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相較於國外圖書資訊學領域對書目

計量學相關議題的研究，台灣的書目計量

學研究，是最近幾年才被重新重視的研究

主題。從分析國內發表的文獻發現，與書

目計量有關的文獻多半是 1990 年之後發

表的，而專利計量則是更近期發展出來的

議題。所謂「專利計量」，是運用書目計

量、科學計量、資訊計量的研究方法與一

些數學運算方式，進行專利資訊的分析與

研究。其實在 1940 年代，國外已有學者

提出運用數學運算方式進行專利資訊分析

的概念，但由於當時專利資訊取得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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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缺乏一些可供研究使用的工具，

所以相關研究文獻的產出並不多。1994 

年，美國學者 Narin 在文章中提出專利計

量研究的概念，各國智慧財產局也已開始

公開地把專利資料放置在網路上，供各界

有需求的使用者加以應用這些專利資料，

專利計量的研究逐漸形成，並開始有相關

研究文獻產生。台灣則大約在民國 90 年

或 92 年之後，才有較多的文獻產出。

以計量的方式來分析研究專利資訊，

我們稱之為「專利計量學」（中國大陸將

專利資訊的計量分析歸類在文獻計量學的

範圍內）。而以圖書資訊學領域的角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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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專利資訊本身的內涵和進一步探討專

利資訊的計量分析與應用，對我們了解學

術傳播及資訊服務的內涵，都是相當重要

的議題。

 貳、認識專利 

很多人一聽到專利即想到智慧財產

權。專利、商標和著作權都是保護創作所

有權人智慧產出的一個機制。在學術研究

領域中，想要查看某一學術傳播成果或研

究產出表現，多半是著重在期刊發表及研

究商品產出；而專利的性質主要是鼓勵創

新的一個機制。近年來，社會大眾越來越

重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因此專利及相關

的智慧財產議題吸引越來越多的注意。專

利是用以保護研究的成果，它跟著作權法

與商標法一樣，是鼓勵研究及維護研發成

果的機制與作用。透過專利制度的保障，

也對專利所有權人和發明人提供了實質的

回饋效益。簡單地說：

-  專利是智慧財產研究的成果

-  專利是具有法律約束效力的法律合

約、協議、文獻

-  專利是專利權人和核准其專利權的當

地政府之間的契約關係

專利權人可在其所申請核准專利的

有限期間內，根據提出的技術與發明，享

有製造、銷售與使用的專有權利。如果非

專利權人想要使用某專利的專有技術，則

必須付費給專利權人才可使用。專利在其

保護的有限期間內是具專有權特性的，且

在一定的期限內擁有專屬效力，除非專利

權人申請展延其專利權或是專利的內容有

所調整，才會改變其專有權的效力期限；

此外，專利也具有地區性特質，因專利是

申請人與當地政府間的契約與協議，所以

同一個專利可以同時申請好幾個國家的專

利權，因此，我們在查詢專利資訊常會發

現，同一份專利可以在中華民國的專利資

料庫查詢到，也可以在美國專利商標局

專利資料庫網站（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USPTO）內查詢到，

甚至在歐洲專利資料庫及日本專利局資料

庫都可查詢到；所以當一個專利內容的專

業技術及其創新發明在某一地區國家有其

市場及產業價值時，專利申請人可以選擇

在好幾個不同的國家地區去申請專利，去

取得該專業技術與創新發明的專有保護

權。

除了上述的專利內涵，討論專利資

訊的分析價值，還必須進一步了解申請專

利的相對條件。專利本身是具有特定的權

利且受到保護的，相對地在受到保護的情

況下，申請專利權的資格則是有條件限制

的，因此，自然法則與單純發現是無法申

請專利的。例如，萬有引力：蘋果熟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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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掉落地面，不會有其它的狀況。因為

這是自然法則、不變的定理，所以不符合

專利的申請條件。另外，水於攝氏零度結

冰是屬於單純發現，也不符合專利創新發

明的特性。類似這一類的資訊不符合專利

必須是發明創新產物的特性。要取得專利

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 具 產 業 利 用 價 值 （ I n d u s t r i a l 

applicability，useful）

申請者所提出申請的技術發明，需具

產業利用價值，也就是實際可供利用與應

用的內涵特色。也因為專利文件具有這樣

可供產業實際去利用的特色，所以在研究

專利計量的分析主題中，可從基礎的科學

研究與實際利用價值之間建立其關聯性。

二、 具新穎性（Novelty）

之前未公開出現或發表過的新技術。

此項新穎性的條件特質也牽涉到專利分析

的價值。因為新穎性表示此專利資訊是別

的管道所無法取得的資訊，所以可提供思

考是否可針對某專利資訊所提出的新技術

來進行分析探討。

三、 具有可改進性（Improvement）

專利申請的內容條件除了新穎性之

外，也可針對過去發展的技術或內容知

識，提出新的創新方法或改進技術。

從以上所描述的專利基本內涵，可

以進一步地歸納出專利資訊的特色，專利

是技術文件，可以反應出不同技術發展的

過程與最新的狀況。專利是研究成果的呈

現，藉由專利資訊的分析了解技術領域的

發展，了解過程中重要發明者、技術發展

的脈絡以及成果。專利本身是可公開取得

且技術內容新穎、描述完整的技術資訊。

從專利資訊的內涵分析結果，可進一步探

討下列議題：

一、 企業的技術佈局

即為某單位機構的技術發展佈局，可

以藉此了解過去10年中，該單位是如何的

規劃其技術發展與研發的狀況。

二、 研究機構的研發領域分布

目前不管是國內或國外的大學，都積

極鼓勵教師將其研究成果去申請專利。所

以從這方面來看，分析專利資訊也可以了

解不同的研究機構其研究領域的分佈狀況

及研究的強項為何？所以在檢驗各個學校

的研究領域發展狀況時，除了探討其發表

的學術性文獻外，也可透過專利資訊，以

不同面向來探討不同研究機構其研究領域

的分佈。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第十六期‧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專利計量分析與應用



 三、 研發者的技術專長

從專利資訊中可以去分析不同的發

明人、研發者其技術專長的領域，此項相

當於對照到學術文獻的作者去做相同的分

析。

 參、專利資訊資源 

目前專利資料的取得方式更多元化，

除了各國專利局公告的專利資料外，亦有

資料庫廠商投入專利資料的加值處理，除

了提供專利的書目資訊與全文內容，還提

供一些後端加值與運算資訊。以下是部份

提供專利的網站。

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www.tipo.gov.tw

2�美國專利商標局 

http://www.uspto.gov

3�Esp@cenet 

http://ep.espacenet.com

4�日本專利局 

http://www.jpo.go.jp

5�WIPO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http://www.ipo.org

一、專利資訊內容

各國專利公報資料是遵循世界智慧財

產權組織建議的專利文件格式，而來制定

其專利資訊紀錄的欄位，但各國專利公報

資料的詳簡程度以及公開提供的訊息仍然

不完全統一。目前可以免費取得的公開專

利資訊可分為兩個部份：一是專利文獻的

書目型資料；另一則是專利資料庫所提供

的全文資料。書目型資料與我們接觸的書

目格式或期刊文獻的資訊格式十分類似，

全文則包括專利技術的摘要、詳細描述與

宣稱範圍。從分析的角度來看，就目前可

取得的書目型資料，已可進行許多專利訊

息探勘的工作。以下舉兩個實例來說明：

1中華民國專利公報檢索系統

該系統的專利書目資料提供的訊息包

括國家別、資料型態、證號、時間、與技

術主題相關的分類號碼、名稱（相當期刊

文獻的篇名）、申請的相關資訊、獲得優

先權的時間、發明人是誰、專利權隸屬那

一家公司等資訊（圖一）。而該筆專利的

全文影像資料，除包括書目資料，全文影

像內容還包括完整的專利申請範圍以及與

技術相關訊息。（圖二）

2�美國專利商標局專利資料（USPTO）

該網站所獲得的專利書目資料。內容

包括專利名稱、發明人、專利權人、公告

時間、類號，未顯示於圖面上的還有引用

訊息、申請範圍、技術內容等（圖三）。

其提供的專利全文影像第一頁。（圖四）

比較不同地區所提供的資料，不難發

現目前各專利局所提供的專利記錄多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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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中華民國專利書目資訊

（畫面擷取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中華民國專利公報檢索系統

http://patentog.tipo.gov.tw/tipo/）

界智慧財產組織所訂定的標準，在辨認各

國的專利書目資訊上有一定的脈絡可循。

雖各國專利文件多依據標準呈現專利技術

訊息，但各國在提供可檢索、使用的專利

資訊時，仍會有些稍稍的不同。例如，比

較國內與美國專利書目資料的內容，會發

現美國專利使用了該國當地的專利技術分

類號，而國內中華民國專利則是使用了國

際專利技術分類號（Int. classification）；

另外，美國專利書目資料提供的引用資

訊，在其他地區的專利紀錄中並不常見。

專利資訊中的引用資料作用與其他學術文

獻類似，被引用資訊提供的連結是與引用

專利技術有關，且是在其之前已發展出的

相關技術或知識。美國專利資訊提供的被

引用資訊包括被引用的專利技術，含美國

專利局公告專利以及其他地區公告之專

利；其他可見的被引用文獻類型還包括期

刊文獻、會議論文、技術報告等。從引用

來源區分，被引用資訊還可分為申請者引

用與審查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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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中華民國專利公報

（影像擷取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中華民國專利公報檢索系統 

http://patentog.tipo.gov.tw/t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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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美國專利商標局專利書目資料

（影像擷取自美國專利商標局網站 http://www.uspto.gov）

圖四  美國專利商標局專利全文影像

（影像擷取自美國專利商標局網站 http://www.uspto.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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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資訊-檢索/分析欄位

綜合以上兩個專利資料庫的書目資

訊的實例，可歸納出專利資訊的檢索/分

析的欄位，區分為非控制語彙欄位及控

制語彙欄位。非控制語彙欄位也就是自

然語言的欄位，根據申請人所提供出的

資訊，包括專利名稱（Title）、發明人

（Inventor）、發明權人（Assignee）、

摘要（Abst ract）等。控制語彙欄位包

括文件中的代碼，例如主題類號（IPC/

USPC/ECLA）、國家（Assignee country/

Inventor country），以代碼形式分類專

利權人與發明人隸屬的國家別、日期

（Application date/Issue date），分為申請

日期與公告核准日期兩個欄位。除專利技

術本身的基本資訊，紀錄中還包括引用連

結，以彰顯影響技術發展的來源。

三、專利技術主題分類表

專利技術類號的分析，在專利計量

分析中常被視為是技術發展領域的分類

依據之一，國際專利分類（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是被使用的工具之

一，多數專利資料庫中所提供的技術分類

是依照國際專利分類號（IPC）來進行，

不同地區專利資料庫除國際專利分類號

外，還包括其他分類系統，例如歐盟的專

利分類號、日本專利分類號及美國專利分

類號。透過專利分類系統，對於專利的技

術主題可進行不同層次的分析。以國際專

利類號為例，從類表架構的部、類、次

類、主目、次目，進行結構化的分析。例

如 C12N 15/00，可看突變或基因工程領

域，其所屬專利件數的成長量、生產力是

如何？進一步分析不同基因技術的發展，

例如重組技術，則可將分析領域縮小至 

C12N 15/09，可看基因工程領域中的重組

技術的發展狀況與趨勢的情形。利用類表

本身的架構，專利分類系統可以提供技術

主題的結構化分析。

四、專利引用

基於申請專利的要求，不論是申請

者或是審查者，都必須在專利文件中對相

關的技術清楚表列與陳述，也就是所謂的

引用。專利資訊中的引用訊息，提供專利

技術間的連結訊息。以美國專利為例，專

利文件中有關引用的資訊可分為兩類，一

是發明人引用，另一則是審查者引用。發

明人引用是發明人（申請人）在技術說明

文件中引用影響該專利技術研發的其他技

術或理論；審查者引用則是審查者在書目

資料中列出審查者認為影響被審查技術之

有關技術或理論。從部分較小抽樣的分析

結果來看，審查者引用多涵蓋了發明人引

用，當部分申請人或發明人在其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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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未提到對其發明技術產生影響的專利

技術時，審查者會就其專業認定加入相關

技術的資訊，以確保相關技術資訊的完整

性。被列為參考的文獻類別，又分為專利

和非專利文獻，非專利文獻可能包括期刊

文獻、會議論文、技術報告等各種不同學

術或技術文件。

 肆、專利分析的意義 

分析專利資訊的意涵，可從兩方面來

看，一是研究發展的成長，另一是技術之

間的影響與關聯性。

一、專利資訊的成長

從歷年專利通過件數逐年增加的趨勢

來看，爭取智慧財產的保護已逐漸成為企

業及研究機構確保其研究成果及潛在利益

的策略。而相關技術資訊的傳播受到專利

制度的影響，使得專利在部分技術資訊的

散佈過程中成為唯一管道，因此，單就專

利的成長量來看，專利資訊成為技術資訊

探勘的豐富資源之一。

國內 1996 年到 2005 年歷年核准專

利件數的統計結果（圖五），1996 年

到 1998 年的核准件數在 10,000 以下，

從 2001 年開始，到 2004 年，每年約有 

25,000 件核准專利，平均 12.97% 的年

成長率。如圖六，1996 年到 2005 年美

國專利商標局每年核准的專利件數超過 

100,000 件，平均年成長率為 3.61%。不

論國內或是國外，每年通過的專利，在數

量的意義上提供了豐富的分析資源，可進

一步分析、探討其中存在的研發意義。

圖五  1996-2005 年台灣公告核准發明專利件數的成長圖

（資料整理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業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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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分析與學術傳播研究的關係

因為專利本身的特性，對於具有產

業價值、希望能獲得保護且能技術轉移的

研究成果，專利文件可能是唯一把該項技

術傳播出去的管道。相關研究顯示，在不

同理工研究領域，專利文件的內容與其他

學術文件內容的重疊性約在 20%-50%。

其代表的意義是，在部分研究領域，如果

僅就該領域的期刊文獻進行發展脈絡的分

析，很可能只分析該領域 20% 的研究成

果，或是較為完整的分析，也只能夠研究

到該領域的 50% 研究產出。從研究成果

的產出分布可知，專利文獻的忽略，將使

得分析結果僅呈現局部的面向。

三、專利的經濟意義

從經濟意義來看，專利資訊分析具有

一定程度的價值。從學校的角度來看，專

利對學校具有學校資產的意涵，學校掌握

所屬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的專利權，其背後

代表的是可能隨之而來的專利技術的授權

利益或權利轉移金，實質的利益讓學校能

夠有更多的經濟資源，得以支持後續的研

究發展，同時享有專屬權不讓別人取用其

技術之權利，這些都是可以為學校帶來利

益的。

 伍、專利資訊之分析與指標 

近幾年有關專利資訊分析的相關研

究，隨著對專利的重視亦受到相當關注，

各個不同研究試圖建立不同指標，以利能

夠更有效的解釋專利資訊的意涵。指標的

建立多可從三種不同面向解讀其運算意

義。

圖六  1996-2005 年美國核准發明專利件數的成長圖

（資料整理自 USPTO 專利統計資料）

專　題　論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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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統計：

從個人、機構、國家不同層級計算專

利的獲得件數，以了解各層級在不同技術

領域的研究產出表現。最常運用的統計項

目包括以下幾項：

1專利件數（Patent count ）

依照研究專利主體，包括國家、機

構、個人，統計所獲得的專利件數，加

入不同的元素進行交叉比對，如時間因素

可以分析不同的時間點，一個機構的表現

程度是如何；而當技術因素加入，可以了

解不同技術發展的成熟度。以基因工程為

例，從統計 1976 年到 2006 年歷年通過專

利的件數，可推演基因工程技術領域發展

的萌芽期、成熟期等不同技術發展階段。

2掌握件數比例（Ratio）

從計算機構與個人掌握件數的比例，

可比較不同機構與個人技術研究的生產強

度。單看某一機構申請通過的專利件數，

所掌握的是機構在時間軸上的自我表現，

無法顯示在整體的表現績效，而掌握件數

比例的計算，期望顯現的則是機構與個人

在整體生產力上的相對強度。

3件數成長趨勢（Patent Growth）

從國家、機構、個人與技術領域所屬

專利件數歷年累計成長的狀況，了解技術

發展之成長趨勢，甚至進一步推估技術發

展的趨勢與走向。

二、引用分析

部分專利資料庫提供技術間彼此引用

的訊息，從文獻被引用的狀況，可以了解

國家、機構、個人的技術影響力，從引用

關聯的分析建立知識地圖、技術與學科研

究發展之間的關連圖像。最常運用的統計

項目包括引用件數、次數等。

1專利引用件數（Citations per Patent）

在不同的技術領域中，計算專利平均

引用其他專利或文獻的狀況，可了解其受

到其他技術影響的程度。

2專利被引次數（Times Cited）

計算研究主體（國家、機構、個人）

其所屬專利被引用的次數，了解國家、機

構、個人其所屬技術之影響力情形；此部

份也可作交叉分析，了解域內及域外的影

響情況。

3技術影響時間（Time Cycle）

計算專利自被公布後，其被引用的時

間特性，如從被引用時間的長短，可計算

專利被引用的年齡時間分布，了解技術更

替的時間頻率。例如遺傳工程領域中，專

利技術的影響時間約是 3-5 年，而造船技

術的專利技術影響時間約是 9 年以上。

三、連結指標

以引用分析為基礎，計算專利技術之

間的連結強度，建立技術間的關係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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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學關連（Science Linkage）

專利引用資訊中，除了引用其他專利

技術，亦包含部分期刊文獻、會議論文，

而這些類型文獻的內容意義常被視為基礎

研究的成果。因此分析的內隱意義是透過

引用非專利文獻的分布，建立技術研發與

基礎研究之間的科學關連。進一步去分析

基礎研究成果的提供者、研究者、機構的

資料，以建立產業技術與基礎科學研究技

術之間的關連指標。從關連指標了解基礎

科學研究對產業技術發展的影響情形為

何。

2技術關連（Technology Map）

利用書目資訊分析上的書目耦合概念

來作專利資料的分析，連結不具直接引用

關係的研究主體（國家、機構、個人），

以建立不同的研究主體（國家、機構、個

人）彼此之間的技術關連程度。

 陸、結語 

專利計量分析的目的是希望將書目計

量、資訊計量的概念與方法運用於專利資

訊的分析，提供不同面向的分析工具。透

過專利計量的分析能夠了解技術發展的成

熟度、產業技術移轉以及與其他技術結合

的狀況、預測技術的發展方向等，以作為

技術研發規劃的參考依據。例如以專利計

量分析的結果為基礎，了解掌握技術的主

要國家、專利權人、發明人，能夠在合作

對象的選擇方面，更清楚了解合作對象的

研究領域專長是否符合自身的研究；設定

研究機構與訂定發展目標，可以從一個較

宏觀的角度定位機構任務與角色；能夠更

精準掌握研發人力的交流與引進。

本文為「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九：資訊計量分析與應用研討會」演溝之

部份內容，由黃玉芳小姐記錄，並經主講者寓目同意刊登。

專　題　論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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