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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对现有识别技术转移潜力的专利分析方法及制约技术转移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的同时，
为今后有效识别具有转移潜力的专利技术提供理论支撑。［方法 / 过程］针对专利分析方法在技术转移中的应
用现状，重点从国内外识别技术转移潜力的分析方法的相关成果以及制约技术转移影响因素的分析方面进行
综述。［结果 / 结论］现有识别技术转移潜力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专利引文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统计分析
法、
二元语义分析法和 TＲIZ 分析方法等。这些方法均处于探索阶段。而制约专利技术转移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为专利价值或专利质量。未来识别技术转移潜力分析方法的研究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系统分析专利转移
的直接影响因素及其实际影响效果； 研究企业与大学专利转移行为的差异性； 建立有效识别技术转移潜力的综
合评估模型。
关键词： 专利分析

技术转移

引文分析

专利价值

分类号： G250
DOI： 10． 13266 / j． issn． 0252 － 3116． 2016． 08． 017

技术转移是指科学技术通过某种载体（ 人、物、信

企业决策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主要从技术转

息） 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科研生产之间以

移与专利分析的概念简析、专利分析法在技术转移中

［1］

。技术转移

的应用、识别具有转移潜力的专利分析方法、影响技术

是实现技术有效利用的重要手段，也是将科技成果转

转移的因素分析以及总结与未来展望 5 个方面进行

变成现实生产力并实现其经济价值的基本途径，成为

论述。

及科技系统自身之间的输出、输入过程

一个国家或地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技术转
移包含技术成果（ 专利成果与非专利成果） 、信息与能

1

技术转移与专利分析的概念

力等的转移。其中专利成果作为一个国家或企业知识

技术转移是拥有技术的一方（ 组织或个人） 通过

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一定技术领域的重要发明

某种方式将其拥有的生产技术、销售技术或管理技术

与创新。专利转移已经成为转移数量最多、创新性强

及有关权利转让给另一方的整个活动过程。技术转移

［2］

和市场认可度高的技术转移方式

既包括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也包括从技术生产部门

。

近年来，我国专利申请数量急剧增加，但我国的专

（ 研究机构） 向使用部门（ 企业和商业经营部门） 的转
［1］

利质量，尤其是专利的转移率与实施率却相对较低。

移，也可以是使用部门之间的转移

大量申请专利进入沉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竞

可以分为横向转移（ 如国际技术转移） 和纵向转移（ 如

争力的提升、遏制了创新，并增加了社会成本，浪费了

研发到应用的转移） 两种。技术转移的基本活动路径

社会资源。

主要有技 术 许 可 （ 包 含 专 利 和 非 专 利 成 果） 、技 术 引

。技术转移方式

通过梳理专利分析方法在技术转移中的应用，总

进、技术帮助、技术交流、技术并购、侵权诉讼等，其中

结已有识别技术转移潜力的专利分析方法，有助于从

技术许可转让方式（ 包含专利和非专利成果） 是目前

定量评估的角度寻找具有潜在转移可能的技术，从而

技术转移中最受关注和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

提高技术的转移率，对从事技术转移的人员、发明人和

［3］

。

专利分析，即对专利文献中包含的技术信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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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法律信息，通过科学的加工、整理与分析，并进行

的成功，最关键的任务就是确定高价值的专利技术。

深度挖掘与缜密剖析，形成具有较高技术与商业价值

H． S． Park 等［13］提出了利用 TＲIZ 趋势和文本挖掘方法

［4］

的专利情报的过程

。专利分析的信息要素主要有结

［14］

识别具有转移潜力的专利技术。P． A． Verhaegen 等

构性要素与非结构性要素。结构性专利要素包括专利

通过不同技术发展阶段的 TＲIZ 技术演化趋势分析，对

发明人、专利权人和专利引用信息等。非结构性专利

专利技术的发展潜力进行预测。②利用专利分析法辅

要素包含描述性文本如题目、摘要、权利要求和描述

助进行专利侵权风险的监控。专利侵权识别的一个重

等。而专利分析方法可以相应的归纳为定性分析和定

要方法 是 利 用 专 利 之 间 的 技 术 相 似 性，如 H． Park

量分析两种。定性分析主要涉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专

等

利战略，商业秘密、专利申请与许可以及国家的专利发

分析确定侵权的专利。C． Lee 等

展史、专利权的范围等等，主要方法有文本挖掘和专利

关系的专利权利要求语义分析，寻找专利侵权风险评

地图等。定量分析主要包括从技术扩散或技术发展的

估方法。专利侵权风险识别可以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纠

角度揭示现有技术的状态、对不同机构进行对比分析

纷的专利技术，并尽可能地将商业纠纷消灭在萌芽状

等，主要方法有技术生命周期法和引文分析等。专利

态中。③利用专利分析方法识别未来可能的应用领域

分析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技术管理过程和技术的研发

或技术转移方向。如 G． K． Yong 等

过程。不同类型的专利分析可以满足不同的目的，比

术领域的专利关键词，利用 k － means 进行聚类。通过

如： 可以确定技术的创新性； 分析技术的发展现状，预

聚类结果构建关键词的语义网络，从而分析出可能的

测特定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 辅助国家或机构制定战

新兴应用领域。吴菲菲等

略规划； 在侵权诉讼中获得有用信息； 确定最有发展潜

构的技术应用领域识别方法。该方法提取专利摘要中

力的技术； 确定技术的空白点和热点等。

的应用领域信息，然后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获取其

2

专利分析法在技术转移中的应用
专利技术由于具有地域性和排他性的法律特性，

［15］

提出了基于主体行为对象（ SAO） 结构语义技术
［16］

提出一种基于依存

［17］

［18］

通过收集目标技

提出了一种基于 SAO 结

SAO 结构，通过 SAO 结构之间的语义相似度计算，得
到根据相似性聚类绘制的专利地图，实现了技术应用
领域的识别。而在上述应用中，识别具有转移潜力的

决定了其在特定区域的权利独占地位和市场价值，而

专利技术对于企业和大学制定技术发展的战略规划具

这一权利独占特性可以加速专利的技术转移。专利拥

有重要意义。下文将对识别技术转移潜力的专利分析

有者通过不同的商业模式，转让或不转让其有用的专

法进行详细论述。

利技术，这样保证了专利权人的利益。同时企业如果
签订了技术合同和技术许可，便可披露技术，有助于技
术转移与扩散。专利技术在横向技术转移，如国际技
术转移过程中的研究已经开 展 较 多。如 M． Penubar-

3
3． 1

识别有技术转移潜力的专利分析法研究
应用专利引文分析法识别具有转移潜力的技术
K． Bergman 和 G． D． Graff［19］ 利用专利引文分析遴

ti［5］、P． J． Smith［6］、T． O． Awkuse 等［7］和 W． G． Park 等［8］

选出了干细胞领域最具转移前景的 50 个专利技术。

学者从实证角度证明了专利保护强度与国际技术进出

为了寻找更加有效的专利技术，他们提出两个测度指

［9］

口之间存在强的正相关性。A． Arora 等
技经理人协会（ AUTM）

［10］

［11］

和刘强

、美国大学科

标，第一个是测量某一专利的重要性或者范围的指标，

等研究了技术许

主要利用专利被引频次。另一个是关注专利中的法律

可制度对技术转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许可制度会

内容的指标，主要利用权利要求指标。他们也利用这

促进技术转移与经济的发展。

两个指标选择出干细胞领域最有优势的 50 个专利技

但是，专利技术在纵向技术转移（ 即研发到应用）

术。由于干细胞是一种广泛的使能技术，干细胞广泛

过程中的定量研究开展得较少。笔者通过对已有文献

应用于专利申请，有可能会造成专利丛林现象。为了

的归纳分析，发现专利技术在纵向技术转移中应用主

解决专利丛林问题，提高干细胞技术的交换，完善关键

要集中以下 3 个方面： ①利用专利分析辅助识别具有

领域的市场功能，他们提出建立知识产权的交流机制，

［12］

转移潜力的专利技术。如，Ｒ． Du 等

指出技术转移

包括： ①共享已经发生专利许可的信息，以及后期的市

的目的是确保最新的技术广泛地扩散到应用领域，技

场发现和市场信息； ②将最佳专利许可实践向拥有共

术转移和技术商业化可以使得机构的人才和技术转移

同目标的机构共享。

到具有显著技术竞争力的机构中。为了保证技术转移

其方法通过专利指标的构建，筛选出了最有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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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的技术方向。这种方法仅用了两个指标（ 专利引

其 中 η5 是 商 业 化 成 功 的 潜 在 变 量，E ［·］，min

文和专利权利要求） 来评价，对于识别专利转移的潜力

［·］，max［·］代表 η5 的潜在变量的期望、最大和最小

较为单一，且专利引文频次并未消除时间的影响。

值，分别由不同的变量进行测定。

［20］

Y． T． Park 等

利用专利的引文分析，从知识流入

min［η5］= ∑∑ s j min［y ij］

和流出两个方面来研究技术转移的可能性，并利用韩

max［η5］= ∑∑s j max［y ij］

国航空产业进行实证研究。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

其中，S j 为 j 领域得分，y ij 为观测变量。

j =1 i =1

j =1 i =1

技术转移的可能性，一方面从特定技术的知识流动程
度和范围来考虑技术转移的可能性，主要有知识流动
的量、知识流动的外部性指标和知识覆盖率等指标； 另
一方面利用知识的流入和流出指标分析与特定技术相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需要对 TSCI 指数进行标准
化，同时，TCSI 通过 3 个变量表征，每个变量分为 1 － 7
级，最终标准化后的公式如下：

关产业转移的可能性。具体的指标如下，专利被本领

TCSI =

域专 利 引 用 的 平 均 次 数 （ AC ） 、引 用 的 外 延 性 指 数
（ EC） 、技术领域向产业输出的覆盖率（ CC） 和普遍率
（ GC） 。这 4 个指标主要表征技术转移的可能性。还
有两个指标表征产业转移的可能，为表征产业转移可
能的技术溢出指标（ KO） 和表征产业转移可能的技术
流入指标（ KI）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利用专利分析提
供的关于技术转移可能性和溢出效应的相关信息框架
对于每项技术的发展都非常重要。然而，在操作过程
中，专利如何划分到特定领域非常重要。文献［20］ 是
利用关键词代表特定技术并进行检索。
其方法是从知识流动性角度入手，仅利用专利的
引用关系来揭示技术与产业的相关关系，文章聚焦在
从知识向产业的扩散及相关的引用关系，而没有考虑
即产业向技术的扩散，即产业对技术的影响。
应用统计分析模型预测技术转移

3． 2

S． Y． Sohn 和 T． H． Moon［21］ 提出基于偏最小二乘
法（ PLS） 模型预测技术商业化成功指数（ TCSI） ，该指
数借鉴美国客户满意度指数（ ACSI） 方法，从技术开发
者、技术接受者和环境因素 3 个方面进行构建技术转
移的预测模型。该方法首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来计算

∑ s j y珋
j － ∑ sj
j =1

j =1

（ 7 － 1） ∑ s j
j =1

其方法主要从技术开发者、技术接受者和环境因
素角度对技术商业成功指标进行评估，适合于对机构
或者整个技术转移的评估。
J． H． Choi 等人［22］ 提出了一种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和决策树模型预测技术转移的综合 模
型。在这个预测模型中，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专
利参考的专利数、参考的非专利文献数、同族专利数、
发明人数、专利权利数、IPC 数等指标与技术转移间相
关关系进行分析，并计算出全体网络的中介中心度、接
近中心度、特征向量中心、关联度、新颖性等指标。然
后，将与技术转移直接相关的参考文献数量、被引用频
次与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关联度、新颖性作为重要的
因素进行多元回归确定各自系数的权重。同时，文章
［22］还利用决策树方法确定参考文献数量、被引用频
次、关联度、新颖性对技术转移的影响程度。最后，构
建针对不同机构的技术转移模型。
其方法利用了网络中的关联度、特征向量、新颖性
作为评价的指标，首先需要给出整个网络各指标关联
度、中介中心度等，因而各指标间的关系会依赖于原始

潜在变量与各描述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然后计算 TCSI

网络的数据，该方法适合于机构中多项专利转移的识

技术商业化指数。技术提供者的研究能力主要利用技

别。

术转移者研发投入（ 包含技术转移者的经验、研究者经

3． 3

应用二元语义分析法分析技术转移的可能性

验和技术应用的可能性） 来表征； 技术接受者的能力主

G． F． Wang 等在文章［23］中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制

要通过两个维度表征，一个是接受者的管理能力（ 组织

造业遴选有前景专利的模型，该模型利用多维决策和

管理、财政管理和市场能力） ，另一个是接受者的应用

二元语义分析来避免信息的损失。二元语义是一种基

能力（ 商业化的能力和商业化的经验） ； 环境因素主要

于符号转移的概念，它采用一个二元组（ si，ai） 表示决

包括政府规定、政府购买政策、资金支持政策，商业化

策者的语言评价信息。其中： si∈s，ai∈［－ 0． 5，0． 5）

支持政策、出口政策、工程支持政策等。TCSI 的预测

为符号转移值，表示由计算得到的语言信息与预先定

模型如下：

义的语言评价集 S 中最贴近的语言短语之间的偏差。

TCSI =

134

E［η5］－ min［η5］
100
max［η5］－ min［η5］

二元语义首先利用 s = ｛ s0，s1，…，sg｝ 函数将决策者给
0） ，然后利用
出的语言评价信息 s i 转换为二元组（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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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Δ 函数实现由语言评估标度向 1 － n 数字标度的转

利成功转移的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而这些因素的改善

换。

可以提高专利的转移率。因而，为了使识别有技术转
文献［23］中设计了评估技术转移的指标体系，然

移潜力的分析方法更加有效，提高评价方法的有效性

后利用模糊逻辑计算方法来确定每个评价标准的权

和实用性，有必要对影响专利技术转移的因素进行分

重。文章的指标体系分为三级，第一级为评估目标，第

析，从而遴选出评价专利技术转移潜力的影响因素，为

二级为评估的标准，二级标准根据制造业工业的不同

构建更加有效的技术转移潜力识别模型提供支撑。

分为工艺提升、企业应用、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的提升 4 个二级指标。第三级标准是第二级的细化指

4

影响专利技术转移的因素

标。此外，文献［23］还评价了指标的绩效和模糊集合

P． Neus［24］对制约专利转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

的评级标准，最终对候选专利的技术转移的可能性进

利用美国专利数据进行了实证，其研究表明造成专利

行了评价。该方法计算过程较为复杂，可以实现少量

不能转移的主要因素有： ①私有价值或者科学重要性

有转移潜力的专利的识别。

较低。私有价值可以为专利拥有者带来经济价值。越

3． 4

应用 TＲIZ 方法识别具有技术转移潜力的专利
［13］

有价值的专利越有可能被转移。②与企业的核心技术

提出了利用 TＲIZ 演化趋势作为评

相差较远。在项目的研发阶段，只有有益于企业自身

估技术的标准，识别可能发生技术转移的专利，并利用

发展的项目才容易获得支持，企业通常会根据项目与

SAO 文本挖掘技术来处理专利数据和自动分析。他们

他们已有核心业务的差距来选择资助的重点方向。③

首先选取了风能领域的 92 件专利，结合文献调研与申

专利技术覆盖范围或侵权保护的范围。④原创性或者

请量的累计图，初步确定该领域所处的阶段； 其次从专

突破性。

H． S． Park 等

TM

利摘要中利用商业化的 NLP 软件 Knowledgegist 抽提

M． Carpenter 等［25］ 和 D． Harhoff 等［26］ 的研究表明

SAO 结构； 最后通过专利趋势与 TＲIZ 趋势之间的语义

被引频次 高 的 专 利 是 与 重 要 技 术 开 发 相 关 的 专 利。

分析确定有前景的专利。为了确定未来有前景的专利

D． Harhoff 等［27］利用前向引用与后向引用作为专利价

的排名，他们设置了简单专利演化的打分规则： 当某专

［28］
值评估的变量进行研究。D． Guellec 等 研究了专利

利与未来重要 TＲIZ 趋势相关性高或者当专利的趋势

战略、技术多样性（ IPC 分类） 、国内外研发试验、合作

相关性高于该领域的平均值（ 专利中某点高于平均水

分析以及专利保护范围与专利价值间的相关关系。J．

平） ，这样的专利会得分更高。其研究分析发现风能涡

E． Bessen 等［29］研究了专利权人类型与被引频次对专

轮技术主要与 9 个 TＲIZ 趋势相关，处于领域的增长阶

利价值的影响，提出了专利价值的续费模型。

段。该方法可以辅助识别有转移潜力的专利技术。
综上所述，最近几年已经出现一些识别技术转移

A． M． Petruzzelli 等［30］总结了专利技术对后续技术
发展的 6 个关键驱动力以及对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

潜力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专利引文分析法、社会网络分

这 6 个驱动力为： 引用的科学知识； 知识基础的宽度；

析法、统计分析模型、二元语义分析和 TＲIZ 分析方法

专利合作申请者； 权利要求的数量； 专利的技术范围和

等，
但这些方法都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文献较少。如

创新性。具体指标有专利前向引用、技术宽度、引用非

专利引文分析法目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利用专利引

专利文献数量、合作申请者数量、专利声明的数量、专

文分析识别有发展转移潜力的专利技术，但所用的指

利的技术范围、专利的创新性等。研究结果表明科学

标体系相对比较单一，主要是利用专利引文，或者专利

知识的引用对生物产业以外的专利影响力为负值，对

引文的复合指标，且在指标利用过程中尚未考虑时间

于授权人后续的技术开发呈现正相关。专利技术宽度

对引文的影响。利用统计学方法来预测技术转移模型

越宽，则接受后续非生物专利的引用越高。

中，虽选取了一些专利指标体系构建了预测模型，但这

J． K． Park 等［31］ 利用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技

类方法更多适合于对机构技术转移能力的评估，在对

术不同发展阶段对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其构建了 14

单个 专 利 的 识 别 中 存 在 局 限 性。 二 元 语 义 分 析 和

个专利质量的影响指标，具体为专利权人数量、国内合

TＲIZ 分析则是基于内容的分析，可实现需要建立对比

作、
国际合作、发明人数量、两个或者多个国家的发明

语料库，但操作过程复杂费时，仅可实现对少量专利转

人、
参考文献的数量、非专利文献数量、自引指标、对美

移潜力的识别。上述方法中，均为对技术转移模型的

国、
日本和欧洲专利的引用、权利范围、同族专利、国际

评估或预测，较少对所选用的评价指标，即可能影响专

专利分类。结果表明，不论技术发展的哪个阶段，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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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增加、知识流动对于专利质量的影响研究明显； 在

［28］
［34］
其自身特点 （ 见表 1 ） 。D． Guellec 等 、M． Ｒeitzig

技术成熟的阶段，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专利引用以及

和 D． Harhoff 等

专利家族规模对于专利质量影响明显。
专利权利、

1） 变量，
预测。Probit 模型是指解释变量 Y 是一个（ 0，

［32］

万小丽

从专利引证、专利维持、专利范围和其

［35］

都利用 Probit 模型对专利价值进行

事件发生的概率依赖于解释变量。当因变量是名义变

他 4 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现有指标的含义、原理和效力，

量时，Probit 和 Logit 逻辑回归没有本质的区别，一般情

并对有缺陷的指标进行修正或重新设计，遴选出较为

况下可以互换。区别在于采用的分布函数不同，Logit

合理的专利质量评价指标，包括专利参考文献数量、非

假设随机变量服从逻辑概率分布，而 Probit 假设随机

专利参考文献数量、自引科学论文数量、被引次数、科

变量服从正态分布。Probit 方法是专利价值评估中利

学关联度、技术循环周期、扩散指数、“授权后第 8 （ 5）

用最多的方法之一。B． Hall 等

年是否维持”、专利族大小或“是否存在专利族”、权利

程通过专利引用、研发花费和欧洲与美国授权率等变

要求数量、技术覆盖范围和发明人数量。然后利用回

量对 Tobin’s Q 值进行分析。这两种方法特点仅从专

归方程从整体上上验证了剩余指标的效力，最终确认

利的经济价值角度对专利进行评估，较少涉及对专利

被引频次、权利要求数量和发明人数量 3 个有效指标。

自身质量的评估。M． Ｒ． Alba 等

［36］

则利用 Tobin’s Q 方

［37］

则利用 PLS 模型与

总体来说，对具有转移潜力的技术识别的核心因

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专利引用、优先权国家和保护范

素之一在于对专利技术质量和价值的识别。现有评价

围对专利价值的影响，该方法特点是综合考虑了专利

专利价值或质量方法主要有多元线性回归法、probit 模

自身质量因素与经济价值。

型、Tobin’s Q 方程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每种方法都有
表1
作者（ 年）

概念

M． Trajtenberg［33］（ 1990）
D．

Guellec， et

（ 2000）

创新的社会价值

al［28］ 专利价值
专利战略

各种专利质量或价值的评价方法
方法

特点

被引用专利的份额

指标

消费者盈余

因变量

多元线性回归

专利经济价值

IPC 的数目，专利价值尺

EPO 申请专利的授权

Probit 模型

度； 虚拟变量

专利经济价值

技术密度
研发合作
M． Ｒeitzig［34］（ 2003）

现有专利价值

专利价值，创新性，创造
性活动，回避发明

D．

Harhoff， et

（ 2003）

al［35］ 专利私人价值，专利续费
和专利权利的评估

B． Hall，et al（ 2005） ［36］

市场价值

专利经济价值

专利权的销售价格

调查，Probit 模型

市场价格，专利经济价值

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
本之比（ Tobin’s q 值）

Tobin’s Q 方程

专利经济价值

洲与美国授权

专利续费率

线性回归

专利经济价值

PLS 模型，结构方程模型

专利质量与经济价值

专利拥有者的调查，前向
引用和后向引用，专利家
族，IPC 分布
专利引用，研发花费，欧

J． Bessen［19］（ 2006）

专利价值

专利引用，专利权人类型

al［37］

专利价值

专利引用，优先权国家， 专利价值

M． Ｒ． Alba，et

调查，Probit 模型

保护范围

（ 2009）

注： 根据文献整理。

现有评价专利价值或质量的指标主要有： 专利引

析模型、二元语义分析法和 TＲIZ 分析方法等都还处于

用信息（ 前向引用和后向引用） 、专利权利要求、专利

探索阶段。现有技术转移影响因素的分析更多停留在

家族规模、专利保护范围、专利年龄、专利合作研发、异

间接影响分析层面，比如研究各指标对专利价值与专

议或者诉讼，各专利影响因素与专利价值或质量的实

利续费的影响。未来研究发展将在以下方面进行： 系

证结果汇总见表 2。实证结果表明，专利年龄、权利要

统分析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实际影响效果； 研究企

求数量、专利家族规模、前向引用、后向引用、合作研发

业与大学专利转移的行为差异性； 构建综合考虑专利

等指标都会对专利质量和价值产生正向影响，这些指

的技术价值、法律价值、经济价值与机构战略相结合的

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专利转移的潜力。

评估模型。

总结与未来展望

5

5． 1

系统分析专利转移的直接影响因素及其实际影

响效果

最近几年已经出现的一些识别技术转移潜力的分

专利转移的直接影响因素的确定以及实际影响效

析方法，如专利引文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统计分

果是识别技术转移潜力方法的首要因素。现有方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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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影响因素

［38］

专利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汇总

经验研究结果

专利质量、经济和法律的价值，还要综合考虑机构的战

专利年龄

+/

略，从不同的层面构建综合有效的识别模型。

权利要求数量

+/

专利家族大小

+ +/

明也可以覆盖多项专利，相反一项专利也可以覆盖多

后向引用

+ + －

项发明。因而识别有技术转移潜力的工作非常复杂，

前向引用

+ +

专利权人规模

+ +

现有的方法只能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给出可能性的一些

发明人数量

+ +

判断，真正实现技术转移还需要结合机构的战略和市

研发投入

+ +

场进行综合分析。本文通过对现有专利分析方法的归

合 作 研 发、联

+

理论假设

专利生命周期 单位时间内专利价值先增

变量

后减，积累收益单调递增
保护范围
创新性

范围越大，收益越高
创新性越高，价值越高

专利权人特征 专利权人影响专利质量
研发活动特征 研发活动特征影响专利价
值

不同行业的专利价值有所

行业对专利价值

差异

影响显著
半导 体、制 造 业
等行业专利价值

法律因素

潜在价值高的专利遇到法

异 议、诉 讼 数

律纠纷的风险较高

量

由于专利和发明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项发

纳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希望为今后专利转移潜
力识别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合授权
行业

未来构建对技术转移潜力的评估模型中，不仅要考虑

高
+ +

注： + 表示正相关，－ 表示负相关，/ 表示不相关，+ + 表示至少
两篇文献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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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 significance］This study aims to summarize the patent analysis methods of identifying technology’s transfer potential and main influence factors，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ffectively identifying patent technology with transfer potential． ［Method / process］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tent analysis metho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transfer，this paper makes the review on the related achievements about the analysis methods of identifying technology’s potential transfer and influence indicators affecting technology transfer． ［Ｒesult / conclusion］The
existing analysis methods of identifying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mainly include the patent citation analysis，social network analysis，statistical analysis model，binary semantic analysis method and TＲIZ method，which are all in the
exploring stage．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s patent value or patent quality． The future study on analysis methods of identifying patent technology’s transfer potential can be carried out in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the direct influence factors of patent transfer and their actual effect； exploring the difference of patent
transfer behaviors between companies and universities； constructing the prediction model for effectively identifying technology’s transfer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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