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8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局课题 

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一、软科学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SS18-A-01 
乡村振兴战略下地理标志保护问题研

究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SS18-A-02 
知识产权基本法制定中的保护规则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SS18-A-03 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调查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

研究中心 

SS18-A-04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关键

政策研究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SS18-A-05 国家实验室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研究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

室发展中心 

SS18-A-06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创新研

究：以舟山自由贸易区为案例 

浙江省舟山市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 

SS18-A-07 知识产权政策法律化路径考察 
深圳市国新南方知识产权研究

院 

SS18-A-08 
民法总则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救

济中的适用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SS18-A-09 我国加入 UPOV1991 年文本的利弊分析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中国农科院农业知

识产权研究中心） 

SS18-A-10 知识产权资产会计核算与管理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SS18-A-11 知识产权会计及信息披露研究 内蒙古大学 

SS18-A-12 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体系及政策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SS18-A-13 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建设实践研究 
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 

SS18-A-14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所有制改革的动力

机制及其政策选择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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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SS18-A-15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知识产权法律

保护问题研究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SS18-A-16 
电子信息产业知识产权联盟运行机制

研究 

北京纲正知识产权中心有限公

司 

SS18-A-17 大数据产权安排及其制度构建路径 武汉大学 

SS18-A-18 
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研究 
暨南大学 

SS18-A-19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应

对方略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 

SS18-A-20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技术转

移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广西微之创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 

SS18-A-21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知识产权风险

问题研究 
上海政法学院 

SS18-B-22 专利收费标准及政策调节机制研究 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SS18-B-23 电商平台专利审查义务研究 浙江财经大学 

SS18-B-24 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SS18-B-25 
大数据视阀之下中国药品专利链接制

度战略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南京代

办处 

SS18-B-26 标准必要专利司法保护问题研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 

SS18-B-27 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和保护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SS18-B-28 
国防科技成果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

改革问题研究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经济技术

发展中心 

SS18-B-29 专利联盟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S18-B-30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认定证据规则

研究 
重庆理工大学 

SS18-B-31 基因技术专利保护新动向研究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SS18-B-32 合成生物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研究 
天津大学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 

SS18-B-33 
优化专利布局为导向的“一带一路”专

利国际合作问题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SS18-C-34 
知识产权服务业人才能力素质标准框

架研究 

苏州大学 

苏州知识产权研究院 

SS18-C-35 
知识产权学科体系建设和专业学位人

才培养方案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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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SS18-C-36 知识产权人才职称框架体系研究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SS18-C-37 
知识产权人才需求和人才资源调查研

究 

大连理工大学 

深圳智诚知识产权人才服务科

技有限公司 

SS18-C-38 国家知识产权高端人才研究 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 

SS18-C-39 人才引进知识产权评议机制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

查协作湖北中心 

二、专利专项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ZX201801 
面向 2035 年专利事业发展目

标及路径研究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 

ZX201802 
对标世界一流审查机构的质

量评价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 

ZX201803 
全面促进专利审查效率变革

的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

京中心 

ZX201804 
人工智能在专利审查中的应

用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自动化部 

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哈尔滨工业大学 

ZX201805 
基于审查资源促进高价值核

心专利全链条培育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协天津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知识产权局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 

ZX201806 
支撑专利高质量发展的指标

体系研究 
保定市大为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ZX201807 
发挥专利代理机构作用提升

专利申请质量的研究 
山东省专利代理行业协会 

ZX201808 
科研机构专利质量提升对策

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ZX201809 
高价值核心专利培育和评估

研究 
深圳峰创智诚科技有限公司 

ZX201810 日韩专利侵权判定制度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ZX201811 
人工智能产业与专利分类的

对接研究 

华智数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北京中广信通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ZX201812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面临的环

境变化及趋势研究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 



 — 4 —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ZX201813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面临的新

形势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学 

ZX201814 
地方专利资助政策的优化策

略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Y180201 
专利开放许可运行机制及法

律问题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初审流程部 

Y180202 

人工智能在发明专利申请初

步审查及法律手续文件审查

中的应用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初审流程部 

Y180203 
初探区块链技术在专利领域

的应用及影响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

京中心 

Y180301 
通过审查视角发现和认识高

价值实用新型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实用新型部 

Y180401 
专利法意义上外观设计专利

权本质特征研究 

清华大学/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外观

部 

Y180501 5G 关键技术的有效审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通信发明审查部 

Y180502 
高价值核心专利智慧审查方

法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

京中心 

Y180503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

申请撰写质量研究 
北京智信四方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Y180601 
综合运用历史数据提升审查

质量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知识

产权出版社 

Y180602 
无效程序中止的法律问题研

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Y180701 
利用信息化技术应对海牙协

定新变化的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自动化部 

Y180702 

大数据容器模型与专利审查

和管理全生命周期的对接研

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

京中心 

Y180801 
新工业革命下专利分类体系

未来发展规划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文献部 

Y180802 
助力专利高质量发展的专利

信息服务指标体系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Y18080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布

局与创新活动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Y180901 
政策制定视角下提升专利质

量的路径研究 
南京专利代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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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FX201801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专利分

析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

京中心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FX201802 大数据产业专利分析 

贵州派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贵州大学 

贵阳市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 

FX201803 第三代半导体产业专利分析 
北京华创智道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FX201804 
高技术船舶关键技术专利分

析 

浙江海洋大学 

北京华进京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舟山固浚专利事务所（普通合伙） 

FX201805 区块链技术专利分析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

津中心 

FX201806 土壤修复产业专利分析研究 浙江大学 

FX201807 废气处理技术专利分析 

北京佰腾聚智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FX201808 人工智能关键技术专利分析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

北中心 

FX201809 微生物资源专利分析 

新疆智库丝路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有

限公司） 

自治区知识产权研究与发明协会 

新疆丝路言仑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FX201810 
深海半潜式钻井平台专利分

析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FX201811 图像识别技术专利分析研究 
哲力专利商标事务所（普通合伙） 

广东数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FX201812 智慧城市领域专利分析 
深圳中一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FX201813 空间机器人技术专利分析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三、专利战略推进工程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PS2018-001 
肿瘤免疫治疗新药物专利保护策略研

究 

重庆钨石知识产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PS2018-002 
“一带一路”传统药物专利保护态势

分析与布局策略研究 
北京东方灵盾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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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PS2018-003 
大环内脂类抗生素新用途专利战略研

究 
北京元中科技有限公司 

PS2018-004 无人驾驶汽车防撞系统专利战略研究 重庆市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会 

PS2018-005 移动通信领域专利战略研究 深圳峰创智诚科技有限公司   

PS2018-006 智能汽车关键技术专利分析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PS2018-007 新能源微电网系统专利战略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PS2018-008 
我国新批准生产的中药新品种的专利

状况 
深圳峰创智诚科技有限公司 

PS2018-009 
云南优势植物资源产业化知识产权战

略研究 
云南国科智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PS2018-010 
生物技术制备天然药物萜类化合物专

利分析及战略推进研究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

研究所 

PS2018-011 
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应用的专利分析

及战略研究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PS2018-012 医药生物技术专利布局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 

PS2018-013 
中药经典名方新药开发的专利保护策

略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PS2018-014 中药产业价值链专利战略推进项目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PS2018-015 抗肿瘤抗体药物专利战略推进项目 辽宁省知识产权研究所 

PS2018-016 
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重

大工程智慧海洋产业专利战略研究 
烟台大学 

PS2018-017 
空间可展开天线技术专利战略推进项

目 

合享汇智信息科技集团（陕西）

有限公司 

西安空间无线电技术研究所 

PS2018-018 新能源领域专利预警与专利战略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学 

PS2018-019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专利战略研究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 

《科技促进发展》杂志社有限责

任公司 

PS2018-020 
大型客机复合材料制造关键技术专利

战略研究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PS2018-021 
北斗卫星导航应用产业专利战略布局

建设及推进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PS2018-022 
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跨媒体语义

挖掘技术专利战略分析研究 
浙江大学 

PS2018-023 
混合动力汽车用混合动力系统专利战

略研究 
超威电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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