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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方法与实践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

□刘秀文∗　王怡玫　罗文馨　田旸

　　摘要　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背景下,以学校管理层的需求为目标驱动,对高校专利竞争力进

行详细分析,对于帮助学校科学决策、提高专利质量、促进专利成果转化运用具有重要意义.文

章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专利竞争力分析服务为例,从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概念、特点、研究现状、
工作机制、指标体系、分析方法、实施成效和未来展望等方面总结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方法与

实践,以期为更多高校图书馆开展此类服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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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分析中国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专利

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２０２１年９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

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作用日益凸显[１].专利作为最

核心、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既是高校拥有的重要无形

资产,也是高校科研人员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的重

要标志之一.自１９８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实施以来,中国高校专利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２０２１年高校获得中国发明专利授权１４６４３９件,占
中国当年全部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比例高达２５％[２].
但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２０２１年中国专利调

查报告»显示,中国高校发明专利的产业化率仅为

３０％,许可率仅为９０％[３].可见,中国高校迫切

需要提高专利质量,促进专利成果的转化运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国家知

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建设工作方案(试行)»明确提

出,高校要在若干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形成一批高价

值知识产权组合[４].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科

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 促进

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提出,到２０２５年,高校专利质

量要明显提升,专利运营能力要显著增强[５].在高

校专利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下,高校图书馆作为

专利信息服务的重要提供方,有必要以学校管理层

的需求为目标驱动,发挥资源和技术积累优势,对本

校专利竞争力进行详细分析.这对于帮助学校科学

决策和制定发展规划、提高专利质量和促进转化运

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６].北京大学图

书馆于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和２０２１年先后完成三版

«北京大学专利竞争力分析报告»(以下简称«分析报

告»),从工作机制、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等方面进行

了创新,得到有关各方面的充分肯定.将高校专利

竞争力分析的方法与实践进行归纳总结,可为更多

高校图书馆开展此类服务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概念与特点

１．１　高校专利竞争力的概念

“竞争力”原本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概念,最早

起源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竞争力的研

究[７],随后被应用于国家、地区、城市和企业等多个

领域.由于学者的学科背景和应用场景不同,导致

对竞争力的理解不同.但是一般而言,竞争力可以

理解为竞争主体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和竞争环境下,
为了争夺某一共同目标所表现出的竞争实力[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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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竞争力的概念最早是由企业竞争力发展而来,是
指企业利用专利规则控制创新技术未来市场的能

力[９].但是高校的性质不同于企业,其本身不具备

自己实施专利的条件,需要通过校企合作申请专利、
专利(申请)权转让或专利实施许可等方式实现专利

的价值.因此,笔者认为高校专利竞争力是指高校

在争取本校发展优势地位时,表现出来的在专利产

出数量、专利产出质量和专利实用价值实现等方面

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与高校专利的创造能力、运
用能力、保护能力、管理能力、服务能力、校企合作能

力等多种因素有关.

１．２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即以学校管理层的需求为

目标驱动,搜集专利相关信息,进行筛选归纳、数据

统计、综合分析,通过系统、科学的客观评估,掌握高

校在专利产出数量、专利产出质量和专利实用价值

实现等方面的情况,进而找出各高校之间的比较优

势和差距,明确高校在专利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

服务工作中的重点和发展方向,为学校制定知识产

权发展战略、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提供决策和参考依据.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１)以学校管理层的需求为目标驱动.高校专

利竞争力分析作为支撑学校科学决策的信息产品,
需要扎实分析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对高校知识产

权工作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积极领会学校发展

战略,最好与学校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机构协同开

展工作,以准确把握学校管理层的需求,这是报告结

论准确有效的前提条件.
(２)综合评价.高校专利竞争力作为一个综合

性概念,受到高校知识产权政策、高校科研实力、高
校专利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以及校企

合作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整合多元

数据,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对高校专利竞争力进行

综合评价,形成一系列完整统一的有效结论,才能对

高校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３)动态跟踪评估.随着高校的发展和竞争环

境的变化,高校专利竞争力也会随之变化.只有对

高校专利竞争力进行连续的动态评估,才能准确识

别高校专利竞争力和存在的问题,支撑高校科学

决策.

２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研究的报道较

少,国内有一些学者对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进行了

研究,但是在分析对象、数据来源、指标体系和分析

方法等方面各有不同.
从分析对象看,有针对综合实力较强高校的分

析,如“双一流”高校[１０];有针对某一类学科较强高

校的分析,如海洋类高校[１１];有针对某一地域高校

的分析,如辽宁省地方高校[１２].
从数据来源看,多数研究使用了商业专利数据

库,如Innography[１３]、Incopat[１４]等;部分研究还辅

助使用了公开专利数据平台,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检索及分析系统[１５].
从分析指标看,多数基于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

量、发明专利占比、专利被引次数、专利强度和专利

实施率等数量和比例等构建指标体系,不同的研究

略有差异.例如,郑美玉从现实专利竞争力和潜在

专利竞 争 力 两 个 层 面,制 定 了 三 级 评 价 指 标 体

系[１６];张锐等从专利数量、专利价值、维护能力、研
发潜力四个维度,制定了十四项专利数据融合的指

标体系[１７];冯劭华等从数量、质量、运用、发展四个

维度构建了二十四个指标进行分析[１１].
从分析方法看,研究者根据专利数据和不同指

标体系的特点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例如,使用

二维象限分析法进行评估[１８];结合使用主成分分析

法和熵权法,利用模糊 Borda法进行组合评价[１９]

等.在确定指标权重方面,有采用因子分析法[２０]、
层次分析法[２１]、聚类分析法[２２]、熵权法[２３],还有采

用改进的熵权法与 AHP层次分析法耦合赋权的方

法[１１]等.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趋向于建立综合的评价指

标体系,使用多种方法对特定类别高校的专利竞争

力进行评估.高校图书馆对高校专利竞争力进行分

析时,可以参考上述经验,同时还可以在以下几方面

进行改进以满足自身需求.首先,充分考虑高校自

身特点,基于本校知识产权发展战略,选择准确的对

标高校,制定综合全面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以支持

本校发展决策.其次,加强专利质量和专利运营相

关指标的应用,以契合国家对高校提高专利质量、促
进转化运用相关工作的战略要求.最后,高校专利

竞争力与高校的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竞争环境密切相

关,需要对高校专利竞争力进行动态的跟踪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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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创新经验

近年来,为满足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科研人员的

需要,北京大学图书馆积极探索、不断强化面向校内

外用户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专利竞争力分析服务

作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北京大

学图书馆重点开展的服务项目.目前,已经发布了

三版«分析报告»,得到有关各方充分肯定.对北京

大学图书馆的创新举措进行总结,可为其他高校图

书馆提供有益参考.

３．１　协同北京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机构,持续

跟踪评估本校专利竞争力

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机构熟悉本校知识产

权发展战略和动态,而图书馆在专利分析方面拥有

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双方优势互补,协同开展工

作,有助于准确把握学校管理层的需求.北京大学

图书馆在２０１６年筹划开展这项服务之初,就主动与

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科学研究部、学科建设办公

室、法学院以及各院系进行广泛接触,了解学校需

求,寻找图书馆服务与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契合点,
完成了２０１６年版«分析报告».随后图书馆广泛征

求意见,配合学校创新发展需求,更新对标高校,调
整指标体系,扩大数据源,加强分析深度,完成了

２０１８年版«分析报告».２０２１年,北京大学知识产权

管理工作归口科技开发部统一管理,图书馆又协同

科技开发部完成了２０２１年版«分析报告».经过多

年的探索,需求调研充分,目标导向明确,数据准备

齐全,多部门协同工作,持续跟踪评估本校专利竞争

力,有力支持了学校发展决策.

３．２　根据高校发展水平和环境变化,均衡多方面因

素准确选择对标高校

随着高校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高校专利竞争

力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只有根据当时的环

境和高校的水平,准确选择对标高校,才能精准识别

本校专利竞争力.对标高校的选择有三个要点需要

考虑:一是对标高校的层次,需要选择与本校层次相

同或者略高于本校的高校作为对标高校;二是对标

高校的类型,既要选择与本校学科布局相似的高校,
也要选择工科强势高校,以从多角度分析竞争力;三
是对标高校的地域,专利是高校服务经济社会的重

要纽带,高校专利工作与高校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

平密切相关,因此在选择对标高校时,要充分考虑地

域因素.例如,２０２１年版«分析报告»是基于北京大

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建设需求,从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教育部确定的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知识产权试点

示范高校的名单中,综合考虑学校类型(工科强势高

校５所、综合类高校４所)和地域(华北１所、华东５
所、东北１所、西南１所、华南１所)等因素选取清华

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
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

等９所高校作为对标高校,对北京大学１９８５－２０２０
年的专利整体表现以及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专利表现情

况进行了分析.

３．３　聚焦高价值专利,构建多维度深层次的综合性

评价指标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更好保护

和激励高价值专利,并首次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

专利拥有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到

２０２５年达到十二件的预期目标[２４].为此,国家知识

产权局定义了五种高价值发明专利: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明专利、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维持

年限超过十年的发明专利、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

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

专利[２５].但在实践中尚未从数据角度形成规范统一

的高价值专利的计算方法.２０２１年版«分析报告»与
时俱进,在分析专利产出数量的基础上,重点关注高

价值专利情况,从专利质量和实用价值等角度构建了

多维度深层次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１).
与其他指标体系相比,２０２１年版«分析报告»首

先增加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的分析,依据国

家知识产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

参照关系表(２０２１)(试行)»,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

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和

相关服务业等９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的产出

情况进行统计,明确优势,发现不足;其次,从多种角

度对专利质量进行了分析,具体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明专利的数量及比例、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

专利数量及比例、维持年限超过十年的发明专利数量

及比例、发生质押融资的专利数量及比例、获得中国

专利奖的专利数量、Innography专利强度、专利权利

要求数量、专利被引、涉诉专利等;最后,从校企合作

专利、专利(申请)权转让给企业的专利和专利实施许

可等方面对北京大学专利的实用价值进行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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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２１年版«分析报告»主要指标体系及其解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解读

专利产出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新材料产业

生物产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

新能源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

数字创意产业

相关服务业

综合使用智慧芽、Innography等多个数据库,通过人工检索、清理、

合并、去重,准确获取各对标高校专利数据,并重点依据国家知识产

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２０２１)(试

行)»,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

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

业和相关服务业等９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的产出情况进行

统计

专利质量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的数量及比例

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的数量及比例

维持年限超过十年的发明专利数量及比例

发生质押融资的发明专利数量及比例

获得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数量

Innography专利强度

专利权利要求数量

专利被引

涉诉专利

重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的数量及比例、在海外有同族专

利权的发明专利的数量及比例、维持年限超过十年的发明专利的数

量及比例、发生质押融资的发明专利的数量及比例、获得中国专利

奖的发明专利的数量等高价值专利的表现情况进行分析,明确优

势,发现不足

专利实用价值

校企合作专利

专利(申请)权转让给企业的专利

专利实施许可

重点对校企合作专利、专利(申请)权转让和专利实施许可的情况进

行分析,并精准识别专利转化路径,助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４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实施与成效

４．１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工作流程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工作重点在于与学校知

识产权管理和运营机构进行充分的沟通,厘清学校

管理层关注的重点和关键,遴选出目标明确的对标

高校,并根据学校管理层的需求,进行充分的文献调

研,制定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进行分析,以便使分析

报告的结论满足学校管理层的具体需求.其工作流

程如图１所示.

４．２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工作框架

为了保证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结果准确有

效,应该采用相对标准的工作框架.在前期规划阶

段,与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机构合作进行目标导向

的需求分析和文献调研,选取和确定准确的对标高

校,制定全面综合的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在撰写报

告时,根据需求确定数据源,制定准确的检索式搜集

数据,并基于专利数据独特属性进行数据清理、合

图１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工作流程

并、去重和结构化,合理选择分析工具,并根据实际

情况对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进行微调,完成报告初

稿;在发布报告时,要征求图书馆管理层、知识产权

管理和运营机构和院系专家的意见并修改完善报

告,以保证报告结论科学有效.其工作框架如图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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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工作框架

４．３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实施成效

４．３．１　帮助决策者在短时间内全面掌握信息,提高

决策效率

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校管理层需要

掌握专利方面的全面信息,才能科学决策,提高专利

质量,促进专利成果转移转化.基于上述背景,中国

高校图书馆率先开展了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方法的

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尤以北京大学图

书馆发布的«分析报告»最具有代表性.北京大学图

书馆从专利产出数量、专利产出质量、专利实用价值

实现等角度对北京大学专利竞争力进行了全面梳理

和客观评估,帮助学校进一步明确了高价值专利培

育和专利竞争力提升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找准

政策发力点,提高决策效率.例如,２０２１年版«分析

报告»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的分析发现,
北京大学有效发明专利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数字创意产业,高贡

献度发明人主要来自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深圳研究

生院、王选计算机研究所、工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

学院和医学部等机构.而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北京

大学在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上与工科强势高校有一定

差距,但是高价值专利比例较高,例如,北京大学发

生质押融资的发明专利数量领先所有对标高校;在
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在海外有

同族专利权的有效发明专利占本校授权发明专利的

比例、维持年限超过十年的发明专利占本校授权发

明专利的比例、校企合作申请专利比例和专利权转

移给企业的专利比例均位居第二.在中国专利奖获

奖方面,北京大学获奖总数在１０所高校中位居前

列.这些分析结论为北京大学精准施策提供了比较

全面的数据支撑.

４．３．２　精准识别专利转化路径,助力高校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

高校科技成果只有转化运用才能实现创新价

值,不转化是最大的损失[５].因此,北京大学图书馆

完成的«分析报告»不仅从专利实用价值角度对专利

竞争力进行了分析,还分别对校企合作专利、专利

(申请)权转让给企业的专利和实施许可专利的主要

技术领域及合作企业进行统计,从多个角度识别不

同技术领域科技成果的主要转化路径.例如,２０２１
年版«分析报告»发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相关成

果主要通过校企合作申请专利的方式实施成果转

化,主要转化对象有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京东方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

公司等;而生物医药产业相关专利主要通过专利(申
请)权转让的方式实施专利,主要转化对象有塞纳生

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马文足(北京)医疗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和深圳瑞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４．３．３　彰显图书馆服务效益,为图书馆实现精准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提供依据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专利竞争力分析服务得到学

校管理层、科研团队、学校师生及上级主管部门和兄

弟单位的普遍好评,彰显了图书馆的服务效益.例

如,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认为«分析报告»是非常有

价值的工作,为学校专利运营提供了很好的支持,下
一步可以继续合作,帮助教授们做好专利布局.国

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等上级

主管部门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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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兄弟单位纷纷索取«分析报

告»进行参考.北京大学图书馆还受邀在第二届中

国高校专利信息年会作“北京大学图书馆专利竞争

力分析服务案例分享”主题报告.同时,«分析报告»
还识别出了北京大学专利产出的重点学科、热点领

域和主要发明人,成为图书馆提供精准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的重要依据.

５　结语与展望

开展专利竞争力分析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响应国

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支撑高校知识产权创新发展

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高校图书馆创新信息服务、提
升影响力、彰显服务效益的有力手段.对于高校决

策者来说,掌握高校专利发展现状、发展水平和未来

动态至关重要,基于文献计量学的高校专利竞争力

分析虽然不能完全反映高校专利工作的全部情况,
但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客观且关键的衡量高校专利竞

争力的方法.如何充分挖掘专利的技术、法律和经

济价值,有效利用专利数据分析方法,增强高校专利

竞争力分析的全面性、准确性和提升认可度是下一

步需要重点考虑的研究方向.未来可以继续在对标

高校、指标体系、数据来源、数据深度处理与规范化、
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方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
与专利导航、专利申请前评估等其他专利信息服务

结合起来,力求实现融入式精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助力高校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高效益运用、高标准

保护和高水平管理.

参考文献
１　中共中央,国务院．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EB/

OL]．[２０２２－０３－１１]．http://www．gov．cn/zhengce/２０２１－０９/
２２/content_５６３８７１４．htm．

２　国家知识产权局．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份审查注册登记月度报告[EB/
OL]．[２０２２－０３－２２]．https://www．cnipa．gov．cn/module/
download/down．jsp?i_ID＝１７２７９６&colID＝２５３５．

３　国家知识产权局．２０２１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EB/OL]．[２０２２－０９
－０２]．https://www．cnipa．gov．cn/art/２０２２/７/１３/art_８８_
１７６５３９．html．

４　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国家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建设工作的通知[EB/OL]．[２０２２－０３－
１６]．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１７７７/moe_１７７９/
２０２００３/t２０２００３０３_４２６８７１．html．

５　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 促

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EB/OL]．[２０２２－０３－１６]．http://www．
moe．gov．cn/srcsite/A１６/s７０６２/２０２００２/t２０２００２２１_４２２８６１．html．

６　 刘秀文,李峰．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总体 框 架 及 其 应 用 实

现———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０,６４(１６):
２２－２８．

７　WorldEconomicForum．Reports[EB/OL]．[２０２２－０３－２２]．htＧ
tp://reports．weforum．org/reports．

８　张会恒,文启湘．竞争力:要素 性质 体系[J]．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４
(９):５５－５７．

９　张伟波．专利竞争力———中国制药企业的致命弱点[J]．医药世界,
２００５(４):３２－３５．

１０　余以胜,孙静蕾．基于Innography专利分析的世界“一流学科”竞
争力评价———以入选电气工程专业“一流学科”的７所高校为例

[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２５(３):１２２－１３３．
１１　冯劭华,昝栋,苏菊．改进的高校专利竞争力动态评价方法及应

用[J]．中国高校科技,２０２１(１１):３３－３７．
１２　尹敏捷,刘宏生,刘鹏祥．辽宁省地方高校知识产权竞争力分析

[J]．中国高校科技,２０２０(Z１):６１－６４．
１３　秦奋,高健,宋晓丹．基于Innography平台的高校专利分析研

究———以卓越联盟高校专利质量分析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

究,２０１９(１０):９７－１０５．
１４　孙传良,孙立冰．基于incoPat的中国药科大学专利分析[J]．中国

药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５０(３):３７４－３７８．
１５　万小丽,范秀荣．“９８５高校”专利竞争力研究[J]．华南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１６(４):２１－２８．
１６　郑美玉．基于Innography的农林类高校专利竞争力研究[J]．图

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８,６２(１):１１７－１２４．
１７　张锐,郑 美 玉,曾 金 晶．基 于 多 元 数 据 融 合 的 专 利 竞 争 力 分

析———以东南５省高校为例[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２０２０,３２
(５):５５－６４．

１８　郑磊,陈湖北,冀小强．全球高校专利竞争力与科研关联度分析

[J]．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８,３８(２１):１２４－１３０．
１９　王启超,刘旭俐,刘敏榕．基于组合评价的高校专利竞争力研

究———以福建省本科高校为例[J]．情报科学,２０２０,３８(１):１０９
－１１５．

２０　曾莉,王明．基于专利视角的重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１８(３):１０６－１１２．
２１　陈杰,周子钧．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校专利实力模糊评价研究

[J]．中国发明与专利,２０１８,１５(S１):１１－１６．
２２　张黎黎,祝婷婷．聚类分析法在高校专利发展态势分析中的应用

[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７(６):３６８－３７２．
２３　冉从敬,李旺,宋凯,等．混合智能下的高校专利价值评估方法

[J]．图书馆论坛,２０２１,４１(７):７８－８６．
２４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２０２２－０３－２２]．http://
www．gov．cn/xinwen/２０２１－０３/１３/content_５５９２６８１．htm．

２５　新华网．未来五年,如何更好保护和激励高价值专利? [EB/
OL]．[２０２２－０３－２４]．http://www．xinhuanet．com/tech/２０２１
－０３/３０/c_１１２７２７１３５９．htm．

作者单位:刘 秀 文、王 怡 玫、罗 文 馨,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北

京,１００８７１
田旸,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７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转第９１页)

９６

高校专利竞争力分析的方法与实践/刘秀文,王怡玫,罗文馨,田旸

AnalysisontheMethodsandPracticeofUniversityPatentCompetitiveness/LiuXiuwen,WangYimei,LuoWenxin,TianY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