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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专利调查覆盖我国 23 个省区市，针对 2015 年底

拥有有效专利的专利权人及其有效专利开展调查。调查实际

发放专利权人问卷 1.5 万份，专利信息问卷 4.3 万份，实际

回收率超过 80%，有效率超过 70%。报告显示，我国专利保

护需求持续旺盛，有效专利实施率稳中有升，小微企业专利

遭遇侵权风险高、维权难度大。 

 

一、专利保护需求旺盛，保护力度继续加强 

近年来，我国专利保护环境不断优化。2016 年全国专利

行政执法办案 48916 件，同比增长 36.5%，有效维护了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调查显示，专利权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

旺盛，希望强化专利行政执法的意愿强烈。 

（一）保护需求旺盛，保护满意度需进一步提高 

调查显示，超过 8 成专利权人认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要逐步或大幅强化。其中，6 成多的专利权人认为需要逐

步强化，近 2成的专利权人认为需要大幅强化。不同的专利

权人的评价与总体情况大体一致。与其他专利权人相比，个

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更强烈，28.0%的个人认为知识产

权保护需要大幅强化。 

专利权人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的比例可以视为其对专

利保护的满意度测度。调查显示，专利权人对政府的专利保

护工作表示满意的比例仅为 56.2%。这表明专利保护仍需继

续加强，满意度仍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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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权人希望强化专利行政执法的主动性 

越来越多的专利权人倾向于求助专利行政执法，希望专

利管理机关主动执法查处侵权行为。调查显示，61.3%的专

利权人希望专利管理机关主动执法查处侵权行为，较上年提

高0.9个百分点；选择向专利管理机关举报的专利权人达到

51.3%，较上年提高5.6个百分点；选择协商解决的比例为

25.8%，直接去法院进行诉讼的比例为23.6%，均较上年有所

下降。 

 

图 1  2015-2016 年调查专利权人希望采取的维权方式 

（三）专利侵权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近年略有抬头 

近五年调查数据显示，各类专利权人遭遇侵权比例出现

了显著下降，侵权行为得到一定遏制，2015年下降至历史低

位。最新数据表明，2016年企业和高校的专利权人遭遇侵权

的比例较2015年有所回升，科研单位和个人专利权人遭遇侵

权的比例继续下降。专利行政执法办案力度仍需持续加大，

对专利侵权行为形成高压态势；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专利执

法和维权援助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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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2016 年调查各类专利权人遭遇过侵权的比例 

（四）举证难成为制约专利司法保护最重要因素 

举证难直接拉低了专利权人对专利司法保护的满意度。

调查显示，专利权人对目前专利司法保护最不满意的前三位

是“举证难”、“审判周期较长”和“判决执行难”。其中，

超过50%的专利权人对举证因素表示不满，对审判周期较长

和判决执行难的不满意程度分别为34.3%和27.6%。 

表 1  对目前专利司法保护最不满意的方面（单位：%） 

 企业 高校 科研单位 个人 总体 

获得诉前禁令不容易 18.5 6.5 15.8 14.8 17.6 

举证难 52.8 56.5 53.7 49.1 52.7 

审判周期较长 34.1 35.5 31.7 36.9 34.3 

赔偿低 22.0 25.7 12.0 23.3 21.9 

判决执行难 26.4 35.2 39.0 32.2 27.6 

诉讼费用高 18.2 24.8 8.7 19.4 18.2 

合计 172.0 184.2 160.8 175.7 172.4 

 

调查还进一步关注了法院判定赔偿的额度。近 5成的专

利权人选择无赔偿，另有28.9%的专利权人选择10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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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的专利权人选择 10 至 50 万元的赔偿。根据专利调查

地方调研的访谈，一件诉讼案成本大致在 40至 50 万元之间。

大部分案件即便胜诉获得赔偿，也依然无法补偿诉讼有关成

本。此外，调查还测算了“如果有意出售所拥有的专利，每

件专利的预期收入”。数据显示，企业专利平均预期收入集

中在 10 至 50 万元。也就是说，司法维权成本已经超过了企

业出售专利的收益预期。 

二、专利实施率稳中有升，企业专利产业化较高 

调查显示，从2006年至2016年，我国专利实施率集中在

57%至75%的区间范围。2013年专利已经开始实施的比例为

74.1%，连续两年持续上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2014年，

专利实施率开始回落，降至69.2%。至2015年，再度下降为

57.9%，成为历史最低水平。2016年，专利实施率有所回升，

升至61.8%。 

（一）我国有效专利实施率超过 6 成，企业专利运用水

平最高 

2016年调查显示，我国专利实施率

1

为61.8%。分专利权

人类型来看，企业的专利实施率最高，为67.8%。分专利类

型来看，外观设计专利的实施率最高，为65.8%。 

表 2  专利实施率（单位：%） 

 企业 高校 科研单位 个人 总体 

有效发明专利 65.7 16.2 29.2 46.1 52.9 

有效实用新型 68.0 11.7 38.4 34.8 62.9 

有效外观设计 69.1 10.1 60.9 55.6 65.8 

合计 67.8 12.1 42.4 42.1 61.8 

                                                             
1

专利实施率=有效专利中已经实施的专利件数/有效专利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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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我国专利产业化率

2

为46.0%。分专利权人来

看，企业最高，为51.5%。分专利类型来看，外观设计专利

最高，为52.4%。 

表 3  专利产业化率（单位：%） 

 企业 高校 科研单位 个人 总体 

有效发明专利 48.1 5.1 14.4 28.7 36.7 

有效实用新型 50.6 3.1 20.6 22.0 46.2 

有效外观设计 55.8 2.4 43.6 41.1 52.4 

合计 51.5 3.3 25.3 28.0 46.0 

（二）相对于专利拥有规模，专利实施率呈现先升后降

趋势 

专利权人的专利实施行为，会因为专利拥有数量的多寡

而有所差异。调查显示，随着专利拥有量的增加，专利实施

率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单峰分布趋势。以发明专利为例，

拥有1-2件的实施率为55.3%，拥有10-29件的实施率最高，

为64.7%，而拥有100件以上的实施率只有41.0%。 

产业化率相对于专利拥有规模也呈现出单峰分布。其

中，拥有专利件数在1至2件的专利权人的专利产业化率较

低，不足40%。而拥有专利件数在10至29件的专利权人的产

业化率最高，超过50%。拥有100件以上的专利权人的产业化

率也只有40.4%。细分三种类型专利，其产业化率也呈现出

明显的单峰分布。 

在拥有一定规模有效专利的专利权人中，拥有专利数量

越多，未实施专利所占比例越高。根据以往调查表明，除专

利实施以外，这类专利权人已经在利用专利进行技术储备、

                                                             

2
专利产业化率=有效专利中用于生产出产品并投放市场的专利件数/有效专利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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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产品形象，形成宣传效用、建立产品标准、利用专利形

成交换资本或谈判筹码、对竞争对手形成抑制或封锁等，总

体专利运用水平处于较高水平。 

（三）企业规模与专利实施率呈现正向相关关系 

调查显示，大型企业专利实施意愿更强，或者说大企业

的专利更容易实施。整体而言，企业规模越大，专利实施率

就越高。分专利类型来看，微型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有效

实用新型和有效外观设计三类专利的实施率，集中在

50%-60%，均低于其他规模企业相应专利类型的实施率。 

企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产业化率相对于规模类型呈

现显著单峰分布，而外观设计专利产业化率与规模类型呈现

出正向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来说，

中型企业的产业化率均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出现唯一峰值；

而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来说，企业规模越大，产业化率越高。 

（四）高校专利运用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专利许可

转让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调查表明，我国高校有效专利实施率为12.1%，远低于

企业60%以上的实施率。高校有效专利产业化率仅3.3%，更

是远低于全国46.0%的平均水平。从专利许可和转让数据来

看，我国高校专利许可率仅为3.3%，低于全国8.1%的平均水

平。我国高校专利转让率仅为1.9%，同样低于全国5.4%的平

均水平。高校专利运用能力不足，阻碍了高校专利价值的实

现。 

三、小微企业专利风险高，创新成果转化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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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我国小微型企业并未获取资金支持优势地

位，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存在困难，所拥有专利遭遇侵权风险

高维权难。 

（一）小微型企业尚未获取资金支持优势地位 

调查表明，政府对企业的资金扶持，存在着明显的“马

太效应”。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容易受到政府的青睐，从而

更有可能获取研发资助和专利资助。 

具体数据显示，研发活动接受政府资助的比例，最高的

是大型企业，为50.9%。最低的是微型企业，只有35.7%。同

时，所拥有的有效专利接受过政府专利申请资助的比例，同

样是大型企业最高，为45.8%。而小型、微型企业的比例，

仅为28.1%和29.2%。 

（二）小微型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存在困难 

与大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的专利更难以实施或者产业

化。这并不简单意味着小微企业的专利没有市场前景。数据

表明，企业规模越小，其“技术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

找不到销路”的比例反倒越小。 

调查还显示，除了“不能有效地阻止其他市场主体模仿

自己的技术创新”这一宏观保护环境的共同原因以外，企业

规模越小，“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无法支持后续产业化生

产所需的资金”、“构建营销渠道成本太高，无力承担”的

现象越为突出，资金问题成为阻碍企业从技术创新活动获得

收益的重要因素。 

（三）微型企业专利遭遇侵权风险高维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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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企业专利遭遇侵权的风险较高。调查显示，企业专

利权人遭遇专利侵权的比例为19.5%。按照企业规模划分，

微型企业最高，达到24.5%。再从维权措施来看，企业规模

越小，在遭遇侵权后，越倾向于不采取任何措施。超过半数

的微型企业在遭遇侵权后未采取措施。而遭遇侵权后不采取

任何措施，并不意味着企业没有尝试或努力过。实际上，小

微企业在维权救济方面是做过努力的。数据表明，企业与政

府机构打交道较多的知识产权业务是“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类”。其中，微型企业的比例为47.3%，明显高于大型企业

40.6%的比例。这说明小微企业不采取任何措施的原因在很

大情况下是“投诉无门”。这也间接说明了小微企业的维权

之路充满荆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