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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ent oper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upling 

degree model, the "211"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taken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overall patent 

oper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different patent operation mod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tent 

oper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s developing in a non-coordinated stage. The operation effect of 

cooperative application mode remains unchanged, but its influence on the operation is weak. The 

operation effect of the patent transfer mode is better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operation is strengther. 

The operating effect of the patent licensing mode is poor, and its overall influence on the operation 

is weak.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to the university patent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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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高校专利运营对我国科技水平提升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耦合度模型，

以我国“211”高校为例，对高校专利运营整体、不同专利运营模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

国高校专利运营整体呈非协调阶段性发展。合作申请模式运营效果不变但对运营整体影响能

力减弱；专利转让模式运营效果变好且对运营整体影响能力加强；专利许可模式运营效果较

差，对运营整体影响能力减弱。对高校专利运营提出建议。 

1．引言 

我国高校高等人才集中，学术氛围浓厚，专利产出迅速，但我国高校专利运营现状却不

容乐观。国家知识产权局《2016年中国专利调查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高校专利实施率为12.1%，

专利许可率为3.3%，专利转让率为1.9%，研究高校专利运营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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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学者对高校专利运营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高校专利合作申请，

如吴洁等[1]运用博弈论研究了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转移问题，孙玉涛[2]阐述了校企研发合作对

技术转移的影响以及高校技术转移中心的调节作用，李雨浓等[3]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校企

专利合作网络进行了分析，樊霞[4]以专利施引数作为专利质量的测度, 研究探讨了我国985高

校的产学研专利质量及影响因素，；二是高校专利成果转化，如张虎等[5]通过分析高校科技

成果转移现状总结了造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困境的原因，覃雄合等通过SBM模型对我国省际

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进行了估算, 常旭华通过分析发达国家高校专利转移的精细化管理经

验对我国高校专利转移提出了建议。 

现有研究对我国高校专利运营的发展进行了探索，但总体来看尚存在部分不足：（1）对

高校专利运营的研究多以运营整体为对象，针对不同专利运营模式的对比研究较少；（2）仅

从专利运营的单一视角进行分析，未考虑到专利授权与专利运营的相互作用。本文选取合作

申请、专利转让和专利许可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运营模式，设计高校专利数量增长速度指标，

构建我国高校专利运营与专利授权的耦合度模型，研究我国高校专利运营整体、不同专利运

营模式的发展情况，为我国高校专利运营发展提出建议。 

2．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Incopat数据库，申请人为我国113所“211”高校（3所军事类院校除外），检

索时间范围为2009-2017年，对数据处理后共获得868973条专利作为样本。 

2.2  分析方法 

2.2.1 高校专利数量增长速度 

速度可以在统一时间标准下反映数量的变化情况。构建如下高校专利数量增长速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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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Vt 为 t 时刻高校相关专利数量的增长速度，等于t时刻高校相关专利数量增

量对时间增量的微分，其数值等于高校相关专利数量 Nt 在 t 时刻的导数值。 

2.2.2 高校专利运营耦合度模型 

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建高校专利运营耦合度模型： 
1

2

2

1

2

2

, 0

2

, 0

2

           0            ,  = 0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f g
f g

f g

C

f g
f g

f g

f g


 
   +  
 +  
  
   


= 

 
   −  
 − 
      

 

                               （2） 

式（2）中：Ct为高校专利在t时刻的耦合度， tf 和 tg 为两种相关专利数量的增长速度。 tC

的符号反映两系统的耦合方式为正耦合还是负耦合，正耦合表示被耦合的两个系统的发展方

向一致；负耦合表示被耦合的两个系统发展方向是相悖的。结合本文分析需要，对耦合度等

级范围的判定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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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耦合度等级范围参照表 

耦合等级 极不耦合 不耦合 勉强耦合 初级耦合 中级耦合 高级耦合 

正耦合度 [0.00,0.39] [0.40,0.49] [0.50,0.59] [0.60,0.69] [0.70,0.79] [0.80,1.00] 

负耦合度 [0.00,-0.39] [-0.40,-0.49] [-0.50,-0.59] [-0.60,-0.69] [-0.70,-0.79] [-0.80,-1.00] 

3．结果与分析 

     

图1 2009-2017年“211”高校专

利运营整体与授权耦合度 

图2 2009-2017年“211”高校三

种运营模式与授权耦合度 

图3 2009-2017年“211”高校三

种运营模式与运营整体耦合度 

图1可见，2009-2017年我国“211”高校专利运营整体效果随时间的变化有明显的阶段性。 

高校专利运营初级耦合阶段波动明显。2009-2014年，我国“211”高校的专利授权发展

与专利运营发展情况处在初级耦合阶段，二者发展的相关程度不高。这一时期我国高校专利

发展的重心在专利授权数量上，对专利运营关注较少，运营的规范程度不高，运营效果不佳。 

高校专利运营中级阶耦合段稳定增长。2015-2017年期间，我国“211”高校专利授权与

专利运营总体发展情况处于中级耦合阶段，二者发展的相关程度较高。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大

环境的改变使 “211”高校意识到专利运营的重要性，采取措施推进专利运营发展，专利运

营效果越来越好。 

图2中C2为合作申请与授权耦合度，C3为专利转让与授权耦合度，C4为专利许可与授权耦

合度。 2009-2017年三种专利运营模式的运营效果变化不同。 

合作申请模式效果一般且无变化。2009-2017年，C2无明显变化，处于不耦合~勉强耦合

之间，二者的相关程度不高。近些年许多高校都同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我国“211”高校

校企合作专利数量的增加及增速的提高均由专利授权的发展带动，实际上合作申请模式的发

展处于停滞状态。 

专利转让模式效果一般但波动较大。C3在高校专利运营初级耦合阶段呈先升高后下降的

趋势，在高校专利运营中级耦合阶段呈现上升趋势。2009-2010年，授权专利数量的增加使得

专利转让数量增加，而2011-2014年，专利转让数量增速被专利授权数量增速快速拉开，二者

的相关程度显著降低；2015-2017年，我国“211”高校专利运营进入中级耦合阶段，专利转

让快速发展，专利转让同专利授权的相关程度迅速提高，运营效果越来越好。 

专利许可模式效果较差且无变化。C4在2009-2017年间均为负值，整体处于极不耦合阶段。

无论在高校专利运营初级耦合阶段还是中级耦合阶段，专利许可模式运营效果一直较差。 

图3中C5为合作申请与运营整体的耦合度，C6为专利转让与专利运营整体的耦合度，C7

为专利许可与专利运营整体的耦合度。三种运营模式与专利运营整体耦合度随时间变化明显。 

合作申请与专利运营整体相互影响强但有所下降。C5在2009-2015年处于良好耦合阶段，

2016-2017年耦合度有所下降。这说明，我国高校规范化程度较低时，专利运营整体与合作申

请相互的影响非常强；我国高校规范化程度逐渐升高的过程中，专利运营整体与合作申请相

互的影响不及专利运营初期。 

专利转让与专利运营整体相互影响越来越强且逐渐稳定。C6在2009-2014年首先处于良好

耦合阶段，随后逐渐发展至中级耦合阶段；2015-2016年继续上升并稳定在良好耦合阶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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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我国高校专利运营规范化程度较低时，专利转让与专利运营整体的相互影响并不稳定；

我国高校专利运营规范化程度逐渐升高的过程中，专利转让与专利运营整体之间的相互的影

响越来越强且逐渐稳定。 

专利许可与专利运营整体相互影响由强变弱且越来越弱。C7在的数值均为负值，随时间

的变化分别处于中级耦合阶段、初级耦合阶段、中级耦合阶段、不耦合阶段。这说明随着我

国高校专利运营规范程度的提高，专利许可与专利运营整体的联系在波动中减弱，二者相互

的影响越来越小。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耦合度模型，以我国“211”高校专利数据为例，对我国高校专利运营整体、不

同专利运营模式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如下： 

（1）我国高校专利运营发展过程中，高校专利运营整体呈非协调阶段性发展，合作申请

模式、专利转让模式、专利许可模式的发展存在差异。（2）合作申请模式的发展对高校运营

整体起促进作用，运营效果一般且不变，但对运营整体的影响程度有所减弱；专利转让模式

的发展对高校运营整体起促进作用，运营效果由较差变为较好，且对运营整体的影响程度有

所增强；专利许可模式的衰退对高校运营整体起抑制作用，运营效果差且不变，对运营整体

的影响程度由一般变为较低。（3）高校专利运营初级耦合阶段中，合作申请模式专利数量最

大，运营效果最好，对运营整体的影响程度最高；高校专利运营中级耦合阶段中，合作申请

模式专利数量最大，专利转让运营效果最好且对运营整体的影响程度最高；专利许可模式的

专利数量均逐年减少，运营效果逐渐变差，对运营整体的影响越来越低。 

根据以上结论，对高校专利运营提出如下建议： 

（1）现阶段高校各运营模式的发展不协调，高校应继续以提高专利质量为专利运营的重

心，发挥自身人才优势，促进三种专利运营模式协调有序发展。（2）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

高校应结合企业发展实际情况，针对研发产品进行专利组合申请策划，进一步提高合作申请

专利数量，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专利转让模式的发展反映出高校专利质量有所提高；

专利许可模式的衰退反映出高校对当前市场认识的不足。高校在提高专利质量的同时应结合

自身优势学科，加深对市场的认识，追随主流市场趋势研发高价值专利，推进高校专利运营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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