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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科学、合理、高效的专利价值评估方法能够促进专利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有助于建立透明公平的

科技资源市场。本标准从技术价值、法律价值、经济价值三个维度构建了专利评估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

法，可为专利权人、知识产权部门、专利资源交易等相关者开展专利价值评估工作提供指导和参考依据。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大学、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信息研究院、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西北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青岛海尔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中关

村四方现代服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浙大联科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月立电器有限公司、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纪杨建、吴颖文、顾新建、顾复、陈芨熙、代风、孙洁香、张国成、魏晨雨、

周一行、王志强、杨青海、洪岩，刘守华、吴奇石、廖伟智、阴艳超、甘大广、侯爱琴、乔飞、翟翔、

居文军、方云科、陈风华、厉力众、朱代斌、郑范瑛、马步青、张今、刘杨圣彦、王昉、马超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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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的价值评估指标体系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专利的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专利的价值评估。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的专利资源质量评价工作提供指

导和参考依据。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

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

用于本文件，然而，鼓励根据本文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900-2009 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 

GB/T 20003.1-2014 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 第1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 

 

3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专利技术价值 technological value of patent 

    指专利的内在价值，是专利技术本身带来的价值。 

3.3 

专利法律价值 legal value of patent 

指专利的排他性，专利权人通过拥有一定时间一定地域的排他权利，取得垄断性收益。 

3.3 

专利经济价值 economic value of patent 

指专利技术在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过程中带给企业的预期利益。 

 

4体系构建 

4.1 体系结构 

中国专利价值评估体系用于对中国专利的价值进行评估，并提供了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估分析

方法，该指标体系可为专利权人、知识产权部门、专利资源交易等相关者开展专利价值评估工作

提供指导和参考依据。专利价值评估应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部署实施。 

本评估体系由技术价值、法律价值、经济价值三个要素组成，每个要素的数据指标列入对应

表格，即表 1-表 3，其结构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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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专利价值评估体系结构图 

4.2 评价指标 

4.2.1 技术价值 

专利技术价值由技术先进性、技术可实施性、技术应用范围 3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标组

成，其指标名称见表 1。 

表 1 技术价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技术价值 A1 

技术先进性 B1 

创新程度 C1 

技术效果 C2 

技术影响力 C3 

技术可替代性 C4 

技术可实施性 B2 
技术成熟度 C5 

技术独立性 C6 

技术应用范围 B3 
技术应用广度 C7 

技术应用跨度 C8 

4.2.2 法律价值 

专利法律价值由权利保护范围和权利稳定性 2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组成，其指标名称

见表 2。 

表 2 法律价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法律价值 A2 

权利保护范围 B4 

技术保护范围 C9 

地域保护范围 C10 

时间保护范围 C11 

权利稳定性 B5 

撰写质量 C12 

是否经历无效后确权 C13 

是否经历复审后获权 C14 

4.2.3 经济价值 

专利经济价值由市场应用情况、专利交易情况、市场未来预期 3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

标组成，其指标名称见表 3。 

表 3 经济价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经济价值 A3 市场应用情况 B6 

市场需求 C15 

市场占有率 C16 

市场利润 C17 

中国专利价值评估体系

技
术
价
值
（
表1

）

法
律
价
值
（
表2

）

经
济
价
值
（
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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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交易情况 B7 

专利质押 C18 

专利转让 C19 

专利许可 C20 

侵权赔偿 C21 

市场未来预期 B8 

剩余有效期 C22 

布局国家数 C23 

可替代技术 C24 

 

5指标说明 

5.1 技术价值 

5.1.1 创新程度 

创新程度是指该技术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新颖程度。该指标值可参考专利类型，一般而言，发

明专利的创新程度最高，实用新型其次，外观设计专利的创新程度最低。 

创新程度C1 = {

1，外观设计专利

2，实用新型专利

3，发明专利

 

对创新程度 C1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1’。 

𝐶1
′ =

𝑐1 − 𝑐1𝑚𝑖𝑛
𝑐1𝑚𝑎𝑥 − 𝑐1𝑚𝑖𝑛

× 100 

5.1.2 技术效果 

技术效果是指该技术能够解决的新的技术问题的难易或重要程度，或者是相对于现有技术在

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改进程度。该指标值可参考技术产品化所需的成本或产品化后带来的收益，技

术产品化所需的成本越低，收益越高，专利的技术价值越高。 

技术效果 C2=产品化的收益-产品化的成本 

对技术效果 C2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2’。 

𝐶2
′ =

𝑐2 − 𝑐2𝑚𝑖𝑛
𝑐2𝑚𝑎𝑥 − 𝑐2𝑚𝑖𝑛

× 100 

5.1.3 技术影响力 

技术影响力是指该技术对后续其他技术的启示或借鉴作用。该指标值可参考专利被引次数，

专利被引次数表示该技术影响后续技术的强度，被引次数越多，专利的技术价值越大。 

技术影响力 C3=专利被引次数 

对技术影响力 C3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3’。 

𝐶3
′ =

𝑐3 − 𝑐3𝑚𝑖𝑛
𝑐3𝑚𝑎𝑥 − 𝑐3𝑚𝑖𝑛

× 100 

5.1.4 技术可替代性 

技术可替代性是指该技术在当前是否存在能够解决相同或相似问题的替代技术。技术可替代

性越低，专利的技术价值越高。 

技术可替代性C4 = {
1，存在可替代技术

0，不存在可替代技术
  

对技术可替代性 C4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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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4
′ =

𝑐4𝑚𝑎𝑥 − 𝑐3
𝑐4𝑚𝑎𝑥 − 𝑐4𝑚𝑖𝑛

× 100 

5.1.5 技术成熟度 

技术成熟度是指该技术所处的发展阶段。技术按照发展阶段可分为：概念研究阶段、技术开

发阶段、工程研制阶段、生产部署阶段。技术成熟度越高，专利的技术价值越高。 

技术成熟度C5 =

{
 
 

 
 1，技术处于概念研究阶段

2，技术处于技术开发阶段

3，技术处于工程研制阶段

4，技术处于生产部署阶段

 

对技术成熟度 C5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5’。 

𝐶5
′ =

𝑐5 − 𝑐5𝑚𝑖𝑛
𝑐5𝑚𝑎𝑥 − 𝑐5𝑚𝑖𝑛

× 100 

5.1.6 技术独立性 

技术独立性是指该技术不需要依赖于其他技术或配套条件而可以单独实施的程度。技术独立

性越高，专利的技术价值越高。 

技术独立性C6 = {

1，技术实施依赖于其他技术或配套条件的程度较高

2，技术实施依赖于其他技术或配套条件的程度较低

3，技术实施不需要依赖其他技术或配套条件

 

对技术独立性 C6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6’。 

𝐶6
′ =

𝑐6 − 𝑐6𝑚𝑖𝑛
𝑐6𝑚𝑎𝑥 − 𝑐6𝑚𝑖𝑛

× 100 

 

5.1.7 技术应用广度 

技术应用广度是指该技术在空间上的应用范围，即该技术可以应用于多大范围的领域中。该

指标值可参考专利分类号的数量，专利所属的 IPC 分类号数量越多，技术的应用广度越大，专利

的技术价值越高。 

技术应用广度 C7=专利所属的 IPC 分类号的数量 

对技术应用广度 C7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7’。 

𝐶7
′ =

𝑐7 − 𝑐7𝑚𝑖𝑛
𝑐7𝑚𝑎𝑥 − 𝑐7𝑚𝑖𝑛

× 100 

5.1.8 技术应用跨度 

技术应用跨度是指该技术在时间上的应用范围。该指标值可参考技术所在的技术领域所处的

生命周期位置。技术生命周期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技术所处的生

命周期位置越靠前，技术应用跨度越大，专利的技术价值越高。 

技术应用跨度C8 =
技术衰亡时间点−技术当前时间点

技术生命周期长度
 

对技术应用跨度 C8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8’。 

𝐶8
′ =

𝑐8 − 𝑐8𝑚𝑖𝑛
𝑐8𝑚𝑎𝑥 − 𝑐8𝑚𝑖𝑛

× 100 

5.2 法律价值 

5.2.1 技术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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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保护范围是指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即专利所涵盖的权益范围。该指标可参考专利的独立

权利要求数量，独立权利要求数量越多，专利的法律价值越高。 

技术保护范围 C9=专利独立要求数量 

对技术保护范围 C9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9’。 

𝐶9
′ =

𝑐9 − 𝑐9𝑚𝑖𝑛
𝑐9𝑚𝑎𝑥 − 𝑐9𝑚𝑖𝑛

× 100 

5.2.2 地域保护范围 

地域保护范围是指专利在全球的布局情况，即基于同一优先权文件所布局专利的国家数。 该

指标值可参考同族专利数，同族专利数越多，专利的法律价值越高。 

地域保护范围 C10=专利的同族专利数 

对地域保护范围 C10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10’。 

𝐶10
′ =

𝑐10 − 𝑐10𝑚𝑖𝑛
𝑐10𝑚𝑎𝑥 − 𝑐10𝑚𝑖𝑛

× 100 

5.2.3 时间保护范围 

时间保护范围是指专利维持的年限。专利维持的年限越长，专利的时间保护范围越大，专利

的法律价值越高。 

时间保护范围 C11=当前日期-专利的授权日期 

对时间保护范围 C11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11’。 

𝐶11
′ =

𝑐11 − 𝑐11𝑚𝑖𝑛
𝑐11𝑚𝑎𝑥 − 𝑐11𝑚𝑖𝑛

× 100 

5.2.4 撰写质量 

撰写质量是指专利的文本撰写质量是否能够抵御专利被无效的风险。专利的撰写质量越高，

专利的法律价值越高。 

撰写质量C12 = {

1，撰写质量较低

2，撰写质量一般

3，撰写质量较高

 

对撰写质量 C12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12’。 

𝐶12
′ =

𝑐12 − 𝑐12𝑚𝑖𝑛
𝑐12𝑚𝑎𝑥 − 𝑐12𝑚𝑖𝑛

× 100 

5.2.5 是否经历无效后确权 

经历过无效后确权的专利的权利稳定性更高，专利的法律价值也就更高。考虑到专利与其同

族专利具有高度相似性，当专利未被提起无效，而其对应的同族专利被提起无效且确权，也可视

为本专利具有较高的权利稳定性。 

是否经历无效后确权C13 = {
0，本专利或同族专利未经历无效后确权

1，本专利或同族专利经历无效后确权
  

对是否经历无效后确权 C13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13’。 

𝐶13
′ =

𝑐13 − 𝑐13𝑚𝑖𝑛
𝑐13𝑚𝑎𝑥 − 𝑐13𝑚𝑖𝑛

× 100 

5.2.6 是否经历复审后获权 

经历过复审后确权的专利的权利稳定性更高，专利的法律价值也就更高。考虑到专利与其同

族专利具有高度相似性，当专利未被提起复审，而其对应的同族专利被提起复审且确权，也可视

为本专利具有较高的权利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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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经历复审后获权C14 = {
1，本专利或同族专利经历复审后获权

0，本专利或同族专利未经历复审后获权
 

对是否经历复审后获权 C14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14’。 

𝐶14
′ =

𝑐14 − 𝑐14𝑚𝑖𝑛
𝑐14𝑚𝑎𝑥 − 𝑐14𝑚𝑖𝑛

× 100 

5.3 经济价值 

5.3.1 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是指顾客对该专利产品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市场需求越大，专利的经济价值

越高。 

市场需求C15 = {

1，顾客对专利产品购买意愿小

2，顾客对专利产品购买意愿一般

3，顾客对专利产品购买意愿大

 

对市场需求 C15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15’。 

𝐶15
′ =

𝑐15 − 𝑐15𝑚𝑖𝑛
𝑐15𝑚𝑎𝑥 − 𝑐15𝑚𝑖𝑛

× 100 

5.3.2 市场占有率 

市场占有率是指该专利产品的销售量在市场同类产品中所占比重。专利的市场占有率越大，

专利的经济价值越高。 

市场占有率C16 =
专利产品销售量

同类产品销售总量
 

对市场占有率 C16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16’。 

𝐶16
′ =

𝑐16 − 𝑐16𝑚𝑖𝑛
𝑐16𝑚𝑎𝑥 − 𝑐16𝑚𝑖𝑛

× 100 

5.3.3 市场利润 

市场利润是指该专利产品在市场销售获得的利润。专利的市场利润越高，专利的经济价值越

高。 

市场利润 C17=（专利产品售价-专利产品成本）专利产品销售量 

对市场利润 C17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17’。 

𝐶17
′ =

𝑐17 − 𝑐17𝑚𝑖𝑛
𝑐17𝑚𝑎𝑥 − 𝑐17𝑚𝑖𝑛

× 100 

5.3.4 专利质押 

专利质押是指通过专利质押能够获得的专利收益。该指标值可参考专利质押次数及金额，专

利质押次数越多，质押金额越高，专利的经济价值越高。 

专利质押C18 =∑第 i次质押金额

n

i=1

 

其中 n 为专利质押次数。 

对专利质押 C18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18’。 

𝐶18
′ =

𝑐18 − 𝑐18𝑚𝑖𝑛
𝑐18𝑚𝑎𝑥 − 𝑐18𝑚𝑖𝑛

× 100 

5.3.5 专利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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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转让是指通过专利转让能够获得的专利收益。该指标值可参考专利转让次数及金额。专

利转让次数越多，转让金额越高，专利的经济价值越高。 

专利转让C19 =∑第 i次转让金额

n

i=1

 

其中 n 为专利转让次数。 

对专利转让 C19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19’。 

𝐶19
′ =

𝑐19 − 𝑐19𝑚𝑖𝑛
𝑐19𝑚𝑎𝑥 − 𝑐19𝑚𝑖𝑛

× 100 

5.3.6 专利许可 

专利许可是指通过专利许可能够获得的专利收益。 

该指标值可参考专利许可次数及金额。专利许可次数越多，许可金额越高，专利的经济价值

越高。 

专利许可C20 =∑第 i次许可金额

n

i=1

 

其中 n 为专利许可次数。 

对专利许可 C20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20’。 

𝐶20
′ =

𝑐20 − 𝑐20𝑚𝑖𝑛
𝑐20𝑚𝑎𝑥 − 𝑐20𝑚𝑖𝑛

× 100 

5.3.7 侵权赔偿 

侵权赔偿是指专利被侵权而获得的赔偿收益。该指标值可参考专利被侵权次数及赔偿金额。

专利被侵权次数越多，获得侵权赔偿金额越高，专利的经济价值越高。 

侵权赔偿C21 =∑第 i次侵权赔偿款

n

i=1

 

其中 n 为专利被侵权次数。 

对侵权赔偿 C21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21’。 

𝐶21
′ =

𝑐21 − 𝑐21𝑚𝑖𝑛
𝑐21𝑚𝑎𝑥 − 𝑐21𝑚𝑖𝑛

× 100 

5.3.8 剩余经济寿命 

剩余经济寿命是指专利能够有效使用并创造经济收益的剩余时间。该指标值可参考专利剩余

有效期。专利剩余有效期越长，专利的经济价值越高。 

剩余经济寿命 C22=专利有效期－（当前日期－专利授权日） 

对剩余经济寿命 C22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22’。 

𝐶22
′ =

𝑐22 − 𝑐22𝑚𝑖𝑛
𝑐22𝑚𝑎𝑥 − 𝑐22𝑚𝑖𝑛

× 100 

5.3.9 布局国家数 

布局国家数是指基于同一优先权文件所布局专利的国家数。布局国家数越多，专利产品将拥

有越广阔的市场，专利的经济价值越高。 

布局国家数 C23=同族专利数量 

对布局国家数 C23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23’。 

𝐶23
′ =

𝑐23 − 𝑐23𝑚𝑖𝑛
𝑐23𝑚𝑎𝑥 − 𝑐23𝑚𝑖𝑛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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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 可替代技术 

可替代技术是指市场上是否存在以及存在多少能够解决相同或相似问题的替代技术，以及替

代技术的成本。市场上存在的替代技术越少，替代技术的成本越高，专利的经济价值越高。 

可替代技术 C24=min(替代技术 1 的成本，替代技术 2 的成本，……，替代技术 n 的成本) 

对可替代技术 C24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 C24’。 

𝐶24
′ =

𝑐24 − 𝑐24𝑚𝑖𝑛
𝑐24𝑚𝑎𝑥 − 𝑐24𝑚𝑖𝑛

× 100 

 

6评价方法 

6.1专利技术价值 

专利技术价值 A1=1创新程度 C1’+2技术效果 C2’+3技术影响力 C3’+4 技术可替代性

C4’+5技术成熟度 C5’+6技术独立性 C6’+7技术应用广度 C7’+8技术应用跨度 C8’ 

式中1-8 为权重系数，且1+2+3+4+5+6+7+8=1，权重系数由专利所属行业的专家决定，

根据行业特点有所差异。 

6.2专利法律价值 

专利经济价值 A2=9技术保护范围 C9’+10地域保护范围 C10’+11时间保护范围 C11’+12撰

写质量 C12’+13是否经历无效后确权 C13’+14是否经历复审后获权 C14’ 

式中9-14 为权重系数，且9+10+11+12+13+14=1，权重系数由专利所属行业的专家决定，

根据行业特点有所差异。 

6.3专利经济价值 

专利经济价值 A3=15市场需求 C15’+ 16市场占有率 C16’+17市场利润 C17’+18专利质押

C18’+19专利转让 C19’+20专利许可 C20’+21侵权赔偿 C21’+22剩余有效期 C22’+23布局

国家数 C23’+24可替代技术 C24’ 

式中15-24 为权重系数，且15+16+17+18+19+20+21+22+23+24=1，权重系数由专利所属

行业的专家决定，根据行业特点有所差异。 

6.4专利总价值 

专利总价值 V=专利技术价值+专利法律价值+专利经济价值 

式中、、为权重系数，且++=1，权重系数由专利所属行业的专家决定，根据行业特点

有所差异。 

 

7 评价案例 

以专利 P 为例，对专利 P 的价值进行评估。专利 P 各项指标评分如下： 

 

创新程度 C1’=50 

技术效果 C2’=76 

技术影响力 C3’=83 

技术可替代性 C4’=100  

技术成熟度 C5’=67 

技术独立性 C6’=50 

技术应用广度 C7’=64 

技术应用跨度 C8’=82 

技术保护范围 C9’=91 

地域保护范围 C10’=74 

时间保护范围 C11’=89 

撰写质量 C12’=100 

是否经历无效后确权 C13’=100 

是否经历复审后获权 C14’=0 

市场需求 C15’=50 

市场占有率 C16’=73 

市场利润 C17’=87 

专利质押 C18’=63 

专利转让 C19’=78 

专利许可 C20’=96 

侵权赔偿 C21’=66 

剩余有效期 C22’=79 

布局国家数 C23’=72 

可替代技术 C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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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P 所属行业的专利价值权重系数如下： 

=0.26 

=0.41 

=0.33 

1=0.12 

2=0.09 

3=0.13 

4=0.11 

5=0.10 

6=0.15 

7=0.13 

8=0.17 

9=0.19 

10=0.15 

11=0.17 

12=0.14 

13=0.17 

14=0.18 

 

15=0.10 

16=0.09 

17=0.12 

18=0.14 

19=0.05 

20=0.13 

21=0.11 

22=0.11 

23=0.08 

24=0.07 

则： 

专利技术价值 A1=500.12+760.09+830.13+1000.11+670.1+500.15+640.13 

+820.17=70.59 

专利法律价值 A2=910.19+740.15+890.17+1000.14+1000.17+00.18=74.52 

专利经济价值 A3=500.10+730.09+870.12+630.14+780.05+960.13+660.11 

+790.11+720.08+840.07=74.8 

专利总价值 V=70.590.26+74.520.41+74.80.33=73.59 

因此，在该专利价值评估指标体系下，专利 P 的价值为 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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