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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将
知识产权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统筹部署和

整体推进，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我

国知识产权总体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专利申请和授

权量都大幅提高，专利实施状况整体向好。２０２０年
３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１９年中国专利调查
报告》，披露了２０１９年我国创新主体专利活动基本
情况，本文基于该报告中高校相关专利数据，对我国

高校专利实施率提升策略进行探讨。

１　我国高校专利实施现状
１．１　专利实施

专利运用是实现专利市场价值的重要环节，是

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表现。《专利法》

中指出，专利实施是指专利权人或者专利权人许可

他人为了生产经营的目的，制造、使用和销售专利产

品或使用专利方法，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

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

品。按此可以认为，专利实施率是指用于实际生产、

进行许可或转让的专利件数占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

授权的专利件数的比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９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的定义，专利实施率＝
已经实施专利件数（估值）／有效专利总量。一般来
说，专利实施有专利权人实施、专利权人许可他人实

施和强制许可实施几种，而我们通俗地理解，专利实

施有专利转让、专利许可、作价入股、专利质押等形

式，一般情况下我们习惯称之为专利转移转化。

１．２　我国高校专利实施现状
自 ２０１７年以来，有效专利实施率从５０．３％逐

步上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５５．４％，专利实施状况稳中有
升［１］。２０１５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提高了对高校科研人员转化科技成果的

最低奖励力度，极大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

转化热情。然而，与整体上５５．４％的有效专利实施
率相比，高校有效专利实施率只有１３．８％，远低于
企业的６３．７％。其中，高校有效专利许可率２．９％、
转让率３．２％、作价入股２．０％。对未实施的专利而
言，有 ５６．３％的高校表示没有实施的专利被用以完
成专利评审或考核指标，４１．６％的高校利用没有实
施的专利获得奖励等，远超企业相应占比［１］。

１．３　高校专利实施率低的原因
调查显示，制约高校专利实施率低的原因主要

包括：信息不对称造成专利权许可转让困难

（５２７％），缺 乏 权 威 可 信 的 专 利 交 易 平 台
（５１３％），管理部门的鼓励措施或服务不够
（３０２％），自身缺乏实施该专利的技术条件
（５９９％）［１］。而实际上这些在专利实施过程中遇
到的制约因素，大多还是源于专利质量问题或与专

利质量具有很强的关联性，５９．６％的高校认为专利
转移转化的障碍是“专利技术水平较低”［１］，即专利

本身质量不高，没有实施的价值。高校专利布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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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政策因素的影响过高，在涉及考察专利指标的

各类认定、评审和其他评价工作中，如职称评审、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等，仍存在偏重专利数量，对专利质

量考察不足的现象。

２　高校专利实施率提升策略
针对《２０１９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中批露的高

校专利实施现状及制约高校专利实施率低的原因，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有针对性地做出改进，

以促进高校专利顺利实施。

２．１　完善我国高校专利成果转化相关政策法规
目前我国专利成果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涉及成

果转化的法律有《专利法》《公司法》《合同法》等，

也有专门针对成果转化的法律，如《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但整体上来说，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的相

关政策法规还不是很到位，比如高校专利专利权的

归属、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性

质地位等，目前尚缺乏明确与详细的法律规定。因

此，国家应加快高校专利成果转化相关法规的修订

与完善，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如进一步明确高校发

明专利成果专利权的归属，明确高校转化专利发明

人的奖励比例，加大对高新技术小企业的扶植优惠

政策，明确小企业的优先受让权，充分调动高校、发

明人和企业三方的转化积极性，等等［２］。例如，在

２０１５年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对完成、
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和报酬

比例做出了调整，其中成果转让与许可、作价投资

的，提取比例均不低于百分之五十，但对该项职务科

技成果自行实施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则规定应

当在实施转化成功投产后连续三至五年，每年从实

施该项科技成果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

的比例［３］。我们认为，这个比例可以再做提升，以

提高发明人将专利自行实施的积极性。２０２０年 １
月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出台了《湖北专利奖奖励办

法》，明确指出各单位要将湖北专利奖的获奖情况

记入专利发明人（设计人）档案，并作为专业技术人

员职称评聘、职务晋升、业绩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之一［４］。我们相信，这个政策法规的出台，将会促

使一批优秀专利成果的产出，专利成果转移转化率

也将不断提升。

２．２　健全学校专利实施相关管理与制度
为了促进高校专利更好地实施，在遵守国家相

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各高校还应健全相应的管理

制度与服务机制，建立一套由科技处主导，人事、财

务等部门配合的科研管理体系，成立独立、专业的知

识产权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包

括专利申请、高价值专利培育、激励等相关制度的

制订。

（１）完善学校科研评价体系。我国高校对科研
人员的评价多以课题与论文为主，所以科研人员取

得成果后，最先想到的是发表论文，从而使发明成果

丧失了新颖性，无法获得专利保护。即使在已把专

利纳入评价指标的高校中，也存在重专利数量、轻质

量的情况。因此，高校要完善科研评价体系，不以专

利申请量为评价标准，要将专利成果转化与获奖情

况纳入评价体系，建立有利于发明专利成果转化的

绩效考评标准。

（２）制定灵活的激励制度。在科研活动中，最
核心的因素始终是人的创造力。高校应根据实际情

况灵活制定相关的奖励政策，增加奖励途径，对申请

发明专利或积极进行专利成果转化的发明人提供评

定职称、收入分配时的优惠政策；提高对于职务发明

人的奖励水平，完善发明专利成果转化的利益分享

机制。例如，湖北省《对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

化的暂行办法》规定，高校进行发明专利成果转化

时，可将转让的收益与发明人共享，奖励比例不得低

于７０％，最高可达 ９９％。通过制定灵活的激励制
度，提高对于职务发明人的奖励水平，可以激发职务

发明人进行发明创造和进行成果转化的热情。

（３）完善专利培育机制。要提高高校专利成果
转化率，首先需解决高校专利先天不足的问题，即提

高高校专利的实用性及其与地方产业、行业的契合

度，培育出高实用性专利。高校应与地方政府、企业

加强沟通，完善校企合作机制，使高校与企业之间的

联系与合作可以更紧密，从而提高专利成果的实用

性，培育出一批实用性强的高价值专利，进而使专利

成果得以成功实施［５］。

（４）重视高价值专利挖掘。专利能够实现转移
转化，主要取决于其内在价值，如何科学评估专利价

值，挖掘高价值专利，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展开了

探索。有学者采取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方式，通过

定量分析进行专利评估；有学者借助于机器学习算

法进行专利价值度评估；有研究将专利技术主题与

专利基本指标融合，依托集成学习中的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
法构建可转化专利识别模型［６］等。无论采用哪种

方式，为了提升专利实施率，各高校都应重视高价值

专利的挖掘，将此项工作形成制度文件，定期挖掘本

校高价值专利并促进其实施。

３６

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彭玲玲，陈迎春，张　弦，张　驰：高校专利实施率提升策略探讨———基于《２０１９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２．３　设立专门的专利转移转化平台
调查显示，高校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构职能主

要由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承担，比例为 ５３．６％；选择
自建专业化、市场化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构的高校

为６．４％；有３０．６％的高校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构
职能由校内技术交易中心等机构承担。与此同时调

查显示，５２．７％的高校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专利许
可转让困难，５１．３％的高校认为缺乏权威可信的交
易平台［１］。高校专利成果转化是一项涉及多个主

体的复杂过程，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不畅更加剧

了转化的难度。因此，要提升高校专利实施率，设立

专门的专利转移转化平台势在必行。一方面可以弥

补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避

免了科研和转化工作的冲突，让高校科研人员将重

心放在研发上，让熟悉相关法律制度的专业机构来

代理非科研事务。

高校专利转化需要畅通的转化渠道，地方政府

应鼓励高校突破体制障碍，将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独

立出去，逐渐转变为政府扶持下的中介服务机构，打

通转化渠道。通过该转化平台，及时将高校正在开

发或研发完成的优质知识产权成果发布出去，让更

多的企业、组织看到专利成果的内在价值，从而更好

地推广成果；实施高价值专利筛选，通过专门的专利

分析工具或其他评价标准，筛选出科技含量高、适合

转化的核心项目进行重点推送；与其他技术转移转

化中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实现技术与企业信息的

互通有无和共享；遴选出专利转移精品案例，在全校

范围内推送，鼓励更多发明人将自己的科研创新形

成高质量专利成果。

２．４　尝试新的成果推介与对接模式
２０２０年，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企

业举步维艰，直播带货让他们在疫情困局中看到了

希望，各企业纷纷加入了直播队伍，其中不乏一些大

型企业老板亲自现身直播间。受此启发，湖北省科

技厅积极推出了“联百校转千果”高校科技成果云

推介活动，“一周一场、一场一校”，坚持每周六举办

高校科技成果“直播带货”常态化活动，各高校校

长、科技处领导等纷纷显现直播间，与带货主播一

起，通过央视频、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推介科技成

果项目。通过“云推介”助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既

是适应疫情常态防控形势、线上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挖掘高校科技成果富矿、以科

技创新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一项重要举措［７］。截

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云推介”已成功举办了湖北工业

大学、武汉工程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专场，湖北工

业大学推介的１２项科技成果获得１７７位企业家认
领［８］，武汉工程大学现场推介的 ８项科技成果有
２５２人（企业）认领［９］，武汉大学１４项科技成果累计
被２５６家企业和技术经纪人认领［１０］，意向成交额达

到５．８５亿元。
在组织科技成果“云推介”的同时，湖北省科技

厅还推出了科技成果转化云对接活动。２０２０年 ９
月２７日举办的“‘联百校，转千果’科惠行动 ２０２０
云对接襄阳专场”活动中，现场遴选了６项企业技
术需求张榜招贤，吸引了４０名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
化代言人和专家团现场揭榜竞标，２小时的直播共
计吸引１８０．２万人次在线观看和对接，在科惠网发
布的９６项襄阳地区企业需求已被华中科技大学、武
汉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等 １４余所高校院所揭榜
１１６项（次），累计意向交易金额２．９６亿元［１１］。

目前，各大新兴媒介兴起，高校科研管理者和科

研人员应该打开思路，积极利用这些渠道，推介科研

成果，寻找转化渠道。除了上述云推介、云对接活

动，也可以尝试制作一些短视频，在学校网站或其他

平台展示。

２．５　充分发挥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作用
２０１５年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组织起草《普通高

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２０１６年底发布，我国高校图
书馆开始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工作的组织建设和制

度建设，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从高校图书馆的边缘业

务逐渐转变为主要业务工作之一。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颁
布的《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

法》将组织建设推向高潮，各高校纷纷成立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中心，更有一批中心获批为高校国家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极大地推动了高校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的全面推广。为了提高高校专利实施率，

各高校应充分发挥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作

用，助力专利转移转化。一方面，面向学校职能部

门，信息服务中心可定期开展学校宏观专利状况分

析，筛选出一些高价值专利，为专利维持、专利转移

转化等提供参考；另一方面，面向科研团队，信息服

务中心可提供全流程信息服务。例如，在技术研发

过程中，通过分析该技术领域的创新主体，筛选出可

合作的企业，早期就开始与企业接洽，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有针对性地进行科研活动；在专利申请前，通

过分析对科研成果的市场前景进行预估，判断申请

后授权及成功转化的可能性大小；在企业有转让或

许可意向后，通过专利技术与市场分析，突出技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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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为专利成功许可或转让增加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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