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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研究
■ 王学昭
［摘

赵亚娟

*

张静

要］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分析可以弥补专利申请信息分析的不足，对技术差距、研发实力和专利质量

等多方面都能进行深入的揭示。基于专利授权率、授权专利有效率和有效专利维持时间三个指标构建技术、技
术来源国或地区、申请人三个维度的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模型，揭示专利数量无法展现的相对竞争态
势，并以锂离子电池领域进行实证研究。
［关键词］ 专利分析

法律状态信息

锂离子电池

情报分析

［分类号］ G353． 1

专利情报分析是对专利说明书与专利公报中的专

专利申请公开、实质审查生效、驳回、撤回、视为撤回

利信息进行分析及组合，并利用统计学方法和各种信

等； 在专利授权后，专利法律状态一般包括授权、转让

息处理技术将之加工成为专利竞争情报。目前，更多

和继承、无效宣告、终止、恢复等。最终，只有授权后没

的研究者偏重于基于申请信息的专利情报分析，这类

有专利权无效、专利权终止、专利权有效期届满等情况

分析主要利用申请人、发明人、申请日、公开日、技术分

的专利才是有效专利。如表 1 所示：
表1

类号、专利名称和摘要等信息。专利申请信息分析能
反映新技术的出现并用于技术预测，但无法完全客观
［1 － 3］

主要专利法律状态信息

阶段

主要法律状态

专利权状态

公开

未授权

实质审查请求生效

未授权

专利申请被驳回

未授权

专利申请撤回

未授权

专利申请视为撤回

未授权

利申请是否授权，授权专利是否有效，专利权人是否变

授权

专利权有效

更，专利的维持时间以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避免不必

专利权的转让和继承

专利权有效

专利权无效

专利权失效

专利权终止

专利权失效

专利权恢复

专利权有效

专利权有效期届满

专利权失效

地反映技术研发和竞争状况

。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目前更多地作为产品出口、专

专利申请中

利技术引进、转让和合作、专利侵权诉讼等的法律 支
撑。通过专利法律状态信息检索，可以了解和掌握专

要的经济损失。

专利授权后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分析有助于对技术创新能力、
专利的质量、专利地域布局和专利管理水平等指标的
［4 － 5］

衡量

。本研究在专利申请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构

建了从技术、技术来源国或地区和申请人三个维度的

2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模型，对专利的技术、技术

2． 1

来源国或地区和申请人实力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判断，
并选择锂电池领域进行实证研究。

1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模型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分析指标
本研究以专利授权率衡量专利从申请到授权的情

况，以专利有效率和有效专利维持时间评价专利权维
持状况。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

2． 1． 1

专利授权率

专利授权率是专利授权数量与

在专利申请阶段和专利授权后都有可能发生专利

专利申请数量的比值。发明专利申请只有通过实质审

法律状态的改变。专利申请阶段的法律状态一般包括

查，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要求才能获得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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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所以发明授权率是衡量技术创新能力和专利质量

家或地区信息获得，也可以从优先权中的国别或地区

的指标之一。

提取，因为首次申请国或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技

2． 1． 2

授权专利有效率

专利有效率是有效授权专

术输出国或地区。

利数量与授权专利数量的比值。一般来说，从经济角

根据专利数量初步遴选主要技术、主要技术来源

度出发，只有当专利权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专利年费

国或地区和主要申请人，然后运用专利法律状态信息

［6］

时，专利权人才会继续缴纳专利年费维持专利权

；另

外，由于专利保护意识薄弱或者专利管理水平低下，也

组合分析模型，揭示主要技术、主要技术来源国或地区
和主要申请人的相对竞争态势，具体分析如表 2 所示：

会出现因未缴年费而导致专利权终止的情况。授权专

表2

利可能因为未满足三性要求而被无效导致专利权终

Ⅰ

止。所以，专利有效率可以帮助了解技术成熟度、专利

维度或象限

质量、专利保护意识等相关信息。
2． 1． 3

有效专利维持时间

已经维持的时间。所以，有效专利维持时间是检索日
与有效授权专利申请日的时间差。有效专利维持时间

技术
技术来源国或
地区
申请人

可以帮助了解技术更新速度、专利质量、专利市场价值
等信息。
2． 2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模型
综合专利授权率（ Y 轴） 、专利有效率 （ X 轴） 、有

效专利维持时间（ 气泡直径） 三个分析指标构建专利
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模型（ 见图 1） 。其中，以研究
对象整体的专利平均授权率和授权专利平均有效率划
分象限。

技术创新性
和专利维持

Ⅱ

Ⅲ

Ⅳ

技术创新性

技术创新性

技术创新性

好，但授权专 较低，但授权 和授权专利
利维持情况

专利维持情

相对较差

况良好

对较差

重要技术

领先技术

参与技术

跟随技术

技术强国

技术领先国

技术参与国

技术跟随国

重要申请人

技术领先者

技术参与者

技术跟随者

情况较好

有效专利维持时间计算

的是在专利检索日仍处于专利权有效状态的授权专利

专利信息组合分析模型讨论

维持情况相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结果对技术研发也具
有指导意义。技术维度分析中，处于象限 I 的重要技术
是领域内的技术壁垒，
与此相关的专利申请和产品生产
与销售应该特别注意专利侵权问题； 处于象限 II 的领先
技术是领域内的创新性较高但专利维持相对较差的技
术，
是技术研发中可以借鉴的技术来源； 处于象限 III 和
象限Ⅳ的参与技术和跟随技术的创新性较差，
在这些方
向的技术研发应注意寻找技术创新突破点。
申请人维度分析中，处于象限 I 的重要申请人是
领域内的主要竞争对手； 处于象限 II 的技术领先者，可
与其进行技术研发合作； 处于象限 III 的技术参与者，
可能是潜在的专利购买者，或者可与其进行专利实施
合作。

图1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模型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模型在专利数量统计
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专利授权率、授权专利有效率和有
效专利维持时间三个法律状态指标，对技术、技术来源
国或地区和申请人情况进行深入的揭示。图 1 中，A －
I 在技术、技术来源国或地区和申请人三个分析维度中
分别代表技术方向、技术来源国家或地区和专利申请
人。在技术维度中，技术信息可以来自国际专利分类
号（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IPC） 、美国专利分
类号（ United States Patent Classification，UPC） 等专利分
类号，或者专家判读的技术方向； 在技术来源国或地区
维度中，来源国或地区信息可以通过申请人所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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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锂离子电池领域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充电电池，主要依靠锂离子在

正极和负极之间移动来工作。锂离子电池具有电 压
高、体积小、比能量高、无记忆效应、无污染、寿命长等
［7 － 8］

诸多优点，成 为 目 前 综 合 性 能 最 好 的 电 池 体 系

。

锂离子电池已应用到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
等中，电动汽车、航天和储能等方面所需的大容量锂离
子电池的研发也在广泛的开展中。
据统计，截至 2012 年 7 月 4 日，与锂离子电池相
关的 中 国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共 8 333 件，获 得 授 权 的 有
2 802件，其中有 327 件专利已经失效。所以，锂离子
电池领域中国发明专利的整体授权率为 33． 6% ，授权
专利有效率为 8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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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维度

等 11 个技术方向为参与技术。H01M4 /505（ 电极活性

本部分基于 IPC 分类号进行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

材料，插入或嵌入轻金属且含锰的混合氧化物或氢氧

合分析。锂离子电池领域中，超过 200 件中国发明专

化物，例 如 LiMn2 O4 或 LiMn2 OxFy） 为 跟 随 技 术。其

利申请的主要技术方向共有 22 个，如表 3 所示：

中，重要技术和领先技术的有效专利维持时间在 6 年

表3

锂离子电池领域主要技术方向（ 单位： 件）
IPC 含义

IPC

以上，而参与技术和跟随技术的有效专利维持时间大

申请量授权量

部分在 5 年之内，这也揭示了重要技术和领先技术的

1 793 1 001

有效授权专利维持情况较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些

H01M10 /40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

H01M4 /58

电极活性材料，除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以外
的无机化合物，例如硫化物、硒化物、碲化 1 558
物、氯化物或 LiCoF y

750

H01M4 /04

一般电极制造方法

1 326

731

H01M4 /48

电极活性材料，无机氧化物或氢氧化物

894

439

H01M4 /02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电极

830

472

摇椅式电池，即其两个电极均插入或嵌入
有锂的电池； 锂离子电池

791

59

H01M4 /62

电极活性物质中非活性材料成分的选择，
716
例如胶合剂、填料

198

H01M10 /38

二次电池结构或制造

644

321

H01M4 /38

元素或合金的电极活性材料

425

151

H01M4 /36

电极活性材料中活性物质、活性体、活性液
体的材料的选择

414

165

H02J7 /00

通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基本类型的放电管
或灯的零部件

392

75

H01M10 /36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和气密蓄电池之外的蓄
电池

364

148

H01M10 /058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构造或制造

338

26

H01M2 /16

按材料区分的隔板、薄膜、膜片、间隔元件

336

116

C01B25 /45

含两种以上金属或金属和铵

312

139

H01M2 /02

电池箱、套或罩

293

95

H01M4 /139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非水电
解质蓄电池电极的制造方法

287

10

H01M10 /052

锂蓄电池

280

44

H01M4 /1391

基于混合氧化物或氢氧化物，或氧化物或
氧化物的混合物（ 例如 LiCoO x ） 的非水电

276

14

267

14

H01M10 /0525

H01M4 /1397

解质蓄电池电极的制造方法
基于除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以外的无机化合
物的非水电解质蓄电池的电极，例如硫化
物、硒化物、碲化物、氯化物或 LiCoFy

技术具有更高的专利质量。

图2

锂电池领域技术维度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

技术来源国或地区维度

3． 2

锂离子电池领域，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 12 件
的主要国家或地区是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美国、德
国、中国台湾、法国、加拿大和中国香港，如表 4 所示：
表4

锂离子电池领域主要技术来源国或地区（ 单位： 件）
来源国或地区

申请量

授权量

中国大陆

5 833

1 691

日本

1 200

5 34

韩国

669

387

美国

308

96

德国

106

25

H01M10 /44

充电或放电的方法

252

68

H01M4 /13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 例如锂蓄电池） 的电
极及其制造方法

229

5

中国台湾

69

21

225

146

法国

56

21

加拿大

15

9

200

4

中国香港

13

2

C01D15 /00
H01M4 /505

锂的化合物
电极活性材料，插入或嵌入轻金属且含锰
的混合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例如 LiMn2 O4
或 LiMn2 OxFy

图 2 的法律状态组合分 析 结 果 表 明，H01M4 /02

由于本研究选取的分析对象是锂离子电池相关的

（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电极） 、H01M10 /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所以国内申请人的发明专利申请

40（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 等 7 个技术方向为重要技术，

量和授权量均最大，远多于来自其他来源国或地区。

是锂离子电池领域的技术壁垒，如果选择这些技术方

从图 3 的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结果可以看

向进行研发或者产品开发销售应该注意避免专利侵

在中国市场中，韩国、日本、加拿大和法国为该领域
出，

权。C01D15 /00（ 锂的化合物） 、H01M4 /04 （ 一般电 极

的技术强国； 美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是技术参与国

制造方法） 等 5 个 技 术 方 向 为 领 先 技 术。H01M2 /02

或地区； 中国大陆和德国为技术跟随国。除中国大陆

（ 电池箱、套或罩） 、H01M10 /44 （ 充电或放电的方法）

外其他主要技术来源国或地区的有效专利维持时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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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 年以上，特别是来自加拿大的有效专利维持时间

从图 4 的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结果可见，

高达 11． 6 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申请人提交的

三星、松下、比亚迪、三洋、LG、鸿海、日立、索尼等公司

专利申请数量虽然最多，但专利授权率、授权专利有效

为锂离子电池领域的重要申请人。重要申请人大部分

率以及有效专利维持时间均相对较低，专利法律状态

为日本和韩国的公司，其有效专利维持时间较长（ 均超

信息组合分析揭示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专利整体质量

过 7 年） ，竞争能力强。另外，中国的比亚迪的锂离子

较低。

电池技术实力也较为突出。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科
院、
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三菱集团是该
领域的技术领先者。技术领先者除了三菱以外主要为
国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技术创新能力强，
但专利维持能力相对较差，是可以进行技术研发合作
的主要对象。比克、力神、盟固利、丰田、奇瑞、ATL 等
公司是锂离子电池领域的技术参与者。技术参与者大
部分为国内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
较差，但专利维持水平相对较好。这些企业可能是潜
在的专利购买者，或者可与其进行专利实施合作。中
图3

3． 3

锂电池领域技术来源国或地区维度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为锂离子电池领域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组合分析

的技术跟随者，竞争能力相对较弱。

申请人维度
锂离子电池领域，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 50 件

的主要申请人是三星、比亚迪、中国科学院等 22 个机
构，如表 5 所示：
表5

锂离子电池领域主要申请人（ 单位： 件）
申请量

授权量

三星 SDI 株式会社（ 三星）

申请人

417

27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

388

207

中国科学院（ 中科院）

315

128

香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ATL（ ATL）

232

10

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比克）

225

58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松下）

200

108

LG 化学株式会社（ LG）

157

75

清华大学（ 清华）

140

64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分析对衡量技术差距、研发实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力神）

117

28

力和专利质量等多方面都能进行揭示，可以弥补专利

复旦大学（ 复旦）

111

54

中南大学（ 中南）

103

45

申请信息分析的不足。本文基于专利授权率、授权专

日立集团（ 日立）

93

36

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三洋）

91

45

态信息组合分析模型，并选择锂离子电池领域中国发

丰田汽车株式会社（ 丰田）

91

15

明专利为实证研究对象，分别揭示了专利数量无法展

浙江大学（ 浙大）

78

32

现的技术、技术来源国或地区、申请人三个维度的相对

三菱集团（ 三菱）

71

33

竞争态势，分析结果更加全面、客观和丰富。

索尼公司（ 索尼）

69

26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鸿海）

68

30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

67

8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大）

65

27

析尚不够深入。对专利法律状态信息分析方法和模型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

51

15

的探索将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中信国安盟固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盟固利）

51

10

84

图4

锂电池领域申请人维度专利法律状态
信息组合分析

4

结

论

利有效率和有效专利维持时间指标构建了专利法律状

本文仅从专利授权率、授权专利有效率和有效专
利维持时间三个指标对专利法律状态进行了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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