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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知识产权转化与运营
Intellectual Property Tansformation & Operation

专利权运营活动解构及其
必备要素分析
马碧玉

云南大学 法学院 昆明 650500

摘要 专利权运营是专利权人为实现专利权价值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与辅助专利权运营的中介服务
活动，如评估、经纪、担保等活动存在本质区别。应该认识到专利权的价值来源于能够被实施转化。专利权的
一切运营活动都应该围绕实施转化而展开，只有能够被实施转化的专利权，才具有被许可、被交叉许可或被转
让的交易机会；只有能够交易流转的专利权才能作为适格的资产进行出资入股、质押、信托或证券化等运营；
也只有被实施转化的专利权才会成为诉讼索赔的对象。在厘清专利权运营活动内容和特点的基础上，方可归纳
出专利权运营的必备要素，即专利权本身需具备高质量、法律保护周延和产权明晰等特点；专利权运营的渠道
需满足中介服务完备、交易规则明确、运营能力强等条件；产业界也需达到用户市场规模大，企业形成集群等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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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运营”这一概念早在 2011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

下，利用其专利权创造市场价值、实现其专利保值增值

颁布的《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2011 — 2020 年）》中

的一种市场行为，是对专利动态的商业化运用。这些定

就已出现，随后在数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规范性文

义揭示了专利权运营活动的核心要义，即专利权运营是

件中也多有提及，但对其内涵并未明确加以界定。目前

实现专利权价值的市场活动，但上述界定较为抽象，没

学界的研究也尚无定论，如：刘淑华等[1]认为专利权运营

有描述专利权运营活动的内容。陶鑫良[3]则指出，专利权

是指优化专利权的市场配置，提升和实现专利权价值的

运营是对专利权法律资源及其技术资源的综合运用，通

商业方法和经营策略，其本质是专利权的资本化。张冬[2]

过技术贸易、商业谈判乃至于法律诉讼等路径，在相应

认为专利权运营是指专利权主体在遵循法律规定的前提

科技领域及其商业市场上谋取竞争优势及商业利益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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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活动。该定义从专利权运营的外延出发，精炼描述了

化运营（即实施转化）、商业化运营（即实施许可和转

专利权运营活动的内容，但未对专利权运营本质加以分

让）和资产化运营（即出资入股、质押、信托和证券化

析。此外，现有研究在论及专利权交易时，还常常将本

等）。产业化运营是商业化运营的前提，只有那些可以

质上并不属于专利权运营的价值评估、交易经纪也一并

被产业化运营的专利权，才具有被实施许可或转让等商

[4]

纳入讨论 ，反而未将实施转化视为专利权运营活动。

业化运营的机会；商业化运营又构成了资产化运营的基

现有研究在界定专利权运营时都强调专利权运营是

础，只有那些具有商业化运营机会的专利权，才能作为

专利权价值实现的过程，例如：专利运营是企业利用专

适格的资产进行运营。 非常态化运营， 是指专利权人并

利权创造价值、实现专利权保值增值的过程[5]；专利运营

非按商业规则，而是以诉讼或诉讼威胁的方式，谋求竞

是将专利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在市场上实现专利价值

争优势或直接获得经济赔偿的专利权运营活动。

的重要途径和方式[1]。若将专利权价值实现视为专利权运

化纳入专利权运营活动中一并讨论，专利权的价值实现
才有基础。例如：能够被实施转化的专利权才具有被实
施许可或转让的商业交易机会；能够被商业交易的专利
权才会被用于出资入股、质押、信托或证券化；未经许

专利权运营活动

营的实质内涵，就不应该排除实施转化。只有将实施转

常态化运营

非常态化运营

产业化运营

实施转化

商业化运营

实施许可、转让

资产化运营

出资入股、质押、信托、证券化

诉讼索赔

图 1 专利权运营活动分解图

可而被实施转化的专利权，才会成为诉讼索赔的对象。
因此，有必要完整地对专利权运营活动进行解读，从分

专利权运营无论被描述得多复杂多新颖，其无非

析专利权运营活动具体内容出发，总结专利权运营的特

都是基于前述运营活动的一种或多种组合。如：专利拍

点、归纳专利权运营的必备要素。厘清这些基本要素，

卖，其实就是专利权转让；专利池，即专利权人之间相

方可有的放矢地制定促进、保障专利权运营的政策，以

互的实施许可；专利权融资，包括出资入股、质押贷款

实现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

和证券化等几种形式；专利孵化，即专利技术的实施转

1 专利权运营活动内容分析

化。认识专利权运营需要了解以下几项基本运营活动。

1.1 专利权运营活动的具体形式

实施转化， 是指为了生产经营的目的而制造、使
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

专利权运营的方式纷繁复杂，如实施许可、转让、

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

融资质押、出资入股等，开展专利权运营的机构也呈现

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这是最基本的专利运营活动，即将

出多层次、多角色的特点，除了拥有专利权的企业外，

专利技术应用于生产、制造并销售，获得产业上的利

还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专利联盟、非

益。只有当专利权被实施转化后，才能对产业发展、社

专利实施实体（non-practicing entity，NPE）等。这使专

会经济产生积极效果。其他任何一种专利权运营活动都

利权运营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异常突出，但若回归到专利

无法产生这种直接的效用。可见，实施转化是最基础的

权运营活动的具体形式，专利权运营却并不复杂。

一种专利权运营活动。

笔者将专利权运营活动区分为常态化运营和非常态

专利实施许可， 是指专利权人许可他人以特定方式

化运营两类（图 1）。常态化运营，是指专利权人或其委

运用专利技术，同时被许可方按约定支付许可使用费给

托的主体根据正常商业规则开展的运营活动，包括产业

专利权人的运营活动。实施许可的方式很灵活，以许可
院刊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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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来划分可以分为独占许可、排他许可和普通许可；

专利权人将专利权置换为目标企业的股权后，该股权理

以许可方在做出许可时是否出于自愿，可以分为自愿许

论上是无有效期的，只要目标企业健康持续存在，专利

可和强制许可；以实施许可合同的订立方式，可以分为

权人享有的财产权就一直存续。

一般许可和当然许可；以参与实施许可法律关系的当事

专利权质押， 是指专利权人将自己的有效专利权作

人的情况，可以被分为基础许可、分许可和交叉许可。

为质押物，出质给债权人，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

其中，交叉许可，是指专利实施许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者发生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时，债权人有权就该专利

互为许可方和被许可方，互相授予对方或者共同授予第

权优先受偿的担保法律制度。专利权质押本质上是一种

三方专利实施权的运营活动，这构成了专利联盟或专利

担保，专利权人获得的担保信用能够增强债权人签署主

池的运营模式。

债权协议的信心，能够为债务人提供更多的商业合作机

转让， 是指专利权人或专利权申请人将专利权或专

会，这当中也包括商业价值较高的融资机会。因而专利

利申请权按市场交易规则让与受让方，受让方支付对价

权质押也常被用于融资担保，帮助专利权人获得资金融

以换取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的运营活动。这与其他有形

通。这对于中小企业专利权人尤有意义，知识产权质押

或无形财产的所有权交易关系一样，让与人获得交易对

贷款为中小企业解决资金匮乏问题开辟了一个新途径，

价，失去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的所有权；受让方支付交

这对于银行和中小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7]。此

易对价后获得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权的所有权。专利权

外，质押还有助于提升专利权的利用效能。专利权人设

转让使专利权获得了流通性，为专利权资产化运营创造

定质押担保丝毫不会影响专利技术的进步性或先进性，

了条件。

也不会减损专利权的使用价值；与此同时，专利权人获

专利权出资入股， 是指专利权人将专利权作为资产
①

得了与债权人签约的商业机会乃至直接融资。未改变或

投入到某个目标企业 中，参与该企业经营管理，分担经

扩大专利技术的实施范围或模式，只需维持专利权的有

营风险，分享经营收益的活动。专利权出资入股的本质

效性即可获得担保价值，且此担保价值的获取并不会减

就是专利权人将专利权置换为对目标企业的股权，也即

损专利权或专利技术本身的任何效用，这无疑大大提升

出资人以让渡专利权为对价换取对目标企业的经营权和

了专利权的资产效能。

盈利分红权。专利权出资入股是对专利权人较为重要的

专利权信托， 是指专利权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

一种运营活动，甚至有观点认为：专利投资是专利运用

将专利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专利权人的意愿以受

的最好形式，对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助推产业结构

托人自己的名义，为专利权人或其指定的受益人进行管理

[6]

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专利权出资入股一方面可以转移独

或处分的运营活动。专利权信托要求将专利权人的专利权

立开发经营专利权的风险，当专利权被投入到目标企业

与其资产隔离，且与受托人的资产隔离，具有隔离风险、

后，维护、经营专利权的风险就完全转移到目标企业，

权益重置的功能；其可以灵活地组合各种运营活动，可以

无论专利权是否会被宣告无效、开发经营是否顺利，风

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投资者和

险都由目标企业独自承担。只要目标企业有盈利，专利

融资者之间实现无缝链接，进而提高专利运营的专业化和

权人就有分红的机会。另一方面，还延长了专利权人财

市场化水平，促进资源优化配置[8]。当专利权信托的受托

产权的有效期。专利权的有效期由法律规定了上限，当

人取得专利权后，即可组合以实施转化、实施许可、转

①目标企业可以是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或其他性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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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出资入股和质押等多种方式运营，为专利权人或其指
定的受益人谋求实现专利权的最大价值。

一方面，专利权运营方式多，包括产业化运营、商
业化运营和资产化运营等，每种运营活动互不相同，而且

专利权证券化， 是指将流动性不足的专利权或若干

运营过程存在难以克服的交易信息不对称、不完整，运营

专利权组合作为基础资产，在金融市场发行流动性和信用

风险复杂难管控，加之每一项专利权都与特定的技术领域

等级较高的证券以获得回报的运营活动。证券化运营的程

和产业相关，无法使之成为标准化的专利权运营流程。所

序包括以下 4 个环节：① 专利权人将可能产生现金流或

以专利权人很难独立高效地组织专利权运营活动，只能借

可能转化为预期稳定现金流的专利权确定为基础资产；②

助各类中介机构的经纪、推广等辅助服务才能完成专利权

专利权人将基础资产以信托或出资入股的方式转移到受托

运营。另一方面，专利权运营服务要么专业性要求较高，

方或专门设立的目标公司；③ 受托方或目标公司对拟证

如专利权评估、交易合同、诉讼策划和税收筹划等只有专

券化的专利权进行信用评估和信用增级，使之成为证券产

业的服务机构才能提供此类服务；要么应用领域有限，如

品；④ 发行销售证券，获得收益。专利权的流通性无法

交易经纪、信息咨询和交易信息发布等，只有特定领域行

与其他有形资产相提并论，通过证券化的运营，可以帮助

业的从业主体才会关注。因此，专利权运营服务活动必须

专利权人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提升专利权的流动性。但能

由不同的专业性中介机构才能提供。

够被证券化的专利权必须是可能产生确定预期收益的专利

这些运营服务活动确保了专利权运营的顺利展开，

权，因此通常只能是已经开始实施转化或已经开始实施许

但却不是专利权运营活动本身。因为运营服务提供者并

可运营的专利权方具有被证券化运营的机会。

不直接决定专利权运营事务，也不承担专利权运营成败

诉讼索赔，是指专利权人对侵犯其专利实施权的主体

的风险，甚至不直接从专利权运营活动中获益，通常只

提起诉讼，或发出诉讼威胁警告，要求对方停止实施并赔

收取固定的服务费。他们的服务活动可以促成专利权运

偿损失，以确保专利权人市场垄断地位或直接获得经济赔

营，甚至是专利权运营不可或缺的辅助部分，但不能将

偿的专利权运营活动。诉讼索赔通常是专利权人维护其正

其与专利权运营活动混为一谈。

当利益的维权方式，但当专利权人自己并不实施专利，而

1.3 专利权运营活动的风险收益分析

在其他主体实施转化后才发出高额索赔要求时，也可成为

虽然专利权运营所需要配置的基础资源类似，都需

专利价值实现的运营活动。那些主要从事此类非常态化运

要确定有效的专利权以及开展运营活动必备的资金和专

营活动的主体也被称之为“专利流氓”或“专利蟑螂”。

业人才，但各项运营活动面临的风险和预期收益却大相

1.2 专利权运营活动与专利权运营服务活动的区别

前述几项基本的专利权运营活动围绕专利权价值实
现而展开，可以将专利权价值实现与否，或价值高低视
为专利权运营成败的考核指标。这与专利权运营服务活

径庭（表 1）。

2 专利权运营特点总结

2.1 专利权运营主体应是专利权人

动就存在本质区别。专利权运营服务活动，是指为促成

首先，法律赋予了专利权人对自己的专利权享有产

专利权运营而开展的全流程、全方位的支撑服务，包括

业化运营的完全决定权：一方面专利权人可以决定是否实

评估、经纪、信息咨询、担保和保险等活动。这些活动

施，以及如何实施自己的专利权，如企业对研发获得的专

围绕专利权运营而展开，并非围绕专利权价值实现而展

利权可以根据其市场状况决定是否实施转化；另一方面，

开，既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但也不能否认这些服务活

当其他人未经其许可而实施专利时，专利权人可以制止实

动是专利权运营的必要支撑。

施行为并提起侵权索赔，即企业对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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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运营风险

专利权运营风险收益对比表

实施转化

专利权被侵权导致财产利益损失；专利技术不具备成熟的可转化性，导致投资失败；
产业化生产组织或产品推广组织不力，遭受商业损失

实施许可

被许可方违约，如扩大实施范围、不支付许可使用费等

转让
出资入股
质押
信托
证券化

诉讼索赔

受让方违约不支付转让费；专利权在转让生效后被宣告无效，若不返还专利权转让费
会造成显失公平的

预期收益

专利权对市场垄断性的全部收益，以及运营专利权的其
他机会
获得许可使用费，交叉许可时也包括获得其他专利的实
施许可权
转让交易所获得的价金

承担公司的经营风险，若公司没有盈利或大股东决定不分红时，就不能获利

获得公司的盈利分红，同时不再承担专利权的维持成本

受托人失职、懈怠未积极有效运营专利权；专利权被侵权或被提起无效，而受托人未
能积极、全面维护专利权，导致信托财产受损

通过受托人对专利权的运营而获得收益

专利权质押人不能按时履行债务，导致专利权被拍卖、变卖或折价

目标公司懈怠未能积极有效运营、维护专利权，导致被证券化的专利权财产价值受损
败诉，或被提起专利权无效宣告审查导致专利权被宣告无效

获得担保信用，使专利权人获得融资机会

通过发行销售以专利权为基础资产的证券产品而获利
恢复专利权的市场垄断地位；获得侵权赔偿金

起诉讼索赔的情形。可见，专利权产业化运营或非常态化

（Intellectual Ventures）公司，就是既通过直接投资前沿技

运营的主体只能是专利权人。其次，专利权商业化运营或

术的发明创新活动成为原始专利权人，也从全世界的发明

资产化运营活动会导致专利权权能的变化，如实施权的流

者或研究机构那里购买专利权成为继受专利权人，从而形

转，或转让、出资入股、信托等引发的产权转移，这些活

成一个有规模的专利库，然后再以实施许可、转让、出资

动需要活动主体享有完整的处置权。因此，专利权商业化

入股或者诉讼索赔等运营活动而实现专利权价值。

运营或资产化运营的主体也必须是专利权人。当然，成为

2.2 专利权运营是围绕实施转化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

专利权人并非只能通过研发、申请并获得专利授权这一条

大多数研究成果在分析专利权运营时并不讨论实施

路径。个人发明者、高校、科研机构或自主创新的企业通

转化，但笔者认为分析专利权运营不能忽略实施转化。实

过这一路径获得专利权的，就可成为原始专利权人。其他

施转化是实现专利权价值的基础，只有将专利技术应用于

市场主体通过转让、出资入股或信托等交易行为而取得专

生产、制造并销售后，才能获得产业上的利益，这是专利

利权的就成为继受专利权人②。原始专利权人和继受专利

权价值的源泉。不能被投入到产业环节的专利权只是一纸

权人的法律地位没有任何区别，享有相同的专利权能，承

证书，并没有运营的价值。实施转化是其他专利权运营活

担相同的专利义务。

动的基础，只有能够被实施转化的专利权，才具有被实施

总之，要运营专利权，决定专利权的实施转化或处

许可或转让的商业交易机会。这正是为何我国大量专利权

分专利权的权能，就必须成为专利权人。只有成为专利

无法从高校或科研机构走到产业中的原因，并非缺乏宣传

权人才能获得运营专利权的主体资格。这也正是专利资产

和渠道，而是缺乏被实施转化的条件和基础。相较之下，

运营公司（即各类专利投资基金），要么投资研发活动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专利权申请规则就较为合理，在斯坦福

旨在成为原始专利权人，要么通过转让、信托等交易方式

大学，当发明人完成一项发明创造后并不能直接提起专利

旨在成为继受专利权人的原因。例如，美国的高智发明

权申请，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许可办公室要先与发明人一起

② 除了转让交易、出资入股和信托等交易方式外，还有企业并购也是继受获得专利权的常见方式之一。但企业并购体现的主要是股权交易，
而非专利权交易。因此，本文未将其纳入专利权运营范围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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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明创造的潜在应用进行评估，分析技术和市场风险，

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否则运营活动也无法顺利展开或达

只有具备实施可能性的发明创造才能申请专利权。那些可

到预期目的。以下从 3 个方面对专利权运营必备要素做

以被实施许可或者转让的专利权，即具有商业运营价值的

简要归纳（图 2）。

专利权，就可以作为适格的资产进行出资入股、质押、信

专利权

托或证券化等资产化运营。与此同时，也只有那些已经被
实施转化的专利权，才会成为诉讼索赔的对象。因此，专
利权运营可以被视为围绕实施转化这项基础活动而衍生出

●
●
●

的一系列活动。

高质量专利权
法律保护周延
产权明晰

虽然也有学者指出，专利战略储备所需的封锁性专

产业界

渠道

●
●
●

中介服务完备
交易规则明确
运营能力强

●
●

用户市场规模大
企业形成集群

图 2 专利权运营必备要素分析图

利权或沉睡性专利权也有价值，如以阻挡和牵制竞争对
手为目的的专利战略储备、谈判筹码、提高企业声誉、
[9]

3.1 适于运营的专利权条件

塑造企业技术形象等，也可以实现专利权的价值 。但

（1）专利权达到高质量专利权的要求。即该项专利

笔者则认为，专利战略储备并非追求专利权数量上的优

权本身就是技术性能高、专利申请文件完备，并通过严谨

势，重点在于获取竞争对手需要实施或可能要实施的专

审查获得授权、具有市场需求的专利权[10]。即使不是核心

利权；有效专利战略储备的基础还是实施转化，只不过

必要专利，也满足前述对高质量专利权的一般评价标准。

侧重于竞争对手的实施转化行为。若一家公司积累的专

（2）国家法律对专利权的保护比较全面。当专利权

利既不是自己要实施转化的，也不是市场上任何一家公

受到侵害时，专利权人能够依据法律的规定获得足够的

司可能实施转化的，那么仍然不过是一纸证书，难以称

保护和赔偿，侵权行为也将受到应有的制裁；而且专利

之为战略储备。能够成为谈判筹码、提升企业声誉或形

权作为一项法律保护的财产权与其他有形财产的地位并

象的专利权，必然是能够被实施转化的专利权。

无区别，都具有可兑现的经济价值。

当然，实施转化并非限定于专利权人自己或专利权

（3）专利权的产权界定清晰。发明人通过研发活动

人许可主体的实施转化行为，其他未经其许可而进行的

可以取得专利权，投资人通过投资研发活动也可以取得

实施转化也是专利权非常态化运营活动的基础，专利权

专利权；专利权人享有的利益边界在法律的界定下清晰

人可以据此提起诉讼索赔，或者与对方进行交叉许可的

明了，专利权人或者其委托的人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置自

谈判等。总之，只有那些已经被实施转化，或者可能被

己的权利。

实施转化的专利权，才能成为专利权运营的对象。

3 专利权运营必备要素归纳

3.2 功能完备的渠道环境

（ 1 ）中介服务平台功能完备。 专利权运营所需的

中介服务内容很多，从供需信息发布、运营咨询和交易

上文分析了专利权运营活动的内容，并总结了专利

合同磋商等经纪类服务，到专利权价值评估、税收筹划

权运营活动的特点，但还应该注意到，并非任何一项专

和诉讼法律服务等专业性服务，再到专利权保险、交易

利权都可以按上文描述进行运营。实际上要通过运营活

担保等融资性质的服务，都是辅助专利权运营顺利开展

动实现专利权价值的门槛很高。专利权从一项法律承认

的必要支撑服务。专利权运营需要市场上有一批能够提

的无形财产权流转到产业界并转化为可兑现的收益，无

供完备服务项目的中介服务机构。当然，这并非要求所

论是专利权本身、流转的渠道，还是产业界环境，都必

有的中介服务平台都能提供综合、全面的服务，不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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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服务机构擅长的业务不同，专注的技术领域也会有差

会有不同的应用场景，不能一票否决——即使此阶段、

异，只要市场上能聚集一批中介机构为专利权运营提供

此领域暂时没有应用需求的，换一个社会环境也许会产

功能完备的中介服务即可。

生新的应用需求。但只有当专利技术有足够大的用户市

（2）专利权交易流转的运营规则要明确。专利权运

场需求时，产业界才会接纳此专利权。

营活动中，除了最基础的实施转化外，其他运营活动大多

（ 2 ）应用专利权的企业形成了集群。 如果在有用

涉及交易关系，如实施许可、转让、出资入股和质押等。

户需求但却只有一家企业垄断性地提供专利商品或涉专

这些运营活动必须在明确、清晰、稳定、可操作的交易规

利技术的服务，也不会形成太活跃的专利权运营活动。

则规制下才能顺利展开。因专利权的无形性、法定性等特

以专利药品为例，当专利权人自己实施转化药品专利

殊属性，专利权交易与有形财产交易，甚至与其他知识产

权时，除了质押融资外，几乎很少会采用实施许可、转

权交易都有区别，不能直接适用其他财产的交易规则。因

让、出资入股等方式运营其专利权；即使市场上有愿意

此，需要一套有关专利权交易流转的成熟的交易规则，让

以交易方式参与专利权运营的投资主体，药品专利权人

交易双方对交易收益和交易风险有合理预期。

也不会采用这些方式运营专利权。专利权运营只有在那

（ 3 ）专利权运营能力强。 一方面，专利运营涉猎
的知识面非常广，包括：专利制度、专利权交易法律

些形成了产业集群，各个企业掌握的技术有替代性和竞
争性的领域才会出现。

制度、无形资产评估、市场营销、信息推广、技术、金

当然，除了前述三方面的基础条件外，从专利权产

融、税收等，能够全面掌握并熟练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

生、到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再到产业界的活动，都

要求就很高。另一方面，专利权运营需要整合的资源也

还需要足够的资金，否则专利权运营依然是寸步难行。

非常多，不仅有专利权，还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合适的

4 结论

人才队伍，甚至还需要市场渠道资源，这就需要很强的
能力才能统筹整合这些资源。可见，专利权运营是一项

应该从专利权运营活动的具体内容出发方可准确认

综合能力要求很高，并能整合很多社会资源的工作。无

识专利权运营。通过对实施转化、实施许可、转让、出

论是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等原始专利权人，还是专业

资入股、质押、信托、证券化及诉讼索赔等运营活动的

专利资产运营公司等继受专利权人，只要开展专利权运

分析可以发现：① 专利权人是专利权运营的适格主体。

营，就需要具备综合全面的专利权运营能力。

因此，专利权运营必备条件中必须包括对专利权主体的

3.3 适于进行专利权运营的产业条件

保护，即产权清晰，法律保护周延。② 专利权运营是围

（ 1 ）用户市场规模足够大。 如前所述，专利权经

绕实施转化而开展的一系列运营活动。 只有能够被实施

济价值的来源是实施转化，只有得到实施转化或可能得

转化的专利权，才具有被许可、被交叉许可或被转让的

到实施转化的专利权，才有开展其他运营活动的机会。

交易机会；只有能够交易流转的专利权才能作为合格的

与此同时，实施转化规模还决定了专利权经济价值的大

资产进行出资入股、质押、信托或证券化等运营；也只

小。只有围绕专利技术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商品产业链，

有被实施转化的专利权才会成为诉讼索赔的对象。

有足够用户市场规模的专利权，才会产生专利权运营的

因此，保障专利权运营的任何制度设计都应该从促

效益。如果某项专利技术的应用领域有限，无论其专利

进实施转化的思路出发，构建更通畅的渠道让专利权获得

质量有多高，也无论运营渠道有多畅通，都难以吸引产

被实施转化的机会。与此同时，还应该认识到，专利权运

业界就此展开应用。当然，专利技术在不同社会条件下

营活动应该区分领域，通常只有那些用户市场规模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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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成集群的领域才会产生显著的效益。这些要素都是制

5 冯晓青. 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运营战略及其实施问题研究. 河北

法学, 2014, 32(10): 10-21.

定促进专利权运营的政策措施应该考虑在内的。

6 冯涛, 李冠新. 专利权投资的经济效用与法律规范分析.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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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nstruction of Patent Right Operation and
Analysis of Essential Conditions
MA Biyu
（Law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Patent right operation is a series of activities which focus on patent right value realization. These activities are different from

intermediary service activities such as evaluation, broker, or guarantee. The value of patent comes from being transformed. Therefore, all the
patent right opera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around patent transformation. Only the patent which could be transformed could get the
opportunity to license, cross license, or transfer. Only the patent which could be transacted could be taken as assets to financially contribution,
pledge, trust or securitization. And only the patent which is already transformed could be charged. Making clear the contents and traits of
patent right operations is the start point for summarizing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patent right operation, which covers patent, channel, and
industry. The patent needs to be of high quality, clearly property, and with great legal protection. The channel needs to be with comprehensive
intermediary service, transparent transaction rules, and great abilities. The industry needs to be on a large market and with cluster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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