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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公约》第52条第1款规
定，欧洲专利局（EPO）为
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授予专

利，前提条件是这些发明具备新颖性、创造
性和实用性。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第52条第2款
和第3款提出与数学方法、心理行为分析方法
或计算机（软件）程序有关的权利要求，则
不授予专利。然而，许多商业领域依赖于计
算机模拟，即通过计算机软件代码来模拟真
实世界过程的数学模型。例如，在汽车制造
领域，计算机模拟可能有助于为发动机、动
力系统或整车提供模型。在电子商务领域，
利用用户头像模拟服装、眼镜甚至化妆品
（“虚拟试穿”）穿戴的做法已经在全球范围
内申请了大量专利，尤其是在欧洲专利局。

《欧洲专利公约》第52条第1款规定，欧
洲专利局（EPO）为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授
予专利，前提条件是这些发明具备新颖性、
创造性和实用性。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第52条
第2款和第3款提出与数学方法、心理行为分
析方法或计算机（软件）程序有关的权利要
求，则不授予专利。然而，许多商业领域依
赖于计算机模拟，即通过计算机软件代码来
模拟真实世界过程的数学模型。例如，在汽
车制造领域，计算机模拟可能有助于为发动
机、动力系统或整车提供模型。在电子商务
领域，利用用户头像模拟服装、眼镜甚至化
妆品（“虚拟试穿”）穿戴的做法已经在全球
范围内申请了大量专利，尤其是在欧洲专利
局。 

欧洲专利局的既定管辖权在计算机实施
发明（CII）的更广泛背景下原则上解决了

排除软件本身与可专利性之间的明显矛盾，
该管辖权承认，如果涉及利用计算机实施发
明的权利要求仅仅提到使用了计算机，例如
通过明确定义“利用计算机实施”的主体，或
者权利要求的措辞表明的技术手段（参照
例如，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T697/17号决
定），也可以避免排除可专利性。如果可以
确定，对于计算机实施发明的权利要求包括
以非显而易见方式解决技术问题的至少一个
或多个特征，则可以认为此类权利要求是可
专利的。因此，基于软件的产品开发在欧洲
专利局获得专利保护至关重要，至少某项权
利要求的某些特征被视为产生技术效果的技
术特征。但是，模拟是否也适用——即使模
拟不与物理现实相互作用，例如通过输出控
制信号来控制设备——是否具备这样的技术
效果？特别是，这个问题需要提交欧洲专利
局扩大申诉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21年3月10
日做出决定（参照G1/19），下文将对此进
行讨论。

欧洲专利局计算机实施发明
如上所述，虽然欧洲专利公约（EPC）将计
算机程序“本身”排除在可专利性之外，但这
一资格障碍的门槛相当低。针对计算机实施
发明的权利要求涉及技术设备的使用，例如
计算机、计算机网络或其他可编程设备，其
中一个或多个特征全部或部分通过计算机程
序实现。此类权利要求也被认为具有技术特
征（如T424/03），因此直接克服了这一障
碍。同样，这一障碍也可以通过蕴含技术手
段的发明来克服。例如，定义“相关数据库系

欧洲专利局对于计算机实施发明的可专利性——尤其是计算机模拟的可专利性 
——仍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扩大上诉委员会最近审理的一个案件提供了令人欣喜
的明确规定，并强调了认真起草申请书的重要性，以阐明既产生效果又解决技术
问题的技术特征

计算机实施模拟在欧洲
可以申请专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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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更新值的方法……”的专利申请，包括由
数据库系统的模块执行的步骤，已被视为隐
含技术手段，因为在计算机科学中，术语“相
关数据库系统”被认为与一台或多台计算机中
用于存储、控制和处理数据的软件系统有关
（参照T697/17）。

在克服资格障碍后，必须评估权利要求
是否包括现有技术未知的特征，以及其中任
一特征是否可以构成创造性步骤的基础。为
此，应用欧洲专利局成熟的问题与解决方
法，对区分这项发明与现有技术的特征进行
评估，评估是否产生技术效果——如果确实
产生了技术效果，则评估技术人员是否已将
现有技术整体考虑，并提出这些特征来解决
定义的客观技术问题。因此，问题解决方法
将重点评估提交专利申请的主体中所声明的
特征是否具有创造性，这些特征可能是申请
中明示或暗示的技术问题解决方案。

因此，虽然特殊情况下针对计算机实施
发明的权利要求可能包括技术特征和非技术
特征的组合，但新颖性和创造性只能来自技
术特征。正如欧洲专利局申诉委员会的决定
T641/00（COMVIK方法）所确定的那样，
如果它们不与解决技术问题的权利要求的技
术特征相互作用，那么此类非技术特征对现
有技术没有贡献，因此在评估新颖性和创造
性时将其忽略。在计算机实施发明这个背景
下，技术效果一方面可能基于技术输入（例
如测量）、技术输出（例如用于控制机器的
控制信号），这可能发生在计算机实施过程
的开始、结束或执行期间（参照欧洲专利
局扩大上诉委员会的第G1/19号决定第E.I.c
点）。另一方面，技术效果可能基于对计算
机或其操作的适应性（参照同上）。例如，
使用计算机资源（CPU、主存储器、硬盘
等）成本估算的数据库系统中基于成本的查
询优化已被认为涉及计算机系统内部运行有
关的深层次技术考量（参照T 196/11案件，
理由，第5.1点）。

在服装试穿领域，欧洲专利局审查部正
在审查专利申请第15 861 236.6号，承认“利用
计算机实施方法模拟纱线级织物特性”（包括
方法实施的步骤，涉及采用一种数学算法，
根据织物结构信息计算纱线穿过节点的运
动）的权利要求可能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 
尽管该权利要求并不涉及与物理现实的直

接交互，如控制信号的输出。审查部门明确
承认，如何提供适当的离散化来解除约束以
及如何修改某个现有技术以将模拟中的某个
质量分布考虑在内的问题是通过相应权利要
求的（因此是技术的）特征来解决的技术问
题。（参照欧洲专利局对上述专利申请的
检索意见）。然而，鉴于当时对审理中的
G1/19案件的决断有意违背上诉委员会关于
（同样要求保护）的模拟方法可专利性的
问题作出的决定，授予程序被搁置。(参照
T489/14案件，理由，第16-19点）。欧洲专
利局扩大上诉委员会接受了这一移交案件，
特别处理了“技术系统或过程的计算机模拟通
过产生技术效果（所产生的技术效果超过计
算机实施模拟）来解决技术问题，如何依据
此要求对计算机实施模拟进行保护？”

欧洲专利局关于计算机实施模拟（CIS）
的可专利性——第G1/19号决定
第T489/14号决定是将相关的G1/19案件移交
给扩大上诉委员会的基础，根据该决定的主
要请求中的权利要求1，一项利用计算机实施
的欧洲专利申请要求对环境中行人的运动进
行建模。该模型可与适当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工具结合使用，以优化场馆（如火车站）的
建筑设计。该申请最初被欧洲专利局审查部
门驳回，主要是因为这些权利要求仅涉及一
个抽象的数字模型，它不具有技术用途，因
此除了在一台公认的计算机上实施之外，没
有提供任何技术效果。

在随后的上诉过程中，上诉委员会讨论
了专利申请人所主张的方法是否能达到进一
步的技术效果，并在移交案件所依据的决定
中表明，技术效果需要与物理现实存在直接
联系，例如更改或测量物理参数。上诉委员
会没有发现通过模拟环境中所假设行人的运
动来提供的这种直接联系，因为他们认为，
不清楚该环境现在是否存在或将来是否会存
在，而模拟只能用于支持科学审查或模拟电
脑游戏中的虚拟行人运动。

在做出第T489/14号判决的审查过程中，
上诉人提到了早先T1227/05案件的判决，在
该判决中，“采用计算机辅助方法对受1/f噪
声影响的电路进行数值模拟”的可专利性保护
要求获得认可。在T1227/05案件中，上诉委
员会判决如下：这种电路的模拟代表了计算

Christoph Walke 
合伙人 
cwalke@cohausz-
florack.de

Christoph Walke博士是
COHAUSZ & FLORACK
的专利律师和合伙人，主
要从事电信、音频及视频
处理、数据处理及软件、
加密和医疗技术领域的工
作。他为客户提供关于知
识产权各个领域的咨询，
特别是在专利侵权诉讼和
相关有效性诉讼中，以及
起草技术复杂发明和标准
必要发明的专利申请并处
理相关诉讼。



www.IAM-media.com
2 0 1 9 年 9 月

94 联 合 发 表 社 论 www.IAM-media.com
2 0 2 1 年 1 1 月

机辅助过程确定的技术目标，在功能上仅限
于此目标。委员会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这种
模拟程序不包括使用实际材料生产的最终产
品而否认其技术效果。在案件T489/14中做
出裁决的上诉委员会认为先前的案件对上诉
人的案件有支持作用，但是没有受到先前判
决的影响，如果这样的模拟方法可以取得专
利，这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参照T489/14案
件，理由，第19点）。

鉴于此，扩大上诉委员会在G1/19案件
审理中的判决如下，一方面，在T1227/05案
件中确定的标准是，如果计算机模拟代表了
计算机辅助过程的技术目标，而且在功能上
仅限于此目标，该项计算机模拟可以获得专
利，该标准适用于判决的特定案件以及可能
判决的其它案件，但是不应视为一般规则
（参照G1/19案件，理由，第133点）。另
一方面，扩大上诉委员会做出的判决是，虽
然与物理现实存在直接联系可能是确定存在
技术效果的充分条件，但同时它不是必要条
件（参照G1/19案件，理由，第88点)。扩大
上诉委员会发现，对于计算机实施模拟与其
他计算机实施发明，评估其特征是否有助
于计算机实施发明的技术特征没有什么不同
（参照G1/19案件，理由，第117点）。更具
体地，扩大上诉委员会发现，根据COMVIK
方法，反映计算机中模型系统物理特性的数
值计算数据通常不能确定一项发明的技术特
征，即使计算出的特性充分反映了构成计算
机模拟基础的真实系统的特性。只有在特殊
情况下，这种计算效果才可被视为隐含的技
术效果，例如，如果此类数据的潜在用途仅
限于技术目的（参照G1/19案件，理由，第
128点）。

因此，在将COMVIK方法应用于计算机
模拟时，计算机模拟可能会形成有助于技术
性细节的边界，例如，如果它们是调整计算
机或其功能的原因，或者如果它们是计算机
模拟结果得到进一步技术性应用的基础（例
如，对物理现实有影响的应用）。因此，计
算机或其功能的进一步使用或任何改变至少
必须在权利要求中暗示说明（参考G1/19案
件，理由，第137点）。因此，扩大上诉委员
会对上述问题做出肯定回答。计算机实施模
拟将被视为与任何计算机实施发明一样，并
且与“任何其他计算机实施方法一样，与物理

现实有直接联系的、没有输出的模拟仍然可
以解决技术问题”（参照G1/19案件，理由，
第139点）。

通 过 应 用 G 1 / 1 9 案 件 的 结 果 ， 审 理 T 
489/14案件的上诉委员会初步发现，反应人
群穿过某个环境的行为数据，对于用来评估
创造性的技术效果没有作用，因为此类数据
的潜在用途不限于技术目的，例如可以用于
电脑游戏。(参照同2021年5月4日T489/14有关
的信函第5点，其中该信函为准备口头预审而
出具）。

对于后一个案件，虽然上诉委员会看起
来并不想接受相关案件中的创造性，然而，
在决定G1/19发布后大约两周，有关机构签
发信函，表达了检查部门打算批准欧洲专利
申请第15 306 659.2号的意愿。对于后一个案
件，欧洲专利局打算根据“服装设计计算机实
施方法”相关要求授予专利，该方法主要是在
数字三维人体模型上对数字建模三维形状立
体剪裁进行模拟。目前，欧洲专利局决策机
构如何处理G 1/19的调查结果仍有待考察。

实际建议
结果，一般来讲，计算机实施模拟可以在欧
洲专利局获得专利。决定G1/19确认，有关
计算机实施模拟的欧洲专利申请独立权利要
求会产生技术影响，而这种技术影响构成了
创造性的基础。本质上，计算机实施模拟权
利要求的处理方式同其他计算机实施发明一
样，并且可以采用COMVIK法加以评估。

对于任何一个计算机实施发明来说，重
要的是，针对计算机模拟而拟就的专利申请
需要明确定义其产生技术效果的技术特点以
及为技术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技术特征。特
别是对于计算机实施模拟来说，建议以适当
的方式拟就相应的申请，以确保权利要求数
据主体的潜在使用被限定于或能够被限定于
明确的技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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