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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专利调查数据， 本章从因果关系视角研究加强专利保

护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进一步考察企业专利动机、 专利数量及结构和保

护途径选择三类因素对专利保护研发促进作用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
（１） 与传统市场动机相比， 强专利保护不能促进基于行政驱动和战略驱动

的企业继续增加研发投入； （２） 专利积累规模对研发推动作用具有显著的效

应， 而专利结构 （使用发明专利在全部专利中的比重来表示） 对研发支出的积

极效应并不显著； （３） 行政保护的利用对研发推动作用具有积极的影响。

问题提出

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利保护制度需要在激励创新所带

来的动态高效以及市场垄断所带来的静态低效之间维持基本的平衡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１９６９； 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 １９９０）。 围绕着专利保护增强是否能够增加企

业研发投入并以此促进企业创新， 学术界开展了激烈的争论。 Ｊａｆｆｅ 和 Ｌｅｒｎｅｒ
（２００６）、 Ｂｏｌｄｒｉｎ 和 Ｌｅｖｉｎｅ （２００８）、 Ｂｕｒｋ 和 Ｌｅｍｌｅｙ （２００９） 强调专利保护

并没有促进企业研发， 甚至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研发的积极性； 过分热

衷于专利保护将导致社会中垄断的无效性， 同时也限制了知识的分享。
从跨国经验的层面来看，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３） 发现， 严格的专利保护加剧

了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垄断权利， 削弱了研发激励并降低了全球技术进步的速

度。 Ｓｈａｐｉｒｏ （２００１） 进一步指出， 过强的专利保护将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

学习成本， 从而不利于技术追赶。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 专利制度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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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 （Ｇｉｌｂｅｒｔ， ２０１１）， 但依然显示出对于创新的正

向激励功能。 Ｙａｎｇ 和 Ｍａｓｋｕｓ （２００１） 指出， 借助技术许可和外商直接投资

途径，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有利于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速率的提升。
基于以上学术研究争论， 借助实证研究讨论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果就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对此， Ｇｉｎａｒｔｅ 和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７） 通过构建

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发现更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提升全球的创新发

展； Ｋａｎｗａｒ 和 Ｅｖｅｎｓｏｎ （２００９） 以及 Ｃｈｅｎ 和 Ｐｕｔｔｉｔａｎｕｎ （２００５） 基于跨国宏

观数据， 分别考察了专利保护对一国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 发现国别

专利保护与研发投入及创新产出具有正相关性； 在基于微观数据考察专利保

护强度的创新作用机制方面，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１９８６） 指出专利保护对企业研发的

影响依产业而异； 尹志锋等 （２０１３） 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增强通过增加企

业研发投入和外资进入来提升东道国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 发现促进研

发投入的作用机制显著。
既有研究对于理解专利保护强度的创新促进效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

上述研究在因果关系识别上还有待完善。 不论是采用联立方程组， 还是滞后

阶段的专利保护水平 （Ｃｈｅｎ 和 Ｐｕｔｔｉｔａｎｕｎ， ２００５； Ｋａｎｗａｒ 和 Ｅｖｅｎｓｏｎ， ２００９）
来解析专利保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均存有异议： 专利保护程度本身具有自相

关性， 上述实证策略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基于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

生性问题， 但得到的政策效果可能还受到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 未能真正从

实证层面得到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 从研究设计及数据信息层面来看， 能较

好避免双向因果关系， 同时分离专利保护增强促进研发增加的作用效果的途

径是问卷调查。 在问卷调查中， 可直接询问企业诸如 “如果专利保护增强，
你是否会增加研发投入” 之类的问题取得第一手研究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此类调查通常具有高实施成本、 低回收比率等特征， 在美国、 欧洲、 日

本、 韩国等国家的创新调查和国家专利调查中鲜有尝试， 我们也尚未发现基

于调查数据考察专利保护创新促进效果的国际文献。
本章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调研、 收集整理的大规模专

利调查数据， 研究专利保护对推动创新的影响。 本章在以下两个维度丰富了

既有文献： 一是基于问卷中提出的问项 “专利保护强度 （加强） 对企业研

发投入影响” 所含信息， 从因果关系角度识别专利保护增强对于企业创新

投入的影响； 二是基于本国创新企业 “专利动机、 专利结构、 保护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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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解释强保护的研发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为特征和创新活动企业间的结构

差异。 本研究对于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的探讨， 将为我国强化专利保护

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为企业充分发挥专利保护的创新促进效应、 实现创

新驱动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研究假说和设计

研究假说

　 　 专利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受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技术积累和国家政策

的影响 （Ｍａｓｋｕｓ， ２０００； Ｃｈｅｎ 和 Ｐｕｔｔｉｔａｎｕｎ， ２００５）。 发达国家的理论研究

和市场实践表明， 强专利保护能提升技术可专有性①， 增加创新收益， 进而

激励企业研发。 然而， 专利保护的研发激励效果会因特定因素而产生削减，
甚至发生改变。 例如， Ｍａｓｋｕｓ （２０００） 指出， 专利保护强度与经济发展间

存在 Ｕ 形关系， 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后， 知识产权保护的促

进效果方能显著体现， 如果尚未达到中等发达水平， 专利保护强度的提升可

能对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带来不确定影响。 类似地， Ｃｈｅｎ 和 Ｐｕｔｔｉｔａｎｕｎ
（２００５） 显示， 一个国家的专利保护强度并非单调地依赖于发展水平， 专利

保护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 Ｕ 形关系。 据此， 我们不仅需要从总体上考

察专利保护强度是否会促进企业进行创新， 更需要深入考察不同情境、 不同

影响因素对于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的调节效果。 从企业知识产权创造、 运

用、 保护和管理的战略环节及影响企业创新过程活动构成角度出发， 我们认

为上述因素应至少包括： 申请专利的动机、 获取专利的数量规模与质量结

构、 企业专利维权途径选择等。 基于此， 我们提出以下三组假说。
假设 １： 专利动机差异对研发促进效果产生不同影响， 政策驱动及战略

性动机将降低专利保护的研发激励效果。
政府通常可以借助行政力量在优先发展的企业和部门中配置资源， 通过

行政命令推动改革 （林毅夫， ２００３）。 在专利领域， 政府政策对于企业的专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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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行为亦表现出较强的影响。 当企业专利申请、 维持行为并非旨在获得并运

用专利技术， 而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政府资格认定、 行政考核硬性要求时， 必

然降低强保护的研发激励效果。 此外， 随着市场竞争条件下专利工具性属性

的增强， 专利制度也在产生异化。 Ｈａｒａｂｉ （１９９５）、 Ａｒｕｎｄｅｌ （１９９５）、 Ｃｏｈｅｎ
和 Ｇｏｔｏ （２００２） 以及 Ｂｌｉｎｄ 等 （２００６） 的研究表明， 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

下， 企业申请与维持专利并非仅局限于利用专利拓展市场、 保护研发成

果、 防止技术被模仿等传统职能， 而更多地表现出战略性的非实施特征，
如对竞争对手形成抑制或封锁、 宣传与提升企业形象、 形成专利和丛林

标准等。 与传统专利实施动机 （如旨在对专利进行产业化使用） 相比，
非实施动机更强调专利的宣传、 获取谈判筹码等战略性工具属性， 对于

传统研发的依赖性降低， 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

效应。
假设 ２： 专利数量及质量结构与专利保护对研发的促进作用呈正相

关。
专利数量是企业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表征。 随着专利累积数量增

多， 企业能够获得更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与经营利润， 进而在维持专利数量

规模与持续研发创新间形成良性循环。 专利质量结构是指发明专利、 实用新

型专利和设计专利的比例。① Ｋｉｍ 等 （２０１２） 的研究发现， 在技术追赶的阶

段， 获取实用新型专利是一条有效的学习路径。 Ｍａｓｋｕｓ 和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 （１９９９）
的历史研究也发现， 在日本技术追赶过程中， 实用新型带来的技术溢出作用

显著。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实用新型较发明专利质量更低， 不利于企业达到创

新前沿。 关于这一点， Ｋｉｍ 等 （２０１２） 和 Ｂｅｎｅｉｔｏ （２００６） 的研究表明， 如

果一个企业希望实现更高的技术能力， 它应该投资到发明专利而非实用新型

上。 据此， 我们推断， 企业的专利结构的优化 （企业专利中发明专利占比

越高） 将带来更大的研发激励效果。
假设 ３： 如果企业能够主动运用专利行政、 司法制度来进行专利维权，

专利保护增强的研发促进效应更显著。
中国的专利保护具有 “双轮驱动” 特点， 即企业可以选择行政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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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有三种类型的专利：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 不同于发明专利， 实用

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在授权时不需要进行实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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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护两种不同途径来进行维权。 尽管学术界对于应该以行政保护为主导

还是以司法保护为主导尚存在诸多争议， 但两者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及其互补

性也为社会所普遍认同。 其中， 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赋予了司法保护以制度

优势； 行政执法具备简便、 快捷、 效率高的优势， 在使专利侵权成本大幅提

高的同时使维权成本显著降低； 对此我们预期， 如果企业能够更充分利用两

种维权机制， 专利保护强度增强所带来的研发促进效应更大。

数据与模型设定

我们使用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专利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检验。 国家知识产

权局自 ２００８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专利调查， 其中， ２０１３ 年调查的样

本框为 ２０１２ 年国内授权专利。 调查为抽样调查， 采用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

方法， 同时辅以配额抽样。 ２０１３ 年调查的抽样框包括 ７７７３０８ 件专利； 抽取

样本覆盖 ２６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共 ６５ 个城市。 ２０１３ 年调查涉及专利

权人共 １１１４１ 个， 企业 ９１６１ 家； 抽取专利 ３３６６７ 件， 其中企业专利 ２２６１５
件。 调查最终回收率为 ８７ ７％ ， 其中有效问卷占 ９３ ７％ 。。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专利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如下问题： “专利保护强度 （加强）
对您所在企业研发投入有何影响？” 答案选项包括 “保护强度增强研发投入

增加” “保护强度增强研发投入减少” “没有明显影响” 及 “不清楚”。 该

问项信息有利于揭示专利保护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因果关系。 另外， 问卷也涵

盖了较为丰富的、 有利于揭示政策效果差异性的变量信息 （后文将详述），
同时还包括能够反映企业基本特征的变量， 如企业所在省份、 所有制、 企业

规模、 企业资质 （是否为省级以上政府认定的知识产权企业、 是否为高新

企业、 是否为中央属企业） 等方面的信息。
我们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来验证假说 １ ～ 假说 ３ 是否成立。 由于被解释变

量为反映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大小的排序变量， 我们将采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
型进行回归分析 （Ｃａｍｅｒｏｎ 和 Ｔｒｉｖｅｄｉ， ２００５； Ｌｏｎｇ 和 Ｆｒｅｅｓｅ， ２００６）。 具体

的模型设定如下： 假设专利保护增强的研发促进效应取决于企业一系列特征

因素， 用向量 Ｘ 表示； 基于每个企业的特征会有一个潜在的政策促进效果

ｙ∗， 假定 ｙ∗ ＝ Ｘβ ＋ e， 且e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存在 ２ 个临界值 ａ１、 ａ２， 令

ａ１ ＜ ａ２。 当 ｙ∗小于或等于 ａ１时， ｙ 等于 １， 当 ｙ∗大于 ａ１且小于 ａ２时， ｙ 等于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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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当 ｙ∗大于 ａ２时， ｙ∗等于 ３。 具体而言， 令Φ 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我们

有如下回归方程：

ｐ ｙ ＝ １ ｜ Ｘ( ) ＝ ｐ ｙ∗
£ａ１ ｜ Ｘ( ) ＝ Φ（ａ１ － Ｘβ） （１）

ｐ ｙ ＝ ２ ｜ Ｘ( ) ＝ ｐ ａ１ ＜ ｙ∗
£ａ１ ｜ Ｘ( ) ＝ Φ ａ２ － Ｘβ( )－ Φ（ａ１ － Ｘβ） （２）

ｐ ｙ ＝ ３ ｜ Ｘ( ) ＝ ｐ ｙ∗ ＞ ａ２ ｜ Ｘ( ) ＝ １ － Φ（ａ２ － Ｘβ） （３）

其中， ｙ 为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果的排序变量， Ｘ 主要包括如下变量：
反映假说 １ 的变量， 包括企业专利维持行为的市场属性和企业战略性专利运

用强度； 反映假说 ２ 的变量， 包括企业的专利数量与专利结构变量； 反映假

说 ３ 的变量， 即企业维权方式选择及对专利行政执法的信心。 与此同时， 结

合数据可获得性， 我们在回归中还控制了一些反映企业资质的变量， 如企业

是否为经过省级以上政府认定的知识产权企业、 是否为高新企业、 是否为上

市企业、 是否为中央所属企业及企业所在的省份、 所处行业虚拟变量。

实证结果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１ 列举了分析中采用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信息。 除特殊说明外， 表

中的变量均直接取自专利调查的企业调查部分。 非直接取自调查问卷或需要

经过特定程序构建的变量包括： 市场型专利维持、 战略性专利运用强度、 有

效专利数量、 发明专利占比、 行政保护维权、 司法保护维权、 专利执法

信心。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Ｎ ＝４０６７）

变量 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ｄｙ 专利保护研发促进程度（１ ～ ３） ２ ４８ ０ ６１ １ ３

ｄｕｍ＿ｍａｒｋ 市场型专利维持 ０ ７９ ０ ４１ ０ １

ｆｓｓ＿ｒ 战略性专利运用强度 ０ ５６ ０ ２５ ０ １

Ｔｏｔｐａｔｇ 有效专利数量（１ ＝ 高于中位数） ０ ６０ ０ ４９ ０ １

ｉｎｖ＿ｓｈａｒｇ 发明专利占比（１ ＝ 高于中位数） ０ ５５ ０ ５０ ０ １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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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ｄｕｍ＿ａｄｍ＿ｂｈ 行政保护 ０ ８３ ０ ３８ ０ １

ｄｕｍ＿ｌａｗ 司法保护 ０ １５ ０ ３６ ０ １

Ｘｚｂｈｘｘ 专利执法信心 ０ ３１ ０ ４６ ０ １

Ｏｗｎ 所有制 １ ３２ ０ ６７ １ ３

ｓｃａｌｅ１ 企业规模（１ ＝ 大中型） ０ ６９ ０ ４６ ０ １

Ｚｃｑｙ 知产认定企业（１ ＝ 是） ０ ３４ ０ ４７ ０ １

Ｇｘｑｙ 高新企业（１ ＝ 是） ０ ７０ ０ ４６ ０ １

Ｓｓｑｙ 上市企业（１ ＝ 是） ０ １３ ０ ３３ ０ １

Ｚｙｑｙ 中央企业（１ ＝ 是） ０ ０７ ０ ２５ ０ １

　 　 注： 采用主回归方程中均没有缺失的样本进行统计。 专利保护研发促进程度中 １ ～ ３ 分别表示研

发投入减少， 研发投入没有明显影响或不清楚， 研发投入增加； 所有制变量中 １、 ２、 ３ 分别代表内

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我们用市场型专利维持、 战略性专利运用强度两个变量来刻画企业的

专利动机。 其中， 市场型专利维持变量的构造如下： 基于专利调查企业问

卷， 企业在回答维持专利的原因时提供的信息， 将选择至少涵盖如下一项

原因， 包括 “增加经济利润、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利用专利形成交换资

本或谈判筹码” “保护企业技术” 的企业定义为市场型专利维持企业， 记

为 １， 反之为 ０。 战略性专利运用强度变量的构造方法如下： 基于企业在回

答专利申请目的时提供的信息， 将企业选择 “利用专利抢占或拓展市场”
“防止本企业技术被模仿” 这两项传统专利实施动机外的其他选项数目与

企业在该题中的全部选项项数的占比， 来反映企业非实施专利申请动机所

占的比重。
本章用专利数量、 发明专利占比两个变量来刻画企业的专利特征。

其中， 基于企业名， 从有效专利库中计算企业截至 ２０１２ 年的有效专利

数， 并依据样本企业有效专利中位数将高于中位数的企业计为 １， 反之

为 ０， 构造变量 Ｔｏｔｐａｔｇ； 类似的， 我们基于企业名， 从有效专利库中得

到企业截至 ２０１２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数， 计算发明专利在有效专利总量中

的占比， 并将高于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 １， 反之为 ０， 构造变量 ｉｎｖ ＿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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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ｒｇ。
我们用行政保护、 司法保护及专利执法信心来反映企业专利维权特征。

其中， 行政保护变量的构造如下： 根据企业在回答 “您所在企业最希望能

够通过哪种方式或途径来保护专利权？” 所提供的信息， 将前 ２ 个回答项

（限选 ２ 项） 中包括 “向专利管理机关举报， 如拨打 １２３３０” “希望专利管

理机关主动执法查处侵权行为” 项之一的企业定义为行政保护维权企业，
记为 １， 反之为 ０； 与行政保护维权变量类似， 司法保护维权变量的构造主

要根据企业在回答 “您所在企业最希望能够通过哪种方式或途径来保护专

利权？” 所提供的信息， 将前 ２ 个回答项中包括 “直接去法院进行诉讼”
的企业定义为司法保护型企业， 记为 １， 反之为 ０； 我们通过如下方式构造

专利执法信心变量： 根据企业在回答 “您所在企业对行政执法解决专利纠

纷最突出的印象是什么” 时提供的信息， 将前三个回答项 （限选 ３ 项） 中

包括 “能够通过行政调处等方式解决纠纷” 项的企业定义为对专利执法有

信心的企业， 记为 １， 反之为 ０。 表 １ 的统计结果表明， 各变量均落在合理

的取值范围。 进一步地， 我们计算了主要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 发现上述

变量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均小于 ０ ３， 因此后续的回归较少受到多重共线性

的困扰。

专利保护增强的研发促进效应分布

表 ２ 列举了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果的统计分布情况。 结果显示， ５２ ５％

的企业认为专利保护增强会促进自身研发投入增加； ２９％的企业认为专利保

护增强对其研发投入没有明显影响。 这表明除专利制度以外的商业秘密、 政

府补贴和奖励等其他激励机制也在发挥作用 （Ｗｒｇｈｔ， １９８３； Ｔｅｅｃｅ， １９８６；
Ｇａｌｌｉｎｉ 和 Ｓｃｏｔｃｈｍｅｒ， ２００２）。 企业策略性的专利行为及替代制度使得专利保

护的研发促进效应变得相对不明显。 与此同时， 有 １１ ９％ 的企业认为专利

保护增强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不确定性的影响①。

３４２

① 在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分析中， 我们将 “没有明显影响” “不清楚” 归为一类， 统一定

义为 “没有明显影响”。 在稳健性回归中， 删除了 “不清楚” 的样本后， 基本结论也是稳

健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 ２ 卷）： 人力资本、 创新和技术变迁

表 ２　 专利保护增强的研发促进效应分布

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果 样本数（个） 比重（％ ）

保护强度增强研发投入增加 ４４８４ ５２ ４６

没有明显影响 ２４７８ ２８ ９９

不清楚 １０１９ １１ ９２

保护强度增强研发投入减少 ５６６ ６ ６２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的结构差异分析

表 ３ 的第 １ 列考察了市场型专利维持、 战略性专利运用强度与研发促

进效果的相关性。 回归结果表明， 相对于那些并非基于专利市场化运用而

维持专利的企业， 基于专利的市场化运用而维持专利的企业对于专利保护

的研发促进效果评价更高。 经济解释在于， 目前我国企业的专利行为受到

较强的行政驱动影响， 相对于那些为了 “满足政府资格认定需要”， “获得

相关资助与补贴”， “完成专利考核指标” 而维持专利的企业， 那些旨在通

过专利维持来 “增加经济利润、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保护企业技术” 的

企业对于专利保护更为敏感。 专利保护增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增加企业专

利技术的可专有性， 遵循市场化规律的企业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专利保护

的增强对于其专利市场价值实现的重要作用。 因而， 专利保护的研发激励

效果在该类企业中的作用效果更大。 实证结果同时表明， 企业战略性动机

越强， 企业对于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评价越低。 其意味着， 传统市场

动机比新兴战略性动机更能够提升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果。 相对于旨在

对专利进行产业化利用而申请专利的企业， 从专利的战略性使用角度申请

专利的企业将更多地申请具有防御性和出于宣传考虑的专利， 这些专利具

有市场策略性， 而并不具有实施性特征， 尽管有利于帮助企业取得市场地

位， 但对研发激励的效果有限。
第 ２ 列考察了专利总量与发明专利占比对促进研发支出的调节作用。 实

证结果表明， 专利总量与研发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企业专利积累

数量越多， 表明企业用于专利组合的专利越多， 在专利保护增强的情况下，

４４２



中国的专利保护与企业研发支出

研发促进效应更大； 与此同时， 发明专利占比与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具

有正相关性，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其表明， 实用新型依然构成我国企业技

术创新的重要模式， 而高水平的发明专利对于研发激励则主要集中在特殊产

业和特定样本中， 尚未在总体样本中显著体现。 这说明借助创新研发实现中

国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借助多重创新模式， 同时发挥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

计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
第 ３ 列考查了企业专利维权方式选择与研发提升效果的相关性。 回归

结果表明， 相对于非主要采用行政维权方式 （如双方协商等） 的企业， 选

择行政维权方式的企业更倾向于认为专利保护增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

其进行研发投入； 与此同时， 相对于非主要采用司法维权的企业， 选择通

过司法途径进行专利维权的企业认为专利保护具有相对更大的研发激励效

果。 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作为我国专利保护的两种正式制度， 构成提升专

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的重要制度基础， 两者从不同维度增加了专利权人在

维权过程中的选择灵活性， 进而提升了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果。 与此同

时， 从专利执法信任度来看， 那些认为专利行政执法能够解决专利纠纷的

企业更倾向于认为专利保护具有更强的研发激励效果。 专利保护研发促进

效应的充分发挥需要借助专利权人对于维权制度的灵活使用及基于制度自

信之上。

表 ３　 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结构差异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市场型专利维持
０ ３２５∗∗∗

（０ ０４３０）
０ ２８２∗∗∗

（０ ０４３７）
０ ２７６∗∗∗

（０ ０４７７）

战略性专利运用强度
－ ０ １８７∗∗

（０ ０７７８）
－ ０ １５８∗∗

（０ ０７９３）
－ ０ １６９∗∗

（０ ０８５９）

专利总量

（１ ＝ 高于中位数）
０ １２６∗∗∗

（０ ０４１５）
０ １１５∗∗∗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８１７∗

（０ ０４５８）

发明专利占比

（１ ＝ 高于中位数）
０ ０３２８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４３３）
－ ０ ００１３７
（０ ０４７１）

行政保护
０ １３３∗∗∗

（０ ０４８８）
０ １２１∗∗

（０ ０４９２）
０ １２１∗∗

（０ ０５４５）

司法保护
０ ０８１５

（０ ０５４５）
０ ０６９５

（０ ０５４９）
０ １１７∗

（０ ０６２０）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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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专利执法信心
０ ３３９∗∗∗

（０ ０４６０）
０ ２９９∗∗∗

（０ ０４６４）
０ ２６３∗∗∗

（０ ０４９２）

港澳台
０ １８８∗∗∗

（０ ０６６７）
０ １９７∗∗∗

（０ ０６７０）
０ ２０４∗∗∗

（０ ０６７１）
０ １９８∗∗∗

（０ ０６６８）
０ ２２９∗∗∗

（０ ０７５０）

外商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５７１）
０ ００５３６
（０ ０５６９）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５７８）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５８０）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６３９）

大中型
０ １０８∗∗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８９１∗∗

（０ ０４４０）
０ １０１∗∗

（０ ０４３９）
０ ０７２２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８７３∗

（０ ０４７４）

知产认定企业
０ ０６６１

（０ ０４４３）
０ ０８５０∗

（０ ０４４１）
０ ０７８３∗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３８０

（０ ０４５５）
０ ０７８７

（０ ０４９５）

高新企业
０ ０８２５∗

（０ ０４６２）
０ ０５１９

（０ ０４７９）
０ ０９９８∗∗

（０ ０４６７）
０ ０８２３∗

（０ ０４８７）
０ ０９２４∗

（０ ０５２３）

上市企业
－ ０ ０３９８
（０ ０６０１）

－ ０ ０４４０
（０ ０６０１）

－ ０ ０３７３
（０ ０６０５）

－ ０ ０７０６
（０ ０６１４）

－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６８６）

中央企业
０ ０７１２

（０ ０７４７）
－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７５４）

０ ０３５３
（０ ０７５４）

０ ０７４１
（０ ０７６５）

０ ０７８９
（０ ０８２９）

ｃｕｔ１＿ｃｏｎｓ
－ ６ ００８∗∗∗

（０ ２４１）
－ ５ ９４４∗∗∗

（０ ３２０）
－ ５ ５７５∗∗∗

（０ １５１）
－ ５ ４１６∗∗∗

（０ ２６７）
－ ５ ２４０∗∗∗

（０ ２６６）

ｃｕｔ２＿ｃｏｎｓ
－ ４ ５５７∗∗∗

（０ ２３６）
－ ４ ５０３∗∗∗

（０ ３２８）
－ ４ １２０∗∗∗

（０ １３４）
－ ３ ９５１∗∗∗

（０ ２６５）
－ ４ ００９∗∗∗

（０ ２６８）

拟 ｒ２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２２１ ０ ０３１９ ０ ０３９９ ０ ０４１３

对数似然值 － ３５２０ ５ － ３５４８ １ － ３４３５ １ － ３４０４ １ － ２９６２ ７

观察值 ４１７１ ４１６９ ４０７１ ４０６７ ３６２７

　 　 注： 采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所有回归均控制省份、 产业固定效应。 企业所有制的基准组为内资

企业； 规模的基准组为小型及微型企业； 知识产权资质的基准组为非省级以上政府知识产权认定企

业； 高新企业资质的基准组为非高新企业； 企业上市资质的基准组为非上市企业； 企业隶属特征的

基准组为非中央企业；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 的显著水平， ∗∗表示 ｐ ＜ ０ ０５ 的显著水

平， ∗∗∗表示 ｐ ＜ ０ ０１ 的显著水平。

第 ４ 列同时讨论了 “专利动机、 专利数量及结构、 保护途径” 与研

发促进效应的相关性。 回归结果表明， 上述因素与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

应的相关结论是稳健的。 相应的经济解释与单独讨论的情形一致， 故不

再赘述。 最后， 考虑到在构建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变量时， 我们将回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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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不清楚” 及 “没有明显影响” 列为一类， 其中 “不清楚” 可能包

含不少噪音， 我们在第 ５ 列中删除了回答 “不清楚” 的样本。 实证结果

表明， 基本的结论与之前大体一致， 说明假说 １ ～ ３ 的研究结论是稳健

的。
值得一提的是， 控制变量中有些因素与研发促进效应差异具有显著的相

关性。 相对而言， 港澳台企业、 大中型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更倾向于认为

专利保护增强能够更大程度上促进其增加研发投入。 而上市企业及中央所属

企业则没有表现出较非上市企业、 非中央属企业更大的研发促进效果。 经济

解释在于， 中央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很可能来自贸易、 资源垄断等要素而非

技术创新， 故其对专利保护的研发激励效果评价更低； 而上市企业未能真正

将技术创新和对应的研发投入作为实现资本增值与运营的必要前提条件， 故

专利保护的研发激励效果也较为有限。

结　 论

本章基于 ２０１３ 年中国企业专利调查数据， 通过对问卷调查问题 “专利

保护强度对您所在企业研发投入有何影响” 的研究， 揭示了专利保护增强

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进而分析了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在企业 “专
利动机、 专利数量及结构、 保护途径” 三方面的结构差异。 本文主要研究

结论如下。
第一， 从总体上看， 国家实施专利强保护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

入。 调查显示， ５２ ５％的企业认为专利保护增强会使其研发投入增加； ２９％
的企业认为专利保护增强对于其研发投入没有明显影响。

第二， 专利强保护政策的研发促进效果因 “专利动机、 专利数量及

结构、 保护途径” 不同而存在结构差异。 一是与传统的市场动机相比，
强专利保护并不能促进基于行政驱动和战略驱动的企业进一步增加研发

投入。 如果企业是基于市场力量驱动而进行专利申请、 维持， 强专利保

护有利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 相反， 如果企业只是基于行政力量驱动，
那么激励效果则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 战略性的专利策略动机会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 其表明如果企业申请、 维持专利

的目的在于利用 “专利形成交换资本” “提升企业社会影响力” 等，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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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旨在通过专利实施 “增加经济利润， 降低生产成本”， 这种多元的专利

申请、 维持策略会降低专利保护所带来的研发激励效果。 二是专利保护

增强对于具有较大专利积累数量的企业具有更大的研发促进效果， 以高

发明占比为代表的专利质量指标尚未在提升专利保护研发促进效应中发

挥显著作用。 三是借助行政维权渠道将对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具有

积极影响。 其一方面表现为， 相对于通过非行政保护进行专利维权的企

业， 选择通过行政保护维权的企业对专利保护的研发促进效应评价更高；
另一方面表现为， 企业对于专利行政保护具有足够信心， 其对于专利保

护的研发促进效应评价更高。
基于上述主要研究结论， 我们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 对于企业的专利动机实施有效干预， 提升专利制度的研发激励效

果。 本章发现专利已经不是传统的保护研发成果的防卫性手段， 正在从防御

性权利变成商业性工具。 强专利保护并不能促进基于行政驱动和战略驱动企

业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 进而降低了专利制度的创新激励效果。 对此， 国家

需要实施企业专利动机管理， 减少政府行政力量对于企业专利行为驱动的影

响， 同时确保传统市场动机对于企业研发的正向激励作用， 避免出现因专利

动机异化削弱专利制度的创新激励效果。
第二， 实施总量规模和质量结构并举的管理思路， 逐步建立高质量专利

增长模式。 现阶段中国在专利数量与质量管理上的总体思路仍为 “以专利

数量布局， 以专利质量取胜”。 但是目前， 我国很多企业的专利研发基础投

入有限， 专利结构仍以实用新型为主要构成， 高发明结构企业持续研发的意

愿不足。 国际经验表明， 国家转型升级必须依靠高端发明， 合理的专利结构

和必要研发投入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要素。 因此， 在新时代需要建立

更趋理性的国家专利政策取向， 采用强激励手段提升高发明专利对于研发创

新的激励作用。
第三， 加强司法与行政执法的专利 “双驱” 保护， 增强创新主体对行

政执法的使用信心。 本文发现专利司法保护、 政府行政执法及权利人使用行

政执法的能力均将对于后续研发带来正向的影响。 政府需要借助司法保护和

行政执法保护的双驱作用， 强化保持市场良好运行所必需的产权、 治理结

构， 有效借助行政执法途径， 对动态增长过程中先行者产生的 “外部性”
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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