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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总结现有有效专利统计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针对专利存量理论和专利法律状态信息更新特征，设
计了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计算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负指数函数提出了用来表征有效专利失
效速率的专利失效系数。针对国内某科研机构开展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所构建的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
率计算模型和专利失效系数能够较好地反映机构的有效专利动态发展特征，可作为开展有效专利分析的重
要手段。最后，对该模型与指标的应用前景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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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the existing measurement methods for Patents in force, then according to the
patent-stock theory and the updating features of patent law-status information, we designed a stock-ratio calculation
model for patents in force based on the tracking mode. Furthermore, we proposed a patent-failure-rate coefficient to
characterize the failure rate of patents in force, which derived from the negative exponential function index. An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for a domestic institution. It was verified the above-mentioned stock ratio model
in tracking mode and the patent-failure-rate coefficient could be employed jointly to demonstrate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validity of the patents well. So they both could be used as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analysis tools for
patents in force. Finally, we discussed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thes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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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日益提升，我国专利
申请数量持续增长。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迅猛增长的同时，专利质量和价值的考
察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有效专利指尚在法律保护范围内的专利。按照各国专利
法的规定，专利权人只有缴付年费（且年费金额通常随年份递增）才能维持专利
有效，否则将被视为放弃专利权。通常而言，只有当专利权的预期收益大于专利
年费成本时，专利权人才会继续缴纳专利年费，或以其它更高成本（如诉讼维权）
尽量保持专利的有效性。这种情况下，该专利技术必定是具备一定技术水平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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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值，或者对专利权人的自身发展有战略性影响。因此，有效专利维持水平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某专利的重要性和技术水平[1,2]。
目前，对于专利权人的有效专利维持水平的分析多采用持有数量和维持年限、
失效专利寿命等静态指标。这些指标尚不足以反映有效专利的动态变化过程，故
不能精确反映有效专利的真实存在，不能客观反映出专利权人拥有专利技术的质
量及持久性。因此，本文构建了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变化率计算模型，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专利失效速率的测度指标——专利失效系数。
1 关于有效专利存量的现有研究
1.1 专利有效性及其动态特征
有效专利是指截至报告期末专利权仍处于维持有效状态的专利[3]。专利的失
效有多种情况。以我国为例，根据专利法规定，专利权失效原因包括：
（1）因专
利保护期限届满而自然终止；
（2）专利权人未按期缴纳年费致使专利权失效；
（3）
获得专利授权后，有人提出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的规定而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
效。
由此可见，专利权的有效性是动态变化的。因而有效专利量也是一个随统计
时点变化的动态变化数量：一方面，各种原因导致的专利失效引起了有效数量减
少；另一方面，新获授权专利带来了有效专利量的增长。
1.2 有效专利存量研究
为求反映出有效专利量的动态变化过程，学者们开始关注有效专利存量指标。
有效专利存量与知识存量概念类似，但知识存量包含的范围更广，包括显性知识
存量和隐形知识存量。知识存量的测度是一个重要但极其复杂的问题，目前已有
不少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大多针对企业的知识存量[4,5]。有效专利存量仅
是显性知识存量的一种，且也有学者研究将专利存量作为技术知识指标[6]。
杨中楷描述了有效专利的存量模型，认为有效专利数量的变化表现为一个连
续的“生产-失效”过程，生产包含专利的申请、授权过程，是正向的流量；失效包
含着撤销和放弃的过程，是负向的流量。这两个方向的流量决定着有效专利存量
的动态变化[7]。杨中楷指出有效专利指标的考察范围由专利申请授予的暂态过程
拓展到专利生命周期的尽头，具备一定的时间连续性[8]。李小丽曾将这个过程形
象地比作蓄水池，建立了水池模型，水池内流入的有效专利来自专利的授权和到
期专利续展量，而专利具有时效性，在专利保护期满后将流出水池，若专利制度
允许，发明人可以对其进行续展，这些续展的专利重新流入水池[9]。
1.3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严格意义上，当欲考察某专利权人或某专利技术的专利质量价值或维持水平

时，当前的“蓄水池模型”存在一定缺陷。由于未区分“流入”、“流出”数据，
致使原授权专利的有效维持量与新增授权专利量混为一谈，不能真实反映出已授
权专利的有效性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由于专利法律状态信息更新周期影响和
多数专利数据库对法律状态信息收录的缺失，现实操作中要做到准确追踪某一批
特定专利的发展演变（尤其是当所考察的比较对象较多的时候），存在一定的难
度[10]。这些客观原因致使现有的专利有效存量研究，采取了专利蓄水池模型的应
用，即在计算某一时间点的有效专利比率时采用该时间点之前所有年份有效专利
维持至该时间点的累计数量比率[11]。Scotchmer 很早就指出，随着技术进步，
“流
入量”带来的增幅会逐步地越来越大于“流出量”带来的减幅，这样做的后果是
会导致比率计算结果的偏低[12]。且随着专利授权数量相比以往增长速度不再保
持一种匀速增长，因此会导致早期年代存量比率的进一步偏低，而近些年的专利
存量比率会偏高。
2 有效专利存量比率和失效速率测度方法研究
2.1 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计算模型
针对当前研究的上述局限性，本文提出了“有效专利存量比率”指标以及相
应的跟踪式计算模型。有效专利存量比率，也可称为专利存活率或有效率，指某
授权专利集合在后续某时点的有效专利保有量占该授权专利集合总量的比率，即
该初始授权集合在后续时期的总量衰减情况。与现有研究提出的专利存量相比，
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能更精确地揭示某一批专利维持水平的动态变化趋势，
通过观察这批授权专利在随后一个时间区间内的有效专利存量比率的变化过程，
可以帮助了解该机构在某时期的专利产出的质量、这批技术的老化进程。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获取指定年份的专利授权数量及其法律状态信息，视
作初始有效集；其次，获取这批授权专利从授权年至统计年之间历年失效的专利
数量（由当年专利法律状态公告内容判断是否失效。根据信息公告周期特点，如
果某件专利在授权公告后未见有失效相关公告，则视为该件专利仍保持有效状态，
以此来精确判断每件专利在统计时点的当前状态）；第三，用初始有效集减去历
年累计失效数量，得到该统计年的有效专利存量，进而利用该有效专利存量与初
始有效集得到该统计年的有效专利存量比率。
图 1 为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模型示意，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 t 年获得授
权的有效专利在后续历年保持 t 年授权量=有效量+失效量。随时间推移，有效专
利数量越来越少，失效专利数量越来越多，因此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呈递减
趋势。

图 1 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模型示意

相比当前研究多采用的专利蓄水池模型，跟踪式模型只专注专利失效流出，
而不关注新流入的专利，重在跟踪监测某一批授权专利在后续连续区间的有效量
保存比率，因而更能反映出该批专利的技术质量、价值衰减和市场淘汰的动态过
程。
2.2 有效专利失效速率的测度指标
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可以反映某一批授权专利集合在后续时期的有效
存量变化趋势，但对反映有效专利的失效速度还缺乏整体性与全面性。为此，本
文进一步构建了一项能直观反映有效专利失效速度的测量指标——有效专利失
效系数。专利失效与文献的老化存在类似之处，专利因为到达专利保护年限或者
失去技术或市场保护价值而失效，如同科技文献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更新，
从而旧的文献由于不能带来更多的信息和知识而老化。
目前已有诸多对书籍、期刊等信息老化的定量化研究指标，其中负指数函数
多用于寿命分析，该指标最早由 Burrell 提出，运用于图书馆馆藏书籍老化速率
测度[13]。目前尚没有针对专利文献的类似测度指标。专利文献在法律状态上的失
效影响着专利权人以此专利技术获取经济利益，而图书、期刊等的信息老化致使
在读者中失去一定价值，因而二者具有相通之处，这种动态的逐步衰减趋势，均
呈现负指数分布特征。
因此，本文采用负指数模型，用于专利失效速率计量评价，并进一步证明其
可行性。本文采用负指数函数的指数表征授权发明专利的失效速度，拟合函数为：

y  ket
其中，y 代表发明专利在授权 t 年后的有效存量比率；α 是授权专利存量的
衰减率，即失效系数；k 为常数。失效系数 α 值越大，表示专利失效的速度越快。

获取年度专利授权数量和专利失效数量，计算得到有效专利存量比率，并用该存
量比率作为观测值，可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专利失效系数 α。计算过程中根
据数据实际情况得到 k 值大小，一般情况下认为该系数远小于失效系数 α 对变
量的影响，可设置为 1。
2.3 有效专利存量比率与失效系数的计算
求取 t 年授权专利在后续{i}年内的有效专利存量比率的方法，后续存量比率
观测年份根据机构有效专利维持年限特征来选取，一般为 5 年左右。这是因为一
般而言，专利质量良莠不齐，技术更新速度以及专利权人的申请保护策略存在差
异，导致专利在授权后续几年内专利权维持状态的变化比较剧烈，随着时间延长，
变化逐步缺乏灵敏度而丧失代表性。因此，5 年左右的有效专利存量比率与失效
系数计算最具参考价值。
计算步骤具体如下：
令 St 表示 t 年专利授权量，St+i 表示授权后第 i 年的有效专利存量；
令 Fi 表示授权后第 i 年的专利失效量，则 Fi=count{失效年=(t+i)}，在这里
count 函数用来计算满足条件的专利数量，得出：
i

St i  St   Fi ，
i 0

令 Rt+i 为 t 年授权专利在 t+i 年的有效专利存量比率，则

Rt i  st i st
至此，即可得到 t 年授权专利在后续{i}年内的有效专利存量比率；
进一步，针对失效系数函数 y  ke

 t

，令 yi

 Rt i ，利用已得到的 Rt i 值作为

样本值，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得到失效系数α的值。
3 实证分析
本文以国内某科研机构作为实证分析对象，获取授权年为 1992-2012 年该机
构的有效发明专利 20052 件、失效发明专利 8319 件。结合失效发明专利的专利
寿命和有效专利的维持时间，验证了上述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专利失效系
数的可行性与应用效果。
3.1 失效专利寿命和有效专利维持时间
失效专利的寿命，即失效专利从申请日开始计算到其失效日的时间。失效专
利的最长寿命年限即其最长保护期限。发明专利最长保护期限是 20 年，实用新
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的最长保护期限都是 10 年。本研究中，通过统计该科研
机构失效专利的寿命，得出该机构发明专利的平均寿命是 7.3 年，达到最长寿命

年限的仅占 0.17%，存活年限在 10 年以上的占 8.05%，有 76.56%失效专利的存
活年限不足 8 年。该机构 91%的失效发明专利的寿命集中在 4 至 10 年，各年限
的分布百分比详见图 2（左）。
有效专利维持时间指有效专利自申请日距本报告统计日的时间跨度。维持时
间长的专利，通常是技术水平和经济价值较高的专利。该机构有效发明维持时间
多集中在 3 至 8 年，见图 2（右）。

图 2 某机构失效发明专利寿命&有效专利已维持时间分布趋势

3.2 有效专利存量比率和专利失效系数
按照本文设定的专利存量计算方法分别得到各年授权专利在后续 5 年内的
有效专利存量比率，即 i=[1,2,3,4,5]。授权专利在后续历年保持有效状态的存量
比率越小，反映出这批专利的失效速度越快、维持水平越低。图 3 统计了该科研
机构 1992 至 2012 年每年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在后续 5 年中保持有效状态的存
量比率2。可以看出自 2004 年授权发明专利开始，该机构发明专利的有效存量比
率同比高于历史水平，反映在出该机构的专利维持水平有明显提升。

2 对 1992-2007 年授权发明专利，分别统计了在后续 5 年中的存量比率；对 2008-2011 年授权发明专
利，分别统计了截至 2012 年的历年有效存量比率。

图 3 某机构发明专利授权后 5 年内的有效存量比率变化

进一步地，采用各授权年之后连续 5 年的专利存量比率作为失效系数的预测
数据点3，对比计算历年授权发明专利的失效系数。
计算得到该科研机构 1992-2011 年逐年的发明专利失效系数，并得到时序变
化趋势图，如图 4 所示。从图 4 中可看出该机构发明专利的失效速度在逐步变
缓，且这种放缓趋势自 2004 年授权发明开始愈发显著。整体而言，1992 年以后
该机构授权发明专利的失效系数呈总体下降趋势，其中，1999 年授权发明专利、
2004 年授权发明专利，失效速度表现出明显放缓，尤其是自 2004 年开始，该机
构授权专利的失效速度表现出大幅度的下降趋势。
3.3 结果诠释
上述计算结果显示，该机构专利维持水平有明显提升，1999、2004 年是重要
节点，尤其 2004 年是该机构授权专利整体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时间拐点。
现实情况中，自 1998 年以来，该机构由于政策支持的相对稳定，专利申请
和授权数量保持了持续增长。2003 年该机构在相关发展战略的指导意见中，对
于机构的专利年度总申请量、发明类型专利申请所占比率、专利实施率等进一步
提出了明确的指标要求。2004 年该机构颁布了对下属研究单元的成果实施奖励
经费规定，在下属研究单元中反响较好，引发了 2005 年及至后续时期相关指标
的若干历史新高。在同一时期的全国大环境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04 年向国
务院正式呈报了《关于制定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请示》，2005 年国务院办
本案例中，2008 年起的专利预测系数的预测点低于 5 个，对预测精准度可能存在少许影响，但仍能反映
出大体参考形态。
3

公厅正式启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该科研机构也于 2005 年同步启动了
本机构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陆续出台了专利战略规划、规章制度、重大政策与
激励措施等，专利政策更具备连续性，相关考核体系更加完善，政策导向更为鲜
明。因此，从该科研机构的实际情况来看，1998 年、2003 年是专利工作的重要
节点，尤其自 2003 年后更是逐步进入了一个更具战略意义、更稳定、更连续的
蓬勃发展时期。
由于专利授权时间与专利申请时间之间存在的差距原因，上述 1998、2003
年专利管理政策与机制的变化对专利申请活动造成的影响，与该机构 1999、2004
年授权专利维持水平出现的整体提升，特别是 2004 年起持续出现显著提升的拐
点现象，是相互吻合的。当然，后续还应进一步细化具体相关因素，例如政策工
具、资源配置、激励杠杆等等，深入考察其中的关联机制。但利用跟踪式有效专
利存量比率、专利失效系数，确实可以为政策规划者们提供切入点，帮助决策者
们结合专利活动周期特点，进一步研究相应的专利创造、保护、管理、运用环节，
挖掘专利维持水平提升的深层因素，为调整和优化相应机制提供参考。

图 4 某机构授权发明专利失效系数

因此，上述案例有效验证了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计算模型和专利失效系
数在机构有效专利分析评价中的应用价值与可操作性。由于摒除了此间的“流入”
量影响，本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模型及专利失效系数指标，与“蓄水池模型”
相比，具有更精细、更准确的监测评价效果。
4 有效专利存量比率与失效系数的应用前景
首先，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模型及专利失效系数指标可以与失效专利寿
命、有效专利维持时间结合应用，如图 5 所示。在该模式下，以失效专利寿命为

参照，并结合有效专利存量比率模型及专利失效系数，“动”、“静”结合，可以
更客观地了解当前有效专利的真实存有量并预测未来变化趋势，且更能客观反映
出专利权人拥有的专利技术的质量及持久性。

图 5 有效专利存量比率和有效专利失效系数的应用前景

此外，除应用于机构评价外，该模型与指标还可应用于领域专利技术的动态
监测与价值评价中。例如可帮助有效评价某时期某类专利技术产出的质量持久程
度、技术老化速度，反映出这一时期该类技术研发的价值衰减与市场淘汰过程。
5 小结
相比于一般专利指标，有效专利指标因其更能反映出专利的质量特征而逐渐
呈现出诸多优势，所以有效专利指标的推广和应用，无疑是对传统专利指标的有
益补充。本文在总结分析现有有效专利统计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针对专利存量理
论和专利法律状态信息更新特征，设计了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计算模型。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利用负指数函数的指数来表征有效专利失效速率的专利失
效系数。利用该跟踪式有效专利存量比率和专利失效速率测度模型与指标，本文
针对国内某科研机构开展实证分析，验证了所构建的有效专利存量比率和失效系
数可以有效地揭示该机构有效专利发展变化的动态特征，从而验证了本文所构建
的专利失效系数可作为有效专利分析的重要手段。本文在研究上也存在不尽完善
之处，尽管负指数函数可以表征专利的失效速度，但是否所有时间段的有效专利
都较好遵循负指数函数，还需要更多数据的统计分析验证，这也是本文后续需要
扩大实证范围以进一步验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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