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申请 
 

申请人 :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 

   林哲民      ) 

申请 号码 : 031408257     )第一次答辩附件 

申请日      : 2003 年 6 月 7 日    )    

发明名称 : 肺脏非典病菌感染的表面处理  ) 
           

申请人致 
     

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处 

北京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号 
 

王景川局长: 
 

     贵局安排光电技朮审查部审查员张潇对本医学专利申请审查本身就是一个包藏恶杀知识

产权动机的决定，从审查意见可见审查员张潇本身就是不俱备专业知识的医学文盲，更由于可

能是有关人仕的安排，审查员张潇也只能十分苯拙地指着本专利申请的权力要求说是“涉及”

医疗法便就属于“医疗法”因此属于专利法第25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因此否定申请。 

审查员张潇更出言不逊说轻狂下笔：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而且本申请的说明书中也没有发现其它任

何可获得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本申请也不具备被授

予专利权的前景。」 
 

    摆出审查动机的决定非要恶杀曾于2003年5月15日后拯救北京近仟非典病人本发明专利申

请！请王景川局长阅读本档案第一次答辩书，一切便会真相大白。 
 

    由于如此的审查动机与2003年前国家主席以“中央秘令”要香港政府隐瞒林哲民医治

SARS(非典)发明一脉相承，虽然该“中央密令”早己由胡锦涛新中央下令并在2004年国庆前朱

育诚进一步析意解除，但“中央密令”的恶劣影响依然存在，现附去本专利申请在香港获批之

后，与香港政府卫生局谈判使用本人医治非典的发明书信中就存在的困难需要由中央人民政府

驻港联络办公室 高祀仁主任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杨文昌特派员将争论转交江泽民办公室

的相关文件，要求江泽民批示解铃或澄清，请参阅！ 
 

现在王景川局长阁下也可能存在同样的困难，因此也希望将此事要求江泽民批示解铃或澄

清，要求针对林哲民如此对人类医学史有如此重大发明隐瞒的“中央密令”是否他发出，更重

要的是，还要不要隐瞒，还要不要责令审查员张潇如此包藏恶杀知识产权动机的决定！ 
 

     了草谨此！ 
                    
2005 年 1 月 23 日   031408257 专利申请人：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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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程序 授权后程序 

实审程序  
意 见 陈 述 书  

请按照本表背面“填表注意事项”正确填写本表各栏 

申请号或专利号  031408257 申请日 2003 年 6 月 7 日 

发明创造 

名  称 
肺脏非典病菌感染的表面处理 

① 

专 专 

 

利 

或 

申 

 

请 利 

当 

事 

人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② 

对专利局 2004 年 10 月 29 日作出的上述 

专利申请

专  利 的 

     第一次审查意见    通知书，陈述意见如下： 

      

安排以光电技朮审查部审查一个肺脏非典病菌感染医学发明可算是令人莫明其妙，特

别是从审查意见书发现观点稀奇古怪不俱医学专业知识，非属正常人思维结果。 

 

 一. 审查意见书显见为了可以恶杀专利申请，在权力要求中挑剔多一点“涉及”医疗法的

罪名，因此要首先否决申请人提交的修改文，于是审查不同意申请人于： 
 

1. 2003年12月13日提交的修改文不符合实施细则第51条的规定； 

2. 2003年12月13日提交的修改文不符合专利法第33条的规定； 

3. 2003年6月29日提交的修改文不符合专利法第33条的规定。 

共 6页 

③ 附件清单  

     1-5 页 

④ 当事人或代理机构签章 ⑤ 专利局处理意见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哲民 

 

      

2005 年 1 月 23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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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号或专利号 031408257  

发明创造名称   肺脏非典病菌感染的表面处理 

① 

专   专 

 

利 

 或 

申 

 

请   利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哲民  

② 

申请人的修改并沒有違反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细则第五十一条，該法規如下： 
 

专利法第三十三条如下 ： 
 

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

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

者照片表示的范围。 
 

细则第五十一条如下 ： 
 
 

发明专利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发明专利

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3个月内，可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自申请日起2个月内，可以对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申请人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的，

应当按照通知书的要求进行修改。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自行修改专利申请文件中文字和符号的明显错误。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自行修改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明显的，申请人2003年6月29日及2003年12月13日提交的修改文是完全乎合专利法第33

条的规定，两次提交并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指明的权利要求只是

表面处理法的液体药品种类包括学名为液态的全氟化合物(Per fluoro chemicals, PFC) 添加臭

氧(O3)的应用，而原附图5的“表面处理临床实务方框＂才是属医疗法； 

    另外，根据第五十一条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 3个月内，，这只是实质

审查前修改的最后期限而己! 而自动可修改的日期可追溯至申请人自提出实质审查请求开

始，申请人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只要不违背并无时间限制的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不在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 3 个月后，其用意在于不影响实已展开的质审

查工作，这是专利法精意，在 2003 年 12 月 13 日本人电话中(联络在 2003 年 10 月 29 日发

出初审合格通知书的审查员庄劭唅，他明确地告诉我，根据细则第四十五条规定，申请人

提交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其它文件,不被接纳亦会通知申请人，他又讲，2003 年 12 月 13 日的

主动修正可能来不及出版，但作为实质审查的版本肯定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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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并没有说明为何不符合、哪一点不符合专利法第33、

51条的规定，因此审查意见不是以理服人，有违司法文明，专利的审查原则。 
 

二.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声称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 
 

因为在本项发明PCT国际专利申请的检索早已证明，本项医学发明是没有先例的，而

香港知识产权署也根据英国专利局的检索报告没有先例的事实已批给予短期专利，未进

行检索也显然等于拿不出检索先例； 
 

三. 审查意见通知书故意加罪本项医学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力要求1-5属于医疗法的权力要求，

认为属于专利法第25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但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只以该申请的权力要求1涉及⋯⋯治疗法，所以就认为

是治疗法的申请， 而其它2-5权力要求也认为是涉及⋯⋯治疗法的进一步限定更加谎谬

地横遭“满门抄斩”，试问，有那一种药物专利不涉及相对的治疗法？ 
 

原始的权力要求如下： 
 

1. 以液体为媒介物注入肺脏的表面处理医治所针对肺脏疾病的治疗法； 
 

2. 肺脏的疾病包括肺脏非典型病菌的感染； 
 

3. 表面处理法的液体种类包括学名为液态的全氟化合物(Per fluoro   

chemicals, PFC) ； 
 

4. 在液体为媒介物的表面处理液添加杀害或抑制病菌的因素，包括任何抗生

素注入的方式； 
 

5. 杀菌因素包括臭氧(O3)的添加应用。 
 

很明显的，权力要求1.的“液体为媒介物”本身就是一种型态中的物质，针对肺脏

疾病的治疗法或肺脏疾病领域的一种药物专利的表述，文字的如此表述是自然的，一定

要表明所针对的哪一种治疗法的领域！因此，张潇审查员的意见认为 “涉及”⋯⋯“治

疗法”便是治疗法这是不可原谅的过失！ 
   

先看要求2.，特别表明要求1. 型态中的物质针对肺脏疾病的治疗法包括肺脏非典

型病菌的感染领域； 
 

再看，要求3. 将要求1.液体种类包括学名挑明白了，是液态的全氟化合物，是组

成专利药物的第一种物质！因此，更有力地反证了要求1. 是药物专利的申请而决非张潇

审查员在审查意见通知书正文所说的对权力要求1. 治疗法的进一步限定如此胡说八道！ 
 

再看，要求4. 将要求1.的液体媒介物添加杀害或抑制病菌的因素，令权力要求体现

药物专利的基本组成的第二种物质，而这一第二种物质又通过要求5.指明是包括臭氧(O3)

的添加应用！并因此，如此详尽的药物专利要求却被审查员“张潇”打横地指为“涉及”⋯⋯

“治疗法”便是治疗法！ 
 

三. 为了避免不必要争论，申请人根据专利法第33条的规定修改如下： 
 

1 肺部表面处理的液体药品学名为液态的全氟化合物(Per Fluoro Chemicals, 

PFC) 混合臭氧(O3)。 

2 在要求 1. 的药物 PFC特微为含氟元素的液体及单氧 O1杀菌剂的产生。 

3 在要求 1 的应用包括 PFC 或其它代用液体中混合臭氧或促成产生单氧 O1的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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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要求 1. 的液态为介质的药物的表面处理液添加杀害或抑制病菌的因素，包

括其它抗生素或杀菌剂的注入。 

5 在要求1. 的肺部表面处理法的液体药包括非典型病菌感染的其它任何肺脏表

面疾病的医治。 
 

很明显的，权力要求的修改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液体药品

仍然只有PFC液体及臭氧，单氧O1的元素由臭氧析出，在原说明书记载得更清楚及更详尽，

修改合乎专利法第33条的规定。 
 

四. 审查员张潇无列举任何理由事实的基础上却是如此轻狂下笔：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而且本申请的说明书中也没有发现其它

任何可获得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本申请也不具备

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 
 

五. 审查员无权置啄专利的用途价值来确定是否该不该授于专利： 
 

  虽然在中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
性和实用性。有 “实用性”商讨之余地什么叫没有发现“任何可获得专利权的实质性内

容”呢？做为要叫人尊重的审查员你就必须择之驳斥我们发明的理论，必须有所质疑 PFC

液体混合臭氧进入肺部如此的实质性内容，但审查员张潇你并没有说明，正文从头到尾只

习惯戴高帽，同一道理，假如没能找到哪一条母狗的DNA证实与张潇的DNA你一至，可以骂

你狗娘生的吗？所以说审查员张潇你放荡不雅！ 
 

请看如下实质性内容： 
 

在本专利申请后的 Nov.06,2003 北京日报报导，中国臭氧产业联合会技术委员会

专家“国家 P3 实验室”主任李泽琳教授主持了利用臭氧首次进行灭活 SARS 病毒的实验

取得了圆满成功，请审查员张潇自行查证。  
 

另一方面，PFC 液体生产商美国的 3M 公司也在 Nov.19,2004 为我们选择使用的

5080PFC 液体公告保证(附件 1)，该液体对眼睛和皮肤无刺激以及在实践上口服亦无毒，

并经论证演示只有非常低的过敏或慢性吸入毒性并保证 PF-5080 液体对臭氧的降解损

耗是零，更何况 PFC 液体在医学上早有临床应用(请见 2003 年 12 月 13 日提交的修改文

最后的参考文献及网页)，而含一定比例臭氧浓度液体的杀菌力早为国际公认，这就构

成了我们的专利药方在医治 SARS 方面已无可质疑！最后请你看看附件 2 我们的制药机

说明书，审查员张潇你还可以撒野吗？再试图隐瞒将是愚不可及的！ 
 

另外，先不论本医学发明的价值性、历史性，而一份专利申请的“实质性内容”并

非审查专利的重要标准，审查专利重要标准是发明有没有新颖性、创造性，审查员张潇

你无权以置啄专利的用途价值的高低来确定是否该不该授于专利！ 
 

从上述的审查意见可见，以光电技朮审查部审查一份改变中西医学医治肺部疾病史

如此重大份量的医学发明简直是木门对竹门，秀才遇着兵！审查员张潇本身就是不俱备

专业知识医学文盲！所以看不到本专利申请首先创新了的肺部细菌感染疾病诊断理论，

改写了数仟年来中西双方医学史，教课书都要改，因此，审查员张潇你必须自我偿嘴！ 
 

请见原说明书第10段第一句： 
 

       「在因为必须以空气为接口定义，非典病菌感染(SARS)仍然是一种表面性溃疡感染， 

这是一个创新的医学定义，将引发肺脏医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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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底线的这一句就是诊断理论的创新发明，为什么香港、北京2003年非典死了那么

多人？为什么当时的报导说，江泽民带队到上海避疫！这也是以钟南山为首的如此阵容

强大的传染病专家为什么如此不济的焦点！ 
 

也就是这一句诊断理论的创新发明，非典病菌感染抗生素、疫苗还有多少药用价值

不就一目了然！ 张潇请回答，有哪一位中西专家可以否认！ 至今没有！ 然而正是在

这一诊断理论的引导下，本专利才可以找到在液态的全氟化合物中混合臭氧(PFC+O3)这

一完美配搭的药物，才可以即时全无副作用医治非典病菌感染(SARS)，才可以拯救北京

近仟名香港数佰人非典病人，从而解救非典危机，从而改变了整个肺脏疾病的医学史，

单此无形资产已是无价之宝加载史册！ ⋯⋯ 
 

这不是实质性内容又是什幺！中国政府至今还未向本人说一声道谢，审查员张潇今

天就代表着经历非典危机的洗礼国家知识产权局恩将仇报，蓄意、恶意信口雌雄地抵毁

这一没有先例的医学发明！ 
 

六.     这一没有先例的医学发明更可以广泛地应用在医治其它的肺部细菌感染，例如，肺

结核，儿童感冒高烧超过39℃对智力的保护，还有抽烟者、老年人肺尘病的医治，审查

员张潇今天的无礼，极其狡辩之能事不仅沾污三个代表，沾污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独立性，审查员张潇更应该知道，很多肺部疾病的病人或可能你也会有小孩感

冒高烧超过39℃抗生素无效的时侯，你该知道，唯有此PFC+O3药物可以立即退烧！就算

你天生一对狼心狗肺也可能犯上禽流感，也应该感谢这一发明，现在，你该觉得没有发

现“任何可获得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的是可耻的，你该觉得你今天要抹杀医学发明与

昨天的隐瞒医学发明同样手染无数生命血腥罪！请审查员张潇你不要再接受指鹿为马！

你不要再耍耍嘴皮说说溜溜话了，你虽不亲手杀人，但有仟万病人因你恶杀本专利的企

图得不到医治而死亡，你也不信邪会有那幺多的冤魂缠身，但你的罪名将永远地留在世

界医学史上而遗臭万年！你必须立即改正错误！ 

  

七. 在答辩中修改说明书和权利要求是申请人发明人的当然权力，现说明如下： 
 

     a. 修改说明书增加了「发明背景」以加底线表示，发明背景不会改变发明内容，没有

人否认如此的事实，PCT 专利也如此，如下：， 
 

自 2003 年的 2月份起，Sars 对肺脏的病毒感染突然由中港两地广泛传染，死亡

率高达 15%左右，医学界并无特效药物并对此而束手无策，中国、台湾、香港、新加

坡、加拿大等均先后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旅游警告区，经济损失数以千亿计，人类的

生命深受死亡恐怖的威胁。 
 

此时，如何治疗 SARS 对肺脏的病毒感染成了世界各国医学界的当务之急. 发明

人在这紧急的关头发明了最新的医治方案，该方案为“肺部 SARS 的表面处理”，救人

为第一优先，发明的中文稿于 May.15,2003 传真给香港的行政长官及中国领导人，发

明的英文稿也于 May.20,2003 由 Mey-Verme, Mrs. Sonia (WDC)转传给'WHO-Padey' ; 

'WHO-Liden'惠及正在 Geneva 开会的各国卫生部首领。 

 

    b. 修改说明书增加了对全氟化合物(Per fluoro chemicals, PFC作更详尽的揭示以加底

线表示，同样没有改变发明内容及权力要求： 
 

全氟化合物(Per fluoro chemicals, PFC) 在本案的创新药物应用中为杀灭SARS病菌

的臭氧(O3)提供游离单氧的液体介质。其分子式为C(5-18)F(12-38), 分子结构链的长

短在于C的个数，相对C的个数的内在物理特质决定了该液体介质不同的沸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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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iling Point C)可由30℃-215℃, 亦即是说C的个数与沸点温度高低成正比。本发

明推介首选为C6F14 及 C7F16，其作用是在注入肺部灭菌之后达至尽快挥发的目的。

但实际上，临床上的选择将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例如，病菌感染引至溃疡的程度，也

不外乎以预计手术台上杀灭SARS病菌的时间来规定单氧的浓度再及评估PFC在肺部挥

发的时间来选取等等；而非全氟化合物的衍生变体液，例如C5F9H3O则在提供游离单氧

的液体介质时，则必须先注重单氧游离浓度因作业时间的降解效应。 

 

c. 修改说明书增加了增加图 4.对 PFC、臭氧的配制作更详尽技朮上的揭示以加底线表
示，同样没有改变发明内容及权力要求，如下: 

 

         PFC、臭氧的配制方法及工作流程见图 4.  其中图 4.1 为氧气; 图 4.2 为臭氧产

生器;图 4.3 为 PFC 溶液; 图 4.4 为阀门转换器；图 4.5 为气液混合泵；图 4.6 为混合

罐，图 4.7 为臭氧浓度的数字式测试器并有输出制动混合泵工作的能力；图 4.8 为混

合罐液体高度设定器并有输出制动转换器的能力。 
 

  d. 修改说明书以[]中括弧表示刪除，加底線表示新增；原图 4.依序改为图 5., 原图 5, 

依序改为图 6.  
 

  e. 修改说明书增加了“结论”令说明书更完善没有改变发明内容及权力要求以加底线
表示，： 

 

根据上述的讨论及推理，臭氧的杀菌能力早为世界公认；臭氧则在PFC溶剂中的应

用由注1 的著名生产商证实，PFC溶剂在肺部的临床又有 注2-8 的论文/网页等大量医

学文献支持，因此, 以PFC混合臭氧的药物可在肺部中极短的时间内杀死SARS病菌是无

可置疑的! 以该药物方案去医治SARS病毒感染是肯定及全然没有副作用的! 也因此，

发明确实可以拯救生命，发明确实地改变了肺脏传染疾病的医学历史。 
 

发明的温差处理效应的理论也可以在完全没有副作用下杀死癌细胞，医疗的效果

是电疗及化疗所望尘莫及的, 为癌症病人带来福音，“冷冻疗法”至今是个全新的医学

概念, 全新的医疗方法！ 
 

    e. 修改说明书最后增加了1-8的参考文献，令发明内容更充实完善没有改变发明内容及

权力要求。 
 

八. 第一次答辩附加： 
 

1. 补正申请书； 

2. 附件1 (3M 液体鑒定書 ) 一式一份； 

3. 附件2 (銷售中的制药机 )  一式一份； 

 
     

                               031408257 专利申请人： 

2005 年 1 月 23 日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