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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商标】欧盟商标和欧盟成员国商标的区别 

品牌，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本，而商标，是品牌之根。商标具有地域性，当企业逐渐不满足

于国内的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时候，那就需要考虑注册国际商标了。目前国际商标注册的

方式，除了单一国家商标注册，还有欧盟商标注册、马德里商标注册及非洲知识产权商标注

册。 

一、欧盟商标和欧盟成员国商标 

欧盟商标：即商标注册申请人，根据欧共体商标条例的规定，提交了商标注册申

请，并被欧共体内部市场协调局核准注册的商标，注册成功后，该商标即可在欧

盟的成员国内使用。 

欧盟成员国商标：欧盟成员国商标，一般是因为商标注册申请人通过单一国家商

标注册申请或者马德里商标注册申请的方式去注册该国商标，注册成功后，企业

的商标在该国受到保护，但由于不是欧盟商标，因此不得在其他同为欧盟成员国

内享受到商标保护。 

二、欧盟商标与欧盟成员国商标优劣之处 

【欧盟商标】 

好处： 

①注册费用较低：只须申请注册一次，即可在整个欧盟的二十八个成员国使用该

商标。 

http://www.ctoutiao.com/soso.php?keyname=%E6%AC%A7%E7%9B%9F%E5%95%86%E6%A0%87%E6%B3%A8%E5%86%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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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商标保护更全面：集中保护，保护范围广，商标争议处理方便。一件商标注册

可获得欧盟 28 个成员国的保护; 

③撤销保护：商标在欧盟的任意一个国家使用就可以对抗来自撤销五年不使用的

商标的撤销申请； 

④巴黎公约优先权：同一商标用于一种或多种指定商品或服务名称，在巴黎公约

成员国申请后 6 个月申请共同体商标时，可享有优先权; 

⑤优先权：已经在一个欧盟成员国公布的注册商标，在申请欧盟商标时，可请求

优先申请注册权。 

缺点： 

①商标显著性要求高：共同体商标注册对商标的显著性要求很高，共同体 28 个

成员国中只要一个成员国有人提出异议，且异议成立，将导致整个共同体商标注

册被驳回。尽管该驳回商标可以转换为国家申请，且保留原共同体商标申请日，

但申请人还须支付向每个国家的转换费用。因此，若选用商标的显著性不是很强，

则不适合申请共同体商标注册。 

②注册难度较高：在内部市场协调局申请共同体商标注册的时间较难确定，如果

一切顺利，商标可能在一年内获得注册。然而，只要有一个国家提出异议，该商

标就不能及时得到注册，解决异议需花费很长的时间，通常需 2 年左右时间。在

27 个国家中均无异议的情况很少见，因此，共同体商标申请往往在很长时间内

不能获准注册。 

【欧盟成员国商标】 

好处： 

①注册方式灵活，可以通过马德里商标注册，也可以通过单一国家商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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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申请难度与欧盟商标相比而言，难度较低。 

缺点： 

①如果不是马德里商标注册的话，单一国家注册申请的费用比较高 

②只能受到当前国家的保护。 

【刘婷婷 摘录】 

 

1.2【专利】中国首次成国际专利申请最大来源国（发布时间:2020-4-9）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近日发布最新报告称，中国首次

超越美国，成为通过 WIPO 提交国际专利申请的最大来源国。 

 

数据显示，2019 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为 265800 件，

增长率为 5.2%；通过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提交的国际商标申请量为 64400 件，增长率

为 5.7%；通过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体系为工业品外观设计寻求保护的数量为 21807

项，增长率为 10.4%。 

 

2019 年，中国通过 PCT 体系提交了 58990 件申请，年增长率为 10.6%，成为该体系的最大

用户。自 1978 年 PCT 体系投入运作以来，美国此前均居榜首，2019 年该国以 57840 件申

请位列第二。WIPO 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中国迅速跃升至首位，这突出表明，长期

以来，创新地理格局在向东方转移，亚洲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现已占全部申请的半数以上。 

 

此外，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 4411 件 PCT 申请连续第三年成为企业申请人第一名，广东欧珀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也跻身前十

大申请人榜单。在排名前十位的申请企业中，6 家属于数字通讯行业，包括爱立信、广东

Oppo 移动通信、华为技术、LG 电子、三星电子和高通。 

 

在教育机构榜单中，上榜的前十所高校有 4 所来自中国，其中清华大学、深圳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分别位列第二、第三、第五和第七名。 

 

在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方面，中国以 6339 件申请继续排在美国和德国之后，保持世界第三。

华为以 131 件申请位列商标申请人第三名，这是中国申请人首次跻身全球前五。此外，虽然

中国目前尚不是海牙体系成员，但来自中国用户的申请已达到 238 件（包含 663 项设计），

增长超过 70%，使得中国跻身海牙体系前十大申请人之列。 

 

上海汉声提供 PCT 申请业务，欢迎各位联系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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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喜彦  摘录】 

 

1.3【专利】如何利用专利分析，把握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动向？（发布时

间:2020-4-9） 
 

市场是企业生存的土壤，为了获得市场企业经常会采取多种手段牵制竞争对手，其中专利通

常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专利文献同时包含着技术信息和法律信息，分析专利就能把握

好企业竞争对手的技术和市场的动向。 

 

此外，专利中除了包含技术和法律信息外，还有时间、地域和人员等多个维度，这些维度的

信息也能反应出企业在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市场战略和经营规划等。 

 

因此，尤其是在技术依赖性较强的行业，龙头企业常常会通过专利布局来限制竞争对手的发

展，在市场上尽可能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市场地位。而技术相对落后一点的企业，则要利用好

专利分析这把利器，潜心研究竞争对手核心技术、市场战略或市场行为，力争扭转在市场上

的被动局面。 

 

那么，究竟如何实施专利分析来为市场及竞争对手把脉呢？企业可以在专利分析的以下三个

阶段分别做好相应的工作。 

 

 

在准备期要确定好分析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一项技术的发展有着其特有的发展历程，可

能会很久远，同时技术也不是孤立的，其在产业上下游上的延伸也会较为广泛。 

 

因此为了使得分析更有针对性，能够聚焦到企业真正的痛点上，专利分析通常会界定在一

定的范围内。例如，根据分析目标的不同，来收集不同的背景资料，选定不同的分析工

具，选择不同的专利信息源。是研究竞争对手的布局情况，还是研究行业技术的发展状

况，或是研究特定技术的尖端细节等，其最终采用的分析手段都会有所差异。 

 

在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数据采集一般限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

通过拟定的检索策略在确定的专业领域内进行检索，并在检索中不断地进行检索修正，以期

获得与分析目标最为匹配的样本数据。 

数据分析一般包括数据清洗、指标聚集、图表生成、深度分析、问题解读和报告撰写等，分

析方法有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拟定量分析和图表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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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期要确定好分析成果的应用场景。首先通过对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确定分析成果应用的

可行性；而后在制定企业战略时，针对不同的人群，如企业管理者、技术带头人或普通研发

人员等，采用不同的应用模式为他们的实际工作服务。 

 

那么，专利分析具体能够解决企业实际工作中的那些问题呢？ 

 

 

专利文献是技术资料的宝库，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全世界发明成果有 90%以上会出

现在专利文献中。通过对相关产业技术领域的专利技术进行分析，能够了解该技术领域的

整体技术状况和技术发展趋势，了解行业技术的创新热点和专利保护的特征。 

 

专利制度是被广泛认可的保护创新的有效方式，绝大多数创新型企业都会将自己开发的技

术尽早申请专利以求得到保护，企业的技术路线和技术布局也就会相应地通过其专利信息

反映出来。与之相反，通过对企业的专利信息进行分析，便可以了解企业的技术活动和战

略布局情况。 

 

企业同竞争对手必定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技术领域，通过对该技术领域的专利信息进行分

析，不仅可以发现现实的竞争对手，还可以挖掘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且可以通过对竞争对

手在不同国家的专利文献进行分析，了解其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市场经营活动，以及

竞争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许可等市场动向。 

 

通过对专利文献中的发明人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容易地找到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并可以

了解到这些技术专家在研发技术上的侧重点。 

 

专利文献记载着目前最为先进的研发技术，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同一发明成果出现在

专利文献中的时间要比出现在其它媒体上的时间平均早一到两年。通过对专利文献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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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以预测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推出，以及新产品和新技术在可能国家的市场分布和规模

预期等。 

 

通过对相关领域的专利文献进行分析，可以了解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可

以为企业管理者在研发特定技术、投资新项目、兼并收购相关企业等活动中提供决策依

据。 

 

专利信息不仅包含着大量的技术信息，还包含着大量的法律和经济信息，仔细分析和科学

利用这些信息，可以为企业制定市场战略，确定发展目标，选择发展路径等诸多市场活动

提供依据。 

 

商场如战场，知己知彼将百战不殆，企业通过专利分析摸清领域技术、竞争对手等情况，

不断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李明珠  摘录】 

 

1.4【专利】美日企业赔偿上亿专利费，只因一项发明，被称为中国专利“流

氓”（发布时间:20120-4-10） 
 

在人们的印象中，U 盘好像是外国人的东西，因为很多 U 盘的

产品都是来自于外国企业，比如金士顿和索尼，这两家企业在生

产 U 盘方面是值得信赖的，质量具有一定的保障。但是最开始

发明 U 盘的并不是这两家企业，而且这两家企业还因为 U 盘的

事情吃了大亏。让这美日企业赔偿上亿专利费，只因一项发明，

被称为中国专利“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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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越发注重版权意识，如果没有获得版权，就随意获取别

人的东西，并且用于商用，是非常容易面临赔偿的。如果是在发

明创造方面，那也是有专利的。U 盘的专利并不属于外国人，因

此外国企业用了就需要赔偿专利费。那么 U 盘是谁发明的呢？ 

发明 U 盘 

U 盘最开始来自于朗科，而朗科的创始人是邓国顺，总部位于深

圳的朗科主要业务就是移动存储和无线数据，也就是大家都熟知

的 U 盘。在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朗科拥有多项知识产权和

专利，U 盘就是其中一个。凭借这些专利费，就让朗科成为国内

一线企业。 

不过在发明 U 盘之前，人们经常使用的是软盘，使用过软盘的

人都知道，只要温度过高，那么软盘就无法使用，再加上存储空

间不足，不太实用。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朗科就研发出了 U 盘，

快捷存储数据，空间内存也远远超出了软盘。 

 

申请专利 

在发明 U 盘以后，邓国顺意识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因

此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如果有其它企业也研制出了 U 盘，那么

这项专利就不是朗科的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专利意识，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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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不在意这个，只有邓国顺知道，不能放弃这项发明专利。

最后邓国顺也成功申请到了 U 盘的专利。不过后来邓国顺也被

很多人称作是专利“流氓”，这是为什么呢？ 

 

赔偿专利费 

一旦 U 盘向市场上销售，并且进入人们的视野，那么就会知道 U

盘是有多么的重要。它解决了人们存储数据的问题，在看中 U

盘的商业前景以后，很多企业都开始模仿，并且生产制造。最具

有代表性的就是金士顿和索尼了，结果很明显，拥有专利的邓国

顺向金士顿和索尼起诉，最后的结果是每年需要向朗科缴纳上亿

元的专利费。 

 

 

 

 

【周君 摘录】 

 

1.5【专利】在中国做新药，哪些快速通道值得关注？（发布时间:2020—4—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7号：《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已于 2020

年 1月 15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0年第 1次局务会议审议通

过，2020 年 3 月 30日公布，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 11 页共 31 页 

 

每一次变更，总会有些突破性的法规条例，引领制药行业的发展。

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回归药物临床价值评价！ 

所以，在中国做新药，哪些快速通道值得关注？  

 

 

第一节 

 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 

（类似美国 Breakthrough therapy designation） 

 

第五十九条药物临床试验期间，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命或者严重影

响生存质量的疾病，且尚无有效防治手段或者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

有足够证据表明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创新药或者改良型新药等，申

请人可以申请适用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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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申请适用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申请人应当向药品

审评中心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药品审评中心按照程序公示后纳

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 

第六十一条  对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药物临床试验，给予

以下政策支持： 

（一）申请人可以在药物临床试验的关键阶段向药品审评中心提出

沟通交流申请，药品审评中心安排审评人员进行沟通交流； 

（二）申请人可以将阶段性研究资料提交药品审评中心，药品审评

中心基于已有研究资料，对下一步研究方案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并

反馈给申请人。 

第六十二条  对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药物临床试验，申请

人发现不再符合纳入条件时，应当及时向药品审评中心提出终止突

破性治疗药物程序。药品审评中心发现不再符合纳入条件的，应当

及时终止该品种的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并告知申请人。 

 

第二节 

附条件批准程序(即有条件上市) 

 

第六十三条  药物临床试验期间，符合以下情形的药品，可以申

请附条件批准： 

（一）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的药品，药物

临床试验已有数据证实疗效并能预测其临床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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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卫生方面急需的药品，药物临床试验已有数据显示疗效

并能预测其临床价值的； 

（三）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急需的疫苗或者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认定急需的其他疫苗，经评估获益大于风险的。 

第六十四条  申请附条件批准的，申请人应当就附条件批准上市

的条件和上市后继续完成的研究工作等与药品审评中心沟通交流，

经沟通交流确认后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经审评，符合附条件批准要求的，在药品注册证书中载明附条件批

准药品注册证书的有效期、上市后需要继续完成的研究工作及完成

时限等相关事项。 

第六十五条审评过程中，发现纳入附条件批准程序的药品注册申请

不能满足附条件批准条件的，药品审评中心应当终止该品种附条件

批准程序，并告知申请人按照正常程序研究申报。 

第六十六条  对附条件批准的药品，持有人应当在药品上市后采

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并在规定期限内按照要求完成药物临床试

验等相关研究，以补充申请方式申报。 

对批准疫苗注册申请时提出进一步研究要求的，疫苗持有人应当在

规定期限内完成研究。 

第六十七条  对附条件批准的药品，持有人逾期未按照要求完成

研究或者不能证明其获益大于风险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当依

法处理，直至注销药品注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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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Priority review and approval） 

 

第六十八条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以下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药

品，可以申请适用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一）临床急需的短缺药品、防治重大传染病和罕见病等疾病的创

新药和改良型新药； 

（二）符合儿童生理特征的儿童用药品新品种、剂型和规格； 

（三）疾病预防、控制急需的疫苗和创新疫苗； 

（四）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药品； 

（五）符合附条件批准的药品； 

（六）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其他优先审评审批的情形。 

第六十九条  申请人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前，应当与药品审

评中心沟通交流，经沟通交流确认后，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的

同时，向药品审评中心提出优先审评审批申请。符合条件的，药品

审评中心按照程序公示后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第七十条对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药品上市许可申请，给予以下

政策支持： 

（一）药品上市许可申请的审评时限为一百三十日；（NDA/BLA）

（接近美国的 6个月）（注：普通审评时限为两百日，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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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床急需的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罕见病药品，审评时限

为七十日； 

（三）需要核查、检验和核准药品通用名称的，予以优先安排； 

（四）经沟通交流确认后，可以补充提交技术资料。 

第七十一条审评过程中，发现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药品注册申

请不能满足优先审评审批条件的，药品审评中心应当终止该品种优

先审评审批程序，按照正常审评程序审评，并告知申请人。 

 

第四节 

特别审批程序 

 

第七十二条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时以及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发生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可以依法决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所需防治药品实行特别审批。 

第七十三条  对实施特别审批的药品注册申请，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按照统一指挥、早期介入、快速高效、科学审批的原则，组织

加快并同步开展药品注册受理、审评、核查、检验工作。特别审批

的情形、程序、时限、要求等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规定执行。 

第七十四条对纳入特别审批程序的药品，可以根据疾病防控的特定需要，

限定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使用。 

第七十五条对纳入特别审批程序的药品，发现其不再符合纳入条件

的，应当终止该药品的特别审批程序，并告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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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牡 摘录】 

 

 
 

1.6【专利】从专利角度看小区防疫消毒通道（发布时间:2020-4-9） 

 

为做好新冠肺炎防疫工作，陆续有小区物业推出硬核举措——在小区入口设

置消毒通道，业主在检测体温后，通过“云雾缭绕”的通道消毒后即可安全回家。

为更好地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笔者基于近年来国内相关专利申请对防疫消毒通道

技术进行浅析。 

  

  CN209967142U 公开了一种人员消毒通道，包括一消毒通道以及入口门、出

口门、雾化消毒单元；雾化消毒单元包括自动配药装置、喷雾头、自动控制单元，

自动控制单元包括控制箱、智能门禁模块、进出信号识别模块，控制箱用于给雾

化消毒单元、智能门禁模块发送开启与关闭信号；智能门禁模块通过线路与控制

箱相连，控制入口门和出口门的开启和关闭；进出信号识别模块包括红外传感器，

安装于通道内靠近入口门的墙上，通过线路与控制箱连接，以用于感应人员并统

计人数后反馈给控制箱。该专利提供的人员消毒通道能够在配药箱内增加药粉

箱，原料选用范围广，适用性强；通过消毒原液箱和水箱的双计量泵设计，结合

送料件载物槽的定量推送药粉，能够较为精准地控制各种原料的比例，保证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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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消毒水的消毒效果；通过自动控制单元的设置，使得雾化消毒单元和门禁的

控制实现智能化，降低操作难度，提升效率。 

  

  CN209630257U 公开了一种人体喷雾消毒装置，人员进入消毒室后，该装置

的喷雾头喷出消毒液，消毒液弥漫整个消毒室对消毒室内的人员进行消毒，消毒

效率高，效果好；同时消毒室内设置传送通道，使部分眼睛对消毒液敏感的人员

能够进行消毒。传送通道一侧设置行走通道，行走通道弯曲设置，对消毒液不过

敏的人员可以走行走通道，同时增加行走通道的长度，使消毒更加充分。喷雾头

从进口门至出口门处间隔距离逐渐增大，将喷雾头在进口门处密集设置，能够使

刚进入消毒室内部的人员被充分的消毒，在经过喷雾头稀疏的地方，使人员全身

消毒更加均匀充分，同时节约消毒液。 

  

  CN106739967A公开了一种随送风通道喷洒人体安全型消毒液的空调装置，

其涉及的消毒液自动喷淋装置，由于采用目前唯一人体安全型的消毒液，可以充

分利用现有各种空调装置送风通道，解决空调系统本身消杀问题，而且无需独立

建设电控自动消毒装置，适合汽车消毒和大型基础设施统一消毒应用。 

  

  CN105833317B 公开了一种移动式消毒装置及消毒通道，提供了一种轻便、

可快速安装的移动式消毒装置；CN207253512U公开了一种消毒通道设备，能够

对车辆进行高效地消毒；CN208973786U公开了一种单独消毒的可封盖鞋底清洗

机，可以对鞋底进行清洗并对鞋帮和鞋面进行消毒。 

  

  由以上技术可以得出小区防疫工作的一些启示：为了确保消毒的效率和效

果，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考虑直接引进相关成品，并结合控制单元和智能门禁等对

进出人员和车辆的消毒进行更严格有力的控制。进一步从成本考虑，充分利用现

有各种空调装置送风通道的消毒液自动喷淋装置也是不错的选择。实际上，目前

多数小区的防疫通道多为自主搭建的简易消毒通道，根据以上专利，在简易通道

使用中需要注意：精准地控制各种原料的比例，保证配比达到的消毒水的消毒效

果；选用消毒水要尽可能对人体安全，避免过敏等不良反应；把控装置的喷雾效

果以及通道的长度，以保证消毒充分。 

  

  由于消毒工作的专业性要求较高，建议小区在自主搭建消毒通道时尽可能地

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某小区在消毒行家的指导下将消毒房设在小区入口处对所

有业主实行人车消毒，业主进入小区前下车进入消毒房洗手，洗手用的水加了过

硫酸氢钾，具有消毒效果又对人体无害，并对业主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高温消毒，

脚放在踏板上同步消毒。之后再进入消毒房进行雾化消毒，对身上的衣服和鞋底

彻底消毒。业主消毒结束的同时，车子在外侧也进行了消毒。鞋底和车子消毒采

用的消毒液是用浓戊二醛溶液稀释而成。此外，除了小区，笔者建议商场、超市

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也酌情设置消毒通道，从而更好地进行疫情控制。（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 楚林疋） 

 

 

 

【卫素丹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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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解析华为 P40 Pro 神奇 AI 拍照技术！算力很强大，专利备三年（发

布时间:2019-04-10） 
 

国行版华为 P40 系列手机昨晚发布，自带超级望远镜的 AI 拍照功能

十分亮眼。 

今天各路土豪、测评小能手们已经开始把弄玩手机，发布各种评测结

果了。 

 

正所谓： 

好读书，求甚解；追好货，扒专利。 

 

作为一名勤劳而又质（pin）朴（qiong）的 IPer，换不起手机，我还

扒不起专利么？ 

先来看外观专利，申请于去年 6 月，今年 2 月 21 日就已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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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文件中，P40 系列正面的挖孔屏和背面的矩形六摄像孔十分明显，

四角瀑布屏的设计貌似不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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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专利中背面摄像头的“上四下二”的位置设置，与 P40 实物有所差

别。 

以 P40 Pro 为例，官方公布的配置包含 4 个摄像头，其中广角镜头、

超广角镜头、长焦镜头呈数列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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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组摄像头搭配可以呈现 1X 正常拍摄，10X 混合变焦，50X 数字

变焦，于是网友说 P40 Pro 其实是一台超级望远镜。 

 

这组摄像头配制的专利倒是不难找，因为华为申请的涉及广角镜头、

超广角镜头、长焦镜头的专利申请，目前只公开了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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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镜头混搭的技术也不算复杂，就是相互切换。 

比如拍照时，先用广角摄像头，把镜头拉远就切换成超广角镜头；把

远景拉近，就切换成长焦镜头。 

实施例中，拍艾弗尔铁塔的示意图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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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华为这组相机功能很强大，号称超级望远镜，但是专利的创造性

这道坎... 

第一次审查意见被审查员认为缺乏创造性；二通前天才下来，说是修

改又超范围。 

当然华为 P40 Pro 更有意思的看点不止这点，最有意思的是拍照加上

AI 的新玩法。 

比如你在跳跃的时候，可以抓住你最精彩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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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的宣传中，说是记录按下快门前后的全部画面，然后 AI 选出来

1-3 张最佳姿态照片。 

这个方案在专利里，会怎样描述呢？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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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朴实，就是先拍 M 张照片，再从里面选 N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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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快门前后 M 张照片的细节，在说明书里也有体现，可以说是专利

方案和广告宣传的匹配度非常高。 

需要说明是，从 M 张里选 N 张并不算新，早年很多方案可以从视频

里选 N 张，也可以抓到跳跃的最佳姿势。 

所以这件专利申请的创造性在于，如何用 AI 算法选那 N 张出来。 

审查员也是这么认为的，发了一通，部分权利要求缺乏创造性，等着

华为改权要。 

真正体现华为 P40 Pro 算法强大的玩法，是另外一个玩法——消除反

光。 

比如去博物馆对着玻璃橱窗拍展品，也许照片里可以看到玻璃上反射

的自己。 

结果华为 P40 Pro 可以通过算法，把反射的影响给消掉。 

相关的技术方案可能已经被华为储备了很久了，相关专利申请于 2016

年，今年初该专利刚刚授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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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曰图像去模糊的方法，AI 算法首先是要识别出用户要拍摄的背

景层，和要消除的反光层； 

然后用算法“平滑”模糊的地带，接着反复迭代，反复平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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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算是目前本文所提到的华为 P40 Pro 神奇 AI 拍照专利中唯一一

件授权的专利。 

 

上述 AI 拍照已经很有意思了，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下面这个“消

除路人”的功能。 

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如果有路人走进镜头，就可以一键把乱入的路人

从照片上“消除”掉。 

 

这个非常具有实用价值，当在某景区、网红点，人人人人头窜动的地

方，你可以放心的拍旅游照了？ 

这个方案 2017 年申请的专利，方案其实很直接，就是“拆了东墙补西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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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就是至少拿两张照片，对比一下识别出谁在运动，把运动的目标

认定为路人； 

然后，把 A 照片路人的地方抠掉，再把 B 照片对应的地方贴上去，就

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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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这样的方案很早就出现了，联想、魅族都曾经申请过类

似的专利。 

正因为如此，目前这件消除路人的专利比较惨，全部权利要求被认为

缺乏创造性，对比文件就是联想的在先专利申请。 

有意思的是，联想那件消除路人的在先专利申请，2016 年就已经被驳

回了，复审都没扳回来... 

补充一点，这个路人消除模式，是通过目标运动才能识别路人。 

那有意思的来了，如果你在一个网红点，你跟一堆路人一起摆 pose，

同时喊茄子，大家都不动... 

 

那没办法，就算大家都用的华为 P40 Pro，但是你们谁也消除不了谁.. 

 

【魏凤 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