10年甚至15年，需要大量
研发工作才能走向市场。

“美国航空航天局拥有的人才聪明绝顶，研究
领域难度极大，他们极其热衷于机构的研究
任务和太空的工作，”洛克尼先生说。“我们
的最终目标是从实验室中提取尽可能多的技
术，让新产品和新服务作为航空航天局研发
成果进入市场。”

https://www.nasa.gov/feature/glenn/2020/nasa-startup-studio-kicks-off-virtually
https://www.wipo.int/copyrig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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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利合作条约》

《专利合作条约》（PCT）为发明人和企
业提供在多个市场保护其创新的简化
途径，成本效益高。依据《专利合作条
约》提交一份国际专利申请，申请人可
以同时在150多个国家保护一项发明。

PCT还帮助各国专利局作出专利授权
决定，并通过PATENTSCOPE协助公众
获取这些发明的大量相关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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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Landsat 8拍摄、经TellusLabs处理的图
像展示了新奥尔良地区墨西哥湾沿岸的情况。
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浅粉色和蓝色代表以甘蔗
为主的农业。同样明显可以看到的是北部庞
恰特雷恩湖的沉积物漩涡以及城市南部和东
部沿海的土地流失。

https://www.wipo.int/patentscop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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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是“现代电子产品的大脑”，我们日常使用的数字设备没有半导
体就无法工作，几十年来它一直推动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富于开拓精神
的日本企业半导体能源株式会社（SEL）是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在开
发下一代高性能半导体技术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
该公司创始人兼总裁、“闪存”发明者山崎舜平先生，就申请专利数量
而言，是全球最多产的发明家。山崎先生介绍了半导体能源株式会社
通过创新实现碳中和的承诺、知识产权对其商业模式的重要意义以及
支持这家企业开创性工作的开放式创新文化。

新一代记忆芯片有望
减少能源消耗
凯瑟琳·朱厄尔，产权组织信息和数字外联司； 
冈北优佳和田口智美，产权组织日本办事处

山崎博士与科研
人员开会，这个研
究小组研究的是
半导体能源株式
会社最先进的超
级计算机，借助这
台超算半导体能
源株式会社能够
进行高速复杂的
大规模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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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介绍一下半导体能源株式会社当前的工作
重点以及对全球环境目标的支持。

1970年28岁时我发明了称为闪存的技术（专利
号：JP 886343）并获得专利，从此就在半导体
领域工作了数十年。我们日常使用的大多数电
子设备中都嵌有闪存。本质而言，有了闪存即
使关机时设备也能存储数据和信息。闪存也是
半导体存储或数据存储最廉价的形式。利用硅
大规模集成电路（Si LSI）可以制作微处理和数
据存储能力极其强大的计算机芯片，我从未梦
想过这一技术会如此普及，也没有想到它会因
能耗高而成为全球变暖的因素之一。

2009年，我们发现了一种新型氧化物半导体晶
体结构（CAAC结构），制造更为节能的计算机
芯片或大规模集成电路。十多年来，我们一直
在强化研发工作，提高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性能，
降低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机的能耗。

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半导体的能效。通过开拓性
研究，我们已经开发出一种电流保持水平高的
新型半导体材料。硅场效应晶体管关断时的漏
电电流约为10-12A/µm；而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
晶体管（结晶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的断
态电流极低，为10-24A/µm。这意味着数据可以
长时间保留。利用电流保持水平高的特性和硅的
良好电学性质，我们开发了一种新型硅/氧化物半
导体复合结构。通过利用联合协同效应，我们的
目标是创造省电特性更强的半导体设备，这一目
标仅有硅技术永远无法实现。广泛接受和利用这
种新技术对于对抗全球变暖的工作会大有帮助。

您能向不熟悉半导体的民众简单介绍一下现
代世界中半导体的作用和重要意义吗？

我们日常使用的所有电子设备均使用半导体，
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电视、计算机等等。
半导体的使用已经如此广泛和常见，以至于人
们往往不重视它的作用和重要意义。民众通常

不知道使用这些设备时会消耗大量电力，进而
加剧全球变暖。

半导体能源株式会社的工作如何配合日本等
国实现经济数字化和脱碳的宏图壮志？

2021年6月，时任首相菅义伟先生批准的日本 
《增长战略行动计划》强调，鉴于其低能耗特

性，政府致力于促进先进半导体技术的发展
和生产。该战略也概要介绍了政府目标：a）到
2030年所有新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提高30%； 
b）国内数据中心部分用电转为可再生能源供应； 
c）到2040年半导体和信息通信产业实现碳中和。

2021年夏，我们有机会向经济产业省（METI）
介绍了半导体能源株式会社的超节电结晶氧
化物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OSLSI）技术。首
相得知半导体能源株式会社的OSLSI技术有可
能为政府的绿色政策目标做出贡献，有意了解
更多信息。我们应邀起草文件概述该技术的特
性。经济产业省副局长依据该文件向首相详细
汇报了株式会社的情况和我们的技术。经济产
业省随后再次与我们跟进工作。

我们相信，广泛接受和使用具有开创意义的
OSLSI技术，将为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做出重
大贡献。

2016年，吉尼斯世界纪录更新条目，您成为拥有
专利最多的发明家。当时，您名下有超过11,350
项专利。激励您工作、推动您继续在这一领域
开发开拓性技术的因素有哪些？

我在学校成绩一直很差，但大学二年级时我开
始师从加藤洋五郎教授（后来成为东京工业大
学名誉教授），他给我很多帮助。我跟随他学习

了5年。当我告诉他想去当时的半导体圣地、美
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时，他大发雷霆，说服我留在
日本学习，继续接受他的指导。不同的生活无法
比较，所以我不知道不去美国的选择正确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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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确实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一开始并不是优等生，但多亏加
藤教授对我予以关照，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而且我继续忠于他的教
诲从事研究工作。加藤教授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半导体能源株式会社继续专注于开拓性新技术的开发。专利权如何支
持你们的技术向全世界传播、让全世界接受？

正如加藤教授给我们的教导，作为一家以研发为重点的企业，专利对我
们来说极其重要。知识产权是一种伟大的机制，但除非所保护的产品可
以销售，否则专利不会创收。公司只做研发的性质决定了冲击市场的次
数必须尽可能多，效率必须尽可能高。

凭借自己的知识产权组合，我们可以自信地对任意侵权方提出诉讼，毫
不退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以利用自己的权利，有效扩大企业市场
份额。但所拥有的专利权必须能够正当利用。因此依据研发成果起草一
份明确介绍专利目的和效果的专利说明书极其重要。此外，专利的战略
性使用对于研发活动的拓展、专利价值的提升和许可收入的增长至关重
要。专利权的战略性运用也可能引起法律诉讼。

能否简单介绍半导体能源株式会社的创新文化及其指导原则？

自1980年半导体能源株式会社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坚持通过研发工作
为世界进步贡献力量。我们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夏普公司是当年半导体
和液晶显示电视领域的世界领导企业。合作关系的形成得益于一位熟
人的介绍。然而，开始一起做研究后，他们认为我们的研发水平太低。从
那时起，株式会社为了达到夏普要求的水平努力工作。起初他们的一些
要求似乎难以满足，但我们设法跟上了对方的节奏。

我相信，只有通过研发和努力工作才能获得成功。当合作伙伴指出需要
解决的具体问题，而你的员工为实现目标努力工作时，效果就会更好。我
认为，如果仅仅要求合作伙伴负责指导或简化你的工作，那么创新永远
不会成功。如果你没有提高专业水平、满足合作伙伴需求的信念和动力，
创新也不会成功。为了提高研发水平，必须找到一家能够帮助你提升技
术水平的公司，同时作为合作伙伴保持平等关系。

WIPO GREEN这一公共平台努力在绿色技术领域促进全球创新。您
是否愿意支持这项倡议？

应对全球变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重要问题。WIPO GREEN是一项非常
重要的倡议，旨在利用知识产权制度的力量保护环境。我们认为，WIPO 

https://www3.wipo.int/wipogreen/en/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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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能源株式会社名为南十字星的太阳能
汽车出品于1987年，同年在澳大利亚第一届
世界太阳能汽车挑战赛中完赛，从达尔文开
到阿德莱德；赛程3200公里。

“我们日常使用的所有电子设
备均使用半导体，如智能手
机、笔记本电脑、电视、计算
机等等……民众通常不知道
使用这些设备时会消耗大量
电力，加剧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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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使全世界迅速接受并使用能
效极高的氧化物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我认为，与产权组织
这样的国际组织合作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您对志在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年轻科学家有何建议？

过去，驱动日本企业发展的是对质量和努力工作的坚守，以及逆
境使人明智的信念。但如今这些几乎已不复存在。如果要继续
蓬勃发展，我们需要重新燃起这样的信念。人力资源和知识产
权对日本极为重要。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法院层面加深
对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价值的理解。我们还需要加强大众对
知识产权重要意义的认识。日本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唯一途径
是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

带有内嵌式触控传感器的8.67英寸可折叠显示屏。
该显示屏可承受折叠次数超过10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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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po.int/about-i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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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Statista的数据，2020年全球对润滑剂的需求上升
到3700万吨。润滑剂在优化机械效率和安全方面发挥关
键作用。然而，处理向客户交付润滑剂使用的塑料容器
对环境造成重大威胁，消除相关污染是长期产业难题。

只需1升润滑剂就会污染多达100万升的水。仅巴西一国
每年丢弃的润滑剂塑料容器就有10亿个。用完后，这些
容器会向环境排放约200万升残留润滑剂。目前，容器回
收率只有9%。传统回收方法需要大量用水，不能去除所
有残留润滑剂，这意味着此类容器属于劣等回收材料。

巴西企业Eco Panplas认识到这一问题波及甚广，对环境
有深远影响，因而开发了一种清洁、安全、可持续的获奖
解决方案，比传统回收方法便宜30%。该公司计划在巴
西全境开设五个新站点，每年可回收多达24,000吨包装
材料。Eco Panplas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利佩·卡多佐介绍

了他的创业历程，专利对公司的重要意义以及未来拓展
国际市场的计划。

您是怎样进入回收行业的？

在学习工商管理和创业之前，我在企业部门工作，领导
一个营销团队。但我一直希望能在一个造福社会的领

Eco Panplas：回收
润滑剂容器的更
佳方案
莫妮卡·米利奥·佩德罗萨，自由撰稿人

“仅巴西一国每
年丢弃的润滑
剂塑料容器就
有10亿个。用完
后，这些容器
会向环境排放
约200万升残留
润滑剂。”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11616/lubricants-demand-worldwide/
https://www.bcorporation.net/en-us/find-a-b-corp/company/eco-panplas
https://www.wipo.int/paten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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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拥有自己的企业。我认为塑料回收这个价值
主张很有意义，在2011年首先成立了一家名为
EcoPan的公司。

成功了吗？

遗憾的是没有成功。我们当时回收的是工业
废料，但现在为了节约成本，大多数企业产生
的废物在内部回收和循环利用。不过这一经历
为我和联合创始人在2014年成立Eco Panplas
公司奠定了基础。

EcoPan停业后，我访问了300多家企业，发现
了一个机会；没有一家回收公司能够解决消除
润滑剂容器污染的问题。经过研究，我发现巴
西和其他地方都采用同样的回收流程——用水
清除污染物质，其负面影响在于浪费水以及污
染垃圾填埋场和自然环境。

您是如何想到创办Eco Panplas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当地企业家，他
向我介绍了其业务伙伴已经开发两年的一个项
目，这位伙伴是一位化学工程师。起初他们想把
这个项目卖给我，但我和合作伙伴邀请他们共同
合作并申请专利。他们同意了，现在我们四个人
组成了Eco Panplas团队；两人负责营销和管理，
加上一名机械工程师和一名化学及环境工程师。

技术开发用了多长时间？

我们用了三年时间实现技术、财务和环境方面
的可行性。之后我们又花了三年在市场上验证
自己的技术。

2014年，我们通过其绿色专利计划向巴西国
家工业产权局（INPI）提交了专利申请。申请对
于我们的产品在巴西和国外的信誉至关重要。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获得专利对于保护公司
利益、验证我们的创新并提高其商业价值具有
重要意义。专利是吸引投资者的一个关键因素，
未来专利会让我们有可能受益于授权许可机会。

公司的技术引发了哪些关注？

我们的技术引发了大量关注。该技术已经为我们
赢得30多次巴西和国际奖项。这些奖项也是我
们的解决方案树立声誉的重要因素之一。2020
年，我们成为首家赢得Latam10万美元创业大
赛的巴西企业，该大赛由麻省理工管理学院
和ITBA（布宜诺斯艾利斯技术学院）支持举办。
我们的技术还被墨西哥芬莎基金会评为过去
10年中拉丁美洲最佳解决方案。公司赢得了工
业产权区域合作系统（PROSUR）举办的第二
届拉美专利发明竞赛，继而在日内瓦国家发明
展上展出了我们的技术。公司在格拉斯哥的第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3年底创收约4,300
万雷亚尔，到2026年时每年回收润滑
剂包装达到24,000吨。”

https://www3.wipo.int/wipogreen/en/news/2021/news_0016.html
https://100klatam.org/?lang=en
https://100klatam.org/?lang=en
https://www.femsa.com/en/femsa-foundation/
https://prosur.org/en/columna/prosurprosul-un-ejemplo-de-cooperacion-horizontal-en-america-latina-y-el-caribe/
https://prosur.org/en/columna/prosurprosul-un-ejemplo-de-cooperacion-horizontal-en-america-latina-y-el-caribe/
https://www.hyaip.com/en/news/brazilian-inventors-win-ii-latin-american-patent-competition-of-prosur/
https://www.hyaip.com/en/news/brazilian-inventors-win-ii-latin-american-patent-competition-of-prosur/
https://inventions-geneva.ch/en/home/
https://inventions-geneva.ch/e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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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剂在机械效率
和安全方面发挥关
键作用。2020年全球
对润滑剂的需求上
升到3700万吨。

处理润滑剂塑料容器对
环境造成重大威胁，消
除相关污染是长期产业
难题。只需1升润滑剂
就会污染多达100万升
的水。目前，容器回收
率只有9%。

Eco Panplas收到的受
污染塑料包装要经过研
磨和去污流程，使用可
生物降解的无味脱脂
剂，不产生任何废物。不
同于传统回收模式，这
一去污流程不用水，回
收废料可全部实现重
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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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展示了我们的解决
方案，并赢得了世界顶级环保奖项之一的2021
年巴西全球能源奖。我们还参加了多次中国贸
易展会以及欧洲的绿色科技挑战赛。

通过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寻求专利保护的体
验如何？

2014年，我们聘请了一家专业律师事务所协助
公司寻求专利保护。我们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因
为律师事务所对这个过程的整体情况了解远比
我们深入。他们拥有撰写专利申请的专业知识，
知道如何加快审批速度。我们还必须通过产权
局的绿色专利计划申请专利，因为这样可以证
明公司的解决方案确实属于创新清洁技术。绿
色专利计划优先考虑无害环境技术，会加快整
个专利申请流程。我们在2017年被授予专利。

您的解决方案如何运作？

我们收到的受污染塑料包装要经过研磨和去污
流程，使用可生物降解的无味脱脂剂，不产生任
何废物。脱脂剂通过物理、化学和机械流程去
除塑料包装中的油污，所有给料被分离为塑料、
标签和油。这一流程结束时我们得到去污的破
碎塑料，可以重新工业利用，例如用于制造新
的润滑剂包装。我们将回收的油卖给炼油产业。
公司的去污流程不用水，比这些产品的传统回
收模式便宜30%。除此之外，回收的废物完全可
以重复利用，因此没有任何废物处理相关费用。

Eco Panplas有何计划?

2019年，Eco Panplas被认定为共益企业，因为
社会和环境发展是公司商业模式的核心，这意
味着我们实现了使命和利润的平衡。公司计划
在2022年扩大回收能力。位于圣保罗州内陆
地区Hortolândia的试点厂已达到每年约1500
吨的生产能力，而今年我们正在建设另一家
生产厂，其回收能力是Hortolândia试点厂的五

倍。我们的目标是到2023年底创收约4300万
雷亚尔（约合826万美元），到2026年时每年
回收润滑剂包装达到24,000吨。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我们预计总共需要六家单位运行——圣
保罗州三家，米纳斯吉拉斯州一家，南部一家
还有巴西东北部地区一家。

我们已经开始试验回收食用油、植物油、油漆和
化妆品包装的解决方案，效果极好。这些都是有
待探索的全新市场，也可能从中发现所回收材料
的其他潜在用途。不易用水清除油渍的污染包
装废料处理复杂，我们的目标是让Eco Panplas
成为此类包装废料的主要回收商，并在环境、经
济和财务领域为所有利益攸关方大量创造价值。

贵公司是否面向巴西海外市场？

是的。我们已经参加了多个海外项目，巴西以外
的地区对公司技术有明确市场需求。拉丁美洲、
欧洲、中国、中东和印度是公司国际市场拓展
计划的潜在目标。但首先我们需要确保目前正
在开发的解决方案在这些市场能受到保护。因
此我们考虑利用《专利合作条约》（PCT），因为
它可以简化在多国申请专利保护的程序，是经
济合算的选择。

壳牌、安贝夫（AMBEV）和布拉斯科
（BRASKEM）等公司也通过开放式创新项目

支持贵公司。还有其他组织机构在考虑您的
解决方案吗？

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投资于回收产业，因此我
们收到一些企业风险投资提议。一些公司有意
获得授权，向国外输出技术。所以我们的知识产
权极其重要。石化、废物管理和回收领域的企
业已经开始与我们接触，公司正在与希望解决
此类废物管理问题的市政当局和州政府进行
交流。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很有意义：处理
量越大，产生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就越大。这是
企业的使命，也是我们回馈社会的主要方式。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registration/pct/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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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复杂而不确定。不仅大流行还在重塑我们工作
和生活的方式，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威胁也使得思考未来成为一件令
人焦虑的难事。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年轻人要应对贫困、失业、战争、内
乱和政治动荡。

青年推动变革

面对这些挑战，一些年轻人已经在高调采取行动：气候活动家格蕾塔·
通贝里和她针对气候问题罢课的行为可谓尽人皆知。还有一些青少年
因政府和企业未能履行与碳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有关的承诺通过法
院提出起诉。

荷兰少年博扬·斯拉特在16岁那年想到了摆脱海洋塑料垃圾的创新方
法。2012年在TEDx上的演讲走红后，他辍学开发了支撑海洋清理组织
运行的技术。

这样的案例非同寻常，但不是每位青少年都可以（或应该）为实现目标
辍学、罢课或采取法律行动。这样的行动体现的原则也并非只有少数年
轻人认同。世界经济论坛最近通过全球杰出青年社区与230多万名年轻
人交流，共同制定了青年行动助力复苏计划，其中包括对良知消费主义、
环境保护、技术伦理和创新以及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承诺。

同样，2021年9月，英国文化协会发布了《全球青年气候行动书》的调
查结果——研究范围涵盖23个国家的8000名年轻人。调查显示，67%

知识产权与青年：
教育未来的创新者
塞茜莉娅·瑟尔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创新创业中心 
研究员、撰稿人兼讲师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5-17/teenagers-are-winning-climate-fights-one-court-case-at-a-time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5-17/teenagers-are-winning-climate-fights-one-court-case-at-a-time
https://theoceancleanup.com/
https://www.globalshapers.org/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Davos_Lab_Youth_Recovery_Plan_2021.pdf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climate-connection/be-inspired/stories/G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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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砍滥伐是阿尔法核心小学重点关注的问题，并因
此产生了回收纸张制作适销产品、减少使用原浆纸
的想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培养了一系列创业
技能，并凭借自身创造力迅速拓宽产品范围。

图
：
C
o
ur
te
sy

 o
f A

lp
ha

 C
o
re

 S
ch

o
o
l, 
P
ak

is
ta
n



43WIPO杂志

的年轻人认为本国领导人无法独立应对气候变化。那
么，我们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有能力采取行动，通过
发明、创造和创新解决这个世界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

培养年轻人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

正如2021年格拉斯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会
议主席阿洛克·夏尔马在视频致辞中所说：“英国文化协
会的全球青年行动书传达的关键理念是，年轻人有动力，
他们愿意学习，立志投身于气候行动。但我也听到[年
轻人]要求参与有意义的活动，希望改善教育和培训。”

年轻人希望，教育能体现出他们所面临任务的性质，在
这一点上，他们得到旗帜鲜明的支持。教科文组织世界
可持续发展教育（ESD）大会于2021年5月发表的柏林声
明这样形容可持续发展教育：“向人人提供成为可持
续发展的变革推动者所需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
度……培养他们的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如批判性
思维以及合作、解决问题和应对复杂形势与风险的能
力、形成应变能力、系统化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让他们
有能力以公民身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创业教育

应变能力、创造力、主动性和解决问题这些个人技能是
创业教育的核心所在。已故的艾伦·吉布教授认为创业
教育应独立于一般商学院，他这样形容创业教育背后
的动力，“让年轻人准备好面对工作、社会和消费环境
不确定性更大、更为复杂的一生，他们肩负更大的压力，
需要发挥个人主动性，去发现并抓住机会。”

布里斯托大学创新创业中心的教育主任唐·帕克博士也
赞同这些看法：

“在中心我们如果要发挥作用，就必须让我们的学生有
能力去实现变革，”帕克博士说。“变革对于所有人都
不容易——我们的学生入校时知道自己身边存在哪些
问题，我们帮助他们把这些问题转化为一种价值体系，
转化为与产业和社会交流的新方式。他们有这样的力
量和精力，但需要指导才能卓有成效。”

“年轻人若是得
到机会发展创
造力、协作能
力、应变能力、
发明能力和主
动性等相关技
能，可以做好
更充分的准备
去应对未来的
不确定因素和
挑战。”

https://en.unesco.org/events/ESDfor2030
https://en.unesco.org/events/ESDfor203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lan_Gi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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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年轻人的心态

在20年的教学生涯中，帕克博士发现历届学生
的心态变化极大：

“可持续发展曾经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后来成为
一种抱负。现在，这简直已成为他们入校时心中
的首要目标，而且确实诚心诚意。”

攻读创新创业中心的学位要将企业技能与创新
采用的创造性流程结合起来。其本硕连读课程
允许学生选修人类学、计算机科学或物理学（以
及其他学科）等更传统的核心学科的同时学习
侧重于创造力、设计和系统思维、解决问题和创
业的模块。采用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组成跨学
科团队，协作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安伯·普罗宾和黑兹尔·麦克沙恩这两位从中心毕
业不久的学生已经将自己的毕业设计——女用小
便池的设计理念，可在节日活动等临时场合减少
排队时间并提供更安全的环境——转化为一家
成功的初创企业。当我为这篇文章进行采访时，
两人刚刚为自己的企业——取名Peequal——申
请了专利、商标和文字商标，正处于最后关头，
即将成功获得一轮超过25万英镑的投资。 可
持续性是她们经营企业的核心要素：

“我们的价值观是女性的安全、性别平等和可
持续性……我们都喜欢节日活动，但我们知道
环境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创建了Peequal公司，
试图缓解这一问题。这一设计可以完全采用扁
平包装，因而能节省运输燃料和成本，尽管由塑
料制成，但我们使用的不是新塑料，而是渔网
这样的海洋废旧塑料。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代价高昂的决定，但
我们认为这样做值得。”

对普罗宾女士来说，有机会创办自己的企业是
她选择在该中心学习的部分原因，但麦克沙恩
女士的情况不同。

“我原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从来没有想
过创业，所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在创新中心日
积月累的理念，如设计思维和流程、寻找投资
和知识产权。”

两人谈到最近用纸板制作产品样品、试验新设
计方案的经历，在中心学到的技能显然还在发
挥很大作用。他们没有购买新纸板，而是在当
地超市的垃圾桶里翻找原材料。

麦克沙恩女士说：“当时的经历非常有趣，想
到我们正在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并尽可能保证
每一个环节的可持续性，也令我们感觉良好。”

多学科方法

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安迪·佩纳卢纳在世界各
地从事创业教育工作。他曾与埃及、马其顿、威
尔士等50多个国家的政府以及联合国和欧盟
委员会合作，设计课程和教育策略，培养各年
龄段年轻人学习创业技能和知识。他认为创
业教育需要一种真正的多学科方法，借鉴设计、
古典学、神经科学等学科，培养创业所需的个
人技能，学习金融、投资和知识产权等商业理
念的相关知识。作为英国高等院校知识产权
指导小组成员，他清楚地知道，必须及早开始
这种类型的教育：

“你会经常发现，讨论基本标准和能力时，[教
育系统]的最高层会提到诸如创造力或商业知
识等技能——但并未提前打好基础——这些学
习内容出现的很突兀……如果忽然加入这些

https://www.peequal.com/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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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托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将企业
技能与创新采用的创造性流程结合
起来。新近毕业的安伯·普罗宾和黑
兹尔·麦克沙恩（下图）将他们的毕
业设计——节日活动女用小便池的
可持续设计理念——转化为一家成
功的初创企业，名为Peequal，最近
已融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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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学生会感到意外和焦虑，但如果及早形成意识并
逐渐加深了解，效果要好得多。”

佩纳卢纳教授的研究帮助马其顿形成了一套创业教育
方法，根据这种方法，从13岁开始，学生参加围绕五个
主题——即创新和创造力、背景、金融、商业理解和沟
通——设计的一系列活动，在最后一年的项目中学生
最终创立并经营自己的企业。

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EM）的观点，充分的创业教育是
各经济体促进和培育创业活动萌芽所需的九项创业框架
条件之一。2016年全球创业观察发现，在新兴经济体中，
有更高比例的早期阶段企业为较为年轻的群体（18-24
岁）拥有。调查还发现，新兴经济体民众对自身创业能
力的信心和承担风险的意愿高于更发达经济体的民众。

这可能部分反映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例如，约
有65%的非洲人口未满35岁，年轻企业家可以成为一股
强大的力量，为同龄人创造就业机会，发展经济，并通
过创业中做出的选择传递自己的价值观。

在校园培养商业技能

全球性慈善组织“授人以渔”专注于创业教育，重点在
发展中国家推广校园企业这种模式。这家组织带领学
生及其老师逐步建立自己的校园企业，认为创业教育
对于培养年轻人应对动荡时期的技能、心态和信心至
关重要。虽然对参与“授人以渔”项目的部分学生而言，
创业是生存和自身脱贫的必要途径，但许多项目的核
心要素是可持续性。

肯尼亚Asulma中心的学生制造价格低廉的锥形太阳
能炊具，参加商业挑战赛。在肯尼亚，木炭广泛用于烹
饪，导致滥砍滥伐，燃烧产生的烟雾又带来许多健康问
题。太阳能炊具价格更低，使用过程更为清洁。学生们

“年轻企业家可
以成为一股强
大的力量，为
同龄人创造就
业机会，发展
经济，并通过
创业中做出的
选择传递自己
的价值观。”

http://ee-hub.eu/component/attachments/?task=download&id=37:Matrix_Macedonia
http://ee-hub.eu/component/attachments/?task=download&id=37:Matrix_Macedonia
https://www.gemconsortium.org/
https://www.afdb.org/en/topics-and-sectors/initiatives-partnerships/jobs-for-youth-in-africa/the-youth-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multi-donor-trust-fund
https://www.teachamantofish.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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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阿苏尔玛中心的学生制造价格低廉的锥形太阳能炊具，参
加“授人以渔”这家全球慈善机构旗下的创业教育项目商业挑战
赛。他们还创办副业销售无烟煤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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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创办副业，向仍在使用木炭炉的家庭销售无
烟煤球，取代传统木炭。学生们必须学习记账等
商业技能，并说服当地社区改变原有烹饪方式：

“说服社区成员并不容易，但渐渐地，民众开始
理解现实情况……[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人掌
握商业技能，打击滥砍滥伐。”

滥砍滥伐也是巴基斯坦阿尔法核心小学重点关
注的问题。受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总理伊姆兰·汗
种植10亿棵树项目的启发，孩子们提出的疑问
首先是为什么要新栽这么多树。由此他们产生

了回收废纸制作适销产品、减少使用原浆纸的
想法。他们必须在学习制作优质成品的过程中
培养应变能力，发展创造力、团队合作、批判性
思维、领导力和时间管理等一系列技能。他们发
挥创意，在产品中加入闪粉、种子和食用色素，
还迅速从单纯造纸拓展到制作钥匙圈、笔记
本等其他产品。所筹集的资金被捐赠给当地一
家从事教育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帮助今后的学
生从该项目中受益。

洪都拉斯技术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关注的是废弃
电器和机器的废金属，这些捐赠的电器和机器

原本会送修或回收。学生们发现，虽然有些部
件可以卖给回收商，但其他部件能用来创造自
己的新产品，例如供当地社区停电时使用的太
阳能应急灯。

他们想要生产的是不同寻常、经济环保、切实
可行的产品，这个想法正中下怀。他们还通过
向当地社区销售自制的3D打印钥匙圈补充资
金。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技能和能力自发组织工
作，在此过程中自己学会了解决一些以前从来
不需要考虑的问题，例如所需部件如何购买
更为合算。

显然，受益于创业教育的学生是否进而创办企
业，不一定是衡量创业教育成功的最佳标准。然
而，年轻人若是得到机会发展创造力、协作能力、
应变能力、发明能力和主动性等相关技能，可
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因
素和挑战。阿尔法核心学校的学生们被问及今
后生活中是否会使用所学技能时这样回答我：

“校园企业挑战赛这段旅程我们会永远珍惜，
在三年级学到的技能现在将永远属于“我们”。
我们要进一步打磨所学的技能！我们想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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