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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国内正在大力推动专利分析公共服务，研究和学习发达国家专利分析公共服务经
验有助于实现专利分析供给侧改革。[ 方法 / 过程 ] 采用文献调研法和案例分析法，收集日本专利局历
年的专利分析报告及相关文献资料，分析总结日本专利局专利分析工作经验。[ 结果 / 结论 ] 本文提出
我国面向产业竞争决策的专利分析公共服务要积极借鉴日本经验：（1）定位竞争制胜，服务国家经济
安全和产业发展需要；（2）配位竞争决断，引入数据治理理念增强专利分析项目实施的科学性；（3）
补位竞争决策公共服务，通过多源数据融合分析强化专利分析报告的独特价值；（4）换位思考用户背
景，引入信息图工具为各类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联者赋能；（5）争位提升服务软实力，加快建设面向
竞争决策的复合型分析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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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5.53，G306，G35

Public Service Experiences and Enlightenments of Patent Analysis of
Japan’s Patent Office Supporting Industrial Competition
LI Zhao1 HUANG Xiaobin1 CHEN Jinsong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Guangzhou Hengcheng Intelligence Solutions Co., Ltd., Guangzhou 510699, China

基金项目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基础研究计划软科学项目“‘十四五’青海省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2019-ZJ-602）。

作者简介

李钊（1984-），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竞争情报、信息分析与情报研究，E-mail: lizh355@mail2.sysu.edu.cn；黄晓斌（1961-），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信息分析与情报研究、竞争情报；陈劲松（1979-），全国专利信息实务人才，研究方向为企业
管理，信息咨询。

030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1 年·第 7 卷·第 1 期

日本专利局支撑产业竞争的专利分析公共服务经验及其启示
PUBLIC SERVICE EXPERIENCES AND ENLIGHTENMENTS OF PATENT ANALYSIS OF
JAPAN’S PATENT OFFICE SUPPORTING INDUSTRIAL COMPETITION

Abstract: [Objective/ Significance] China is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public service of patent analysis. Studying and learning
the experience of patent analysis public servic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help to realize the supply side reform of patent
analysis. [Methods/Process]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 the patent analysis report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materials of Japan Patent Office over the year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patent analysis experience of Japan Patent Office
was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sults /Conclusions]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public service of patent analysis for industrial
competition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should actively learn from Japanese experience: (1) positioning competition to win to serve
the needs of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2) matching competition decision-making,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data governance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ity of patent analysis project implementation; (3) supplementing competitive
decision-making public service, strengthening unique value of patent analysis report through multi-source data fusion analysis
(4) thinking about the user’s background, introducing the infographic to empower all kinds of related parties that affec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5) improving the soft power of service and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lex analysis
team for competitive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Patent analysis; Japan;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project management; public service

引言

公共服务实践经验进行研究，梳理和总结日本
的主要做法及特点，为国内专利分析公共服务

专利分析近年来在国内得到高度关注，进

能力和水平提升提供参考。

行了大量实践，为创新型经济发展决策提供了
有力支撑。然而，专利分析实践中也出现了一
些问题，专利分析与产业实际脱离的现象时有

1

日本专利局专利分析支撑产业
竞争工作背景

发生，在一些产业决策研究中仅使用专利数据
获得结论，不少研究仅能呈现表面的专利“历

二战后，日本对专利信息利用高度重视，

史”[1]，对于决策难以发挥实际效益，甚至给用

1968 年日本专利办公室便出版了第一份专利地

户带来了“专利分析是鸡肋”、
“专利分析套话多”

图，通过专利随时间变化关系分析出其彼此之

之类的感受。2020 年 2 月 21 日，《国务院办

间的联系 [3]。此后几十年，日本政府及相关研

公厅关于推广第三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

究机构收集、分析了众多技术领域的专利信息，

通知》（国办发〔2020〕3 号）印发，以产业

并将相关成果面向社会扩散。20 世纪 90 年代

数据、专利数据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专利导航决

末 JPO 每年选取一批日本重点产业领域开展专

策机制作为重要改革举措被采纳。专利导航的

利申请技术动向调查，并形成《专利申请技术

核心是专利分析，此举为专利分析事业带来了

动向调查报告》供产业人士参阅，至今已持续

新的发展契机。日本专利局（JPO）是日本专利

二十余年。目前该调查由 JPO 下总务部企划调

信息服务的奠基者和引导者 [2]，其常年开展专

查课负责，截至 2019 年已完成 270 个以上的技

利申请技术动向调查工作，旨在支撑日本产业

术主题调查工作，在专利分析工作上积累了丰

形成或保持竞争优势，本文将对此项专利分析

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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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O 以即将推向市场的相关技术领域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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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撑产业竞争的专利分析公共
服务主要经验

2.1

围绕“竞争力提升”设定调查对象与目

家政策中所推进的技术领域为中心，选定有前
景的技术主题进行专利申请技术动向调查。通
过调查，以揭示尖端技术领域的申请情况，并
指明研究开发方向，帮助大学和企业选定研究
开发主题以及技术开发的方向。调查不仅针对

标

传统领域，也针对跨领域技术，并特别重视分

JPO 每年调查的产业或产品对象并非都属

析日本产业占优势或劣势的领域。被调查领域

于高科技行业或战略性新兴领域，而是依据以

选题广泛，对于部分日本产业重点发展领域会

下规则遴选调查对象，以便为日本各产业的发

进行多次调查，如电子游戏主题调查 2000 年 [4]、

展提供支持和帮助。其调查对象选择标准明确：

2007 年 [5]、2018 年 [6] 已进行了 3 次。

（1）在过去 20~25 年左右的时间里，明确具有

JPO 在项目立项目的上进行积极探索。一

市场竞争力或正在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的产品。

种情况是把企业群体行为作为研究重点，关注

（2）符合以下情况 1 种或以上：①企业开发了

企业群在特定技术领域中向日本申请专利的量

某种核心产品，并获得了专利权，但由于该专

质情况，以把握整体技术趋势。另一种情况是，

利权届满失效而丧失了竞争力（市场份额）；

把关注重要申请人作为重点，力求通过专利分

②企业利用核心技术的专利权有效维持了市场

析剖析其战略意图，研究商业竞争力与专利的

份额；③企业拥有核心技术的专利权，并保持

关系，旨在支持日本提升竞争能力 [7]。

专利有效，但竞争对手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JPO 为了保证专利分析工作效能一致性，

（市场份额）[7]。

2019 年 2 月底发布了《2019 年度专利申请技术

调查目标重点放在以下 3 个方面 [9]：（1）

动向调查实施预定主题的通知》[8]，出台了《2019

对市场竞争和技术开发竞争的现状剖析。例如，

年度专利申请技术动向调查、预定调查的标准

分析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特征，研发成

调查项目》[9] 文件（下称“调查指引”）。对

果突出的玩家特征，竞争优劣势的区分点。（2）

调查范围、调查项目、调查信息源、调查分析

对未来市场竞争力产生影响的要点进行预测。

方法、调查咨询委员会的设置和运行、调查日

主要包括未来各区域市场发展及其需求变化，

程安排等 7 个方面做出了细致规定。调查指引

如市场规模和成长潜力，用户需求等方面。基

的思路及相应安排符合 DGI 数据治理框架 [10]

于市场需求，分析影响未来各区域市场竞争力

的要求，覆盖了数据治理框架的 10 个基本组成

的优劣势要点。（3）分析技术开发和市场竞争

部分，旨在保障各项目实施中更好地决策，减

的前景。目的是回答日本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

少冲突，满足数据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创建标准、

该怎样做才能获得竞争优势。“（1）”可以作

可重复的过程，并通过协作降本增效，确保过

为“（2）”的基础，“（1）和（2）”则可以

程透明，推动工作的科学化。

作为“（3）”的基础，三者具有递进接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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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利用技术俯瞰图将市场需求侧与技术创

新供给侧连结起来

拥有丰富的产业信息资源，并具备较强的综合
信息调研、关联、研判能力。技术俯瞰图具有

JPO 早在 20 年前便开始在专利分析对象描
述、分析过程展示、结论建议呈现等各环节探
索应用“信息图 [11]”工具，其要求报告中有关
总结性的内容使用图表、照片等易于理解的方
式来呈现，要让不熟悉本领域的人也能理解。
经过长期实践，其在专利分析对象描述和展现
上形成了“技术俯瞰图”模式。技术俯瞰图的
本质是信息图，它是为了清晰地说明各课题的
调查对象，对调查对象的产业链、技术链、价
值链及其功能模块、制程体系、工艺流程、应
用场景、市场需求、创新课题等进行图示化呈
现，以使报告用户可以快速从全局、整体上理
解分析对象的全貌及其内在系统关系、外在关
联因素。技术俯瞰图的制作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对日本产业创新竞争需要和全球产业现状
有全面、准确、深入的理解；二是制作团队要

较强的个性化特征，其制作依据各项目实际因
地制宜地展开。
技术俯瞰图一般由应用轴、技术轴、课题
轴“三轴”组合而成。应用轴负责呈现产品或
技术的应用方向或领域，使用户了解产品或技
术波及的经济社会主要范围；技术轴负责呈现
研究范围内的重要技术要素及其关系，使用户
了解本领域或本课题的研究范围、边界和重点；
课题轴负责呈现产业侧对技术的发展需求和目
标，使用户了解当前本领域的研发方向。应用
轴代表市场需求侧，课题轴是面向市场需求的
供给侧创新方向，技术轴是支撑应用轴“需求”
和课题轴“创新方向”的技术要素。技术俯瞰
图的核心是以市场需求为根本，以供给侧技术
创新为依托，以日本产业竞争力提升为目标的
研究对象可视化工具。

应用轴

课题轴

产品实物/ 实景图
技术轴

技术背景图
技术发展环境图

图1

技术要素图
原理图
结构/ 层级图
流程图
要素关系图
……

技术俯瞰图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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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轴常见六种信息展现逻辑：一是呈现
直接应用领域和相关产业；二是呈现应用产业
和应用产品；三是呈现应用产业和技术用途；
四是呈现应用产品；五是呈现服务方向；六是
呈现技术参数指标。上述六种逻辑也常会混合
在一起使用，以表达更加丰富的信息。技术轴
常见五种信息展现逻辑对技术要素进行划分：
一是按产品材料、产品结构或功能模块划分；
二是按产品或技术应用过程划分；三是按生产
流程或工艺过程划分；四是按技术流派思路划
分；五是按应用场景划分。上述五种逻辑也常
会混合使用。课题轴主要展现产业关切的主要
共性技术问题以及提升商业竞争力的核心话题，
多以“化”、“性”之类的措辞表达，如诸如
成本削减、提升品质、处理高速化、电气化、
小型化、轻量化、可靠性、透过性、防污性、
安全性、环境耐受性之类表述。
在技术俯瞰图之后，通过技术分解表进一
步明确分析对象。技术分解表是专利分析的纲
领性文件，一般用于梳理专利分析的关键技术
分支，界定专利分析范围和分析框架，一般从
技术特征、工艺流程、产品或使用用途等角度
分解 [12]，在国内和 JPO 的专利分析中已得到普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1.003

2.3

通过多源数据融合分析提升情报可靠度
JPO 专利分析工作历来重视与产业实际和

市场一线相贴合。从目前 JPO 官网公开最早的
报告（1999 年度）来看，当时专利分析工作已
经涉及政策、市场、专利三种信源。近年来其
报告框架趋于稳定，涵盖市场、政策（法规）、
专利、研究开发（学术前沿）四个方面，调查
内容涉及市场、政策（法规）、专利、论文、
标准五类信源。在分析中，既突出了专利信息
的主导地位，也融入了产业创新竞争决策不可
缺少的其他关键信息。其调查结论和建议基于
多源信息综合研判作出，形成了以专利为核心
的“五位一体”分析逻辑。JPO 希望专利分析
成果可以成为日本产业竞争力提升决策的有力
支撑，因此特别强调多信源分析，多渠道印证，
多视角整体研判。目前的多源数据融合分析在
数据调研阶段是分开进行，在结论和建议部分
则由人工综合分析做出论断，尚未应用智能化
分析系统进行数据分析。对于涉及人身安全、
国家安全等问题，以及法律上有特殊规定的领
域，还会增加法律法规的专项分析，以保证所
做出的决策建议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管制要求。

遍应用。JPO 系列报告将其称为“技术分类表”，

专利

其与国内的做法存在一定差异。日本制作的技

动向

术分类表与技术俯瞰图是对应的，三轴均会进
行分解，既从技术特征（要素）、用途等视角

政策、
(法规)
环境

市场
环境
五位一体

分解，也从“课题（效果）、性能、应用场景”
等视角分解。后者的分解逻辑实现了从市场需
求角度进一步深化、细化研究对象的作用。日
本技术分类表一般控制在五个层级之内，与国
内惯常做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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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分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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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查侧重在对全球及局部重点地区的

目 [15] 的建议 3 和 4 是在建议 2 的背景和基础上

环境调查，一般从以下 7 个方面入手：（1）市

进一步提出，建议 2 则是在建议 1 的背景和基

场份额（全球数据，可以按照国家 / 地区，企业、

础上提出的。四是 SWOT 模式，按照 SWOT 分

销售量等分类）；（2）重点企业的商业战略及

析方法四象限思路提出建议。如香料技术项目 [16]

行业内的关联关系；（3）市场进出口趋势；（4）

的建议按照“利用机会扩大优势、利用机会克

全球或主要国家 / 地区的市场规模趋势 / 预测；

服劣势、应对劣势和威胁”的思路展开。

（5）相关产品信息（市场份额，排名，新产品，

各项目在提升建议可读性方面也进行了探

特色产品等）；（6）已开发并投入实际使用的

索：（1）在建议表达形式上，一些项目采用了

技术和产品清单及其随着时间的变化；（7）每

树形图形式对建议的结构进行展示，以帮助用

个国家 / 地区正在采用和研究的标准和 / 或标准

户更清晰地理解建议之间的逻辑关系。（2）在

化内容和措施。政策调查主要从以下 4 个方面

建议行文结构上，采取总分结构，每条建议浓

入手：（1）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例如国家

缩成高度概括的观点列在各条建议的开头。观

工程及其预算；（2）各国 / 地区面向大学、研

点与标题不同，观点是从建议正文中浓缩出来

究机构、企业等的补贴措施，如资金的流动和

的核心论断，在字数上通常比标题更长，且表

规模情况；（3）各国 / 地区的标准化政策；（4）

达形式多样，如可以是几个长句子，或由若干

各国 / 地区的进出口规定 [9]。

短句组成。用户通过阅读观点可以快速了解建

2.4

重视“建议”质量提升用户接受度
建议章节的质量对于报告成果被采纳与否

影响重大，JPO 各项目均十分重视分析建议章
节，在此进行积极探索与创新。目前，“技术
研究开发和专利工作完善”是各项目构建建议

议的核心思想。（3）标示得出建议的依据。建
议依据前文的数据得出，各项目会把与本条建
议的相关依据，特别是图表依据明确标示出来，
方便了读者确认数据和采信建议。

2.5

优化细节贴近产业实际

的共性核心议题，各项目以专利数据为核心进

除了上述做法之外，JPO 在报告诸多细节

行综合信息分析后，围绕市场实际，有针对性

上也尽量考虑产业应用报告的实际特点，主要

地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在建议制订

做法有：（1）细化专利合作申请类型，方便识

模式上，有 4 种模式最为经典。一是双战略模式，

别创新资源互补关系，帮助理解地区间研发合

如卫星定位系统项目 [13] 同时提出专利战略和研

作生态差异。如 GaN 电源设备课题组 [17] 将 4

究开发战略建议。既有专利工作建议，也有通

类申请人（企业（企）、大学（大）、研究机

过综合分析后提出的领域创新建议。二是战略

构（研）、个人（个））分为 15 种类型合作（企 -

战术结合模式，如可穿戴计算机项目 [14] 提出了

企；企 - 大；企 - 研；企 - 个；大 - 大；大 - 研；

技术研发策略和专利战略建议。三是嵌套模式，

大 - 个；研 - 研；研 - 个；个 - 个；企 - 研 - 个；

建议之间具有层层深入的关系。如人造器官项

大 - 研 - 个；企 - 大 - 研；企 - 大 - 个；企 -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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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 个）。（2）标引技术的产业实际应用情况。

培育专利分析市场，初步满足产业对专利信息

专利的本质是技术方案，并不一定都会在产业

运用的需要是工作重点。“十三五”期间从国

中实际应用。风力发电课题组 [18] 对重点企业的

家到地方推出的各类专利分析公共服务举措得

技术采纳情况进行了标引，将技术划分为专业

到社会普遍肯定。“十四五”期间，国内专利

技术、主流技术、部分机种采用、研究试验中、

分析公共服务应在现有基础上，着力发挥专利

不采用等 5 种类别，为读者了解行业重点企业

分析这一基础情报工作的耳目、尖兵、参谋职能，

的技术路线提供了有益参考。（3）在分析中增

借鉴 JPO 支撑产业竞争的公共服务经验，因应

加对商业模式的考虑。技术在商业上能否成功

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将保障我国产业“竞

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本身，商业模式也是影响

争制胜”作为基本定位。工作方向上，从普及

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如可穿戴计算机课题组 [14]

专利分析方法转向专利分析服务支撑竞争决策；

在报告中将商业模式与技术进行结合分析，使

项目宗旨上，从服务创新转向立足技术创新及

建议更符合商业逻辑。（4）跳出固有技术圈层，

专利布局，服务产业竞争，保障经济安全。未

加强对时代背景技术的关注。物联网、互联网、

来要在专利分析事业上做出更大成绩，应面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是支撑未来社会发展

国家经济安全需要，围绕“提升国内传统产业

的背景技术，在开展研究时，注重将研究对象

生存能力，强化国内优势产业创新竞争力，培

与之结合起来进行研判。如水处理课题组 [19] 在

育新兴产业核心竞争优势”三项关键任务，推

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方向上做了重点研究。

进专利分析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
服务价值。

3

3.1

日本专利局经验对我国产业专
利分析公共服务的启示
定位竞争制胜，服务国家经济安全和产

业发展需要

3.2

配位竞争决断，引入数据治理理念增强

专利分析项目实施的科学性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JPO 的专利分析工
作实现常态化，近年来每年均实施并完成十余
项项目。其出台调查指引也是为了向各项目组

国家知识产权局历来重视产业专利分析公

提供基本工作管理与组织标准，以使各项目的

共服务，其从 2010 至今实施了专利分析普及推

实施质量、效能保持一致。调查指引最大的特

广项目，树立了“普及方法、培育市场、服务

点是规定细致，可操作性强，实现了对专利分

创新”的项目宗旨 [20]，确立了“源于产业、依

析工作流程的全覆盖。依托标准化、规范化的

靠产业、推动产业”的工作原则 [21]，已出版 78

制度，让每年十余个不同领域的项目在工作上

册《产业专利分析报告》。2010—2019 年，我

做到有据可依、有法可循、有序组织、有力推

国面向产业服务的专利分析工作处于培育阶段，

进。特别是，调查指引规定了各项目实施团队

宣传专利信息情报价值，普及专利分析方法，

与 JPO 的 工 作 关 系、 汇 报 制 度 及 请 示 节 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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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JPO 也可据此对各项目组常态化进行监

场布局等重大事项决断时，单纯的专利分析报

管，以便对项目的实施质量和实施风险做到全

告较难发挥作用。而且作为决策者，手里即使

程控制。近年来，我国一些省市知识产权主管

同时拥有几份独立的信息报告（如同时拥有一

部门也设置了年度例行的专利分析专项工作，

份市场分析报告和一份专利分析报告），通常

但是存在过程监管不足的问题。我国于 2020

由于各报告的编制思路、信息覆盖状况、分析

年 11 月 9 日批准发布《专利导航指南》（GB/

方法、数据时效等差异，也很难将其结论和建

T39551-2020）系列国家标准，对专利分析工作

议有机融合，这时反而可能会出现“1+1 ＜ 2”

流程和实施步骤各管控节点、要点进行了全面

的结果。未来，国内专利分析公共服务单位应

规定，应积极落实。JPO 调查指引的特色在于

积极探索以专利为核心的多源数据融合分析服

符合数据治理理念，由于是针对专利申请技术

务，抓住专利分析专业性强这一天然门槛，深

动向调查专项工作而编制，因此在过程监管细

度融入创新竞争决策过程，不断提升自身服务

节上考虑周密，值得借鉴。未来我国要进一步

价值和社会地位。

完善常态化专利分析公共服务项目监管和实施
制度，以不断提升专利分析项目实施的科学性，
达到工作规范化，程序标准化，监管常态化，
质量一致化的目标。

3.3

补位竞争决策公共服务，通过多源数据

融合分析强化专利分析报告的独特价值

3.4

换位思考用户背景，引入信息图工具为

各类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联者赋能
用信息图工具将研究对象的描述更加清晰、
高效、美观地呈现给报告用户是 JPO 的追求和
宝贵经验。JPO 长期坚持使用信息图方法，也
反映了其价值观和服务理念。技术俯瞰图是用

专利分析属于具有较高门槛的专业技术工

户与项目团队之间的核心沟通桥梁，在用户面

作，JPO 依托这一门槛，开展以专利为核心的

前发挥了“第一印象”的作用，起到了一图胜

多源数据融合分析，既发挥了自身核心优势，

千言的效果。技术俯瞰图由于优秀的信息穿透

也向社会提供了综合性的情报产品，大大提升

性，因此除了分析领域相关从业者之外，金融

了专利分析报告的可参考性和使用价值，增强

投资者、政策研究者、跨学科学者等领域外的

了专利分析报告的不可或缺性，为自身发展赢

用户也可以从报告中迅速汲取知识，进而参与

得了先机。在国内，对于多数创新主体而言，

到本领域的研究和服务中来。然而，信息图在

专利分析仍是一项新兴事物。从中国知网的专

国内专利分析领域应用少，国内专利分析服务

利分析论文到公开发布或出版的专利分析报告

单位应积极引进这个新理念、新工具，提升报

看，国内专利分析成果绝大部分是采用专利单

告本身与不同背景用户的沟通效能，将报告的

信源分析逻辑。仅单独进行专利分析，对于了

用户适应性作为关键绩效目标，以用户为本，

解产业专利技术的发展现状和形势具有积极意

让更多参与产业竞争力提升活动的用户从专利

义，但是在面对产业竞争决策和研发创新、市

分析报告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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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争位提升服务软实力，加快建设面向竞

争决策的复合型分析团队
目前 JPO 各项目团队均是跨部门、跨领域
组建，通常涉及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行业协会 5 类群体，其中政府部门通常包括专
利局和经济产业省。各项目依据领域关联性，
还会邀请相关部门参与，如农林水产省、厚生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1.003

目前为止，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工作体系和实
施模式。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未来 10 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10 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 10
年 [22]，专利分析工作将成为支撑我国产业转型
升级、突破蝶变、创新竞争的核心抓手，JPO
专利分析工作的经验值得国内积极借鉴。

劳动省等。跨领域、跨部门的协作，不仅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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