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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研项目管理是开展项目立项、评审、考核、促进科技成果产出的重要手段，开展专利分析运用于科研
项目管理的办法研究，将对提升和优化科研项目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科研项目的实施特点，将科研项目管
理分为发布指南、申请、立项评审等 7 个阶段，采用阶段分析及关联分析的方法探究专利分析在科研项目管理
各阶段的应用，从而提出优化科研项目管理要健全科研项目管理机制，建立面向科研项目管理的专利分析机制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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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carry out project establishment，evaluation，assessment and to promote the prod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method of making patent analysis
appli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implementation，divide
the whole proc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into publishing guidelines，application，project evaluation，
process management，conclusion，the follow － up funding，use the method of phas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tent analysis in the various phase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and then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such as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and establishing the patent analysis system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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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强有
力的助推器。科研项目作为科学技术活动的主要形
［1］
式，已经成为提高当前科技水平的重要途径 。我国
政府不断强调要加强科技创新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不断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以及对科研项目的管理。
科学、完备的科研项目管理方法不仅有利于提升项目
完成质量，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自主创新水平。
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 要建设创新型
国家，就需要不断提高科研项目质量。 然而， 科研
项目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以及科研项目结果的不可
预见性，使得在科研项目研究过程中， 受到诸多因
素的干扰。 因此， 在科研项目管理中， 要通过技术

发展的动态监测， 把握全球科技发展新动态， 避免
落入已有的专利技术布局中， 造成重复研究； 要面
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科技攻关， 实现自
主创新以打破已有的技术市场壁垒 。
目前，专利作为衡量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日
［2］
益受到重视 。通过专利分析能够揭示相关产业及其
技术领域的整体情况和发展趋势，有利于了解该技术
领域的专利布局，回避现有的专利陷阱，提高科技创
新性，缩短科研周期，节约科研经费。因此，本文研
究专利分析在科研项目管理各阶段中的运用，以优化
我国科研项目的管理，为促进我国科研项目管理提出
合理化建议，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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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管理阶段及特点分析

科研项目是指一个科研组织或团体， 为了实现
既定的科研目标， 在一定的时间、 人员和其他资源
的条件约束下， 所开展的一系列具有独特性、 一次
［3］
性的研究工作 。 根据科研项目的特点不同， 可以
将其分为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室示范研究、
现场示范研究、工业化 / 商业化研究。其中，基础研
究是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 为
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
［4］
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研究 。 应用研究是针对某
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 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
创造性研究。实验室示范研究和现场示范都属于示
范研究，是针对某一实际应用需要实验者进入实际
环境进行长期观察、 采访， 搜集大量显示数据和资
料，并最终通过分析得到相应结论或推论。 工业化
和商业化研究主要由企业牵头组织实施， 充分发挥
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 路线选择、 要素价格、 各类
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 实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
合，建立科研项目实现产业技术攻关， 培育新的产
业增长点，加快在企业中推广应用。
1. 1 科研项目管理阶段
科研项目管理是在一般项目管理的基础上 ， 结
合科研项目的特点而进行的， 按照科研项目实施阶
段不同可将科研项目管理全过程分为发布指南、 申
请、立项评审、 过程管理、 结题、 后续资助等多个
［5］
阶段 。根据科研项目的管理过程建立科研项目管
理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1

科研项目管理框架

科研项目的立项阶段包括项目策划、项目征集、
项目申请、项目立项，作为科研项目管理的主体在整
个的立项阶段，科研项目管理者需要在目标需求的导
向下进行项目策划和项目征集，开展面向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问题的科研项目指南，为项目申请和立项提
供方向性指导。由科研项目的承担者根据全球科技发
展的新趋势结合科研项目指南提出项目申请，项目管
理者对项目立项进行评估。在科研项目产生后进入项

目实施阶段，就需要进行实施期限内的年度考核以及
中期考核，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这是科研项目的
发展成熟阶段。项目验收评估阶段标志着科研项目生
［6］
命周期的最后完成阶段 ，在该阶段包括项目承担者
的项目结题，管理者对其进行终期评审以及确定是否
对项目进行延续资助。 针对不同的科研项目管理阶
段，其具体内容及特点如下：
（ 1） 科研项目策划阶段。 作为科研项目申请、
科研项目立项的基础和前提， 科研项目策划能提高
科研立项的有效性和科研成果水平。 作为科研项目
的管理者在此阶段要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发展和产业
变革的新趋势， 根据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的
需要，提出具有创造性的科研项目。
（ 2） 科研项目征集阶段。科研项目的征集就是在
项目策划的基础上，广泛征集科研选题。由于科研人
员的研究领域学科专业背景不同，进行项目征集能够
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活力，集中广大科研工作者的
智慧，实现原始创新，推动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
基础前沿研究、战略高技术领域研究，从而更好地发
挥其对我国的科技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 3） 科研项目申请阶段。 科研项目申报是由项
目承担者基于对科研项目的创新性、 可行性、 实用
［7］
性、合理性的考量，选择项目并撰写项目申请书 。
申请书要提出框架性的总体设想， 论证项目的可行
性，明确项目实施的技术关键点和项目的考核指标 ，
对项目成果的创新性、 成果的价值进行评估， 对项
目经费进行合理预算。
（ 4） 科研项目立项评审阶段。 科研项目的立项
［8］
评审是科研项目管理的关键环节 。 评审人员从项
目的立论依据、 研究目标、 技 术 路 线、 研 究 方 案、
质量和成本控制方案等方面对申请项目的可行性以
［9］
及研究价值进行评估，进行严格的项目查重论证 ，
最后选择项目承担方，签订项目合同。
（ 5） 科研项目实施。科研项目实施是科研项目的
执行与控制阶段，是项目控制的核心。为保证项目计
划目标的实现，在该阶段需要对项目实施的各环节进
行严格的把控，通过年度考核和中期考核，对项目进
度、质量和水平进行有效地监督和控制； 对科研项目
的实施进行评估调整，协调解决实施中的问题，以确
保科研项目的实施能够按照项目目标有计划地进行。
（ 6） 科研项目结题及终期评审。 科研项目的结
题表示科研项目研究的结束， 是对项目整体工作成
果的总结。由科研项目的管理者对其成果进行评估 ，
包括项目研究计划完成情况、 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实施效果、研究队伍创新能力以及项目组织管理等 。
通过科研项目结题评审推动科研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
发挥其经济社会效益。
（ 7） 科研项目延续资助评审。 科研项目延续资
助是对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将会产生重大科研成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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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项目的延续资助， 对优秀人才
和团队给予持续稳定的支持， 让科研人员能够潜心
研究，激发创造力。 延续资助有助于产生重大的科
研成果，实现技术、 产业领域的创新， 从而推动科
技的进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1. 2 科研项目管理的特点
科研项目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指从课题申
请开始，一直到课题验收、 成果申报、 相关技术成
果在技术市场推广的全过程管理。 实施科研项目管
理旨在通过全过程的动态管理， 确保项目的创新性，
推动科技创新，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应用和保护， 促
进科研成果的转化， 从而发挥科研成果的经济社会
价值，达到科研项目的预期目标。
作为科研项目管理的主体，科研项目管理者要从
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 根据科技发展的一般规
律，以科技创新、市场需求为导向，对科研项目进行
规划和布局，以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从科研项目
的管理过程来看，科研项目管理具有如下特点。
（ 1） 科学严谨性。 一方面， 科研活动本身是一
项严谨的科学活动； 另一方面， 科研项目的管理从
项目立项到最后验收评估的整个阶段， 需要组织相
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对项目的可行性、 有效性以及科
研成果的价值性进行严格的评审论证， 在整个项目
实施过程中对项目的实施进度、 质量和成本进行严
格的管理和考核。
（ 2） 与时俱进性、 动态性。 作为科研项目管理
者需要立足于国际科技发展前沿， 从科技事业发展
的大局出发，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提出
具有创造性的科研项目， 保持科研项目的与时俱进
性，对科研项目进行动态性跟踪。
（ 3） 质 量 把 关。 科 研 项 目 具 有 周 期 性 长， 人
力、物力、 财力投资大的特点， 因此， 对科研项目
的质量要进行严格把关， 以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有
效性，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 4） 成果的创新性。 科研项目是在现有研究基
础上进行的新研究或者对现有技术方法进行改进 ，
从而产生创造性成果的研究， 实现对科技以及经济
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 5） 可操作性、 可评估性、 可改进性、 可监督
。
性 在科研项目管理过程中， 通过对项目进行可行
性、有效性的评价， 根据项目实际执行情况与项目
计划中出现的偏差， 评估外部环境变化， 根据前期
的目标对项目的具体实施进行调整， 对整个科研项
目实施过程进行有效性监督， 控制好科研项目的进
度，确保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
2
2. 1

专利分析与科研项目管理关联性分析
专利分析的特点
专利信息分析是指在对专利说明书、 专利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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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相关专利信息进行筛选、 统计、 分析的基础上，
对专利特征， 包括专利技术、 市场、 法律状态、 专
利权人状态等进行研究， 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具有
总揽全局及预测功能的竞争情报， 为研究开发及战
［10］
略决策提供支撑 。专利信息分析具有如下特点。
（ 1） 导向性。通过专利信息分析有利于从宏观
以及微观层面揭示某行业领域的发展状况， 从而为
决策者的技术开发、 投资方向以及专利布局提供支
撑，为发明创造指引方向， 回避现有的专利陷阱，
避免重复研究。
（ 2） 预测性。通过现有专利信息的分析， 能够
［11］
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技术发展方向 。
（ 3） 准确性。专利文献是经过专利局的严格审
查后公开发表的文献， 其代表了专利权人的技术成
就。因此，专利文献本身的准确性为专利信息分析
提供了可靠保证。
（ 4） 详 实 性。 专 利 文 献 本 身 具 有 丰 富 的 信 息
量，包括发明名称、IPC 分类号、 申请日、 公开日、
摘要、说明书等， 通过这些详实的信息可以分析重
要专利权人、 关键核心技术、 专利技术宽度、 专利
申请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确定竞争对手及分析对手
［12］
实力等 。
2. 2 专利分析的内容
在专利信息分析中， 其各个具体指标贯穿于专
利分析的整个过程中， 包括专利申请数量、 同族专
利数量、专利权人专利持有量、 申请国家机构的专
利数量、被引频次、 专利法律状态、 专利涵盖技术
范围。根据科研项目管理不同阶段的特点， 又将专
利分析的内容分为前专利分析和后专利分析。 开展
专利信息分析的具体内容如图 2 所示。

图2

专利信息分析框架

通过图 2 中的专利分析内容， 能够了解技术的
最新状态， 确定研发技术， 避免重复性研究， 识别
该领域的重点专利技术， 预测技术发展趋势， 避免
侵权纠纷，更好地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等。
（ 1） 前专利分析。前专利分析阶段主要是从全
球以及本国发展的角度， 从宏观上对某一技术领域
的专利对技术的总体发展状况进行审视。 通过技术
发展态势和重要专利技术的分析进行专利技术层面
的分析，从总体上把握该技术领域的发展水平和发
展动向。通过专利技术布局以及市场布局分析 （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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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布局分析） ，对该技术领域所涉及的技术范围以及
各个国家的专利保护范围进行分析识别。 通过法律
状态确认及避免侵权分析进行专利权属层面的分析
以避免专利侵权。
（ 2） 后专利分析。后专利分析就是在确定技术
方向，开展项目实施活动中， 通过专利查新对研发
方向的技术进行跟踪和查新， 判断研发技术的可专
利性并对技术内容以及技术成果进行分析评价。 在
后专利分析阶段主要进行专利技术分析、 专利权属
分析、竞争环境分析、 专利价值分析。 与前专利分
析阶段不同的是， 在后专利分析阶段， 对专利技术
层面的分析是通过技术发展路线、 技术功效分析、
技术方案定型分析展开的。通过分析技术发展轨迹，
确定技术发展路线， 根据专利申请在不同技术点的
技术需求，结合技术方案定型分析， 选择可借鉴的
技术方案或进一步修改创新形成新的技术方案， 从
而确立最终的技术实施方案， 开展研发活动。 对专
利权属层面的分析是通过可专利性、 被诉侵权分析
展开的， 通过对研究方向的新技术活动进行跟踪，
确保研发活动的创新性和新颖性， 以避免专利侵权，
并对被诉侵权开展分析。 在后专利分析阶段， 还通
过竞争对手数量、 竞争对手类型、 合作关系这 3 个
方面对竞争环境层面进行分析， 以了解本领域主要
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 专利战略、 技术研发重点和
方向，进行专利预警。 在专利价值层面的分析中，
主要通过法律价值、 技术价值、 经济价值这 3 个方
面的分析展开，进行研发成果的价值评估。
2. 3 专利分析与项目管理的关联性
专利分析与项目管理既相互独立又存在联系 。
首先，专利分析是一种情报分析方法， 具有独立性。
从申请专利数量上， 可以衡量某一技术领域技术活
动的水平，发现活跃的技术领域， 识别重点专利技
［13］
术 。从专 利 技 术 分 析 上， 可 以 分 析 技 术 发 展 态
势、掌握技术发展全貌，预测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
根据专利布局， 确定技术发展重点， 制定技术发展
策略。从专利权属分析上， 可以明确其权利状态，
判断是否侵权， 对已有专利权进行预警分析， 并对
新的产品技术方法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进行
分析。从竞争环境分析上， 可以识别直接的和潜在
的竞争对手， 分析竞争对手的专利实力、 竞争市场
状况，为制定竞争策略提供信息。 从专利价值分析
上，可以从法律价值、 技术价值、 经济价值 3 个方
［14］
面评估新技术产品的价值 。
其次，专利分析与科研项目 管 理 存 在 关 联 性，
可以作为项目管理的考核指标、 评价方式、 对成果
产出的评价， 是科研项目管理的一种方法。 在科研
项目管理中， 通过专利检索及分析， 可以根据专利
布局和专利技术发展态势， 找出本领域的重点专利
技术，对待研发项目的技术路线和方案进行评审，

作为项目立项的考察指标， 判断待研发项目的可专
利性，避免专利侵权和重复开发， 对科研项目的成
果进行可专利性评价， 结合整体战略目标， 规划并
实施专利申请以保护自主创新成果 。
对于项目管理者来说， 在科研项目立项的前期
阶段，要从战略的高度， 着眼于整个国家的技术发
展，通过开展前专利分析、 专利技术分析， 分析技
术的活跃程度以及技术发展的规模， 根据专利布局
分析看技术的分布， 发现别国在我们国家形成的专
利技术布局， 识别我国面临的专利技术壁垒， 确立
新的科研项目计划， 对申请项目立项进行可行性、
有效性分析， 规避专利侵权。 在科研项目实施阶段
以及验收评估阶段开展后专利分析， 对科研项目的
可专利性进行分析和确认， 开展专利查新对研发技
术进行跟踪， 以及时地对科研目标进行调整， 确保
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 对最终专利成果的价值开展
专利价值分析并设计专利申请、保护专利。
对于科研项目的被管理者、 科研项目承担者来
说，要结合自身的专业背景， 把握全球科技发展趋
势，通过开展前专利分析，提出科研项目立项申请。
在组织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以及科研项目的结题
阶段，需要开展后专利分析， 不断评估外部经济、
技术等环境发生的新变化， 对科研项目的目标及时
做出适应性的调整， 实现新技术的突破， 完成项目
目标，发挥科研项目成果的技术价值、 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
3

专利分析用于科研项目管理的方法构架

将专利分析运用于科研项目管理的整个过程 ，
包括在科研项目立项、 科研项目实施、 验收评估中
的应用，能有效地加强科研项目的管理， 推动科研
项目的实施。具体应用过程如图 3 所示。

图3

专利分析在科研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 1） 项目立项阶段。 立项审批是科研项目管
理的基础环节， 直接关系到科研项目的成功与否。
在该阶段实施专利分析重点是要从全球的角度， 立
足于本国的科技发展战略， 开展技术发展整体态势
及专利布局的分析， 了解目前该研究方向的最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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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评估项目的新颖性、实用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以支持科研项目方案的决策。 通过对前专利分析中
的专利技术分析、专利权属分析及专利布局的分析，
可以判断现有技术的发展态势， 评估技术风险和专
利布局，避免专利侵权和重复开发， 对新技术方法
的前景进行评估， 避开已有的技术专利布局， 为项
目立项提供研发方向，进行方案规划。
（ 2） 项目实施阶段。 该阶段是对科研项目监控
管理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科研项目的顺利实施。
在该阶段实施专利分析重点是根据外部环境的最新
变化以及产生的最新技术的可专利性———新颖性和
创造性进行追踪检索与分析。 通过后专利分析中的
专利技术分析、 专利权属分析以及竞争环境分析掌
握最新的行业动态， 了解最前沿的相关技术， 分析
竞争对手的技术发展动态， 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
及时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 以确保研究成果的新颖
性，避免落入新的专利布局中， 规避侵权风险， 以
按照既定的研发路线和研发方向 ，开展科研项目。
（ 3） 项目验收评估阶段。 该阶段是对科研项目
完成的成果进行验收， 从科研成果的产生的专利法
律价值、技术价值、 经济价值的角度对最终的成果
进行可专利性确认并进行全局性专利风险控制， 采
取知识产权保护， 规划实施专利申请和布局， 以推
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 为科研项目的延续资助评
审提供依据。
同时，在项目实施阶段以及验收评估阶段都需
要根据最新市场变化及产生的最新技术进行技术跟
踪和专利信息跟踪检索，以优化科研项目研发过程，
规避专利侵权，进行专利保护。
4

促进我国科研项目管理的建议

（ 1） 建立健全科研项目管理机制。 科研项目管
理是一个系统的管理过程， 要加强统筹协调、 科学
规范化管理。加强科研项目活动过程中涉及的人员 、
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为其提供良好
的科技创新环境。 对于科研项目管理的各个阶段，
从科研项目指南的发布、 项目申请及立项评审、 项
目实施过程到项目验收评估， 建立统一的科研项目
管理机制，推动管理流程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推动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鼓励原始创新、 集成
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发挥好科技投入的引
导激励，以及更好地发挥科研项目的管理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 2） 建立面向科研项目管理的专利分析机制。
建立科研项目的专利数据库， 为科研项目申请立项
的评审、实施过程的专利查新以及科研项目成果的
评估与管理， 提供重要的专利信息的支撑。 根据科
研项目管理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同需求， 开展专利咨
询服务。 一方面， 提高科研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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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研项目管理的整个流程提供支撑作用； 另一方
面，为科研人员以及科研项目承担者提供专利信息
支持，促进科研项目的进行。 从管理层面和实施层
面，对科研项目管理的不同阶段开展对应的专利分
析服务。同时， 将专利查新运用于科研活动的整个
过程，对科研活动进行把控， 根据不同的专利分析
指标和专利分析模式， 对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及时进行目标以及实施方案的调整， 以确保
科研项目的新颖性和创新性， 避免重复研究， 规避
专利侵权，避免落入他人专利布局的保护范围， 加
强对科研项目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 。
综上所述， 将专利分析运用于科研项目的管理
中，不仅在科研项目立项环节， 甚至对整个科研项
目管理流程都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作用。 它可以为科
研项目选题、 立项前提供指导方向， 还可以为立项
评审与论证提供坚实理论依据。 这对我国科研项目
管理流程的优化与完善、 提高我国科研管理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并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提供一定的
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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