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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据是研究技术变化的重要资源。连同其他科学和技术指标如研发支出、研发

人员或创新调查数据，专利数据提供了详细的有关发明活动及发明过程多个方面（如地

理位置、技术和机构来源、个人和研究网络等）的信息来源。此外，专利数据还构成跨

时间及国家间进行比较的一个一致性的基础。不过，专利数据十分繁杂，必须谨慎小心

地设计和解释专利指标。从1994年经合组织的第1本专利手册《测度科学技术活动：用作

科技指标的专利数据》）出版以来，在数据提供和基于专利数据的统计分析方面都已取

得了长足进步。

OECD 2009年出版的《专利统计手册》汇集了本领域的近期进展状况。它为使用专利

数据来测度科技活动的范围提供了指导准则，并提出了编制和解释专利指标的建议。

《专利统计手册》旨在显示专利统计数据可用于哪些用途，又不可用于哪些用途，以及

该如何进行专利统计确保可以在最大程度地提供有关科技活动的信息同时又将统计“争

议”和偏差减到最小。最后，本书描述了如何使用专利数据来分析与技术变化和专利申

请活动有关的很多问题，包括产业和科学的联系、公司的专利申请策略、研究的国际化

以及专利价值的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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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即!"#$#是政府共同组

成的独特组织"旨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
挑战% 经合组织也致力于了解和帮助成员国政府应对新的发展和
问题"如公司治理$信息经济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等% 经合组织为
成员国政府提供可以进行政策经验比较$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应对
措施$确定协调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有效实践和工作%

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
力$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
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
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
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欧盟参与经合组织的工作%

经合组织出版物广泛传播了本组织的相关统计结果"关于经
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及经其成员国达成一致的协定$

指南和标准%

本出版物的出版由经合组织秘书长负责% 本出版物中所发表
之意见和所做之论述"并不一定反映经合组织或其成员国政
府的官方观点%

!"#$出版物的更正可在以下网址找到&%%%&'()*&'+,-./01

234536,-)'++3,(6*7%



前8言
!专利统计手册"由经合组织秘书处和科学技术指标国家专家组#9":;<$

联合编写%旨在为专利统计数据的使用者和编制者编制和分析专利统计数据
提供基本的指南&

早在=> 世纪?> 年代末期%经合组织就已经很重视专利统计数据的使
用& @AAB年%经合组织编写并出版了本手册的第@版& @AAC年%在经合组织
所组织召开的主题为'知识经济的新科技指标(的'蓝天(会议上%与会专家
达成共识)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经济和政策环境下%专利信息将是有助于
改进我们对科学和技术活动定量化理解的重要途径& 自那以后%无论是在经
合组织及其成员国%还是在学术界%专利统计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
步& 本手册记录了这些发展&

本手册的内容包括)专利统计数据有哪些用途%哪些用途不可行%以及该
如何进行专利统计以实现既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有关科技活动的信息又能将
统计争议减到最小& 专利数据对发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如发明活动的地理
位置*发明网络*新兴技术等$提供了独特的重要信息& 专利统计数据与其他
数据同时使用%为对政策所关注的创新的其他方面进行分析提供了支持%如
知识产权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企业家精神*科技体系之间的联系等&

当然基于专利的指标也存在一些弱点%因此在设计和分析这些指标时需要小
心谨慎%这也是本手册的用处所在& 8

!专利统计手册"属于经合组织关于测度科技活动的弗拉斯卡蒂系列手
册的一部分& 弗拉斯卡蒂系列手册包括关于研发的!弗拉斯卡蒂手册"*关于
创新的!奥斯陆手册"和关于科技人力资源的!堪培拉手册"%其中后两本手
册是与欧盟统计局联合出版的& 这些手册是经合组织及其成员国专家小组
共同工作的成果%这些工作包括对科技活动的概念化*开发测度其相关活动
的国际公认的统计方法等&

安德鲁'怀科夫!D6*+(%EF)G'HH#"!"#$科学技术和产业司执行司长
弗瑞德'加奥特!I+(* J7/2K#"!"#$科技指标专家组!9":;<#前主席"

第@版的发起人
沃德'齐阿科!E7+* L37+G'#"!"#$科技指标专家组!9":;<#现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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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Z&Z8根据产业和企业研发分类的
专利申请$=>>=*=>>B年M#;专利申请% ?Z

!!!!!!!!!

图Z&C8根据欧洲)美国和日本地区分类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利&

=>>B年M#;专利申请的数量$7%和每百万劳动力的M#;

专利申请数量$0% ??

!!!!!!!!!!!!!!!!!!!

?



图C&@8@AA>*=>>B年根据国际专利分类子类M#;专利申请的
检索报告中非专利文献的引用比例 A\

!!!!!!!!!!!!

图C&=8@AA>*=>>B年以发明人国家计非专利文献
在引用中的比例***所有专利 AA

!!!!!!!!!!!!!!

图C&[8@AA>*=>>B年以发明人国家计非专利文献
在引用中的比例***信息和通信技术 AA

!!!!!!!!!!!

图?&@8@AA>*=>>=年M#;申请中基于专利指标的科学技术全球化 @>?

!!

图?&=8@AA@*=>>[年M#;申请中国内发明的外国所有权 @>\

!!!!!

图?&[8@AA@*=>>[年M#;申请中外国发明的本国所有权 @>\

!!!!!

图?&B8M#;申请中跨国界所有权的构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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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专利统计手册的目标和范围

本手册旨在提供有关用于科技测度的专利数据!技术活动指标的构建以
及编制和解释专利指标的指南等基本信息"

连同其他科技指标#如研发经费和人员!创新调查数据等#专利提供了独
特的详细的有关发明活动的信息来源" 专利数据与其他科技数据相互补充"

一般而言#使用多种类型的数据$研发!创新和专利%进行相互印证和解释#将
是很好的做法" 这些指标各有其优势和劣势#它们反映了创新过程的各个阶
段" 本手册为!"#$弗拉斯卡蒂系列手册之一#该系列还包括关于研发的
&弗拉斯卡蒂手册'!关于创新的&奥斯陆手册'!&技术收支平衡手册'以及关
于科技人力资源的&堪培拉手册'"

长时间以来#专利统计数据已被用于评价科技活动" 广为报道的工作是
美国学者雅各布(施莫克勒$%&'() *+,-(('./0%于12世纪32年代完成的#他
将专利数量作为对特定行业技术发展变化的指标" 随着计算机运算能力的
增强#专利数据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 4563年#经合组织举行了一次有关新
科技指标的会议#在该会议上专利统计指标成为多个报告的主题#而且专利
指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科技出版物中" 扎维(格里力奇斯$789:09.9+,/;%

于4552年发表的对使用专利数据方法进行评估的论文现已成为经典论文#

这反映出专利统计数据在学术界的广泛应用" 455<年经合组织出版了其第
一本)专利手册*" 同时#专利局也加大力度#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来监测专
利申请活动" 一些公司通过出售使用统计方法处理的专利商业情报而获得
了大发展" 越来越多的专利数据可通过电子方式获取" 122=年#欧洲专利局
发布了)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专利
局搜集的标准化数据"

专利是保护由企业!机构或个人所做的发明创造的一种手段#因而专利
可作为发明的指标" 在一项发明成为创新前#需要企业家付出进一步的努力
来进行开发!生产和销售" 专利指标传达出关于发明创造活动结果和过程的
信息" 专利保护发明创造#此外#研究显示#在使用了适当的控制后#专利数



量与其他发明绩效有关的指标$生产率!市场份额等%存在正相关关系#尽管
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这一关系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国家和
产业各有不同" 结合专利文献信息#对专利数据的统计研究为我们对创新过
程的理解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专利就发明的技术内容$尤其是其技术领域%

和发明的地理位置提供了相关信息" 由于专利的所有人和发明人不一定为
同一人#结合一些补充数据$如企业之间的联合#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的联
合#跨国企业和小企业在研究中分别所起的作用#研究团队的规模和组成结
构等%#专利可揭示出背后的研究过程是如何组织的" 此外#专利还可提供有
关发明家的流动和网络的信息#从而能追踪知识的扩散$特定发明对其他发
明的影响!后续发明等%"

专利数据的另一大优势是可以相对低的成本广泛获取" 专利数据是管
理数据#其数据库为对专利审查和信息传播进行管理而编制#其主要供专利
局内部使用" 专利数据可通过互联网供公众查阅" 将这些数据库用于统计
之用#需要更多的投资#但目前它们已可广泛获取" 计算机成本的下降#已使
得大规模!分散和公开使用这些数据变得更为容易" 尽管专利信息要在初次
申请后的46个月才发布#但没有任何保密规则禁止访问已发布的专利信息"

因此#在全球多数国家专利数据都是可以公开获得的#通常是长时间系列的
数据"

专利指标也有其缺点#因此应当谨慎地使用和分析" 不是所有的发明都
获得了专利" 公司选择使用保密手段#或依赖于其他机制来获取市场主导地
位" 有证据显示#在不同的时间段!国家和产业内专利申请行为各有不同"

由于只有为数不多的专利具有非常高的技术和经济价值#而很多专利最终从
未得到应用#因此专利的价值分布是不均衡的" 简单地对专利计数#即不考
虑专利的价值而给所有的专利相同的权重#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在小样本的
情况下更是如此" 各专利局在不同时间段采用不同的标准#会影响专利的数
量#尽管相关发明活动可能并未受到影响"

专利数据很复杂" 具备专利法律!专利程序和公司专利申请方面的准确
知识#对专利数据进行适当的控制和筛选来获取有意义的指标#并对它们进
行正确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专利数据的复杂性是由多个因素造成的#例如
包括+专利局和程序的多样性$专利局的管辖范围可以是全国性的也可以是
地区性的%,多种多样的申请专利保护的方式$国家的或国际的%#以及专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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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申请行为的不断变化,专利文件的不同状态和日期#以及程序的复杂
性$申请!授予!国际阶段等%" 此外#专家可能还在就一些专利信息$价值指
标!专利引用次数>权利要求项数等%进行争论"

随着专利统计数据的增多#对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如何制定标准来提高
指标的质量#以及如何降低可能出现的错误等知识进行共享是很有必要的"

例如#分析人士依然普遍通过比较来自不同国家专利局的专利数量来评估各
国的专利表现#尽管这些专利数量通常是没有直接的可比性的" 本手册+

$4%提供理解或编制专利统计数据所需的背景信息,$1%提出编制专利指标
的标准$指标公式和词汇%" 不过所提议的标准只涉及专家已达成共识的领
域" 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尤其是新领域#尚无所达成的共识#为此本手册将列
出正在讨论的一些备选方案" 本手册的目标读者为+$4%统计机构和科研机
构中专利统计数据的使用者和编制者,$1%从事公司!地区或国家层次技术发
展分析的专利数据库使用者"

本手册为455<年!"#$出版的专利手册$&测度科学技术活动+用作科
技指标的专利数据'%的修订版本" 455<年!"#$的专利手册标志着对专利
指标进行界定和协调工作的开始" 它描述了专利的法律和经济背景$这是进
行专利统计设计前必需的工作步骤%#并列出了可从专利数据库中得出的指
标" 该手册还列出了计算专利指标时遇到的很多方法学问题" 自455<年以
来#专利数据方面积累经验不断丰富#本次手册的修订版已吸收了这些经验"

本手册主要反映了$但并不是仅反映%经合组织和)专利统计小组*成员在编
制测度发明活动的专利指标标准时所取得的经验" 专利统计小组的成员来
自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盟统计
局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科技统计报告都包括专利部分$见专栏4?4%"

同时#越来越多的科技政策报告使用专利数据来监测特定技术或产业领域内
的发展" 一个有关使用专利数据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已经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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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常规专利统计示例
B?科技出版物
美国$122=%+&科学和工程指标'$国家科学基金会%"

根据国家>经济来源分类的授予给美国和外国发明者的专利,申请专利最多的
公司"

日本$122<%+&科学和技术指标'$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

来源于选定的多个国家专利局的本国和外国专利申请数量"

欧盟统计署$122C%+&焦点统计'#关于欧洲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统计报告和小
册子"

欧洲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按国家和地区分类"

三方专利"

经合组织$122C%+&专利统计概要'"

三方专利#信息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专利" 跨国所有权发明专利和
跨国合作的发明专利"

法国$122=%+&科学和技术指标122='$科技观察研究所%"

芬兰$122=%+&专利'$芬兰统计局%"

BB?专利局和相关组织机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处$122=%+&D#E专利统计指标报告'"

D#E国际专利申请$按来源地!专利申请的语言!技术领域分类%

D#E国际专利申请$按接收的专利局分类%

&三方专利统计报告$年度报告%'+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

外部专利活动+首次申请!申请的来源和目标!专利授予"

内部专利活动+专利申请的流动!专利族"

欧洲专利局+&年度报告'"

日本专利局+&年度报告'"

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统计报告'"

美国专利商标局+&年度报告和专利统计报告'"

本手册的主要内容与结构如下+第1章论述专利指标的含义+法律基础!

经济维度!专利文件中所包含的信息#以及专利指标可分析!解决问题的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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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第@章详细论述专利申请和注册程序#以欧洲!日本!美国的专利程序和
国际专利$D#E专利%程序为重点" 第<章列出适用于编制专利指标的一般
规则+日期!国别!国际与国家专利申请!同族专利" 第3章描述可适用于专
利的各种分类法+按技术领域!产业!机构部门和地区分类#并就将专利归于
特定的公司或发明人的方法进行评估" 第=章论述专利引用+专利引用的含
义和在指标中的使用" 第C章论述国际化科技活动的专利指标" 第6章讨
论专利价值的指标#如专利续期!同族专利的规模!技术种类的数量等"

参考文献
:09.9+,/;# 7?$4552%# )D&F/GF*F&F9;F9+;&;"+(G(-9+BGH9+&F(0;+I*J08/K*# %(J0G&.(L

"+(G(-9+M9F/0&FJ0/# N(?16# OO?4==4P4C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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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科学和技术的专利统计指标

!?"#导言
专利数据的统计属性由其法律特点和经济应用决定#因为这些因素影响

着如下问题+哪些发明可得到保护,由谁保护,哪些信息可以披露$从而可让
统计人员获得这些信息%,专利对产业具有何等的重要性等" 本章概述了专
利的法律和经济基础#以及将专利作为科技指标所需的基本概念"

!?!#专利的法律基础
专利是经济生活中的法律工具" 专利是保护发明的合法所有权$&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EQBD;%'第16条规定%+

)

!

?专利应赋予其所有人如下专有权+

&?如果专利的主题是产品#则有权禁止第三方未经许可从事下列行为+

制造!使用!提供销售!销售#或为上述目的而进口该产品,

)?如果专利的主题是方法#则有权禁止第三方未经许可使用该方法的行
为或从事下列行为+使用!提供销售!销售或为上述目的而进口至少是依照该
方法而直接获得的产品"

"

?专利权人还应有权转让或通过继承转移其专利#应有权缔结许可证
合同"*

专利授予其所有者对一项发明$具有新颖性!独创性和可用于产业应用
的产品或方法%在权利要求内的一系列专有权" 由专利所赋予的法律保护#

给予其所有者如下权利+在专利保护期内$一般为自首次申请日开始的12

年%和在给予保护的国家内#禁止其他人制造!使用!销售!提供销售#或进口
已获专利的发明" 这一系列权利为专利权人提供了竞争优势" 专利还可通
过许可或使用创造新公司或为公司融资" 因此#即使专利权人自身并不拥有



生产制造能力$如大学等%#也能从专利中获得价值"

专利为临时性权利#最长有限期不超过12 年$自专利首次申请日起计
算%#在专利保护期到期后#该发明创造也由此进入公有领域"

4 专利为地域性
权利#仅在向其已授予专利权的国家内适用" 例如#由美国所授予的一项专
利将不会赋予其在日本的专有权#而仅能禁止在日本就同一发明申请专利"

专利授予所有技术领域内的发明" 一般而言#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和抽象的
概念是不能取得专利的$当然就如何确定这一标准的界限也存在争论#例如#

软件是)抽象的概念*#还是可取得专利的发明%"

!?$#专利保护的行政路线
专利在遵循特定的行政管理程序后取得"

1 为获得专利#发明人必须向专
利局提出申请#由专利局审查发明是否符合相关法定标准#并据此做出授予
或驳回专利申请的决定" 对发明人而言#存在不同的专利保护路线#选择哪
一种将取决于其国内或国际经营战略"

!

国家路线" 当一个发明人$个人!公司!公共机构!大学!非营利组织%

决定保护一项发明时#第一步就是向国家专利局提交专利申请$通常为申请
人所在国的国家专利局%" 在全球范围内就一项发明首次向任何专利局提交
的专利申请被称为)优先申请*#与之相联系的是)优先权日期*" 然后专利
局开始)检索和审查*专利申请#以确定是否可授予专利#即发明是否为可授
予专利的主题#是否具有新颖性!独创性$)对熟悉该领域之人具有非显而易
见性*%和实用性$产业可利用性%" 专利申请通常在其提交后的46个月后
发布$发布日期%" 从提出申请到被授予或驳回专利申请所经历的时间段并
非固定的#为1 R6年#各个专利局在这方面的差异相当大"

!

国际路线" 466@年&巴黎公约'$122=年已有4C2个签字国%对专利程
序进行规范化#如果专利申请人希望在多个国家对其发明进行保护#应在)优
先权日期*起的41个月内在其他&公约'签字国提出专利申请#那么专利保护
将自)优先权日期*起在相关国家适用" 另外#申请人也可使用&专利合作条
约'$该条约自45C6年生效并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程序" &专利合
作条约'通过一个统一备案的申请程序$见第@章%#可将国家或地区程序延
长至)优先权日期*起的第4@个月底" 申请人因此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来达到

C

第1章A科学和技术的专利统计指标



国家要求#评估获得专利并实施发明的机会$评估竞争力!发现许可方等%"

@

目前#国际路线是目标市场为国际市场的发明人最常选用的路线"

!

地区路线" 专利申请人还可以向地区性专利局提交专利申请$如欧亚
专利局#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 例如#欧洲专利局就是一个地区性专利
局#在122C年有@1个成员国#负责代表欧洲国家检索和审查专利申请" 欧
洲专利局授予的)欧洲专利*#在所有成员国均有效#专利权人在各成员国均
拥有其权利" 专利权生效需要把专利翻译为生效国的语言并支付费用" 在
这个阶段#欧洲专利须遵守生效国的国家法律"

国家专利法必须符合国际准则#现行的国际准则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议'和455<年世贸组织签订的一揽子协定中的国际条约中有规定"

如果一国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的条款将
在该国严格适用#如关于所有技术领域内发明专利的规定#专利保护期至少
应为12年#对强制性许可的限制等"

在主管机关授予专利后#第三方依然可对该专利提出异议" 他们可通过
法律系统#要求撤销一项专利或使之无效" 在这种情况下#专利持有人必须
前往法院强制执行有争议的专利#指控第三方)侵权*" 也就是说#专利的执
行完全按照执行国的法律程序#在欧洲也是如此"

< 为法律或行政管理的目
的#专利在授予过程中需要披露很多信息" 统计人员对这些信息非常感兴
趣"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
申请的标题页见图1?I4?4 R1?I4?<" 专利文件中包含的有用信息为+

!

申请的编号和类型#专利号等,

3

!

发明人的姓名和地址#申请人或受让人$通常为雇用发明人的公司%的
姓名和地址,

!

发明的详细技术信息+标题!摘要!发明的详细描述#发明是如何界定
的!如何使用的#与已有发明相比新发明能带来哪些益处,

!

权利要求清单#清晰!简明地定义专利受法律保护的范围,

!

与技术分类标准的条目相对应的一系列代码,

!

一系列日期+优先权日期!申请日期!授予日期等,

!

所参考的其他专利或科学文献的清单#与这些专利或科学文献对该项
发明的专利性的决定因素有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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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经济基础
专利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授予发明有限期的独占权以换取其被公开#从

而鼓励发明和技术进步" 通过授予法律保护和独占权#专利成为鼓励发明人
进行研究并将发明投入实际运用的政策工具"

专利以不同的方式促进发明$ *+(F+,-/0# 122<,:J/../+和8&G D(FF/.;P

)/0S,/# 122C% " 那些本来可能被保密的与发明有关的信息!知识通过专利
进行传播#从而使其他人可利用这些信息和知识来研究新发明" 通过传播已
被授予专利并获得保护的发明的信息#专利制度还可以阻止无效的重复的研
发活动#鼓励研究人员将工作重点放在新领域" 此外#由于专利是合法所有
权#因此可以进行交易" 这样专利权就促进了技术市场的发展#优化了经济
发展中技术资源的配置" 专利权使得最有效率的使用者实施发明$例如通过
专利许可%#即使他们不一定是发明者#或者通过交换获取未来进一步创新所
需的技术"

之所以要提供一个保护发明的法律框架#其原因是信息是一种非排他性
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 )非排他性*是指无法排除公用物品的免费使用者
$即允许)搭便车*%" 而)非竞争性*物品指一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
少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数量$即边际成本为零%" 专利权使得发明具有排
他性#因为要使用专利须获得发明人的许可#但同时可让发明保持非竞争性#

即很多实体可同时使用专利"

不过#信息$知识%并非完全的公共物品#可以用专利以外的方式保护#或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用和专利互补的方式保护$T.9GH等# 1221%" 保护发
明收益的其他策略包括保密!

= 快速推出产品和缩短产品开发周期!低价和其
他竞争手段$如提高生产和营销能力,加强售后服务,签订长期合同%" 各种
商业调查已证实了这些策略的有效性$M/89G等# 456C, #(,/G等# 1222%" 例
如#455<年卡内基梅隆对美国企业调查发现#保密和缩短研制周期被认为是
1种最有效的保护产品创新独占性的机制#每4 种的得分都超过32!" 此
外#接受调查的企业声称仅把31!的产品发明和@@!的方法发明提交专利
申请" 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对日本企业的调查$:(F(和N&S&F&#455C%也
发现#缩短研制周期$<4!%被企业认为是最有效的保护产品创新独占性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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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次是专利保护$@6!%#紧随其后的是生产的互补性资产$@@!%" 122=

年欧洲专利局针对专利申请人的专项调查发现#约有32!的发明获得了专利
权#比例最高的是音频!视频!媒体和电子产业$约C2!%#比例最低的则是生
物技术产业和纯有机化学及应用有机化学业$约13!%"

专利是一种折中办法" 专利在事前鼓励新发明#但也具有事后成本" 向
某一特定公司授予使用专利的独占权#将限制竞争并提高产品的价格#这就
会把有能力支付产品边际成本但不能支付专利所有人提价的顾客排除在产
品购买者之外" 这被认为是专利的两难困境+专利通过促进创新#推动了经
济增长和价值创造#从而可提高经济的动态效率,但这又损害到了经济的静
态效率$减少竞争#提高定价#从而将部分顾客排除在产品购买者之外%"

C 为
处理这个两难困境#专利政策提供了多种政策工具" 特别是专利保护的期限
和广度$指为不构成侵权#其他产品须与专利产品有多大不同%在专利保护和
传播之间起着平衡作用+更长期限和更大广度有利于专利的保护#更短期限
和更窄广度则有利于专利的传播"

在涉及累积性发明$或互补性发明#即发明相互建立在对方的基础上%的
情况下#政策设计则更为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认为专利可能会限
制进一步创新#其原因是尽管后续发明者在其发明中需要获得这些专利的知
识#但也不得侵犯这些专利" 累积性发明的这一特点提出了这样一个政策性
问题#即如何平衡给予初始发明和后续发明的保护" 例如#与特定遗传路径
$已获得专利%相联系的特定治疗方法$已获得专利%在生物技术领域内就存
在这种两难困境" 这种两难困境在生物技术和软件业中是常见的#比如新发
明依赖于几种已获得专利的发明#新发明人需要就使用每一个已有发明而进
行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认为高昂的交易成本一开始就会阻止新发明
的出现" 已有一些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基于专利的解决方案#如专利池$同
意相互间交叉许可专利和将专利许可给第三方的公司联合体%和专利清算所
模式$旨在通过规范合同条款和专利费率等方式使得交易规范化%" 尽管如
此#为了保护专利权和市场的良好运行#专利政策必须遵守竞争法则和反垄
断法"

6

专利作为政策工具有其优点和缺点#经济学家正在就专利制度的最佳设
计和在初始阶段这种专利制度是否符合社会的利益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争论"

绝对的共识尚未出现#但就以下几点已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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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授予的专利应当是)高质量的*#这意味着专利应当仅包括重大的发
明并反映发明的实际内容"

!

竞争政策应当密切监察专利制度"

!

专利制度应当作为其他创新政策工具的补充#尤其是科学政策!产业
政策和公共采购"

!

以不损害竞争为前提#应当鼓励促进专利流通和使用的机制#如专利
池!许可合同等"

12世纪62年代早期以来#重要的市场和政策变化已扩大了专利在经济
中所起的作用" 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兴起#以
及创业企业和专门从事研发的企业重要性的持续上升#专利在创新企业中的
使用已更为普遍" 市场上技术竞争的加剧已提高了知识产权在公司经济价
值中的重要性" 同时#62年代早期以来#各国专利政策都出现转向#加强了
专利持有人的权利" 在美国#依据4561年@月颁布的&联邦法院改进法'创
立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管辖所有联邦法院专利案件的上诉#强化专利的判
决" 4562年颁布的&拜-杜法案'从促进技术商业化的角度#允许非营利研
究机构将使用联邦资金开发的技术申请专利并商业化"

45CC年欧洲专利局成立#许多欧洲国家的专利保护程度得到提高" 日本
从12世纪52年代后期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专利持有人权利的改革"

455<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签订#显示了各国希望更进一步推
进专利权的统一" 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52年代中期到1223年左右#全球专
利申请数量显著上升#而且还在继续上升" 例如#4553-1223年期间#欧洲专
利局的专利申请数量年均增长达=!#同期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申请数量
年均增长达C!$!"#$# 122C%"

5

由于新的专利申请人$如大学%已经出现#同时专利的非标准化使用也越
来越多#例如专利许可!利用专利融资等#专利总体状况已发生显著变化" 在
解释专利统计数据时#尤其进行跨时间!跨国家或跨产业的比较时#认真对待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很重要的"

!?&#专利文件的信息内容
专利文件包含大量信息#所有这些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统计分析的对象"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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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包括首页的目录信息#还包括摘要!权利要求和对发明的描述#这些都
可以进行文本分析" 为统计研究之目的#专利文件中所包含的信息可分为三
大类+

!

发明的技术说明,

!

发明的开发和所有权,

!

申请历史"

由于信息要求和程序在各国基本上都已实现标准化#因此不论是向哪个
专利局提交专利申请#以下说明的绝大多数类型的信息都是可以获得的" 一
些程序信息不能从专利文件中获得#但可从专利局以其他方式记录和公布的
信息中获得"

1?3?4A发明的技术说明
!

标题和摘要$描述发明%"

!

权利要求" 本部分描述创新领域的独占权" 权利要求定义了专利权
保护的法律边界#范围可宽可窄#取决于权利要求的内容和数量"

!

发明所属的技术类型$基于专利分类%" 技术类型由专利审查人确定"

最常用的分类法是国际专利分类体系" 同时#国家专利分类$如美国专利商
标局的美国专利分类%或地区专利分类$如欧洲专利局的欧洲专利分类%也
包含在专利文件中" 例如#欧洲专利分类就非常详细#超过42万种类别#为
国际专利分类的细分"

!

现有技术" 每一个专利均列出了与发明有关的现有技术" 现有技术
确定了以下二者的边界+哪些是属于公共领域的专利#哪些是权利要求的专
利" 参考文献$包括专利的和非专利的%有助于定义专利的保护范围和其具
体应用"

!

专利参考文献" 包括以前受保护的相关技术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
何时间!以任何语言申请的专利中描述的相关技术"

!

非专利参考文献" 包括科学出版物!会议论文集!书籍!数据库指南!

技术手册!对标准的说明等"

1?3?1A发明的开发和所有权
!

发明人及其地址的列表" 发明人为个人#通常是专利申请人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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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发明人为申请人"

!

申请人$在美国为受让人%及其地址的列表" 如果专利被授予#申请人
将对专利拥有合法所有权#即成为专利的所有人"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申请
人为公司#而发明人为其雇员" 不过同一个人也可以既是发明人又是申请人
$如独立发明人%"

42

1?3?@A申请历史
!

专利号!申请号!专利$授予%号" 这些编号具有多种格式#具体依各专
利局而定" 在对专利数据库进行数据分析时#这些编号可被用作识别符"

!

优先号" 这是优先申请的申请号或专利号$如果适用的话%" 它可以
用于识别优先权国#重构专利族等"

!

优先权日期" 这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通常是申请人所在国的专利局%

首次申请专利的日期#最接近发明日#用来保护发明"

!

申请日期" 如果专利被授予#这是专利保护将在相关国家开始适用的
首日"

!

公告日期" 专利通常在优先权日期后的46个月公告$即信息向公众
公开%" 在公布专利文件前#文件的内容将保密"

44

!

指定国列表" 对使用&欧洲专利公约'或&专利合作条约'程序而提交
的专利申请#申请人须指定保护所适用的成员国"

!

驳回或撤回日期" 这指明发明未满足专利的法定要求$新颖性!非显
而易见性或产业可利用性%#或在审查过程中申请人决定中止专利申请"

!

授予日期" 在申请日期和专利批准日期之间存在时滞" 一般而言#授
予专利要耗时1 R6年"

!

失效日期" 如果未缴纳续期费或专利被法院撤销#专利可能在法定到
期日之前失效" 这些)专利授予后的信息*通常可从)专利注册簿*中获取#

)专利注册簿*还记载专利所有权的变更#申报的许可合同等$具体依国家
而定%"

41

!?'#专利作为发明活动的统计指标
在几个测度技术产出的指标中#专利指标也许是使用最频繁的" 专利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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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据有以下几个用途+专利反映发明产出#专利越多意味着发明越多#基于
这一假设#专利可用于测度国家!地区!企业或发明人个人的发明能力" 实证
研究显示#专利通常是预测经济表现好坏的指标" 在一项针对136名专业研
发人员的研究中#科勒和霍兰$U/../0和V(..&GH#4561%得出结论+发明人的专
利数量与上司的评价和本人的自我评价显著相关" 在一项针对4122家高科
技公司的研究中#黑奇杜恩和科罗德$V&S/H((0G和#.((H#122@%得出结论+一
家公司申请专利的数量是反映公司技术水平非常好的指标" 在国家层面#

德(拉森福瑟和冯(波特尔伯格$H/Q&;;/GL(;;/和8&G D(FF/.;)/0S,/#1226%

的研究发现#专利数量和研发水平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专利统计数据还可以反映创新或竞争过程中某些方面的发展动力#如合
作研究!技术在行业或国家间的传播#企业的市场战略等" 此外#专利统计数
据还可以监测专利制度本身#专利也有助于对全球化模式进行追踪" 例如#

使用发明人的地址这一专利指标#可以监测研究的国际化#即科技活动的国
际合作发明#或发明人的跨国流动"

尽管专利申请是测度研究成功的一个指标#尤其是在特殊的研究或项目
中#但专利并未反映出一项发明背后所有研究和创新的努力" 相反地#一项
产品专利或方法专利所包含的发明并不一定要在产业中得到实际运用" 据
悉#很多专利从未得到实施#其原因是在提交申请后#发明人意识到发明并不
具有足够的经济价值或更先进的发明可能会更快地进入市场" 根据1223年
欧盟DIEWIM的调查#出于战略原因或专利所有人缺乏与开发专利相配套的
资产#调查样本中约<2!的专利未被用于工业或商业目的#其中46?C!未被
使用#仅旨在阻止竞争对手#而另外4C?<!则被认为是从未得到使用的)沉
睡的专利*"

专利可被认为是研发活动$上游%和创新活动$发明被用于下游经济活
动中%之间的中间阶段" 专利可在研发过程的不同阶段获得#在渐进发明或
累积性发明的情况下则更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利不仅可被视为研发
活动的产出#而且还可被视为创新活动的投入#因此专利在发明过程中既是
投入又是产出" 这一特点#使得专利数据成为连接研发数据和创新数据$均
通过企业调查而获取%的有效桥梁"

专利数据在反映发明活动方面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其主要优点包括+

!

专利覆盖的技术范围很广#对这些技术有时其他数据来源相当少#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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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技术等"

!

专利和发明有着密切的联系" 绝大多数来自企业的重大发明都获得
了专利#不论这些发明是否基于研发"

!

每一份专利文件都包含关于发明过程的详细信息+有关发明相当完整
的描述!所涉及的技术领域!发明人的姓名和地址!申请人$所有人%!发明所
涉及的以前的专利和科学文献的引证等" 研究人员可用的专利数据的数量
相当庞大" 每一年全球有超过422万件的专利申请#提供了有关发明进展的
独一无二的信息" 与通常受统计保密法律保护的调查数据不同#专利数据是
公开的"

!

专利数据的空间和时间覆盖范围是独一无二的" 专利数据可从所有
有专利制度的国家#几乎是全球所有国家获取" 专利数据$有时候可以通过
电子方式获取%可从首批实施专利制度的国家获取#包括在45世纪就开始实
施专利制度的绝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

!

专利数据很容易从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局获取" 尽管有时候从专利局
获取专利数据成本也较高$因为数据需要筛选!格式化等%#但与进行调查相
比#统计人员从专利局获取专利数据的边际成本要低很多" 与调查数据不
同#收集专利统计数据对受调查单位$如企业等%不施加任何额外的负担#因
为专利局已经在专利受理过程中收集了数据"

尽管如此#作为测度技术活动的指标#专利也有一些缺点+

!

不是所有发明都能获得专利" 考虑到申请专利的成本#潜在经济价值
很低的发明#可能不会去申请专利" 根据申请专利的法定要求#对现有技术
只有很小贡献的发明或非技术性发明无资格申请专利" 战略性考虑可导致
发明人选择替代性的保护#如保密#这样专利数据就未反映出这些发明
$D&89FF# 4566%"

!

提交专利申请的倾向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有相当大的差异" 例如#在电
子工业领域内$如半导体%#一项获得专利的发明可能附带有很多关于该发明
变化部分的专利申请#目的在于阻止新竞争对手的进入和在与竞争对手进行
交叉许可交易时获得谈判优势" 作为这种)专利丛林*策略的结果#一些技术
领域的专利数量就比另一些技术领域多得多" 企业申请专利的倾向也有差
异#新企业或中小企业#尤其是那些尚未实现规模化生产的企业#在解决专利
申请成本方面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尽管国家在政策上试图通过向中小企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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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补贴或降低费率来解决这个问题%"

!

一些研究显示#专利的价值分布是极不平衡的$D&'/;和*+,&G'/0-&G#

456=, V&0,(LL等#4555%" 许多专利未投入产业运用#因此对社会没有价值或
价值很小#而数量不多的一些专利却具有很高的价值" 尽管如此#由于披露
信息增加了知识储备#披露信息对社会是有益的" 由于专利价值分布的不平
衡性#简单的专利计数可能会有误导性" 这不是专利特有的问题#而是发明
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特点#这同样适用于研发活动$通常促成一些很小的成功#

但有时候也会促成巨大的成功%"

!

全球各国专利法律和惯例的差异限制了各国专利统计数据的可比性"

因此建议使用同质的专利数据#如来自同一专利局或不同专利局同一类型的
数据"

!

多年来专利法律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分析专利长期趋势时保持谨慎"

自12世纪62年代早期以来#各国都加大了对专利权人的保护力度#这样企
业就更倾向于去申请专利" 多年来#专利所覆盖的技术列表已变得越来越
长#而一些国家以前不能申请专利的技术#如软件!基因序列等#现在也已可
以申请专利" 其他变量#如专利局的管理也可以对专利计数有显著影响#尤
其是特定时间段所授予的专利数量"

!

由于是在复杂的法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成的#专利数据很复杂" 因
此在编制和解释专利数据时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是很重要的#以防止做出
错误的结论"

以上所述的多数限制因素#可以使用适当的方法克服数据偏差和局限性
对专利统计数据的影响" 例如#专利价值偏态分布的问题#可以通过依据引
用次数对专利计数赋予权重#或通过选取具有类似价值的专利子样本$如具
有高价值的三方专利#见第<章%而得到解决" 同样地#为解决不同产业部门
申请专利的倾向性偏差#我们可以将分析限于某一个特定的产业部门#或是
赋予数据适当的权重"

根据所处理的问题#专利数据可与其他一些数据$如研发或创新活动调
查数据%一道使用#用于研究创新和技术活动" 通过组合使用各类数据#能够
确证$或否证%从单个数据来源中得出的解释#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例如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研发活动的成功程度可以从专利申请数量中推断
出来" 一些研究人员已将专利数据和其他数据$如研发调查数据或其他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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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尤其是私营数据库%联系起来使用#而另一些研究人员为更好地测度某
些变量#则开发出与专利数据互补的特殊调查方法#如就专利使用而对科技
公司进行的调查$卡内基梅隆调查,#(,/G等# 1222%#为了解专利产生的过程
或专利价值而对发明人进行的调查$:&-)&0H/..&等# 1223%等"

!?(#专利数据库
专利数据库很早就被开发出来了" 由于专利数据库记录了已获得专利

的现有技术#包含有文献目录信息$见第1?@节%和专利文件全文#这是专利
局进行研究和审查专利程序的基本工具" 在过去42年间#数据库已经扩大#

包括专利数据和其他信息#如公司的信息$例如在对申请人的名字标准化后
与公司的名称列表相匹配%!产业分类信息!根据发明人或申请人的地址对其
所属地域或地区进行编码等"

专利数据库还可包括审查过程的额外信息#如专利审查!专利申请提交
和公告的法律地位" 一些其他类型的数据则很少进入专利数据库" 例如#审
查过程中或专利生命期内所有权的变化就很少能在专利局的传统数据库中
获得"

尽管专利数据来自于专利主管机关#但私营实体也使用该数据建立和出
版专利数据库" 使用者需注意数据库中所包含的专利信息的类型#以及统计
数据和指标所反映的信息类型"

为统计和研究之目的而被广泛使用的专利数据库包括+由贾弗!特拉滕
勃格和霍尔$%&LL/# E0&XF/G)/0S和V&..%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T"Q%和凯
斯西储大学研究人员协助下创建的NT"Q专利引用数据文件,由欧洲专利局
$"D!%和经合组织专利统计工作小组创建的"D!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又
被称为"D!DIE*EIE%,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数据库$BBD%#该数据库从日本
专利局收集内部专利信息$*/909VK(XJG'&数据%"

!?)#研究主题
基于专利数据的指标和研究非常多样化#包括出版形式$统计目录!政策

报告!学术研究论文%#数据汇编的层次$国家层次!地区层次!公司层次#产业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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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技术领域层次%#所采用的方法$编制指标#进行经济计量预测%#所处理的
分析性或政策性问题等" 以下列举了部分使用专利数据的大量文献所研究
的主题+

!

技术绩效" 专利被用于监测企业或其他组织!地区或国家的技术绩
效" 与其他一些产出指标如出版物相比#专利是测度技术开发活动更为恰当
的指标" 专利有助于追踪某一技术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的技术$例如反映技
术优势的指标%及它们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 作为技术绩效的指标#

地区或国家$或企业%的技术专业化或技术优势的程度可帮助政策制定者识
别国家或地区创新体系中的优势领域和劣势领域"

!

新兴技术" 专利数据是跟踪新兴技术$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崛起的
独特手段#有时甚至是唯一可用的手段" 通过使用关键词或在摘要和专利描
述中进行检索#可以建立起特定的技术领域" 通过在专利文件中所提供的详
细信息#可以发现在这些技术领域内活跃的企业或机构!发明的模式$如机构
间合作%!技术集群的概况等" 专利数据可与科技出版物的数据一道使用"

商业调查通常在技术开发的后期阶段才进行#其原因是调查需要提前获取该
技术领域准确的知识#尤其是活跃主体开发的技术知识"

!

知识传播和技术变革的动力" 由于专利提供了有关发明是如何进行
的和现有技术的详细描述#专利成为了知识转移可靠的测度指标" 专利引用
显示新发明对以前发明的使用#从而可发现特定发明的影响#以及它们在经
济体系中的传播" 引用其他专利或非专利文献$主要是科技出版物%#对知识
的跨组织$如企业到企业或大学到产业界%!跨地区和>或跨技术领域转移#以
及对特定发明实体带来的知识外溢$如跨国公司到国内公司#或从公共研究
中心到产业界%进行量化#是非常有用的"

!

发明的地理属性" 尽管原始数据统计的质量问题会使得专利按地区
分类的工作量较大#但由于专利文件记载了发明人和申请人的地址#专利可
按地区的详细程度进行分类" 这样专利数据就可被用于研究发明的地理属
性#如本地参与方$大学!小企业!大企业等%在地区或国家创新中所起的作
用#它们之间的互动#区域技术专业化的概况和影响等"

4@

!

创造性和社会网络" 专利信息可被用于跟踪发明人个人的事业生涯
和业绩#如他们的工作领域!地理位置!雇主,或用于分析发明人的社会网络#

如谁和谁合作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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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的经济价值" 一项发明的价值是其经济影响的重要标志" 专利
数据为获取有关发明价值的信息提供了独特的手段" 一项专利的价值与其
被引用的次数和质量之间的相关性已得到证实#这方面的信息可用来编制专
利相关价值的指标" 通过将申请人的名字和公司数据相匹配#专利数据可与
经济数据#如股市数据!会计数据等连接起来"

!

研究人员的绩效和流动性" 专利文件中记载了研究人员的名字#因
此就可以从研究人员着手来研究发明能力" 在数据库中数以百万计的名
字中识别出一个人的名字并不容易#这涉及大量的数据筛选工作" 但这方
面的信息可被用于研究以下问题+研究人员跨公司或跨国家的流动#不同领
域档案资料的差异#合作研究#性别问题$当通过结合互补数据可识别出时%

等$E0&XF/G)/0S等# 122=%"

!

大学在技术开发中所起的作用" 通过汇编大学所获得专利的数量!

专利的被引用次数等#可反映大学在技术开发中的影响" 此外#大学在技
术开发中的影响也可以从产业界申请的专利所引用的学术研究中得到反映
$N&09G等#4555%" 越来越多的国家专利数量被资助机构或部门用于评估被
资助的学术机构或个体研究人员的绩效"

!

研发活动的全球化" 专利包括跨国公司发明绩效和活动的信息" 通
过申请人和发明人的地址#可跟踪国际联合发明的模式和力度$测度不同国
家的发明人研究协作的指标%#外国对本国发明所拥有的所有权#以及本国对
外国发明所拥有的所有权"

!

企业的专利申请策略" 从专利文件中还可以获得有关专利申请历史
的信息" 这些信息显示发明的时间表#专利申请通过专利局审查的过程#以
及申请人的策略$指定的国家!等同专利!优先权日期等%" 这些信息有助于
识别专利所有者的市场策略#尤其是专利拥有人寻求在哪些国家获得专利保
护及这些国家重要性的排序"

!

评价专利制度的效力" 专利数据还可用于评价专利制度在促进发明
和知识传播方面的效力" 如# 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从专利制度
中得益. 申请人所采取的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负面信息所影响. 特定
专利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

!

预测专利申请" 随着时间的推移#汇编的专利数据还有助于预测未来
对专利的需求#这对专利局的预算规划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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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专利制度的内部运行" 毫不奇怪#专利数据还可被用于监测专利
制度本身#即企业申请专利活动的规模!专利局的运作方式等" 不过这并不
是本手册关注的重点#本手册重点关注的是把专利数据作为技术指标" 在很
多情况下#在监测专利制度时应当采用不同的统计规则" 例如#从经济视角
看#仅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日期#如检索报告的签发日期#可能没有什么用处#

但在评价专利局的绩效时则可能会非常重要" 这种数据主要是专利局使用
的$见每年由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的&三方统计报
告'#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各种统计出版物%"

注释
4?一些司法权为一些发明$如药品等%提供了延长的保护期#旨在对因专利批准的延

迟而推迟了新产品上市的时间做出补偿"

1?尽管大多数方法学和专利指标均适用于专利$在美国被称为)实用专利*%和实用
新型#但这里的重点是前者#原因是专利较实用新型为发明提供了更为标准化的知识产
权" 实用新型或称)小专利*#与专利一样给予其持有人以市场独占性" 与专利相比#它
们的保护力度更弱$有效期更短#通常为=年或42年%#更容易获得$适用较宽松的专利
性标准%#且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可以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这一程序允许主张第一优先权#同时又保留以后在成员国提交实际专利申请的权
利" 国际专利申请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国际阶段#在这个阶段专利保护未决#直至
一个单一专利申请向&专利合作条约'一个缔约国的专利局提出时为止" 第二个阶段为
国家和地区阶段#在国际阶段之后#通过向&专利合作条约'缔约国的专利局分别提交必
要的文件#专利权得到持续" 授予专利的决定依然由每一个所指定的国家或地区专利局
做出"

<?在欧洲#集中化的欧洲专利异议程序#以及集中化的欧洲专利上诉程序可替代法律
诉讼程序#使得专利被撤销"

3?遵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标准#两个字母组成的BNB$代码$鉴别书目资料的国际
代码%为识别专利文件标题页上的书目要素" 它们有助于统一专利说明书和相关材料的
用法和外观#并可以在不使用外语或脚本的情况下提供传达相关信息方法"

=?商业秘密受&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框架中的法律保护$见第@5条%"

C?市场支配力的强度和持续期限取决于多个因素#如技术可替代性的程度#技术变化
的速度等"

6?超出知识产权权限的一些使用专利的方法#能够限制技术市场的竞争#例如试图把
其他未获专利的产品或材料与获得专利的发明一起销售$搭售%,在专利授权范围以外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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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受许可人的业务$捆绑%,对再许可行使否决权,设定的专利权使用费与专利产品的销
售额相比不合理等"

5?相比之下#4554-1223 年期间#日本专利局的专利申请数量相对稳定$!"#$#

122C%"

42?在专利授予后发生的专利所有权变更并不都记录在专利数据库中" 在多数专利
局#如果发生所有权变更#专利局最后发布的信息需包含所注册的新所有权人及其前手所
有权人#但这并不是强制性要求"

44?在一些情况下#申请人可要求在习惯性公布日期前公布专利申请$见第@?@?1节%"

41?在一些专利局#由于被驳回或未缴费#或在出具不利的检索报告后因申请人自身
业务的原因而撤回专利申请#专利申请可能在审查过程中)失效*"

4@?在解释地域性专利数据时#须特别注意#尤其是对公司的发明活动#原因是它们在
多个地点从事研究活动#发明的地址不一定就是实际进行研究活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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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GH T?8&G D(FF/.;)/0S,/$122C%# E,/"+(G(-9+;(LF,/"J0(O/&G D&F/GF

*K;F/-#!̂L(0H ZG98/0;9FKD0/;;?

V&S/H((0G# %?&GH [?#.((HF$122@%# )[/&;J09GSBGG(8&F98/D/0L(0-&G+/?B;F,/0/&G

&H8&GF&S/9G J;9GS-J.F9O./9GH9+&F(0;.*# Q/;/&0+, D(.9+K# W(.?@1# OO?4@=3P4@C5?

U/../0# Q?E?&GH \?"?V(..&GH $4561%# )E,/[/&;J0/-/GF(LD/0L(0-&G+/&-(GS

Q]$D0(L/;;9(G&."-O.(K//;+IM(GS9FJH9G&.IG&.K;9;*# B"""E0&G;&+F9(G;(L"GS9G//09GS

[&G&S/-/GF# N(?15# OO?3<P36?

M/89G#Q?#?#I?U?U./8(09+'#Q?Q?N/.;(G &GH *?:?\9GF/0$456C%#)IOO0(O09&F9G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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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J0G;L0(-BGHJ;F09&.Q/;/&0+, &GH $/8/.(O-/GF*# T0(('9GS;D&O/0;(G "+(G(-9+I+F989FK#

W(.?@# OO?C6@P612?

D&89FF# U?$4566%# )Z;/;&GH I)J;/;(LD&F/GF*F&F9;F9+;*# 9G I?Y?%?8&G Q&&G $/H?%#

V&GH)((' (L_J&GF9F&F98/*FJH9/;(L*+9/G+/&GH E/+,G(.(SK# ".;/89/0*+9/G+/DJ).9;,/0;#

I-;F/0H&-?

H/Q&;;/GL(;;/# :?&GH T?8&G D(FF/.;)/0S,/$1226%# )ID(.9+KBG;9S,F9GF(F,/Q]$

D&F/GFQ/.&F9(G;,9O*# ZMT\(0'9GSD&O/0?

*+(F+,-/0# *?$122<%# BGG(8&F9(G &GH BG+/GF98/;# [BED0/;;?

E0&XF/G)/0S[?# :?*,9LL&GH Q?[/.&-/H $122=%# )E,//N&-/;:&-/0+V&0G/;;9GS

BG8/GF(0;0 D&F/GF$&F&L(0"+(G(-9+Q/;/&0+,*#NT"Q\(0'9GSD&O/0;41<C5# N&F9(G&.TJ0/&J

(L"+(G(-9+Q/;/&0+,#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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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欧洲专利局专利申请的标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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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为样本#不是实际申请书的复印件"

图#$%!$#"日本专利局专利申请标题页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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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的专利申请的标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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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专利申请的标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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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专利体系和申请程序

$?"#导言
为获得一项发明专利#拥有发明的个人或机构$企业!公共或私营机构如

大学!政府机构%必须向专利局提出申请" 希望在多个国家获得专利保护的
申请人可以分别在每个国家提出申请#首先向地区专利局或是向国际专利局
提出申请#然后申请在所寻求专利保护的国家进入国别适用阶段"

专利申请和受理遵循严格的行政和法律规则与程序#这些规则和程序在
国际条约和国家法律法规中有规定#这对专利数据的价值和意义都有直接的
影响#因此在解释专利统计数据时有必要将它们考虑在内" 由于这些规则在
各国并不完全一致#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变化#同时程序的微小变动也
可能对数据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充分考虑这些程序和规则是非常重
要的"

本章介绍了几个最重要专利局的专利申请程序概要和专利申请路径#包
括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合作条约" 本章首先介绍
了所有专利局的通用规则#然后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规则的差异#最后论述
了专利的国际申请程序"

根据国内法律和国际协定#授予专利的程序#对专利权人的要求#有时还
包括独占权的范围#在各个国家有相当大的差异" 很明显#所有国际的或地
方的专利申请#最终都必须经所寻求保护国家的国内专利局确认" 因此#一
国专利局对专利申请过程和专利授予后活动$如维持!实施和宣告专利无效
的程序%的具体规定#决定了专利如何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 在选择特定
的专利数据和计算及解释专利指标时#需将这些方面考虑在内"

$?!#专利申请的核心程序
获得专利的程序涉及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在所有国家都相似+



!

第一步#寻求专利保护的主体$通常为企业#但也可以是个人!大学
或政府机构%必须向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 在申请书中#申请人必须足够
详细地披露发明#即可以让普通水平的人能够理解和使用发明" 申请书中
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权利要求的部分#即申请人所列出的要求享有发明独
占权的部分" 申请人必须缴纳一定的行政规费#各专利局的收费标准有很
大差异"

4

!

第二步#专利局任命一名审查员$或由组长领导的审查员小组%负责受
理申请#审查员被认为是该技术领域内的专家" 通常审查员首先进行新颖性
审查#这涉及核对与特定发明有关的现有技术的文件" 这些文件包括与发明
或与其部分有关的已有的科学技术文献#并制定判断发明新颖性的现有技术
文件" 一般而言#只有其出版日期是在申请日期$或优先申请日期%之前的文
件#才会被检索" 专利申请文件#连同检索报告#在申请日期之后的46个月
公布$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的一些申请存在例外情况%"

1

!

第三步#审查员$通常为但并不一定非要是以上第二步中所述的审查
员%研究专利申请#以确定发明与此前通过检索发现的现有技术相比#是否具
有)非显而易见性*和独创性" 申请人有权提交书面意见书来讨论审查员的
调查结果和对搜索到的文献进行解释#如果必要的话还有权修改申请书中定
义的权利要求" 授予专利意味着未发现有驳回申请的理由#且所有可专利性
的标准均已达到#包括+可获专利的主题!新颖性!独创性$对所属技术领域内
的技术人员而言非显而易见%!产业可利用性$见专栏@?4%"

!

第四步#在授予后#专利可在最长为12年$自申请日算起%的期限内维
持有效性"

@ 为维持专利#专利持有人须向专利局缴纳续期费$在多数国家是
每年缴费%#否则专利局将撤销未续期的专利" 一项专利可被提出异议#通常
是由认为该项专利无效的竞争对手提出#他们认为专利申请中存在专利局
未发现的重大缺陷或专利局未正确按照法律规定授予专利" 在一些司法
权区内#可通过专利局和法院对一项专利提出异议#如在欧洲专利局提出
异议#通过上诉委员会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要求重新审查#在日本专利局启
动宣告专利授予程序无效的诉讼" 在执行专利法规时#法院具有最终的决
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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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可专利性标准
!

可获专利的主题+为获专利#一项发明必须涉及特定的知识领域#即具有)技
术性*" 在不同的司法权区#法律的规定更为具体#但也有一些差异" 在所有司法
权区内#艺术创作!自然规律和抽象的概念都被排除在可获专利的主题之外" 软件
和商业模式在美国可获得专利#而在日本#对软件和商业模式的可专利性限制很
多#欧洲的限制更为严厉$将软件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

!

新颖性+为获专利#一项发明必须具备新颖性" 这意味着在专利申请日之
前#该项发明未以任何方式为公众所知#且未在任何出版物中有过描述" 新颖性是
一个普遍概念#即如果类似的现有技术在另外一个国家以任何语言和在任何时间
段被发现已存在#该项发明则不具有新颖性"

!

非显而易见性>独创性+即使一项发明在严格意义上被认定是新颖的#如果
所属技术领域内的技术人员认为该发明不具有独创性也不能获得专利" )显而易
见性*是一个关于技术的法律术语#在不同的国家使用意义不同" 为获专利#一项
发明必须具有独创性即具有)非显而易见性*#这是绝大多数专利法的一般要求"

)独创性*主要在德国!英国和&欧洲专利公约'中使用#而)非显而易见性*主要在
美国专利法中使用" 在美国#判定显而易见性的标准是+如果可获专利的发明和现
有技术之间的差异#在发明做出之日对所属技术领域内普通技能的技术人员而言
是显而易见的#则该发明被认为具有)显而易见性*" 在欧洲#如果一项申请专利的
发明是以非显而易见的方式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则该发明被认为是具有独创性"

!

产业可利用性+这一要求旨在将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区分开来" 这里的)产
业*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例如包括农业#但不包括通过手术或诊治等对人体或动物
进行治疗的方法" 所谓的)永动机*也不符合该标准" 在美国#这一要求被称为)实
用性*#不过该术语的解释和范围总体上和产业可利用性是一样的" 国际专利条约
通常将)实用性*和)产业可利用性*视为同义词使用"

在国家$或地区%专利局注册的专利仅受该司法权区的保护" 例如#由美
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专利仅在美国境内有专利权" 如果发明人$申请人%希
望在日本获得同样的专利权#则须直接向日本专利局提出申请或通过&专利
合作条约'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申请" 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专利申
请不影响向国家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

在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申请专利保护的决策首先取决于申请人的经
营战略" 在大多数情况下#专利申请人向发明人或申请人所在国家的专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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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请#以在国内市场上保护发明#然后再向外国专利局提出申请" 不过#

并未强制规定申请人的首次申请必须是向所在国专利局提出#申请人可向全
球任何一个专利局提出首次专利申请" 不过美国规定#去外国申请专利可能
事先需要获得外国申请许可"

首次申请提交的国家被称为)优先权国家*#首次申请提交的日期一般被
称为)优先权日期*" 为了统计的目的#由本国居民申请人向所在国专利局提
出的专利申请出于统计目的被称为)国内申请*#由非本国居民申请人提出的
专利申请被称为)外国申请*"

@?1?4A专利法的国际统一
为简化专利申请过程!提高发明人或申请人在多国进行专利申请的效

率#多年来已达成了多个国际协议" 这些申请和审查程序受国家$或地区%专
利局规则和法规以及相关国际条约$如&巴黎公约'和&专利合作条约'等%

约束"

12世纪52年代#各国相当数量的专利规则进行了统一#其中尤为突出的
是通过世贸组织订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见专栏@?1%" &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由世贸组织管理的国际协定#它规定了世贸组织
所有成员国大多数知识产权法规的最低要求" 该协议于455<年在关贸总协
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时达成的#它包含并建立在以下内容之上+由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管理的最新的国际知识产权协定#45世纪62年代订立的&保护
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和&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 该协议把
国际贸易基本原则应用于成员国的知识产权事务之上#包括国民待遇原则和
最惠国待遇原则"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引入的主要变化包括+专利
的法定有效期至少应为申请日后的12年,专利应涵盖所有技术领域#包括药
品#此前很多国家的专利保护将其排除在外,专利应在优先权日后的46个月
公告" 进入14世纪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对专利法律
法规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旨在进一步统一各国的专利法律和程序#不过这
已被证明是很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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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主要规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目标在其第C条中载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

权力行使#目的应在于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的转让与扩散#以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福利
的方式去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互利#并促进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与其他
知识产权国际协议不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引入了一个争议解决机制#

可对违规的成员国实施贸易制裁" 特别地#该协议涵盖了版权和相关权利#如表演
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者的权利#以及地理标志$包括原产地名称%!工业设
计!集成电路布图的外观设计!专利$包括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商标!商业外观!不
得披露或保密的信息$包括商业秘密和测试数据%等事项" 该协议的第@ 条和第
<条为世贸组织成员国规定了两条主要原则+

!

第@条国民待遇+除巴黎公约45=C年文本!伯尔尼公约45C4年文本!罗马公
约及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已规定外#每一缔约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对其他成员
国所提供的待遇不得低于其本国国民"

!

第<条最惠国待遇+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某一成员国提供的其他国家国民的任
何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均应立即无条件地适用于全体其他成员国的国民"

@?1?1A专利申请的费用和持续时间
对申请人而言#申请专利会发生较高的费用" 根据授予过程和专利的维

持保护#专利申请的费用可细分为四大类+

!

行政费用+申请费!检索!审查!国家认定!授予>公告费#以及验证费
$欧洲%"

!

申请过程费用+与编制专利申请文件和申请人了解申请程序$与审查
员和专利局的交流%有关的费用" 这些费用包括内部发生的费用$公司的知
识产权部%或外部费用$私人专利律师%"

!

翻译费用+如果在国外申请还要产生翻译费" 该费用主要在专利授予
后一次性发生#具体取决于专利文件的页数" 专利申请的国家越多#翻译费
也越高"

!

维持费用+指在最长为12年的专利有效期内为维持专利的有效性而
缴纳的续期费#加上可能需要支付给专利代理机构的费用"

< 在不同的国家#

续期费收费标准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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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种费用#专利还存在执行费用#即为了保护专利权而发生的发
现和打击专利侵权$如通过法律诉讼%的费用#或针对专利权的异议而发生的
抗辩费等" 专利费用计算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专利费用的几个组成部分
并不容易量化且取决于专利申请人的动机" 专利费用由多个因素所决定+如
权利要求!页数!申请路线!外部服务的质量!期望的受理速度和专利保护的
区域范围等" 大型专利$即权利要求更广和>或页数更多%和希望在&欧洲专
利公约'大多数成员国申请的专利#无论是程序费用还是外部费用都较高"

此外#专利费用还与专利申请程序所耗费的时间$尤其是当专利代理人和
专利局之间有大量的书面沟通时%以及与专利授予过程的期望速度相联
系" 鉴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利费用有很大的可变性#因此很难
给出有意义的专利申请的平均费用" 此外#该费用还应与所覆盖市场的规
模相关#即为发明寻求独占性而适用的潜在市场"

122<年进行了一次有关专利申请费用的调查1欧洲专利局>罗兰贝格
$Q(.&GH T/0S/0%管理咨询公司# 12232 " 122@ 年#获得标准欧洲直接专利
$直接向欧洲专利局提出的申请或延展先前进行的国家专利申请%的费用约
为@2 3@2欧元$欧洲专利局和罗兰贝格市场调研机构%#而获得)欧洲-

D#E*专利$依据&专利合作条约'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专利局指定为欧
洲专利局%的平均费用约为<= C22欧元"

3 它与获得欧洲直接专利所发生费
用的差异主要源于更高的翻译费和更多的申请书页数$包括专利申请保护范
围和专利说明%#以及与国际阶段有关的行政收费和在更多国家得到确认$从
=个增加到6个%所发生的额外费用" 一个欧洲国家$欧洲专利局成员国%的
一家公司为获得一项欧洲直接专利授权和确认其法律效力#平均将支付
1< 422欧元" 一家美国公司为获得由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一项专利#将支
付42 132欧元" 一家日本公司为获得由日本专利局授予的一项专利#将支付
3 <=2欧元" 相比之下#欧洲的专利费用更高#其主要原因是受理和确认阶段
所发生的翻译费用高" 尽管专利局的收费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各有不同#但
行政收费并不是造成总费用出现较大差异的主要因素+欧洲专利局为@ <C2

欧元#美国专利商标局为1 232欧元#日本专利局为4 3C2欧元"

在不同的专利局#专利申请程序所持续的时间也有很大差异#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1223-122=年#欧洲专利局的平均审查时间$从申请
到授予的时间%增加了6!#达到约<<个月" 在日本专利局#平均审查时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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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4?6个月" 而在美国专利商标局#审查时间继续在增加#1223-122=

年#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审查时间从@2?=个月微升到@4?@个月$&三方统计报
告'#122=%" 审查时间的增加导致了其他的统计问题" 例如#专利申请和授
予数量的年度统计数据越来越不连贯,专利申请程序统计数据$授予率!驳回
率!撤回率%长期受到扭曲#时间趋势也难于解释"

专利申请程序的各个阶段都生成大量有关申请保护发明的信息" 专利
申请程序各阶段的信息有助于深入了解申请人的策略#但同时也产生了统计
方面的困难+

!

首先#自优先权日后的46个月之内#没有可用的统计数据#其原因是
专利申请在优先权日之后的46个月才公布"

= 这在法律上限制了专利数据的
及时性#对分析人员构成了障碍"

!

检索报告包含很有价值的信息#如对现有技术参考文献的说明$专利
参考文献和非专利参考文献%等#它们可被视为专利所包含的现有发明"

!

专利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专利的国家列表#或申请采用的国际路线
$&专利合作条约'%#反映了申请人的市场战略$本地!地区或全球市场战
略%" 它还反映了发明的价值#因为申请人预期从获得专利的发明中取得的
收入应该超过将发生的专利申请费用"

!

专利申请程序持续的时间#$专利局做出决定所耗费的时间%既显示出
申请人的策略$申请人可寻求快速授予或延长授予程序%#又显示出专利局的
工作效率$管理能力%" 事实上#一项申请被授予或被驳回显示出了专利申请
的质量"

$?$#专利申请的国家和地区程序
所有专利局都有其特别的法律法规#且这些法律法规在上述核心问题之

间也有差异" 差异可以是)专利实体法*$哪些是可专利的#哪些是不可专利
的等%上的差异#也可以是)专利程序法*上的差异#尽管二者之间的界限并
不总是很清楚" 欧洲专利局由于其是一个地区>国际专利局#而不是一个国
家专利局#其程序是最为特别的" 表@?4概括了三大专利局规则的一些主要
差异" 国际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旨在将来消除这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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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大专利局之间的差异
欧洲专利局 日本专利局 美国专利商标局

A专利授予基于A先申请 A先申请 A先发明
A专利有效期 A12年 A12年 A12年
A申请语言

A英语!法语或德语&

A日语)

A英语+

A覆盖区域 A欧洲专利公约成员国
A和延伸国家H

A日本 A美国

A请求审查 A是#=个月内
A是#@年内/

A否

A申请的公布 A优先权日起的46

A个月
A优先权日起的
A46个月

A优先权日起的46

A个月L

A是否有一些主
题被排除在可专
利性之外或不被
视为是发明.

A是S

A是,

A是9

A异议制度
A有X

A没有
A没有'

AA&?申请人可用&欧洲专利公约'成员国的任何一种官方语言提交专利申请" 不过#在提交申请的@个月内#且不
能超过最早优先权日期的4@个月#申请人需要把专利申请翻译为欧洲专利局的三种官方语言$英语!法语!

德语%中的一种"

)?可以用日语提交专利申请#而说明!权利要求!图纸和摘要可用英语提交" 在首次申请日起的4<个月内#须
提交英语文件的日语翻译件"

+?可用任何语言提交#但其前提条件为+英语翻译件需在1个月内提交"

H?一项欧洲专利并不一定在所有&欧洲专利公约'成员国$或延伸国家%都提供保护" 在欧洲专利局授予专利
后#申请人必须在各国的专利局分别确认该项专利#以使得专利在这些国家生效"

/?请求审查的时间段+自1224年42月起为提交专利申请后的@年#在1224年42月前提交的专利申请#则为C年"

L?对未在也将不在外国提出的专利申请#如果申请人要求不公布#则可以不公布"

S?不被认为是发明的主题包括+发现,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艺术创作,思维活动!操作游戏或商业活动!以及计
算机程序设计的体系!规则和方法,信息的呈现" 被排除在可专利性之外的主题+植物或动物,人体或动物的
手术或治疗方法#或者对人体或动物的诊断方法"

,?不被认为是发明的主题包括+发现,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思维活动,信息的单纯呈现,商业方法,人体孤立的
部分,人体或动物的诊断!治疗或手术方法"

9?不被认为是发明的主题包括+科学理论和)抽象的*数学方法,思维活动,信息的呈现,传统知识"

X?在欧洲专利的授予公布后的5个月内#任何人都可向欧洲专利局对所授予的专利提出异议" 但仅出于以下理由
提出异议+专利主题具有不可专利性,专利未清楚和完整地披露发明,或专利主题超出了所提交申请的内容"

'?重新审查程序+鉴于一项现有专利或已出版的出版物被认为对专利中任何权利要求的可专利性有影响#则可
在专利授予后对其申请保护范围的有效性进行审查" 现有专利拥有人或任何第三方可在该专利授予后的任
何时间要求重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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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专利局的专利授予程序并不是相同的" 例如#欧洲专利局的审查分
为1个阶段$检索和实体性审查C

%#而在日本专利局或美国专利商标局进行
的审查程序中#这1个阶段的工作一并执行" 在审查后#专利局将其决定通
知申请人$通知形式+欧洲专利局为专利授予通知,日本专利局为专利授予决
定,美国专利商标局为准许通知%" 如果一项专利不能按其申请的形式授予#

专利局将告知申请人驳回申请的原因$通知方式+欧洲专利局为审查报告,日
本专利局为驳回理由通知书,美国专利商标局为驳回通知书%" 驳回申请后#

申请人可对申请做出修改#尤其是权利要求#之后审查程序重新启动" 只要
申请人继续对申请做出适当的修改#审查程序的这一步骤将一直持续" 最
终#专利或被授予#或被最后驳回#或被申请人撤回" 在这三大专利局#申请
人都可在专利被授予或被最后驳回前的任何时间撤回或放弃申请" 在以下
部分#我们将更为详细地描述专利局之间的差异#在计算专利统计数据时需
将这些差异纳入考虑范围"

@?@?4A美国专利商标局
美国宪法赋予了国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而制定法律的权

力" 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专利制度的法律汇编在&美国法典第@3编'之中#

并据此创立了美国专利商标局"

在标准专利程序方面#美国专利商标局和其他国家专利局有以下不同#

其中一些是美国专利体系特有的+

!

美国基于)先发明*而授予专利#而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基于)先申请*

而授予专利" 这意味着在美国专利商标局首先申请的申请人的权利会面临
来自主张已先发明但尚未提交申请的另一方的异议"

!

美国在评估发明的新颖性方面有所谓)宽限期*" 发明人在宽限期内
$最长可为申请专利前的一年%在出版物$如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在评
估发明的新颖性时将不予以考虑"

!

自4553年美国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纳入其国家法律体系
起#专利的法定有效期为申请日起的12年#此前为授予后的4C年"

6 续期费
须在专利授予后的第@?3!C及44?3年缴纳#而在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续期费
每年缴纳"

!

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专利申请即被自动认为是请求审查$而在其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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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国家#申请人在收到检索报告后都有一段时间来决定是否提交审查
请求,如欧洲专利程序%" 美国的程序意味着即使申请人在检索后认为其发
明的新颖性是不确定的#也必须继续进行审查程序" 不过越来越多的向美国
专利商标局提出的专利申请都采用&专利合作条约'#这样这一规则就不适用"

!

直到最近#美国专利还仅在授予后才公布" 但这一做法已经改变#除
专利被撤回或申请人在申请时要求不予以公布外$若申请人声明将不在其他
国家提出专利申请#把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首次申请作为优先申请#则可以
请求不予以公布%#目前专利申请在申请日后的46个月公布"

!

在提交专利申请时#申请人$或发明人%须提供现有技术现状的列表"

与欧洲专利局的专利申请程序不同#从发明人到专利代理人#每一个在美国
申请专利的参与者都负有)披露义务*#发明人$或其他申请参与方如专利代
理人%应将已知的#可能与发明的可专利性有关的任何现有技术告知美国专
利商标局" 这是一项法定要求#专利申请人未遵守该要求可导致专利被撤
销" 这一要求导致提交的现有技术列表数量大幅上升#为此美国专利商标局
在1223年建议申请人将所提交的参考数量限制在13个以内" 这一制度上
的差异可部分解释为什么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的引用次数明显高于其他专
利局$表@?4%"

!

自4553年=月6日起#美国专利商标局向发明人提供了临时专利申
请#以在美国提供费用更低的首次专利申请方式" 临时专利申请指在申请人
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前#专利申请将不会获得专利" 临时申请允许在申请时不
提交正式的权利要求#或不进行有关现有技术的任何信息披露" 同一发明人
在早前的一个或多个临时专利申请中所披露的发明#在正式进行一个或多个
连续专利申请时#该方法为确定专利的有效申请日$发明人所主张的优先权
日%提供了一种手段"

5

!

申请人可在提交申请后#因其研究的新进展或应审查员的要求#对申
请进行重大修改" 只要申请人继续做出适当的修改#这一程序就将持续" 这
样专利授予就可能被延迟" 这种部分延续申请案由包含受保护的新的材料
的二次或后续申请而产生#而原始申请则尚未授予"

!

如果已授予的专利被发现有缺陷#专利拥有人可放弃专利并再次提交
原始申请以修正缺陷" 例如#申请专利保护的范围超过已授予的专利#这就
是缺陷的一种" 发明人可重新提交更宽和>或新的权利要求的专利申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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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全面的保护" 不过发明人不能够在其发明的描述中添加发明的新特
性" 试图获得较原已授予专利更广保护范围而重新提交的申请#须在原专利
授予日起的两年内提出"

@?@?1A日本专利局
自12世纪62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的专利法已修改多次#与其他国家的

专利法更为接近" 就对统计的影响而言#日本专利局的主要特点如下+

!

日本专利局基于)先申请*原则授予专利#即两方就同一发明而申请专
利时#将向先申请的一方授予专利"

!

日本也有关于)宽限期*的规定" 在申请前的最多=个月#如果发明已
公布或已在审查专员指定的学术机构存在#或发明在政府主办的展览或专员
指定的机构已展示#将不被视为丧失新颖性"

!

在优先权日后的46个月#日本专利局在其&政府公报'中公布申请的
内容"

42不过在申请日起的@年内申请人必须提交审查请求#以开始进行实质
审查过程" 1224年#请求审查的时间期限从C年减为@年$1224年42月起
提交的专利申请为@年#1224年42月前提交的专利申请为C年%" 如果申请
人未在期限内提交审查请求#申请将被视为撤回"

!

申请人有很长的时间$最长可达6年%来决定是否提交审查请求#这也
许是向日本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比其他司法权区更多的一个原因"

规则的改变#也有助于解释122<年以后因)日历效应*而导致的专利审查请
求$和授予%数量的大幅度上升" 此外#直到45C3年生效的)权利要求单一规
则*也可以解释日本的专利申请数量居高的原因" 在其他司法权区#统一的
申请等同于统一的发明$如&专利合作条约'中定义的%" 这样就允许一组相
关联的发明构成一个单一的发明概念#在一个单一的申请中审查" 尽管已有
这些改革#向日本专利局提交的申请中所包含的权利要求还是明显低于其他
专利局" 发明人只需向其他专利局提交一次申请#而要获得同等保护程度#

则可能需要向日本专利局提交多个申请" 不过自12世纪62年代后期以来#

由于申请人为其技术寻求更广泛和更强的权利#每一申请中所包含的权利要
求的数量已经上升"

!

在日本专利局#授予日后前@年的续期费一次性缴纳#自第<年起按
年缴纳" 1221年5月4日#日本专利局引入了申请人在申请中需要披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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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技术信息的规定#并于122=年3月4日全面生效" 该规定要求专利审
查员对现有技术进行检索#对申请中所包含参考资料的数量没有限制"

!

第三方可针对由日本专利局授予的专利提出上诉" 即使专利注册后#

任何人都可因专利存在缺陷而提出上诉#要求法院宣告专利无效" 122@年#

日本引入这一制度#并进行修订#于122<年4月4日起正式生效#同时异议
制度被废除" 在新的宣告无效的诉讼程序下+$4%诉讼可在任何时候提起,

$1%在诉讼中#双方均适用当事人的程序,$@%原告可就维持专利权的判决向
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A欧洲专利局
&关于授予欧洲专利的公约'#又被称为&欧洲专利公约'#于45C@年签

订并于45CC年生效" 欧洲专利局44依据&欧洲专利公约'成立#并按照集中
化的审查程序授予欧洲专利" 以@种官方语言$英语!法语!德语%中的一种
提交一个单一的欧洲专利申请#即有可能在所有&欧洲专利公约'签字国获得
专利权"

41

!

在每一个&欧洲专利公约'签字国#由欧洲专利局授予的专利与国家专
利局所授予的专利具有同等的法律权利并遵循同等的条件" 在欧洲专利局
授予专利后#一项欧洲专利就与国家专利一样#须在指定国的国家专利局确
认#以使之在&欧洲专利公约'签字国生效"

4@在授予欧洲专利之日起的@个
月内#申请人必须完成各种手续" 例如#指定国的国家专利局可能要求申请
人将专利文件翻译为该局官方语言#并支付专利的公告费"

!

欧洲专利申请可源自+$4%直接向欧洲专利局提出申请#不主张优先
权#即首次申请,$1%在首次申请的41 个月内#延伸早前的国家专利申请,

$@%使用&专利合作条约'程序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 前两大类型的申请被
称为)欧洲直接申请*#而第三大类型的申请被称为)欧洲-D#E申请*" 图
@?4显示了欧洲专利局不同的专利申请路线" 自14世纪前期以来#从国家专
利局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在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总申请数量
中所占的比重已显著下降" 实际上#大多数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都
来自)欧洲-D#E申请*" 122=年#进入国家-地区阶段的D#E申请占到在
欧洲专利局总申请数量的=1!$在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日本专利局这一比例
分别为<=!和<3!,&三方统计报告'#122=%"

4<在三大专利局所授予的专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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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量中#D#E申请所占的比例也类似+122=年#在欧洲专利局所授予的总专
利数量中#D#E申请占到31!#而在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日本专利局#这一比例
分别为44!和3?4!$&三方统计报告'#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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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程序时间表

!

复杂的法律环境是造成统计困难的一个原因#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国
家专利*和)国家申请*" 严格来说#122<年以后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
请同时也是国家申请#其原因是如果专利被授予#申请人有权在相关国家获
得专利" 即使申请人无在该国寻求保护的意图$例如在一些欧洲小国%#该规
则也同样适用" 因此#)国家专利申请*就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 这不是欧洲
国家特有的#因为&专利合作条约'也规定了类似自动指定的原则$见@?<?1

节%" 因此#为编制一国国家专利申请详尽的统计数据#有必要综合使用国家
数据!欧洲专利局数据和&专利合作条约'数据" 此外#在任何国家都有效的
欧洲专利不仅包括由国家专利局审查和授予的专利#还包括由欧洲专利局授
予并经国家专利局确认的专利"

欧洲专利局程序的其他特点包括+

!

与美国专利商标局的规定不同#向欧洲专利局提交专利申请时申请人
可选择是否一并提交现有技术的资料" 审查员负责在检索报告中提供现有
技术的参考列表#作为判断可专利性的依据" 欧洲检索报告须包括最重要文
件的参考资料#或最早发表的同等重要的文件" 根据欧洲专利局的原则#一
份好的检索报告包含较低引用次数的所有相关信息"

!

在欧洲检索报告发布后#申请人必须在=个月内提交审查申请并缴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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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费用#否则视为撤回申请"

!

第三方可在专利授予后的5个月内对欧洲专利局授予的专利提出异
议" 这是有用的统计数据来源" 由于提起异议的过程会产生较高的费用#那
些被提起异议的专利很可能是为竞争对手制造出更多困难的专利#也即具有
更高价值的专利" 因此#一项专利被提起异议可被视为是该专利具有高价值
的标志$V&0,(LL和Q/9F̀9S#1221%"

$?%#国际专利申请

@?<?4A优先权原则
最早保护发明的国际条约为466@ 年签订的&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

约'#截止到1223年4月#该公约已有4=5个签字国" &巴黎公约'确立了)优
先权*制度#根据该制度#申请人在自首次提出专利申请$通常是在本国申
请%起的41个月内可在公约其他签字国进行后续申请#并主张首次申请的优
先权日期" 在订立&巴黎公约'前#外国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可以以发明不
再具有新颖性$因其已在先前的优先申请中披露%这一理由而被拒绝"

43

优先权规则对专利统计数据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一项发明的
国内申请日期和国外申请日期之间都存在着41个月的时滞" 也就是说#对
国内申请来说#)优先权日期*等于)申请日期*#而对国外申请来说#)优先权
日期*和)申请日期*间就存在41个月的时滞" 如果申请日期被用于反映发
明的日期#将会产生国内和国外发明时间的偏差" 优先权日期将恰当地反映
国内和国外发明的日期" 因此#在编制反映发明活动的专利统计数据时#建
议使用优先权日期作为参考日期"

@?<?1A!专利合作条约"

&专利合作条约'$D#E%于45C2年签订并于45C6年生效" 该条约由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BD!%管理" 截止到122=年C月@4日#D#E已有4@@个缔
约国" &专利合作条约'并不授予专利#而是为发明在其缔约国多国取得专利
权提供程序" 根据其程序#专利申请人首先向一个专利局$接收局%提交单一
的国际申请$D#E申请%#之后再在目标国进入专利申请的国家阶段"

4=所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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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国际的或地区的%最终都必须有一个国家身份#即需由所寻求专利保护
国家的国家专利局授予专利"

在功能性方面#D#E程序让申请人可以延迟国家或地区申请程序#从而
可在优先申请后长达@2个月内支付相应的费用和翻译费用" 因此申请人可
在向多国专利局提交专利发生高额费用前#就获得关于专利预期价值更多的
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D#E申请可被认为是未来向全球各国专利局提出申
请的期权"

D#E申请开始于向国家$或地区%专利局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国际
申请" 这必须在优先申请后的41个月内进行#但也可作为优先申请而立即
进行$图@?4%" 申请人必须是&专利合作条约'签字国的国民或居民" 一项
D#E申请默认所有&专利合作条约'签字国为指定国家$指定国家指申请人
希望在该国保护一项发明的国家%"

4C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收到申请后#申请被移送到指定的国际检索机关
$B*I%#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指定的专利局$包括如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
局!美国专利商标局等%" 国际检索机关编制)国际检索报告*#并与专利申
请同时公布" 它与国家程序下检索报告的编制方法一致" )国际检索报告*

列出可能对发明的可专利性有影响的已公布专利文件和已发表技术期刊文
章的参考资料" )国际检索报告*一般由国际检索机关在提交申请后的5个
月$如果为首次申请%和优先权日后的4=个月$如果为后续申请#即主张首次
申请的优先权%提供给申请人" 自122<年4月起#国际检索机关除编制)国际
检索报告*外#还编制详细的关于所申请发明可专利性的书面意见$\!B*I%"

国际检索机关的书面意见是根据检索报告得出的结果#对于发明是否符合可
专利性标准不具约束力" 国际申请和)国际检索报告*在自优先权日起的46

个月后公布#而国际检索机关的书面意见并不公布"

在收到)国际检索报告*和国际检索机关书面意见后#申请人还可请求进
行国际初步审查#并形成)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

是对发明的潜在可专利性的第1次评估"

进行国际初步审查的请求必须在优先权日后的11个月$或)国际检索报
告*签发后的@个月#以较晚者为准%内提出" 如果申请人未请求进行国际初
步审查#)国际检索机关的书面意见*将被转为)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

46最
后#在自优先权日起的@2个月后#国际阶段结束#申请进入国家或地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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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申请人实际希望申请专利的国家%"

45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所有国际或地
区专利申请最终都必须有一个国家身份"

应该指出的是#在D#E程序下#申请转入国家或地区阶段后#该步骤在地
区>国家专利局的公告需要大约=个多月的时间" 在欧洲-D#E程序下#专
利申请有效转移到欧洲专利局的信息在首次申请的优先权日后的@=个月可
获得" 该信息较晚才能获得对专利统计数据的计算和国家专利局专利指标
的时效性有很大影响"

12在下一章#我们将讨论时效性问题#并简要介绍各种
)及时预测*专利申请的方法"

注释
4?一般而言#在请求审查和专利局采取首次行动$如首份驳回通知书或授予专利的

决定%之间存在时间差" 在日本专利局#1223年的平均等待时间为13?6个月#而在欧洲
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平均等待时间分别为1@?6个月和1@?<个月$&三方统计报
告'#122=%"

1?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授予公告前或在日本的专利申请中#不提供检索报告"

@?许多司法权区延长药品的专利保护期#以弥补因行政手续方面的延误而推迟新药
品的上市时间"

<?在&欧洲专利公约'成员国的国家专利局#续期费每年缴纳,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续
期费在第@!C和44年缴纳" 收费一般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 在欧洲专利局授予专利后#

专利必须在寻求保护的&欧洲专利公约'成员国国家专利局得到确认" 在日本专利局#前
@年的续期费在专利授予日后一次性缴纳#自第<年起每年缴纳"

3?该金额包括欧洲专利局授予程序的费用!支付给专利代理机构的费用!翻译和确认
费#以及为维持专利而缴纳的续期费"

=?专利局为监测自己的工作而发布近期申请的总数量#但外部使用者无法获取该数
据#且无法为分析之目的而利用这些数据"

C?第4阶段为确定与发明有关的现有技术的状况#进行检索工作#申请人收到一份检
索报告及关于可专利性的初步意见" 第1阶段为实体性审查阶段#对发明的独创性和产
业可利用性进行审查"

6?在4553年=月6日前申请的专利及已在或将在4553年=月6日后生效的专利#其
有效期为专利授予日起的4C年或自最早申请日起的12年#以时间长者为准"

5?由于未根据现有技术对申请的可专利性进行审查#美国专利商标局对临时专利申
请的收费远低于对标准的非临时专利申请的收费"

42?从1222年起#向日本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可要求提前公布专利申请$在
申请日后46个月内公布%#以阻止第三方的模仿" 自专利申请公布日起#申请人可针对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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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行为提起索赔"

44?欧洲专利局不是欧盟的机构" 尽管12世纪C2年代以来就创立欧盟范围内的)专
利共同体*进行了多次商谈#但目前并无在欧盟内通行的专利" 在122C年<月@日发给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名为)增强欧洲专利体系*的通讯中#欧盟委员会认为)创立单一
的专利共同体依然是欧洲的关键目标之一*" 鉴于专利共同体难于达成一致意见#其他
法律协议已在欧盟法律框架之外提出#以降低所授予专利的翻译费用和诉讼费用#包括
&伦敦协议'和&欧洲专利诉讼协议'"

41?截止到122C年#条约的签字国达到@1个" 此外#欧洲专利局与3个国家签订)延
伸协议*#使得申请欧洲专利时若申请人请求#专利可延伸至这些国家"

4@?如果为指定专利保护国家而支付的费用总额至少为指定一个国家的C倍#则所有
缔约国均自动被视为已指定#但申请人依然可以从中移走任何国家"

4<?因此#较高比例的进入第1阶段D#E申请在欧洲专利局注册" 其原因是欧洲专利
局具有超国家性质#为在多个国家执行独特申请程序提供了机会"

43?此外#即使后续申请中的信息与早前的申请并不完全一样#或即使有多个)优先
申请*组合成一个单一国外申请#申请人也有权主张其优先权" 因此#在主张优先权时#

可以预料到有不同数量的专利申请已在各个国家提出"

4=?本手册交替使用)D#E申请*和)国际申请*这两个术语#含义相同"

4C?在122<年4月前#申请人必须在申请表中列出寻求专利保护的国家" 这条规定
在122<年4月后被废除" 不过申请人可以列出其确实不希望寻求专利保护的国家#尽管
申请费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46?)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为申请人提供了发明可专利性的额外信息#因此申请人
就能更好地决定专利申请是否值得继续进入国家>地区阶段"

45?不过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可设定超过@2个月的时间期限" 例如#可在自优先权日
起的@4个月进入欧洲地区阶段" 申请人也可以申请提早进入国家和地区阶段1第12条
第$@%款或第<2条第$1%款2"

12?在延续申请$如美国的部分延续案%的情况下#优先权日期之间$首次申请和在其
他国家申请%的时间间隔可更长$一般而言所有优先权日期指首次优先申请日之后的
4年%#这将影响其他司法权区公布专利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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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专利指标的基本编制准则

%?"#导言
为编制专利统计数据#必须选择适当的方法" 统计人员面临的问题是从

众多变量中选择用于编制统计数据的变量" 方法的选择对统计数据的选取
和解释有重大影响" 只有在对编制专利数据的准则和方法有充分了解的情
况下#专利统计数据的解释才有意义"

标准的选择取决于将要测度的现象和使用者的需要" 例如#向I国专利
局提出专利申请数量的不同指标#可被设计用来反映其他国家的发明能力#

各国实体$专利所有权人%在I国的市场支配力#或I国专利申请体系的吸
引力" 特别地#如果是测度各国的发明能力#那么计算指标的标准就应当是
发明人的居住国,而如果是测度发明的所有权#那么申请人的居住国则是最
适当的标准" 同样地#如果目标是评估国家在专利保护方面的吸引力#那么
申请人寻求专利保护的国家就是最适当的标准"

与编制专利统计数据有关的最常用的基本方法包括+参考日期!归属国#

以及国际可比专利集合$D#E专利!专利族%的处理" 基于这些标准#可以按
照技术领域!地区!机构来源等编制更为精细的指标"

我们不建议把来自不同专利局的指标合并在一起#这是一般规则" 例
如#在韩国由韩国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与在澳大利亚由澳大利亚人$或甚
至是韩国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没有可比性" 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同专利
局的法律和行政程序各有不同#同时在申请人的行为中存在本国偏好$与非
居民申请人相比#居民申请人倾向于在其本国提交更多的专利申请%" 因此
本章的分析适用于从单一的专利局得出的数据或适用于同族专利"

%?!#参考日期
选择一项专利所属年份的困难之处在于每一份专利文件均包括反映发



明时间!专利申请过程和申请人的策略等多个日期$$/0G9;等#1224,V9G /̀和
*+,-(+,#122<%"

!

优先权日期指为保护一项发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首次提交专利申请的
日期" 优先权日期是最早的日期#因而可被认为与发明日期最为接近" 第@

章描述了提交专利申请的各个路线" 专利保护的过程始于)首次申请*#即先
于任何将专利保护延伸到其他国家的后续初次申请"

4

!

申请日期是专利申请提交到一个特定专利局的日期" 在传统直接程
序下居民和非居民申请之间有41个月的时滞#而在D#E程序下最多可有@2

个月的时滞" 通常申请人会在国家专利局提交专利申请$该日期为优先权日
期%#然后直接向相关专利局提交申请$该日期为申请日期#与优先权日期之
间最长可有41个月的时滞%或通过D#E程序提交专利申请$D#E申请的时滞
为41个月#而转到国家阶段时滞最长可达@2个月%#将专利申请延伸到其他
国家"

1

!

公布日期指自优先权日期起的46个月#一些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
的申请除外#它们仅在授予时才公布" 公布日期反映了向公众披露发明信息
及统计人员可使用该发明信息的日期"

!

授予日期是指授权机构授予申请人专利的日期"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

专利授予平均需要@年时间#而在欧洲专利局平均需要3年时间#在一些情
况下可能需要42年时间"

为反映发明能力#专利申请过程会影响专利申请和>或授予日期指标而
使其出现一系列偏差" 专利数据受各种行政延迟$即审查过程%和专利申请
人的策略性行为的影响" 由于优先权日期和申请$或授予%日期之间的时滞
在各国之间各有差异#如I国的发明人通常在发明出现后就立即在I国的
专利局提交专利申请#而外国人将在4年后申请$优先权年份%#因此各国
之间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所以#根据专利申请年份对1种类型的发明数
量进行统计意味着分析人员利用这些数据对不同年份的发明进行比较#但
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或技术增长迅速的国家#这种统计方式可能引
起偏差"

使用授予日期意味着+$4%数据限于已授予专利的发明#不包括未授予专
利的申请,$1%所使用的信息已经是过去的信息$授予专利平均要花@ R3年
时间%,$@%一起统计来自不同年份的发明" 在所有专利局#都有受理和审查

3<

第<章A专利指标的基本编制准则



时间#在一些情况下可能耗时非常久" 由于每个专利局授予专利所需时间有
差异#因此#严格来讲#授予专利的统计数据在各专利局间没有可比性" 此
外#自12世纪52年代中期以来#专利局的工作量已大幅增加#程序更加冗
长#因此以授予专利的数量作为统计数据#仅以平稳和滞后的方式$)日历效
应*%反映发明的发展动态"

@

从技术或经济的视角来看#最有意义的统计指标是优先权日期#最接近
发明日期" 其他细节信息则受到法律限制$首要性%和行政延迟的影响" 有
证据表明#如果公司在创新活动的早期就申请专利#在后期发现发明没有价
值的话#它们可选择撤回申请"

因此#为反映创新能力#建议使用优先权日期来编制专利统计数据" 如
果对某些专利活动感兴趣#那么也可以使用其他专利指标#如评价专利局的
公布活动#则可使用公布日期#若评价专利的法律地位#则可使用授予日期"

不过#就测度国家的创新能力而言#这些指标包含极少的信息量"

附表<?I4?4显示日期的选择如何影响专利指标" 如果使用授予日期作
为已授予专利的基准日的话#1222年欧洲专利局向经合组织国家授予专利的
数量为1C 4@5,若使用优先权日期作为基准日#数量则为@4 142" 同样地#就
专利申请而言#以优先权日期作为基准日#所注册的专利申请数量为4<= 1<1,

以申请日期为基准日#数量则为4@< <42" 1222年#在经合组织国家的专利申
请中#以优先权日期和申请日期作为基准日进行统计的平均差异达到5!"

就授予专利数量而言#两个日期之间的统计差异达到16!" 欧洲专利局已授
予专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了日期选择对跨国家比较的影响" 就已授予的专利
而言#以1222年作为优先权日期进行统计#德国授予的专利在经合组织国家
中比例最高#其次是美国" 但如果按照授予日期计算#排名是相反的#美国最
高#为1=!#其次为德国12?=!和日本12?@!" 就专利申请而言#美国的专
利申请百分比最高#按优先权日期和申请日期作为统计标准#分别为@@?6!

和@@?C!"

%?$#参考国家
专利文件包含发明人的国家!申请人的国家和优先权国家$首次申请的

所在国%等信息" 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信息#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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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申请人居住国进行的专利统计显示出发明的)所有权*或控制权#

即每个国家的居民所拥有的专利数量" 这一类型的指标反映出一个国家企
业的创新绩效#不论其研究设备在哪里"

!

根据发明人居住国进行的专利统计反映了一个国家本地实验设施和
居民的发明能力" 专利文件中记录的发明人地址通常是发明人的执业地址#

即发明人工作的实验室所在地"

!

根据优先权国家$指在专利保护延伸到其他国家前首次申请的所在
国%进行的专利统计反映了一个国家专利申请程序的吸引力#该国知识产权
法规$专利申请的规则和费用%的质量#该国专利局的声誉和该国的一般经济
特征$如市场规模%" 例如#许多加拿大企业都在美国进行首次专利申请#之
后再寻求将专利保护延伸到加拿大"

为反映一国的创新活动#建议使用发明人的居住国来统计专利数据" 为
分析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市场分配策略#申请人的居住国信息是有用的"

根据申请人的居住国来编制专利指标时常遇到的困难是#专利可能由分
公司等附属机构持有#并对发明具有控制权" 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有专门从事
专利申请的附属公司#而这些附属公司与母公司可能位于不同的国家#导致
统计数据出现偏差" 这些附属公司的区位设置也可能受财务或其他因素的
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将专利归属于控制实体$母公司%#这需要将专利
数据与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所有权信息相匹配"

附表<?I4?1反映这些标准对专利统计的影响" 它显示根据不同的地理
分布标准计算的经合组织国家专利申请数量在欧洲专利局所占的比例" 以
发明人所在国作为统计指标#小国的专利申请具有更高的比例#如比利时!捷
克共和国!匈牙利和墨西哥#这些国家间发明总量的差异在43! R1C!" 相
反地#荷兰!瑞士和芬兰以申请人国家为指标的专利数量比以发明人国家为
指标多" 这反映出这些国家研究活动的国际化程度高$在外国的发明其所有
权在国内%"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卢森堡#以申请人国家为指标的专利数量是
发明人国家的1倍"

近年来#来自不同国家研究人员的合作研究水平已经提高#多国发明人
合作的专利增多#这反映出科技活动开放性和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由于专
利文件列示不同国家发明人的资料#因此这方面的信息可自专利文件中找
到" 这类专利可部分归属于每一个提到的国家$拆分计数%或全部归属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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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全部计数%" 如果专利有多个发明人$或申请人或国际专利分类类
别%#为了正确分析每一单位的专利指标!避免重复计算#可使用拆分计数
方法"

拆分计数可用于编制专利统计数据#这样可减少计算地区或世界专利总
量时双重计数的偏差" 不过有时候也需选用全部计数方法#这取决于所涉及
的政策#例如按国家来测度技术活动的国际化应使用全部计数方法"

<

%*%#+,-申请

<?<?4A国际阶段D#E申请的数量
使用单一专利局的信息编制专利指标存在缺陷" )本国偏好*是偏差之

一#原因是#相对于非居民申请人#居民申请人倾向于在所在国$或地区%提交
更多的专利申请" 图<?4显示各国$地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

日本专利局所拥有专利的比例的差异" 外国申请人所占的相对比例受与技
术非直接相关的因素影响#如这些国家之间贸易密切度和方向#以及在该国
拥有专利的国家+I国对T国的出口和投资额较高#为保护其技术#I国申请
人就会在T国申请更多的专利" 两种类型的专利指标即D#E申请和同族专
利$同族专利在第<?3节中讨论%#受这种偏差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在进行
专利跨国比较时#比国家或地区专利申请指标更合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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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注+4?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 专利统计基于排名首位的发明人居住国家和申请日期进行"

1?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包括欧洲直接专利申请和欧洲-D#E地区阶段专利申请" 专利统计基于
优先权日期!发明人居住国和拆分计数进行" 122<年和1223年的数字是估计数字"

@?向日本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 专利统计基于申请人的居住国和申请日期及拆分计数进行" 1224年到
1223年的数字为基于日本专利局年度报告的估计数字"

资料来源+Z*DE!D&F/GF*F&F9;F9+;Q/O(0F;,!"#$#D&F/GF$&F&)&;/#%JG/122C,BBDD&F/GF$&F/)&;/#1223 &GH %D!

IGGJ&.Q/O(0F;"

图'?!"#++,年在三大主要地区各国#地区$拥有专利的比例
D#E程序是国际性的#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 自122< 年起#通过

&专利合作条约'进行的申请指定国家默认为条约的所有签字国#此前申请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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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供指定国家的列表#同时申请费用也会根据指定国家的数量而变化"

因此#D#E申请可被看作是)全球性专利申请*#相对于国家申请#其偏差要小
得多" D#E申请的另一个优势是所有成员国的申请人都越来越多地使用D#E

申请" 图<?1反映了通过D#E程序$指定欧洲专利局%申请专利的数量在稳步
上升" 这使得D#E申请更多地成为统计的基础" 自从14世纪初期以来#D#E

申请数量很好地反映了多数国家的专利申请#其中包括较晚才使用D#E程序的
日本和韩国" 此外#D#E申请很好地反映了新兴国家$如巴西!俄罗斯!中国!印
度等%的技术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D#E程序在4552年后才得以扩展使用#因
此解释4552-1222年这一过渡期内专利的跨国比较或时间趋势时须谨慎"

236!111

211!111

86!111

61!111

3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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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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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根据优先权日期!发明人的居住国和拆分计数进行专利统计"

1?根据D#E提交的!处于国际阶段并指定欧洲专利局的专利申请"

资料来源+!"#$#D&F/GF$&F/)&;/"

图'$#"()*专利申请%指定欧洲专利局总数量&增长率和主要地区
D#E申请信息有两个缺点+第一#出于法律限制或经济因素#申请人在各

国使用D#E程序的方法不一致#因此D#E申请也会出现偏差,第二#D#E专
利申请与国家申请并非完全相同" 采用D#E程序#专利申请人可选择未来向
世界各国专利局提出申请#其原因是D#E程序由1个阶段组成#即国际阶段
及其后的国家>地区阶段$详见第1章%" 由于第一个阶段的费用较低#D#E

程序的选择性并不强" 对发明价值不确定的申请人可以提交)及时申请*#对
于专利申请费用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后决定是否申请专利" 因此#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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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申请涉及的发明最终证明没有什么价值" 实际上#有相当比例的D#E申
请从未进入到国家>地区阶段" 这意味着采用相同的方法对价值差异很大的
发明进行统计存在着缺陷" 还需注意的是#即使D#E费用低于在多个国家同
时申请发生的费用#但其费用还是高于国内申请"

<?<?1A国家阶段D#E申请统计
D#E程序的1阶段对编制专利统计数据有重要影响" 是否应当在公布标

准的国家申请数据的同时#也公布未来可能发生的国际阶段D#E申请数据. 或
是否仅公布授予专利或驳回专利申请的国家>地区阶段的D#E申请数据. D#E

申请的指定制度对专利数据也有影响" 在编制国家层面的D#E申请数据时#应
当把所有指定国家还是仅把已进入国家>地区阶段的纳入统计范围.

对一些国家>地区来说#把国际阶段的数据统计在内将显著改变国家专
利申请的比例$图<?@和图<?<%" 例如#一个国家一年有42 222国家专利申
请$多数国家比这个数量少%#如果将D#E申请统计在内#则其一年的申请数
量超过422 222#这将极大地降低国家统计数据的重要性" 现有的统计数据
显示很大一部分初始D#E申请不会进入国家>地区阶段$!"#$#1223%#因而
不能成为国家申请"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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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根据优先权日期!发明人居住国和拆分计数进行专利统计"

1?根据D#E程序提交的!处于国际阶段并指定欧洲专利局的专利申请"

资料来源+!"#$#D&F/GF$&F/)&;/"

图'$&"#++'年各国#地区$根据()*程序提交的专利申请所占比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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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根据优先权日期!发明人居住国和拆分计数进行专利统计"

1?图表仅包括1221-122<年期间#根据D#E程序提交了132个以上专利的国家"

资料来源+!"#$#D&F/GF$&F/)&;/"

图'$'"#++#'#++'年进入地区阶段的欧洲'()*申请所占比例
不过#仅将进入国家或"D!地区阶段的D#E申请包括在内的主要缺点

是#它将对专利指标的时效性有负面影响" D#E申请从优先权日$即在世界
任何地方首次提交专利申请的日期%起至进入国家或地区阶段最长需要@4

个月" 因此这种更具选择性的方法将使得统计数据滞后@4个月"

3

<?<?@A及时预测专利申请数量
针对D#E申请时效性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是预估$)及时预测*%将要转

入特定国家的D#E申请的数量" 有多种方法可以进行预测$见专栏<?4%#其
中一种方法是+假定在进入地区>国家阶段前#D#E申请国际阶段的信息就已
经披露#那么就可以根据D#E专利申请转入"D!地区阶段的速率来预测申
请数量$*+,-(+,#4555%" 根据转移速率#可以使用4个两步骤的及时预测程
序进行预测$见专栏<?1,$/0G9;#122C%"

13

专利统计手册



专栏'?!"及时预测的方法
现已开发出不同的及时预测专利申请的方法" 因为每一个专利局$如美国专

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等%都各有其特点#单一的预测方法并不能满足统计需求#尤
其是在趋势分析方面#如静态分析!线性分析!指数分析更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有很
多针对及时预测问题的研究#并就不同的数据集$欧洲专利局!D#E!按国家或产业等
分类的数据集%进行了不同的测试" 在这些研究中#至少使用了@种预测方法+

!

趋势分析+由不同时间段的简单趋势预测组成#如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G和8&G D(FF/.;)/0S,/#122@%"

!

转移模型+使用提交到专利局的首次申请$优先申请%数据进行预测#这需要
首次申请有良好的评估$由于信息尚未公布#数据只能部分获取%,该模型还使用进
入地区阶段的D#E申请数据进行预测$*+,-(+,#4555,$/0G9;#122C%"

!

经济计量模型+利用经验模型$知识生产函数#V&J;-&G等#456<%!概率模型
$8&G D(FF/.;)/0S,/H/.&D(FF/09/和$/,(G#122@%等预测专利申请#使用如研发支出
$按行业和资金来源分类%!:$D!研究人员的数量!增加值等经济指标#测度特定技
术领域内技术变化的技术机会指标$特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变化%#来自专利局的
信息如预算!审查员的数量!专利费用等指标进行预测"

专栏'?#"基于转移速率的及时预测方法
及时预测专利申请量的一种方法是根据以前年度专利的转移速率来预测未来的

申请量" 例如#预测欧洲专利局专利申请量有两个步骤#第一是估计!

a

1年进入欧
洲专利局地区阶段的欧洲-D#E申请的数量$*+,-(+,#4555,$/0G9;#122C%" 然后#将
该估计的申请量加入欧洲专利局直接申请量中#得出在!

a

1年优先申请的欧洲专利
局申请总量" 第二是估计优先权日期在!

a

4年的欧洲直接申请和国际阶段的欧
洲-D#E申请数量#先使用部分!

a

4年的数据#然后再使用第一步骤所述的预测方
法" 可使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方法#例如#使用!

a

4年的或3!

a

4#!

a

14年欧洲-

D#E申请平均转移速率作为!年欧洲-D#E申请转移速率$"#$%b%&%的估计数字+

"#$%b%&

4

c

"#$

!a4

#$%

!a4

或"#$%b%&

4

c

$"#$%

!a4

d"#$%

!a1

%

$#$%

!a4

d#$%

!a1

%

其中"#$%

!

代表!年进入地区阶段的欧洲-D#E申请,#$%

!

代表!年指定欧洲专利
局的D#E申请数量" 简单的线性模型可预测作为!

a

4年或前1年欧洲-D#E平
均转移速率函数的!年的欧洲-D#E转移速率" 模型中可加入额外的变量#例如!

和!

a

4年间D#E申请的增量" 尽管小国或新兴经济体的专利申请活动水平和增
长都难于预测$$/0G9;#122C%#但这些方法可提供最多至!

a

1年的估计数" 研究发
现#小国或一些新兴国家>经济体的专利申请趋势较不稳定$U,&G和$/0G9;#1223%"

因此在针对这些国家使用这些预测方法时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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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局可以使用基于回归分析和调查的几种模型和方法$见专栏<?4%

来预测专利申请数量#从而规划为未来需求提供服务" 回归方法存在缺点#

因为预测仅基于历史数据并假定已存在的趋势将继续下去" 直线回归模型
适合预测年度专利申请总量#但更有意义的扩展应用是+先识别出全球首次
申请的趋势#然后依据&巴黎公约'申请时需要标引之前的优先权日的原则#

监测一年内转移到国外专利局专利申请的百分比" 还存在这种有意思的可
能性#即根据对同族专利国际优先申请进行分析的方法#构建在全球不同专
利局同时提交的专利申请模型" 也可使用经济计量方法#较具代表性的是使
用最重要专利申请来源国的国内总产值$:$D%!研发支出或研发人员数量等
预测变量" 专利预测模型通常包括基于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的各种投
入和产出的时间序列误差结构" 为做出更详细的规划#也可以根据每月申请
量对服务需求进行短期预测#当然专利局同时也需要对审查程序各个阶段的
工作量进行预测"

对申请人的调查可较快地获得有关专利申请实践的意见发生变化的信
息" 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每年或每1年对申请人进行调查#问卷中通常
要求被调查人回答去年的实际申请数量和未来@年的预计申请数量" 为获
得未来专利申请数量的短期定量预测#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将预计增长率求和
或求平均值" 尽管使用这种方法可让专利局对趋势的变化做出快速回应#但
调查预测法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比不上回归预测法#其原因是回归预测法已
将趋势制度化了" 调查还具有以下优点+可以收集申请人相关的微观经济
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专利局进一步了解申请人的需求和他们客户的
性质"

%?&#专利族
专利族是编制国家间可比专利指标的另一种方式" 基于一个或多个优

先申请而在多个国家提交的一组彼此相关的专利$或申请%被称为专利族"

通常认为专利族是由保护同一发明的所有专利组成#但由于同族的定义和同
族成员之间的联系程度不同#这一说法不一定完全准确" 国家专利体系和程
序之间的差异#可导致在首次申请和后续申请中所申请与所授予保护范围的
差异" 在本节中#我们介绍一些常用的专利族的定义#但需指出的是#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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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正在研究的领域#研究人员和业内人士正在探索专利家族新的定义#以更
好地反映申请人的策略"

专利族的范围和组成取决于相联系优先申请的种类!专利文件的类型和
专利局对其所下的定义" 一种特殊的专利族是)三方专利族* $:0JOO 等#

455=%" 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0G9;等#1224%#)三方专利族*指一个或多个
优先申请#在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申请#由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一组专
利" 三方专利族限于由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而不是向其申请%#其原因是
1224年前美国专利商标局不公布申请#这样使得完全基于申请的统计无法进
行" 另一种类型的专利族是&三方统计报告'中使用的定义#即把所有优先申
请都计数#每一个都被视为一个专利族" 这一方法在使用&巴黎公约'统计从
首次申请到向其他专利局提出后续申请的活动时很有用"

就统计分析而言#由于仅在同一组国家申请的专利被纳入专利族#从而
消除了)本国偏好*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因而三方专利族提高了专利指标的国
际可比性" 其次#如果专利权人认为值得将专利保护延伸到其他国家#才会
花费额外的费用并接受扩大专利保护所需的时间延迟#因此包括在家族中的
专利通常具有更高的价值" 通过引入专利家族中专利价值的分界点#可在全
球申请中筛选出专利价值分布的上尾部分#这使得专利家族的统计比国家或
地区统计包含更多的信息"

为反映发明的表现#在对三方专利族进行统计时#建议使用最早的优先
权日期$专利在全球的首次申请日期%!发明人的居住国和拆分计数方法"

专利家族更具有限制性的定义是所谓)等同专利*#指仅考虑完全基于同
一优先申请的专利文件" 这适用于以下情况+申请人首先在其所在国提出单
一优先申请#然后一年内在其他国家提出专利保护申请" 根据&巴黎公约'的
规则#申请人有权主张在其所在国提交申请的优先权#因此所有后续申请都
将与优先申请等同" )等同专利*通常被认为是最密切的专利族成员#因而也
是最可能保护同一发明的专利族成员"

经合组织三方专利族的一个弱点是其时效性不强"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

从申请到授予专利平均要花@3个月的时间#甚至可达<<个月" 因此#三方
专利族的完整统计数据在申请日后的@年才可获取" 这一缺陷可通过)及时
预测*专利族数量$见<?<?@节%来克服#即根据可用的过去信息来预测未来
专利族的数量$$/0G9;#122C%#如专栏<?1所述#可使用1步法将三方专利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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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覆盖范围扩展到!a1年#最多可扩展到!a@年"

���23/3&

���5/8&

���4/2&

�
�3/5&

��
�2/5&

��2/3&

����	�
!!!!!!!!5/1&

���39/5&

���42/1&

���6/1&

	���2/6&
��2/7&
���1/7&
��
��1/9&
���1/8&
��	�1/6&

��	�
22/:&

��39/9&

注+专利统计数据根据最早优先权日期!发明人居住国和拆分计数进行" 数据主要来源于欧洲专利局的全球专
利统计数据库$122C年=月%"

图'?,"#++,年各国在三方专利族总量中所占的比例

在编制国际指标时#统计人员面临着在D#E申请和专利族间进行选择#

这取决于所要求的时效性和指标质量" D#E申请在优先权日后的46个月公
布#在时效性上有优势#而专利家族旨在覆盖主要国家市场#因而在指标质量
上有优势"

专利家族还有其他定义$见附录<?I中的专栏<?I4?4%" 定义的选择取
决于研究的主题" 例如#研究针对本地市场的较小型发明#三方专利忽略了
该等小型发明#因此最好选用)所有优先申请*这一定义" 不过在编制高价值
发明的统计数据时#最好选用三方专利族"

也可考虑使用广义的专利族定义#这通常是由复杂的关系所引起" 如多
个国家的申请中有多个或至少有一个共同的优先申请,或源于在美国专利商
标局的分案申请!延续申请或部分延续申请$例如图<?=%所产生的关系+

!

分案申请" 指申请人把初始申请拆分为分案申请#每一个分案申请均
主张包括在初始申请中的一个不同的发明"

!

延续申请" 当初始申请未决时#提出的第1 个或后续申请为延续申
请"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当初始申请未决时#提出的第1个或后续申请包含
受保护的新材料#就产生部分延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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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狭义和广义的专利族示例

%?'#国家专利指标的标准化
国际专利申请活动取决于制度因素!法律体系的性质#以及与国家规模

相关的多种国内因素#包括人口规模!经济规模$:$D%!研发和研究机构的规
模" 可通过人口!经济和研发等变量将专利统计标准化#编制出消除国家大
小影响的专利指标和得出国家间专利活动水平比较的无偏差信息" 在对指
标标准化后#国际上专利活动的国家排名会发生显著变化"

按:$D计算的三方专利和人均三方专利数是经合组织常用的测度一国
)专利强度*的两个指标$图<?C和图<?6%" 另一个常用指标是一国产业资
助研发的专利数量" 这个指标反映一国企业研发投资的生产率" 尽管霍尔
等人$V&..等#456=%得出结论说在企业层面研发活动和提交专利申请的关系
基本是同步的#但仍旧可以考虑两者之间的时滞" 当研发数据可用时#这一
指标还可在企业!机构或地区层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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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e专利统计基于最早优先权日期!发明人居住国和拆分计数" 数据主要来自于欧洲专利局的全球专利统
计数据库"

1e专利统计数据为在欧洲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日本专利局申请的所有专利" 1223年的数字为估计
数" 仅包括在1223年拥有12个以上专利族的国家>经济体"

@e国内生产总值$:$D%#使用1222年42亿美元的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专利数据库"

图'$."#++,年按/0(计算的三方专利族数量

注+4e专利统计基于最早优先权日期!发明人居住国和拆分计数" 数据主要来自于欧洲专利局的全球专利统
计数据库"

1e专利统计数据为在欧洲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日本专利局申请的所有专利" 1223年的数字为估计
数" 仅包括在1223年拥有12个以上专利族的国家>经济体"

资料来源+!"#$#专利数据库"

图'$1"#++,年每百万人口的三方专利族数量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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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4?在美国#出现争议时发明的构思日期开始发挥作用$)发明优先*规则%"

1?关于D#E申请#需注意的是+在转入国家或地区阶段后#通常要花约=个多月时
间#这个步骤才会在地区>国家专利局公布" 如果是欧洲-D#E申请#有关有效转移到欧
洲专利局的信息在优先权日$首次申请日%后的@=个月可获取"

@?由于在1221年前美国专利商标局只公布授予的专利而不公布专利申请#根据授予
年份公布数据是美国专利商标局通常的做法"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授予年份生
成的有关发明的信息仍存在偏差"

<?例如#如果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或产业%的发明能力#基于发明人居住国
的全部计数比拆分计数可能更为合适" 为汇总的目的使用拆分计数更为便利#但存在以
下问题+对一个给定的分析单位$国家!地区等%#有多个发明人的专利的一小部分的价值
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小于只有一个发明人的专利的价值"

3?一些专利局在国际阶段的程序可对申请人是否进入国家>地区阶段的决定产生影
响#尤其是国际检索报告和国际检索意见#以及在优先权日后46个月的申请公布等" 在
经历其中一个阶段后#为了保密#申请人可能放弃进入下一个阶段"

参考文献
$/,(G# #?&GH T?8&G D(FF/.;)/0S,/$122@%# )B-O./-/GF9GS&Y(0/+&;F9GS[/F,(H(.(SK

L(0D#EIOO.9+&F9(G;&F\BD!*# V9F(F;J)&;,9ZG98/0;9FKBBQ# BBQ\(0'9GSD&O/0?

$/0G9;# V?# $?:J/../+&GH T?8&G D(FF/.;)/0S,/$1224%# )Z;9GSD&F/GF#(JGF;L(0

#0(;;P+(JGF0K#(-O&09;(G;(LE/+,G(.(SK!JFOJF*#*EBQ/89/fN(?1C#$90/+F(0&F/L(0*+9/G+/#

E/+,G(.(SK&GH BGHJ;F0K# !"#$# D&09;?

$/0G9;#V?$ 122C %# )N(f+&;F9GSD&F/GFBGH9+&F(0;*#!"#$ *+9/G+/#E/+,G(.(SK&GH

BGHJ;F0K\(0'9GSD&O/0122C>@#$90/+F(0&F/L(0*+9/G+/#E/+,G(.(SK&GH BGHJ;F0K#!"#$#D&09;#

fff?(/+H?(0S>;F9>f(0'9GSPO&O/0;?

:0JOO#V?#:?[gGF&GH Z?*+,-(+, $455=%#)I;;/;;9GS$9LL/0/GFEKO/;(LD&F/GF$&F&

L(0$/;+09)9GSV9S,PF/+,G(.(SK"̂O(0FD/0L(0-&G+/*# 9G !"#$$/H?%# BGG(8&F9(G# D&F/GF;&GH

E/+,G(.(S9+&.*F0&F/S9/;# !"#$# D&09;# OO?1C4P16<?

V&..# T?V?# 7?:09.9+,/;&GH %?I?V&J;-&G $456=%# )D&F/GF;&GH Q]$+B;E,/0/I

M&S.*# NT"Q\(0'9GSD&O/0;4<3<# N&F9(G&.TJ0/&J (L"+(G(-9+Q/;/&0+,# BG+?

V&J;-&G# %?# T?V?V&..&GH 7?:09.9+,/;$456<%# )"+(G(-/F09+[(H/.;L(0#(JGF$&F&

f9F, &G IOO.9+&F9(G F(F,/D&F/GF;PQ]$Q/.&F9(G;,9O*# "+(G(-/F09+&# "+(G(-/F09+*(+9/FK#

W(.?31 $<%# OO?525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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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9G /̀# *?&GH Z?*+,-(+, $122<%# )!O/G9GSF,/T.&+' T(̂?IG&.KF9+&.&OO0(&+,/;&GH

F,/909-O&+F(G F,/(JF+(-/(L;F&F9;F9+&.O&F/GF&G&.K;/;* 9G \?:.hG /̀.#V?[(/H &GH Z?

*+,-(+, $/H;?% $122<%#V&GH)((' (L_J&GF9F&F98/*+9/G+/&GH E/+,G(.(SKQ/;/&0+,+E,/Z;/

(LDJ).9+&F9(G &GH D&F/GF*F&F9;F9+;9G *FJH9/;(G Q]$*K;F/-;#U.Jf/0I+&H/-9+DJ).9;,/0;#

$(0H0/+,F>T(;F(G>M(GH(G# OO?143P1@3?

U,&G# [?&GH V?$/0G9;$1223%# )B-O&+F(LD&F/GF#(P!O/0&F9(G E0/&FK$&F&(G "D!

D&F/GF*F&F9;F9+;&GH B-O0(89GSF,/E9-/.9G/;;(L"D!BGH9+&F(0;*# !"#$*+9/G+/# E/+,G(.(SK

&GH BGHJ;F0K\(0'9GSD&O/01223>1# $90/+F(0&F/L(0*+9/G+/# E/+,G(.(SK&GH BGHJ;F0K# !"#$#

D&09;# fff?(/+H?(0S>;F9>f(0'9GSPO&O/0;?

!"#$$1223%# #(-O/GH9J-(LD&F/GF*F&F9;F9+;1223# !"#$# D&09;?

!"#$$122C%# #(-O/GH9J-(LD&F/GF*F&F9;F9+;122C# !"#$# D&09;?

*+,-(+,#Z?$4555%#)B-O&+F(LBGF/0G&F9(G&.D&F/GFIOO.9+&F9(G;(G D&F/GFBGH9+&F(0;*#

Q/;/&0+, "8&.J&F9(G# W(.?6# N(?1# OO?445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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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专栏'$%!$!"专利家族的其他定义
在实践中#为确定一份专利文件和其优先权文件$如&巴黎公约'所提到的%之间的

关系#可使用专利家族的其他定义" 基于以下这个例子#我们描述专利家族的@个定义+

文件$4 优先权文件D4

文件$1 优先权文件D4 优先权文件D1

文件$@ 优先权文件D4 优先权文件D1

文件$< 优先权文件D1 优先权文件D@

文件$3 优先权文件D@

AA定义4+所有文件通过一份优先文件而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的专利属于同一个
专利族" 这是国际专利文献中心所使用的定义" 在以下这个例子中#从$4到$3的
文件属于同一个专利族D4"

专利族D4

文件$4 优先权文件D4

文件$1 优先权文件D4 优先权文件D1

文件$@ 优先权文件D4 优先权文件D1

文件$< 优先权文件D1 优先权文件D@

文件$3 优先权文件D@

AA定义1+至少有一个共同优先权的所有文件的专利属于同一个专利族" 这是欧洲
专利数据库所使用的定义#以通过在检索表格的适当区域中输入优先权文件号而获得
专利族文件的列表" 这样专利族文件的列表$)列表文件*%会显示出来" 在以下这个
例子中#文件$4!$1和$@属于专利族D4#文件$1!$@和$<属于专利族D1#文件$<

和$3属于专利族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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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利家族的其他定义#续$

家族D4 家族D1 家族D@

文件$4 优先权文件D4

文件$1 优先权文件D4 优先权文件D1

文件$@ 优先权文件D4 优先权文件D1

文件$< 优先权文件D1 优先权文件D@

文件$3 优先权文件D@

AA定义@+所有文件具有完全一样的优先权文件或优先权文件组合的专利属于同一
个专利族" 这是欧洲专利数据库所使用的定义#用于从)列表文件*中选择参考文件
显示在)文件视图*中" 在以下这个例子中#文件$4仅属于专利族D4#文件$1和$@

属于专利族D4和D1#文件$<仅属于专利族D1和D@#文件$3仅属于专利族D@"

文件$4 优先权文件D4 家族D4

文件$1 优先权文件D4 优先权文件D1 家族D4 RD1

文件$@ 优先权文件D4 优先权文件D1 家族D4 RD1

文件$< 优先权文件D1 优先权文件D@ 家族D1 RD@

文件$3 优先权文件D@ 家族D@

AA注+在检索后#列表文件中的所有文件都会分别显示#确保无信息被遗漏" 在大多数情况下#仅显示列表文
件中的第一个文件是不够的"

定义4对应国际专利文献中心的专利族#定义1对应欧洲专利数据库的专利族#定义@对应欧洲专利
数据库的等同专利"

资料来源+"J0(O/&G D&F/GF!LL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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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年依据所选定参考依据而统计的各国专利数量#欧洲专利局申请和授予数量$

参考
专利数$件%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所占比例$!%

授予 申请 授予 申请
优先权日授予日优先权日申请日优先权日授予日优先权日申请日

澳大利亚 42@ 4<= 4 632 4 C2= 2"@@ 2"3< 4"1= 4"1C

奥地利 33< 1=< 4 @5@ 4 13C 4"C6 2"5C 2"53 2"5<

比利时 <2< @14 4 <52 4 <C2 4"15 4"46 4"21 4"25

加拿大 @5< @26 1 =25 1 @3@ 4"1= 4"4@ 4"C6 4"C3

捷克 1C C 42C 41@ 2"25 2"2@ 2"2C 2"25

丹麦 @41 455 4 45= 4 234 4"22 2"C@ 2"61 2"C6

芬兰 @63 1C1 4 64< 4 C33 4"1@ 4"22 4"1< 4"@4

法国 1 =24 1 4C2 6 <@5 6 46< 6"@@ 6"22 3"CC ="25

德国 5 23C 3 363 13 114 1< <25 15"21 12"36 4C"13 46"4=

希腊 42 6 C< =1 2"2@ 2"2@ 2"23 2"23

匈牙利 <4 11 12C 4CC 2"4@ 2"26 2"4< 2"4@

冰岛 C @ <@ <4 2"21 2"24 2"2@ 2"2@

爱尔兰 31 @@ 166 @11 2"4C 2"41 2"12 2"1<

意大利 4 335 4 213 < <5@ < @2@ 3"22 @"C6 @"2C @"12

日本 < 565 3 <5C 1< <@1 12 525 43"56 12"1= 4="C4 43"3=

韩国 1C2 4=@ 1 =12 4 563 2"6= 2"=2 4"C5 4"<6

卢森堡 @5 4C 421 6< 2"41 2"2= 2"2C 2"2=

墨西哥 C = 42@ 42@ 2"21 2"21 2"2C 2"26

荷兰 6@5 C<5 @ 526 @ <C< 1"=5 1"C= 1"=C 1"36

新西兰 @2 1@ @@C 1C3 2"42 2"26 2"1@ 2"12

挪威 4@5 424 =<2 3=3 2"<< 2"@C 2"<< 2"<1

波兰 4= 42 414 42= 2"23 2"2< 2"26 2"26

葡萄牙 4< 3 35 @6 2"2< 2"21 2"2< 2"2@

斯洛伐克 @ @ @5 @< 2"24 2"24 2"2@ 2"2@

西班牙 @23 433 4 236 5=@ 2"56 2"3C 2"C1 2"C1

瑞典 === 33= @ 1=5 @ 424 1"4@ 1"23 1"1< 1"@4

瑞士 4 223 6@1 @ 264 1 66C @"11 @"2C 1"44 1"43

土耳其 4@ @ 52 C< 2"2< 2"24 2"2= 2"2=

英国 4 =3@ 4 361 C C=5 C @12 3"@2 3"6@ 3"@4 3"<3

美国 3 C46 C 2C< <5 @65 <3 1C6 46"@1 1="2C @@"CC @@"=5

#$%& @4 142 1C 4@5 4<= 1<1 4@< <42 422"22 422"22 422"22 422"22

注+专利统计根据发明人所在国和拆分计数进行"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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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依据各种归属标准而统计的各国在欧洲专利局申请中所占的比例
优先申请国家 发明人国家 申请人国家

4552-1221 1222-1221 4552-1221 1222-1221 4552-1221 1222-1221

澳大利亚 2?62 2?=@ 4?2= 4?1C 2?55 4?4=

奥地利 2?C@ 2?6C 4?21 2?55 2?53 2?61

比利时 2?4= 2?@6 2?5= 4?22 2?C= 2?61

加拿大 2?@@ 2?12 4?12 4?6= 4?41 4?=5

捷克 2?23 2?2< 2?23 2?26 2?2< 2?2=

丹麦 2?=1 2?31 2?C4 2?61 2?C1 2?C6

芬兰 2?65 2?C< 2?52 4?12 2?66 4?<1

法国 =?46 6?2C C?C2 3?65 C?<5 3?C2

德国 45?54 45?<2 4C?5@ 4C?14 4C?=< 4=?C5

希腊 2?23 2?2@ 2?2= 2?2= 2?23 2?23

匈牙利 2?2C 2?25 2?4< 2?4@ 2?41 2?42

冰岛 2?21 2?24 2?24 2?2@ 2?24 2?2@

爱尔兰 2?44 2?26 2?4@ 2?11 2?4@ 2?13

意大利 1?6< @?31 @?34 @?46 @?1= 1?6<

日本 45?3= 12?@C 46?4= 4=?=5 46?22 4=?=@

韩国 4?35 2?1C 2?15 1?11 2?@2 1?11

卢森堡 2?23 2?23 2?23 2?2= 2?42 2?41

墨西哥 2?24 2?24 2?21 2?25 2?21 2?2C

荷兰 2?62 4?<@ 1?@1 1?6< 1?5@ @?<<

新西兰 2?4< 2?2C 2?41 2?1@ 2?44 2?14

挪威 2?1= 2?11 2?@= 2?<@ 2?@C 2?@5

波兰 2?23 2?21 2?2< 2?42 2?21 2?26

葡萄牙 2?21 2?24 2?21 2?2< 2?24 2?2<

斯洛伐克 2?24 2?22 2?22 2?21 2?22 2?21

西班牙 2?31 2?@5 2?32 2?62 2?<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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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优先申请国家 发明人国家 申请人国家
4552-1221 1222-1221 4552-1221 1222-1221 4552-1221 1222-1221

瑞典 4?=< 4?=2 4?63 1?24 4?6@ 1?16

瑞士 2?C@ 1?16 1?=2 1?41 @?4C 1?53

土耳其 2?2@ 2?22 2?22 2?2C 2?22 2?2=

英国 3?C1 =?63 =?@1 3?14 3?C4 <?@<

美国 @=?4@ @4?6C @4?56 @@?4< @1?62 @@?55

!"#$ 422?22 422?22 422?22 422?22 422?22 422?22

注+专利统计根据优先权日期和拆分计数进行"

资料来源+!"#$#D&F/GF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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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不同标准的专利分类

&?"#导言
出于研究和政策分析#许多使用专利数据的人需要将它们与有意义分析

单元联系起来#或依据特定的标准对专利进行分类" 通过对专利进行分类#

可以获得特定专利分析单元或一些与变量相关的经济或社会信息" 专利分
析可能要求将专利与申请专利的实体联系起来#与做出发明的个人联系起
来#与特定的技术领域!产业!地区或机构部门联系起来"

专利数据不能提供随时可用的信息#必须对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改正
错误和对陈述标准化%#以及和其他数据来源如公司列表!技术领域列表或对
照表相匹配$技术编码和产业对照表#城市名称和地区对照表#等等%#才能得
到所需要的信息" 这些数据来源反过来可以将专利中所包含的信息与其他
数据联系起来" 这项工作需要先识别然后仔细处理专利文件所提供的数据"

本章概述专利的主要分类法---根据技术领域!产业!地区和机构部门
对专利进行分类#并简要描述制定这些分类法常用的方法" 我们还介绍将专
利数据与公司相匹配的一般程序" 这些指导准则可作为这一领域进一步改
进的基础"

&?!#技术领域
由于专利主要覆盖技术发明#它们自然是有关技术变化的数据来源" 在

很多情况下#它们实际上是唯一可靠的来源#尤其是研究新兴技术领域#因为
这些新兴技术领域尚未常态化$即还没有可操作的定义%#尚未被调查所
涵盖"

由于专利数据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长#因此在研究技术的长期发展变
化!识别技术的突破及技术领域之间的相互交流方面很有用" 图3?4提供了



12世纪52年代早期以来与燃料电池有关的专利的例子" 在分析技术发展
时#专利数据被用于研究以下问题+

!

新技术领域$新兴技术和正在发展的技术%#例如高分子半导体!风能
技术等"

!

技术生命周期$技术的成熟度%#例如跟踪长时段内专利申请的年增长
率以了解新技术的增长率是否下降$成熟技术+农业!汽车等%"

!

技术的交叉融合$一种技术是如何影响其他技术的%#例如等离子技术
对电子技术$新一代芯片%和环境技术$等离子灯%的影响"

1/91

1/71

1/51

1/31

1/11

&

2:99 2::1 2::3 2::5 2::7 2::9 3111 3113 3115

注+4?专利统计根据优先权日期!发明人居住国和拆分计数进行"

1?使用国家专利分类V24[6>22P6>1<识别燃料电池专利#并根据D#E程序提交!在国际阶段指定欧洲专利
局的专利"

资料来源+!"#$#D&F/GFD&F&)&;/"

图,$!"!21.'#++'年燃料电池专利申请的趋势及在()*申请中所占的比例

专利文件包含多种信息#可用于对特别技术领域进行分类+技术分类代
码和文本信息$标题!摘要!权利要求和技术描述%" 有时也使用其他信息#如
申请人和参考文献"

3?1?4A国际专利分类体系
为便于检索现有技术#专利局依据专利的主题对专利进行分类" 这些分

类代码在专利文件的标题页上载明" 这些分类从技术的角度确定#以检索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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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某一特定技术领域技术现状的专利文件"

从国际间专利信息的传播看#一个通用的国际专利分类体系是很有用
的" 国际专利分类$BD#%体系根据45C4年的斯特拉斯堡协议而制定#是国际
公认的对发明专利进行分类的方法#包括已公布的专利申请!实用新型和专
利证书" 目前422多个国家将国际专利分类作为主要的$在一些情况下还是
唯一的%专利文件分类方法" 国际专利分类体系的目的是根据技术领域#对
专利文件进行分类#无论其使用何种语言和术语"

根据&国际专利分类指南'$122=年第6版%#一项发明依据其功能或固
有特性#或应用领域而被赋予一个国际专利分类类别" 因此国际专利分类体
系是一个结合了功能和应用两方面优先性的分类体系" 一项专利可包含多
个技术对象#因此可被归为多个类别" 国际专利分类代码在专利文件上载
明"

4 为改进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并将技术和电子发展纳入考虑范围#需要定
期评估国际专利分类体系" 如有必要#会对国际专利分类体系做出修改"

122=年以前#修改不溯及既往#这可能对使用过去分类的研究造成困难" 截
至122C年<月#超过4?<亿种BD#6分类已被使用#其中约有51!的BD#6分
类生效前已公布的专利文件被追溯修改" 分组是按层级进行的#分组的层级
以标题前的点数显示" &国际专利分类指南'第6版引入了核心和高级层级
$见表3?4所示例子%"

表,?!"国际专利分类代码的主要特点#示例$

类别 数量 符号$代码字母% 标题$代码标签%

部 6A :A 物理学
分部 12 仪器
类 446 :2= 计算技术
小类 =4= :2=Y 电气数字数据处理
总组 = 6C4 :2=YP5>22 程序控制安排
子组 3C @1< :2=YP5>2=

"使用储存程序
:2=YP5><=

""多程序设计安排
AA资料来源+\(0.H BGF/../+FJ&.D0(O/0FK!0S&G9̀&F9(G $122=%#BD::J9H/#6F, /H9F9(G"

欧洲专利局使用欧洲分类体系#该体系基本上是国际专利分类体系的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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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版$以4<2 222大类代替国际专利分类体系的C2 222大类%" 美国专利商
标局使用美国专利分类包含超过4=2 222个细分类别" 美国专利分类体系的
基本原则是+首先分析美国专利的权利要求#然后根据分析结果创建各种类
别及其细分类别"

所有主题类似的专利被集中归类在大组中#以创建出类别" 这些类别再
被细分为更小的检索单位#即小类" 在分类的深度方面#美国专利分类通常
较国际专利分类提供更多关于发明的信息" 美国专利分类是分层级的#根据
定义明确的分类规则进行归集#专利的主分类位于最前面"

除国际专利分类外#日本专利局还使用额外的专利分类体系#即YB$文件
索引%分类体系和YPF/0-$文件术语%分类体系" YB分类是国际专利分类的
延伸#与欧洲专利分类类似" 它由国际专利子组后加上@位数的)BD#细分
类号*和$或%4个被称为)文件识别符*的字母组成" BD#细分类号和文件识
别符按照层级创建#并在YB分类系统中是唯一的" YPF/0-分类系统与国际
专利分类系统不同#前者基于多重技术视点而后者大多基于单一技术视点对
文件进行分类" 每一个技术领域由被称为)主题*的YB的范围决定#

1 且具有
独特的YPF/0-列表结构#该列表包含根据YPF/0-细分列表结构而划分的多重
视点" 通常一组多重的YPF/0-被赋予给每个专利文件" 索引都由日本专利
局的审查员赋予"

一份专利文件可包含一个或多个国际专利分类代码" 在欧洲专利局#国
际专利分类代码不分等级#即并不是首个代码就比其他代码更为重要或更有
相关性" 在日本专利局#第一个国际专利分类代码是主代码$表示技术类
别%#或以数字4表示" 专利类别由审查员归类" 在进入专利受理程序时#申
请通常被预先分类$同时使用人工和专用软件进行分析%#以能将申请归类到
正确的审查类别" 此后申请转给审查员#审查员可改进!修改或补充申请的
分类代码列表" 根据国际专利分类类别$或技术领域的)国际专利分类类别
组*%#可使用拆分计数对专利数量进行统计"

3?1?1A技术领域的识别
国际专利分类提供的信息构成了识别某一技术领域内专利的首要参考"

不过对所有数据使用者来说这并不够#其原因是分析的问题或政策问题并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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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专利分类中所赋予的或容易识别的因素#如信息和通信技术!生物技术
或纳米技术等" 这些技术领域必须根据可用的信息如国际专利分类代码或
可用的文本数据重新构建"

第一步是为目标技术领域确定一个清晰和可操作的定义" 定义的描述
将辅之以关键词#反映技术领域的内容并供该领域的工程师使用" 随着时间
的推移#定义和关键词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然后我们可以+

!

在国际专利分类$或其他技术分类%的定义代码中检索该关键词#将所
有属于一个选定代码的专利文件视为属于该技术领域的专利"

!

在专利文本$标题!摘要等%中检索关键词"

!

采用混合的解决方案#如在国际专利分类代码中寻找关键词#或以人
工检查结果的相关性" 技术专家须确认使用这些方法所识别出的一组文件
是否确实符合所选定专利样本的标准" 例如#在欧洲专利局#识别纳米技术
专利涉及一系列步骤" 首先#在122@年建立了纳米技术工作组" 最初该工
作组的工作是确定纳米技术的定义#以观察纳米技术专利的发展趋势" 然
后#该工作组通过检索关键词#与欧洲专利局纳米技术专家协商#以及与外部
专家进行同行评审#识别出纳米技术专利" 工作组对来自43个国家或组织
的专利申请进行了分析#并将之归于i24N类别"

@

经合组织已确定了很多技术领域的定义#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生物技
术!空间相关技术!环境技术等" 这些定义包括+$4%技术领域的文本定义,

$1%相关国际专利分类列表" 将技术领域的范围缩小到国际专利分类类别的
列表#具有使用简单的优点$通过识别出专利的国际专利分类代码就可以将
专利归属到相关技术领域%" 但这种做法不能在国际专利分类代码内做出鉴
别#因此增加了错用相关文件或含有无关文件的风险" 为避免该缺陷#纳米
技术的i24N代码#部分由审查员专门归类#但鉴于其成本#这种做法不能延
伸到很多其他技术领域" 图3?4显示与燃料电池有关的专利申请的趋势#图
3?1显示各国在这个技术领域内所占的比例" 如前所述#专利提供的信息可
以让我们精确地跟踪特定的技术领域" 图3?@显示燃料电池专利中各种相
关技术$根据国际专利分类代码识别%所占的比例"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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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注+4?专利统计根据优先权日期!发明人的居住国和拆分计数进行"

1?根据燃料电池专利的国际专利分类代码识别不同的技术+分离$T24$%,化学或物理处理$T24%%,电气设
备或电动汽车的发动机$T=2M%,氢燃料$#24T@%,氧化钙#氧化镁#炉渣#水泥$#2<T%,化合物的一般处
理$#26%%,电解或电解处理$#13T%,电缆!导体!绝缘体$V24T4%,电池

!

未分类的燃料电池$V24[1#<#

=#42#41%,燃料电池$V24[6%"

资料来源+!"#$#D&F/GF$&F&)&;/"

图,?#"#+++'#++'年燃料电池专利中各国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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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

1/:

1/5

1/3

:/6

1 21 31 41 51
&

注+4?专利统计根据优先权日期!发明人的居住国和拆分计数进行"

1?使用国际专利分类类别V24[6>22P6>1<识别燃料电池专利#指根据D#E程序提出的!进入国际阶段#

并指定欧洲专利局的专利申请"

@?根据燃料电池专利的国际专利分类代码识别不同的技术+分离$T24$%,化学或物理处理$T24%%,电气
设备或电动汽车的发动机$T=2M%,氢燃料$#24T@%,氧化钙#氧化镁#炉渣#水泥$#2<T%,化合物的一
般处理$#26%%,电解或电解处理$#13T%,电缆!导体!绝缘体$V24T4%,电池

!

未分类的燃料电池
$V24[1#<#=#42#41%,燃料电池$V24[6%"

资料来源+!"#$#D&F/GF$&F&)&;/"

图,?&"#+++'#++'年燃料电池专利中相关技术所占的比例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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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科技观察研究所>国家知识产权研究院和弗劳恩霍夫系统创新研究
所已提出一种对技术领域的分类方法" 该分类体系由@2 大类技术列表构
成#将国际专利分类小类组合在一起#覆盖整个国际专利分类" 与国际专利
分类相比#这种分类法更有利于政策导向分析"

3?1?@A国家的产业专业化
使用专利数据识别出专利所处的技术领域和产业#我们可以分析一个国

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或世界平均水平的技术地位" 更具体地说#可通过使用专
业化专利指标研究各国专利申请活动的部门结构$*(/F/和\K&FF#456@%" 最
常用的指标被称为)专业化指数*或)显性技术优势$QEI%指数*#其定义为9

国在某一特定技术领域H专利中所占的比例除以该国在所有专利中所占的
比例+

<

QEIc

$#

'#(

)

#

'

#

'#(

%

$

#

'(

#

'#(

)

#

'#(

#

'#(

%

当一国在特定技术领域没有专利时#QEI指数为2,当一国在该技术领
域所拥有的专利比例等于在所有领域所拥有专利的比例时#QEI指数为4

$无专业化%" 当专业化程度增高时#指数迅速增长$上限取决于所使用的全
球分布范围%"

指数的对数可作为一个新的指标#其分布范围从a4到4" 在解释基于
QEI指标得到的数据时必须谨慎#尤其是进行国际比较" 一个拥有大量专利
产出的国家#其所有QEI指数都接近于4#而一个拥有低专利产出的国家#那
些专利产出稍高于该国平均水平的技术领域#其QEI指数值会很高"

可以计算不同时期的专业化指标#以显示各国的专业化模式是如何随时
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的" 但须记住的是#这些指标是建立在世界范围内专利
的部门分布基础上的#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稳定的专利分布#而其他国家在一
个新兴领域内的专利活动比较活跃#那么该领域内该国的专业化指数将降
低" 图3?<显示4553-1221年间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432项以上专利申请
的国家$地区%#在生物技术专利申请方面的专业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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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专利统计根据发明人居住国!优先权日期和拆分计数进行"

1?本图仅包括1222-1221年间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432项以上专利申请的国家>经济体"

资料来源+!"#$#D&F/GF$&F&)&;/"

图,?'"#+++'#++#年在欧洲专利局提交的生物技术专利申请中的专业化指数

&?$#产业分类
专利可作为测度研发产出或产业层次创新投入的指标" 不过专利数据

不能直接归属于特定的产业#其原因是专利文件中未明确包括可识别专利技术
所处行业的信息" 将专利和产业联系起来#可使专利数据与其他产业数据$如
经合组织的*EIN数据库%相匹配#从而可以分析重要的政策问题#例如+

!

产业的发明能力+在产业层次估计知识生产函数#以投入$主要是研
发%为分母#而以产出$基于专利的指标%为分子$D&89FF#456<,Z.'J#122C%"

!

国家的产业专业化#与贸易和生产专业化相联系$$(;9等#4552,[&./0P

)&和[(GF()9(#122@%"

!

跨产业的技术转移$例如使用与技术转入转出产业相联系的专利引用
数据%" 可使用以下方法将专利归属于相应的产业+

!

通过对专利的专门研究将专利直接归属于某一产业"

!

将专利归属于其申请人$公司%的产业代码"

!

由专家预先确定国际专利分类与产业的对应关系#并将结果整合到对
照表中"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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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下#为使信息量最大化#可使用混合型的方法"

在过去12年间#已开发出多种对专利进行产业分类的方法" 如*+,-(+,

等$122@%已指出的#专利的产业分类可信的方法须具备以下条件+$4%国际
可比性+即必须与其他产业分类法相适应,$1%足够的逆向性+即必须能反过
来将产业分解到相应的技术领域,$@%具有强实证基础+即必须与各国的技术
和生产活动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必须易于解决具体问题"

在确定专利的产业归属时#可使用1种不同的标准+$4%专利可被归属于
其来源方的产业部门#如发明>申请公司的产业部门,$1%专利可被归属于专
利使用方的产业部门#如发明产品所属的产业"

几乎所有可用的对照表都采用第一种方法" 但并不是所有的发明都能
归属到某个产业部门#在大多数情况下#一项发明可同时归属于不同的产业
部门#因此这些分类法遇到了很多难题" 基于公司主要经济活动的分类法也
存在问题+大企业在很多领域申请专利#而这并不一定是企业的主要经济活
动领域" 尽管小企业更为专业化#但它们经济活动的领域并不一定能从数据
库中了解到" 由于专利和产业分类在不断变化#对照表需要定期更新"

由"8/G;(G#DJFG&-和U(0FJ-$4554%根据加拿大知识产权局采用的产业
分类而制定的)耶鲁对照表*#是建立专利产业对照表的一个早期尝试" 在
45C1-4553年间#加拿大知识产权局的审查员将国际专利分类代码连同制造
业和使用产业代码#分配给了超过@22 222项的专利"

另一个对照表是45C<年制定的)!EIY对照表*#即美国专利商标局在
美国专利分类体系和美国标准产业分类体系间的对照表" 该对照表依赖于
美国专利分类的人工审查和定位#与基于45C1年美国标准产业分类的一组
有限行业产品领域相联系" 这些是高层级的美国标准产业分类#通常为1位
数和@位数的美国标准产业分类层级$<4个产业部门%" 对照表基于制造业
制定#并定期$一般为每年%更新#以适应美国专利分类的变化和每年进行的
修订" 此外#为与近期实行的北美产业分类体系相一致#也对对照表进行了
更新" 其他还包括%(,G;(G$1221%根据加拿大专利局的数据而提议制定的对
照表" 基于匹配的可能性#该对照表包括的技术与约443个制造和使用的产
业部门相联系"

来自弗劳恩霍夫系统创新研究所!科技观察研究所和苏塞克斯大学科技
和政策研究所的*+,-(+,等人$122@%已设计出一个新的对照表" 他们根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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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经济活动将技术和产业联系起来"

3 他们的方法包括<个步骤" 第4

步#选定一组由欧共体一般行业分类和国际产业分类代码$1位数层级%定义
的产业部门为基础" 第1步#技术专家根据产品的制造特点#把=13个国际
专利分类子类与技术种类$<<个技术领域%和产业种类联系起来" 第@步#

通过研究按照<<个产业部门分类的@ <22家大型专利申请企业基于技术领
域的专利活动#对技术和产业方法进行比较#得出技术和产业分类间的转移
矩阵或对照表" 第<步#通过比较得出的国家结构$例如根据国家和时间的
推移得出的产业内和跨产业的某一技术分布的相似性%#验证了对照表的适
当性和实证能力" 该对照表的编制由欧盟统计局赞助" 该对照表在经合组
织INDIE数据库中得到使用#INDIE数据库是*EIN数据库专利子库
$*EIN数据库中还包括自45C4年起的12个产业的增加值!就业!研发等方
面的数据%"

基于这个对照表#图3?3显示了制造业专利和研发支出$经合组织平均
数%之间的关系" 研发密集型的产业#如制药业!计算机业!精密和光学仪器
业等#是申请专利最多的产业" 相反地#纺织!皮革!木业和造纸业#无论就研
发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来看#技术活动都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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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注+4?专利统计根据优先权日期和拆分计数"

1?根据&国际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处于国际阶段#并指定欧洲专利局的专利申请"

@?4555-1222年间的企业平均研发经费#使用1222年百万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以及1221-122<年间经合
组织国家根据产业分类的专利数量"

资料来源+!"#$#D&F/GF$&F&)&;/"

图,$,"根据产业和企业研发分类的专利申请##++#'#++'年()*专利申请$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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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类
对地区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描述和了解创新的地区模式是很重要

的" 这方面的信息为地区政策制定者提供基准和参考#同时可让国家政策制
定者把握住国家创新政策的重要方面" 将专利归属到地区有助于处理一些
重要的政策问题#如+

!

各地区的技术表现和形态的比较"

!

创新中地理接近性的重要性$%&LL/等#455@,IJH0/F;+, 和Y/.H-&G#

455=%"

!

各地区创新和生产活动的空间分布$或集中,D&+9和Z;&9#1222%"

!

地区内和地区间的技术互动和技术合作$T0/;+,9和M9;;(G9#1224%"

专利文件标题页提供的信息包括发明人和申请人的地址" 使用这些包
含城市!地区和邮编等信息的查询表#可将专利与发明人或申请人所在的地
区联系起来" 对专利进行区域分类取决于地址中所包含信息的详细程度和
质量" 这些信息在不同的专利局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国家也不是很详
细" 由于相关信息通常并不全面#有时还被遗漏了#因此必须使用先进的算
法来识别出相关信息并将它们与专门的区域数据库中的信息相匹配" 例如#

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通常不包括发明人的邮编#而只包含城市名称和州的
代码$州的代码并不总是有%"

= 为对这些专利进行地区分类#应当使用城市
名称#并对诸如像多个城市有同一名称这样的问题进行处理"

地区以标准化方式定义" 经合组织使用EM$)地域层级*%分类#该分类
法下有不同的地域层级$EM1由@22个大经济区构成#而EM@由1 @22个地区
构成#如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经济区!日本的都道府县!法国的省等%" 在欧盟
国家#地区由欧盟的官方分类法NZE*$地域统计单位命名系统%定义" 经合
组织已编制了EM@层级的专利数据库$D#E#"D!,[&0&JF等#1226%"

C图3?=

给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申请专利最多的地区"

在使用按地区分类的专利数据时#需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发明人#

在一些大城市不要使用过于详细的地域层级#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发明人居
住地区的邮编有可能不同于所在实验室的邮编$即在邻近地区%" 同一发明
的共同发明人可能居住在同一个大城市的不同区域#但在同一个地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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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拥有数个区的城市#最好在较高的层级$如用EM1层级替代EM@层
级%上对专利数据进行分类" 这样的例子如欧洲的巴黎和伦敦地区" 第二#

专利申请可由企业的附属公司提交#或由企业和其某一个附属公司共同提
交" 这样附属公司的地址就将会出现在专利文件中#实际控制专利的实体的
地理位置可能反映不出来" 按组将公司的所有权合并将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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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注+4?专利统计根据优先权日期!发明人居住国和拆分计数进行"

1?专利统计数据仅包含122<年有超过422项D#E申请的国家"

@?专利统计数据仅包含在该国有=2!或以上发明人的地址归属于一个或几个地区的国家"

<"专利统计数据仅包含122<年有超过422项'%.申请的地区" 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利通过国际专
利分类识别"

资料来源+#$%&#'()*+)&()(,(-*"

图,$-"根据欧洲&美国和日本地区分类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利%

#++'年()*专利申请的数量#3$和每百万劳动力的()*专利申请数量#4$

&?&#机构部门分类
专利持有人的机构部门由其法律地位决定#可以是个人!公司!政府实

体!大学或医院" 识别由大学和公共机构$政府研究中心%进行的专利申请可
用于研究以下问题+

!

特定政策对大学专利申请的影响$如美国的)拜a杜法*和其他国家
的类似政策#[(f/0K等#1224%"

!

大学!公共研究中心和私营公司所进行的合作研究的模式$#&;;9-&G

和W/JS/./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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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据可与研发等其他数据结合使用#只要数据来源的机构部门列表
是兼容的"

专利按照机构部门分类的方法取决于为识别专利所属领域的相关信息
而设计的算法$专利所属领域的信息可为专利按照部门分类提供依据#见
表3?4%" 这些线索可以是名称的部分!特定词语$如)政府*%和>或表明特定
法律形式$如有限公司%的术语" 如果这些线索能被系统识别#它们就能被整
合在一个可自动分配部门代码的脚本中"

根据这种方法#W&G M((K等$122=%为欧盟统计局开发出了一种将专利按
部门分类的方法$表3?1%" 与经合组织的&弗拉斯卡蒂手册'$1221%

6 一致#

该算法可把专利归属到+$4%个人,$1%私营企业,$@%政府,$<%大学,$3%医
院,$=%私营非营利组织"

5 他们的分析程序结合了基于规则和基于案例的逻
辑" 前者根据如下假设+专利权人名称中所包含的信息可提供关于机构身份
的关键词#然后将关键词转换为分配部门代码的一组规则" 但在实践中#正
如作者已经发现的#这种基于规则的方法不够完整和精确#缺乏线索#以及同
时出现显示不同部门的几条线索#是常见的问题" 为弥补这个缺陷#引入了
第1种基于案例的方法" 同时#引入限制性条件以将多重部门分配的数量降
到最低"

对一些类型的组织来说#根据名称特征将专利按部门分类有时并不很明
确" 例如#根据治理类型的不同#医院可被归类于)商业企业*!)私营非营利
组织*或)高等教育机构*" 一个组织所属的部门应如何分类#仅查看专利体
系中的名称字段信息是不够的" 为处理这些问题#这些作者引入了不同类型
的规则" 除把多个专利权人与一个部门相联系的通用规则外#加入了针对特
定组织的规则" 这一方法为欧盟统计局和经合组织所采用"

需注意的是#以申请人为大学作为来源于大学专利的统计依据#会遗漏
统计数据" 因为由大学研究人员做出的发明并不一定由大学申请专利#可由
研究人员自己或资助研究的公司申请专利" 检索这种类型的发明#需要识别
大学发明人的信息#如发明人的名字!地址" 通过把发明人和作者名字$基于
研究人员列表%相匹配#发现在很多国家有32!或更多的基于大学的专利无
法通过申请人信息而识别$N(K/G;等#122@%" 为在发明人地址中识别出大
学或相关机构#需使用其他策略" 对于一些国家#采用这种方法已把来自大
学的专利比例提高了约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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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用于识别专利权人机构部门的关键词>线索的示例
部门 关键词

$4%个人
)

"

$BDM?PBN:?

"

*,)

"

DQ!Y?

"

*,)

"

$Q?

"

*,)$"#"$"

"

*,

)$"#"I*"$

"

*,)

"

$BDM?BN:?

"

*,)

"

D?V$

"

*,

)

"

$BDM?P:"!:Q?

"

*,)

"

BN:?

"

*,

"

"D!Z*"

"

*

$1%私营企业

)

"

*I

"

*,)

"

*?Q?M?

"

*,)

"

VIN$"*MT!MI:"E

"

*,)

"

BN:?

"

*,)

"

BN#

"

*,)

"

ME$

"

*,)

"

*?I?Q?M?

"

*,

)

"

TWTI

"

*, )

"

*?D?Q?M?

"

*, )

"

NII[M!7"W"NP

N!E*#VID

"

*,)

"

IUEB"T!MI:

"

*

$@%大学

)

"

ZNBW"Q*B

"

*,)

"

ZNBW?

"

*,)

"

#!MM":"

"

*,

)

"

*#V!!M

"

*,)

"

Q":"NE*

"

*,)

"

"#!M"

"

*,

)

"

YI#ZME"

"

*,)

"

*#VZM"

"

*, )

"

ZNBW"QB*Ei*, )

"

ZNBW"Q*BEi

"

*

$<%医院

)

"

V!*DBEIM

"

*, )

"

["$B#IM#"NE"Q

"

*, )

"

["$B#IM

#"NEQ"

"

*,)

"

7B"U"NVZB*

"

*,)

"

#MBNB_Z"

"

*,

)

"

N!*!#![!B!

"

*,)

"

#MBNB#I

"

*,)

"

D!MB#MBNB#I

"

*,

)

"

V!DBEIM

"

*,)

"

V!DBEIZj

"

*

$3%公营和私营非营利组织

)

"

:!ZW"QN"["NE

"

*,)

"

[BNB*EQ!

"

*,

)

"

BN*EBE

"

*, )

"

kN*EiEZE

"

*, )

"

Y!N$IEB!N

"

*, )

"

#VZQ#V

"

*,)

"

EQZ*E

"

*,)

"

U"NUiZ*V!

"

*,)

"

*EBYP

EZN:

"

*

AA资料来源+W&G M((K/F&.?$122=%"

&?'#公司分类
将专利归属于所有者是很多基于专利的统计和分析工作的关键一步"

这可以重建公司的专利组合#并可用于+

!

编制根据产业!技术领域!地区!机构部门等的专利分类"

!

分析企业的专利申请策略$相对于竞争对手#专利申请的时间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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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专利信息和企业的其他信息$如研发!创新!股票市值等%结合使用#可
把企业的技术或专利申请策略与其他特征联系起来对企业进行分析#如+专
利对企业市值有什么影响. 研发的效率$以专利数量测度%是多少.

虽然专利文件中载明了专利持有人的名称和地址#但将专利归属于特定
实体并不是如此简单" 可能存在拼写错误,很多公司可有多个别名$例如公
司名称缩写#BT[就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缩写%,公司名称中含有一些限定
词$如西门子公司和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专利可由附属企业拥有#有些易
于识别$如索尼美国公司是索尼的附属公司%#有些则难于识别$如雪铁龙公
司属于标志雪铁龙集团%" 一个大型企业集团拥有负责管理集团知识产权的
一个附属企业是常有的事#由附属企业以其名义申请集团的很多专利$如飞
利浦公司%"

公司法律地位的改变以及公司名称的变更#公司分立!并购等#使得在分
析公司专利申请和与公司专利和创新策略有关的问题时#使用专利数据中的
专利人名称存在缺陷" 例如#当旨在针对一个统一的法律实体时#所有由惠
普公司!数字设备公司和康柏公司拥有的专利可被视为是由同一个法律实体
拥有的专利#同样地#安德森咨询公司与埃森哲公司$公司名称变更%为同一
个法律实体"

专利局对公司名称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统一工作" 例如#美国专利商标局
会对所有专利第一申请人的名称进行处理" 欧洲专利局会将标准化的代码
分配给专利申请人#日本专利局对以电子方式提交的申请也是这样处理的"

但要满足统计人员的需求这还不够#对公司名称的整理和统一可采取多个步
骤$不是所有步骤都必需或彼此排斥%+

!

基础整理$将)MFH*!):-)V*等缩写标准化%以及将公司名称标准化"

!

将经过标准化的申请人名称与作为参考的公司数据库$如欧洲的
I-&H/J;数据库和美国的#(-OJ;F&F数据库%相匹配"

!

使用专业化数据库$如关于公司所有权的数据库%中记录的所有权结
构$包括附属企业%信息#重建集团的结构"

第4阶段的工作为借助近似匹配技术#识别出同一名称的不同拼写法#

以获得专利申请人的标准化名称#从而可对公司分组" 可以使用两种方法对
相似的公司名称进行标准化和分组" 第4种方法以规则为基础#包括定义规
则并根据规则对名称的相似性进行比较"

42第1种方法依赖于收录大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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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特定类型实体示例的大型词典" 如+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的
标准受让人名称文档,德温特专利权人代码" 同时还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程
序创建自己的词典$如见[&S/0-&G等#122=%"

第1阶段的工作是把已标准化的名称与公司数据库$如I-&H/J;数据
库!#(-OJ;F&F数据库等%中所包含的名称直接联系起来#或结合其他方法发
现尽可能多的潜在匹配" 例如#可使用除名称外的公司的其他信息#例如地
址和与优先专利申请或D#E申请有关的专利权人名称" 所获得的匹配需要
被验证#可疑的匹配只能通过人工方式解决" 最后#根据所有权结构的信息#

将识别出的属于同一实体的公司合并" 如果所使用的数据已包括公司间法
律关系的信息#这两个阶段的工作#即匹配和合并#也可以同时进行"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所有权结构的数据很少被汇编在一起#因此#多数可用
的信息记录的只是公司最近时期的法律结构" 这样为跟踪公司所有权结构
在长时段内发生的变化$如并购等%#并适当地将公司在不同时间段内的专利
申请活动区分开来#需要进一步的信息"

这一领域已完成的主要工作包括与#(-OJ;F&F数据库$fff?G)/0?(0S>

O&F/GF;%相统一的美国专利商标局的NT"Q数据库#欧盟统计局的UZM算法
$[&S/0-&G等#122=%#以及由E,(-&和E(009;9$122C%完成的工作等"

&?(#发明人分类
适当地识别出专利的发明人可重构相关个人的发明记录#并将这些记录

与其他数据库中发明人的其他可用数据相匹配" 通过使用统一发明人名字
获得的数据#可以研究很多重要的与政策有关的问题" 例如+

!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发明人在各技术领域内的发明能力$V(9;.#

122C%"

!

发明人跨城市!地区!国家!部门的流动$如在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
间的流动%#以及这种流动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U9-等#1223,#0/;O9等#

1223%"

!

发明人的网络策略#即与谁合作#以及这种合作对发明人发明效率的
影响$*9GS,#122@,T0/;+,9和M9;;(G9#122@%"

!

性别问题+发明人中男女的性别比例和形态$N&.H9等#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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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领域的进展#因专利数据记录的名字以及无法辨别发明人的困难#

而遇到阻碍" 以下三大问题#使得供研究用的有关发明人的信息相对无效"

第一#同一个发明人的名字在其一些专利中可能拼写略有不同$名字可以有
或没有中间名和>或首字母#有或没有姓修饰符等%" 第二#即使有两个完全
一样的名字#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两个名字对应的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在
各种专利中不同的发明人可以有完全一样的名字" 第三#转录到拉丁文中的
非西方名字并不完善#会产生混淆$如)M9*和)M//*%"

研究人员已尝试使用计算机匹配算法来统一名字#但目前仅适用于专利
数据中的特殊子集" 例如#122=年E0&XF/G)/0S#*,9LL和[/.&-/H创立了针对
美国专利商标局数据的使用方法#其要点可概括如下+

!

第4步+将类似的名字集合在一起" 为处理同一发明人名字的拼写在
不同的专利中略有不同的问题#可使用双元方法" 第一是尽可能将名字标准
化,第二是借助将类似发音的名字编码的)语音编码系统*#编制标准化名字
的列表"

44

!

第1步+比较名字并进行匹配" 为从具有相同名字的)疑似人*中识别
出某一特定个人#可以对名字进行比较并使用匹配标准" 对任何两个)疑似
人*进行比较#可使用一系列变量比如中间名!地理位置$如邮编!城市等%!

技术领域$如专利类别%!受让人!共同发明人的身份等" 如果在两个疑似记
录中一个数据项是一样的$如两个记录显示同一地址#或属于同一个专利类
别#或有同一个共同发明人%#则两个记录会被赋予一定的分值" 如果这些分
值的合计超过预先设定的门槛值#则这两个记录相)匹配*#被认为是同一个
发明人"

41

注释
4?国际专利分类分为部!类!子类!组和子组" 国际专利分类将可获专利的技术划分

为6个关键领域$I+人类必需品,T+作业!运输,#+化工!冶金,$+纺织!造纸,"+固定构造
物,Y+机械工程,照明!供热!武器,:+物理,V+电力%" 这些技术领域又被进一步细分#对
专利客体进行全面的分类"

1?不是所有的日本专利文件都进行YPF/0-分类#这取决于专利所处的技术领域"

@?i代码是一个)平行标签*" 这意味着申请可来自几乎任何国际专利分类技术类
别#如果尺寸小到纳米#就会获得i代码" 欧洲专利局为纳米技术下的定义是+)纳米技

16

专利统计手册



术指包含至少有一个平均粒径在422纳米以下的功能组件实体#在该尺寸内可发生物理!

化学生物效应" 它包括分析!加工!处理!制造或测量422纳米以下材料的设备和方法"*

<?QEI指数不仅可以应用于全球部门分布#还适用于其他分布$如国家或地区分布%"

3?其他生成对照矩阵的方法还包括+仅包含大型专利#仅考虑制造企业#仅考虑企业
的)主要*产品组$尽管一些大型企业有多个产品系列%#仅考虑国际专利分类第一类别"

=?欧洲专利局专利所提供的地址信息比美国专利商标局和D#E专利更完整+在多数
情况下#欧洲专利局专利的地址字段中均包含市镇的名称和邮编"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
专利中#邮编经常被遗漏#地区分类过程基本上是基于市镇名称"

C?经合组织地区专利数据库的数据来源包括+欧洲专利局的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的欧洲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D#E专利申请的摘录,欧洲专利局
专利中的发明人和申请人记录$数据来源于"O(.9G/网上数据库%"

6?需注意的是#在弗拉斯卡蒂分类中个人申请者不显示为单独的类别,此外#在对专
利权人的名称进行分类时#)外国组织*这一类别的相关性很小" 在经合组织的&弗拉斯
卡蒂手册'$1221%中#列出了3个机构部门+$4%企业,$1%政府,$@%私营非营利组织,

$<%高等教育组织,$3%外国组织" 家庭被认为是属于私营非营利组织"

5?美国专利商标局使用有C种类型的分类+未转让$发明人尚未将发明的专利权授予
给一个法律实体%#和转让给美国非政府组织!美国以外的非政府组织!美国个人!非美国
个人!美国联邦政府和非美国政府"

42?两个例子分别是+M/8/G;,F/9G的)编辑间距*#即通过从一个词转为另一个词所需
的操作数量来测度相似性,%&++&0H相似性测量#为基于标记的方法#解释在其他情况下相
同字符串因标记位置而产生的差异" 其他一些算法#如基于标记的算法和NPS0&-算法
等#在计算最终的相似性时#都常常使用%&++&0H式的指标"

44?语音编码是通过名字的英语发音来编制名字索引的算法" 其目标是把相同发音
的名字编码为同一表达式#这样尽管拼写上有小的差异#名字也可以匹配"

41?在对所有配对进行比较后#将使用传递性条件#即如果记录I与记录T匹配#而
记录T又与记录#匹配#那么这@条记录将被视为是同一发明人"

参考文献
IJH0/F;+,#$?T?&GH [?D?Y/.H-&G $455=%# )Q]$*O9..(8/0;&GH F,/:/(S0&O,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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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9# *?&GH Y?M9;;(G9$122@%# )[()9.9FK&GH *(+9&.N/Ff(0';+M(+&.9;/H UG(f./HS/

*O9..(8/0;Q/89;9F/H*# #"*DQB\(0'9GSD&O/0;4<1# #/GF0/L(0Q/;/&0+, (G BGG(8&F9(G &GH

BGF/0G&F9(G&.9;&F9(G# ZG98/0;9F&T(++(G9# [9.&G# BF&.K?

#0/;O9#:?I?#I?:/JG&&GH M?%?N/;F&$1223%#)M&)(J0[()9.9FK(LI+&H/-9+BG8/GF(0;+

#&0//0$/+9;9(G &GH UG(f./HS/E0&G;L/0*#*DQZ"./+F0(G9+\(0'9GSD&O/0*/09/;4@5#ZG98/0;9FK

(L*J;;/̂# *DQZP*+9/G+/&GH E/+,G(.(SKD(.9+KQ/;/&0+,?

$(;9#:?# U?D&89FF&GH M?*(/F/$ 4552 %# E,/"+(G(-9+;(LE/+,G9+&.#,&GS/&GH

BGF/0G&F9(G&.E0&H/# V&08/;F/0>\,/&F;,/&L?

"8/G;(G#Q?"?#%?DJFG&-&GH *?U(0FJ-$4554%#)";F9-&F9GSD&F/GF#(JGF;)KBGHJ;F0K

Z;9GSF,/i&./P#&G&H&#(G+(0H&G+/*# L9G&.0/O(0FF(F,/N&F9(G&.*+9/G+/Y(JGH&F9(G?

V(9;.# U?$122C%#)E0&+9GS[()9./BG8/GF(0;+E,/#&J;&.9FK)/Ff//G BG8/GF(0[()9.9FK

&GH BG8/GF(0D0(HJ+F989FK*# Q/;/&0+, D(.9+K# N(?@=# OO?=45P=@=?

%&LL/# I?T?# [?E0&XF/G)/0S&GH Q?V/GH/0;(G $455@%# ):/(S0&O,9+M(+&.9̀&F9(G (L

UG(f./HS/*O9..(8/0;&;"89H/G+/H )KD&F/GF#9F&F9(G;*# _J&0F/0.K%(J0G&.(L"+(G(-9+;# N(?

426# OO?3CCP356?

%(,G;(G# $?$1221%# )E,/!"#$E/+,G(.(SK#(G+(0H&G+/$!E#%+D&F/GF;)KBGHJ;F0K

(L[&GJL&+FJ0/&GH */+F(0(LZ;/*# !"#$*+9/G+/# E/+,G(.(SK&GH BGHJ;F0K\(0'9GSD&O/0

1221>3# $90/+F(0&F/L(0*+9/G+/# E/+,G(.(SK&GH BGHJ;F0K# !"#$# D&09;# fff?(/+H?(0S>;F9>

f(0'9GSPO&O/0;?

U9-# %?# *?%?M//&GH :?[&0;+,'/$1223%# )E,/BGL.J/G+/(LZG98/0;9FKQ/;/&0+, (G

BGHJ;F09&.BGG(8&F9(G*# NT"Q\(0'9GSD&O/044<<C#%JG/?

[&S/0-&G#E?#T?W&G M((K&GH j?*(GS$122=%#)$&F&D0(HJ+F9(G [/F,(H;L(0V&0-(P

G9̀/H D&F/GF*F&F9;F9+;+D&F/GF//N&-/V&0-(G9̀&F9(G*#UZM\(0'9GSD&O/0N(?[*B2=23?

[&./0)&Y?&GH Y?[(GF())9($122@%# )"̂O.(09GSY&+F(0;ILL/+F9GSBGF/0G&F9(G&.E/+,G(P

.(S9+&.*O/+9&.9̀&F9(G+ F,/Q(./(LUG(f./HS/Y.(f;&GH F,/*F0J+FJ0/(LBGG(8&F98/I+F989FK*#

%(J0G&.(L"8(.JF9(G&0K"+(G(-9+;# W(.?4@# N(?<# OO?<44P<@<?

[&0&JF# *?# V?$/0G9;# #?\/))# W?*O9/̀9&&GH $?:J/../+$1226%# )E,/!"#$

Q":DIE$&F&)&;/+ID0/;/GF&F9(G*# !"#$*+9/G+/# E/+,G(.(SK&GH BGHJ;F0K\(0'9GSD&O/0

1226>1# $90/+F(0&F/L(0*+9/G+/# E/+,G(.(SK&GH BGHJ;F0K# !"#$# D&09;# fff?(/+H?(0S>;F9>

f(0'9GSPO&O/0;?

[(f/0K#$?#?#T?N?*&-O&F&GH I?I?79/H(G9;$1224%#)M/&0G9GSF(D&F/GF+BG;F9FJF9(G&.

"̂O/09/G+/# M/&0G9GS# &GH F,/#,&0&+F/09;F9+;(LZ* ZG98/0;9FKD&F/GF;&LF/0F,/T&K,P$(./I+F#

4564P4551*# [&G&S/-/GF*+9/G+/N(?<6$4%# OO?C@P65?

N&.H9# Y?# $?MJ 9̀# I?W&./GF/&GH B?W?D&0/GF9$122<%# )*+9/GF9L9+&GH E/+,G(.(S9+&.

D/0L(0-&G+/)K:/GH/0*# 9G V?Y?[(/H /F&.?$/H;?%# V&GH)((' (L_J&GF9F&F98/*+9/G+/&GH

E/+,G(.(SKQ/;/&0+,+E,/Z;/(LDJ).9+&F9(G &GH D&F/GF*F&F9;F9+;9G *FJH9/;(G Q]$*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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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f/0I+&H/-9+DJ).9;,/0;# $(0H0/+,F>T(;F(G>M(GH(G# OO?155P@4<?

N(K(G;# "?#?[?# Q?U?TJF/0# I?Y?%?8&G Q&&G# Z?*+,-(+,# E?V/9G /̀# *?V9G /̀

&GH Q?Q&GSG(f$122@%# )[&OO9GS"̂+/../G+/9G *+9/G+/&GH E/+,G(.(SK&+0(;;"J0(O/?

N&G(;+9/G+/&GH N&G(F/+,G(.(SK*# #\E*# M/9H/G?

!"#$$1221%# Y0&;+&F9[&GJ&.+D0(O(;/H *F&GH&0H D0&+F9+/L(0*J08/K;(G Q/;/&0+, &GH

"̂O/09-/GF&.$/8/.(O-/GF# !"#$# D&09;?

D&+9#Q?&GH *?Z;&9$1222%#)E/+,G(.(S9+&."G+.&8/;&GH BGHJ;F09&.$9;F09+F;+IG IG&.K;9;

(LF,/Q/S9(G&.$9;F09)JF9(G (LBGG(8&F98/I+F989FK9G "J0(O/*# Q/S9(G&.*FJH9/;# E&K.(0&GH

Y0&G+9;%(J0G&.;# W(.?@< $1%# IO09.# OO?5CP44<?

D&89FF# U?$456<%# */+F(0&.D&FF/0G;(LE/+,G9+&.#,&GS/+E(f&0H;&E&̂(G(-K&GH &

E,/(0K# Q/;/&0+, D(.9+KN(?4@ $=%# OO?@<@P@C@?

*+,-(+,# Z?# Y?M&89../# D?D&F/.&GH Q?Y09/F;+, $122@%# )M9G'9GSE/+,G(.(SKI0/&;

F(BGHJ;F09&.*/+F(0;*# L9G&.0/O(0FF(F,/"J0(O/&G #(--9;;9(G# $:Q/;/&0+,?

*9GS,# %?$122@%# )[J.F9G&F9(G&.Y90-;&GH UG(f./HS/$9LLJ;9(G+"89H/G+/Z;9GSD&F/GF

#9F&F9(G $&F&*# -9-/(?

*(/F/#M?&GH *?\K&FF$ 456@ %# E,/Z;/(LY(0/9SG D&F/GF9GS&;&G BGF/0G&F9(G&..K

#(-O&0&)./*+9/G+/&GH E/+,G(.(SK!JFOJFBGH9+&F(0#*+9/GF(-/F09+;N(?3#%&GJ&0K#OO?@4P3<?

E,(-&# :?M?$?# *?E(009;9# I?:&-)&0H/..&# $?:J/../+# T?V?V&..&GH $?V&0,(LL

$L(0F,+(-9GS%# ) V&0-(G9;&F9(G (LIOO.9+&GF;0 N&-/;9G D&F/GF$&F&*# !"#$ *+9/G+/#

E/+,G(.(SK&GH BGHJ;F0K\(0'9GSD&O/0;#$90/+F(0&F/L(0*+9/G+/#E/+,G(.(SK&GH BGHJ;F0K#

!"#$#D&09;#fff?(/+H?(0S>;F9>f(0'9GSPO&O/0;?

E,(-&#:?M?$?&GH *?E(009;9$122C%#)#0/&F9GSD(f/0LJ.BGH9+&F(0;L(0BGG(8&F9(G *FJH9/;

f9F, IOO0(̂9-&F/[&F+,9GSI.S(09F,-;?IF/;F)&;/H (G DIE*EIE&GH I-&H/J;H&F&)&;/;*#

#"*DQB\(0'9GSD&O/0;144##"*DQB##/GF0/L(0Q/;/&0+, (G BGG(8&F9(G &GH BGF/0G&F9(G&.9;&F9(G#

ZG98/0;9F&0T(++(G9#[9.&G#BF&.K#0/89;/H $/+/-)/0122C?

E0&XF/G)/0S[?#:?*,9LL&GH Q?[/.&-/H $ 122= %# )E,/0 N&-/;:&-/0+V&0G/;;9GS

BG8/GF(0;0D&F/GF$&F&L(0"+(G(-9+Q/;/&0+,*#NT"Q\(0'9GSD&O/0;41<C5#N&F9(G&.TJ0/&J

(L"+(G(-9+Q/;/&0+,# BG+?

Z.'J# V?$122C%# )Q]$# BGG(8&F9(G &GH :0(fF,+"89H/G+/L0(-Y(J0[&GJL&+FJ09GS

*/+F(0;9G !"#$#(JGF09/;*# !̂L(0H "+(G(-9+D&O/0;# N(?35 $@%# OO?34@P3@3?

W&G M((KT?#[?$J D./;;9;&GH E?[&S/0-&G $122=%# )$&F&D0(HJ+F9(G [/F,(H;L(0

V&0-(G9̀/H D&F/GF*F&F9;F9+;+D&F/GF//*/+F(0I..(+&F9(G*#"J0(;F&F>U?Z?M/J8/G \(0'9GSD&O/0?

W/JS/./0;#Q?&GH T?#&;;9-&G $1223%#)Q]$#((O/0&F9(G )/Ff//G Y90-;&GH ZG98/0;9F9/;+

*(-/"-O909+&."89H/G+/L0(- T/.S9&G [&GJL&+FJ09GS*# BGF/0G&F9(G&.%(J0G&.(LBGHJ;F09&.

!0S&G9̀&F9(G# N(?1@# 3P=# OO?@33P@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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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专利引用的使用和分析

'?"#导言
使用专利和非专利的引用作为创新的指标#在过去42 年已显著增长"

由于引用反映发明中的科技先例#因此可用于对知识进行跟踪" 通过引用#

可识别出特定发明或一组发明的影响#并反映出它们在经济中的传播" 研究
发现#一项专利的引用次数在平均意义上反映出专利在技术和商业上的重要
性#从而有助于处理专利价值不平衡的问题"

引用还可用于研究技术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或企业!产业!国家或地
区之间的关系" 这些关系可以按照多种方式进行分类#如按照技术领域!实
体类型$跨国企业或国内企业#大学等%!发明人等分类"

本章描述专利引用的含义#并说明如何使用专利引用来编制科技指标"

本章着重考察为分析创新活动而根据专利引用编制指标时须考虑的问题"

这些指导准则可作为未来这一领域内改进的基础"

'?!#什么是引用!

专利和对非专利的引用是检索报告中提供的参考资料#用于评估发明的
可专利性和确定新申请专利的权利要求的合法性" 由于它们指的是现有技
术#所以专利引用反映发明前的知识状况#可能也指出被引用的发明缺乏新
颖性" 不过引用也显示申请专利权利要求的法律边界" 由于引用界定了专
利所授予的产权范围#因此它们发挥着重要的法律功能" 如果专利T引用专
利I#这就表明专利T借鉴了专利I或与之相关的已有知识#专利T不得再
主张专利I范围内的权利" 因此#引用可用于排除专利的授予或限制在专利
申请时已知的保护范围"

在大多数情况下#引用是审查员为评估发明的新颖性和独创性#确定发



明的可专利性而对现有技术进行广泛检索$其结果为)检索报告*%的产物"

在与现有技术进行比较后确定发明不具有新颖性#引用还可被用于驳回专利
申请" 检索对象包括可公开获取的科学!技术文件!任何其他构成发明的相
关先例的文件"

引用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专利参考文献和非专利参考文献" 专利参考文
献为对在世界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以任何语言已申请的其他专利中先前已
经受保护或描述的相关技术的引用" 非专利参考文献为科学出版物!会议论
文汇编!书籍!数据库指南!技术手册!标准描述等"

'?$#引用指标的使用和运用
可用于政策分析的专利引用指标的潜力非常大" 在创新文献中专利引

用的应用主要有@种+$4%测度知识的传播或外溢$%&LL/等#455@%,$1%测度
专利的质量$V&0,(LL等#1221%,$@%公司的战略行为$D(H(.GK等#455=%"

后向引用$即对已有专利文件的引用%#可用于跟踪技术中的知识外溢"

通过后向引用#可估计技术过时的曲线#特定发明的知识向机构!地区的传播
等" 不过在一些情况下#专利和非专利引用是知识流动的)干扰信号*#其原
因是引用通常由审查员或专利律师给出#所引用专利的发明人并不总是意识
到检索报告中所引用文献的存在$%&LL/等#1222%"

4

前向引用$即一项专利随后的被引用%也可用于评估发明的技术影响#如
它们的跨技术和>或地理影响" 发明的技术影响可反映发明在经济中的重要
性" 研究显示#专利的价值和其被引用的次数和质量是息息相关的" 现已证
实引用加权指标$如公司的专利存量%与经济指标$如公司的市值%有密切关
系" 一直有报道说#被引用次数高于平均数的专利更易于延长有效期$M&GP

X(Jf等#4556%和在审裁处被提起异议或提起诉讼$M&GX(Jf和*+,&G'/0-&G#

455C,V&0,(LL等#1221%"

'?%#专利局的引用做法
各专利局的引用做法有差异#因此指标没有直接可比性" 由于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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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审查程序的差异#欧洲与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检索过程有明显差异#同时检
索过程中生成的引用也有明显差异" 这意味着希望使用专利引用进行分析
的研究人员需要意识到这些差异"

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必须依法提交已知的或认为
相关的现有技术的完整列表$)披露义务*%#然后由审查员对列表进行评估
和>或增补" 审查员会考虑披露的所有现有技术#很少有例外" 在美国专利
体系下#未提供所有相关参考文献可导致专利诉讼和严厉的处罚#因此申请
人有很强的动机提供现有技术的参考列表"

1

在欧洲专利局不存在这样的要求" 在申请文件中#申请人或其代理律师
可以引用现有技术#但这不是强制性要求@

" 在D#E和欧洲专利局公告中绝
大多数引用$约53!%是由审查员在检索报告中加入的" 尽管审查员负责创
建现有技术参考的列表$在检索报告中提供%#作为判断发明可专利性的依
据#他们部分也依赖于申请人在申请专利时一并提交的对现有技术的披露
$如在欧洲专利局#由申请人在信息披露声明中提供相关信息%"

此外#欧洲的检索报告应包括最重要的参考文件#或最早的具有同等重
要性的文件"

< 根据欧洲专利局的原则#一份好的检索报告应使用最低数量引
用但包含与专利有关的所有信息" 一些人已注意到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
的某些申请可能提供了超过正常需求的参考文献$在122=年改革前%" 这
一因素#加上欧洲专利局审查员把引用减到最低限度的做法#在一定程度
上可解释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的平均引用次数远超过欧洲专利局的原因
$表=?4%"

3

在日本专利局#专利审查员检索现有技术#但申请人也需披露所知的有
关现有技术的信息$于1221 年5 月制定的规定#自122= 年3 月起全面生
效%" 日本专利局对专利申请文件中所包含参考文献的数量无限制"

对欧洲专利局和D#E引用#须考虑以下问题$\/))等#1223%+

!

在国际和>或地区检索报告中所包含的引用可能有差异" 其中一个问
题涉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检索报告$国际检索报告%中所包含信息的$部分%

替代性"

= 如果欧洲专利局收到先由其他国际检索机构处理过的申请#欧洲专
利局会进行补充检索#其结果在补充检索报告中概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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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专利和非专利参考文献#美国专利商标局与欧洲专利局$

4554-1224年申请的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专利
专利总数量$4% 4 155 64C 参考文献总数量4C C3C C5C

包含专利参考文
献的专利数量

4 4C@ 35@

$52!%

专利参考文献
的数量

4< C@6 63<

$6@!%

技术强度
以$4%为分母

41"33

44"@@

包含非专利参考
文献的专利数量

<<3 <==

$@<!%

非专利参考文
献的数量

@ 246 5<@

$4C!%

/'0强度
以$4%为分母

="CC

1"1

4554-1224年申请的欧洲专利局授予的专利
专利总数量$4% @<1 C2< 参考文献总数量4 =56 146

包含专利参考文
献的专利数量

@@< <4@

$56!%

专利参考文献
的数量

4 <2< 1<4

$6@!%

技术强度
以$4%为分母

<"12

<"25

包含非专利参考
文献的专利数量

4@2 344

$@6!%

非专利参考文
献的数量

15@ 5CC

$4C!%

/'0强度
以$4%为分母

1"13

2"6=

AA资料来源+%(11(*2)*)(1"$122=%"

!

鉴于在进入欧洲专利局地区阶段前'%.专利申请人日益增多#这一
现象尤为重要"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多数引用出现在国际$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文件#而不是欧洲专利局文件中" 为正确地统计引用数量#必须综合考虑
国际和欧洲检索报告中的信息"

直到最近#多数引用指标仅限于单一的专利局内+欧洲专利局专利引用
以前的欧洲专利#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引用美国专利" 已有人指出#对欧洲
专利局专利而言#约有@3<的参考文献未被使用过" 将所有数据都纳入考虑
范围可显著地影响引用指标" 例如#将'%.国际阶段申请中的引用列入欧
洲等同专利#将显著改变引用时滞$被引专利和引用专利之间的时间差%+平
均时滞从<"2年变为="C 年#而最长的时滞从13"C 年变为4@1 年$4(25677

等#122=%"

在处理专利和非专利引用时#需考虑一些问题" 其中统计引用次数最为
重要的问题包括+专利文件和发明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不同发明对同一
专利的引用存在差异" 一项发明可有由不同国家或超国家专利局签发的一
系列专利文件所覆盖$4(25677等#122=%"

6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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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一项专利可被作为国家或国际3地区专利出版物或作为一种等
同物而引用" 如第<章所指出的#一项发明在各国所有已公布专利申请和后
续授予的专利通常被称为等同专利" 一组等同专利组成一个专利族#即为保
护同一发明而在多个国家提交的一组专利$或申请%" 它们通过一个或多个
共同的优先权号码而相互联系在一起" 由于对一项发明的引用分布在不同
版本的专利族中#当不考虑这些不同的引用时#引用次数将被低估"

专栏-$!"等同性问题
欧洲专利引用案例#5367899等%#++-$

欧洲专利引用的统计已被广泛用于经济分析中#但这些研究没有解决等同问
题$见第<章专利族的定义+与同一发明相关的#与来自不同授予机关具有同一优
先申请的专利%" 这个问题的结构在下图中描述" 专利申请"DP̂的检索报告引用
专利文件\!P&#"DPf和Z*P̀" 但是文件\!P&在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申请中有一
个等同文件"DPK" 文件Z*P̀对应的专利申请在欧洲专利体系中有两个等同文件
"DP̀和"DP8"

引用等同文件

FQ-y�	���

�	XP-b �	FQ-z

�	FQ-{

�	FQ-w

�	FQ-x

�	VT-{

���	�� ����

这一引用模式绝不是错误的" 鉴于时间限制!文件系统中的瓶颈或仅仅是语
言的偏好#这是一般能观察到的模式" 但是对想了解特定专利$如"DPK#"DP̀或
"DP̂%在其等同文件中引用频率的研究人员来说#不对引用数量进行调整具有误导
性" 为获得正确的引用统计结果#在统计前#必须将所有非欧洲专利文件标上其欧
洲等同专利申请号" 更为精确地说#适用的规则可概括如下+假定j和7为不同的
专利局#如果j体系文件为7体系专利的等同物#则对j体系专利文件的引用应被
视为对7体系专利的有效引用" 如上图所示#在很多情况下#被引用的非欧洲专利
文件与多个欧洲专利等同文件相联系" 在这些情况下#可使用拆分计数#例如#可
以通过多重欧洲等同专利文献逆向对应的每一多重欧洲等同专利的发生率$或统
计数据%#对引用数量和其他统计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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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倾向于使用最早和最容易获取的与发明有关的!与申请的语
言相同的文件作为参考文献" 在欧洲专利局的文件中#多数$约有@3<%参考
文献为非欧洲专利文件" 在这方面#89:5*1和;*))*1-$1224%证实#欧洲专利
局52!的专利引用来自于欧洲专利文件$欧洲专利局%!$"$德国专利局%!

:T$英国知识产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或美国$美国专利商标局%

专利文件" 仅基于欧洲专利文件进行的引用统计会低估引用次数" 就美国
专利引用而言#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但程度轻得多#因为美国专利商标局主要
引用其内部专利文件"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日本专利局#检索报告中52!或
更多的参考文献为本国文件$[9+,/.和T/FF/.;#1224%"

'?&#基于引用的指标

=?3?4A确定引用的基准
只有在比较使用时#专利引用的信息才有意义" 如果对引用数据并没有

基准尺度或价值的测度标准#那么一项专利被引用42次或422次并不表示
该专利的引用次数就高" 换言之#评估一项发明!发明者!机构或其他任何参
考部门的引用强度#只有在参照某种)基准*引用强度时才能进行"

原则上#受各种影响导致引用强度的变化是可以识别和量化的" 然而#

由于不清楚观察到的模式是否真实#因此指标可能被曲解" 例如#考虑美国
专利商标局专利引用数据的一些方面+$4%前3年被引用次数随时间的推移
在持续上升,$1%每一专利的平均被引用次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上升,

$@%老专利群组观察到的引用时滞分布比更近期专利群组的)厚尾*现象明
显" 就$4%而言#有人可能推断更为近期的专利群组更为)丰富*#或引用时
滞的分布已向左移动$引用时滞越来越短%" 就$1%而言#有人可能会认为引
用倾向发生了不真实的变化#但这一点并不确定#因为可供引用的专利存量
在快速持续增长" 就$@%而言#单独来看似乎引用时滞的分布已向右移动"

没有进一步的假定#我们不能确定这些相互矛盾的情形哪个是正确的#因此
也就不能对引用数据进行任何统计调整#包括为缩短引用的时间段而进行的
调整"

由于专利引用数据中存在的几个固有现象#确定适当的基准变得更为困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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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V&..等#1224%"

!

第一#由于仅到目前为止获得的引用次数是已知的#专利被引用的次
数被低估了"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时间段的专利有不同程度的截短" 引用更
近期专利的时间更少"

!

第二#专利审查在不同时段内的差异#可造成专利引用强度的差异#而
这与其真实影响并不相关"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NT"Q数据库的专利引用
数据中#4555 年授予专利的平均引用次数为45C3 年的1 倍多$4555 年为
42?C次#45C3年为<?C次%"

!

第三#鉴于在多个专利局已授予专利的数量也在急剧上升#由每一专
利引用数量增长造成的问题更为突出" 即使每一专利的引用次数与过去一
样#被引用的专利总体范围的扩大也会使总引用次数上升" 更多的专利导致
更多的引用#显示出某种引用次数的)夸大*#从统计的角度看#这可能意味着
早期的引用较晚期的引用更加重要"

!

第四#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或成熟度不同的技术中#每一专利的引用和
被引用次数有很大差异" 一般来说#传统技术领域引用次数较多#但被引用
次数相对较少,而新兴技术领域#如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医药技术等则相反"

对过去技术或技术累积性的依赖程度决定了对其他专利的引用倾向#例如#

像半导体这样的技术就显示出更高的后向引用强度"

5

有两种通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种方法即固定影响法#把引
用次数除以同类型的一组专利的平均引用次数#对引用次数进行调整" 这一
方法假定引用强度随时间产生的的系统性差异都是不真实的#在比较来自不
同群组专利的引用强度前必须清除" 也就是说#引用强度被重新计量#表示
为相对于同一专利群组平均引用强度的比率"

为比较4552年有1次引用的专利和4563年有<次引用的专利#每一个
都除以同一群组其他专利的平均被引用次数" 这一重新计量清除了以下数
据影响+由截短造成的影响#引用倾向随时间发生的系统变化造成的影响#以
及引用的专利数量发生变化造成的影响" 不过这种方法也清除了随时间发
生的系统性变化对专利群组的重要性或影响的数据" 这一方法的优点在
于它不需要对可造成不同群组引用强度差异的基础过程做出假定#其缺点
恰恰是因为没有假定前提#不能区分真实和可能不真实的结构和之间的
差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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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即半结构法#试图通过经济计量估计来区分对引用率的多
重影响" 在不同的影响被量化后#研究人员就可选择对原始引用次数进行
调整#以清除一种或多种估计的影响" 如果经济计量估计的内在假定是正
确的#相对于非结构性的固定影响法#这种方法就可以从杂乱的引用数据
中提取所需的更精确的数据$关于这种方法更详细的介绍#见V&..等#

1224%"

=?3?1A后向引用指标
可构建两组引用指标" 第一组是后向引用的指标#用于评估发明的新颖

性和知识传播的模式$如引用网络%" 第二组是前向引用的专利影响力指标"

此外#还可构建可发现已获专利的发明其他方面$如原创性!普遍性!科学基
础等%的基于引用的指标$E0&XF/G)/0S等#455C,N&09G 等#455C, *&-O&F和
79/H(G9;#122<%"

技术累积性的定义为一个公司对先前研究所获得专利的自引用频率"

识别自引用$申请人>受让人的自引用%#对研究知识外溢有着重要意义+引用
属于同一受让人的专利基本代表着知识的内部传播#而对他人专利的引用更
接近于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外溢$传播%" 在研究知识传播和>或发明的引用影
响时#将自引用排除在外是更为便利的做法$当申请人的综合专利数据信息
可获取时%"

测度公司的技术累积性的常用指标是+在给定的时间F中#一家企业所
拥有的专利中#后向引用的专利总量" 根据[&./0)&和!0;/G9S($4553%的观
点#技术累积性意味着领先的创新者较落后者有竞争优势#在未来领先者也
很可能继续领先"

引用时滞" )引用时滞*这一术语指引用专利申请的日期和被引用专利
文件日期之间的时间" 引用时滞指引用专利和被引用专利申请时间!公布或
授予时间之间的差异" 引用时滞有多种计算方式#如可根据优先权日期!申
请日期或公布日期进行计算" 可前向或后向地考察引用时滞" 在经合组织
欧洲专利局引用数据库中引用时滞被定义为被引用专利申请的公布日期$一
般而言#专利或非专利文献不可能在其公布前被引用#除非是由同一申请人
申请的发明%和引用专利的检索报告的公布日期之间的时间差$\/))等#

1223%" 需要指出这一选择的一些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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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多数来自欧洲专利局或日本专利局的被引用专利文件来说#公布
时间$包括欧洲专利局向公众披露检索结果的时间%为优先权日后的46个
月" 因此#为计算欧洲或日本专利的引用时滞#选择检索报告的公布日期$日
本专利的优先权日期%还是申请的公布日期#是不重要的" 可参考引用专利
的优先权日期和被引用专利的公布日期"

!

如果被引用专利是仅在美国境内申请的美国专利#在1222年44月前
最早的公布日期为授予日期#如果申请人愿意可依然使用这一规则" 如果被
引用的美国专利有国际等同物#相应的国际申请在美国优先权日期后的46

个月公布"

42

!

具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国际检索报告和欧洲专利局或其他国
际检索机关公布的补充检索报告的专利文件#有多个公布日期" 如果被引用
的文件无时间重叠#引用时滞可根据相关检索报告的公布日期计算" 如果国
际检索报告和欧洲专利局的补充检索报告都参考同一文件#后一条目可从列
表中除去#两份检索报告的最早公布日期可被用于计算引用时滞"

技术生命周期$E#E%+根据引用时滞指标#可计算出公司的技术生命周
期指标" 技术生命周期显示创新的速度或技术发展的速度#其定义为在公司
专利标题页上所引用专利参考文献年份数的平均数" 技术周期比竞争对手
更短的公司#技术进步的速度更快" 在半导体业中#技术周期短$@ R<年%#

而在造船业中#技术周期长$超过42年%#平均数为6年"

=?3?@A前向引用指标
每一专利的前向引用次数#即被引用次数#被认为是测度发明的技术影

响的指标" 多项研究显示#一项专利的被引用次数与其技术重要性和社会价
值相关$E0&XF/G)/0S#4552,*+,/0/0等#4555%#并与专利的续期!发明经济评估
价值#以及遭遇专利诉讼或异议的可能性相关$M&GX(Jf和*+,&G'/0-&G#

4555,V&0,(LL等#1221%"

引用影响是前向引用统计的相对概念$见=?3?4节对在比较不同时间段
内指标时使用这种方法的缺点的讨论%" 它指一项专利的被引用次数相对于
同一技术领域$<位数国际专利分类子类%及同一发明日期$优先权年%的专
利平均的被引用次数" 使用这一方法#可控制不同技术领域引用频率的差
异#以及与时间有关的截断效应$时间更早的专利#其被引用的可能性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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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V&..等#1224%"

专利的普遍性由V/0L9GH&,.指数表示$E0&XF/G)/0S等#455C,V&..等#

1224%+普遍性c4 a

#

*(

(

+

1

(,

#其中+

(,

代表在*个专利类别中#属于专利类别,的
(专利被引用的百分比"

44普遍性得分高显示专利有广泛的影响#其原因是它
影响了多个领域的后续创新" 专利的地理影响指数可以同样的方式创建$4P

V/0L9GH&,.地理集中度指数%#即在引用专利中发明人属于不同国家" 专利的
原创性可以同样方式定义#只是所指的是后向引用" 因此#如果被引用的专
利技术范围较小#那么引用专利的原创性得分会较低#相反则其原创性得分
会较高"

在计算这类指标时#须考虑以下问题+

!

专利原创性和普遍性指标的测度取决于专利分类体系+更精确的分类
会产生更高的指标#而更粗疏的分类会产生更低的指标" 因此#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一个领域内更为精确的分类$如@位数专利类别%很可能导致
较高的原创性和普遍性指标#这可被视为是分类体系人为的产物"

!

如V&..等$1224%指出的#当作为其基础的专利的数量较小时#普遍性
指标会偏大" 一般来说#如果观察的样本量大#那么真实的集中度可能会低,

而如果观察的样本量较小#所测度出来的集中度将很高" 因此#需要根据观
察样本的规模对指标进行调整"

41

在公司层面#有多个指标用于测度专利的影响$N&09G#1222%+

!

当前影响指数$#BB%+指相对于美国专利体系中的所有专利#公司过去
3年的专利在当前年份被引用的次数#这显示了公司专利组合的质量" 指数
值为4?2代表平均引用频率#指数值为1?2代表平均引用频率的1倍#指数
值2?13代表平均引用频率的13!" 这样就可以参照其他公司和技术平均水
平#确定一个公司的技术质量" 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当前影响指数各有不同"

例如#在半导体!生物技术和制药领域#当前影响指数高,在玻璃!黏土和水
泥!纺织领域#当前影响指数低" 有研究证实#当前影响指数可预示公司在股
市上的表现"

!

技术实力$E*%+指质量加权的专利组合规模#其定义为专利数量乘以
当前影响指数" 使用技术实力指标#可以发现拥有数量少但质量好的专利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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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技术上可能强于拥有更多专利的公司" 拥有高被引用次数专利的公
司#在技术上可能比其竞争对手更为先进#专利组合的价值也更高"

!

引用表现指数+引用表现指数为相对指数#通过比较特定国家$实体%

被引用最多$如42!%的专利的数量和全球$或其他参考组%被引用最多的专
利的数量得出" 这一指标还测度某一特定参考组中专利质量的影响" 对一
个国家而言#计算该指标的公式为+9国家的专利出现在被引用最多的42!专
利中的百分比#相对于全球专利的同一百分比"

'?'#非专利文献
科学关联指标跟据对科学性非专利文献引用的统计而编制" 识别出科

学性非专利参考文献可以深入了解接近科学研发的技术#因此为对科学知识
的进步依赖程度较深的技术提供了重要信息" 已有人指出#非专利参考文献
在研究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时非常实用" 非专利参考文献的平均水平常
被作为量化技术领域和科学领域关系的替代变量$N&09G 等#455C,[/K/0#

1222,W/0)//+'等#1221%" 专利中的科学参考文献越多#该技术就被认为越
接近于基础研究" 对专利的科学关联性分析可延伸到重要的政策课题#尤其
是科学对新兴技术领域的影响或科学对产业的价值$如科学对公司经济价值
的影响%"

不过#在解释这些指标时#需要对非专利参考文献进行谨慎处理#并且应
考虑一些背景性因素" 如第=?<节已指出的#专利局在审查程序上的差异可
影响被引用参考文献的数量和类型" 在欧洲专利局#由于参考文献基本上来
源于审查员对现有技术的检索#有人据此认为引用很少反映出或符合发明者
所使用的科学" 其他研究人员指出#非专利参考文献基本上不代表技术与科
学的单向直接联系#很难确定引用专利和被引文章之间的因果关系$E9X;;/G#

1221%" 非专利文献$NDM%不仅包括同行审稿的科学论文#还包括其他类型
的出版物#如会议论文汇编!数据库$$NI结构!基因序列!化合物等%!其他
相关文献$翻译指南!统计手册等%" 表=?1显示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欧洲专利
局参考文献中期刊和非期刊的数量和比例#表=?@显示非期刊的类型" 在非
期刊来源中#会议论文汇编!产业相关文件和数据库是被引用最多的" 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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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专利的科学关联性时#应排除对非科学文献如)专利摘要*和商业性专利在
线数据库的引用"

表-$#"美国专利商标局#:;(*<$与欧洲专利局#=(<$的期刊和非期刊参考文献
观察值!行百分比"

期刊 非期刊 非专利文献总数
Z*DE! 1 C==$33!% 1 1<1$<3!% 3 226

$'# @ 146$=<!% 4 62@$@=!% 3 214

总计 3 56< < 2<3 42 215

AAAA资料来源+%(11(*2)*)(1"$122=%"

表-$&"美国专利商标局#:;(*<$与欧洲专利局#=(<$的非期刊引用来源
观察值!列百分比"

Z*DE! "D! 合计
会议论文汇编 @64$4C!% =41$@<!% 55@

产业相关文件 3=2$13!% @2<$4C!% 6=<

书籍 @@@$43!% 46=$42!% 345

参考书3数据库 1@<$42!% =22$@@!% 6@<

专利相关文件 @1C$43!% <=$@!% @C@

研究3技术报告 4@6$=!% 1C$1!% 4=3

报纸 42=$3!% 42$2!% 44=

不明或其他 4=@$C!% 46$4!% 464

总计 1 1<1$422!% 4 62@$422!% < 2<3

AAAA资料来源+%(11(*2)*)(1"$122=%"

对欧洲专利局公布的超过3<2 222项根据&国际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
专利申请的分析显示#在过去43年间#国际专利分类子类中非专利文献引用
比例超过平均水平$超过43!%的主要技术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制药!其他精
细有机化工和信息通信技术$图=?4%"

4@专利申请更集中于这些高技术或新
兴技术领域的国家#其引用非专利文献的比例更高$图=?4%" 例如#印度发
明人近期大量从事国际专利申请#在其申请中生物技术和制药占有很高比
例#而这两个技术领域与科学有密切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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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注+统计数据仅包括非专利文献引用比例超过平均水平$4<?C!%的<'%子类和4552-122<年期间有超过432

项专利申请的国家"

资料来源+#$%&=$'#'()*+)%9)()96+-&()(,(-*"

图-$!"!22+'#++'年根据国际专利分类子类
()*专利申请的检索报告中非专利文献的引用比例

4552-122<年期间#在与生物技术有关的国际专利中33!是对非专利
文献的引用" 在这方面各国的差异很小#这显示技术进步率的某种同质性#但
未反映出各国的结构性差异$图=?1%" 就信息和通信技术$B#E%而言$图=?@%#

所引用非专利文献的平均比例约为46!#各国的这一比例范围从42!到
13!" 低比例显示近期的B#E创新更多地基于现有技术#而高比例显示一些
国家依然得益于B#E领域的科学研发"

在带有科学内容的非专利参考文献被识别出后#科学对专利的影响就能
更为清晰地显示出来" 借助于与科学出版物有关的数据库#科学学科!作者
的背景!机构就可以与专利信息联系起来" 例如#将引用专利的技术领域和
被引用出版物的科学领域联系起来#可生成显示特定的科学学科和与它们相
联系的不同技术领域矩阵$*+,-(+,#455C,W/0)//'等#1221%"

公司层面的一个简单指标是在公司专利标题页上显示的被引用的科学
参考文献的平均数量" 较强的科学关联性显示公司将其技术建立在科学进
步之上$)与科学密切相关*%" 相对于其竞争对手#高技术公司一般具有更
强的科学关联性#且有研究证实#科学关联性可预示公司在股市上的表现
$N&S&('&#1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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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注+4?如果专利申请有4个以上发明人#使用拆分计数"

1?其他!"#$国家包括捷克!希腊!冰岛!卢森堡!墨西哥!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土耳其"

资料来源+!"#$P"D!D&F/GF#9F&F9(G;$&F&)&;/"

图-$#"!22+'#++'年以发明人国家计非专利文献在引用中的比例'''所有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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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注+4?如果专利申请有4个以上发明人#使用拆分计数"

1?其他!"#$国家包括捷克!希腊!冰岛!卢森堡!墨西哥!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土耳其"

资料来源+!"#$P"D!D&F/GF#9F&F9(G;$&F&)&;/"

图-?&"!22+'#++'年以发明人国家计非专利文献在引用中的比例'''信息和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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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引用类型的其他指标"=(<和()*检索报告#

D#E和欧洲专利局$"D!%检索报告将代码分配给构成一项发明的现有
技术参考文献$*+,-(+,#455@%" 欧洲专利局的出版物包括关于3种不同类
型引用的信息+$4%在检索中由审查员加入的引用$不论是否由申请人提
供%,$1%由申请人提供的但未在检索报告中使用的引用,$@%在审查中加入
的引用,$<%在异议程序中提供的引用,$3%其他引用" 所有被引用的文件都
可以通过检索报告第一列中代表引用类型的字母识别$可以合并代码%#见表
=?<中对引用类型的定义"

表-$'"=(<和()*的引用类型
j 当单独考虑时特别相关的文件$发明认为不具有新颖性或独创性%

i 如果结合同一类型的其他文件为特别相关的文件
I 定义一般技术现状的文件
! 非书面披露的文件
D 中间文件$在优先权日期和申请日期之间公布的文件%

E

与发明的基础理论或原则有关的文件$在提交申请日期后公布的#为更
好地理解发明而引用的并与申请无抵触的文件%

" 可能存在抵触的专利文件#在发明的申请日期或之后公布
$ 在申请中已被引用的文件$由申请人提供%

M 出于其他原因被引用的文件$如可对优先权主张提出怀疑的文件%

AA资料来源+"D!:J9H/.9G/;L(0"̂&-9G&F9(G 9G F,/"J0(O/&G D&F/GF!LL9+/#122@$4C=LL?%"

这一分类法可有助于创建出更为精确的引用指标#如可以阻止其他发明
申请专利的专利指标$基于j!i和"引用类型%" j和i引用类型#将引用
归于现有技术中的相关文件#对评估新发明的可专利性是很重要的#可阻止
专利的授予" 在这方面j类型的参考文献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项申请收到
j分类#这显示发明未全部或部分满足新颖性或独创性要求#且为不违反已
有发明的法律边界#至少需要修改专利申请的一个范围" 因此#在考察带有
这些后向引用类型的已授予专利时#在多数情况下申请专利范围都在授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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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被修改过" 在检索报告中#检索员或审查员会指出适用于现有技术申请
的专利范围"

如果申请人引用的文件$类型$%在确定技术现状方面是很重要的或是
理解专利申请所必需的#则必须在检索报告中考虑" 由申请人提交的#不符
合这些要求的引用#审查员可不予考虑" I类参考文献仅提供技术背景信息
$技术现状%" 一项专利被频繁引用来主张其他专利申请的一些或所有权利
要求无效#反映出专利持有人的策略性行为#即为了阻止或降低竞争对手后
续发明的可专利性而在专利申请中设定广泛的限制"

注释
4?在对专利权人和发明人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一组455@名专利

权人%几乎有一半的专利引用未与任何觉察到的信息相对应#甚至未与可感知到的这些
发明间的技术关系相对应$%&LL/等#1222%"

1?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已公布申请$被称为预授予公布%包括申请人提交的引用#但不
包括审查员检索到的引用#后者仅在专利授予时公布"

@?进一步的详细信息#见定期更新的&欧洲专利局审查指导准则' " 在一般规定
后#该指导准则分为3个部分#包括程序指导准则!检索指导准则和实质审查指导准
则等"

<?如果检索发现多个具有同等相关性的文件#在正常情况下检索报告应仅包含一个
文件" 审查员根据专业知识选择引用文件" 如果两个文件具有同等相关性#一个在优先
权日期前公布#而另一个在优先权日期和申请日期之间公布#则检索审查员应选择日期更
早的那个"

3?如#&..&/0F等$122C%对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欧洲专利局专利的比较研究所显示的#

两个专利局所引用参考文献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很大差异#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中包含的
平均专利引用数量为欧洲专利局专利的@倍" 就非专利文献而言#@<!的美国专利商标
局专利包含非专利参考文献#而欧洲专利局为@6!" 对他们的研究还发现#欧洲专利局
专利引用的期刊参考文献更多$=<!的非专利参考文献为期刊参考文献#而美国专利商
标局为3<!%"

="对后来在欧洲专利局进入地区阶段的专利而言#欧洲专利局履行国际检索机关的
职责" 在正式的意义上#国际检索报告与欧洲专利局为直接向其提交的申请而出具的检
索报告功能不同" 但在实践中二者差异很小" 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文件出具的国际检索
报告由41个国际检索机构中的一个出具#这些机构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中国!

芬兰!日本!韩国!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美国等国的专利局和欧洲专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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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进一步的信息#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指导准则',

>>>">9?6"9+)3?:)3*+3)*@)-3?A739-?*"?A7"

6"在欧洲专利局专利引用的背景下#如果一项发明在多个国家得到保护#即有属于同
一专利家族的多个文件#审查员应优先引用与申请文件的语言一样的专利文件" 引用选
择还受到审查员所熟悉的语言的影响" 当专利文件未被作为欧洲文件而引用#而是作为
其他专利局$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专利商标局!德国专利局等%签发的等同文件而
被引用时#引用统计通常可向分析师提供关于引用来源的信息#但不提供关于特定发明重
要性的信息"

5"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的技术领域#引用倾向也有差异" 计算机和通信领域的引用
速度最快#其次是电气和电子技术领域!药品和医药技术领域$4(11等#1224%"

42"根据4555年44月15日颁布的&美国发明人保护法'#所有在美国以外寻求某种
形式保护的专利#都在美国优先权日期后的46个月由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 这并未改变
最早的公布日期#而是美国专利的欧洲等同专利信息未能获得时#可从美国专利商标局
获得"

44"如果一项专利被广泛领域的后续专利所引用#这一指标值会很高$接近于4%#如
果仅被几个领域集中引用#这一指标值会很低$接近于2%"

41"计算偏差幅度和更正偏差的方法#见4(11等$1224%"

4@"这与在像大学衍生企业!产业界-大学合作研发合作等领域观察到的其他科学-

产业关联性模式相一致#如生物技术公司倾向于聚集在大学周围"

参考文献
%(11(*2)B"#;"C(+D66E#F"C*2,**G#H"&*,(:G*2*(+A ;".59I-$122=%#).2(:*-67'2962

F2)"F+F+(1E-9-67/6+='()*+)0*7*2*+:*-J6K+A >9)59+'()*+)&6:KL*+)-*# M:9*+)6L*)29:-#

C61"=5# /6"4# F?291# ??"@=12"

4(11;"4"# F"B(77*(+A 8".2(I)*+,*2N$1224%#*8(2G*)C(1K*(+A '()*+)%9)()96+-+F

J92-)D66G*# $:6+6L9:-&*?(2)L*+)O62G9+N'(?*2$22=1CC# P+9Q*2-9)E67%(19762+9("

4(11# ;"4"# F"B(77*(+A 8".2(I)*+,*2N$1223%# )8(2G*)C(1K*(+A '()*+)%9)(=

)96+-*# 0(+A B6K2+(167$:6+6L9:-# /6"@=# M?29+N"

4(25677# &"# H"469-1(+A %"O*,, $122=%# )$K26?*(+'()*+)%9)()96+-=46>)6

%6K+)(+A 46>)6<+)*2?2*).5*L.*# K+?K,19-5*A A6:KL*+)# FKNK-)"

4(25677# &"# J"8"M:5*2*2(+A H"C6?*1$1221%# )%9)()96+-# J(L91EM9R*# #??6-9)96+

(+A )5*C(1K*67'()*+)09N5)-# 0*-*(2:5'619:E*# $1-*Q9*2# /6"@1$6%# ??"4@<@=4@=@"

B(77*# F";"# 8".2(I)*+,*2N(+A 0"4*+A*2-6+$455@%# )S*6N2(?59:D6:(19R()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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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1*AN*M?9116Q*2-(-$Q9A*+:*A ,E'()*+)%9)()96+-*# TK(2)*21EB6K2+(167$:6+6L9:-# /6"

426# ??"3CC=356"

B(77*#F";"#8".2(I)*+,*2N(+A 8"M"J6N(2)E$1222%#)H+6>1*AN*M?9116Q*2-(+A '()*+)

%9)()96+-+$Q9A*+:*726L (MK2Q*E67<+Q*+)62-*# FL*29:(+$:6+6L9:0*Q9*># FL*29:(+

$:6+6L9:F--6:9()96+# C61"52$1%# ??"143=146"

D(+I6K># B"#"$4556%# )'()*+)'26)*:)96+9+)5*M5(A6>67<+729+N*L*+)+M9LK1()96+

$-)9L()96+-67'()*+)C(1K**# .5*0*Q9*>67$:6+6L9:M)KA9*-# C61"=3# ??"=C4=C42"

D(+I6K># B"#"# F"'(G*-(+A B"'K)+(L $4556%# )46>)6%6K+)'()*+)-(+A C(1K*

<+)*11*:)K(1'26?*2)E+P-*-67'()*+)0*+*>(1(+A F??19:()96+&()(*# .5*B6K2+(167<+AK-)29(1

$:6+6L9:-# C61"UDC<# /6"<# &*:*L,*2# ??"<23=<@@"

D(+I6K># B"#"(+A 8"M:5(+G*2L(+$455C%#)M)E19-*A J(:)-67'()*+)D9)9N()96++C(1K*#

M:6?*(+A #>+*2-59?*# /;$0>62G9+N?(?*2-*29*-# /;$0# %(L,29AN*# 8F"

8(1*2,(#J"(+A D"#2-*+9N6$4553%#)M:5KL?*)*29(+'())*2+-67<++6Q()96+*#%(L,29AN*

B6K2+(167$:6+6L9:-# #@762A P+9Q*2-9)E'2*--# C61"45 $4%# J*,2K(2E# ??"<C==3"

8*E*2#8"$1222%# )&6*-M:9*+:*'K-5.*:5+616NE. '()*+)-%9)9+NM:9*+)979:D9)*2(=

)K2**#0*-*(2:5'619:E# C61"15# /6"@# 8(2:5# ??"<25=<@<"

89:5*1# B"(+A ;";*))*1-$1224%# )'()*+)%9)()96+F+(1E-9-=F:16-*2166G ())5*,(-9:

9+?K)A()(726L?()*+)2*-*(2:52*?62)-*# M:9*+)6L*)29:-# /6"34# ??"464=124"

/(N(6G(#M"$122C%#)F--*--9+N)5*0V&8(+(N*L*+)67(J92L9+.*2L-67M?**A (+A

M:9*+:*D9+G(N*+ $Q9A*+:*726L )5*PM'()*+)-*# B6K2+(167$:6+6L9:-(+A 8(+(N*L*+)

M)2()*NE# C61"4=# /6"4# M?29+N# ??"415=43="

/(29+# J"# H"4(L91)6+(+A &"#19Q(-)26$455C%# ).5*<+:2*(-9+ND9+G(N*,*)>**+

PM.*:5+616NE(+A 'K,19:M:9*+:**# 0*-*(2:5'619:E# /6"1=# ??"@4C=@@2"

'6A61+E# B"8"# ."$"M)K(2)(+A 8"."4(++(+$455=%# )/*)>62G-# H+6>1*AN*(+A

/9:5*-+%6L?*)9)96+9+)5*O621A>9A*M*L9:6+AK:)62<+AK-)2E# 456< =4554*# FL*29:(+B6K2=

+(167M6:9616NE# /6"421 $@%# /6Q*L,*2# ??"=35==65"

M(L?()# ;"/"(+A F"W9*A6+9-$122<%# )'()*+)%9)()96+-(+A )5*$:6+6L9:C(1K*67

'()*+)-+F'2*19L9+(2EF--*--L*+)*# >9)5;"/"M(L?()9+4"86*A# O"S1X+R*1(+A P"

M:5L6:5$*A-"%# 4(+A,66G 67TK(+)9)()9Q*M:9*+:*(+A .*:5+616NE0*-*(2:5+.5*P-*67

'K,19:()96+(+A '()*+)M)()9-)9:-9+M)KA9*-6+0V&ME-)*L-# H1K>*2F:(A*L9:'K,19-5*2-# &62=

A2*:5)3;6-)6+3D6+A6+# ??"1CC=156"

M:5L6:5# P"$455C%# )<+A9:()62-(+A )5*0*1()96+-,*)>**+M:9*+:*(+A .*:5+616NE*#

M:9*+)6L*)29:-# C61"@6 $4%# ??"42@=44="

M:5L6:5# P"$455@%# ).2(:9+N)5*H+6>1*AN*.2(+-7*2726LM:9*+:*)6.*:5+616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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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A 9+'()*+)<+A9:()62-*# M:9*+)6L*)29:-# C61"1=# $4%# ??"45@=144"

.9I--*+#0"B"O"$1221%#)M:9*+:*&*?*+A*+:*67.*:5+616N9*-+$Q9A*+:*726L <+Q*+=

)96+-(+A )5*92<+Q*+)62-*# 0*-*(2:5'619:E# /6"@4# ??"325=31="

.2(I)*+,*2N#8"#0"4*+A*2-6+(+A F"B(77*$455C%#)P+9Q*2-9)EQ*2-K-%62?62()*'(=

)*+)-+FO9+A6>6+)5*;(-9:+*--67<+Q*+)96+*# $:6+6L9:-67<++6Q()96+(+A /*>.*:5+616=

NE# C61"3 $4%# ??"45=32"

.2(I)*+,*2N# 8"$4552%# )F'*++E762Y6K2TK6)*-+'()*+)%9)()96+-(+A )5*C(1K*67

<++6Q()96+*# 0F/&B6K2+(167$:6+6L9:-# /6"14 $4%# ??"4C1=46C"

C*2,**G#F"#H"&*,(:G*2*(+A 8"DK>*1$1221%#)M:9*+:*%9)*A 9+'()*+)-+FS*6N2(?5=

9:/J16>0F+(1E-9-67;9,196N2(?59:%9)()96+'())*2+-9+'()*+)-*# M:9*+)6L*)29:-# /6"36 $1%#

??"1<4=1=@ $122@%"

O*,,# %"# 4"&*2+9-# &"4(25677(+A H"469-$1223%# )F+(1E-9+N$K26?*(+(+A

<+)*2+()96+(1'()*+)%9)()96+-+FM*)67$'# '()*+)&()(,(-*;K91A9+N;16:G-*# #$%&M:9=

*+:*# .*:5+616NE(+A <+AK-)2EO62G9+N'(?*2122335# &92*:)62()*762M:9*+:*# .*:5+616NE

(+A <+AK-)2E# #$%&# '(29-# >>>"6*:A"62N3-)93>62G9+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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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科学技术的国际化指标

(""#导言
发明活动越来越国际化$#$%&#122C%" 居住在一国的发明人所做出的

发明可由外国公司资助和拥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公司可联合资助研究#而来
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可合作从事发明工作等" 来自不同地方的公司和机
构组成联合体#以获取新的技术竞争力!研究协同效应和优势互补" 全球价
值链的发展#研发费用的差异#处理跨国界研发项目灵活性的增高$由于信息
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主要的政策变化$如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或研发的税
收优惠等%#都有利于发明活动国际化的趋势" 鉴于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和它
们对国家技术实力的意义#对这些活动的强度和地理模式进行量化是很重
要的"

有多种测度科学和技术国际化的指标" 这些指标主要基于研发和国际
贸易统计数据#如国外资金资助的研发的比例#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技术服
务的收支状况等$#$%&#1223%" 就研发活动的国际化来说#分析依赖于对
跨国企业研发活动的调查数据和案例研究" 来自商业调查的信息$即
#$%&=FJF数据库%为外国附属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覆盖
范围仅局限于很少几个国家"

还可以通过作为发明活动产出的专利#研究技术活动的国际化" 专利文
件显示申请时专利所有人$发明人和申请人%的信息#以及他们的地址和国
家或居住国" 单独或综合使用这些信息#可提供关于发明的地理组织的很
多信息" 这反映在本章所介绍的指标中" 也可以使用专利引用来反映技
术活动的国际化+专利所引用的另一专利属于在其他国家所做发明#这反
映出知识的国际流动" 基于引用的指标已在第= 章中讨论#本章将不再
讨论"



("!#指标

C"1"4A发明的跨国界所有权
当申请人和发明人的居住国不一样时#这表明发明的所有权是跨国界

的" 使用专利文件中直接或间接包含的信息#可计算出国家或地区层面跨国
界所有权的两个指标$SK*11*:和Q(+'6))*1-,*2N5*#1224%+

!

本国发明的外国所有权" 这指授予居住在国外的申请人且至少有一
个国内发明人$!

"##

%的专利数量$参考国"#外国#c4#$$$$%##c"%#除以国内

已获专利发明的总数量$!

"

%" 在"国内总发明中外国所有权为+

%

#c4

#

!

"##

!

"

"

!

外国完成发明的本国所有权" 这指授予一个国家在国外完成的且至
少有一个外国发明人$!

"##

%的专利的数量#除以该国所拥有专利的总数量

$!

"

%" "国内专利总量中的本国所有权为+

%

#c4

#

!

"##

!

"

"

在多数情况下#具有外国发明人的专利类似于以下发明+在跨国公司研
究实验室所做的发明#由公司总部申请专利$不过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在
他国的子公司也可以拥有或联合拥有专利%" 因此#第一个指标显示外国企业
控制本国发明的程度" 同样地#第二个指标反映本国企业控制由其他国家居民
所做发明的程度"

4 因此#这些指标反映跨国公司的外国附属公司在发明活动中
所起的作用" 这些指标与有关跨国公司外国附属公司研发的数据相互补充"

外国控制指发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在多国共享+发明国!所有权国以及其他国
家#其原因是跨国公司可在全球实施其部分技术$如在制造或销售方面%"

C"1"1A研究的国际合作
另一个技术国际化的指标是研究的国际合作指标#以涉及来自不同国家

发明人的专利测度" 这指一国$参考国"#外国#c4#5%##c"%在国内发明的
专利总数量$!

"

%中至少有一名发明人位于国外的专利的数量$!

"##

%" "国内

总发明数量中国际合作发明所占的比例为+

%

#c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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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国在专业化和知识资产上有差异#补充性的外部知识可在国外找
到" 国际合作研究既可以在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有研究设施%内部进行#也
可以通过多个企业或机构的研究人员联合进行$属于不同大学或公共研究组
织的发明人的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发明指标也反映知识的国际流动"

发明的跨国界所有权指标和共同发明指标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根据定
义#国际共同发明包含发明的跨国界所有权" 实际上#发明的跨国界所有权
可划分为涉及或不涉及共同发明$发明人和申请人在同一国家%两种类型"

自然地#发明人所在国专利的外国所有权就意味着另一个国家存在外国发明
的本国所有权" 由于统计数据已经合并#世界跨国发明的总量比一些国家报
告的数字要低得多#这并不奇怪"

图C"4显示4552-1221年间#欧洲专利局专利申请中跨国界所有权和
共同发明的发展变化" 前者指至少有一名与专利所有人不在同一个国家的
发明人的专利数量占全球发明总量的百分比#后者指至少有两名居住在不同
国家发明人的专利在全球专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 在4552-1221年间#国
际共同发明所占的比例从4552年的约@!增长到1221年的超过C!#翻了一
番多" 全球跨国界所有权专利所占的比例稳步增长#在这一期间增长32!#

也就是说1221年#在欧洲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中#42个专利有超过4?3个
涉及跨国界所有权" 图C?1和图C?@显示一组国家发明的外国所有权指标
和外国发明本国所有权的指标"

&

2::2

31

26

21

6

1
2::1 2::3 2::4 2::5 2::6 2::7 2::8 2::9 2::: 3111 3112 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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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注+专利统计根据发明人居住国!优先权日期和拆分计数进行" 专利申请指根据&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并指
定欧洲专利局的申请" 跨国界所有权+申请人与发明人不在同一个国家的专利在全球专利总量中所占的比
例" 共同发明+至少有两名位于不同国家的发明人的专利在全球发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 共同所有权+至
少有两名位于不同国家的共同申请人的专利在全球发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D&F/GF$&F&)&;/"

图.$!"!22+'#++#年()*申请中基于专利指标的科学技术全球化
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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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注+专利统计根据优先权日期!发明人居住国进行#使用简单计数" 由外国居民拥有的向欧洲专利局提出的专
利申请在全球国内发明专利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D&F/GF$&F&)&;/"

图.$#"!22!'#++&年()*申请中国内发明的外国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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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注+专利统计根据优先权日期和申请人的居住国进行#使用简单计数" 向欧洲专利局提出的外国发明专利申请
占本国居民所拥有专利总量的比例"

资料来源+!"#$#D&F/GF$&F&)&;/"

图.$&"!22!'#++&年()*申请中外国发明的本国所有权

C?1?@A用专利测度科技国际化的优点及相关注意事项
使用专利指标来跟踪技术的国际化具有很多优点" 专利提供了对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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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完整的描述以及很多信息#如所涉及的技术领域!发明人$名字!地理位置
等%!申请人!对以前专利的参考或引用!与发明有关的科学论文等" 可通过
技术领域!企业类型$当企业数据可以获得时#如企业规模%!大学和产业界的
联系等对技术的国际化进行跟踪"

在使用专利信息测度技术国际化方面最大的困难来源于专利信息的复
杂性和缺乏关于公司所有权结构和策略的信息#这使得有时候难于将专利文
件中载明的所有人公司归属于某一特定国家" 不过很多此类难题都与一个
公司的国家归属有关#这是所有国际化指标都面临的问题$!"#$#1223%" 一
些具有误导性的情况包括+

!

专利文件中载明的所有人可能只是跨国集团公司负责管理集团国际
知识产权的附属公司#而不是跨国集团公司本身" 处于战略或税务等原因#

该等附属公司可能与集团的总部不在同一个国家#这样可能会扭曲跨国界专
利的真实状况"

!

一项获得专利的发明可由一家外国实体事后控制#即专利的最初所有
人被这家外国实体并购或专利权被转让给这家外国实体" 出于类似的原因#

一家外国公司也可以被本国公司所并购" 新的所有人可以直接或间接控制
专利" 标准的专利数据库不记载专利授予后专利所有权所发生的变动#因此
不能准确地提供有关发明实际控制权的信息"

!

专利可由跨国集团公司的本国子公司直接拥有$或申请%#这样就不会
在专利文件中提到跨国集团公司的名字$见第3章%"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所
有权就会被低估$如#9G+/0&等122=年所提到的比利时的例子%#同样地#外
国发明的本国所有权对于专利所有人国家来说也会被低估"

在使用专利来解释国际共同发明活动时须保持一定的谨慎" 同一家跨
国公司的发明人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同时公司的管理惯例也可以对将谁列
为发明人$或第一发明人#见T/0S/'和T0J /̀.9J;#1223%产生影响" 相反地#位
于外国的发明人可参与外包研究"

在专利申请中不要求提交公司信息$公司的来源国和公司的国际所有
权%" 如果仅使用从专利文件中获得的信息编制统计指标#可能会低估技术
国际化的重要性" 我们建议将专利数据库中有关的专利所有权人的信息与
有关公司所有权的其他信息结合起来使用#以获得更为准确的技术国际化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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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利的地域分布
本章所介绍的指标可在地区和国家的层面上编制+跨地区所有权的指标和跨

地区合作研究的指标" 尽管计算公式类似#但由于跨地区的差异和障碍通常远低
于跨国家的差异和障碍$如语言!监管!税制!距离等%#经济解释可能有些不同" 将
研发设施设在接近最终需求地的重要动机是为了使现有技术适应当地偏好#这更
适用于跨国家投资#而非跨地区投资"

经合组织使用EM$)地域层级*%分类#该分类法下有不同的地域层级$EM1由
@22个大经济区构成#而EM@由1 @22个地区构成#如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经济区!日
本的都道府县!法国的省等%" 在欧盟国家#地区由NZE*$统计地域单位命名系统#

欧盟委员会的官方分类法%定义#与经合组织对欧洲的地域分类相同"

(?$#所有权和研究战略
专利所揭示的技术活动的全球化#反映出混合的研究和所有权战略组

合" 当我们考察所有权$或共同所有权%类型及发明类型$仅在国外进行的
发明或通过合作做出的共同发明%的组合时#专利数据可为这些问题提供进
一步的信息" 从专利数据中可识别出3种技术国际化模式+

4?对外国发明的单纯国内所有权$I国的所有权人和T国的发明人%"

这一战略涉及的专利研究完全在外国实验室$跨国公司的子公司%"

1?仅有一个发明人的本国共同所有权$所有权为I国和T国共同所有#

但发明人仅为T国的%" 这一模式可能反映出跨国公司和其外国附属公司对
发明的共同所有权#或位于不同国家的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进行的研究"

@?对共同发明的本国所有权$由I国和T国的发明人共同发明#但所有
权人仅为I国的%" 这一模式涉及实施双重国际化战略的跨国公司所拥有的
专利+使用公司自己的知识资产和获得外国知识"

<?对共同发明的共同所有权$由I国和T国的发明人共同发明和共同
拥有%" 这一战略为1和@战略类型的结合" 它可能反映出跨国公司总部和
其外国附属公司的共同发明#或位于不同国家的公司的研究合作"

3?对发明人和所有人位于不同国家的发明所拥有的跨国界所有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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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发明人发明#但所有权人是I国和T国的%" 这一复杂和不常见的模式
需要依个案分析" 例如它可能反映出国际性公司联合体委托第三方管理它
们的专利$如技术池%"

图C?<显示具有跨国界所有权专利的细分" 它显示跨国界发明中的主
要战略是对外国发明的单纯国内所有权#<C!的跨国界所有权的专利属于这
个类型,其次是对共同发明的本国所有权$发明人和共同所有人中的一个在
同一国家%#其所占比例已从4552-4551年间的1@!提高到1222-1221年
间的15!#这显示组合策略得到越来越多地使用$如旨在实现创新的技术协
同效应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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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1/58

1/34

1/53

AA注+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提出并指向欧洲专利局的专利申请#根据战略和优先年份分类#使用拆分计数计算"

资料来源+!"#$#D&F/GF$&F&)&;/"

图.$'"()*申请中跨国界所有权的构成

其他三种战略$共同发明的一方所有权#共同发明的共同所有权#对第三
国发明的共同所有权%的重要性程度较低#它们所占的比例实际上已经下降+

包含有两个不同国家共同所有权$跨国公司和其外国子公司#或位于不同国
家的非关联公司对仅由一个国家所做出发明的共同所有权%的专利#占跨国
界专利的44!以下" 最后一种战略#即对第三国发明的共同所有权#所占比
例在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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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注释
4?这些涉及跨国界所有权的专利#其中可能存在位于不同国家的两个公司的共同所

有权#最大的可能是公司总部和外国子公司的共同所有权" 不过这占跨国界所有权的专
利比例很小"

参考文献
T/0S/'# I?&GH [?T0J /̀.9J;$1223%#)D&F/GF;f9F, BG8/GF(0;L0(-$9LL/0/GF#(JGF09/;+

"̂O.(09GS*(-/[/F,(H(.(S9+&.B;;J/;F,0(JS, &#&;/*FJHK*#O0/;/GF/H &FF,/$QZB$+(GL/0P

/G+/# #(O/G,&S/G# 1CP15 %JG/?

:J/../+# $?&GH T?8&G D(FF/.;)/0S,/$1224%#)E,/BGF/0G&F9(G&.9;&F9(G (LE/+,G(.(SK

IG&.K;/H f9F, D&F/GF$&F&*# Q/;/&0+, D(.9+K# @2 $6%# OO?413=P41==?

!"#$$1223%# #(-O/GH9J-(LD&F/GF*F&F9;F9+;1223# !"#$# D&09;?

!"#$$122C%# #(-O/GH9J-(LD&F/GF*F&F9;F9+;122C# !"#$# D&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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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专利价值指标

)?"#导言
)专利价值*这一术语有几种不同的含义" 它可以指专利对其所有人的

经济价值#其定义为专利在其生命期内所产生的收入的现值" 它也可以指专
利的)社会价值*#即专利对全社会存量技术的贡献" 由于专利所产生的收入
必须与其技术贡献相称#所以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但它们并不是完全等同
的#因为专利的部分社会价值并未由专利所有人占有$存在外部性%#例如已
公布的知识可由其他发明人和>或竞争对手使用#以在初始发明的基础上进
行改进"

此外#我们还应将专利本身的价值和其基础发明的价值区分开来" 前者
仅包括发明获得专利的增加值#即获得专利的发明的价值与其未获得专利的
价值之间的差值" 后者指发明的技术含量或)质量*#即对现有技术的贡献"

对现有技术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利将影响未来的技术发展" 这两个概念的差
别在于#专利提高了对特定发明利益的占有权"

4 不过专利在确保对发明所产
生收入占有权方面的能力#在不同技术领域有差异"

这显示专利的价值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此反映技术表现的专利统计需
要考虑这种复杂性" 对已获专利的发明或专利保护的价值的所有研究都显
示#专利价值的统计分布是很不平衡的#一些专利具有高价值#而其他很多专
利则几乎没有价值$如未得到利用%" 因此#给予所有专利同等权重的专利统
计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422项专利组成的专利组可反映不同水平的技术表
现#这取决于高价值专利和低价值专利的构成比例" 如果已有关于专利价值
的信息#在计算指标时有两种方法可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是使用加权方法#以
专利价值作为权数进行统计,另一种是仅统计具有足够价值的专利而忽略其
他低价值专利"

估计专利价值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时效性#即需要能足够早地反映发明



的经济或技术价值的可靠指标#以能用于评估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在专利价
值图景中的近期地位" 研究人员在估计或推断专利的经济价值时#主要采用
以下@种方法+

!

对发明人或专利所有者进行调查#询问他们其专利的经济价值$*+,/0P

/0等#4555%"

!

分析从专利申请程序中得到的数据$如专利申请的授予或驳回#专利
引用#专利续期#专利保护的地理覆盖范围等%"

!

通过财务数据$如公司的市值!首次公开募股的价值等#见V&..等#

1223%评估专利的经济价值"

在使用第4种方法时#询问专利所有人或发明人其发明的货币价值$愿
意出售其发明的价格#包括在后续年份中专利将产生的收入%"

1 研究显示#专
利经济收益的规模分布是很不平衡的#峰值为2" 专利有多种方式产生经济
收益#如内部开发!许可给他人使用!策略性使用$阻止其他人获得专利或用
于交换技术%等"

第1种方法主要由文献资料$出版物!检索和审查报告!专利异议记录
等%提供的与专利价值相关的专利信息来研究专利的价值" 一些指标依赖于
观察到的专利所有人的行为#根据专利的续期!向其提出专利申请的国家的
数量!出售或再转让专利的决策等信息来评估专利的经济价值" 已被证实可
良好地预示专利价值的其他指标包括专利的前向引用#专利权利要求的数
量#专利异议或诉讼"

第@种方法涉及在对公司的研发和有形资本存量进行控制后#对专利或
专利组合对公司经济表现$如股票估值!衍生企业等%所做贡献的经济计量估
计" 例如#使用市值$如E()9G的l值%

@ 来评估专利的价值#就假定投资者的
行为可反映出专利的价值" 这方面的研究已证实#专利存量和其价值$即引
用加权的专利存量%具有积极和显著的边际价值"

本章介绍与第1种方法有关的主要研究结果" 我们旨在指出能够控制
专利价值的不平衡分布#从而获得专利的相关经济价值的统计方法" 这一领
域的工作基本上还处于研究阶段#本章所介绍的很多研究结果专家们还未达
成一致意见" 尽管如此#在设计和解释专利指标时#考虑专利价值问题还是
很重要的"

使用专利价值的替代变量#编制出的专利指标受到专利价值不平衡分布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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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较小+

!

加权数+根据专利前向引用的次数!专利族成员的数量等对专利赋予
权重"

!

对选定的专利$排除低价值专利%进行统计+三方专利!被引用量高的
专利$专利分布中被引用量最高的42!的专利%!授予的专利$而非申请的专
利%!续期达到一定年份数$如3年%的专利等"

)?!#前向引用
在专利文件中被引用的发明的现有技术$专利和文献%提供了有用的技

术传播的信息$见第=章中关于引用的使用部分%" 一项专利申请在后续专
利申请中被引用$前向引用%的次数已被证实与专利的经济价值$*+,/0/0等#

4555%和发明的社会价值$E0&XF/G)/0S#4552%高度相关" 前向引用的次数是最
常使用的专利价值指标"

前向引用作为专利价值指标的有效性#得到两条主要论据的支持" 第
一#前向引用显示下游研究活动的存在#表明资金正投入技术的开发以及存
在潜在的市场,第二#一项专利被后续专利申请引用#表明其被专利审查员为
社会的利益而用于限定后续申请人主张的专利保护范围" 从这个意义上说#

前向引用同时显示发明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不过#在计算前向引用时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它们在长时段内出现#在专
利申请!授予或甚至专利期满后还在被引用" 为保持专利指标的相关性#确
保指标的时效性是很重要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统计专利申请在
给定时间段内$如在公布后的头3年%的被引用次数"

以下为一个用于计算前向引用次数的常用方法+$-%

(#%

c

#

#

(

d%

!c#

(

#

,

$

.$!%

$

,#(

" 其
中$-%

(#%

指在#

(

年公布的专利申请(在其公布后%年内被引用的次数" $

,#(

为一个虚拟变量#如果专利申请,引用申请(#它的值为4#否则为2" .$!%为
在!年公布的所有专利申请的集合" 常用的时间段为被引用专利公布后的
前3年#因为根据对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的计算#在一项专利整个生命周期
内的被引用次数中#有超过32!都是在其公布后的头3年出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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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程序信息和申请人行为的指标
有关专利价值的信息可从专利申请过程中得到的数据$主要是专利申请

的结果+被撤回!驳回或授予%和专利生命周期中申请人行为$专利的续期
率%及专利保护的地理范围$在哪些司法权区寻求专利保护#国际专利族的数
量#见第@章%进行推测"

6?@?4A专利申请的结果
测度发明质量的第一个指标是发明专利是否被授予" 一项发明得到专

利局的正式认可而被授予专利#是因为其达到了专利的标准+新颖性!独创性
和非显而易见性或实用性" 与未授予专利的专利申请相比#这些专利具有更
高的技术和经济价值"

3 未决的专利申请也可能具有一些市场价值#因为一旦
被授予专利#这类专利可以追溯执行专利" 例如#&欧洲专利公约'规定#在所
有指定国向已公布的专利申请临时性授予与被授予专利一样的权利"

美国专利商标局过去仅公布已授予的专利#因此所有用于计算指标的专
利都已授予专利" 不过由于目前多数指标都是根据专利申请而非专利授予
而计算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指标来源的异质性+一些统计的专利申请已
被或将被授予专利#而另一些申请未被授予或将不被授予专利" 由于专利授
予或驳回要在申请后几年才会发生#使用专利申请作为指标的基础在时效性
方面具有突出的优点"

通过分析专利申请的特点$如所有权的类型!发明人的数量!国内和国际
合作!技术类别!优先权日期或申请日期等%#可以识别出专利申请被驳回!撤
回或授予的概率$:J/../+和8&GD(FF/.;)/0S,/#1222%"

=

6?@?1A专利的续期
关于专利续期的数据#以及关于专利族规模$在经济文献中常被定义为

寻求专利保护国家的数量#见第<章中专利族的定义%的数据#已被广泛用于
推断专利价值$表6?4%" 这一领域的研究认为#对专利所有人来说在额外的
时间段和国家维持专利保护的费用很高#因此可假设在多长时段内和在多少
国家持续维持专利保护的价值#与发明的经济重要性相关" 毫不奇怪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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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类型的指标被证实高度相关"

表1?!"文献中所讨论的专利价值的主要指标
指标 依据 主要局限性

已授予的专利 如果未授予仅有有限
的法律保护,由审查
员检查

价值不是很高$被授予的比例
高+约=2!的专利申请被授予
专利%,美国专利商标局+53!

的专利申请被授予专利

前向引用 发明的技术重要性,对
未来技术发展的影响

时效性$长时段内的可获得
性%#解释

专利族规模$司法权
区的数量%

在不同的司法权区寻
求保护费用高昂,显
示发明的市场潜力

代表性问题,国际专利申请的
比例高

发明人的数量 发明费用$研究费用%

的替代变量
对发明人不加区分的粗略指
标#需要有关发明人的补充信
息$如职业生涯!专利申请等%

续期 维持专利的费用,续
期率可用于估计价值
的分布

时效性#技术生命周期的影响#

不同技术领域不同的续期率
$不同价值%

异议 专利的市场价值" 与
法律纠纷有关的成本
和风险

时效性#比例很小$在欧洲专
利局约为3!%,如何解决争议

诉讼 与法律纠纷有关的成
本和风险

时效性#比例很小#通常友好解
决#数据的可获得性

企业市值#衍生企业等 作为无形资产的专利
价值

选定类型的公司$股市等%

调查的经济价值 发明人或管理者认识
到的专利价值

主观性#选择问题#有限样本

AA资料来源+86A979*A J26>C(+W**,26*:G$1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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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专利体系下#专利所有人都必须定期缴费以维持其专利的效
力" 一般而言#续期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高#在每一个时间段结束时#专利
所有人都必须决定是否对专利续期" 未续期会导致专利失效#让专利进入公
共领域" 观察在不同年龄段续期的专利的比例#以及相关的续期费时间表#

为专利价值的分布以及专利生命周期内专利价值分布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
价值的信息$S2919:5*-#4552%"

这一方法背后的理据是基于经济标准" 只有让专利保持效力带来的价
值$主要基于预期收入的现值%高于专利续期的费用#专利才会被续期#当续
期费未支付时#专利在未来的预期收益就低于门槛值" 由于在多数国家续期
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高#专利权人必须在当前阶段测度维持专利的费用和
带来的预期收益以决定是否在下一阶段对专利续期$专利保护)选择*#见
D(+I6K>和M:5(+G*2L(+#455C%" 专利所有人通常难于知道专利的预期收益"

由于申请专利的决定常常在发明的早期阶段做出#要了解发明的市场潜力通
常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C在日本和美国#向授予给大学!中小企业和政府的专
利收取的续期费可获得优惠待遇"

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证实#专利价值的分布很不平衡#中位数远低于平均
数" 根据'(G*-和M:5(+G*2L(+$456=%的研究#专利评估价值的一半属于专利
总样本中约3!的专利"

6

4565年D&'/;和*9-O;(G在对芬兰和挪威的专利续
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制药业!木业和造纸业中的专利续期率最高#其次
是机械行业!化工业!食品制造业和初级金属业内的专利"

专利续期方法也存在很多局限性" 这些研究的结果依赖于函数关系的
假设#以及未被观测到的持续到法定有效期的专利的最高价值" 在一些情况
下#一项专利未续期并不显示专利的价值低#而可能由于公司战略因外部冲
击等原因发生了变化" 在快速变化的技术领域中#很多在刚推出时有很高价
值的专利之后很快就过时了" 外生因素也可影响专利续期的决策" 例如#

*+,&G'/0-&G$4556%发现有证据显示#法国专利续期数据中存在石油冲击的
因素"

5 最后#收入的时间形态可能依赖于技术领域和发明的其他特点" 与制
药业相比#电子工业技术过时的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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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年不同指标下各国在专利申请总量中的比例#优先权日期$

D#E 三方专利 欧洲专利局 D#E中被引用
次数最多的

加拿大 2?21 2?24 2?24 2?24

法国 2?23 2?23 2?2= 2?2=

德国 2?4@ 2?4@ 2?45 2?4C

日本 2?42 2?@4 2?45 2?4C

荷兰 2?2@ 2?21 2?2@ 2?2@

英国 2?2= 2?2@ 2?23 2?23

美国 2?<2 2?@@ 2?1C 2?@4

全球 4?22 4?22 4?22 4?22

AA注+统计标准为发明人所在国和优先权日期" 处于国际阶段#并指定欧洲专利局的D#E专利申请#包括欧洲直
接专利申请和地区阶段的欧洲-D#E申请" 三方专利指在向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提出申请#由美国专
利商标局授予的所有专利$保护同一组具有相同优先权日期的发明%" D#E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指国际阶段
D#E专利申请$指定欧洲专利局%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专利" 三方专利的数据主要来自于DIE*EIE"

6?@?@A专利族的规模
专利的价值还与专利保护的地域范围有关#即已寻求专利保护的司法权

区的数量$见第<章中专利族的定义%" 在国外申请专利保护这一事实本身
即已构成专利经济价值的标志#因为这一决定反映出专利所有人愿意承担国
际专利申请的费用" 其理据与决定对专利续期的理据很相似#专利在多个国
家生效$这意味着要通过地区或国际专利局直接或间接地申请专利%并维持
专利保护需花费较高的费用$DJFG&-#455=%"

与需经较长时间才能获取的专利续期数据$或前向引用数据#见第=章%

相比#寻求专利保护国家的数据可以及时得到$根据&巴黎公约'4年的优先
权的规定%" 这一信息来源的优点在于可在专利申请生命周期的较早时期就
创建出相关指标"

一项发明被授予国际专利所反映出的专利保护的地域范围#反映出发明
的市场覆盖范围+在越多的国家寻求专利保护#则发明商业化和获利的潜力
就越大"

42有很多证据显示#专利家族的规模反映其经济价值" 例如#M&GX(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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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G'/0-&G$122<%以美国专利为研究样本#发现专利的质量指数与专利
族的规模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J/../+和8&G D(FF/.;)/0S,/H/.&D(FF/09/

$1222%发现#专利家族的规模与欧洲专利被授予的可能性正相关" V&0,(LL

等$1221%的研究证实#大型国际专利族中的专利#与经济价值密切相关" 在
制药业和化工业的专利群组中#专利族指标的特定技术系数最高"

在欧洲专利体系中#专利申请应提供在哪些&欧洲专利公约'缔约国寻求
专利保护的列表" 向欧洲专利局缴纳的申请费取决于这一国家列表#尽管随
着时间的推移收费差异已变得很小" 对于4555年C月4日起在欧洲专利局
提出的欧洲和国际专利申请而言#在支付了至少C个国家的指定费后即被认
为是已向所有缔约国支付了指定费" 实际上#依据1222年&欧洲专利公约'#

通过支付一笔单一的指定费#申请即被认为是指定了所有&欧洲专利公约'缔
约国$见专栏6?4%" 自1225年<月起#如同&专利合作条约'程序一样#欧洲
的专利申请指定了所有缔约国"

44

专栏1?!"关于国家指定的改革
在根据欧洲专利局和&专利合作条约'$D#E%申请中的指定国家来计算有关专

利保护地理范围的指标时#重要的一点是需要认识到由于支付一笔单一的指定费后#

D#E和欧洲专利局的程序都已自动指定所有缔约国#这些指标不再与专利的市场覆
盖指标相关" 在处理专利数据的时间序列时#知道这些改革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在!专利合作条约"程序下的指定

自4556年42月4日起$申请日期%的国际申请+申请人需向所指定的前44个
国家或地区专利局分别缴纳指定费#在这44个专利局以外的指定#不再加收额外的
费用" 自1225年<月起#如同D#E程序一样#欧洲专利申请指定所有缔约国"

自122<年4月4日起$申请日期%的国际申请+提交国际申请即构成指定国际
申请日期时&专利合作条约'的所有缔约国"

在欧洲专利局的指定

自4555年C月4日起$申请日期%#对欧洲专利申请和进入地区阶段的国际专
利申请#指定每一个缔约国需缴纳指定费#超过C个指定国后指定其他国家的专利
局不需再缴纳额外费用"

自1225年<月4日起#支付一笔单一的指定费即自动指定所有缔约国" 不论
指定多少个国家#都将只收取一笔单一指定费" 这一规定适用于1225年<月4日
后的欧洲专利申请和进入地区阶段的国际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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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被授予后#欧洲专利族的规模和已有效验证专利的&欧洲专利公
约'缔约国的数量都可被量化" 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利在不同的国家被放
弃#&欧洲专利公约'专利家族数量可自然地减少#因此需要在不同的时间点
观察专利保护的地理范围" 关于专利保护续期和地理范围的信息可用于编
制专利保护在长时段内和不同国家发展变化$每年专利可能在一些国家失
效#见专栏6?1%的更精确的指标"

专栏1?#"组合指标#欧洲专利保护$(范围年指数
关于专利保护续期和地理范围的数据可用于编制专利保护在长时段内和不同

国家发展变化的$每年专利可能在一些国家失效%更精确的指标" 这一指标可反映
出专利的年龄和欧洲专利族的规模$8&G D(FF/.;)/0S,/和8&G 7//)0(/+'#122C%+

/0

$%#(

c

#

%

!c4

#

$

1c4

2

(

$1#!%

$3%

其中/0

$%#(

代表给定专利(在$国%年的维持期的范围年*i指数#2

(

$1#!%为
一个变量#如果已授予的专利(自申请日期起的!年在$国仍然有效#那么这个变
量取值为4#否则取值为2" 这一指数代表在$国%年维持期的最大值已成常态化"

以这种方式#针对专利生命周期内的每一年和专利在欧洲活跃的国家数量#对指标
加总" 为确保随时间推移指标的可比性#以及确保自申请日起42年内指标的可获
得性#作者所提出的指标根据42个国家超过42年的数据计算得出" 这可以克服专
利族规模的制度性偏差$&欧洲专利公约'的缔约国数量从45CC年的42个增加到
122C年的@1个%"

扩展这一指标可考虑根据国家的经济重要性$例如国家的:$D水平%对验证
专利的国家赋予权重" 由于专利只有在由欧洲专利局授予后才能在&欧洲专利公
约'缔约国验证#这样未被授予的专利其*i指数值为2" *i指数的临时版本已提
出#该版本考虑了专利授予程序的期限$专利申请维持的期限%" 关于这一计算公
式更进一步的详细信息#见8&G D(FF/.;)/0S,/H/.&D(FF/09/和8&G 7//)0(/+'$122C%"

)?%#其他指标

6?<?4A权利要求的数量
由于专利范围定义专利保护的法律边界以及归属于专利的市场支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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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度#专利范围是专利经济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 广义的专利范围指将其
他技术领域排除在外的更广泛的技术领域"

然而#专利的)宽度*或)广度*很难测度" 专利范围在专利申请的权利
要求中得到反映#但也可结合根据现有技术定义专利法律边界的后向引用得
到反映"

41很多经济学家已把权利要求的数量用作专利法律范围的替代变量"

有学者认为#由于每一个专利都代表一组发明要素#均在权利要求中得到反
映#因此权利要求的数量可显示专利的整体价值" 不过#一些申请人出于策
略性原因而倾向于夸大权利要求的数量#这使得专利范围和权利要求之间的
关系不能得到清楚的显示" 此外#在已授予专利中显示的权利要求为经过审
查的权利要求"

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很少#但成果显著" 在他们用于分析美国研究生
产率的专利质量因素模型中#M&GX(Jf和*+,&G'/0-&G$122<%发现#在所研究
的C个技术领域的=个中#权利要求的数量是专利质量最重要的指标" 研究
还发现#专利被诉讼的可能性随着权利要求数量的增多而增加$M&GX(Jf和
*+,&G'/0-&G#455C%"

6?<?1A技术类别的数量
归于一项专利申请下的技术类别的数量$国际专利分类类别的数量%也

被用作专利范围和价值的替代变量" 这一方法由M/0G/0$455<%在对生物技
术专利市场价值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作为测度专利组合价值的指标" M/0G/0

发现#企业的市值和企业专利的平均规模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不过仅有有限的证据显示#专利中技术类别的数量和专利价值相关"

M&GX(Jf和*+,&G'/0-&G$455C%发现#就美国专利而言#专利中所包含国际专
利分类类别的数量#对专利侵权诉讼发生的可能性影响极小" 使用一项针对
德国发明人专利的预期经济价值所做的调查得到的信息#V&0,(LL等$1221%

未发现在所分析的任何技术领域内<位数的国际专利分类类别可显示专利
的价值"

4@

6?<?@A专利中发明人的数量
一些经济研究将专利中所列出发明人的数量与专利的经济和技术价值

联系起来研究" 发明人的数量可作为进行发明的研究成本的替代变量#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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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在统计上与发明的价值相关+发明项目中所投入的资源越多#项目越是
研究密集型的#成本也越高$:J/../+和8&G D(FF/.;)/0S,/#1224,:&-)&0H/..&

等#1223%"

6?<?<A专利异议和诉讼
一些专利局允许第三方就其所认为是无效的已授予的专利提出异议"

由于对专利提出异议涉及高额费用#因此可就此推断出仅那些对竞争有破坏
性影响!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专利才会被提出异议" 一项专利被提出异议可
作为反映专利价值的一个信号" 此外#在异议程序后专利依然保持有效#可
证明该专利能为其所有人带来高盈利的前景"

被提出异议的专利极少" 122=年#欧洲专利局的专利异议率约为3?<!

$有1 552项专利被提起异议%" 在欧洲专利局被提起异议的专利中#约有
4>@被撤销#4>@维持不变#4>@被修改"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欲对一项已被授
予的专利提出异议的当事方有两个选择+$4%在联邦法院对专利提出异议,

$1%要求美国专利商标局对专利进行复审" 在所有技术类别中#欧洲专利
局的专利异议率远高于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复审率$[/0S/;#4555,:0&,&-

等#1221%" 4564-4556年间#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已授予专利的%复审率为
2?@!#同一时间段内欧洲专利局的平均专利异议率为已授予专利的6?=!"

4563-1222年间相对于已授予专利的数量#专利诉讼率依然保持稳定#但从
绝对数量上来讲#美国专利诉讼的数量已显著增多$:0&,&-等#1221%"

一些学者还发现#被提起异议和诉讼的专利#其价值高于专利的平均价
值" V&0,(LL等$1221%发现在德国专利体系下#对专利异议的成功抗辩是专
利价值的显著标志"

4<他们解释说#在两轮审查程序$授予和对异议的成功抗
辩%中具有更强专利权的专利#为专利质量提供了很可靠的指标" 根据M&GP

X(Jf和*+,&G'/0-&G$4556%的研究#被诉讼的专利具有特别的特点" 他们发
现#与从美国专利的同一群组和技术领域中选出的随机样本相比#价值更高
的专利和本国拥有的专利被卷入专利诉讼的可能性更大" 由个人拥有的专
利和由公司拥有的专利一样会成为诉讼的对象#专利诉讼在新技术领域发生
的频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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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注释
4?具有高技术价值的发明可能被广泛使用$如因为一项专利在发明的特定领域易于

被规避%" 仅有较小技术价值的发明可能产生高经济价值#例如发明人在市场上拥有垄
断地位"

1?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直接从源头收集信息" 不过这种方法也可能存在偏差#其原
因是发明人或专利所有人可能没有#或可能不愿意提供准确的信息"

@?E()9G的l值定义为+企业资产市值相对于企业资产重置成本的比率#通常以企业
有形资产的重置价值测度"

<?M&GX(Jf和*+,&G'/0-&G$4556%指出#将时间段限于专利授予后的3年足以构建出
基于专利的前向引用量来测度专利重要性的有意义指标"

3?不过授予的专利数量并不总是一个好指标" 例如#对欧洲专利体系的更多了解可
导致在欧洲专利局授予给欧洲国家专利的比率高于授予给美国申请人专利的比率$V9G /̀

和*+,-(+,#122<%"

=?一些研究$如Q/9F̀9S#122<,TJ0'/和Q/9F̀9S#122C%指出#在欧洲专利局要求加速审
查专利$类似程序在日本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也存在%可显示出发明具有较高的价
值#其所有人希望尽快获得专利保护"

C?在整个有效期内都续期的专利极少" 例如#D&'/;和*+,&G'/0-&G$456=%发现#仅有
42!的专利在整个有效期内都续期" 根据D*L1*E$1224%对4556年美国专利续期数据进
行的研究#由于未支付续期费#在所有美国已授予专利中约有13@在有效期到期前就已失
效#同时约有一半的专利在有效期过半前就已被放弃"

6"'(G*-$456=%解释说#在专利保护周期内收入流的表现有差异#在专利授予后的前
几年对专利的盈利能力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由于对发明盈利能力了解的加深#专利在
授予后的< R3年时#其经济不确定性逐步降低$'(G*-#456=,D(+I6K>#4556%"

5"在制药业#制度性因素如因监管造成的药品开发和药品上市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

可导致制药业的专利续期率自然高于其他产业"

42"对专利族规模$或发明人数量%的测度依赖于其来源国#如欧洲国家专利族的规
模总是高于日本申请人专利族的规模#其原因是欧洲国家数量较多"

44"通过&专利合作条约'$'%.%进行专利申请#可被视为是已具有高市场期望的发
明的指标" 这个指标可被细分为'%.<指标和'%.<<指标" 通过考察这两个阶段之间的
时间间隔#即以申请日期和进入地区阶段的时间间隔12个月为标准#分为12个月以内
$'%.<%或超过12个月$'%.<<%#可获得进一步的很有价值的信息" 一个推论是#申请人
越是愿意在申请过程中承担推迟做出决定的高成本时#则他们对专利商业价值的不确定
性也就越高$;K2G*和0*9)R9N#122C%"

41"如同对专利律师和审查员的访谈已证实的#寻求宽范围专利保护的专利申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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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需要由审查员通过引用更多相关的专利文献#而对权利要求进行划定" 此后向引用反
映出专利的范围和可能限制专利范围的专利主题的存在$4(25677等#1221%"

4@"这些学者解释说造成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使用了覆盖宽技术领域的专利#

而D*2+*2的研究仅着重于生物技术专利" 他们还指出#德国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局为专利
分配国际专利分类类别的方式可能存在重大差异"

4<"他们发现#以发明人对发明的经济价值的估计来测度#相对于从未被反对的专利#

一项在德国专利异议程序中胜诉的专利具有明显更高的价值" 此外#如果专利在费用更
高的专利废除程序中被攻击#相对于未被提出异议的专利#其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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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上诉(指专利申请人或持有人可要求推翻专利局所做出的某一决定的上
诉程序"

!

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申请人不满意主审查员第1次拒绝其权利要求
的决定#可上诉至专利复审委员会#要求对审查员的拒绝决定进行复审" 专
利复审委员会为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机构#负责对审查员就专利申请做出的不
利决定进行复审#并在有争议时确定发明的优先权日期和可专利性" 对专利
复审委员会的裁定#可进一步上诉至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或地区法院"

!

欧洲专利局+对欧洲专利局在初审中做出的决定#可上诉至欧洲专利
局的上诉委员会#以司法程序$行政法院的司法程序%而不是行政程序处理"

在专利授予和反对程序中#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履行终审机构的职责" 此
外#欧洲专利局还有一个)扩大上诉委员会*#该委员会仅在上诉委员会的判
例法不一致或出现重大的法律问题时才做出裁定"

!

日本专利局+收到专利局驳回申请决定的申请人可上诉" 陪审团由日
本专利局上诉处的@ R3名讯问审查员组成" 对陪审团的裁定不服#可进一
步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的知识产权高等法庭"

申请人(专利申请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拥有人#通常为公司!大学或
个人"

申请日期(专利局收到完整专利申请的日期" 在提交专利申请时#申请
被赋予一个申请号"

受让人(在美国#依法受让由发明人转让的全部或部分专利权的个人或
法人实体$在这一语境中等同于)申请人*%"

引用(在专利文件中对现有技术的参考" 引用可由审查员或申请人做
出" 引用由被认为是与现有技术有关#可有助于确定权利要求的参考文献列
表组成" 引用的参考文献可包括其他专利!科技期刊!教科书!手册和其他资
料" 美国专利商标局+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专利的申请人须披露其已知
的#与发明的可专利性有重大关系的现有技术,欧洲专利局+申请人无该等披



露义务,日本专利局+自1221年5月4日起规定申请人须披露有关现有技术
文件的信息#该规定于122=年3月4日全面生效"

权利要求(定义发明的范围和对发明进行法律保护的范围"

延续申请#美国专利商标局$(在首次申请被放弃或授予专利前#就首次
申请中主张的同一发明提交的第1次或后续申请" 延续申请的对象必须是
首次申请中的同一发明#以获得专利申请日期的益处" 在提交申请时权利要
求通常是一样的#但在审查过程中权利要求可被改动#因此延续申请的专利
范围与首次申请并不完全一致#但也无重大差异" 有@种类型的延续申请+

分案申请!延续申请和部分延续申请"

指定国家(在国际和地区专利体系中#专利申请人希望在专利授予时在
该国保护其发明的国家" 自122< 年起#国际专利申请在提交时#自动包括
&专利合作条约'$'%.%的所有缔约国作为指定国家" 自1225年<月起#欧
洲专利局也使用类似规则#同'%.程序一样#欧洲专利申请指定所有缔约国"

直接欧洲申请路线(依据&欧洲专利公约'第C3条提交的专利申请$也称
为欧洲直接申请%" 对直接欧洲申请#整个欧洲专利授予程序仅受&欧洲专利
公约'的约束#而对欧洲-'%.申请#专利授予的第4阶段$国际阶段%受&专
利合作条约'的约束"

分案申请(如果专利局确定一项专利申请包括的范围对一个单一专利来
说太宽了#申请会被分成一项或多项分案申请#可由申请人选择是否提出分
案申请" 对申请的分案也可由申请人提出请求"

等同专利(由不同专利局授予的#保护同一发明且具有同一优先申请日
期的专利"

欧洲'+,-申请路线(通过在D#E申请$&专利合作条约第44条'中指
定欧洲专利局而获得欧洲专利的一种方式" 专利授予程序的第4阶段$国际
阶段%受&专利合作条约'的约束#而在指定的或选定的欧洲专利局进行的地
区阶段授予程序#则主要受&欧洲专利公约'的管辖"

!

欧洲-D#E申请-国际阶段$或欧洲-D#E申请或D#E国际阶段%+

指定欧洲专利局$&欧洲专利公约'第432条第@款%的D#E申请" 在欧洲-

D#E申请路线下#专利授予程序的第4阶段$国际阶段%受&专利合作条约'

的约束#而在指定的或选定的欧洲专利局进行的地区阶段授予程序#则主要
受&欧洲专利公约'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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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D#E申请-地区阶段$或D#E地区阶段%+专利申请在满足&国
际专利合作条约'第11条或第@5条!&欧洲专利公约'第436条和第42C条
规则所规定的条件后#进入欧洲$或地区%阶段"

欧洲'+,-检索#或+,-第.章$(由作为国际检索机关的欧洲专利局
对国际阶段的欧洲-D#E申请进行的检索$&专利合作条约'第4=条%"

欧洲专利(通过@种官方语言$英语!法语!德语%中的一种向欧洲专利局
提交一个单一的欧洲专利申请#可以从所有&欧洲专利公约'缔约国获得" 由
欧洲专利局授予的欧洲专利具有和$由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国家专利一样的
法律权利#并受相同条件的约束" 需特别注意的是#一项所授予的欧洲专利
是一组国家专利的集合#必须在国家专利局进行验证以在&欧洲专利公约'的
缔约国生效" 验证过程可包括提交专利说明的翻译件#缴纳费用和完成国家
专利局规定的其他手续$在欧洲专利被授予后#主管权就转移到国家专利局%"

!欧洲专利公约"#/+,$(&欧洲专利公约'于45C@年在慕尼黑签署#并
于45CC年生效" 它是一个由欧洲专利组织发起的多边国际条约#并为欧洲
专利授予提供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 &欧洲专利公约'为欧洲专利局按照统
一的程序授予欧洲专利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 它让专利申请人可通过单一
程序#在一些或所有缔约国获得专利" 截止到1226年4月#&欧洲专利公约'

已有@<个缔约国" 此外#还有与3个国家签订的延伸协议#在要求时可将欧
洲专利延伸到这3个国家" &欧洲专利公约'的缔约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
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
堡!马耳他!摩纳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
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 &欧洲专利公约'的延伸国包括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塞尔维亚"

欧洲专利局#/+0$(欧洲专利局$地区性专利局%依据&欧洲专利公约'

成立#负责基于集中化的审查程序授予欧洲专利" 以@种官方语言$英语!法
语!德语%中的一种向欧洲专利局提交一个单一的专利申请#可获得所有&欧
洲专利公约'缔约国和延伸国的欧洲专利" 欧洲专利局不是欧盟的一个
机构"

专利族(在多个国家为保护同一发明而提交的一组专利$或申请%#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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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或多个共同的优先号而相互联系起来" 对专利家族有不同的定义
$如三方专利族#包括延续申请的延伸的专利家族等%" 取决于使用目的#可
选择不同的专利族概念#如等同专利!三方专利族或三方专利家族"

先申请(针对某一特定发明首先提交专利申请的发明人有权获得专利的
一种制度" 越来越多遵循&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指导准则的国家采
用这一)先申请*准则" 在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依据)先申请*原则授
予专利#而在美国专利商标局#依据)先发明*原则授予专利"

先发明#美国专利商标局$(指这样一种专利制度+将专利授予给首先做
出发明的人#即使其他人在该首先做出发明的人之前提交专利申请#也是
如此"

授予(专利申请并不自动给予申请人针对侵权的临时性权利" 专利只有
在被授予后才能生效#并能针对侵权而强制执行"

授予日期(专利局向申请人授予专利的日期"

侵权(在专利受到保护的国家#在未经专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从事下列
行为+制造!使用!提供销售!出售#或为上述目的进口已获得专利的发明"

知识产权#.+1$(与创造性作品!商业符号或发明相联系的排他性法律
权利" 主要有<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专利!商标!设计和版权"

国际专利申请(见)D#E申请*" 依据&专利合作条约' $D#E%而提交的
专利申请通常被称为)国际专利申请*" 不过国际专利申请$D#E申请%并
不授予)国际专利*#即目前还没有一个授予和执行国际专利的全球性专利
体系" 授予或驳回D#E申请的决定#由国家或地区专利局$如欧洲专利
局%做出"

国际专利分类#.+,$(国际专利分类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多边
条约#并根据技术组对专利进行分类#是国际公认的专利分类体系" 国际专
利分类是一个分级体系#它将整个技术领域划分为6个部#再细分为类!子类
和组" 为适应技术的发展并改进分类体系#国际专利分类定期修订" 第八版
的)国际专利分类*于122=年4月4日起生效"

国际检索机关#.23$(有权针对D#E申请执行国际检索的专利局" 它可
以是国家专利局#如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中国!芬兰!日本!韩国!俄罗
斯!西班牙!瑞典!美国的国家专利局#或政府间组织如欧洲专利局$&专利合
作条约'第4=条#&欧洲专利公约'第4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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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性(在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如果一项发明对该技术领域内的
熟练人员非显而易见#即被视为具有)独创性*" )独创性*是发明可获得专
利须达到的标准之一$其他标准还包括新颖性和实用性%" 参见)非显而易
见性*$美国专利商标局%"

发明人国家(发明人的居住国"

日本专利局#4+0$(日本专利局负责在日本审查和授予专利#为日本经
济产业省的下属机构"

失效(由于未缴纳续期费$维持费%#专利在一个国家或一个专利体系中
不再有效" 通常专利可在限定的时间段内恢复效力"

许可(指专利所有人准许另一方采取某一行动#否则该行动将构成专利
侵权" 因此由专利所有人做出的许可可以允许另一方合法地制造!使用或销
售受专利保护的发明" 作为回报#专利所有人通常收取专利使用费" 许可可
以是排他性的或非排他性的#但发明的所有权未转让给被许可方"

国家申请(根据国家程序向一个国家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

新颖性(如果发明的一些方面已经披露#发明不能获得专利"

非显而易见性#美国专利商标局$(如果可获专利的客体和现有技术之间
的差异#等同于在发明所做出之日该可获专利的客体总体上对所属技术领域
内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则发明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 参见
)独创性*$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

异议(指通常在授予专利的机关提出专利无效之前#由第三方提出专利
应被宣告无效的程序"

!

欧洲专利局+在专利授予在&欧洲专利公报'上公布后的5个月内#可
对已被授予的专利提出异议"

!

日本专利局+在122<年4月引入对专利宣告无效上诉的改革措施前#

在专利授予后的=个月内#可对已被授予的专利提出异议"

!巴黎公约"(&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于466@年订立#通常被简称
为&巴黎公约'" 该公约确立了优先权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申请人有最长可达
41个月的时间#于首次提交专利申请后$通常在本国申请%在每一个公约的
签字国进行后续申请#并主张初次申请的优先权日期" 截止到1226年@月#

&巴黎公约'已有4C1个签字国"

专利(专利是由授权机关授予的知识产权#赋予专利所有人在自申请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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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起的12年内#在专利受保护的国家禁止其他人使用!制造!销售!进口已获
专利的发明的法律权利" 只要发明符合可专利性的条件$即新颖性!非显而
易见性和实用性%#专利即可被授予给企业!个人或其他实体" 在美国#专利
又被称为)实用专利*"

!专利合作条约" #+,-$(&专利合作条约'最初于45C2 年签订#并于
45C6年生效#截止到1226年@月#&专利合作条约'已有4@6个缔约国" 该条
约让专利申请人可通过一个单一的程序#即向一个单一的专利局$接收局%提
出单一的国际申请$D#E申请%#在一些或所有缔约国获得专利" D#E申请并
不授予)国际专利*" 授予或驳回D#E申请的决定#由国家或地区专利局作
出" D#E程序由1个阶段组成+$4%)国际阶段*,$1%D#E)国家>地区阶段*"

D#E申请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

+,-国际检索(由指定的专利局$国际检索机关%进行的针对D#E申请
的检索"

未决申请(专利申请已提交给专利局#但专利局尚未就授予还是驳回申
请做出决定"

现有技术(在专利申请或审查报告中可能提到的已使用过或已公布的技
术" 从广义上说#现有技术指与一项发明有关的#在发明时可公开获得$如在
出版物中已描述或为销售而提供%的技术" 从狭义上说#指可让一项专利无
效或限制其范围的任何技术" 在专利的审查过程或解释申请专利的过程中#

很大一部分工作为识别出相关现有技术并与申请专利的技术区分开来" 检
索过程的目标在于识别出构成相关现有技术的专利和非专利文件#以确定发
明是否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

优先国家(在专利延伸到其他国家前#在该国首次提交专利申请的国家"

参见&巴黎公约'"

优先权日期(优先权日期指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专利局$通常为申请人所
在国的专利局%为保护一项发明而首次提交专利申请的日期" 优先权日期被
用于确定发明的新颖性#这意味着它是专利程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程序
性数据中#优先权日期可被认为是与发明日期最为接近的日期" 在美国#当
出现专利争议时发明的构思日期开始起作用"

优先权(参见&巴黎公约'"

处理时间(专利处理程序$如检索!审查!授予和可能提出的异议和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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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

公布(在绝大多数国家#专利申请在优先日期后的46个月公布"

!

欧洲专利局+所有专利申请都以这种方式公布#不论专利是否被授予"

!

日本专利局+不公布日本专利局非未决的专利申请$如已授予的!撤回
的!放弃的或被驳回的专利申请%" 尽管官方的专利公报仅以日语出版#但大
多数未审查专利申请的摘要和书目资料被翻译为英语#作为)日本专利摘要*

出版"

!

美国专利商标局+4555年在&美国发明人保护法'对规则做出变更前#

美国专利商标局在专利被授予前不公布专利申请" 自1222 年44 月15 日
起#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在优先权日期后的46个月公布" 不
过对未决专利的公布存在一些例外情况" 例如#申请人在申请时通过证明在
申请中披露的发明未在#也将不会在另一个国家提出专利申请#可请求不公
布其专利申请" 此外#如果专利申请非未决或受保密令的限制#专利申请将
不被公布"

续期费(在专利被授予后#专利所有人须每年向专利局缴纳续期费#以维
持专利的效力"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它被称为)维持费*" 在大多数专利局#

续期费每年缴纳" 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实用%专利#其所有人须在自专利
授予日起的第@?3年!C?3年和44?3年缴纳维持费"

专利审查请求(向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提交的申请不自动进入审查
过程" 申请人必须在收到检索报告的=个月内$在欧洲专利局%或在提交专
利申请后的@年内$在日本专利局%#提交专利审查请求" 向美国专利商标局
提交的专利申请自动进入审查程序#无需由申请人单独提交专利审查请求"

撤销(如果一项专利在被专利局授予后#被上级复审机关$专利局内部的
上诉委员会或法院%裁定为无效#则该专利被撤销"

检索报告(检索报告为对所有与专利申请有关的已公布现有技术文件的
引用列表" 由审查员进行的检索#旨在识别出构成现有技术的专利和非专利
文件#用于确定发明是否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

三方专利族(经合组织将)三方专利族*定义为+在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
利局提出的#并由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一组专利#具有一个或多个共同优
先号" 为避免对不同专利局专利申请的重复计数#三方专利族被合并"

三方专利家族(三方专利家族是专利家族子集的一部分#在所有三方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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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区都在申请的专利" 它与三元专利家族相似#但还包括在任何&欧洲专利
公约'缔约国提出的#但未转到日本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的
申请" 三方专利家族通常按各自的优先号计算#而不进行合并"

美国专利商标局#52+-0$(美国专利商标局负责管理美国专利权的审
查和授予#为美国商务部的下属机构"

实用新型(这种类型的专利又被称为)小专利*#在一些国家可获得" 与
传统专利相比#实用新型可专利性要求的严格性要低一些#申请费用要低一
些#有效期也要短一些"

撤回(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申请人可在专利程序的任何阶段撤回专利
申请#其方式可为通知专利局#或采取如下一种或多种行动+不按时缴费#不
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提交专利审查请求#或不按时对审查程序中的任何反馈做
出回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6.+0$(负责管理处理知识产权法律和行政问题的
多边条约的政府间组织" 在专利领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要负责管理&巴
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和)国际专利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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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表

IYI 外国分支机构活动数据库
IQBD! 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
T"I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IY#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BD 部分延续案
#BD! 加拿大知识产权局
$D[I 德国专利和商标局
"#MI 欧洲专利分类系统
"D# 欧洲专利公约
"DMI 欧洲专利诉讼协定
"D! 欧洲专利局
"Z 欧盟
Y,:PB*B 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
:IEE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B#E 信息和通信技术
BBD 知识产权研究所$日本%

BNB$ 专利文献著录数据代码
BNDB 国家知识产权研究院$法国%

BD# 国际专利分类
BDQD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
B*I 国际检索机构



B*B#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B*Q 国际检索报告
NI#" 欧共体经济活动分类
NIB#* 北美产业分类体系
NT"Q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D 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
N*Y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ZE* 地域统计单位命名系统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E 科技观察研究所$法国%

DIE*EIE 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欧洲专利局%

D#E 专利合作条约
*B# 标准产业分类
*BD!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 中小企业
*EIN 结构分析数据库
EM 地域层次
EQBD*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Z*D# 美国专利分类体系
Z*DE! 美国专利商标局
\BD!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B*I 国际检索机构的书面意见
\E! 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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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统计手册

专利数据是研究技术变化的重要资源。连同其他科学和技术指标如研发支出、研发

人员或创新调查数据，专利数据提供了详细的有关发明活动及发明过程多个方面（如地

理位置、技术和机构来源、个人和研究网络等）的信息来源。此外，专利数据还构成跨

时间及国家间进行比较的一个一致性的基础。不过，专利数据十分繁杂，必须谨慎小心

地设计和解释专利指标。从1994年经合组织的第1本专利手册《测度科学技术活动：用作

科技指标的专利数据》）出版以来，在数据提供和基于专利数据的统计分析方面都已取

得了长足进步。

OECD 2009年出版的《专利统计手册》汇集了本领域的近期进展状况。它为使用专利

数据来测度科技活动的范围提供了指导准则，并提出了编制和解释专利指标的建议。

《专利统计手册》旨在显示专利统计数据可用于哪些用途，又不可用于哪些用途，以及

该如何进行专利统计确保可以在最大程度地提供有关科技活动的信息同时又将统计“争

议”和偏差减到最小。最后，本书描述了如何使用专利数据来分析与技术变化和专利申

请活动有关的很多问题，包括产业和科学的联系、公司的专利申请策略、研究的国际化

以及专利价值的指标等。

本书的原版以如下书名出版：
OECD Patent Statistics Manual
ISBN 9789264054127，©200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巴黎
本书在OECD安排下翻译出版，并非OECD官方译本。

www.oecdbookshop.org - OECD online bookshop
www.sourceoecd.org  - OECD e-library
www.oecd.org/oecddirect - OECD title alerting service

定价：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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