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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对专利技术组合的应用及识别方法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分析现存
问题，针对筛选与推荐实用专利技术的需求提出可改进的思路和方向。［方法 / 过程］对专利技术组合进行概念
界定，基于企业专利技术活动的需求归纳总结专利技术组合的应用方向； 通过国内外文献调研对专利技术组合
的识别方法进行分析评述。［结果 / 结论］已有面向转化运营专利技术组合识别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分散，工作量
巨大，不能满足实用技术筛选和推荐的需求。未来研究思路： 不同应用范畴下的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方法有待进
一步拓展，有针对性地筛选与抽取技术关键词以及引入知识组织的方法将可能是有效提高组合识别效率的重
要途径，促进专利技术组合识别应用需要多种方法的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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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具有个性化价值的单件专利，不仅能先行占有市场，

引言

也能利用规模优势构建一个更大的保护范围，从而有

为了适应世界新经济形势的需要，国家知识产权

目的地将衍生相关单件专利进行组合，有效降低创新

局（ 国知局） 部署与落实《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中的风险，扩展技术的研发自由度，消除与未来市场、

行动计划（ 2014 － 2020 年） 》，提出要充分发挥知识产

未来竞争者相关的不确定性，形成专利技术的威慑性，

权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作用。为此，国知局等五部委

以便提高谈判、防御、吸引资本的能力以及专利话语

于 2015 年 10 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运用

权。因此，从专利转化运营的角度上说，专利技术组合

和保护助力创新创业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广运用专

应用与识别方法的研究对于筛选与推荐实用专利技术

利分析工作成果，建立实用专利技术筛选机制，为创新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创业者提供技术支持

。识别专利技术组合是更大范

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专利技术组合进行了概念界

围地优化专利技术筛选机制的前提，该方法的研究不

定，基于企业专利技术活动的需求归纳总结了专利技

仅能够挖掘具有吸引力的关键技术，还能够识别与推

术组合的应用方向； 其次，通过调研国内外文献对专利

荐具有影响力的共性技术或者有组合前景的专利技

技术组合的识别方法进行了整理对比，最后针对专利

术。这对于推进知识产权转化运营工作，引导创新创

技术组合研究在筛选与推荐实用专利技术方面的应用

业方向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专利 技 术 组 合 在 竞 争 中 具 备 规 模 优 势 （ Scale －
feature） 和多样性优势（ Diversity － feature） ，有助于在布

2

概念界定

［2］
局过程中形成多种“超级专利”（ super － patent） 。相

专利组合广义来说，指的是集中控制下相关专利

对于单件专利，专利技术组合更能推进专利技术转化

的集合。由单个企业或多个企业控制，将相互联系又

运营，符合产品市场的需求。通过聚集许多联系紧密

存在显著区别的多个专利进行组合而形成的专利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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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

。G． Parchomovsky［2］界定了专利组合与投资组合

的区别： 专利组合主要目的在于规避产品销售、技术研
发的专利侵权风险，投资组合则是通过资产分散化来

合的威慑性，以便集中解决特定的问题。

专利技术组合的应用

3

减少单个资产的不确定性； 专利组合在范式上由产业

纵观企业专利相关活动（ 见图 2） ，企业在专利申

或技术专家组织，投资组合则不需要具备产业或技术

请、授权和维持阶段为有价值的技术构建专利技术组

的具体知识。

合，以帮助企业确定专利技术战略； 在并购阶段，通过

专利布局是一个具有目的性的专利组合过程，与
［4］

。M． Sad-

争对手与潜在研发合作机会； 最后，为了获得专利许可

认为专利布局是技术型公司商业活

或产业化的前景与机会，打包专利技术组合。在此过

专利组合不同的是其具有策略性与目的性
［5］

owski 和 A． Ｒoth

动的核心，构建专利布局是获得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6 － 8］

国内较多学者

发现存在技术关联的机构及其专利技术主题，监控竞

认为专利布局一般泛指策略性地申

程中，专利技术组合是由显性到隐性的状态，其识别的
难度也是由易到难的过程。

请专利组合的过程，包括专利的地域布局和技术布局。
此外，专利布局可带来一定的货币利益与非货币利益：
包括布局所有者的市场垄断地位和从知识产权许可中
得到的收入，以及所获得的战略优势等。
专利技术组合的概念是专利组合和专利布局内涵
的延续，涉及技术、经济、管理、市场、竞争等多个方面。
目前的研究主要从战略性和相关性两个角度对专利技
术组合给出理解与界定。首先，专利技术组合是一种
［9］

包含专利保护策略的组合过程

图2

。专利权人根据不同

需求建立具有保护作用的专利围墙或集群，以阻止或妨
［10］

是一种对应产业布局的权利化组合形态或群聚形式

。

帮助企业确定专利技术战略

3． 1

碍竞争者申请相关核心技术专利。其次，专利技术组合

基于企业专利活动的专利技术组合应用

在专利申请、维持、许可、并购以及合作的过程中，
需要提前制定专利技术战略以更好地保护当前和未来

如图 1 所示，围绕技术构成、技术主题以及技术应用功

关键的专利资产。企业利用专利技术组合审查盘点所

效形成的多种专利关联组合结构：

拥有的专利技术构成、保护范围以及衍生发展的方向，
显著地区分核心和非核心专利资产，以便保护关键产
品的特征、阻止竞争对手、获得许可收益等。M． E． Mogee 和 Ｒ． G． Kolar［11 － 12］ 基于专利引文分析对美国礼来
制药公司（ Eli Lilly） 和 Allegan 公司的主要专利技术组
合进行了识别与分类，通过聚焦核心专利技术和关键
技术分支，来衡量专利技术组合的价值，发现许可机
［13］
会。C． A． Bloomberg 提出利用专利技术组合来获得

许可收入，识别最有潜力的创新并进行专利保护，专利
授权 后 选 择 对 知 识 产 权 进 行 维 护。 黄 鲁 成 和 成 雨
［14］

等

对颠覆性专利技术组合进行早期定量识别和探

测，帮助企业及时调整技术创新战略，规避风 险。因
此，专利技术组合的审查盘点可以帮助企业确定专利
图1

基于专利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专利关联组合结构

因此，我们认为，专利技术组合具有关联化、战略
化和多元化的特征。专利技术组合将专利作为构成技
术的要素，通过技术关联性聚集相关或显性不相关的
单个专利，实现更大更广的保护范围，形成专利技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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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战略，揭示专利资产在技术、产业链中的定位，据
此来决定是否申请、维持、放弃、转移专利资产。
3． 2

监控竞争对手与发现潜在研发合作伙伴
在技术竞争中，往往需要实时监控存在技术关联

的机构及其专利技术。通过将拥有类似技术分支的机
构进行聚类，不仅可以监控竞争对手已经在研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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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的专利技术组合，还有助于发现潜在的研发合
［15］

作伙伴。K． Angue 等

提出了一种基于 IPC 的二维专

［20］

级关系构建矩阵单元

，以此作为专利技术组合进行

量化分析，有助于挖掘技术聚集点和空白点。

利分类方法，通过计算技术接近性，从一般技术和特殊

［21］
台湾学者 T． Y． Cheng 为了发现产品或技术创

技术两方面衡量企业专利技术的相似性，以发现生物

新机会，提出了基于分类体系建立技术功效矩阵的方

技术领域企业潜在的研发伙伴以及相应的技术组合。

法： 以 IPC 作为技术类，USPC 作为功效类，分别从中抽

［16］

基于技术共类分析绘制了波音和

取技术和功效词； 通过映射关系识别专利池中的专利

空客的专利技术网络，通过专利技术结构的对比，发现

技术组合、专利功效组合以及专利 / 功效组合。在此基

竞争对手所关注的技术发展路径和脉络。王贤文和徐

础上，后续又提出了基于已有的功效可以挖掘技术存

栾春娟和侯剑华

［17］

申萌

利用德温特手工代码识别关键技术领域以及

在的 专 利 风 险，通 过 识 别 替 代 性 技 术 避 免 专 利 侵
［22］

技术发展脉络，基于共现强度判断技术集群中的关键

权

技术。专利主题关联和专利权人集群突出了企业竞合

利文献调研和分类的过程，但局限于美国专利； 按照国

关系的战略化和关联化特征，是客观发现专利技术关

际专利分类号粗略划分的技术特征词容易出现遗漏；

联、衡量技术竞争位置的有效工具。

此外，IPC 或 USPC 虽然对从属的技术主题有详细的特

挖掘可打包的专利技术

征说明，但可能与实际需求存在差距，未来还需要针对

3． 3

在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和产品研发时，企业往往为

。该方法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情报分析人员对专

不同的专利数据库选取技术分类以扩大其应用的 范
［23］

了生产实际的产品或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而整合相关

围。霍翠婷等

的专利，通过挖掘打包多个隐性关联的专利技术组合，

F － term 主题分类辅助完成某一技术主题的专利技术

发现许可机会或展望专利产业化的前景，以寻求可替

功效组合的构建。FI / F － term 分类系统针对同一主题

代的实用技术。这种潜在隐性的专利技术组合，为探

的多个 FI 组成技术从多个角度标引发明特征，对同一

索技术演化路径、预测产业技术变化提供了方法与思

篇专利文献中的同一技术内容尽可能地从不同角度从

［18］

路。A． Momeni 和 K． Ｒost

结合专利演化路径、聚类

尝试利用日本专利分类系统中的 FI /

具体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中提炼分类号，增强信息冗
［24］

分析和主题模型来监控技术发展的趋势，以识别特定

余度

领域潜在的颠覆性专利技术组合，挖掘具有产业化潜

极意义，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又简化了分类标

［19］

。这一尝试对构建专利技术功效组合具有积

采用同质块建模方

引，但 F － term 的分类适用范围有限，并未覆盖全部技

法对连续时间段术语共现网络变化进行聚类，以识别

术领域，所生成的矩阵图还有待领域专家进一步解读

在技术演化过程中不同技术部件因完成特定功能所构

和评估。

力的专利技术。陈亮和张志强

建的技术组合。专利技术组合的打包不仅强调技术发

基于技术功效分类识别专利技术组合费时且效率

展横向与纵向的联系，还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拓展专利

较低，IPC 分类号、德温特手工代码等分类方法具有滞

应用的方向，具有较大的识别难度。

后性，基于专利技术分类体系划分技术主题的方法存

4

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方法研究进展

在问题较多，不能完全满足快速发展的技术主题和技
术关联挖掘的需求。专利分析中的知识组织是对专利

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方法是通过从专利文献中抽取

各类数据的表示、组织和关联，知识组织的方法能够高

有价值的技术信息，提取并聚类重要技术要素，发现专

效地对专利文本进行知识抽取、文本挖掘、语义分析和

利技术之间关联关系的方法； 旨在对识别的专利技术

数据可视化，从而深入地揭示专利文献的结构。因此，

组合进行再利用或二次开发，通过专利集成创新催生

从知识组织的角度来思考和构建技术功效矩阵将可能

技术的新价值，帮助企业找到新的技术增长点。笔者

是提高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效率的有效途径。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调研，发现基于对专利技术组合的

4． 2

基于引文分析的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方法

理解，目前识别方法可以大致可分为基于专利功效分

引文分析通过测量专利的相似度来识别专利技术

类、基于引文分析、基于专利文本挖掘以及复合型方法

组合。最早以专利间的共被引关系为依据计算技术相

四大类。

似度，通过专利权人拥有专利的相似程度对技术组合

4． 1

基于技术功效分类的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方法

进行分类和筛选，以此来识别企业核心技术能力。T．

专利技术功效分析根据专利文献所反映的技术内

B． Stuart 和 J． M． Podoly［25］ 通过计算各公司所拥有专利

容和方案，对技术领域或技术主题中的技术特征及层

的相似程度对各公司进行技术能力定位和分群。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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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Lai 和 S． J． Wu［26］ 在研究专利分类体系的过程中肯

利技术组合及筛选实用技术仍显不足。

定了共被引分析方法对评价专利相似性的重要作用，

4． 3

并设计出对高被引专利进行聚类的方法和流程。张曦
［27］

基于专利文本挖掘的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方法
文本挖掘方法极大地促进了专利组合识别方法的

以随机抽取的 28 家世界 500 强企业为样本，统计

发展，并贯穿专利技术相关性测度的全过程。利用文

所有样本企业在 301 个技术领域的专利分布数据，运

本挖掘技术对专利文献进行预处理，构建出专利的关

用专利共被引分析方法，探究企业间与产业间的技术

键词向量，然后通过计算向量间的欧式距离得到专利

相似性和技术联系。

［36］
［37］
［38］
相似度（ B． U． Yoon 等 ； S． Lee 等 ） 。C． Son 等

等

其次，利用专利引文耦合关系作为技术相似性判

提出一 种 概 念 化 的 地 形 测 绘 专 利 地 图 （ Topographic

断依据来探究技术之间关联关系，发掘企业间技术的

mapping，GTM） ，采用将高维数据映射到潜在低维空间

［28］

高度相似性。W． Ganzel 和 H． I． Czerwon

指出专利引

文耦合关 系 可 以 作 为 技 术 相 似 性 判 断 的 重 要 依 据。
［29］

M． H． Huang 等

的概率方法，通过文本挖掘将专利文献转化为关键词
向量，旨在自动识别并解释专利技术组合。该方法一

以台湾地区 58 家高科技电子企业为

定程度上节约了降维的时间，提高了结果的客观性和

研究对象，基于专利耦合分析探究其技术之间关联关

可靠性，但是它识别出的关键词当前无法共现。陈旭

系，结果表明半导体企业间技术组合具有高度相似性。

等

［30］

孙涛涛等

证实了 DVD 激光头技术领域专利耦合分

析方法能够反映企业技术的相关性。

［39］

对专利聚类过程中的专利文本表示和聚类算法

进行了优化，在对专利技术功效进行标注后，将技术表
示为功效的向量，利用功效组来计算技术的相似度，通

此外，采用多种专利引用关系结合的方法定量计

过先分类后聚类的方式可视化地揭示某个技术领域的

算专 利 技 术 间 的 相 似 性。 L． Egghe 和 Ｒ． Ｒousseau

技术和功效分类之间的关系，该方法能够揭示领域、技

［31］

在引文共被引和耦合关系的专利相似度计算方

术和功效深层次关系，较全面地了解相关专利技术组

［32］

法上，改进了 Jaccard 相似性计算方法。S． Morris 等

合及其实际效果，但聚类结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细粒

基于直接引用、共被引、引文耦合和间接引用四种关

度。张端阳等

系，在加权引用网络基础上对专利进行聚类和可视化。

PS + PC 方法体系，通过共同的专利文本获取、文本预

等

［33］

I． Wartburg 等

［40］

构建了基于文本挖掘方法的相承的

提出基于间接引用和文献耦合关系进

处理和文本表征，采用 LDA 主题模型对专利的相似性

行计算有利于测量专利发明的技术累积特征，通过对

和互补性进行测算，从而定位集成潜力较高的专利，但

引文类型进行区分重新梳理了引文权重，以便抽取最

此方法并未考虑对不同的字段设置不同的权重来计算

大网络成分，从而识别主要成分中的专利技术组合。

得到专利文本的主题空间向量，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34］

A． Ｒodriguez 等

提出了基于专利引证网络结构的多

特征词向量作为测度专利技术相似度的基础，其

阶段专利相似性计算方法，结合专利直接引用、间接的

准确性和效率将对后续分析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因

专利共引现象和网络结构，计算专利间的 Jaccard 相似

此，如何优化特征词提取及计算方法得到了较多关注。

性指标。李睿等（ 2012）

［35］

认为引用耦合聚类方法在

［41］

彭继东和谭宗颖

对专利标题、摘要、权利要求和说

揭示专利间的相似性方面更具优势，而同被引聚类方

明书进行文本挖掘，以其各部分特征词的加权相似度

法更适用于发现基础专利和揭示技术演化规律，两者

作为专利相似度的测量方法。翟东升等

若能合理地结合，一些复杂的专利分析问题将可以得

频率法选择与降维特征词，并利用潜在语义索引的方

到多视角、全方位的解答。

法来发现专利文本的语义关系，从而将专利文档表示

［42］

基于文档

通过节点间耦合、共引、结构等价性等多种引文关

为一个 m * n 的词文档矩阵，将已经获取 的 技 术、应

系定量描述专利技术之间的相似性，有利于发现技术

用、功效特征词与词库相匹配，从而统计出每个特征词

累积特征，提高专利组合识别的准确性。但专利引文

所对应的文献数量，实现专利技术 － 应用 － 功效的自

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① 引文覆盖面较窄、引文动机干

动填充。该方法有效地运用了文本挖掘技术，所获得

扰、时间累积特质无法准确识别最新专利等； ②以单模

的特征关键词相对精确，生成专利技术功效矩阵可用

专利引文网络为主，未将企业、专利、技术领域等多个

于技术组合的识别，不足之处在于专利数据的格式限

因素考虑在内建立多模网络，不能全面揭示技术组合

制较为严格。

的战略意图； ③基于引文分析反映知识、资源在节点间

文本挖掘过程依赖计算机处理，领域词库、分词

的流动性和相互依赖关系，对于挖掘可转化运营的专

法、训练集、算法等都会对最终运算结果产生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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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姝影，董坤，方曙，等． 专利技术组合的应用及识别方法研究进展［J］． 图书情报工作，

响； 特征主题词选择成为制约技术组合识别的主要因

挖掘和形态分析方法识别现有技术中的新兴专利集合

素； 在术语识别方面尚未构建完整的算法理论和术语

［48］
以便探测潜在的技术机会。S． Altuntas 等 基于 IPC

识别框架，常用的术语识别方法缺乏语义表示，影响文

加权关联规则来确定技术间的相关性，通过加权关联

本挖掘的准确性。因此，专利文本挖掘技术往往需要

规则算法识别出各种专利技术的差异和技术影响力，

与其他方法相结合，才能有针对性地在专利技术组合

发现在同一技术领域拥有类似技术的企业、融合性的

识别中发挥重要作用。

技术分支以及制造相关的替代性技术，但是基于 IPC

4． 4

［49］

复合型方法

的方法细粒度较粗，结果解读比较困难。张曦等

复合型方法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方法的组合运用，

利

用数据挖掘、社会网络分析、信息可视化等技术，计算

也是当前识别专利技术组合方法的主流方向，当前研

专利的相关系数并绘制专利相关性网络，以发现企业

究主要集中在战略性和相关性的探讨上。

的产业技术集群和技术相关性特征，但并未识别出技

基于专利战略的复合型方法旨在发现企业和技术
映射关系中专利的显性关联位置，以此作为专利技术
［43］

组合的识别依据。A． Pilkington

［50］

术组合。李蓓等

集合耦合强度、聚类分析、指标体

系来衡量技术组合的综合表现，以实现直接从目标技

认为识别产业界的

术领域的专利文献识别出新兴技术及其技术主题。其

专利技术组合可以预测商业化和前沿技术，通过对燃

局限在于可能忽略低于耦合强度阈值的专利中所含的

料电池领域的 52 家企业的专利技术组合进行分析，发

技术信息。

现燃料电池领域商业化的前兆往往出现在企业专利技

复合型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方法能够促使各方法优

术组合密集的地方； 但该方法并未完全识别企业正在

势互补，研究结果往往较单一方法更有说服力。首先，

开发的可用于产业化的专利技术组合，其次抽取特定

通过测度专利技术相关性识别技术组合，仅能发现企

技术重点的专利分支，可能识别出拥有必要技术特征

业专利技术组合的显性特征，无法识别打破机构界线

［44］

的企业。S． H． Ha 等

结合了核心专利分析、引文分

潜在可被组合打包的专利技术，不利于企业在专利转

析和文本挖掘，采用数据挖掘技术从专利技术中抽取

化运营过程中全面筛选与推荐实用专利技术。其次，

核心技术，识别拥有技术组合的企业，根据企业与核心

从实际需求出发，进一步优化梳理专利技术的组合路

技术之间的距离获得技术专利组合，用以揭示企业整

径，发掘更加快捷有效的识别方法还需要结合技术形

个研究的重点。该方法的优点在于适用于大型专利分

态分析。J． G． Wissema

析系统，局限性在于仅依赖于核心专利集提取关键词，

于识别已出现的排列组合，发现未出现的组合

可能遗漏低频关键词蕴含的重要信息； 其次，基于技术

文本挖掘相结合有助于探测技术机会，为挖掘隐性专

相似性识别企业技术集群，无法发现潜在有价值的专

利技术组合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45］

利技术组合包。张娴和许海云等

结合数据挖掘、关

［51］

研究发现技术形态分析有助
［52］

4． 5

键词共现分析、主题识别等方法，构建了专利权人 － 技

，与

评述
专利技术组合应用与识别方法的研究较为丰富，

术交叉共现网络，判断权利人在技术上的技术交叉程

笔者对基于专利功效分类、引文分析、专利文本挖掘以

度，并寻找有望构建专利组合的潜在技术和建立合作

及复合型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 （ 见表 1 ） 。首先，专利

关系的专利主体。该研究基于整个技术领域专利集进

技术组合的识别方法有较多的学术积累，但面向转化

行专利文本关键词的提取，数据清洗工作量巨大，技术

运营的实用专利技术筛选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分散，产

分支识别方法依赖于专家主观判断。

业与专利关联较弱； 其次，大部分研究方法基于技术主

基于专利相关性的复合型方法则通过挖掘潜在隐

题检索的相关专利文献，识别隐性专利技术组合时存

性相关的专利技术组合，用以识别新兴技术、替代性技

在较大的局限性； 较多学者从战略性和相关性来考虑

术、融合性 共 性 技 术 以 及 颠 覆 性 技 术 等。B． Yoon 和

专利技术组合，有助于企业确定专利技术战略、监控技

Y． Park［46］ 结合形态分析、联合分析和引文分析，通过

术竞合态势、识别相关的技术分支，但并未显示出专利

构建关键词的向量形式和形态学矩阵分析主要技术的

技术组合在应用范畴的多元化特征。对于专利技术转

关键词组合，获得专利技术的关键词向量空间模型。

化运营的场景来说，目前的方法仍显不足。

该方法类似 TＲIZ 解决技术方案的思路，重点关注抽取
有潜力的新技术，但并不能评估市场可行性，无法给予
［47］

技术组合转化运营方面的建议。C． Lee 等

利用文本

5

总结与展望
目前为止，较多学者关注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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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专利技术组合应用与识别方法对比

方法

主要思路

应用场景

优势

基于技术功

通过技术领域或技术主题中的

帮助企业确定专 利

基于映射关系可较好地区分专

粒度过粗

当前不足

从知识组织的角度来

改进方向

效分类

技术特征及层级关系构建矩阵

技术战略

利技术组合和功效组合

效率较低

构建技术功效矩阵

依赖分类体系

单元
基于引文分

以专利间的引用关系计算专利

专利主题关联、专利

多种引文关系定量描述专利技

引文覆盖面较窄

拓展方法的适用范围，

析

权人及技术的相似度

权人集群

术之间的相似性，有利于发现技

引文动机干扰

与其他方法相结合优

术累积特征

时间累积特质

势互补

极大地促进了专利组合识别方

依赖计算机处理

法的自动化与效率

运算环节对结果影响

相对客观

较大

企业技术集群

两种 或 两 种 以 上 方 法 的 组 合

初步探索

结合形态分析挖掘隐

挖掘可打包的技 术

运用；

尚未成熟

性专利技术组合

组合

优势互补

基于专利文

通过计算专利关键词向量间的

本挖掘

欧式距离得到专利相似度

复合型

识别显性和隐性专利技术组合

监控竞争对手

的研究，但研究方法多从专利文献的技术特征展开分

提高效率。前人多以检索的全部专利技术集合作为目

析、挖掘和聚类，较少考虑产业端的专利转化运营需

标数据集，鲜少多角度地考虑选择有效专利集合。从

求。

知识组织的角度来思考和构建技术功效矩阵，更有针
专利融入商品产生实际效益是技术商品化的过

程，专利技术主题作为创新研发端的产物难以代表产

对性地筛选与抽取技术关键词，将有可能提高专利技
术组合识别的效率。

业中具有实用性的专利技术，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主

此外，专利技术组合应用与识别研究未来需要多

要表现在： 单一的识别方法很难覆盖企业专利技术活

种方法优势互补，复合型方法有待加强。在专利转移

动的全部需求，复合型方法虽然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方

转化过程中，识别与产业化进程关系紧密的专利技术

法适用性和可行性还有待深入研究； 隐性专利技术组

组合，对于发现产业技术创新方向至关重要，基于此，

合识别方法仍有待突破，一方面，专利层面需要将显性

未来需要结合专利计量和产业分析等方法，在识别专

不相关的专利技术特征进行打包组合，另一方面，技术

利技术组合的基础上，对接匹配现实中的技术创新需

层面需要将产业技术与专利进行对接匹配，这个过程

求，如此才可能为企业筛选出实用技术； 同时，为了增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目前还很难兼顾两个方面识别

加专利技术组合识别的细粒度，还需要结合文本挖掘、

出具有许可或产业化潜力的专利技术组合。此外，筛

技术功效、形态分析等多种方法，优化梳理专利技术特

选出实用专利技术还需要对专利技术组合应用进行多

征的组合路径，更加快捷有效挖掘出隐性专利技术组

元化评估分级，根据用户需求评估与筛选专利技术组

合。

合，从而构建完整的专利技术组合转化运营的流程。
针对这些问题，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方法未来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在应用场景上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方法在不

综上所述，基于知识产权战略、保护、管理和运用
需求变化，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方法需要扩展定量分析
的角度，帮助决策者审查和识别专利组合，有意识地推
荐和打包专利技术，帮助企业开发新产品寻找新机会。

同范畴的应用有待优化拓展。具体包括： ①企业专利

参考文献：

技术的转化运营需求注重现实产品技术关联和产业领

［1 ］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五部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运

域的集成，为了贴近实用技术的应用，在审查、转化和

用和保护助力创新创业的意见》的通知［EB / OL］． ［2015 － 10

运营过程中还应该关注用户专利资产的优化组合配

－ 17］． http： / / www． sipo． gov． cn / tz / gz /201510 / t20151012 _

置； ②加强产业专利技术组合识别与关联分析，帮助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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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数据选择上专利技术组合识别方法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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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Ｒeview of Patent Technological Portfolios’Appl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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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 significance］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patent technological portfolios identification method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urrent problems，and provide improved directions for the selection and recommendation of practical patented technology． ［Method / process］This paper defined the concept of patent technological portfolios and further reviewed the applications of identifying portfolios based on the company activities of patented technology．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the paper outspread the analysis and comments of portfolios identification method． ［Ｒesult /
conclusion］ The current study is rare and dispersed on the patent portfolios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IPＲ operation with a
large load of working，which cannot meet the need of practical patented technology selection．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will be the expansion of different application ranges． The precise keywords extraction and th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introduction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portfolios identification． A variety of methods in combination
are needed in future．
Keywords： patent technological portfol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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