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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相关性研究方法进展评述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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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专利技术相关性研究对专利分析、专利管理等意义重大。综述专利技术相关性研究的
典型方法，并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方法 / 过程］在界定专利技术相关性概
念的基础上，对专利技术相似性和专利技术互补性的研究方法进行调研、归纳与分析，评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结果 / 结论］专利技术相似性的研究方法可分为基于专利分类、专利引证和文本挖
掘 3 种，且各自有其优势和局限； 当前专利技术互补性研究比较薄弱，研究方法有待丰富； 专利技术相似性和互
补性的协同研究不足； 专利技术相关性的应用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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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在 1966 年，E． Garfield 就提出可以利用专利

（ 领域） 与其他技术（ 领域） 关联的数量或程度［4］。专

［2］
引文描述专利之间的关系。1986 年，A． B． Jaffe 首次

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技术信息源，包含了世界科技信

采用基于专利分类法的定量方法测算专利技术的相关

息的 90% － 95% ，专利之间的关系往往能够体现技术

性。多年来，专利技术相关性的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应

之间的关系。目前，学术界普遍将专利之间的关系分

用领域不断拓展，专利技术相关性研究已逐渐渗透到

为 4 种类型： 竞争性（ competing） 、互补性（ complementa-

许多研究领域中，成为专利分类聚类、技术主题识别、

ry） 、阻碍性（ blocking） 和不相关（ unrelated） ［5］。其中，

专利侵权分析、企业并购、合作伙伴识别等众多研究的

竞争性专利是指专利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一般处

基础。推进技术融合、加强领域之间的技术关联是 21

于相同或相近的技术领域，能够达到相同或相似的技

［3］

术效果。阻碍性专利是在主导专利（ dominant patent）

世纪科技发展的重要趋势

，而实现这一点同样有赖

的基础 上 改 进 而 形 成 的 符 合 授 权 条 件 的 从 属 专 利

于对技术相关性的科学衡量。
笔者利用 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检索得到研

（ subservient patent） ，实施从属专利必须首先获得主导

究主题为技术相似性、技术互补性、技术相关性、技术

专利的授权许可，阻碍性表现为专利在技术上的相似

关联性、替 代 专 利、相 似 专 利、互 补 专 利 的 英 文 文 献

性和继承性。而互补性与上述两种专利关系有 所 不

596 篇、中文文献 234 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判读筛选

同，侧重于强调专利技术之间相关但有所差异，这些差

出相关文献，经逐篇分析，梳理总结了当前对专利技术

异性使得技术之间往往具有协同效应。由此可见，专

相关性的内涵界定、相关研究方法，分析了现存问题，

利技术相关性包含相似性和互补性，有些研究也将相

探讨了未来发展可能。

［6］
似性称为替代性（ substitutability） 。

从专利主体层面来说，技术相关性是指各企业、机

专利技术相关性的内涵

1

构、国家、地 区 在 技 术 上 的 整 体 相 关 性。B． Cassiman

当前研究中，专利技术相关性的内涵大多反映为

［7］

等

定义了企业并购中的技术相关性，即并购企业和

被并购 企 业 共 同 涉 及 的 技 术 领 域。A． M． Petruzzelli、

技术（ 领域） 和专利主体两个层面：
从技术 （ 领域） 层面来说，技术相关性是某技术

H． J． Sapienza 等［8 － 9］提出技术相关性是两个企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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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和知识基础的重叠度。M． Makri 等

提出技术相关性

包含相似性和互补性； 相似性是指两个专利主体关注
相同狭义技术领域的程度，即技术上的重叠度； 技术互
补性是指两个专利主体在其共有的广义技术领域中，
［11］

关注不同狭义技术领域的程度。暴海龙等

提出专

利技术相关性主要是指专利技术之间的纵向和横向相
［12］

互联系。梁启华

认为技术相关性包括技术互补性、

技术衍生性以及技术互斥性。

表1

基于专利分类法体系的专利技术相似性计算方法
计算公式

计算方法
共类分

S ij =

析法
类别分
析法
统计分
析法

T ij =

备注

∑ kC ikC jk

C ij为技术类别 i 和技术类别 j 在

2

2

所有专利中共现的次数

槡∑ kC ik 槡∑ kC jk
∑ pD piD pj

2
槡∑ pD pi

2
槡∑ pD pj

=

C ij

槡N iN j

当专利 p 属于类别 t 时，D pt = 1，
否则 D pt = 0； N i 是类别 i 中包含
的所有专利数量； C ij同上
C ij同上； μ ij 和 σ ij 分别是共现次数

C ij － μ ij
τ ij =
σ ij

在随机分布下的期望和标准差

（ 1） 共类分析法。由 E． C． Engelsman 等［15］ 于 1994

综上所述，笔者基本赞同 M． Makri 等的观点，认为
专利技术的相似性和互补性是专利技术相关性的两种

［16］
年提 出，后 来 得 到 了 S． Breschi 等 的 进 一 步 完 善。

重要的基本属性； 其中，专利技术的相似性是指专利技

采用两个类别与其他所有类别之间的关系来判断二者

术的近似程度，表现为技术之间的替代性、交叉性和继

之间的关系，两个类别在其他类别中的分布结构越相

承性； 专利技术的互补性是指技术之间互为补充的程

似，表明该两个类别本身越相似，这在社会网络分析中

度，表现为技术之间的差异性和协同性。当前，专利技

被称为“结构对等”原理，从网络结构的角度反映了两

术相关性的大多数研究也都是基于相似性和互补性两

个技术类别之间的相似性。但有学者指出，“结 构对

种关系展开的，本文将对现有研究方法和应用进展进

等”并非两类技术真正的技术相似性

［17］

（ 2） 类别分析法。于 2008 年由 L． Leydesdorff［18］提

行梳理。

2

专利技术相关性研究方法现状
专利技术相似性研究方法

2． 1

。

出，用两个技术类别在专利集合中共现的次数代表两
类别之间的相似度。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将所有专利
作为研究对象，损失的信息较少； 不足之处是处理高维

目前有关专利相似性的研究比较丰富，大致可划

［19］

数据时计算复杂度较高

。

分为基于专利分类法体系、基于引证关系和基于文本

（ 3） 统计分析法。D． J． Teece 等［20］ 和 L． Nesta 等［21］

挖掘 3 种方法。现阶段，将上述 3 种方法进行对比分

用以测算两个行业或技术类别之间的相似度。许多学

［13 － 14］

析与结合应用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前沿

，也是未来

［19］
者在此 基 础 上 进 行 了 改 进，如 J． S． Hyung 等 结 合

技术相似性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具体来说，对于基

Mantel-Haenszel 比率来计算两技术类别的相似性。F．

于专利分类法体系的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概率论

K． Dieter 等［22］以及 J． Vlckova 等［23］认为企业、
组织、
国家

的思想与传统共类分析法或类别分析法相结合，能够

等之间的技术相似性不但要考虑两个技术类别之间的

提高相似度计算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对于基于引证关

相似性，
还要考虑专利属于某类别的数量或概率。

系的方法来说，将同被引和耦合等多种关系进行交叉

除相似性计算方法外，一些学者从传统分类体系

融合是当前研究的前沿问题； 对于基于文本挖掘的方

的缺陷着手，对分类 标 准 进 行 改 进。例 如，G． Cascini

法来说，SAO 结构的语义表达能力较强，而 TＲIZ 能够

等

描述专利的技术信息，因此将 SAO 结构与语义 TＲIZ

相似性，该技术功能树可以被视作对领域技术的细分，

相结合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

［25］
与传统分类体系相比针对性更强； K． K． Lai 等 借助

［24］

通过构建领域的技术功能树来计算专利之间的

2． 1． 1

基于专利分类法体系的专利技术相似性研究

引文耦合关系建立了专利分类体系，与传统 IPC、USPC

方法

专利分类法可以揭示专利的内容和主题，因此

等分类标准相比粒度更小，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

研究专利技术相似性最直观的方法是利用专利分类法
［2］

2． 1． 2

基于引证关系的专利技术相似性研究方法

首次将专利分类法引入技

引文社团划分、分类聚类、主题识别等研究均基于一个

术相似性计算中，将专利 （ 或机构、国家的专利集合）

前提假设，即共被引关系、耦合关系能够体现文档之间

表示成分类号的向量集合形式，由于同一件专利可能

的相似性，该假设正日益广泛地延伸到专利技术分析

被赋予几项专利分类号，因此将各个专利分类号表示

领域。按照引证关系的类型，当前专利技术相似性研

为专利向量的不同维度，基于此计算专利或专利集合

究方法可分为两类：

体系。1986 年，A． B． Jaffe

之间的距离。迄今，该类研究已逐渐形成了 3 种主要
的计算方法，如表 1 所示：

（ 1） 基于互引关系。两个专利主体之间的专利相
互引用情 况 能 够 反 映 主 体 之 间 的 专 利 技 术 相 似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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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A． B． Jaffe 等［26］ 在研究技术溢出的地理分布

（ 3） SAO 结构。是另一种具有语义表达能力的知识

情况时，首次采用专利互引关系分析地区（ 机构） 之间

表示方法，即“主语 － 谓语 － 宾语”的结构，通过计算

［27］

的技术交叉融合； S． B． Chang 等

将企业之间的专利

SAO 网络之间的相似性可以测算专利之间的相似性［24］。

互引量视为企业的外部依存关系，利用 38 家企业两两

近年来，
基于 SAO 结构的专利相似度计算被广泛应用于

之间的专利互引量构建了企业引用矩阵，以此发现企

专利侵权分析

业自身与竞争对手的技术相似性，制定相应的竞争或

趋势预测

［28 － 29］
采用了互
合作策略； D． C． Mowery 等、J． P． McGill

结构计算专利文档相似度的算法，得到了广泛的采纳。

引率来衡量企业之间的技术相似性。

胡正银

被引关系是衡量专利技术相似性的重要指标。李睿
等

［45］

［46］

（ 2） 基于引文耦合或共被引关系。引文耦合和共
［30］

［42］

对比了专利同被引聚类和引用耦合聚类，认为基

［31］

［42］
等研究中。H． Park 等 提出了基于 SAO

结合 TＲIZ 理论，
将 SAO 语义索引用来表示专

利特有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技术功能与技术效果”
等技术信息，
提高了相似度计算的准确性。
专利技术互补性研究方法

2． 2

与专利技术相似性研究成果相比，当前有关专利

于引文耦合关系的聚类方法在揭示专利间的相似性方
面更具优势。也有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如 S． Morris

、企业并购战略［43］、技术规划［44］、技术

技术互补性的研究数量还非常少，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开发的技术预测软件 DIVA 综合了直接引用、共

应用领域也有限。互补性是专利技术关系的一种重要

被引、引文耦合和间接引用 4 种关系，将 4 种引用关系

属性，许多重大的技术创新都有赖于引入互补技术，尤

相加并归一化后得到专利之间的相似度。对于具体的

其对于生物医药、通信和信息技术等某些重要行业来

相似性算法，一方面可以通过专利之间的共被引频次

说，技术创新的累积性特点显著，往往需要引进互补技

等

［25，
32］

或耦合频次来计算

； 另一方面可以基于引文网络

结构，计算其 Cosine、Jaccard、Pearson 相似性等，或对上
［33 － 34］

述相似性算法进行对比与改进
2． 1． 3

［47］

术来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

。因而，专利技术互补性

研究的意义不可忽视。
当前专利技术互补性研究方法大体可从定性 研

。

基于文本挖掘的专利技术相似性研究方法

究、
定量研究视角划分。其中，定性方法并不是研究的

专利文献是高度结构化的文本，可以借助文本挖掘技

重点，而在定量方法研究中，对技术互补性的研究在经

术直接对专利文本进行相似性计算，具有相同主题词

济、管理等领域已趋于成熟，大多是基于专利分类法体

的专利，其相似性一般比较高，特征提取、文本分类、词

系，多元化的互补性计算方法是未来需要拓展的研究

语关联、主 题 聚 类 等 技 术 均 可 用 于 专 利 的 相 似 性 判

方向之一。下面分别从定性和定量的视角阐述专利技

［35］

定

。按照知识表示的方式，基于专利文本挖掘方法
［36］

可以分为向量空间模型、本体和 SAO 结构 3 种

，在

专利技术相似性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

术互补性的研究方法。
2． 2． 1

定性化视角的专利技术互补性研究方法

定

性研究 大 多 针 对 互 补 专 利 （ complementary patent ） 展

（ 1） 向量空间模型（ VSM） 。最早被应用于信息检

开，
提出有助于战略决策的政策、建议。例如，Ｒ． San-

索领域，是文本挖掘的最常用方法，现已被许多专利相

tore 等［48］提出应将互补专利组合看作一个整体，采用

［37 － 38］

，将专利表示成关键词 VSM 的

基于组合的定价许可协议对互补专利进行定价。M．

形式，再利用一定的相似性算法计算向量的距离。基

Karvonen 等［49］认为产业或企业的技术融合发展应 当

似性研究所采纳

［39］

于关键词的相似度算法有 60 种以上

，如 Dice 系数、

Cosine 系数、Jaccard 系数、重叠系数等。

基于替代性和互补性两点，同时既包括上游的技术替
代、
技术互补，又包括下游的产品替代、产品互补。M．

（ 2） 本体。能够弥补向量空间在语义表示方面存

Y． Wang 等［50］认为拥有互补技术的企业是理想的研发

在的不足。在专利相似性计算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

合作伙伴，他们提出了技术领域规模、相对技术优势和

方面： ①利用本体中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对关键词进

相对技术集成能力 3 个指标，并绘制了专利图谱来表

行概念规范化处理，提高向量空间计算的效率和准确

现企业之间在技术上的互补性，从而定位潜在的研发

［40］

性，
如 S． S． Lim 等

将本体融入专利检索系统的相似

［51］

合作伙伴。洪结银

认为由互补性的专利组成的专

度计算过程，提高了系统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②通过提

利池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 专利互补性专

取专利中的关键词，将其映射到领域本体中的概念，并

利池是促进竞争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专利池反垄断

自动提取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将专利文本转化为三

规制应该遵循合理原则而不是本身违法原则。李 辉

［41］

元组的形式，并计算三元组的语义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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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等

针对伞型专利组合（ 即组合内部专利之间为互补

2016，
60（ 6） ： 128 － 134，
141．
茹丽洁，张娴． 专利技术相关性研究方法进展评述与展望［J］． 图书情报工作，
［60］

关系） ，设计了基于预期失效分析的专利组合规避方

相似性。P． C． Chang 等

法，包括伞型专利组合分析、失效分析、TＲIZ 工具解决

通用外部指标来描述两个企业之间的技术互补性。张

［53］

问题、专利性评价 4 个步骤。李惠民

分析了如何区

［61］

端阳等

从引证关系的角度，设计了

在研究面向产业化的专利集成时，利用 LDA

分互补性专利和替代性专利，并对以互补性为基础的

主题模型生成产业技术树，并采用专家调查法对各技

专利池效率进行了研究。但上述研究并未关注专利技

术分支的技术互补性进行打分，从而计算出两两专利

术互补性的具体测算方法。

之间的技术互补性。

定量化视角的专利技术互补性研究方法

2． 2． 2

在

定量研究方面，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计量经济学角度，

3

研究现状评述

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证技术互补性对企业

总体看来，现阶段专利技术相关性方面已经具备

合作伙伴选择、合作研发效率以及企业绩效是否具有

一定的研究积累，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分析方法，但也存

［54］

显著影响。如： J． A． C． Baum 等

设计了企业合作伙

在一些局限与不足：

伴选择模型，该模型指出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动因是

3． 1

企业 之 间 具 有 相 似 和 互 补 的 知 识 或 技 术 基 础。T．

深化

［55］

Broekel 等

偏重专利技术相似性研究，研究方法有待整合与
在专利技术相似性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已比较丰

认为应当从动态的视角理解技术互补性

的概念，他们将德国 129 个技术行业从 1990 － 2011 年

富，
常用方法有专利分类法、引文分析法和文本挖掘法。

的互补性演化情况绘制成知识图谱，并结合时间序列

3 种方法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各具优劣，
如表 2 所示：
表2

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技术互补性对企业
［7］

专利技术相似性研究方法的优劣比较

研究了 31 家

研究方法

优势

不足

高科技企业的并购活动，发现基于技术相似性的并购

基于专

适合从宏观层面分析主体在技

现有分类法粒度过大，不便描

利分类

术上的相似性，清晰直观

述技术细节；

研发合作的影响机制。B． Cassiman 等

比基于技术互补性的并购更有利于减少企业的研发投
入，
缩短项目周期。相比之下，国内研究还立足于本国
国情，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来获取

特定领域的分类体系在其他领
域的可扩展性差
基于引

可结合聚类、主题识别和社会

证关系

网络等方法，从外部引证角度

出于战略、法律目的或在专利

研究专利技术相似性

审查过程中添加的部分引文不

VSM、本体和 SAO 可描述专利

受到专利文本表达规范性和自

内容特征，且三者的语义表达

然语言处理算法的制约

关键性技术，国内研究开始重点关注技术互补性在中

能体现技术相似性

［56］

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例如魏翔

认为企业在选择并购对象时，应着重考虑与自身技术

基于文
本挖掘

能力依次增强

具有高度相似性或互补性的企业，这样有利于降低企
［57］

业的并购整合风险。刘美丽

针对不同的技术相似

性和互补性组合强度，提出了不同的海外并购策略。
此外，有少数学者从专利分类、专利引文、数据挖
［10］

对专利技术内容表达不足；

针对现有分类法体系存在的缺陷，
一些学者已开发
了适合各技术领域的分类体系，但前期大多依赖领域专
家的参与，自动化程度不高； 专利引文分析方法依然以

采用处

网络分析为主，
通过网络结构的相似性来定量描述专利

于同一大类中不同小类的专利数量来测算企业的技术

技术之间的相似性，无法有效区分不同类型的引文关

互补性，譬如两个企业的专利同属于药物化学大类，却

系，也无法深入挖掘专利内容； 文本挖掘方法存在的主

分别属于分子学和微生物学两个子类，那么这两个企

要问题是自然语言表达的规范性和算法的效率问题，尽

掘等角度进行了一些尝试。如： M． Makri 等

［58］

认为同一产

管 SAO 结构既克服了 VSM 语义表示能力的缺陷，又不

品往往由多种底层知识和技术构成，且各自之间有相

像领域本体那样过度依赖专家知识，但数据降维是目前

互关联，因此他采用数据挖掘中的关联分析方法发掘

面临的主要问题，
有待进一步研究。将上述 3 种方法整

企业专利组合间的技术关联和互补关系，从中选择创

合的研究还不多见，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新能力强的企业作为理想的研发合作伙伴。A． Colom-

3． 2

业具有一定的技术互补性。M． Y． Wang

［59］

belli 等

提出用一致性、多样性和认知距离 3 个指标

专利技术互补性研究方法单一
国内外对于专利互补性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尤其

来衡量企业专利组合之间的技术互补性和差异化程

在专利技术互补性的定量测算方面的研究十分有限。

度，其中，利用共类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

从现有的互补性研究来看，专利互补性理论主要集中

一致性指标定义为观测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差距，用信

在经济管理领域的技术整合、经济影响因素判定、企业

息熵来描述多样性，差异性 = 1 － 企业专利组合之间的

并购对象识别、企业研发伙伴选择等方面，且研究大多

131

第 60 卷 第 6 期 2016 年 3 月
停留于理论层面，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计算方法研究

技术往往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协同性。学术界目前对

寥寥可数。相对而言，基于专利分类是较受关注的途

专利技术互补性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对互

径，而从专利引文和文本内容出发来定量测算专利技

补性的定量研究不够。从专利分类、引证关系和文本

术互补性的研究则很少。

挖掘角度，建立专利技术的互补性指标、设计多元化的

专利技术相似性和互补性的协同应用研究不足

3． 3

专利技术相关性包括专利技术的相似性和专利技

互补性测算方法，是未来亟待探索的重要研究方向。
4． 3

开展专利技术相似性和互补性的定量化协同研究

术的互补性，目前的研究多针对两者之一，且明显偏重

专利技术的相似性或互补性往往不能完全割裂开

对专利技术的相似性研究。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同时考

来，例如同一产品的不同技术之间可能既存在相似关

虑了替代专利和互补专利的研究，但主要侧重于定性

系又存在互补关系。开发专利技术相似性、互补性算

判断或从经济管理角度比较两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法，建立方法指标体系，科学衡量专利组合、技术领域

从技术角度定量计算专利技术相似性和互补性的研究

以及专利主体之间的技术关系，针对不同的专利技术

还有待深入。

关系制定相应的专利战略，包括进攻战略、防御战略、

专利技术相关性的应用空间有待拓展

3． 4

专利技术相关性研究方法不但可以在企业、行业、
国家、地区等层面分析不同专利主体之间的技术关联，

合作战略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4． 4

拓展专利技术相关性分析的应用领域
除了当前比较重视的专利活动主体关系管理，还

还能研究具体专利之间或技术之间的内容相关性。然

应当加强专利技术本身内容相关性研究，拓展相应的

而从目前调研的情况来看，前者是当前研究关注的主

问题模型与解决方案。例如： 专利组合识别研究是潜

要内容，绝大多数研究是基于专利相关性来分析企业

在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这里，专利组合的概念是指

的竞争格局、制定专利战略、识别竞争对手、并购对象

处于同一主体控制下的相关专利的集合，技术关联性

与研发合作伙伴等。从具体专利技术内容的相似性、

是其重要特征。识别专利组合不但可以帮助企业对自

互补性角度来研究企业内部专利组合 （ 或专利包） 问

身专利进行有效组织和管理，针对不同类型专利组合

题的还非常有限，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挖掘专利组合、

实施不同的专利战略，还有助于在专利交易或技术转

盘活专利价值、提高专利转化率至关重要。

让中提升专利组合的整体价值，获得可观的收益。而

未来研究展望

4

专利技术相关性研究对技术创新、专利管理等具

专利组合识别研究势必离不开对专利技术相关性的把
握，只有专利组合内部专利之间具有一定的技术相似
性或互补性，其组合的价值才能实现 1 + 1 ＞ 2 的效果。

有重要意义。基于当前专利相关性研究的特点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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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 significance］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hanges of academic impact of top scientists
to provide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n discovering the academic developing laws of top scientists． ［Method / process］Firstly，the concept of top scientists is defined，and the concept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individual academic impact are
summarized． Then，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academic impact of top scientists，the research method of laws，
the research result of laws and the hypotheses of trends of academic impact of top scientists are summarized． ［Ｒesult / conclusion］The issues such as rough data processing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and five possibl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cla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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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analyze the methods of patent technological similarity and patent technological complementarity，and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thoughts． ［Ｒesult / conclusion］The methods of patent technological similarity can be put into three
types，including the methods based on pat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patent citation and text mining，and each of them has
its advantages and limits． The study of patent technological complementarity is relatively weak，whose methods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The collaborative study of both patent technological similarity and patent technological complementarity is
very little． And the application range of patent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needs to be extended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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