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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度专利和授前异议政策的简报 

 
                 作者 Veena Johari, K M Gopakumar and Arundhati Abhyankar 

 
摘要 
 

印度专利法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它为第三方设定了通过“授前异议体制

（PGO）”挑战专利申请的条款。“授前异议体制”能防止将专利权授予那些不

是真正创新，不具有创造性，以及仅对已知化合物稍作调整并不具有显著增强功

效、形态以及衍生物（二级专利）等的申请。绝大多数医药制品专利申请是为了

二级专利，目的是在医药制品的合成物或成分的原始专利到期前，延长专卖权的

年限。如此看来，《印度专利法》中的“授予前反对体制”其实是对公众利益进

行捍卫的体系，它有可能阻止不值得的专利申请获得专利授权。然而，由于资源

稀缺，对专利异议申请处理的不当延误等各种原因，“授前异议体制”并不是广

受欢迎也不经常被使用。由此，它显示了《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协定》在确保获得

可负担药物方面的灵活性利用不足。对已知药物进行错误授权会导致此种药物垄

断以及药物价格难以负担。本政策概要将就加强“授前异议体制”的效能以及使

用情况提出一些建议。印度的经验也为致力于公共健康和获得可负担药物的其他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引言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不得不在 2005 年修改其专利法，为制药发明

引入产品专利保护。在此之前，印度只有制药产品的工艺专利，这使得该国发展

形成了庞大的仿制药行业，也使人们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药品。在引入药

品发明的产品专利时，《印度专利法》(Indian patent Act)纳入了一些规定，通常

将专利保护限制在新化学品上，而非已知化合物的新形式、渐进式改进、衍生物

等。该法还保留了对 PGO 的大部分规定，并引入了 “授后专利异议”。异议条

款主要是一种防止错误授予专利的机制。 
 
本政策概要将试图聚焦“授前异议体制”的重要性，其录入归档所需步骤，

目前存在的不足以及一些提高“授前异议体系”效能的建议。本政策概要的目的

是引起人们对这一体制的认识，并在专利法范围内提供关于“授前异议”的法律

和政策方面的重要建议。 
 
授前异议机制  

在印度， “授前异议条例”是用来制止那些因不符合法律而不能授予的专

利申请。它们还充当着专利局调查职能的一种补充。 
 
法律条款 

发明创造可获得专利 (第 2j 条)，包括具有独创性以及可为工业应用的新

产品或新工艺。独创性是指与现有知识相比的一种技术进步，它具有经济效益，

但对该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并不显而易见。一项新发明(第 2l 条)指的是一项未被

发表的，或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或国家等都未被使用的发明。针对那些已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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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没未获得专利的申请，《专利法》第 25 条第(1)款规定了 11 项反对这些专

利申请的依据。“授前异议申请”由专利监控局收录，该部门也管辖着专利申请

立项。若不认同监控局发出的决议，可向知识产权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上诉委

员会的决议可在高等法院被上诉反对，若要进一步上诉高等法院的决议则需提交

给最高法院。 
 
法律允许任何人基于第 25(1)条规定的理由，在授予专利之前提出反对。

反对的一般理由包括缺乏新颖性，主题内容在申请的优先日期之前已经发表，已

在印度使用或为公众所知;或者缺乏创造性。如果所述发明是显而易见的，且不

具有创造性，或涉及现有的知识，或是一项不符合《专利法》第 3 条意义的专利

发明，这就是反对专利申请的理由。“授前异议体制”也可阐释技术依据。比如

未能提供法律第 8 个条款所规定的信息(考虑到国外申请)，或未能充分清楚地描

述本发明的申请，或在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成员国立项而未在 12 个月

内申请，或者错误地描述来源或地理起源，等等。法律的这些规定是用来审查那

些实际上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所谓的新发现或新发明申请。 
 
重要的是，《专利法》第 3 节描述了“不可申请专利的发明”，并禁止那些

仅仅发现已知物质的新形式而不显著提高已知功效的专利申请。第 3(d)条规定，

已知物质和技术的新形式、新特性、新用途等不得申请专利。该规定将已知物质

的盐、酯、多态性、代谢物、同分异构体、混合物、衍生物等形式视为同一物质，

并不授予其专利。第 3(e)条也很重要，因为它禁止了对合成或混合后仅导致其性

质聚合的物质的专利。药品专利申请在获得专利之前需要经过第三部分的检测。 
 
制药公司试图获得对药物的垄断，这将使他们拥有 20 年的专卖权，他们

还通过对化合物的新形式或新组合提出专利申请，将他们的垄断延长到第一个专

利授予期之后。数据（如下图所示）表明许多药品类专利申请虽然声称具有独特

性或创新性，其实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创新性或仅有一小部分是新发明的化合

物。 
 
大多数申请专利的物质都是已知的，根据印度法律不应获得专利。不幸的

是，制药公司尽管知道印度法律规定不允许对已知物质的新形式申请专利，但仍

提出专利申请，以延长其独家市场权利的期限。 
 
专利应该授予真正新奇的发明，以促进创新。如下图 1 所示，在 2012 年

至 2017 年期间，授予制药申请的专利数量稳步增长，从约 10-12%增至 25%。许

多申请正在各专利办公室等待处理，有些已被放弃，有些已被撤回。然而，事实

是，超过 72%授予的药品专利是二次专利，不是关于新产品，而是关于已知药物

或物质的增量、衍生物、混合物或微调物，而这些在印度是不能申请专利的。1

这揭示了专利申请筛选系统的薄弱，从而导致真正的创新价值下降和可负担得起

的药物供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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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来源：专利、设计、商标和地理标志总局办公室 2016-17 年度报告） 

 
“授前异议机制”可作为专利申请的审查机制,提高专利局的专利申请分

析能力,并让专利审查员注意到那些可能还未确认的专利申请,撤销或放弃不具有

真正创造力的专利申请。专利监控局的尽职调查和“授前异议体制”可以防止这

种非法专利被授予。 
 
采用授前异议机制的影响 

有趣的是，法律中关于授前异议部分提出，“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授前异

议。这为公众利益团体、患者群体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CSOs)提供了一个干预的

机会，以防止错误的专利被授予。通过授前异议体制，许多公民社会组织成功地

反对了包括一线和二线艾滋病毒/艾滋病药物和癌症药物等专利申请。 
 
近期一个引起国内外关注的著名案件就是格列卫案。在此案例中, 诺华制

药公司为 beta-crystalline (β-结晶体β-crystalline) 形式的甲磺酸伊马替尼用于慢

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方案提出专利申请。癌症患者援助协会和一些仿制药公司

对此提出授前异议。 考虑到授前异议的第 25 条第 1 款，反对意见中引用的现有

技术文件以及申索一种已知物质的新形式申请的第 3(d)条，专利监管局驳回了诺

华的申请。这个案子被上诉到最高法院，诺华提出的上诉被驳回，法院维持了对

专利授予的否决。最高法院将第 3(d)节中的术语“疗效”解读为需要基于研究数

据的“治疗效果”。重要的是，癌症病人买不起一个月 12 万卢比价格的格列卫

（诺华公司销售），但能以低于诺华公司制药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含有β

-crystalline 的甲磺酸伊马替尼的仿制药。 
 

     同样地，“授前异议机制”也针对艾滋病、癌症、肺结核的治疗用药提出

异议申请。这些反对意见的影响表明: 
（a）一旦提请授前异议，专利监管局的审查工作进行得更仔细； 
（b）如果提出授前异议，那些由于缺乏新颖性和独创性而明显不能授予专

利的申请则更不容易获批。 
（c）如果授前异议成功，则能够防止垄断。 

药品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 

 
 
 
 
 
 
 

 
专利申请数        专利授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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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仿制药行业可以生产或继续生产未被授予专利的药品; 
（e）市场上存在竞争，药品的价格仍然具有竞争性而不是垄断性; 
（f）对公共健康有巨大影响。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 “授前异议”的影响在于，许多用于治疗癌症、艾

滋病等疾病的重要成分的专利申请因“授前异议”而遭到拒绝或撤回，这些情况

下，国内公司都成为市场领导者。2 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专利申请的“授前

异议”是印度法律的一个重要工具，应该进行加强和推崇。 
 
授前异议申请过程 
至关重要的是，首先要理解完整的专利申请说明，然后研究获取现有的技术

文件。授前异议机制必须基于《专利法》第 25 条第(1)款的理由来质疑所提交的

专利申请。 
 
常见的药品专利申请要求 
一项专利可以申请一种新的化合物或成分，或者像大多数药品申请那样，申

请化合物的组合或混合物。大多数专利申请都要求对已知化合物/物质的盐类、

前药、同分异构体、多态性、酯类、醚类、配方或衍生物进行专利申请。有些申

请还涉及化合物的使用，而有些则涉及配方、剂量和治疗方法。有些专利申请是

针对这类的二次专利，目的只是将市场垄断期延长至第一项专利的 20 年以后，

这会出现专利重叠或连续的情况。 
 
印度法律禁止对已知物质的衍生物和形态、组合、剂量和在特定治疗中化合

物的使用等申请专利。因此，需要在申请时进行严格的审查，这样才能从专利申

请中删除不可申请专利的要求。在专利申请文档中，常见大量的要求，但是在专

利监控局发送首次审查报告（FER）之后，这些要求常被减少或修改；或者当提

出授前异议时，有些会大大减少，被合并或被修改。然而，在依据首次审查报告

（FER）对专利申请进行修改后，专利局通常不会进行彻底的审查，因此错误地

授予了专利。 
 
授前异议申请流程 
第一步是确定药品的专利申请，包括筛选专利数据库和检索必要的文件。为

了获取现有的技术数据，还需要广泛研究基于化学和药物化合物的数据库。这项

调查将有助于确定该专利申请是否值得反对。一旦认定专利性不足，就可以根据

《专利法》第 25(1)条规定的理由对申请进行反对。 
 
可以根据《专利规则》第 55 条第 1 款提出关于审核该申请的请求。授权异

议申请应连同表格 7A 及表格 26(授权书-如适用)一并提交。 
 
图 2 
 
 
 
 

 
 
 
确定化合物 

·搜索在西方和其他国家获得市场批准的最新药物。 
搜索橙皮书一，找到与该药物相关的专利申请和化合物的化学名称

和，并找到相应的 PCT 申请和印度的专利申请。 
检测该专利申请是二级专利还是初级专利。 

·使用 Scifinder 或任何这类能提供化合物信息的数据库进行现有技术

搜索。获取现有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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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来源：专利、设计、商标和地理标志总局办公室 2016-17 年度报告） 
 
授前异议机制的不足之处 

尽管“授前异议机制”提供了一个契机来加速仿制药竞争，并加强对错误授

予专利的审查，但这一公共利益保护措施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如表 1 所示，只有

一小部分公布的专利申请被否决。它没有被尽可能多地使用，只有不到 1%的专

利申请在授予前阶段遭到反对。 
 
提交的授前异议申请数量少，部分原因是资源缺乏、诉讼费用高(当向法院

提出上诉时)、仿制药药企与跨国药企签订的自愿许可协议等。 
 

表 2 
 
 
 
 
 
 

 
分析现有技

术文件 

 
提请授前异

议 

·对现有技术文件进行分析，以检查专利申请中所述的发明是否早已申请过

或披露过，或早就公之于众，或能够为技术人员熟练掌握。 
·仅使用相关的现有技术文件来提出反对。 
·检查所述药物的可专利性，药物的可用性，药物进入印度市场后可能的价

格，以及如果授予专利，专利的有效期。 

·使用专利法案中提供反对理由的条款来起草一份授前异议申请。 

·在专利申请公布后到专利申请被批准或被拒绝之前的任何时间，向相关专利

办公室提出授前异议申请。 

年份         已公布的专利申请的授

前异议百分比（%） 
2014-15                0.92 
2015-16                0.70 
2016-17                0.24 
 

年份         已公布的专利申请的授

前异议百分比（%） 
2011-12                0.70 
2012-13                1.01 
2013-14                0.98 

年份             授前异议申请数量               申请的处置数量 

2012-13                   262                        34 
2013-14                   309                        48 
2014-15                   247                        67 
2015-16                   290                        88  
2016-17                   206                        18 
总数                     131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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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依据专利、设计、商标和地理标志总局办公室 2016-17 年度报告数
据汇合编辑）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处理授前异议申请方面的不当拖延。表 2 数据表明每

年仅有少量授前异议申请被处置。如表格所示，从 2012 年至 2013 年起的五年间，

共收到 1314 项专利申请，其中只有 255 项被处理。根据《专利法》规定，只有

在收到专利申请人的审查请求后，才能考虑授前异议。《专利法》规定，专利申

请人应当自优先权日或者专利申请日(以较早者为准)起 48 个月内提出审查申请。

同样地，专利申请人也可以提出分支申请 3，以确保原来的申请有效。因此，申

请人可以通过不提交审查申请的方式，延迟处置授前异议。此外，《专利法》或

《专利规则》并没有规定，在专利申请人提交审查要求之后，处理授前异议申请

的时间期限。因此，授前异议申请将持续数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迅速的处理机

制，因为现有机制严重损害了“授前异议机制”的效力。 
 

通常情况下，申请人会利用《专利法》和《专利规则》的漏洞，不断修改专

利权利要求书，从而拖延了对专利申请和授前异议申请的审核。专利申请人通常

不会在专利申请中提及药品的国际非专利名称(INN)。未能披露药品的国际非专

利名称使其成为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对于不精通该领域的人来说，也很难确定

对哪些重要的和最相关的专利申请可以提交授前异议申请。同样，由于无法获得

且自由使用昂贵的科学数据库，个人、社会团体、患者群体等无法有效地提请授

前异议。 
 
目前也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来提出授前异议申请。专业知识的缺乏导

致授前异议的申请，尤其是在公民社会团体的案例中，过度依赖数量有限的专业

人员。因而迫切需要通过培训以及工作坊来强化授前异议体制使用能力。 
 

结论 
应当要鼓励使用授前异议机制。我们需要的是对专利申请进行良好的科学

审查，并充分了解印度的可专利性标准，以防止错误的专利被授予。提高对授前

异议机制的认识和理解是加强明智地批准专利的必要条件。应鼓励更多的组织发

展知识渊博的团队，以识别缺乏可信性的专利申请，并提交授前异议申请。 
 

几点建议  
·对《专利法》或《专利规则》各作出必要的修订，或两者都进行必要的修订，

为处理授前异议申请提供明确的期限。这将避免在处理授前异议申请方面出现

不必要的延误，并提高系统的效率。如果一个授前异议申请已被收录归档，那

么它应该被优先考虑。 
·对《专利法》或《专利规则》各作出必要的修订，或两者都进行必要的修订，

以防止专利申请人依据其需要，通过修改药品专利申请中的要求而被放任其拖

延战术，并限制这种修改仅限于一两个修正。 
·对《专利规则》作出必要的修改，在收到授前异议申请意见后，不要求审查，

就能处理专利申请。 
·要增强授前异议机制的效用，可以通过提高信息的质量，也可通过为提交已发

表的专利申请和结论中相关数据，包括国际非专利名称、治疗特定疾病等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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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或化合物的使用情况等等，来制定规则。 
·建立一个开放式数据库，以加强对相关文件的搜索，并方便所有对授前异议申

请感兴趣的人访问。 
·通过开发授前异议课程来提供授前异议体制的培训，以此作为知识产权法的组

成部分和国家知识产权政策实践的一部分。 
·开设课程来培训专攻医药专利申请和授前异议申请的科学工作者。 
·建立奖励机制，奖励那些使用授前异议机制的仿制药公司。 
·重新审视《专利法》的条款，并作出修订，使其能够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管

理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灵活性，并加强公共卫生，使药物变得

可负担和可获得。 
  

注释： 
1.Ali, Feroz and others,·《印度的药品专利授予制度：我们反专利常青化保护机

制是如何失败的？为什么这个制度必须改革？》，2018 年 4 月 
详询 http://accessibsa.org/media/2018/04/ Pharmaceutical-Patent-Grants-in-India.pdf 
2. Abrol, /d and Ors，《药品专利和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实施情况》，   

191 页，新德里印度工业发展研究所，2016 年 3 月 
详询： http://www.isid.org. in/pdf/WP191.pdf 

3. 分支申请包含以前提交的专利申请的内容(源申请)，它可以保留源申请的归档

日期，并且通常要求相同的优先日期。它用于源申请的发明物缺乏统一性的情况，

这种源申请描述了一个以上的发明，申请人被要求将它们分割成包含一个或多个

分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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