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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 

专利业务法人津国 

2021年9月 

 

关于对专利法等的一部分进行修改的法律概要 

(2021年5月21日公布)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的蔓延，引发了数字化、远程和非接触等经济活动方式的巨大变化，为

了应对这种变化，以以下三方面为支柱进行了专利法等修改，并已于今年5月21日颁布。(1) 完善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染蔓延的数字化手续 、(2)重新审视应对伴随数字化等进展的企业行动的变

化的权利保护、(3)强化重新审视诉讼手续和收费体系等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 

修改后的法律的实行日如下:关于 (1) ，于2021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只有下述1. (2) 的“在窗

口的信用卡支付等”将于2022年4月1日开始实行)， 关于(2) 和 (3)，将于2022年4月1日开始实

行。 

下面，我们总结了修改后的法律大纲，供您参考。 

 

1. 完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染蔓延的数字化等手续 

 

(1) 审判口头审理的在线化 【专·实·外·商】 

以前专利无效审判等是当事人出庭，通过面对面的口头审理进行，现在根据审判长的判断，也

可以通过网络会议系统进行。 

 

 

 

 

 

 

 

 

 

(2) 取消印花预缴·扩大费用支付方法 【工】 

 关于专利费等的支付方法，可以通过银行账户转账等进行预缴 (取消印花预缴) ，或者在窗口

进行信用卡支付等。 

(3) 外观设计、商标国际申请手续的数字化 【外·商】 

 关于外观设计、商标的国际申请的注册核定的通知等，取代在传染病蔓延时有可能停止的邮寄，

实现了通过国际机构的电子传送等手续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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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免除因灾害等原因导致的办理手续过期后的增额费用【专·实·外·商】 

 由于传染病蔓延和灾害等原因，导致专利费用等的缴纳期限过期的情况下，可以在相应的期间

内免除增额费用的缴纳。 

 

2. 重新审视应对伴随数字化等进展的企业行动的变化的权利保护 

 

(1) 强化对来自海外的仿冒品流入的限制 【外·商】 

 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以个人使用为目的的仿冒品进口，海外事业者通过邮寄等方式使仿冒品进

入日本国内的行为，被定位为商标权等的侵权行为。 

 

 

(2) 重新审视订正审判等中的普通实施权人的同意条件【专·实·外】 

应对伴随数字技术发展等的专利权等许可方式的复杂化，不需要专利权等订正中的普通实施权

人的同意。 

 

(3) 放宽了专利权等权利的恢复条件【专·实·外·商】 

在因逾期导致专利权等丧失的情况下，对能够恢复权利的必要条件有所放宽。具体如下 (发明

专利的情况) 。 

① 在外文的专利申请中，对于在规定期间内未提交说明书等译文的，如认定为并非故意的情况，

可以在规定的期间内提交该译文。 

② 在要求享有优先权的专利申请中，对于如果在优先权期间内未提出专利申请的，如认定为并

非故意的情况，则可以在在规定的期间内要求优先权请求。 

③ 在专利申请审查请求中，对于在该请求期间内未提出该请求的，如认定为并非故意的情况，

可以在规定期间内提交该请求。 

④ 在补缴专利费时，对于在规定期间内未补缴专利费的，如认定为并非故意的情况，可以在规

定的期间内补缴专利费。 

⑤ 在国际专利申请中的专利管理人的选任申报中，对于规定期间内无法向特许局长进行该申报

的，如认定为并非故意的情况，可以在规定的期间内进行该申报。 

⑥ 确定了 (1) 至 (5) 办理规定手续所支付的手续费的上限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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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 

 

(1)引入了在专利权侵害诉讼中的第三者意见征募制度 【专·实·弁】 

① 在复杂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引入了允许法院广泛征求第三方意见的制度。 

  ② 补充当事人的证据收集，以便法院可以在重大社会影响案件中根据广泛的意见作出判断。 

  ③ 弁理士(专利代理人) 可以对应“第三方意见招募系统”中的咨询。 

 

 

(2)专利费等费用体系的重新审视【专·实·外·商·国】 

为了应对审查负担的增加和手续的数字化，确保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决定重新审视专利费等费

用体系，对于专利费等，法定上限额度，具体金额由内阁政令决定。虽然目前尚未颁布该政令，

但在专利局网站上已公布将于2022年4月1日起在如下添付的费用体系下运行。 

 

(3) 弁理士制度的修改 【弁】 

① 作为弁理士能够进行的业务，增加了农业，林业和水产业知识产权业务。 

② 引进允许一名职员设立专利业务法人的“一人法人制度”。 

③ 将法人名称从“专利业务法人”更改为“弁理士法人”。 

 

注) 关于专利法 (专) 、实用新型法 (实) 、外观设计法 (外) 、商标法 (商) 、工业所有权相

关手续等特例的法律 (工) 、基于专利合作条约的国际申请等相关法律 (国) 、弁理士法(弁) 。 

 

参考文献 1)“对专利法等的一部分进行修改的法律概要以及同 (参考资料) ” (专利局网站) 

2)“对专利法等的一部分进行修改的法律纲要” (专利局网站) 

 

https://www.jpo.go.jp/system/laws/rule/hokaisei/tokkyo/document/tokkyohoutou_kaiei_r03052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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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发明专利 

条目 修改前的金额 修改后的金额 

申请费 14,000日元 14,000日元 

申请审查请求费 
138,000日元+ (权利要求的

项数×4,000日元) 

138,0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数 

×4,000日元) 

专利费 (第1-3年) 
2,1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

数×200日元) /年 

4,3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数 

×300日元) /年 

(第4-6年) 
6,4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

数×500日元) /年 

10,3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数×

800日元) /年 

(第7-9年) 
19,300日元+ (权利要求的

项数×1,500日元) /年 

24,8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数×

1,900日元) /年 

(第10-25年) 
55,400日元+ (权利要求的

项数×4,300日元) /年 

59,4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数×

4,600日元) /年 

2.实用新型 

条目 修改前的金额 修改后的金额 

申请费 14,000日元 14,000日元 

技术评估请求费 
42,000日元+ (权利要求的

项数×1,000日元)  

42,0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数 

×1,000日元) 

注册费 (第1-3年) 
2,1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

数×100日元) /年 

2,1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数 

×100日元) /年 

(第4-6年) 

6,1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

数 

×300日元) /年 

6,1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数 

×300日元) /年 

(第7-10) 
18,100日元+ (权利要求的

项数×900日元) /年 

18,100日元+ (权利要求的项数×

900日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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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观设计 

条目 修改前的金额 修改后的金额 

申请费 16,000日元 16,000日元 

注册费 (第1-3年) 8,500日元/年 8,500日元/年 

(第4-25年) 16,900日元/年 16,900日元/年 

4.商标 

条目 修改前的金额 修改后的金额 

申请费 
3,400日元+ (分类数

×8,600日元) 

3,400日元+ (分类数

×8,600日元) 

基于防御性标识注册申请或防御性标识注册的

权利存续期间的更新注册申请 

6,800日元+ (分类数

×17,200日元) 

6,800日元+ (分类数

×17,200日元) 

商标注册费 分类数×28,200日元 分类数×32,900日元 

分期缴纳额 (前期·后期支付部分) 分类数×16,400日元 分类数×17,200日元 

更新注册申请 分类数×38,800日元 分类数×43,600日元 

分期缴纳额 (前期·后期支付部分) 分类数×22,600日元 分类数×22,800日元 

防御性标识注册费 分类数×28,200日元 分类数×32,900日元 

防御性标识更新注册费 分类数×33,400日元 分类数×37,500日元 

5.国际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相关手续费 

条目 修改前的金额 修改后的金额 

传送费+检索费 

(日文) 

8万日元 

(其中，传送费1万日元) 

16万日元 

(其中，传送费17,000日元) 

传送费+检索费 

(英文) 

166,000日元 

(其中，传送费1万日元) 

186,000日元 

(其中，传送费17,000日元) 

国际检索附加费 (日文) 
6万日元× (权利要求的发明的

个数-1) 

105,000日元× (权利要求的发

明的个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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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附加费 (英文) 
126,000日元× (权利要求的发

明的个数-1) 

168,000日元× (权利要求的发

明的个数-1) 

初步审查费 (日文) 26,000日元 34,000日元 

初步审查费 (英文) 58,000日元 69,000日元 

初步审查附加费 (日文) 
15,000日元× (权利要求的发

明的个数-1) 

28,000日元× (权利要求的发明

的个数-1) 

初步审查附加费用(英

文) 

34,000日元× (权利要求的发

明的个数-1) 

45,000日元× (权利要求的发明

的个数-1) 

6.国际注册申请 (外观设计) 相关手续费 

项目 修改前的金额 修改后的金额 

单独指定手续费 (相当于申请费、注册费) 74,600日元 74,600日元 

单独指定手续费 (相当于更新注册费) 84,500日元 84,500日元 

7.国际注册申请 (商标) 相关手续费 

条目 修改前的金额 修改后的金额 

单独指定手续费 

(相当于申请费) 
2,700日元+ (分类数×8,600日元) 2,700日元+ (分类数×8,600日元) 

单独指定手续费 

(相当于注册费) 
分类数×28,200日元 分类数×32,900日元 

单独指定手续费 

(相当于更新注册

费) 

分类数×38,800日元 分类数×43,600日元 

 

注)粗体部分是此次的修改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