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研发，保护创新 

----专利在创新活动中的价值与作用 



 

• 前言：专利的价值与作用 

• 产品立项阶段与知识产权工作 

• 产品研发创新阶段的专利利用 

• 开放创新下的知识产权运营 

 



 

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 专利的定义： 

是由政府机关或者代表若干国家的地区性机构根据申请所
颁发的一种文件，这种文件记载了发明创造的内容，并
在一定的时期内产生这样一种法律状况，即获得专利的
发明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专利权人的许可才能予以实施。
——《新专利法详解》 

 

实质上：发明人公开技术内容，换取法律（条约）赋予的
独占实施权、独占市场经营权 



 
保护 

技术创新 

保障 

市场利益 

提升 

品牌形象 

获得 

政府资助 

创造 

运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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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作用 



   

90% 

10% 

        全世界最新的发明创造

信息，90%以上首先都是通

过专利文献反映出来  

60% 40% 

节约研究开发经费 缩短研究开发周期 

充分利用专利文献的效果 

专利的作用：高创新水平的有效工具  



 

专利的作用：提高创新水平的有效工具  

• 技术信息   提高研发起点  

• 经济信息   发展趋势分析和预测 

• 法律信息   避免侵犯他人专利权 



 

产品研发与知识产权生命周期各阶段 

战略制定 产品研发 产品工程 产品上市 产品管理 

锁定新技术、合作
伙伴及市场机会 

商标选择 

品牌制定 
   商标及品牌维护 

新创意 技术交底书 
专利申请 

与答辩 

专利组合 

管理 
实施与许可 

Product Development Lifecycle Stag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fecycle Stages: 

确认创意 

和新颖性 

判定是否值得 

申请专利 

申请专利 

保护创意 

专利组合维护 

（全球） 

专利许可 

法律维权 



 

• 前言：专利的价值与作用 

• 产品立项阶段与知识产权工作 

• 产品研发创新阶段的专利利用 

• 开放创新下的知识产权运营 

 



 

产品研发周期中的知识产权工作 

战略制定 产品研发 产品工程 产品上市 产品管理 

• 市场需求 

• 商业价值评估 

• 技术调研 

• 背景技术检索 

 

 

• 竞争与合作 

• 识别竞争/合作方 

• 市场参与者态势分析 

• 风险 

• 侵权风险评估 

• … 

• 技术方案 

• 寻找技术方案 

 

 

 

• 技术跟踪 

• 风险 

• 竞争对手专利保护策略 

• 全面检索专利避免侵权 

• 规避专利设计 

• … 

• 持续跟踪 

• 竞争对手跟踪 

 

• 新产品跟踪 

• … 

做什么 怎么做 市场推广与投资回报 各个阶段的任务 

专利研究的作用 

• 技术总体分布 

• 明确研发方向 

• 识别核心技术 

• 了解技术发展趋势 

• 充分利用无效专利 • 技术跟踪 



 

项目立项 -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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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研发策略的 

基础和前提是什么？ 

 
  



 

产品立项 

 竞争情报、技术情报、知识产权风险分析及合作伙
伴的筛选是产品立项的基础 

  

 全面了解目标市场的市场应用、竞争格局、现有技
术和知识产权障碍是企业研发战略制定的前提 



 

研发方向选择 – 市场因素 
• 了解市场 – 该技术都在哪些国家进行了市场布局？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近五年的专利公开地域分布 

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俄罗斯、巴西、东南亚等成为全球车企主要布局市场 



 

研发方向选择 – 技术概览 

电子电路 
齿轮装备 

传感器 

制动释放信号 压力阀门 

传感器信号 

信号处理和计算 

我们的研发是跟着技术潮流，还是逆向思维
从非热点区域寻找突破？ 



 

研发方向选择 – 技术研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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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不同技术点的研发趋势如何？ 

• 哪些技术点已经被充分研发？哪些技术点还存在潜在的技术突破或创新的可能？ 



 

研发方向选择 – 技术研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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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有哪些新技术点出现？ 

• 了解最新技术点 

 

• 最近三年有哪些技术点不再出现？ 

• 为什么这些技术点不再有人

研究？对我们的研发有什么

指导意义？ 

Technology Trends in Last 3 Years   

      

Last 3 Years is: 2013 - 2011 

      

Terms First Used in Last 3 Years   Terms No Longer Published in Last 3 Years 

X22-X08 [3]   X22-C02D2 [35] 

M29-D [3]   X22-N [31] 

S01-G07 [3]   S02-F03A [16] 

S02-F03X [3]   X22-C [14] 

X22-K11 [3]   X22-E02A [14] 

S06-K02 [2]   D05-H09 [14] 

W04-M01C1C [2]   T03-N01 [13] 

S02-A02C [2]   U21-B01 [12] 

M26-B09 [2]   X22-H [12] 

X22-G01E [2]   A12-P01A [12] 

M26-B09M [2]   Q18-A01G [10] 

X13-F [2]   X22-X06L [10] 

W04-M01C9 [2]   X25-D01 [8] 

A11-C01C [2]   X21-A01D1 [8] 

S02-B08E [2]   V06-M06 [8] 

A01-E07 [1]   B04-E03 [7] 

L03-A01B1 [1]   B12-K04F [7] 

T01-J12D [1]   B04-N03 [7] 

T01-J18 [1]   X22-P04 [7] 

T01-J10B1 [1]   X22-C02D4 [7] 

T01-J05A2M [1]   B14-A01B4 [7] 

S06-D01B [1]   A12-S06C [7] 

Q17-N [1]   X22-E10 [7] 

T01-E02A [1]   X22-H01 [7] 

T01-J08A2 [1]   D05-H07 [7] 

T01-J30D [1]   X22-X03 [7] 

T01-N02A3 [1]   X22-F02 [7] 

A05-F01E [1]   W04-M01B1 [7] 

T06-A04B1 [1]   B14-S11B1 [7] 

E31-P02D [1]   A11-B07A [6] 

A08-C06 [1]   B04-E02 [6] 

U11-C09X [1]   A12-T04 [6] 

E34-B01 [1]   W01-A03B [6] 

U13-A01 [1]   X11-J05X [6] 



 

研发方向选择 – 技术研发趋势 
• 利用TDA对比近两年和近五年的技术词汇，通过最新出现的技术词汇研读汽

车自动驾驶技术动向 

• 自动驾驶系统 

• 加速装置 

• 传感器数据 

• 一致性 

• 信心级别 

• 概率 

• 介入 

• 乘客眼部活动 

• 可预测行为 

• 紧急控制 

• 意外 

• 相邻物体 

• 酒精 

• 行为数据 

• 行为改变方法 

• 车后贴 

• 变换车道 

• 导电材料 

• 地理图片关联方

法 

• 能源供应单元 

• 铝合金 

• 温度 

• 精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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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方向选择 – 竞争情况 
• 专利权人排名分析 

• 了解领域内处于重要地位的专利权人 

• 了解领域内可收购企业（专利量较少，但是创新性较强） 

   现代 

   丰田 

  韩国万都 



 

研发方向选择 – 竞争情况 
• 丰田和现代的技术侧重 

• 从专利角度看 

 

• 丰田的研发技术优势主要集

中在传感器领域 

 

• 现代的很多技术研发放在传

动装置（机械、电子） 



 

研发方向选择 – 竞争情况 
• 近三年专利权人变化情况 

• 近三年的专利权人发生了

哪些变化？ 

 

• 新进入企业有哪些？他们

的切入点是什么？目前的

研发状况如何？我们应当

采取什么态度？（收购？

合作？技术引进？） 

 

• 哪些企业退出了这个领域，

他们的专利现在如何处置

的？我们对于这些企业的

专利策略如何？ 

Top Organizations in Last 3 Years   Organizations First Published in Last 3 Years   Organizations No Longer Published in Last 3 Years 

MANDO CORP [29]   DONGAH HITECK CO LTD [8]   SIEMENS AG [42] 

HYUNDAI MOBIS CO LTD [27]   BYD CO LTD [6]   CONTINENTAL AUTOMOTIVE GMBH [32] 

BOSCH GMBH ROBERT [23]   WANXIANG QIANCHAO CO LTD [4]   PEUGEOT CITROEN AUTOMOBILES SA [30] 

ADVICS CO LTD [16]   WANXIANG GROUP CO [4]   NIPPON SEIKO KK [24] 

HYUNDAI MOTOR CO LTD [10]   UNICK CORP [3]   NTN CORP [21] 

WUHU BETHEL AUTOMOTIVE SECURE 

SYSTEMS LT [9] SANUMA DENKI KK [3]   DELPHI TECHNOLOGIES INC [18] 

INFAC CORP [9]   HOSEI BRAKE IND CO LTD [3]   HITACHI LTD [17] 

DONGAH HITECK CO LTD [8]   

TIANHE AUTOMOTIVE COMPONENTS SHANGHAI 

CO [3] WABCO GMBH [15] 

NIPPON CABLE SYSTEM INC [7]   UNIV UFA AVIAT TECH [2]   MAZDA KK [12] 

TOYOTA JIDOSHA KK [7]   

BEIJING JINGWEI HIRAIN TECHNOLOGY CO 

LTD [2]   ASMO CO LTD [11] 

UNIV NANJING SCI&TECHNOLOGY [6]   AGGARWAL A [2]   VOLKSWAGEN AG [10] 

BYD CO LTD [6]   UNIV UFA AVIATION TECH [2]   EASTMAN CHEM CO [10] 

CHERY AUTOMOBILE CO LTD [6]   SHENZHEN BYD AUTO R & D CO LTD [2]   DURA GLOBAL TECHNOLOGIES INC [10] 

HITACHI AUTOMOTIVE SYSTEMS LTD 

[5]   VARMA A [2]   

MERITOR HEAVY VEHICLE BRAKING SYSTEMS UK 

[10] 

CONTINENTAL TEVES & CO OHG AG 

[5]   TOYOO BRAKE IND CORP [2]   SAMSUNG ELECTRO-MECHANICS CO [10] 

WANXIANG QIANCHAO CO LTD [4]   SISTLA K V [2]   ITT MFG ENTERPRISES INC [9] 

WANXIANG GROUP CO [4]   

NANJING AISIFU AUTO TECHNOLOGY CO LTD 

[2]   SONY CORP [9] 

MITSUMI ELECTRIC CO LTD [4]   BRANDT J [2]   GLAXOSMITHKLINE BIOLOGICALS SA [9] 

AKEBONO BRAKE IND CO LTD [4]   SSANGYONG MOTOR CO LTD [2]   MATSUSHITA DENKI SANGYO KK [8] 

GENDAI JODOSHA KK [3]   SL CO LTD [2]   NISSHIN KOGYO KK [8] 

UNICK CORP [3]   ANANTHAKRISHNAN A N [2]   CANON KK [8] 

FUJI HEAVY IND LTD [3]   SHRALL J [2]   RENAULT SAS [7] 

KNORR-BREMSE SYSTEME 

NUTZFAHRZEUGE GMBH [3] HOSHO BRAKE KOGYO KK [2]   ADVIX KK [7] 

CHONGQING CHANGAN AUTOMOBILE CO 

LTD [3] WEISSMANN E [2]   AIWA KK [7] 

FORD GLOBAL TECHNOLOGIES LLC 

[3]   BACE M [2]   ROSENDAHL H [7] 

SANUMA DENKI KK [3]   NAVEH A [2]   PELLINGRA S J [7] 

HOSEI BRAKE IND CO LTD [3]   ANHUI JIANGHUAI AUTOMOTIVE CO LTD [2]   RENAULT TRUCKS [7] 

TIANHE AUTOMOTIVE COMPONENTS 

SHANGHAI CO [3] 

UNIV CHINA MINING&TECHNOLOGY BEIJING 

[2]   MOBIL OIL CORP [6] 

UNIV UFA AVIAT TECH [2]   ROWLAND M T [2]   BENSCH U [6] 



 

全球研发资源考察 

• 在哪些国家建立研发中心更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已有人才？ 

• 在哪些国家建立合作联盟更能充分利用已有研发成果？ 



 

人力资源引进 
• 丰田公司在某技术领域的研发团队成员情况 



 

人力资源引进 
• 丰田公司在某技术领域的研发团队合作情况 

• 丰田公司的核心发明人是谁？ 

• 合作最多的团队成员？独立发明最多的成员？ 

• 无法引进核心成员时，是否可以考虑团队成员？ 



 

本领域的知识产权风险评估 



 

数据来源：Thomson Innovation 

分析工具： Thomson Innovation 

检索截止日期：2014年12月2日 

竞争态势与知识产权风险识别 
              VS B A 

防御性策略(DS): 

您可能侵权吗? 

您是否正在使用与A公司的
技术非常相似的方法? 

进攻性策略(OS): 

公司A可能侵权吗? 

他们是否正在使用与您的技术非
常相似的方法? 

技术策略(TS): 

公司A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是否需要引进专利许可? 
中间地带: 

也许在这个领域您和公司A的技术
旗鼓相当？ 

是否有合作的空间?或者是否应该
对侵权和被侵权保持预警？ 



 

知识产权管理的价值 - 产品立项阶段 
• 由此可见，在产品立项阶段知识产权管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 通过知识产权的有效管理，企业可以在产品立项之初就对整体市场竞争态势、
竞争对手布局、技术前沿等关键信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从而为产品立项
最终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 通过知识产权的有效管理，对于是否将要投入资源进行深度研发的产品，其核
心技术优势的理解和竞争对手核心技术的有效规避及风险控制有着重大的意义 

• 通过知识产权的有效管理，通过具有相似技术的公司与研究机构分析、真正拥
有研发能力的人员分析，对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甄选。从而对于是否选择独立
研发、是否需要通过技术引进或转移获取技术积累从而加速研发过程起着决定
作用 



 

• 前言：专利的价值与作用 

• 产品立项阶段与知识产权工作 

• 产品研发创新阶段的专利利用 

• 开放创新下的知识产权运营 

 



 

产品研发 – 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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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研发方案？ 



 

产品研发- 技术方案与创意的获取 

 创意的灵感并不意味着苦思冥想、闭门造车 

 开放式的创新思维，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市场需求和
技术最前沿，才可以让企业创新站在巨人的肩膀！ 

 



 

产品研发： 从科技论文中找到灵感 

数据来源：Thomson Innovation 

分析工具： Thomson Innovation 

检索截止日期：2014年12月2日 

• 同时可以依据被引用次
数排序，从而快速找出
最具影响力的文章 

 

 



 • 失效专利： 
– 失去专利权保护的专利（过期，未交费，驳回，视撤…） 

– 属于公知技术 

– 可以免费无偿使用的技术 

• 失效专利         无用的技术 

– 用好失效专利技术可能带来巨大的财富 

在1972年，美国人费莱·瓦尔丁在美国专利商
标局查阅到一份微电脑技术的失效专利。经过
冷静地分析，他决心与人合伙，投资50 万美
元成立微电脑公司，成就了今天的苹果电脑公
司 

日本一位石川的工厂主准备投资生产一种轻型
隔热建筑材料当时国外有些厂商已在日本获得
有关这种材料的专利但有效期即将届满。石川
掌握这情报后便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二次
开发待专利有效期一过立即大规模地制造、销
售根据上述专利研制改进成功的新型建筑材料
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借鉴他人成果实现自身
产品开发的方法已是现代工业发达国家常用的
一种手段。 

免费的午餐：失效专利 



 

发现核心专利 
• 一般来讲，核心专利指的是制造某个技术领域的某种产品必须使用的技术所对
应的专利，而很难通过一些规避设计手段绕开 

 

• 核心专利的判断 

 权利要求与技术内容 

 同族专利数量 

 专利引证（次数、自引、被引） 

 相关诉讼 

 产业链分析 

 专利付费与维持 

 专家意见 

 



 

 
专利引证关系分析技术进步路线 
一技术起源回溯 

核心
专利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 

回溯第
一代 

回溯核心技术起源历程 

回溯第
二代 回溯第

三代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核心
专利 

跟踪技术新进展 

……… 

跟踪第
一代 跟踪第

二代 

跟踪第
三代 

专利引证关系分析技术进步路线 
一技术发展最新前沿 



 

2003年- GB23873588 

-车内外连接加固结构 

2010年- US 20100270830A1 

-侧窗加固结构 

……… 

2007年- US8393672B2 

-交叉结构靠近车外部 
2012年- US8210602B2 

-车顶部结构 

……… 

2000年- EP1036728A1 

-横梁结构 
2012年- DE102011101551A1 

-车顶后部结构 

……… 

激发研发创意及防侵权分析 
其他公司对马自达技术的借鉴与改进 



 

激发研发创意 – 技术功效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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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利研读对专利功能和效果进行分组 

通过TDA二维报表生成功效矩阵 

功效矩阵是一种对专利技术内容进行深

层次分析的有效方法。通过功效矩阵的

研究，可以一目了然地掌握“专利雷区”

和“专利空白区”分布情况，可有效加

强“专利部署”，在了解技术现状、分

析竞争对手和协助制定技术发展战略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 



 

 
 
技术自由实施尽职调查(FTO) 
• 对一项技术的自由实施（Freedom to Operate或FTO)指的是实施人可在不侵犯
他人专利权的前提下对该技术自由地进行使用和开发，并将通过该技术生产的产
品投入市场 

 

• 国内企业在销售新产品或将已有产品销往国外的新市场时，经常会遇到专利纠纷
，被诉侵权而被处以高额赔偿，还有可能被颁布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禁令，使得国
内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连连碰壁。要改变这种被打局面，必须通过自由实
施（FTO）专利检索与分析来评估专利侵权风险，并基于评估结果尽快向客户作
出不侵权的保证，或对产品进行规避设计来避免侵权并降低涉诉风险 

 

• 在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中，法院根据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对赔偿额
度作出决定，而侵权人是否构成故意侵权也是法院考量的一个因素。若FTO尽职
调查报告的评估结果显示被调查的技术不构成对其他专利权的侵犯，则即使该技
术最终被认定侵权，法院也会因侵权企业不构成故意侵权（Willful 
Infringement）而在认定赔偿额时作出较低的裁决。由此看来，FTO尽职调查
有助于为使用该技术的企业减少经济损失，带来商业价值 



 

专利申请：了解现有技术，提高审查通过率 

德温特改写的标题 

 德温特提炼的摘要 

• 仔细研读、深入理解现有技术专
利文献是确保成功申请的前提 

 

• 除此以外，专利的申请规划、专
利说明书的撰写、专利代理人的
选择、原材料供应商的知识产权
风险管理等多个方面，都应该伴
随着产品研发深入的同事逐步快
速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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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发展向未来科技的圈地运动。 在

早期获取和保护专有技术的知识产权，

设置阻止竞争对手围栏，阻止竞争对手

在新的技术领域发展 

方法： 

• 针对某技术领域或某产品，了解其技术发展

情况，发展方向 

• 分析技术发展的动态趋势 

• 我们的企业如何具有超越竞争对手的技

术和知识产权优势 

 

 

 

申请专利：抢占新科技领域的至高点 

----“专利的圈地运动” 



 

利用专利布局保护核心技术 

•             企业面对激烈变化、严峻挑战的环境，主动地利用专利制度

提供的法律保护及其种种方便条件有效地保护自己，并充分利用专

利情报信息，研究分析竞争对手状况，推进专利技术开发、控制独

占市场；为取得专利竞争优势，为求得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而进行

总体性谋划称为专利布局 。 

•       专利布局主要包括专利的技术布局和地域布局 

 

• 布什么？布何处？何时布？针对谁布？布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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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围篱”策略作为创新技术保护的组成部分，形成
专利包围，从而通过外围专利申请和专利布局以应对
未来潜在的风险 

Best Practice: 

基于大众的一篇核心专利 
DE19721565A1 - 行人保护装置  
 
 
 
 
 
 
瑞典奥托立夫公司（图中绿色
专利权人）已经形成完善的保
护策略 

专利申请：围绕核心技术加强保护 



 

知识产权管理的价值 - 产品研发阶段 
• 伴随着产品研发的不断深入， 企业的专利组合应该具备一定的数量规模、
保护层级分明、功效齐备，从而获得在特定领域的技术竞争优势以及专利保
护优势 

•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遇到知识产权障碍，即发现己方的产品设计或技术特性存
在潜在风险，应积极主动进行改良或创新以达到有效规避竞争对手专利侵权
的风险 

• 如果该障碍无法规避，则应慎重考虑付费获得相应专利授权或与竞争对手协
商进行交叉许可等其他合作的可能。同时，积极布局外围专利从而有效“围
篱”竞争对手，使得己方的专利布局在应对未来潜在的风险时不落下风 



 

• 前言：专利的价值与作用 

• 产品立项阶段与知识产权工作 

• 产品研发创新阶段的专利利用 

• 开放创新下的知识产权运营 

 



 

企业开放式创新成为潮流，技术转移与成果转
化日趋活跃 

• 如今，公司开放各种创新资源 



 

成果转化转移的基本需求 

业务领域、技术领域 

专利组合 

专利收购和引进 

业务领域、技术领域 

专利组合 

专利转让和授权 

哪些专利组合？ 

如何选择？ 目标客户？ 

人脉？ 

同行？ 
Google？ 

行业会议？ 

运气 

政府推介？ 



 

寻找领域内的新进入者 

工具：Thomson Data Analyzer 

新进入企业或许更
需要引进核心技术
快速进入市场？ 



 

基于专利引用关系寻找合作企业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核心
专利 

……… 

跟踪第
一代 

跟踪第
二代 

跟踪第
三代 

工具：Thomson  Innovation 

专利引用反映了企业
在核心专利基础上的
进一步研发投入 



 

成果应用：许可与转让机会分析  

 

工具：Thomson  Innovation 



 

石墨烯 – 透明薄膜面板领域主要的专利权人 

三星专利数量最多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