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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成果转化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转化成效不明显

已经成为学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本文从政策法规、专利质量、转化机构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

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并借鉴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经

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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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是将科技成果从持有的个人或组

织转移到其他个人或者组织的过程,通常是从科技

研发部门转移到具有开发、应用、推广能力的企

业[1]。科技成果转化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生产之间架

起一座知识流通的桥梁。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的

转移,使新知识在科技界和产业界之间流动,促进科

技知识传播;另一方面,通过为公众提供更加便捷、
实惠和实用的产品和服务,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促
进国民经济发展。1995—2015年科技成果转化为

全球提供了接近400万个就业岗位,1996—2013年

美国的大学和非营利性机构的专利许可对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的经济贡献超过5000亿美元[2]。2019年,
中国3450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签订的技术转让、开
发、咨询和服务合同金额达933.5亿元[3]。

美国秉持“减少政府干预,激发个体活力”的科

技成果管理理念,于1980年推出《拜杜法案》(Bayh-
DoleAct)[4],极大地促进了高校科技成果向产业转

移,奠定了美国数十年科技竞争力领先全球的基石。
随后,德国、日本等也相继颁布了本国的《拜杜法

案》,并取得斐然的成绩。中国版的《拜杜法案》出台

后,尽管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逐步跃居世界

第一,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和转化成效并未取得显著

提升,已经成为近年学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由于缺乏全面的数据统计和权威的测算指标,

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

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晓强在2013—201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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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年会上表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0%左

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5];沈健通过统计

2015—2017年中国专利授权、许可和转让的数据,推
算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6%,同期美国的科技

成果转化率约为50%[6]。但是熊鸿儒基于价值导向

测度,对比各国“技术许可与转让收入占研发支出比

重”数据,得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与主要发达国家

相比并不算低的结论[7]。由于“成果”定义不明确,“转
化”概念不清晰,统计周期难确定等原因,李修全等认为

需要建立一套多维度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方法[8]。
一项政策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达到设计者的预期

效果,除了政策本身之外,还与其政策环境和执行情

况等多种因素相关。本文一方面分析中国高校和科

研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原

因,另一方面梳理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实践

经验,最后在两者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

因分析

1.1 成果转化政策法规不完善

《拜杜法案》在政策层面主要有两个成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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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将发明所有权保留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二是规

定了及时披露科研成果的义务。前者催生了科技成

果转化的动力,后者激活了创新的“水源”,两者缺一

不可。
中国的发明所有权归属经历了从国家所有到项

目承担者所有的过程[9]。2007年颁布的《科学技术

进步法》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等特殊

情况以外,知识产权归属于项目承担者。《专利法》
(2008年修正)也规定了除特殊情况外,申请专利的

权利属于科研项目的承担单位[10,11]。2015年修订

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及配套的《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和《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两个行政规章,对科技

成果转化的信息平台、市场服务、产业化基地、人才

培养等做出了大体规定[12,13]。
然而,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长期存在发明披露

制度缺失的问题,至今没有法规强制规定发明人向

所在单位披露职务发明的义务。
1.2 专利的总体质量不高

为了了解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利质量情

况,本文对比了2014—2018年中美两国高校和科研

机构的专利申请量、授权量、转化率和每亿元科研投

入产生的专利转化量。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都远超美国,申请

量是同期美国的17.2、18.8、23.8、26.9和28.8倍,
授权 量 是 同 期 美 国 的18.7、25.5、26.3、27.9和

30.7倍(图1)。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年均

增长 率 分 别 为19.6%和18.4%,也 远 超 美 国 的

5.3%和4.6%。
专利的转让和许可是科技成果的主要转化方式

之一,本文以专利转让和许可的数量来计算中美两

国的专利转化率,公式如下:
(1)专利转化量=专利转让量+专利许可量;
(2)专利转化率=专利转化量/专利授权量

×100%。
受《拜杜法案》的制约,美国的专利转化主要以许

可的形式进行。由于转化链条较为成熟,美国高校和

科研机构一年内常常会将多年积累的专利进行转化,
因而美国当年的专利许可量比当年的授权量要多,以
此方法计算的美国专利转化率超过100%(表1)。

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利大部分通过转让的

形式进行转化。高校的专利转让量可以通过教育部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获得[2428]。但是高校

的专利许可量、科研机构的专利转让量和许可量都缺

乏准确的数据统计。按照《2019年中国专利调查报

告》,科研机构的专利转让率为1.3%。因此,科研单

位专利转让量=科研单位专利授权量×1.3%[29]。
PatSnap数据库2008—2017年十年的数据显示,中国

专利转让和专利许可量之比约为5∶1[6],可以据此分

别计算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利许可量。
结果显示,2014—2018年中国高校和科研单位

的专利转化率在1.9%到3.29%之间(表1)。
表2和图2显示了2014—2018年中美两国“每

亿元科研投入获得的专利转化量”,从科研投入的角

度来看,中国的专利转化量在近5年来逐渐上升,并
且接近美国的水平。

图1 中美2014—2018年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

中国专利申请数据来源于2014—2018年《专利统计

年报》中“国内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量”的大专院校和科

研单位的申请量之和[1418]。中国专利授权数据来源于

2014—2018年《专利统计年报》中“国内职务发明创造专

利申请授权量”的大专院校授权量和科研单位授权量之

和[1418]。美国专利申请和授权数据来源于文献[1923]。

表1 中美专利转化数据对比

年份
美国 中国

专利授权量 专利转化量 转化率 专利授权量 专利转化量 转化率

2014 6363 7445 117% 119065 3187 2.68%
2015 6680 8596 129% 169985 3233 1.90%
2016 7021 7575 108% 184680 3779 2.05%
2017 7459 7798 105% 208226 6353 3.05%
2018 7625 9350 123% 234327 7708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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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美每亿元科研投入获得的专利转化量

年度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美国

科研经费(亿元人民币) 4410 4662 4683 4774 5019
专利转化量 7445 8596 7575 7798 9350
专利转化量/亿元科研投入 1.69 1.84 1.62 1.63 1.86

中国

科研经费(亿元人民币) 2824 3135 3332 3702 4150
专利转化量 3187 3233 3779 6353 7708
专利转化量/亿元科研投入 1.13 1.03 1.13 1.72 1.86

  *中国科研经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9》[30],包含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美国

科研经费数据来源于文献[23],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1∶7计算。

图2 中美每亿元科研投入获得的专利转化量

中美对比的情况说明,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专利申报和授权过多过滥,在申请和葆有的专利中,
不具备转化价值或者转化价值很低的专利数量占比

过高,反映出中国专利的总体质量较低。造成此种

情况的主要因素是以专利数量为导向的激励机制。
专利申报数量和授权数量长期以来是高校、科研机

构和科研人员评级、评优、评奖、评项目等的重要指

标。另外,中国专利申报的成本相对低廉:美国发明

专利的申请费用(包含专利申请官费、代理服务费、
年费等)在25000~35000美元之间,申请时长为

2~6年,德国专利的申报费用总额也 经 常 超 过

30000欧元[31],而中国发明专利的申请费用仅为

3000~4000元人民币,申请时长为1~3年。因此,
在专利申请的低成本和激励机制的强力“诱导”下,发
明人做出申请专利的决定是显而易见的,但申报的专

利是否真正具有产业价值却很少在考量范围之内。

1.3 转化机构专业化不足

2015年以后,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在中国高校和科

研机构中开始涌现。本文对2019年教育部认定的首

批47家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的工

作流程、管理模式、激励措施、人才队伍等情况进行了

调研分析[32],发现转化机构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专业人员缺乏。47家高校的科技成果转

化机构在组织形式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高校新设

内部机构、原科研管理部门和校外独立企业。约

1/2的高校成立内设部门,包括成果与知识产权管

理办公室、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技术转移中心等,
但其从业人员大部分是从其他部门抽调而来。还有

接近1/2的高校直接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归口科研

处、社科处、财务处等管理部门。只有个别高校成立

校外独立企业负责本校的科技成果转化。

图3 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工作流程

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流程脱节。转化机构

的工作流程基本开始于发明人上报科技成果,终止

于转化合同的签订,只有少部分高校设置了专利申

请前评估和转化后评估的环节(图3)。主要问题在

于:大部分科技成果在发明人上报转化机构之前,已
经获得了专利授权,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发明人已经

与相关企业确定了转化意向。
三是转化机构的专业分工不足。转化机构的业

务重点在审核、备案、登记、组织评审等行政环节,而
在成果与市场评估、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律事务等专

业工作方面参与不多。
四是转化机构权限不足。转化机构对于一项科

技成果是否申报专利、以何种方式转化、收益分配等

缺乏足够的裁量权和决策权。
转化 机 构 专 业 化 不 足 的 主 要 原 因 有 几 个。

(1)高校和科研机构绝大多数属于国有事业单位,
经费多来自财政拨款和科研项目经费等事业性收

入,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又多数归于发明人及其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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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70%~99%),缺乏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发展

资金的内在动力。(2)以国家经费获取的知识产权

属于国有资产,高校在转化科技成果时,首先考虑的

不是尽快把科技成果转化出去,而是如何避免国有

资产流失[33]。(3)由于自主权和决策权不足,转化机

构主要执行审查、登记、备案等行政工作,而像专利申

报、成果评估、商业谈判、企业联系等专业工作做的较

少,导致其行政性过强而服务功能不足。(4)转化机

构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是事业编制人员,工资相对固

定,无法从转化收益中获利,内生动力难以激发出来。

2 发达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

的成果经验借鉴

2.1 美国

2.1.1 政策

《拜杜法案》正式名称为《大学与小企业专利程

序法案》,1980年正式颁布并分别在1984年和1986
年进行了修正和扩充。《拜杜法案》使政府不再直接

参与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把成果转化的责任和权

力赋予高校和科研机构。从立法的动机和过程来

看,《拜杜法案》并不是产生创新的源泉,而是疏通转

化的管道[4]。

2.1.2 机构

执行《拜杜法案》的机构是高校及其设立的科技

成果转化办公室(TechnologyTransferOffice,TTO)。
仅在法案实施的前十年,TTOs的数量就从25个激

增到200个[34]。值得注意的是,设立TTOs并不是

《拜杜法案》强制要求,而是高校为开展成果转化而

主动设立的内部机构。尽管在组织形式上存在差

异[35],美国TTOs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1)机构专业化。90%以上的TTOs为大学内

设机构,但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自主权和精细化分

工[36]。例如,斯坦福大学的TTO有50多人,包含

了9个专业分工不同的业务部门;TTO在成果转化

的收益分配上较为注重均衡性,总收益的15%归

TTO,剩余85%的收益均分给发明人、发明人所在

学院和系[37]。
(2)人 员 职 业 化。大 学 技 术 经 理 人 协 会

(AssociationofUniversityTechnologyManagers,

AUTM)是美国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组织,拥有来自

800多个TTOs的3200多位会员[38]。AUTM一方

面制定行业标准,搭建信息沟通和交流平台,为会员

提供技术和工具支持等[23];另一方面为会员提供统一

的职业教育培训和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路径,如专注跨

学科转化的认证科技转化人员(CertifiedLicensing
Professional,CLP)和一般学科的注册技术转让人员

(RegisteredTechnologyTransferProfessional,RTTP)。

2.1.3 流程

《美国专利法》规定高校只能采取许可的方式来

实施受联邦资助的发明专利,而不能自由转让。因

此,TTOs发展出一套以专利许可为主要方式的转

化流程。通常TTOs会介入科技成果转化的每一个

环节,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管理。

2.2 德国

2.2.1 政策

受《拜杜法案》的启发,德国于2002年修正了

《雇员发明法案》,废除“教授特权”,即高校教授个人

保留科技成果的所有权[39],并且规定:(1)发明所有

权属于发明人的雇主单位(一般指高校);(2)强制

要求发明人披露发明创新成果;(3)转化收益的

30%需分配给发明人[40]。该法案显著提高了高校商

业化职务发明的内在动力,专利的申请量显著提升,
并逐步与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申请数量相当[41]。

2.2.2 机构

德国高校的转化机构为TTOs,这一点与美国

类似[42]。但联邦政府还在每个州建立专利开发机

构 (“Patent-verwertungsagenturen”in Germanyor
“PatentandExploitationAgency”inEnglish,PVA),
负责州内所有高校的专利转化事务[40]。TTOs属于

高校的内设行政机构,而PVAs则由国家公共经费

建立,完全独立于高校[43]。除高校外,德国的学会

也成立了自身的转化专业机构,例如马普学会的

Max-PlanckInnovation和莱布尼茨学会的Leibniz
Transfer 等[40]。 德 国 的 技 术 转 移 联 盟

(TechnologieAllianz)也是全国性的科技成果转化

组织,代表超过200家科研机构以及PVAs。

2.2.3 流程

由于增加了PVAs,科技成果转化流程中的主

要部分,包括专利申报和商业化等由PVAs完成,

TTOs仅负责审核本校科技成果的发明披露情况并

转交给PVAs[31]。

2.3 日本

2.3.1 政策

1998年颁布《大学技术许可促进法》,规定政府

应支持高校与企业合作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
并鼓励高校设立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机构———
技术许可组 织(TechnologyLicensingOrganization,

TLO)[43]。1999年《产业活动再生特别措施法》颁布



 
第36卷 第2期 贾雷坡等: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313   

实施,明确了科研人员创造的知识产权归高校所有,
在此之前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归政府所有。因此,
该法案也被称为日本版的《拜杜法案》[44]。

然而新的法规并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直

到2004年《国立大学法人法》的颁布,才让TLO成

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助手,科技成果开始从

高校向产业界快速流动[45]。《国立大学法人法》起
到两个重要作用:一是赋予高校保留本校教授研究

结果的所有权[46];二是将公有性质的大学转变为具

有独立主体地位的行政法人,并赋予其对技术转移

收益的自主支配权,使得科研实力较强的国立大学在

经费预算、人员、机构等方面的决策权大幅提高[47]。

2.3.2 机构

TLO与TTO的职能基本类同,但在组织形式

上更加多元和灵活,它既可以作为高校的内部机构,
也可以是独立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甚至可以是现

存企业新增加的一种商业模式[48]。《大学技术许可促

进法》还规定TLO可以免费使用国立高校的设施。
日本也有与 AUTM 和 TechnologieAllianz相

对应 的 组 织———大 学 技 术 转 移 协 会(University
NetworkforInnovationandTechnologyTransfer,

UNITT)。UNITT在日本版的《拜杜法案》通过之

后旋即成立,由大学、研究机构、TLOs组成,通过开

展交流、培训和调研活动,促进高校与企业开展技术

转让和联合研究。

2.3.3 流程

TLO的转化流程与TTO相似,但与美国不同

是的,日本高校可以对专利实施转让。

3 对策建议

本文以提高专利申请质量和提高转化机构专业

化水平为目标,遵循《拜杜法案》成功实施的要素,针
对中国出现的主要问题,提出从政策到执行层面的

主要对策如下。
(1)尽快建立发明披露制度。从2020年开始,

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科技部等部门共同发布

《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

意见》《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

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

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4951],
对成果发明披露制度提出了建议,但还应出台强制

性法规要求发明人及时披露发明成果给雇主单位。
(2)破除不合理的激励机制。取消专利数量与

高校、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在评级、评优、评奖的简

单挂钩。以专利数量为导向的激励机制产生的弊端,
在近年也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2020年发布的《关于

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和
《2020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

权强国推进计划》明确“停止对专利申请的资助奖励,
大幅减少并逐步取消对专利授权的奖励”,标志着中

国迈出了破除专利数量激励机制的实质一步[52]。
(3)给予高校和转化机构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

权。日本的实践说明,高度的自主权和决策权是高

校开展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45]。Huelsbeck等人对

德国73所高校的TTOs调查发现,TTOs的绩效与

其成立时长、规模大小、员工学历等无关,而与其内

部的专业分工具有正相关性[42]。转化机构要加强

内部的专业分工,没有高度的自主权是做不到的。
(4)贯通专利申请和转化流程。将专利申报的

决定权赋予高校及其成立的转化机构,使其切实担

负起监管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的职责。
(5)在收益分配上,注重兼顾各方的利益。各高

校均将转化的大部分收益,奖励给发明人及其团队。
奖励一般在转化收益中占比高达70%~90%,甚至有

的高校将净收益的99%奖励给发明人。这种收益分

配方式尽管对发明人起到了莫大的激励作用,但不能

有效激发高校和转化机构的内在动力,而高校和转化

机构的积极性有时在成果转化中起决定性作用。
(6)成立类似 AUTM 的职业经理人联盟。应

参照美国 AUTM、德国TechnologieAllianz和日本

UNITT建立类似的组织来统一协调高校科技成果

信息、培养专业人才和产学研合作等事务。北京市

在2019年通过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鼓励“设立各类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提供技术经

纪人、技术经理人等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的培

训”[53]。这是地方政府重视培养科技成果转化专业

人才的积极开端,但从美、德、日的转化实践来看,建
立全国性的机构非常必要。

致谢 感谢李建军研究员和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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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transferisanimportantengineforinnovation-drivendevelopment.Thelow
conversionrateofChina'stechnologytransferandtheinconspicuousconversioneffecthavebecomethefocus
ofattentionofacademiccirclesandgovernmentdepartments.Thisarticleanalyzesthemainproblemsand
reasonsthatChineseuniversitiesandscientificresearchinstitutionsfaceintechnologytransferfromthree
aspects:policiesandregulations,patentquality,andtransferinstitutions.Drawingonthe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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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forimprovingthetechnologytransfer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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