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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迈瑞公司简介 Mindray -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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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影像 体外诊断 数字超声 生命信息与支持 

一、迈瑞公司简介 

 中国最大的医疗器械高科技公司，全球医疗器

械的创新领导者之一  

 创立：1991年；总部：中国深圳  

 首家美国纽交所上市的中国医疗器械公司 

 全球11个研发中心，国内32个分公司，海外23

个国家设立子公司 

15.2 

38.0 
38.1  

43.3 
47.7 

66.6 
73.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CAGR=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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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logy In-Vitro Diagnostic s 
Patient Monitoring  

& Life Support 

1. Mindray - Introduction 

 A leading global designer, developer, and manufacturer of 

medical devices and solutions 

 Established in  1991； Headquarter: Shenzhen, China 

 Listed on the NYSE 

 11 R&D centers , 32 domestic subsidiaries, 23 overseas 

subsidiaries 

15.2 

38.0 
38.1  

43.3 
47.7 

66.6 
73.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CAGR=25.8% 

Digital Ultra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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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全球资源的创新和研发 

 在北美、欧洲、亚洲建立了11个研发中心 

美国 西雅图研发中心 

美国 新泽西研发中心 

瑞典 斯德哥尔摩研发中心 
中国 北京研发中心 

中国 南京研发中心 

中国 深圳总部研发中心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成都 

中国西安 

中国上海 

美国 迈阿密研发中心 

美国 硅谷 Zonare 



Mahwah, NJ, USA 

Shenzhen, China 

Nanjing, China 

Beijing, China 

Stockholm, Sweden 

10 R&D Centers 

Seattle,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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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China 

Xi’an, China 

Shanghai, China 

Miami, USA 

Zonare 

CA, USA  



业内首屈一指的研发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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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投入10% 
每年销售收入 

研发工程师 

1900人 

新产品 

每年10+ 款 

专利申请量     

 约2000项 

硕士以上学历  

65% 



Driving Innovation  

10 

R&D 

R&D investment 

10% of 

annual sales     

Talent  

1,900 
New products 

10+ per year 

Patents & applications 

2,000 

Master or PhD 

65% 



二、国际技术转移与合作的知识产权保护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llaboration 



基本概念与分类： 

国际技术转让：跨越国境的技术转让行为 
广义的国际技术转让指技术在不同机构之间或同一机构内部任何形式的转让 
包括商业性技术转让和非商业性技术转让 

国际技术合作：指相关国家、国际组织以及自然人和法人通过有偿或无偿的方式，
使技术成果跨国界推广的过程。 

分类 

商业性技术合作 

非商业性技术合作 

国际技术贸易 

国际技术援助；交换技术情报、仪器、样品等；互派专家学者讲
学；召开科技学术研讨会；共同研究、设计、实验技术项目以及
联合建立科技研究机构等  

分类 

许可转让 

技术咨询与服务 

合作生产 

利用外资 

（1）合资经营 
（2）补偿转让 
（3）国际BOT 
（4）工程承包 
（5）特许经营 
（6）OEM（原设备制造） 



Basic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Technology transfer between countries 
Broad Concept: Technology transfer in any form between different institutions or within  
the same institution,  
including  commerci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non-commercial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Technology expansion betwee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atural persons and legal persons. 

Classification Commercial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Non-commercial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Classification 

licensing 

consulting service 

collaborative manufacture 

foreign investment 

（1）Joint Venture 
（2）Compensation Transfer 
（3）International BOT 
（4）Contract for Work 
（5）Franchise 
（6）OEM 



技术转移
合作过程 

采用委托开发合
同、合作开发合
同等形式 

明确合作创新成
果的产权归属和
使用方式，范围 

明确合作科技成
果的利益分配和
风险分担 

技术开发
过程 

OEM：原厂委托

制造 

ODM：原厂委托

设计 

OBM：建立品牌 

知识产权
运用过程 

明确商业/技术
秘密成果的归属
与分享 

技术咨询与服务
后续技术成果的
归属 

知识产权出资入
股权利归属 

国际技术转移与合作过程的知识产权风险与保护：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llaboration 

Development 
Contract  

IP ownership、
manner and scope 
of usage 

Profit and risk 
shar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s 

OBM： 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s 

IP Operation  

Ownership and 
sharing of trade 
secrets 

Ownership of 
technical 
consulting and 
service results 

Ownership of IP 
investment shar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 and Protection duri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operation 



三、高新技术企业技术转移与合作策略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llaboration Strategy of Hi-tech Company 

 
 



 

• 结合该技术或产品是否
具有市场接受性、市场
应用性和市场未来性进
行评估 

•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
进出口管理条例》指明
七种限制性商业条款：
禁止搭售、反控和逾期
提成、限制技术改进等。 

 

• 委托开发合同、合作开
发合同 

• 专利条款、保密条款 

 

• 知识产权申请登记制度 

• 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 技术转让制度 

1．建立完善
的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 

2. 在合作与
转让协议中
明确相关知
识产权权利
义务条款 

  4．建立对
国际技术合
作与转让核
心技术的专
利评估系统 

3．规避许可
贸易的限制
性商业条款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转移与合作策略 
 



 

• Technology & product 
evaluation based on 
market acceptance and 
future applications etc. 

• Seven legally 
prohibited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 Development contract  

• Patent clause, trade 
secret clause 

• IP application & 
registration system 

• Reward system for 
technical achievements 

• Technology transfer 
system 

1. Establish IP 
management 
system 

2. Define IP 
ownership in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and 
transfer 
agreements 

  4. Establish 
patent evaluation 
system on core 
technology 

3. Avoid 
restrictive 
licensing term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operation Strategy of Hi-tech Company 

 



四、国际技术转移与合作保护实践 
Case Study fo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llaboration 

 
 



迈瑞案例1： 迈瑞与香港大学 

• 初衷：超声血流成像技术合作，共同实现产业化 

• 调研得知：香港大学某教授将基础性技术提交了美

国临时申请。 

• 合作方案：迈瑞与香港大学专利转移部签订 技术转

让协议，并对技术达成合作开发意向。 

• 最终结果：结合双方生物医疗器械科研实力，加快

相关领域的研发进度，促进技术产业化。 

 

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时的一些注意事项： 

1. 按不同阶段付款； 

2. 对于许可的临时申请专利，注意明确：许可地域、许可期限 、

许可范围、双方权利义务、专利诉讼； 

3. 设置保密条款。 



Mindray Cases #1： Mindray & HK University 

• Purpose： To collaborate on ultrasonic blood flow 

imaging technology  for  commercialization 

• Research：A professor  at HK University has applied a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on fundamental technology 

• Collaboration：Signed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agreed to joint development  

• Result：To combine R&D strengths in biomedical 

equipment from both parties, so as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Notes on Joint Development Contract ： 

1. Milestone Payments； 

2. Technology License: Territory , Duration, Scope, Rights/ Obligations, 

Enforcement； 

3. Confidentiality 



迈瑞案例2：迈瑞与北京协和医院 
        关于心肺复苏技术的合作研究，实现临床应用 

迈瑞： 

1.提供模块和消耗品； 

2.试验并调整参数； 

3.培训 

 

协和： 

1.专家临床研究； 

2.设计、改进、完善产品 

迈瑞 

北京 

协和 

医院 

合作期1年半 

研究成果由合
作双方共有 

合作协议经验：  
 

▲明确双方分工内容，避免研发
分歧； 
 

▲明确成果分配，尤其是：权利
归属（专利申请权、发明人顺序
等）、论文发表、专利申请监
管、研究成果运用； 
 

▲明确研发费用支出、专利申请
费用分配 
 

 



Mindray Case #2：Mindray & Peking Union Medical Hospit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R&D Collaboration for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Mindray’s Duty： 

1.Supply modules 
and 
Consumables； 

2.Test and adjust 
parameters ； 

3.Training 

 

Union Hospital’s Duty： 

1.Clinical research experts 
support； 

2.Design and improve 
products 

Mindray 

Union 

Hospital 

1.5 years 

Joint ownership 

for collaboration 

outcomes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Respective duties by both parties; 

 

▲Ownership, especially：IP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inventor 

rights)、 Publications、Research 

results； 

 

▲ Cost sharing for research and 

patent applications. 

 

 



赞助企
业知识
产权 

 

•定义：仅由赞助企业单独完成，且没有使用高校的行政资金 
•知识产权归赞助企业所有 

 

合作知
识产权 

•约定专利申请权归属 

•约定双方专利许可权限 

•合作开发的版权材料的使用权限 
 

高校知
识产权 

 

 

企业在高校 

设立/赞助 

研究所的 

合作协议 

注意事项 

 

迈瑞正在筹划在美国知名大学赞助医疗电子设备研究所，合作协议启示： 

•约定专利申请权归属 

•约定专利许可权限：是否独占许可/可转让/免许可费 

•约定发明披露保密 

•约定国外申请选择权归属 

•约定版权所有及其许可 

•约定许可期限 
 



Sponsor 
IP 

 

•Definition: developed by Sponsor without significant use of 

University’s fund and faciliti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olely owned by Sponsor  

Joint IP 

• Joint inventions 

•  License 

• Copyrightable materials 

 

University 
IP 

 

 

Research  

Development  
Agreement  

 

Mindray to collaborate with a renowned U.S. university to establish a medical 
innovation center: 

• Invention 

• License：Duration; Exclusive; Transferable; Royalty free? 

• Foreign filing 

• Confidentiality 

• Copyright ownership and license 

 



专利诉讼起诉的约定：单方起诉 or 双方同意起诉 

背景知识产权的约定：保密、使用范围、侵权告知等 

技术后期改进开发中的权利归属约定 

知识产权管理约定：专利保护 or 商业秘密保护，保护地
域 

签订技术合作与转让协议时的其他注意事项： 



Patent Enforcement：by whom? 

Background IP：Confidentiality, scope of usage, notice 
for infringement, etc. 

Ownership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IP management：Patent protection or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Some Notes on Development Contract:  



附则：国际技术转让与合作的知识产权法律条款 
 （一）法律类 

 
1.对外贸易法 
2.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 
3.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4.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律制度） 
5.反不正当竞争法 
6.反垄断法 
7.专利法 
8.商标法 

（二）行政法规类 

1.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2.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 

3.专利法实施细则 

4.商标法实施条例 

 

（三）行政规章类 
1.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办法 
2.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管理办法 
3.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管理办法 
4.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 
5.技术合同认定规则（试行） 
6.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管理办法 
7.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 
8.科技成果登记办法 
9.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四）司法解释类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科技纠纷案件的

规定   
4.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关于审

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 
 

（五）国际公约类 

1.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 

2.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WTO/TRIPs  

 



五、总结 

 Summary 

• 开展国际技术转移与合作有利于： 

•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llaboration 

        1.发挥双方技术与资源优势，促进技术发

展； 

         Utilize 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advantages 

from both sides to improv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2.降低科学研究与培训经费； 

           Reduce R&D and training costs; 

       3.促进技术产业化。 

           Facilitate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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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杜建光 Jianguang Du 

Office：+86 75581885677 

Mobile： +86 18575589576 

Email: dujianguang@mindra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