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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思路：智力投资于专利申请及转让的商业化模式

 专利权交易市场

 美国大学知识产权商业化简介

 高新企业上市（IPO），并购（M&A）前的知识产权评
估

 专利写作技巧

 在美国申请专利并转让专利权的基本流程

 美国专利诉讼基本流程和诉讼案例分析

--思科达中美专利--



马方良博士: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电子工程博士,微电子
研究中心博士后, 德克萨斯医学中心贝勒医学院放射肿瘤科
博士后/医学物理学家。在做研究期间发表论文50多篇, 包括
以第一作者在<科学>,<物理评论快报>,<应用物理快报>,及
<IEEE期刊>等发表十多篇论文, 还有作为个人发明家的多个
专利申请。于2005年转入知识产权行业从事专利代, 撰写专
利处理文件近千件,包括新申请, 专利局审查意见答复书, 专
利无效/不侵权意见, 自由操作意见等。领导了多项美国公司
并购中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调查项目。

技术领域
微电子, 半导体, 信号处理, 无线通讯, 光电, 机械, 石油工程, 纳米技术



技术领域
生物科技, 化工化学, 合成药物, 中药成分, 软件, 再生能源, 商业模式, 油
井开采, 造形设计

李建弘博士: 毕业於美国德拉华大学化学及生化系博
士, 论文研究课题主修分子动力模拟及理论生物, 在
国际专业期刊上发表过十多篇论文, 后在美国德州大

学商学院获技术转移专业硕士学位。曾任职於美国
专利局担任生物资讯小组专利审查员。后转工业界, 
在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担任专利代理人多年,服务客
户对象包括富豪五百的上市公司, 新创业高科技公司, 
重点研究大学, 以及个人发明家。



技术领域
化学和生物药物 (尤其自然和人工抗体), 疫苗,  药物释放和输送，生物信息
学，植物分子生物学，无机和有机化学分子，高分子聚合物，医疗器械，纳米
技术,机械，绿色能源以及电子实验纪录等

廉路兵律师：天普(TEMPLE)大学JD，南开大学硕士。在2009年转
入法律行业之前曾在三家著名上市生物制药公司(Teva 
Pharmaceutical，Myriad Genetics 和 Jazz Pharmaceutical) 从
事药物开发研究和为新药审批 分析并递交 药检局(FDA)临床试验结
果.   研究论文发表于癌症研究 Cancer Research), 生物化学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基因组学(Genomics), 癌基
因(Oncogene), 蛋白质组学 (Proteomics) 等期刊。在转入法律行
业之后曾为美国联邦中级法院 Franklin Van Antwerpen 法官和宾
夕法尼亚州级法院 Paul Tressler 法官作助手, 并在知名律师事务所
就职。知识产权及药物审批方面经验包括撰写新专利申请，应辩专利
局审查意见书，提供专利可行性意见，专利无效/不侵权意见，操作自
由意见，专利尽职调查，撰写专利复审申请, 以及药检局对仿制生物药
的审批标准，和为准备仿制药的专利侵权豁免。 。





技术领域
半导体器件及工艺，微机电，电路设计，信号处理，无线通讯，光通
讯，光电子，纳米技术，电子医疗器械，生物传感器，绿色能源等

潘华璞博士:在国内从北京大学获物理学士。博士期
间师从美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光电专家Joe 
Campbell，仅三年半就取得博士学位，并发表论文
及会议摘要30余篇，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国家优秀
留学生奖学金。后进入IBM研发总部TJ Watson研
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至今共发表论文及会议摘要
40多篇, 并多次为<IEEE期刊>及重大国际会议撰
写特约论文。



技术领域
网络技术, 通讯,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芯片, 大规模集成电路

赵文济 工程师：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计算机工程及应用数学硕士。清华大学应用数
学及计算机工程双学士. 长期从事尖端网络技术的研究和开
发.对大型路由器,交换机, 网络计算机芯片, 大规模集成电
路, 无线通讯, 网络安全 以及网络服务有深厚的造诣. 现
任技术带头人, 领导和组织下一代边缘汇聚路由器ASR9000
的研究开发工作. 2005-2007, 作为创始人之一,联合多位领
域专家, 与国内公司合作共同承包大型定点无线通讯科研开
发项目, 并获成功. 



服务领域
专利、商标、版权侵权, 美国海关扣货(337)调查

高璐律师：美国富兰克林•皮尔斯法律中心法学硕士和中国政

法大学法学硕士。高律师拥有美国纽约州律师资格，在美国综合
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五年。现常驻中国大连和北京。曾任职中国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资深行政法官。专长知识
产权、外商投资、并购和公司实务，尤其擅长处理高新技术企业
的公司运作和知识产权保护。在处理多种商业活动的法律和实务
方面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主要包括：策划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和战略；专利、商标、版权侵权，不正当竞争，企业名称和域名
侵权的调查、仲裁和诉讼；起草和审核技术交易相关协议；设立
高新技术企业；企业进行股权和资产并购中知识产权尽职调查；
处理国有产权交易事项；针对企业的日常运营事项提供咨询服
务；代理版权登记、商标申请，地理标志，驰名商标，商标争议、
异议复审和行政诉讼，美国海关扣货(337)调查。涉及的领域
有：海洋渔业、生物制药、信息技术、电信、互联网、电子产品、
汽车、纺织品、保健品、食品、饮料、化装品、时装、箱包、包
装等行业。



技术领域
人类疾病防治的动物模型,动物疾病的防治,个性化治疗, 药物遗传学, 分子诊断学

李满玉博士: 在国内从北京农业大学获生理学博士。先
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遗传学研究所, 乔治亚医学院
遗传医学与生物技术中心，北卡罗那大学医学院从
事研究工作, 30余篇论文发表在<<自然>>, <<自然-
遗传学>>, <<临床研究杂志>>等。



服务领域
诉讼, 版权, 商标, 商业秘密, 技术转让合同, 计算机

丹。道斯律师：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物理学士及法学学位，俄
勒冈大学物理硕士学位。曾受聘於美国著名的贝尔实验室, 探索
合金和半导体的电学性能。之後转任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在放射
卫生单位担任生物医学工程师。撰写了包括英特尔8086 和8087 
数学晶片的专利。在在版权保护方面, 曾任世界知名的卢卡斯电
影有限公司 (Lucas Films) 的副总裁和知识产权总顾问。期间
对星球大战系列和印第安那琼斯系列电影的商品策略与版权保护
作出极具重要性的贡献。客户中较具代表性的技术包括为休斯直
升机公司及麦道公司代理的直升机设计专利, 为克里斯坦森金刚
石工具公司代理的有关金刚石钻头石油和石油以及工具的技术。
主要客户包括美国加州大学, 加州理工学院。对微机电系统, 纳
米技术, 激光生物医学成像和治疗, 及生物医学设备的专利保护
尤其有造诣。例如, 电解可脱性微弹簧圈, 脑动脉导管植入系统
等划时代性的技术。



服务领域
计算机，电子商务，版权，专利，商标，公司，合同

曾梅律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美国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硕
士，美国美利坚大法学硕士。曾律师持有美国纽约州律师执照。
曾律师熟悉中美两国法律，并具有中美两国法律实践经验。她曾
在法院担任审判员从事民事和经济案件审判工作， 并曾在国内
一家律师事务所涉外法务部工作。曾律师还具有在美国一家公司
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的经验。



 技术转移与专利权交易美国市场1500亿美元/年

 中国每年100万份专利申请, 0.5%有相应的国际
(PCT)或美国申请

 中国科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多个研究所每
年申请约~300个中国发明专利,仅1%申请相应的
国外专利申请

 专利成果转化率更低

 多数大学科技处专利申请费用投入200-800万人
民币>专利许可收入

 华东师大的一个例子



 美国主要大学每年申请约100-300个专利；专利成果转
化率不高

 多数大学知识产权办公室(“科技处”)专利申请费用投
入100-300万美元; 专利许可收入在1000万美元的量级

 威斯康星大学，西北大学等少数大学,投入100-300万美
元; 专利许可收入>~1亿美元 - 商业化机制

 中国重点大学有可能也应该达到专利年收入>1亿人民币



专利布局及成果商品化的必要性

 “千人计划”提供高待遇应该只是第二位的

 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让教授们扩展发展空间的政策

 帮助教授们的知识产权产业化也应该是其中重要一项

 美国大学也有这个问题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教授发明了核磁共振成像(后获
诺贝尔奖)，但学校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不愿花钱申请
专利，等于损失上亿美元

 生物科技中的PCR技术发明后，其公司也不愿申请专利。
但一位专利律师力排众议，自行为其申请了专利，后来
这一项专利转让费就挣得3亿美元

 企业估价专利部分可能占 50%



牵涉到诉讼的专利权价值

苹果对三星 1050  2012
单位（百万美元） 年度



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的申请数量



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的专利转让收入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知识产权转化概况

50000学生

$6亿研究经费
~300项专利申请/年;
~$3000万/年专利转让收入



3000学生; 

$5亿研究经费; 

~100项专利申请/年;

$9百万/年专利转让收入

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知识产权转化概况



20000学生; 

$5亿研究经费; 

~总共2000项专利;

~总共1000项许可

$2000万/年专利转让收入

美国斯坦福大学知识产权转化概况

1971- FM Sound Synthesis ($22.9M)
1974 – Recombinant DNA ($255M)
1981 – Phycobiliproteins ($46.3M), 
Fiber Optic Amplifier
($32M), MINOS ($3.4M)
1982 – Amplification of Genes ($30M)
1984 – Functional Antibodies 
($120.6M)
1986 – CHEF Electrophoresis ($2.1M)
1990-1992 – DSL ($28.7M)
1996 – Improved Hypertext 
Searching (Google;$336.5M)



美国加州大学系统
知识产权转化



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知识产权转化



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知识产权转化（公司并购）概况



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知识产权转化（诉讼）概况



19000学生; 

~$5亿研究经费; 

~100项专利申请/年;

~专业化的技术转化中心
（例如，交通学科）

~$1.4亿/年专利转让收入

美国西北大学知识产权转化概况



40000学生; 

~$8亿研究经费; 

~300项专利申请/年;

~$1亿/年专利转让收入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知识产权转化概况
（思科达以此为启发，立志于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的平台）



专利：时间和费用的考虑

 中国发明专利：~2年；~¥10000
 中国实用新型：《~1年； ~¥5000
 中国外观专利：《~1年； ~¥3000
 美国发明专利：~3-5年；~$10000-$60000

 专利加快审理：~1年；+$5000 官费+$10000 律师费

 新的PPH加快： ~1年；没有官费+$2000 代理费

 专利复审： ~3年；~$100000
 专利诉讼： ~3年；~$2000000



思科达模式

思科达

三安光电

思科达 思科达

厦门大学 北京理工
中科院国家技术

转移中心



与其他机构的对比

投项目

投项目投项目

投人投人//
项目项目

投人投人

投人投人//
项目项目

投资重
点

诉讼勒索诉讼勒索85%85%中期中期专利地痞专利地痞//
下属子公司下属子公司

专利地痞专利地痞

许可提成<50%全程大学/公司
企业（不买
断专利权）

思科达

退出股份退出股份>80%>80%中期中期公司企业公司企业风投风投

退出股份退出股份1%~90%1%~90%早期早期公司企业公司企业天使天使

许可转让金许可转让金50%50%早期早期大学大学大学科技处大学科技处

收益方式收益比例投资
阶段

知识产权归
属



企业专利许可/专利池构建

 UDC有机半导体LED专利许可项目
--200 项专利；数十家公司许可；权力要求拓宽

 RPX 模式
--3亿美元投资；~3000项专利；~100会员

 高智模式
--100亿美元投资；~40000项专利；~1000家壳子公司

 飞利浦半导体照明专利许可项目
--2000项专利；~200家公司许可

 IBM/FACEBOOK/YAHOO专利许可及纠纷
 谷歌并购摩托罗拉 （17000项专利；~11亿美元）
 KODAK专利许可项目 （面临破产；10%专利拍卖）
 建立太阳能电池方面的专利池以突破美国的专利壁垒
 企业并购及上市前的专利估价



企业并购及上市前的估价：责任（Liability）
vs. 契机(Synergy)
 不动产调查

 人事（HR）调查（潜在纠纷: 低工资，保险，知识产权奖励
制度，合同，不竞争协议）

 IT（软硬件)调查

 营销状况调查

 合同法务（责任）调查（例如，与大学及研究所签署的科技合
同；知识产权归属的潜在纠纷）

 专利商标估价：
 专利质量—权利要求的宽度，与同行的对比

 公司A （50项）vs 公司B （100项）专利

 专利数量—涵盖现有产品及发展方向

 产品侵权风险—相关专利分析；交叉许可可能性



一些建议

 中国专利申请撰写阶段就注意质量—从对一项“产
品”的描述提高为对“发明”的提炼

 考虑增加一些“头脑风暴”式的概念型专利

 减少价值或授权几率不高（例如，权力要求只描述
组件的简单组合，没有引述组件间的关系及功能）
的申请（考虑合并，将来有必要时再分案；或只申
请实用新型）

 企业与大学（南京，清华）的合作，提供仪器及少
量经费，换取专利权的许可（避免就相关专利将来
被诉）；或购买一些范围宽的专利，建立专利池
（将来可以反诉它方）



预防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专利-->公开发表 - 美国专利 = 
100%美国市场流失

 大学保持专利权，仅在美国市场有选择地许
可公司使用

 “许可”可以是非排他的许可

 各级部门及各方合作伙伴共赢

 中国各级政府部门资助申请外国专利



中国政府财政资助



缺乏头脑风暴洗练或写得不好的专利 = 对既有产品的描述

一种动力飞行器，包括：

一个升降舵设置在机头，两层机翼设置在机中，一个供飞行
员趴着的地方，一台发动机，两个螺旋桨，一个尾舵。



失去了涵盖这些的可能



大公司的专利布局办法

 谷歌

 摩托罗拉

 三星

（猴子朝墙上甩泥巴，企图写出莎士比亚）



问题：
使这个飞行器飞起来的 关键的是什么？ （对发明的提炼）

回答: 机翼上表面凸弧度（流线型）在气流经过时
（动力推动飞行器前行时）的压力差产生升力。

其它问题：
1。多个升降舵或不用升降舵可能吗？回答: 有可能。
2。升降舵一定要设置在机头吗？回答: 不一定。
3。机翼一定要两层吗？回答: 不一定。
4。机翼一定要设在机身中部吗？回答: 不一定。
5。飞行员一定需要吗？回答: 不一定。
6。飞行员一定需要趴着吗？回答: 不一定。
7。发动机一定要有吗？回答: 对本发明来说，是(以区分于风筝，滑翔机）。
8。发动机一定只有一台吗？回答: 不一定。
9。螺旋桨一定要有吗？回答:不一定（需要很多远见才能想到喷气式）。
10。螺旋桨一定要两个吗？回答: 不一定。
11。尾舵一定要有吗？回答:不一定。
12。尾舵一定只有一个吗？回答: 不一定。

对于经费有限的中小型公司，需要发明人与专利撰写人一起反复进行：



经过了上述提炼
比较好的一套权力要求：

1。一种动力飞行器，包括：
一升力体，其包括第一表面和第二表面；
一动力装置提供所述升力体相对于空气的运动；
其中所述第一表面和第二表面在所述升力体相对于空气运动

时产生压力差而为所述动力飞行器提供升力。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飞行器，其中第一表面为流线型。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动力飞行器，其中所述的动力装置为所述的
动力飞行器提供朝一特定方向运动的动力。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动力飞行器，其中所述动力装置包括至少一
台发动机及至少一个螺旋桨。

。。。

X1。如权利要求X所述的动力飞行器，还包括：

一个升降舵设置在机头，两层机翼设置在机中，一个供飞行员趴着
的地方，一台发动机，两个螺旋桨，一个尾舵。

（对产品的描述可以包涵在第N层从属权利要求中）。



产品和专利的关系：

http://www.amazon.com/Shoe-Washing-Drying-Laundry-S-
10/dp/B00GTY4RQO/ref=sr_1_2?ie=UTF8&qid=1385166116
&sr=8-2&keywords=shoe+washing

产品



产品

1. Open the bag

2. Place the shoe (for better results: a. one 
shoe for each bag; b. apply some laundry 
detergent directly on the shoe

3. Zip it up, and lock the zip slider in 
place to prevent the bag from opening 
during the wash.

4. Wash in a washing machine, alone 
or with other laundry. 5. Air dry or use a drier (no heat). 6. Open the bag to remove dirt as 

needed.



专利图



专利权利要求



如何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达到大公司的专
利布局水平





预防资产流失

价值高，授权难

价值低，授权易（购买一寸美国土地？）



Who is Your Audience?

 The Examiner
 The Public
 The Judge
 The Jury



The Examiner
 Expansion at PTO 

results in 
decreased average 
experience

Undergraduate engineering 
or science degree

Little or no industry 
experience



The Examiner

 Under immense 
time pressure

Examiner performance is 
evaluated based on number 
of “counts” per quarter

Examiner has 6 2/3 hours  to 
read, search, and write action 
on new mechanical application



The Judge

 No technical 
background

 May dislike patent cases
 Specialized area of the law
 Complex technology
 Time-consuming



The Judge

 The Judge must 
navigate the legal and 
technical complexities 
of the case 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construe 
the claims



The Jury

 Usually 12 people with 
no technical background
 Must understand the 

disclosure and the Judge’s 
claim construction

 Will decide enforceability, 
validity, and infringement

 Texas Eastern District; 
USB drive case



企业风险及规避

 产品如果引起竞争对手的注意，可能诱发它方提出
的专利诉讼特别是337调查；新产品出来前应尽量
做风险分析；参考一个航空导航软件纠纷的例子: 
http://www.generalaviationnews.com/2010
/12/flight-prep-defends-patent-
runwayfinder-com-shuts-down/

 因产品提前公开造成关键专利无效
 因合同问题造成损失，例如中国公司并购美国飞机

制造公司造成损失的例子
 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市场；参考：

http://www.digtriad.com/news/photo-
gallery.aspx?storyid=274878



企业风险及规避

 美国的反倾销政策

 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 终用户连带审
查项目



因产品公开造成专利无效的例子
 2008年修改的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五款将现有技术定义为：申请日以

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相对于2000年修改的专利法以及专利
法实施细则，该定义规定一项技术无论以何种方式公开，只要使其内容
在申请日之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就足以构成现有技术，扩大了现有
技术的范围，无需再考虑现有技术的地域界限。因此，对于在先销售导
致有关技术方案被使用公开成为现有技术的情况，当事人只需证明涉
案专利申请日之前产品的技术方案因销售而成为现有技术即可。

 2009年7月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第13596号无
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该决定涉及名称为“活络油”的第03119192.4号
发明专利申请。

 针对该专利，请求人于2008年8月5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专利
权无效宣告请求，认为本专利权利要求1-6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
二、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四款的规定，权利要求2-6不符合专利法第
二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其中，请求人以已公开销售的狮马龙活络油的
配方信息作为现有技术来主张权利要求1-6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
第三款的规定，请求人提交了如下文件作为证据：



Talks between Hawker Beechcraft and Superior Aviation Beijing Co. 
have ended without agreement and the company has now announced plans 

to emerge from Chapter 11 protection as the standalone company, 
Beechcraft Corporation. … While the company's discussions with Superior 
are over, it still retains a $50 million deposit from the company, which it 
says is "now fully non-refundable" and the property of Beechcraft. The 
company says it has sufficient liquidity to complete its restructuring and 
has announced that it will develop and file a Joint Plan of Reorganization 

which will be the subject of a hearing on Nov. 15, 2012.

对于国内企业：许可专利，还是并购公司？



美国专利加速审查

 通常一年内结案;多条途径

 我们认为 佳途径为PPH;所需基本材料





CN101864360 的改写



原权利要求 1



改写的权利要求





处理

纯度提高的多晶硅片

（增加功能语言）

其它问题：能否采用非激光的聚焦热源？



改写原则及技巧

 PCT申请可以由多个中国申请合并而来（节省PCT
官费；将来在国家阶段可分案）

 美国专利法较灵活，可以对美国申请进行较大的改
动：
 权利要求拓宽 （减少具体结构；增加功能限定语言）

 增加系统权利要求（例如，发光系统，照明系统—维权
时系统比元器件价值高很多）

 正文减少对“背景”的描述，实施例避免限定语言（例如，
“本发明”，“关键”，等）

 词汇的替换（例如：“MEMS开关” “MEMS器件”；“远
程登录计算机”  “远程登录仪器”）



权利要求的范围



权利要求的范围



权利要求的范围
逆向变换



申请专利并转让专利权的基本流程

发明发明((想法想法))

递交中国专利申请递交中国专利申请

世界市场价值世界市场价值??继续研究；继续研究；
发表文章；发表文章；
申请政府申请政府
奖励资助奖励资助

PCT PCT 申请申请

是是

否否
直接申请国外专利直接申请国外专利

市场调研，广告市场调研，广告

国家阶段国家阶段

No need to be perfect!No need to be perfect!
No need to be No need to be ““BIGBIG”” like CT, IMRT!like CT, IMRT!

““Priority datePriority date”” established; you established; you 
are protected for at least a yearare protected for at least a year



第一次审查意见第一次审查意见

答辩；修改权利要求答辩；修改权利要求

终审终审意见意见

授权授权 重新申请；上诉；或重新申请；上诉；或
控告专利局控告专利局

专利权转让；侵权起诉专利权转让；侵权起诉



时间
概念 中国

专利
申请

论文
发表

PCT
申请

美国，欧洲，日
本，国家阶段

一年 一年半
查新

市场调研，宣传

专利许可，成立
公司，生产产品



案例：多项中国专利申请合并为一项PCT



案例：多项中国专利申请合并为一项美国专利申请



案例：改写拓宽的美国权利要求



实例：发明人声明及委托书



实例：美国专利权属



实例：美国专利申请中的信息公开



企业在美国收到专利侵权诉讼如何应对？





专利法改后的变化

专利法改后的变化

美国专利诉讼流程



案例：联邦地区法院诉状



ITC：10个月 德国：10个月；~50万美元

专利诉讼费用和时间的考虑



案例：美国科锐和台湾旭明专利战



案例：马克曼听证

（权力要求的诠释）



案例：马克曼听证



案例：利用地利打官司



案例：联邦上诉法庭



1. First-to-file (file early, file often)
2. Prior Use Defense (keep good records)
3. Assignee filing (employment contract)

4. Post-grant opposi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5. Patent Marking (put patent number with picture of 
your product/process online to maximize infringement 
damages, but make sure it is correct b/c you can also 

get sued for false marking)

美国专利法2012年修改



Gordon Gould

美国专利修改前允许以“先发
明”而授权的例子



外观专利应对的常规策略

外观设计专利与产
品的对比

加入参考文献后的考量



具体应对措施





其他策略

1。针对于对方产品缺陷的反诉

2。利用国内专利反诉

3。收购一些欧美专利进行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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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国际合作协议书 
 

合同编号： 946334.0001 

 
 
甲 方: ***大学（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 :                                    
 
联系电话 :                    电邮:                        
 
乙方:发明人：***（甲方的雇员；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 中方合作方                                 
 
地址 :                                    
 
联系电话 :                    电邮:                        
 
丁方: Syncoda Technologies（思科达；一家美国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地址 :                                                 
 
联系电话 : _001-608-334-4315__ 电邮: __info@syncoda.com___  
                               
签约地点：                  
 
 



 2

“***”项目专利国际合作协议书 
 

为了实现甲、乙方专利商品化的目标，甲、乙、丙、丁四方经友好协

商，就专利国际合作事宜，本着精诚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订立专利合作

协议书。  

1. 甲、乙方于2012年*月提交了中国发明专利申请: ***，专利申请号：

2012********。 

2.甲、乙方已经决定不再基于上述中国发明专利申请自行出资提交国际

专利申请。 

3. 丙方同意以人力及其他资源合作方式，丁方同意以风险投资方式，

共同协助甲、乙方就上述项目申请国际专利；甲、乙方授权丁方在国外进行

对所述国际专利进行商业运营，不向甲、乙方收取费用。丁方的投资方式包

括：支付国际专利申请的官费，专利的维护费用，专利律师和专利代理人的

劳务，在国外进行商业运营及市场开发的费用。丙方的合作方式包括：对项

目进行初期筛选，管理，文献检索等。 

4. 丁方对所述国际专利进行商业运营的方式包括：专利许可及转让

等。 

5. 甲、乙、丙、丁四方同意对丁方在国外对所述国际专利进行商业运

营的收益进行如下分配：甲、乙方共占百分之四十五，丙方占百分之十，丁

方占百分之四十五；所述收益包括专利转让或许可费等。 

6. 丁方与上述专利相关的与他方（买方）的协议合同需得到甲、乙方

的授权和许可；丁方与任何他方（买方）签署与上述专利相关的合同，须将

甲、乙、丙方作为该合同的共同签署人；该合同须规定所得的收益直接同时

按上述第5条的比例分别转至合作各方的帐户，或合作各方同意的抵押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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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甲、乙方原则上同意在该合同合理（定义为合同真实，不违背甲、乙方

的利益）的情况下给与丁方授权和许可并在该合同上签字。 

7. 甲、乙、丙、丁四方同意协作申请中国政府财政专项资助基金对国

外专利申请的资助，如申请成功，从到帐资助基金中先报销丁方的现金支出

及人力付出；每报销一万元人民币，第5条中丁方的份额降低一个百分点

（1%)，甲、乙方的份额相应增加零点八个百分点（0.8%)，丙方的份额相应

增加零点二个百分点（0.2%)。 

8. 甲、乙、丙方同意不绕过丁方自行与他方（买方）联系；即使上述

收益源于甲、乙、丙首先联系到的他方（买方），仍须按本协议分配上述收

益。 

9. 丁方应在收到任何专利机构重要通知的一个月内向甲、乙、丙方报

告，丁方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在本合同签约后的第三个月开始，向甲、

乙、丙方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报告专利申请的进展情况和商业运营情况，商业

风险，其中包括费用的支出和其他的重大事项。  

10. 丁方积极进行专利的商业运营；如专利授权五年内因丙方运营不力

未能实现专利的转化，则甲乙方有权中断协议，丁方除上述第7条所述外不

得索取任何费用；上述丁方运营不力以未向甲、乙方提供任何他方（买方）

的合理专利许可意向为准。 

11.如果丁方决定退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应在任何可能导致

专利失效的截止日期之前至少两个月通知甲、乙、丙方，并除上述第7条所

述外不得索取任何费用。 

13. 本合作协议书仅限于国外专利法限定的，基于上述公开的专利文献

的收益，不涉及技术转移；如他方（买方）需要公开专利文献之外的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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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或咨询，所付的技术咨询费完全归甲、乙方所有；如咨询过程中需丁方方

协助，另行协议解决。 

14. 本合作协议书，由四方代表签字后确认；一式四份，四方各执一

份。乙方的身份证复印件、丁方的营业执照（或相关证明）作为附件。 

 

甲方：***大学 

授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 

（科技合同专用章） 

 

乙方：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 

 

丙方： 

授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 

 

丁方：Syncoda Technologies

 

授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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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问答             
 Q&A 

 
 
 
 
1. 在美国申请专利很难吗？ 
 回答：在美国申请专利有繁琐的程序及文件格式。但是, 在有经验的专利代理人的

帮助下, 根据我们的经验, 80%以上的申请都可以拿到专利。事实上,在美国拿到专利比中

国的发明专利更容易。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拿到专利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经济效益。 
 
2. 在美国申请专利很贵吗？ 
 回答：美国申请官方费用对小企业(<500 人), 个人, 及非盈利机构(大学,研究院等)
减半。按 2009 年的收费标准, 临时申请仅需 110 美元申请费。正式申请也只要 462 美元。

授权费 725 美元。第一次维持费第 4 年交, 490 美元。真正贵的在于律师费。律师事务所

准备一份申请通常收 5000-15000 美元的律师费。每次准备一份专利局应答意见及申请修

改还要另收 2000-3000 美元的律师费。通常修改答复 3-6 次才能获得专利，或放弃申请。 
 
3. 为什么律师费那么贵？ 
 回答：主要因为行业协会的垄断和有意限制执业人数,如同医生和其它行业协会的

垄断一样。另外, 律师费的很大一部分要作为利润上交给管理阶层和合伙人, 还要租豪华办

公室, 雇用秘书和服务人员。 
 
4. 思科达用免费的方法帮我们申请, 将来提成大概要占多少份额？ 
 回答：依据我们估计付出的劳动量,市场价值和风险,10%-50%。我们付出的劳动不

光包括专利申请, 还包括专利的市场化, 维权及法律诉讼。 
 
5. 思科达的提成是不是占有知识产权或企业的股份？ 
 回答：一般不是。我们仅对专利在美国市场的许可费盈利提成。发明人或国内法

人仍拥有 100%的知识产权。 
 
6. 如果我认为我的专利很重要, 不愿意让出份额呢？ 
 回答：我们也可以采用传统的办法, 前期收费, 不提成。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准备专

利申请仅收 2000-3000 美元, 准备一份专利局应答意见及申请修改仅需1000-2000美元。 
 
7. 为什么思科达可以做到比其它专利代理和专利律师收费低这么多？ 
 回答：我们盈利的主要模式不在于前期收费。这种模式只是为了扩大我们的知名

度, 增加客户基础。不象传统律师事务所, 我们不需要把一半的利润上交给管理阶层, 不需

要另租办公室, 不需要雇用秘书和服务人员。另外, 因为我们与发明人的利益一致, 我们

会鼓励发明人积极参与所有的申请与答辩环节。相比之下,传统的律师事务所不愿意发明

人参与跟专利局的答辩过程, 因为律师花时间越多, 收费越多。 
  
8. 专利代理人和专利律师有什么区别？ 
  回答：专利代理人和专利律师都通过专利局考试获得执照, 可以代表发明人向专利

局提交申请并交涉。代理人通常有较强的科技背景, 更适合于处理高科技项目。专利律师

还有律师执照, 通常在上完法学院后取得, 可以代理法庭诉讼。思科达拥有代理人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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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按提成的办法, 专利权规谁所有？ 
 回答：发明人或国内法人可以保留知识产权, 我们的提成靠我们与发明人或国内法

人之间的合同保护。或者, 如果发明人或国内法人希望简化手续, 或不希望自己涉及法律诉

讼, 也可以把专利权转让给我们, 而通过和我们的合同保护自己的利益。 
 
10. 发明人如何信任思科达不会绕开发明人？ 
   回答：美国专利申请所有文件和专利权转让历史都在网上公开, 任何人都可以查

询。美国专利法有严格规定, 专利申请中的任何不当行为都会导致专利权无法执行, 还会让

我们丧失执照。因此,  应该相信我们会争取双赢, 而不会试图冒这么大的风险。 
 
11. 是不是应该先签保密协议？ 
 回答：我们和发明人之间的关系属于"律师和客户之间的特权关系", 自然已经受到

我们执照所限定的对客户保密的保证, 因此没有必要花时间精力再另签保密协议。如有特

殊需要我们也可以签保密协议。 
 
12. 思科达进行中美之间的专利转让会不会泄露国家机密？ 
 回答：专利本身只是一纸空文, 都是公开的内容。我们保护专利权只不过为发明人

争取法律给予的权益, 因此一般不会涉及机密。对于特殊情况我们会具体分析,确定不会触

犯中国法律。 
 
13. 可不可以不申请中国专利而直接申请美国专利？ 
 回答：根据 2009 年修改的中国专利法, 可以。但是, 我们建议先申请中国专利, 然
后再申请美国专利或 PCT 专利。这是因为中国专利申请较便宜,而且在 1 年内优先权在其

他国家也得到承认, 并且会在中国专利局自动受到是否属于国家机密的审核, 这样可以保

证在中国的专利权。思科达的合作伙伴中有中国专利代理人, 可以帮助申请中国专利。 
 
14. 如果单个专利很重要, 是不是值得单独设立一个公司？ 
 回答：我们愿意作为合伙人在美国设立高科技公司, 甚至开发生产产品。 
 
15. 对于通过传统律师事务所来做, 有什么建议？ 
 回答：大律师事务所可以提供全面服务,更重视声誉和质量,失职保险高。缺点是收

费高, 而且即使在同一个所内取决于合伙人质量也会参差不齐。小律师事务所收费只有大

所的一半左右,较灵活,但质量难于保证,所以一定要找认识的。我们有在大小多个律师事务

所的工作经历, 可以帮助推荐及质量监控。 
 
16. 美国专利比中国专利水平高吗？ 
 回答：总体来说科技含量较高。但就专利本身来讲, 美国多数专利审查员只是大

学本科毕业, 训练几个星期就匆匆上岗, 工资低, 而且审阅调研一份机械电子类的新申请

只有 6-8 小时。每年有 10%的专利审查员离职跳槽。根据我们处理多份中国和美国申请, 

并与专利审查员接触的经验, 中国专利审查员更严格认真。因此,如果有较好的专利代理

人的帮助, 在美国拿到专利比在中国拿到发明专利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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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国有一些专利收购公司是怎么一回事？ 
 回答：这类公司通常会低价大批收购专利申请(大约一份 1 万美元), 然后捆绑销

售给大公司。发明人因为已经拿到所有回报, 多数不愿意再参与。专利律师埋头处理出来

的专利常常会离题。思科达可以帮助联系这类交易。 
 
18. 美国有一些收集发明想法的公司是怎么一回事？ 
 回答：这些公司通常会向发明人收数千美元, 然后号称会为发明实现市场化。这

类公司多数都没有专利代理资格, 基本上都是骗子公司。美国商业质控协会(BBB)已多次

提醒发明人避开此类公司。 
 
19. 中国政府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是怎么一回事？ 
 回答：从 2009 年起中央政府资助中小企业，科研，事业单位通过 PCT 申请国外

专利，资助额为每个项目不超过 50 万元人民币。各级地方政府也有不同强度的资助。思

科达可以帮助申请这类资助。 
 
20. 思科达模式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回答：恰恰相反。如果申请了中国专利而不申请美国专利，美国公司可以利用中

国专利文献生产或改造产品而不用向中国付费，这才是国有资产流失。由思科达帮助在美

国申请专利，将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付专利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21. 综合大学的专利是否比工科大学的专利价值低？ 
 回答：美国专利市场跟中国不同。中国仍偏重于制造业。美国有很多研究开发型

企业，会用到基础学科方面的专利。另外，2009 年微软被判侵权一家小公司专利一案(赔
偿 2.9 亿美元; 现有版本 Word 被禁止销售)再次证明，大公司的产品即使牵涉到很小的专

利或者概念，也不得不支付高额的专利费。 
 
22. 专利申请周期有多长？ 
 回答：平均约 2-3 年。2009 年起可以付费加快，大约 1 年可能拿到专利。但是应

该注意到，专利申请一旦提交上去，即可立即实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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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达中美专利 
Syncoda Technologies 

 
 
 
 

申请专利及商标的费用价目表（2013年度；单位：美元） 
（从提交到授权的必须项目为黑体字；其它为可能或选择的项目） 

 
 
 
 
 

www.syncoda.com 
 

info@synco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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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简明版 
 

I. 美国发明专利 官费 服务费 备注 

101. 初始提交 

 

（适用于通过PCT或

巴黎公约进入美国，

或第一次美国申请） 

1300Ϯ  2000*  

Ϯ对个人，50人以下的小企业，

及非盈利机构减半 

 

*包括对英译稿的形式改写，准

备申请文件，声明PCT或中国优

先权，电子提交 

102. 中译英 无 150/千字 
中国或PCT专利申请的英译 

103. 提交信息公开

文件* 
无  500  

*如果中国或PCT专利申请已有

审查意见，或申请人有相关文

件，则按美国专利法要求必须

提供给美国专利局 

104. 对英译稿的实

质改写 
无 2000*  

*包括重新撰写权利要求书及

说明书（参见案例） 

105. 加快审查 4800Ϯ  5000  通常一年内能够结案 

106. 其它 - - 
过多的权利要求项及版面费

用，延期费用；个案处理 

       

201. 审查意见答复 无 1000~3000/件* *根据复杂程度，具体报价 

202. 与审查员电话

面谈 
无 500~1000/次 

 

203. 重新审查请求 930Ϯ 1000~2000  通常与于终审意见后提交 

       

301. 授权费 1740Ϯ  1000*  
*包括对案卷历史进行审阅，电

子提交授权费及公开费 

302. 公开费 300  无  

      

303. 专利维持费 1,130Ϯ 
2,850Ϯ 
4,730Ϯ 

50/件/年*  
*包括向客户汇报，提醒，电子

提交维持费 

 

举例：对于不复杂并较顺利（2 次审查意见答复）的申请，从申请到授权的官费为

USD 3370（对个人，小企业，大学及研究所为约 USD 1800），服务费约为 USD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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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美国复杂案件*    

专利职业

人员 
资质  

按小时收

费标准 

马方良 电子工程博士；8年专利代

理资质 
325  

李建弘 化学博士；9年专利代理资

质；前美国专利审查员 
375 

廉路兵 化学硕士，法学博士 400  

潘华璞 电子工程博士；4年半导体

研发经验 
250  

*对于复杂案件，及新申请的完

全撰写，诉讼等，根据客户的

需求，参考专利职业人员的小

时收费标准，按项目/阶段向客

户提供估计。 

*举例：通常新申请的完全撰写

可以控制在USD 6000-10000 

*举例：通常专利局意见答复可

以控制在USD 2000-3000 

  

 

 

 

III. 美国商标 官费 服务费 

401. 初始提交 325  ~1000*  

402. 补正答复 无   

403. 公开 100   

402. 授权 100   

对于不复杂并较顺利的申请，

官费+服务费一般可以控制在

USD 1500以下 

*全程包括 

 
 

 

IV. 日本专利 官费 服务费 

501. 初始提交 ~180  ~3000  

502. 审查请求 ~1200 ~500  

503. 补正答复 无 按小时  

504. 上诉 ~600  按小时 

505. 专利维持费 ~200/年 ~300/年  

对于不复杂并较顺利的申请，

官费+服务费一般可以控制在

USD 1400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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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台湾专利 官费 服务费 

601. 初始提交 ~400  ~1000  

602. 审查请求 ~200 ~500  

603. 补正答复 无 按小时  

604. 专利维持费 ~100/年 ~100/年  

对于不复杂并较顺利的申请，

官费+服务费一般可以控制在

USD 3000以下 

  

  

 
 

 

VI. 中国发明专利 官费 服务费 

701. 初始提交 ~150  ~800  

702. 审查请求 ~400 ~200  

703. 补正答复 无 按小时  

704. 专利维持费 ~150/年 ~100/年  

对于不复杂并较顺利的申请，

官费+服务费一般可以控制在

USD 2000以下 

  

  

 
 

 

VII. PCT专利申请 

（中国为受理局） 
官费 服务费 

801. 初始提交 ~1500 ~500  

802. 补正答复 无 按小时  

对于不复杂并较顺利的申请，

官费+服务费一般可以控制在

USD 2000以下 

  

  

 
 

 

VIII. 欧盟专利 官费 服务费 

901. 初始提交 ~300  ~2000  

902. 检索请求+ 

审查请求 
~4000 ~1000  

903. 补正答复 无 按小时  

904. 授权+公开费 ~1300 ~1000 

905. 专利维持费 ~600/年 ~200/年  

对于不复杂并较顺利的申请，

官费+服务费一般可以控制在

USD 2000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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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完全版（美国） 
 

费用编码 相应法规 内容 
官费/小企

业 
服务费 

 

1011/2011 1.16(a)(1) 发明专利基本提交费 380/190 2000

4011† 1.16(a)(1) 发明专利基本提交费-小企业电子提交 95 

1201/2201 1.16(h) 超过 3 项的独立权利要求 250/125 

1202/2202 1.16(i) 超过 20 项的权利要求 60/30 

1203/2203 1.16(j) 多重从属权利要求 450/225 

1051/2051 1.16(f) 延期 130/65 500

1081/2081 1.16(s) 发明专利超过 100 页的每 50 页正文 310/155 

1012/2012 1.16(b)(1) 外观专利基本提交费 250/125 1000

1013/2013 1.16(c)(1) 植物专利基本提交费 250/125 

1005/2005 1.16(d) 临时专利申请费 250/125 500

1052/2052 1.16(g) 临时专利申请延期费 50/25 200

1053 1.17(i) 非英文正文 130  

1090/2090 1.16(t) 非电子提交附加费 400/200 

1111/2111 1.16(k) 发明专利检索费 620/310 

1112/2112 1.16(l) 外观专利检索费 120/60 

1113/2113 1.16(m) 植物专利检索费 380/190 

1114/2114 1.16(n) 重新授权检索费 620/310 

1311/2311 1.16(o) 发明专利审查费 250/125 

1312/2312 1.16(p) 外观专利审查费 160/80 

1313/2313 1.16(q) 植物专利审查费 200/100 

1314/2314 1.16(r) 重新授权审查费 750/375 

1501/2501 1.18(a) 发明专利授权费 1,740/870 1,000

1502/2502 1.18(b) 外观专利授权费 990/495 

1503/2503 1.18(c) 植物专利授权费 1,370/685 

1511/2511 1.18(a) 重新授权费（Reissue） 1,740/870 

1504 1.18(d) 公开费 300  

1551/2551 1.20(e) 维持费（第 3.5 年） 1,130/565 500

1552/2552 1.20(f) 维持费（第 7.5 年） 2,850/1425 500

1553/2553 1.20(g) 维持费（第 11.5 年） 4,730/2365 500

1554/2554 1.20(h) 维持费延期 6 个月附加费（第 3.5 年） 150/75 250

1555/2555 1.20(h) 维持费延期 6 个月附加费（第 7.5 年） 150/75 250

1556/2556 1.20(h) 维持费延期 6 个月附加费（第 11.5 年） 150/75 250

1817/2817 1.17(c) 加速请求 4,800/2,400 5000

1801/2801 1.17(e) 重新审查请求（RCE） 930/465 1000-2000

1806 1.17(p) 信息公开 180 500 

1818 1.17(p) 第三方提交文件 180 500 

1814/2814 1.20(d) 法律声明 160/80 200

1811 1.20(a) 授权后的修改证明 100 500 

1816 1.20(b) 修改发明人 13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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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 1.20(c)(1) 复审请求 17,750 10,000-50,000 

1821/2821 1.20(c)(3) 复审超过 3 项并超过原数量的独立权利要求 250/125 

1822/2822 1.20(c)(4) 复审超过 20 项并超过原来数量的权利要求 60/30 

1814/2814 1.20(d) 法律声明 160/80 

1826 1.20(k)(1) 附加审查请求 5,140 5,000 

1827 1.20(k)(2) 因附加审查请求而导致的复审 16,120 10,000-50,000 

 

1251/2251 1.17(a)(1) 答复审查意见延期一个月 150/75 

1252/2252 1.17(a)(2) 答复审查意见延期二个月 560/280 

1253/2253 1.17(a)(3) 答复审查意见延期三个月 1,270/635 

1254/2254 1.17(a)(4) 答复审查意见延期四个月 1,980/990 

1255/2255 1.17(a)(5) 答复审查意见延期五个月 2,690/1345 

 

1401/2401 41.20(b)(1) 上诉通知 620/310 500

1402/2402 41.20(b)(2) 上诉文件 620/310 3,000-10,000

1403/2403 41.20(b)(3) 口头申诉 1,240/620 2,000

 

商标 

7001 2.6(a)(1)(ii) 商标注册，每类，电子提交 325 ~1,000 

6002/7002 2.6(a)(2) 关于使用的补正书 100  

6003/7003 2.6(a)(3) 关于使用的声明 100  

6004/7004 2.6(a)(4) 关于使用的声明延期 6 个月 150  

6005/7005 2.6(a)(15) 申诉 100  

6006/7006 2.6(a)(19) 分案申请 100  

6210/7210 2.6(a)(7) 公开费 100  

6211/7211 2.6(a)(8) 授权费 100  

6212/7212 2.6(a)(9) 授权更正 100  

6401/7401 2.6(a)(16) 请求无效 300 ~1000 

6402/7402 2.6(a)(17) 反对意见 300 ~1000 

6403/7403 2.6(a)(18) 上诉 100 ~1000 

  

 



·-·:·. 



简介 

 团队成员在经历了多年国际大型律师事务所、美国及中国专利局审查员的工作经验后，以崭新的模式创立了思科

达，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美国和中国的知识产权服务，摈除了美国传统律所按小时收费的模式，与客户利益高度一致。团

队包括美国和中国专利代理人及律师，并多有博士学位及科研经验，能够与发明人找到共同语言，以雄厚的技术实力有

别于传统律所。 根据客户的需求直接以中文或英文交流，避免不必要的文件转手翻译，提高效率和质量，降低费用。 

服务项目 

* 专利项目投资、许可、及技术中介 

 思科达以智力投资的方式，筛选知识产权清晰并在美国有前景的项目，免费在美国申请专利并协助进行专利许可

或转让，在成功后与专利权人共享利润。目前已为各大学和科学院评估了上百份项目，将意见及建议义务反馈给发明

人，并对筛选出来的厦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的数个项目进行投资申请了国际专利。 

* 美国专利申请、电子提交、答复等  

 临时申请官费：$250（对个人，小企业，大学及研究所减半，为$125 ）；代理费：$100-500 

 正式申请官费：从申请到授权$3370（对个人，小企业，大学及研究所减半，约为$1800）；代理费：约为$6000Ϯ 

（Ϯ对于电子机械类中等复杂程度并较顺利的申请 ，例如包括对英译稿的形式改写，重新撰写权利要求书，准备申请文

件，声明PCT或中国优先权，电子提交，提交信息公开文件，审查意见答复2次等）。周期：约3-5年。 

 加快审查请求：通常1年结案。以上官费及代理费各加约$5000。 

* 中国专利申请撰写、电子提交、答复等 

 发明专利官费：约￥4000；代理费：约￥6000；周期：约2年。 

 实用新型专利官费：约￥1000；代理费：约￥3000；周期：约1年。 

 外观设计专利官费：约￥1000；代理费：约￥2000；周期：约1年。 

* ＰＣＴ专利申请（从中国局提交） 

 官费：约￥10000；代理费：约￥3000；周期：约6个月。 

* 中英文翻译 

 中译英：$150/千字 ；英译中：$100/千字 。 

* 专利布局、管理、估价、文献检索、市场分析 

 协助企业进行专利布局、专利池构建、知识产权

管理，产品推出前的专利分析，专利无效、不侵权

意见等；为大学及研究所进行国际专利转让及建立

与企业的桥梁。  

 

*注：以上费用仅作参考；具体实施时先跟据专业领域为客户

义务评估项目，然后协议解决服务内容及费用；实际费用保

证不超过协议规定。 

 

    思科达中美专利 （美国：华盛顿特区、北卡、德州） 

           (中国：北京、上海、苏州、大连） 

 
        Syncoda Technologies 

        [电话] 001-608-334-4315（美国）；159-208-95052（中国） 

        [电邮] info@syncoda.com; fma@faming.us 

        [网址] www.syncoda.com; www.faming.us  



马方良博士 (Dr. Finn Feng MA)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电子工程及天体物理博士；持有美国专利局代理执照。技术领

域涵盖微电子、半导体、信号处理、无线通讯、光电、机械、生物医学工程、石油工

程、纳米技术、绿色能源等。德克萨斯大学微电子研究中心博士后,德克萨斯医学中心

贝勒医学院放射肿瘤科博士后/医学物理学家。发表论文50多篇,包括以第一作者在<科

学>、<物理评论快报>、<应用物理快报>、及<IEEE期刊>的十篇论文,还拥有作为个人发

明家的多个专利。于2005年从学术领域转入知识产权行业,撰写处理专利文件近千件,包

括新申请,专利局审查意见答复书,专利无效/不侵权意见,自由操作意见等。领导了多项

美国公司并购中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调查项目。 

 

李建弘博士 (Dr. Matthew LEE) 
德拉华大学化学及生化系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商学院技术转移专业硕士。持

有美国专利局代理执照。技术领域涵盖生物科技、化工化学、合成药物、中药成分、

软件、再生能源、商业模式、油井开采、造形设计等。论文研究课题主修分子动力模拟

及理论生物, 在国际专业期刊上发表过十多篇论文, 并有两项医疗系统方面专利发明。

曾任职於美国专利局担任生物资讯小组专利审查员。后转工业界,在美国著名律师事务

所担任专利代理人多年,服务客户对象包括富豪五百的上市公司,新创业高科技公司,重

点研究大学,以及个人发明家。对于专利项目的投资、开发、资产化尤具热忱。 

 

廉路兵律师 (Mr. Larry Lian) 
天普(TEMPLE)大学JD，南开大学硕士。持有华盛顿，马里兰律师执照及美国专利局代理

执照。曾在三家著名上市生物制药公司(Teva Pharmaceutical，Myriad Genetics 和 

Jazz Pharmaceutical)从事药物开发研究和为新药审批分析并递交药检局(FDA)临床试

验结果。研究论文发表于癌症研究 Cancer Research)、生物化学 (Journal of Bio-

logical  Chemistry)、基 因 组 学 (Genomics)、癌 基 因 (Oncogene)、蛋 白 质 组 学 

(Proteomics)等期刊。曾为美国联邦中级法院 Franklin Van Antwerpen 法官和宾夕法

尼亚州级法院 Paul Tressler 法官作助手,并在知名律师事务所就职。知识产权及药物

审批方面经验包括撰写新专利申请，应辩专利局审查意见书，提供专利可行性意见，专

利无效/不侵权意见，操作自由意见，专利尽职调查，撰写专利复审申请, 以及药检局

对仿制生物药的审批标准，和为准备仿制药的专利侵权豁免。  

 

 

谢菁妮律师 (Ms. Jennie Xie) 
墨尔本大学法学博士，南弗罗里达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和上海外贸学院经济学士。持有

纽约州和马里兰州律师执照。业务涉及商标申请,版权注册,指导中小企业、新创业实

体及中国公司如何最大化提升商标权和版权价值及知名度，协助客户进行商标检控、

执法及转让，就商标、版权、企业名称、互联网域名等侵权争议提供法律意见。还向

客户提供商务方面的法律服务，如策划企业成立,建立非盈利组织，起草股东协议、合

伙人协议等。谢律师在执业前曾供职于几家美国著名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帮助客

户提交了1千多件专利，商标和版权新申请案。  

 

 

丹.道斯 律师（Mr. Daniel Dawes；Of Counsel） 

加州大学（洛杉矶）物理学士及法学学位；俄勒冈大学物理硕士。持有加州律师执照

及美国专利局代理执照。服务领域涵盖诉讼、版权、商标、商业秘密、技术转让合

同、计算机。曾受聘于美国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之后转任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担任生物

医学工程师。撰写了包括英特尔8086和8087数字芯片的专利。在版权保护方面,曾任世

界知名的卢卡斯电影有限公司副总裁和知识产权总顾问，期间对星球大战系列和印第安

那琼斯系列电影的商品策略与版权保护作出重要贡献。之后为美国加州大学、加州理工

学院等进行长期知识产权服务，包括微机电系统、纳米技术、激光生物医学成像和治疗

及生物医学设备等方面的专利申请及技术转移。 



潘华璞博士 (Dr. Huapu PAN) 

弗吉尼亚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北京大学物理学士；技术领域涵盖半导体器件及工艺、微机

电、电路设计、信号处理、无线通讯、光通讯、光电子、纳米技术、电子医疗器械、生物

传感器、绿色能源等。博士期间师从美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光电专家Joe Campbell，仅

三年半就取得博士学位，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国家优秀留学生奖学金。后进入IBM研发总部

TJ Watson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至今共发表论文及会议摘要40多篇, 并多次为<IEEE期刊

>及重大国际会议撰写特约论文。  

 

高璐律师（Ms. Lu GAO） 

富兰克林•皮尔斯法律中心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持有美国纽约州律师执照。

服务领域涵盖专利、商标、版权侵权，美国337调查，策划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和战略；

不正当竞争，企业名称和域名侵权的调查、仲裁和诉讼；起草和审核技术交易相关协议；

设立高新技术企业；企业进行股权和资产并购中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处理国有产权交易；

针对企业的日常运营事项提供咨询服务；代理版权登记、商标申请，地理标志，驰名商

标，商标争议、异议复审和行政诉讼。涉及海洋渔业、生物制药、信息技术、电信、互联

网、电子产品、汽车、纺织品、保健品、食品、饮料、化装品、时装、箱包、包装等行

业。曾任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资深行政法官。  

 

赵文际工程师 (Mr. Wenji ZHAO) 

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工程及应用数学硕士；清华大学应用数学及计算机工程双学士。

技术领域涵盖大型路由器、交换机、网络计算机芯片、大规模集成电路、无线通讯、网

络安全以及网络服务。长期从事尖端网络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任技术带头人，领导和组

织下一代边缘汇聚路由器ASR9000的研究开发工作。在2005-2007，作为创始人之一,联

合多位领域专家, 成功地与国内公司合作，共同承包大型定点无线通讯科研开发项目。

在计算机工程方与软件技术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对于网路通讯技术尤其专精。 

 

 

曾梅律师(Ms. Mei ZENG)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美国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美国美利坚大法学硕士。曾

律师持有美国纽约州律师执照，熟悉中美两国法律，并具有中美两国法律实践经验。

她曾在法院担任审判员从事民事和经济案件审判工作，并曾在国内一家律师事务所涉

外法务部工作。曾律师还具有在美国一家公司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的经验。 

 

 

李满玉博士（Dr. Manyu Li） 

北京农业大学生理学博士。技术领域涵盖人类疾病防治的动物模型、动物疾病的防

治、个性化治疗、药物遗传学、分子诊断学等。先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遗传学研究

所、乔治亚医学院遗传医学与生物技术中心、北卡罗莱那大学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有30余篇论文发表在<自然>、<自然-遗传学>、<临床研究杂志>等。 

 

 

陈德博士 （Dr. De CHEN） 

东卡罗莱纳大学生物医学物理博士，专业领域涉及激光物理、计算机工程等。专精于

光学光谱、光学荧光显微成像技术以及光学图像处理技术在生物中的应用。在国际专

业杂志上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在超分辨率光学成像的开发与应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联系我们：[电邮] info@syncoda.com  

[网址] www.syncoda.com 

[电话] 001-608-334-4315（美国） 

159-208-95052（中国）  



思科达中美专利
www.syncoda.com

FMA@syncoda.com

001-608-334-4315 (美)
011-86-159-208-95252 (中)

--思科达中美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