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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客户开始开展全球专利布局，一个精进的专利从业者要了解在寻求保护

的地区与专利申请的提交和待决情况相关的基本信息。本文对东南亚和大洋洲部

分国家/地区的专利申请审查情况、授权率和失效影响进行了概略的研究。 

提交、审查和费用 

本文是四部分系列中的第 4 部分，整个系列内容涉及特定国家的专利申请审

查情况、授权率和失效影响。第 1 部分可以在这里找到。第 2 部分可以在这里找

到。第 3 部分可以在这里找到。第 4 部分侧重于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台湾和

越南。对于本文未涵盖的任何具体问题，建议专利申请人和从业者咨询当地法律

顾问 1。 

许多拥有复杂知识产权布局的客户通常在全球十几个或更多国家拥有专利

和申请。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需要了解客户的目标和不同专利审查管辖区之间规

则和程序的差异，以及在给定专利审查管辖区的金钱投资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专

利寿命（如果有）。全球知识产权管理的一个方面是了解客户希望得到保护的国

家的申请审查情况、授权率和失效影响。 

本系列文章旨在通过提供以下信息来帮助申请人决定在何处花费资源来获

得专利覆盖：1）实质审查，2）提交申请和专利局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

间的预期时间长度，3）专利期限的长度，4）如果申请人不想支付授权费或年费，

放弃申请的潜在后果 2，以及 5）专利审查过程的现状。这些信息是按国家/地区

提供的。 

 

菲律宾共和国 

菲律宾是《巴黎公约》和《专利合作条约》的缔约国。因此，根据《巴黎公

约》的规定，在菲律宾提交的专利申请必须在外国优先权申请的 12 个月内提交；

或者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在外国优先权申请的 30 个月内提交，前提

 
1 特别感谢 Marks & Clerk 的朋友和同行在本文准备过程中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2 多年来，在某些审查管辖区，到期但未支付的费用被视为专利所有人所欠的债务。为避免债务，专利所

有人被要求明确放弃专利。 

https://www.obwbip.com/newsletter/patent-applicant-pendency-in-various-countries-part-1
https://www.obwbip.com/newsletter/patent-application-pendency-in-various-countries-part-2
https://www.obwbip.com/newsletter/patent-application-pendency-in-various-countries-part-3


是 PCT 申请已经提交。 

在过去十年中，菲律宾的非居民提交的申请数量保持相对稳定 3。 

 

 

在同一时期，菲律宾授予的专利数量趋势略不稳定 4。 

 

 

 

菲律宾承认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在菲律宾，为了避免被放弃，审查请

求是强制性的，并且必须在提交申请时或在申请公开后 6 个月内提出。发明专利

的专利期限为在菲律宾提交申请之日起或国际申请提交之日起 20 年。外观设计

专利不进行实质审查，只需进行形式审查。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期限为自授权之

日起 5 年，最多可续展两个连续的 5 年期限。 

菲律宾的年费从提交申请后的第 5 年开始缴纳。如果专利要维持有效，则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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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每年都应支付年费。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续展费应在当前期限届满前 12 个月

内缴纳。 

在菲律宾，除了失去专利权外，让申请失效没有其他负面影响（例如专利所

有人产生债务）。无论申请在审查期间失效，还是未支付授权费和累积年费，都

是如此。 

最后，菲律宾的专利审查比其他国家的审查稍慢，有些积压超过 5 年。根据

技术领域的不同，申请人可以预期从申请日到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间存在 3

到 4 年的延迟。申请人可以预期在提交申请之日起大约 5 年内得到最终处理。 

 

新加坡共和国 

新加坡是《巴黎公约》和《专利合作条约》的缔约国。因此，根据《巴黎公

约》的规定，在新加坡提交的专利申请必须在外国优先权文本的 12 个月内提交；

或者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在外国优先权申请的 30 个月内提交，前提

是 PCT 申请已经提交。 

在过去十年中，新加坡的非居民申请数量略有上升 5。 

 
 

在同一时期，新加坡授予的专利数量相当稳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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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承认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的专利期限为在新加坡提交

申请之日起 20 年。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期限为自申请之日起 5 年，最多可续展

四个连续的 5 年期限。 

在新加坡，为了避免被放弃，审查请求是强制性的。在新加坡，有几种可行

的审查选项。申请人可以自申请日起 36 个月内请求本地检索和审查，也可以自

申请日起 36 个月内请求根据国外检索报告的结果进行审查。一般来说，新加坡

可能会遵循欧洲、英国、美国、韩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专利局出具的检

索报告。或者，可以在申请日起 54 个月内根据相应的同族授权请求修正审查。 

新加坡的年费从申请日起第 5 年开始缴纳。如果专利处于未决或有效状态，

则此后每年都应支付年费。 

在新加坡，除了失去专利权外，让申请失效没有其他负面影响（例如专利所

有人产生债务）。无论申请在审查期间失效，还是未支付授权费和累积年费，都

是如此。 

最后，新加坡的专利审查通常进行得相当迅速。申请人可以预期在审查请求

后 12 个月内收到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可以考虑将审查推迟到接近 36

个月的最后期限，以等待另一个国家/地区的审查答辩进展明朗。新加坡专利法

整体上参照欧洲和英国，因此这些国家通常被选为修正式审查的依据。 

 

泰国 

泰国是《巴黎公约》和《专利合作条约》的缔约国。因此，根据《巴黎公约》

专利授权 

来源：WIPO statistics database，更新于 11/2021 

非居民 居民 境外 



的规定，在泰国提交的专利申请必须在外国优先权文本的 12 个月内提交；或者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在外国优先权申请的 30 个月内提交，前提是 PCT

申请已经提交。 

在过去十年中，泰国非居民提交的申请数量保持相对稳定 7。 

 

 

在同一时期，泰国授予的专利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8。 

 
 

泰国承认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的专利期限为自最早优先权日

起 20 年。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期限为 5 年，可另外续展 5 年。 

在泰国，为了避免被放弃，审查请求是强制性的。审查请求必须在公开之日

起 5 年内提出，并且该请求通常根据相应申请的审查结果而生效。因此，泰国通

常会参照其他审查管辖区的审查答辩。修改权利要求以对应于在欧洲、美国、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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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及其他地方授权的权利要求通常会使相同的申请在泰国授权。因此，申请人

可以考虑将审查推迟到接近 5 年的最后期限，以等待另一个国家/地区的审查答

辩进展明朗。 

泰国的年费从申请日起的第 5 年开始缴纳。如果专利处于未决或有效状态，

则此后每年都应缴纳年费。 

在泰国，除了失去专利权外，让申请失效没有其他负面影响。无论申请在审

查期间失效，还是未支付授权费和累积年费，都是如此。 

最后，根据技术领域的不同，申请人可以预期从请求审查到发出第一次审查

意见通知书之间存在 1.5 到 2 年或更长时间的延迟。因此，修改权利要求以与另

一个国家/地区授权的权利要求相对应而加快授权可能是值得的。 

 

台湾 

台湾既不是《巴黎公约》也不是《专利合作条约》的缔约方。台湾是世界贸

易组织的成员。因此，根据 WTO 的规定，在台湾提交的专利申请必须在外国优

先权文本的 12 个月内提出。 

台湾承认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在台湾，为了避免被放弃，审查请求是

强制性的。审查请求必须在当地提交日起 3 年内提出。根据我们最近的经验，在

提交审查请求后会很快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台湾申请往往是相应国家阶段的申

请家族中第一个收到审查意见通知书的。若希望授权权利要求范围与美国、日本、

中国、欧洲等其他审查管辖区保持一致，建议延迟在台湾提交审查请求直至接近

截止日期，以等待其他同族申请的审查答辩的发展。 

发明专利的专利期限为自优先权日起 20 年。外观设计专利的利期限为自申

请日起 15 年，不可续展。 

台湾的年费累积计算，并且自收到授权通知书起三个月内缴纳。如果专利要

维持有效，则此后每年都应缴纳年费。 

在台湾，除了失去专利权外，让申请失效没有其他负面影响。无论申请在审

查期间失效，还是未支付授权费和累积年费，都是如此。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越南是《巴黎公约》和《专利合作条约》的缔约国。因此，根据《巴黎公约》

的规定，在越南提交的专利申请必须在外国优先权文本的 12 个月内提交；或者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在外国优先权申请的 31 个月内提交，前提是 PCT

申请已经提交。 

在过去十年中，越南的非居民申请数量逐渐增加 9。 

 
 

在同一时期，越南授权的申请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10。 

 

 

越南承认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在越南，为了避免被放弃，审查请求是

强制性的。审查请求必须在优先权日起 42 个月内提出。发明专利的专利期限为

优先权日起 20 年。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期限为自申请日起 5 年，在缴纳续展费

后可获得两个额外的期限，每个 5 年。 

 
9 WIPO IP Statistics, https://www.wipo.int/ipstats/en/statistics/country_profile/profile.jsp?code=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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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年费累积计算，并在支付授权费时缴纳。如果申请以及随后的专利要

维持有效，则此后每年都应缴纳年费。 

在越南，除了失去专利权外，让申请失效没有其他负面影响。无论申请在审

查期间失效，还是未支付授权费和累积年费，都是如此。 

最后，在越南，可基于在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收到的检索结果请求修正

审查。将权利要求修改为与这些国家/地区之一授权的权利要求相对应可能可以

使申请得到更快地处理。 

 

本系列的第 1 部分重点关注南美洲部分国家。本系列的第 2 部分重点关注非

洲部分国家。本系列的第 3 部分重点关注部分海湾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