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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知识产权

■本报记者 司春杰 实习生 须双双 浦东报道

日前，首届浦东新区优秀专利奖励项目评

选活动落幕。上海宏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发

明专利“一种用于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的开纤方

法及使用该方法开纤获得的电子级玻璃纤维

布”、上海贝洱热系统有限公司的发明专利“多

模式汽车空调风门调节机构”、上海华虹宏力半

导体制造有限公司的发明专利“双扩散场效应

晶体管制造方法”和韶远化学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的发明专利“多氮杂环医药中间体的合成

及工艺方法”获得浦东新区首届优秀专利奖，并

分别获得20万元的资金奖励。

此次评选活动由新区科委（知识产权局）举

办，通过第三方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标准高、要

求严，宁缺毋滥是本次评审的中心思想。19个

项目最终入围的只有 4个。”新区科委（知识产

权局）知识产权处处长鲍英表示。

如何引导企业更关注专利的转化运用？

2012年，新区科委（知识产权局）对《浦东新区

科技发展基金知识产权资助资金操作细则》进

行了修订。新《细则》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起实

施，从以支持“创造”为主转变为“创造、运用、管

理和保护”并重。

“过去几年，浦东专利申请数量一直处于全

市各区县之首。我们发现，一些企业申请专利并

不是真正意义出于保护自身创新成果的目的，

而是片面追求数量。从今年开始，实施对专利申

请的资助资金减半，同时对优秀专利加大奖励

力度。”鲍英说，此次评审重点考评专利的权利

要求、对解决相关领域核心技术问题的贡献度、

专利产品的销售情况，以及国外同族专利和被

引证情况等。希望通过政策的引导，促使企业在

权衡成本后，根据市场竞争的需要，制定专利申

请策略，完善专利布局，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专利事业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使全社会获

益”，新区科委（知识产权局）党组副书记丁海涛

说，“知识产权最终要回归市场价值，我们有责

任在这方面探索，促进专利事业的发展从重数

量增长转为质、量齐升。”

■本报记者 司春杰 实习生 须双双

近日，在首届浦东新区优秀专利奖励评选活

动中，韶远化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凭借“多氮

杂环医药中间体的合成及工艺方法”的项目专

利，成功摘得了“优秀专利奖”的四顶桂冠之一。

韶远公司总裁齐铭博士告诉记者，“获此

殊荣，主要得益于公司一贯坚持的创新研发和

知识产权保护等举措。”

2007年 9 月，韶远公司在张江注册成立。

作为中国第一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中高端化学

试剂、医药中间体的公司，韶远的诞生，改变了

中国没有国产品牌高端化学试剂的历史，打破

了国外对化学试剂领域长期垄断的格局。多年

来，韶远在合成工艺上不断钻研，目前，公司已

经申请了十余项专利，其中有 4项已经获得授

权。

韶远公司此次参与评选的“多氮杂环医药

中间体的合成及工艺方法”的发明专利，提供

了一个从简单易得原料开始，经较短路线合成

新型多氮杂环医药中间体的合成、工艺方法。

作为此次优秀专利评审活动的评审组长，国家

专利局的资深审查员岳雪莲对韶远公司的项

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该项目提供更多的基

础原料及试剂，对促进我国医药化工行业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且在国外有同族专利。权利

要求能够对产品起到保护作用。”

多年来，韶远围绕杂环系列，形成了多项

专利，建立了专业技术平台。因此，韶远两次

获得国家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资助，并通

过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认定。2011年，韶

远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

业。2012年，被认定为浦东新区研发机构。如

今，韶远已建立近百人的技术团队，公司配备

了先进的有机合成和分析检测设备及核磁检

测装置，建立了多个数据库，为公司的科研和

经营提供了强大的硬件和软件保证。

优秀专利的诞生，不仅让韶远在行业内声

名鹊起，还助其顺利获得银行贷款。2011年，韶

远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购买了一幢 2000平方

米的科研办公基地，一下子流动资金吃紧。韶

远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形式获得银行 200
万元的资金支持。

齐铭慨叹道，政府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

总能及时伸出双手”。他说，公司成立至今，新

区科委（知识产权局）一直给予政策扶持。公司

多项发明专利都获得了补贴，此次获得“优秀

专利奖”还将获得 20万元的奖励，真心感谢政

府。

■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采用新BCD工艺制作的芯片目前已经

进入量产，年产 8英寸晶圆 3万片左右，”上海

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器件设计部部

长钱文生对未来电源管理产品的市场满怀期

待，“经过三至四年的市场培育，相信我们的销

量将有爆发式增长。”

钱文生的底气何来？来自于2007年申请、

2010年授权的专利“双扩散场效应晶体管制造

方法”。这项由他和同事刘俊文发明的专利解

决了电源管理BCD电路中的“经典难题”。

双扩散场效应晶体管作为常用的高压器

件，是BCD电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应

用于电源适配器、智能电表、手机、马达驱动、

电视机等的半导体功率电路。对于双扩散场

效应晶体管而言，击穿电压与导通电阻一直是

表现双扩散场效应晶体管特性的两个主要因

素，它们的比值越大，也更能满足切换开关低

损耗的要求。但现实情况是，击穿电压和导通

电阻是相互制约的一对矛盾，在保持一定击穿

电压下降低导通电阻十分困难。

钱文生和同事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

们通过两次离子注入掺杂的方式，在晶体管的

漂移区内形成了横向不均匀的杂质分布，从而

既能获得器件的高击穿电压，又能实现低导通

电阻。如今，经过华虹宏力的技术改造，以40
伏双扩散场效应晶体管为例，其导通电阻降低

了30%，这也意味着该器件的开关损耗有大幅

度下降，这就极大地提升了华虹宏力BCD工

艺的市场竞争力。

BCD工艺是华虹宏力公司特色工艺支柱

产品的核心技术之一，该发明的应用对客户开

发BCD应用产品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公

司创造了经济利益。过去两年，应用该专利技

术的相关产品其销售收入已超过2500万元。

搜索华虹宏力的专利后发现，“双扩散场

效应晶体管制造方法”只是华虹宏力偌大的专

利大家庭中的一员。截至今年 10月，该公司

累计申请中国专利 3747 项，其中授权专利

1148项，拥有美国授权专利37项。

谈及公司的知识产权工作，高级工程师闵

钢表示，这离不开新区科委（知识产权局）一直

以来的支持和辅导。“新区科委（知识产权局）

曾为我们送来了一本知识产权保护的小册子，

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科委还通过多种方式

为我们培训和指导。同时，新区的知识产权政

策也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负担。”闵钢说道。

■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12微米的玻璃纤维布已经进入试制阶

段，这将是世界上最薄的布。”上海宏和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研发部工程师告诉记者。这意味

着，如果苹果、三星要推出更薄的手机，一直作

为其供应商的宏和电子完全可以提供相应的

玻璃纤维布。宏和电子，这家位于浦东康桥

的电子材料供应商已经在50微米以下的高端

玻璃纤维布领域，成为全球第一的供应商。

玻璃纤维布可以理解为 PCB 电路板最

原始的材料，正是这种薄如蝉翼的特殊布料，

与环氧树脂结合后，再镀上一些金属材料，成

为了人们熟悉的绿色的覆铜箔基板，供设计

人员在上面进行电路设计。玻璃纤维布的织

造过程与传统的纺织类似，但是要求却高得

多，首先是材料，是一些硬度很大的石灰和硅

砂，也就是说要将他们纺成丝线，单根直径在

3微米到9微米之间，比头发丝几乎细10倍；

其次是对布料的要求，不仅要求经纬均匀、密

度适当，而且要具有高强度、高耐热性、耐化

性、耐燃性、电气特性及尺寸安定性佳等特

点。可以想象，布料越薄，制作难度越大，对

工艺的要求也越高。

这其中，树脂浸润性是一个关键的指

标。市场上所使用的电子级玻璃纤维布普遍

没有进行开纤处理，与树脂浸润后，布面均匀

性差，用它做成的覆铜箔基板内部容易产生

裂缝、空洞。2009 年，宏和电子公司技术部

研发工程师自主研发组装应用于电子级玻璃

纤维布的开纤处理设备，并于2010年申请了

发明专利，于2011年获得授权。这项技术使

布面与环氧树脂结合得更为紧密，结构变得

均匀、平整，布面厚度降低 5微米至 10微米。

目前，这一开纤设备已经广泛用于公司40微

米左右的布料生产，占公司销量的近 60%。

不仅如此，工程师们正在着手对设备进行进

一步的改进，“这一次，我们的目标是对20微

米到 40微米的布料进行开纤。”研发处长说

道。

公司负责专利管理工作的工程师告诉记

者，目前，公司授权专利16个，其中发明专利

2个，实用新型 14个。另外，今年，公司又申

请发明专利3个，实用新型专利8个。“在我们

的专利保护过程中，新区科委（知识产权局）

给予了全程的指导。可以说，没有科委的支

持，我们的专利工作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成

绩。”专利管理工程师说道。

据悉，上海宏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成立

于1998年，其生产的电子级玻璃纤维布达几

十种，主要销往中国内地、日本、泰国、韩国及

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月产量达 1200万米，无

论是产品品质还是产品技术水平，均走在同

行业前面。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在位于浦东金桥的上海贝洱热系统有限

公司内，有这样一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专利

墙”，悬挂着公司 42本专利证书，获得首届浦

东优秀专利奖的发明专利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整车制造设计的不断人性化和精益

求精，汽车空调从早前单一的吹风制冷制热功

能，演变到如今在不同模式下的吹风制冷制

热，空调模式控制技术也在不断演进。2007
年，上海贝洱热系统有限公司成功获得大众的

设计项目，开始从事多模式汽车空调风门调节

机构的研发。

公司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谢晓筠告诉记者，

汽车空调研发难点就是空间限制，要在一个狭

小的空间里承载更多的机械结构和功能，就好

比往行李箱里塞更多东西，只有结构技术突破

才能将每一个细小的空间都用上。

通过这一技术突破，由贝洱设计的空调系

统则能同时控制原本位于三个不同部位的风

门，这让原本需要一对一才能实现控制的汽车

空调“省”了不少空间，而腾出的空间则能让原

本“拥挤”的座驾感受更为舒适。

谢晓筠透露，该研发成果就是本次获奖专

利。去年由该专利应用的产品已经全面进入

大众新桑塔纳和 POLO 车型，产品年销售额

近2亿元，专利贡献度达69%。

过硬的技术源自于公司对专利的重视。

在汽车行业，专利技术意味着企业的生命。为

此，上海贝洱热系统有限公司每年都会鼓励公

司设计研发人员、现场技术人员等科技人员进

行创新，并组成评委会对各项产品评估打分，

选出一批研发成功申请专利，并对获得专利授

权的项目进行表彰和奖励。

记者获悉，目前上海贝洱热系统有限公司

共申请专利70多项，已获得授权48项，其中发

明专利 10项。谢晓筠表示，专利数量的快速

增长离不开新区科委（知识产权局）的支持与

帮助，正是他们帮助培养了企业利用专利、保

护专利的意识。

浦东重奖优秀专利 凸显政策新导向
四项发明专利获20万元资金奖励

宏和电子：领先高端
玻璃纤维布市场

韶远：专利带给企业更多惊喜华虹宏力：解决BCD
核心器件“经典难题”

贝洱：“小”专利“大”舞台

这并不是一个小事，对于一个干

旱缺水的国家，水是极其宝贵的资

源。如何让家用抽水马桶的用水量降

到最低？许多民间发明爱好者不断地

进行尝试。

李志桐，一名上海航道局退休职

工，经过多年的钻研，研究出一种底

开式排污节水马桶，只要在排污口与

排污管道之间安装一个“特制”的装

置，就能够实现节水的目的，据称其

用水量将是传统马桶用水量的十分之

一。该项“特制”的排污装置已获得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在水资源越来越紧缺的今天，推

广使用更加节水的马桶，有很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明人正在对该

装置进行优化设计，期望能够寻求到

合适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平台 （管理和运营主体为上海浦
东知识产权中心） 自 2013 年 10
月25日 （星期五） 搬迁至新址办
公，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
路2966弄创智空间南楼四楼。搬
迁至新的办公场所后，联系电话
及工作时间不变。由此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知识产权中心

民间发明：底开式
抽水马桶节水装置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平台
迁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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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虹宏力生产线。 □华虹宏利供图

贝洱生产线。 □贝洱供图

韶远公司实验室。 □韶远供图

宏和电子生产线。 □宏和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