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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分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通过探讨国家重点实验室实施知识产权管理的

优劣势, 提出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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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知识产权已经超越有形

资产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知识产权的

保护也已成为科技竞争的必然趋势。国家重点实验

室作为国家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

重要基地, 要实现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

设服务的功能, 就必须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

管理。

1 国家重点实验室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每年面向国家战略需求, 承担了大量重

大项目、科技攻关任务, 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科技成果, 但目前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知识

产权结构不合理, 以专利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流失严

重, 极大地阻碍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对原始创新性成

果的取得和利用, 制约了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提升。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九

五 ! 期间, 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的科研任务年均

增长率为 11%, 科研经费年均增长达 24% ;  十

五 ! 头 3年, 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的科研任务年

均增长率为 33% , 科研经费年均增长达 29%。论

文发表数由 1999年的 14 360篇增加到 2003年的

28 480篇, 年均增长率为 19%, 并连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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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意, 专利的增长速度

明显低于科研项目和论文的增长水平, 专利拥有数

与论文发表量差距惊人, 知识产权结构畸形。

从表 1可以看出从 2000年至 2002年, 国家重

点实验室每年专利拥有数约占论文发表数的 2%左

右, 每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均拥有专利仅为 2. 5

件。从 2000年至 2002年,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

经费投入共计约 47. 06亿元, 平均 390. 6万元产出

专利 1件, 专利生产率明显偏低。

表 1 2000 2002年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关科技指标情况

时间

/年

重点

实验室 /个

专利拥有

数 /项

论文发表

数 /篇

科研经费

投入 /亿元

专利数占

论文发表

数 /%

2000 156 373 17 149 13. 12 2. 2

2001 164 367 20 400 14. 81 1. 8

2002 158 465 20 435 19. 1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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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专利和论文虽同属知识产权范畴, 但它们的作用

却大相径庭。论文作为版权, 一旦公开发表, 其中

包含的技术成果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 而专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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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产权, 是国家赋予发明人一定时期的垄断

权。发明人通过将专利技术公开, 获得在一定时期

内对该技术的垄断。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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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形式出现, 则意味

着国家投入大量物力、人力、财力的科学研究成

果, 已经进入公有领域, 可以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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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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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须将研究

成果全面专利化, 这样才能有效保护技术的独占

性, 抢占技术高地, 推动我国整体基础研究工作向

国际先进水平迈进。

2 国家重点实验室知识产权管理的优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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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04年年底, 我国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共

有 160个。这些国家重点实验室每年围绕国家战略

目标、针对科学发展前沿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

国家安全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开展了一系列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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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进入临床试验的预防 SARS的药品, 对

国民健康做出了很大贡献。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工作具有先天的资

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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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结构特点增加了知

识产权管理的难度。

2. 1 传统体制仍居主导地位, 知识产权意识薄弱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科研人员习惯于  完成

科研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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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着手改造旧的科技体制, 把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

管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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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依然薄弱。据对中国科学院

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 53. 6% 的科研人员认为, 获

奖比取得专利权光荣。在查阅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利

统计资料时, 我们发现有关专利的数据统计不完

整, 而且同一部门在不同年份运用的专利统计方法

也不一致, 缺乏连续性, 无法与同期的论文统计和

报奖统计资料相比,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有关管

理部门知识产权意识薄弱, 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

利管理仍不够重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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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科技创新的激励

制度, 且相互之间具有替代关系。科技人员在选择

激励制度时, 会在专利制度和科技奖励制度两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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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激励过程中不仅给

予创新者较为固定的成果奖励, 还会陆续给予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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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市场作为评判的, 是经过实施产生的效果价值。目

前专利市场化存在较大难度和风险, 因此对科研人

员来说, 科技奖励制度风险小, 收益大, 多数人选

择了前者。

2. 3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开放性、流动性增加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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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和吸引流动人员的科研管理模式, 即研究队伍

由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组成。少量固定人员以学

科、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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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研究人员数量由学科、学术带头人 (首席专

家 ) 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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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于吸引国内外优秀科技人才, 促进

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 但科研人员的流动性以及

实验室的开放性增加了知识产权管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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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知识产权管理的

思考

3. 1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的规章制度

国家重点实验室要科学管理好知识产权, 首先

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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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研究成果, 维护国家

利益。其中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虑。

( 1) 建立查新检索制度 全世界专利文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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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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资料表明, 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 可以减少 90% 的创造时间, 降低

75%的成本, 减少 60%的风险。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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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专利检索报告, 提出专利对策、措施和未来技

术实施的可能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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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重复研究, 及时调整研究方向。

( 2) 建立科研成果公开审查制度 主要审查科

研成果是否适合申请专利, 有关科研成果在发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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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已经完成了项目申报中

提出的专利目标, 否则, 应要求科研人员先申请专

利再开展其他工作。

( 3) 建立专利申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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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持提

供可靠的资金支持, 解决科研人员申请专利的后顾

之忧。

( 4) 建立专利管理制度 对处于申请阶段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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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代理人

作好答辩陈述, 为专利早日授权努力。再次, 要对

授权专利实施监控管理, 防止专利随人员流动而流

失或因付费问题被随意放弃。

3. 2 完善科技评价体系, 加强专利激励机制的

建设

目前专利制度虽然处于博弈的劣势状态, 但不

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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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和市场机制运作, 其激励是内在的, 同时由于

专利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 知识产权的获得、使

用、转让等都具有主动性, 而奖励制度的激励机制

实际上是外部主导型的, 即政府主导型, 知识产品

的创造者处于被动地位, 其动力是外在的, 而不是

内在的。其次, 专利制度的作用是全面、持续、长

久的, 因而具有根本性, 而奖励制度就物质奖励方

面而言, 所起作用则多是一时性、一次性、阶段性

的。如果完善和加大专利激励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

的成熟, 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会主动选择专利制度

来保护创新。

首先要改革科技评价体制, 纠正主要以论文发

表量和报奖来评价个人学术水平的做法, 加大专利

指标在科技评价体系中的比重, 引导科研人员认识

到专利的重要作用, 并逐渐树立起正确的专利意

识; 第二,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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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科研人员在职务发明中的经

济权益, 切实保障法律赋予发明人对职务发明所享

有的奖励权和报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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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奖励给发明人一定

比例的期股、期权, 激励他们进一步创新的热情。

3. 3 设立专职管理人员, 加大知识产权管理力度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一个知识、人才、成果密集

的地方, 涉及大量的知识产权问题, 同时知识产权

管理是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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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人员应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必然选择。如在国

外大公司中, 美国 IBM公司专利工程师有 500多

人, 德国西门子在外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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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重点实验室要积极开展有关保密制度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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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 防止随科研人员的流动造成知识产权流失,

同时把人与知识产权的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科技管

理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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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与知识产权保护联系起来, 建立责、

权、利相统一的人事制度, 防止专利流失或侵权行

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R eferences) :

[ 1] 顾金亮.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的中美比较 [ J] , 中国软

科学, 2004 ( 4 ): 16 21.

[ 2] 国家科学技术部. 2004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年报 [ Z]. 2005.

[ 3] 郭丽峰, 高志权.我国鼓励自主知识产权政策措施评述 [ J ],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4 ( 7) : 33 37.

[ 4] 张伯玲.知识产权将取代科技奖励? [ J] , 科技中国, 2005

( 8) : 11 12.

[ 5] 汪成楚.高校应重视无形资产的管理 [ 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02, 19 ( 4 ): 127 130.

[ 6] 杨兆平, 黄付宁, 吴敏. 强化高校无形资产管理的思考 [ J ].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05, 22 ( 10) : 156 161.

134 实 验 技 术 与 管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