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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指出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 探讨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实施知识产权管理的优劣势, 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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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FU Ying
( School of Science & T echnology Development, Shanghai Jiaotong Univ. ,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were analyzed. The necessity and exigenc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as pointed out. The of which management at state key laboratory were discussed, relevant
suggest ion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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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国家科学技术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 1999 年以来国家

言

重点实验室的论文发表量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并连

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使知识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日益突出, 成为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至关重

年在 Nature、
Science 等国际著名刊物发表高水平论文。
但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却不尽人意, 专利申请量增

要的因素。强化知识产权管理, 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

长缓慢, 专利拥有数与论文发表量相距甚远, 知识产权

科技、经济和增强国力的必然选择。国家重点实验作
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组织高

结构畸形。以 2004 年为例, 2004 年我国正在运行的
国家重点实验室有 160 个, 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 每年面向

12030 项, 获得科研经费 28. 6 亿,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

国家战略需求, 承担了大量重大项目、科技攻关任务,

表论文 35235 篇, 其中被 SIC、
EI 收录论文 18650 篇, 占

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但是,
目前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知识产权管理薄弱, 以专利为

论文发表数的 52. 9% 。但 2004 年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国内授权发明专利仅为 152 项, 国外授权发明专利仅

代表的知识产权流失严重, 极大地制约了国家重点实

为 16 项。论文发表数与专利授权量之比为 210: 1, 差

验室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 影响了我国科技竞争

距相当惊人。

力的提升。加强和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知识产权管
理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 2) 科研投入与专利产出不成正比, 专利生产率
明显偏低 九五!期间, 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的科研

2

任务年均增长率为 11% , 科研经费年均增长达 24% ;

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1) 知识产权结构畸形, 专利拥有量偏低

根据

十五!头 3 年, 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的科研任务年均
增长 33% ; 科研经费年均增长达 29% 。2004 年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科研经费投入为 28. 6 亿, 平均 0. 17 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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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但在实施知识产权管理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困
难和障碍。这除了整个科技体系本身的缺陷外, 还因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大批研究成果如果不能全面以
专利的形式体现出来, 科技成果将大打折扣。因为专

国家重点实验室自身的结构特点增加了知识产权管理
的难度。

利和论文虽同属知识产权范畴, 但它们的作用却大相

( 1) 传统科技体制仍居主导地位, 知识产权意识

径庭。论文作为版权, 一旦公开发表, 其中包含的技术

薄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科研人员习惯于 完成科研

成果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而专利作为工业产权,
是国家赋予发明人一定时期的垄断权, 发明人通过将

任务 ∀ 出成果 ∀ 验收鉴定 ∀ 报奖!这种模式, 许多科研
人员知识产权意识淡漠。虽然现在国家不断着手改造

专利技术公开获得在一定时期内对该技术的垄断, 垄

旧的科技体制, 把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管理提高到前

断期内任何人都必须获得权利人的许可或经权利人转
让, 方可使用该技术。如果研究成果仅以论文而非专

所未有的高度, 并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但在传统
科技体制惯性的推动下, 科研人员的整体知识产权意

利的形式出现, 则意味着国家投入大量物力、人力、财

识依然 薄弱。据对中 国科 学院的 一项 调查 显示, 有

力的科学研究成果, 已经进入 公有领域, 可以免费使

53. 6% 的科研人员认为, 获奖比取得专利权光荣。

用。这将严重打击我国的科技竞争力, 制约我国原始
创新性成果的取得。

( 2) 促进知识产权形成的激励机制仍不完善, 专
利制度仍处于博弈的劣势。专利制度与科技奖励制度

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从整个国

都是科技创新的 激励制度, 且相互 之间具有 替代关

际形势来看, 知识产权的作用日益提升, 许多国家, 如

系。科研人员在选择激励制度时, 会在专利制度和科

美国、日本、印度等, 都将知识产权提到国家战略的重
要高度上。美国专利商标局就曾在战略规划中明确指

技奖励制度两者之间进行博弈。科技奖励制度的激励
回报是由奖励设立者及其授权的机构决定的, 在激励

出, 知识产权是国家资源和美国在全球市场上成功的

过程中不仅给予创新者较为固定的成果奖励, 还会陆

要素之一, 美国经济要保持竞争力, 在全球范围内有效
保护知识产权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日本不仅出台了

续给予他大量的派生待遇, 如晋升工资、
提升职称、发
放津贴、
扩大住房, 等等。而专利所产生的激励回报是

知识产权战略大纲!, 还制定了 知识产权基本法!, 并

以市场作为评判的, 是经过实施产生的效果价值, 而目

明确提出 知识产权立国! 的基本国策。从行业竞争

前专利市场化存在较大难度和风险。因此, 对科研人

看, 不少跨国公司已利用知识产权对我国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封锁和威胁, 包括汽车、数码相

员来说, 科技奖励制度风险小, 收益大, 多数人选择了
前者。

机、
软件等等, 限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国家重

( 3)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开放性、
流动性增加了知

点实验室要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 担负起应有的创新责任, 就必须将研

识产权管理的难度。国家重点实验室实行的是 开放、
流动、
联合、
竞争!的运行机制, 在人事制度上实行固定

究成果全面专利化, 这样才能有效保护技术的独占性,

人员和吸引流动人员的科研管理模式, 即研究队伍由

抢占技术高地, 推动我国整体基础研究工作向国际先

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组成, 少量固定人员以学科、学术

进水平迈进。

带头人( 首席专家) 为主, 按实验室所设学科严格控制
其编制, 由实验室主任公开聘任。其他研究人员数量

4

知识产权管理的优劣势

由学科、
学术带头人( 首席专家) 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

国家重点实验室聚集了大量高层次人才, 代表着
我国基础研究的学术水平与装备水平。其每年围绕国

和争取到课题的实际情况自主聘任。这种运行模式可
以不断为研究机构增加新鲜血液, 便于吸引国内外优

家战略目标、
针对科学发展前沿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秀科技人才, 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但科研人

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开展了一系列前瞻

员的流动性、
实验室的开放性增加了知识产权管理的

性、
创新性、综合性的研究, 并取得了大量原创性的科
研成果, 知识产权资源非常丰富。如, 冻土工程国家重

难度, 知识产权易随科研人员的流动而流失, 或造成积
累和继承的困难。

点实验室为青藏铁路的路基设计和施工提供关键技术
支撑, 使工程节省投资约 9 亿多元。病毒基因工厂国
家重点实验室研制的重组人干扰素 a 2b 喷雾剂, 是我

5

对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思考

国第一个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入临床

( 1)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的规章制度。国家重

试验的预防 SARS 的药品, 对国民健康做出了很大贡

点实验室要科学管理好知识产权, 首先要建立健全知

献。

识产权管理制度特别是专利管理制度, 通过政策引导、
制度规范, 促使科研人员学会恰当运用知识产权保护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工作具有先天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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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研究成果, 维护国家利益。其中可以着重从以

在科技评价体系中的比重, 引导科研人员认识到专利

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虑: # 建立查新检索制度。全世界

的重要作用, 并逐渐树立起正确的专利意识。第二, 在

专利文献数量每年以超过 100 万件的速度递增, 90%
以上的发明创造可以在专利文献中查到。有关资料表

精神权益上激励科研人员, 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如发
明人在职务发明中有表明发明者身份的权利。第三,

明,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可以减少 90% 的创造时间、
降

保障科研人员在职务发明中的经济权益, 切实保障法

低 75% 的成本、减少 60% 的风险。国家重点实验室在

律赋予发明人对职务发明所享有的奖励权和报酬权。

立项前必须要求科研人员进行专利文献检索, 提高研
究起点, 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通过查新提供有关专

如及时兑现专利授权后的奖金; 对已经许可实施的专
利在收益纳税后提取不低于 10% 作为发明人的报酬,

利检索报告, 提出专利对策、
措施和未来技术实施的可

或奖励给发明人一定比例的期股、期权, 激励他们进一

能性分析。同时在项目研发过程中, 实施动态管理, 要
求科研人员时刻关注专利申请的变化情况, 发现重复

步创新的热情。
( 3) 设立专职管理人员, 加大知识产权管理力度。

研究, 及时调整研究方向。 ∃ 建立科研成果公开审查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一个知识、人才、成果密集的地方,

制度。主要审查科研成果是否适合申请专利, 有关科

涉及大量的知识产权问题, 同时知识产权管理是一项

研成果在发表论文、召开鉴定会或申报科技成果奖前
是否已经就有关研究成果申请专利, 是否已经完成了

融技术性和法律性于一体的综合业务岗位, 对管理者
的素质和经验要求较高, 设立专职管理人员应成为国

项目申报中提出的专利目标。否则, 应要求科研人员

家重点实验室的必然选择。如在国外大公司中, 美国

先申请专利再开展其他工作。 % 建立专利申请制度。

IBM 公司专利工程师有 500 多人, 德国西门子在外围

有条件的实验室应设立专利申请基金, 为本实验室的
专利申请、
维持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 解决科研人员申

为知识产权服务的工作人员达 1500 人, 索尼公司总部
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员工有近 300 人。

请专利的后顾之忧。 & 建立专利管理制度。对处于

其次, 国家重点实验室要积极开展有关保密制度

申请阶段的专利要适时关注其所处的状态, 对国家知
识产权局的专利审查意见要督促科研人员积极配合专

建设, 加强对流动科研人员的管理。在科研人员开展
研究工作之前, 签订保密协议, 并约定好 知识产权归

利代理人作好答辩陈述, 为专利早日授权努力。再次,

属, 防止随科研人员的流动造成知识产权流失。同时

要对授权专利实施监控管理, 防止专利随人员流动而

把人与知识产权的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科技管理部门

流失或因付费问题被随意放弃。
( 2) 完善科技评价体系, 加强专利激励机制的建

应及时向人事部门通报科研人员的科研状况、
知识产
权情况, 人事部门则应把人员的聘用、
调资、流动与知

设。目前专利制度虽然处于博弈的劣势状态, 但不可

识产权保护联系起来, 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人事制度,

否认, 专利制度的激励模式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专利
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其规则是按市场经济规则和

防止专利流失或侵权行为的发生。

市场机制运作, 其激励是内在的, 同时由于专利权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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