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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专利保护协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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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为企业提供了一种专利密集型产品的评价方法。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其他组织评价专

利密集型产品，可使用本文件的评价指标、评价方式，也可结合评价目的，对评价方法进行适用性

调整，可增加销售收入的连续正增长、市场占有率、核心专利市场控制强度指数等指标，也可对评

价方式进行优化，包括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或者对评价指标进行打分等。基准值可参考行业均值

等。

本文件将评价对象设置为产品单元，企业可根据所提供的产品的特点进行产品单元的划分和设

定。

本文件仅考虑专利的使用情况。专利的使用包括自有专利的使用，以及经专利权人同意的专利

实施许可的使用。产品所使用的专利应当是用于保护该产品本身或制造该产品的方法所使用的技术

方案的发明专利，或者是用于保护该产品本身所使用的技术方案的实用新型专利，或者是用于保护

该产品整体或者局部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即直接生产（获得）该产品所使用的专利，或产品主要

部件、核心部件、关键部件、关键方法所使用的专利。用于产品的外包装、生产设备、检测设备或

方法、附属件产品和其它非直接应用于产品的专利不属于使用的专利。例如：手机充电器、耳机等

附属件专利不属于手机产品上使用的专利；作为专利布局的防御性专利，未直接在产品上使用，不

属于使用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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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的评价指标、评价指标的获取方法、评价流程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的评价，其他组织可参照本文件评价专利密集型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明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374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37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产品单元 product unit

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下企业同一型号或品种的产品

注：例如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中“代码 4009010202”对应的产品名称“笔记本计算

机”下，企业的 A00型号产品；或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中“代码 2702080101”对应的

产品名称“含有青霉素及其衍生物缓释控释片”品种的产品。

3.2

专利密集型产品 patent intensive product

属于《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分类》中行业的企业所生产的主要依靠专利参与市场

竞争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的产品

3.3

主营业务产品 main product

企业主营业务所产出的产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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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专利 main patent

产品或生产产品过程中必须使用的技术方案所形成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对该产品具有

不可替代性，对产品技术升级和提升市场规模发挥了关键作用；或对产品形成高附加值的外观设计

专利，专利对提升市场规模发挥了关键作用

4 评价指标

4.1 获奖情况

产品单元中使用的任一项专利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省级及以上专利奖。

4.2 无效情况

产品单元中使用的任一项专利经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审查宣告专利权维

持。

4.3 核心专利数量

产品单元所使用的法律状态为有效的核心专利数量，用于评价产品单元的核心创造能力。

4.4 知识产权累计投入占比

产品单元的累计知识产权成本占产品单元年度总成本的比例，用于评价产品单元知识产权投入

强度。

注：本文件中使用的“年度”表示上一自然年度。

4.5 年度销售收入

年度内产品单元的销售收入，用于评价产品单元知识产权产出效益。

4.6 单件核心专利年度销售收入

产品单元的年度销售收入与产品单元所使用的核心专利数量的比值，用于评价单件专利的产品

单元知识产权产出效益。

4.7 年度销售净利率

产品单元年度净利润与产品单元年度销售收入的比值，用于评价产品单元的获利能力。

5 评价指标的获取方法

5.1 获奖情况的获取方法

不涉及获取方法。

5.2 无效情况的获取方法

不涉及获取方法。

5.3 核心专利数量的获取方法

统计产品单元的核心专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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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知识产权累计投入占比的获取方法

获取产品单元累计知识产权成本、产品单元年度总成本，按照公式（1）计算产品单元知识产权

累计投入占比。

Rpc =
Cp
Cpt

.......................（1）

式中：

Rpc——知识产权累计投入占比（％）；

Cp——产品单元累计知识产权成本（万元）；

Cpt——产品单元年度总成本（万元）。

产品单元累计知识产权成本包括各年度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产品单元研发费用、产品单元涉及专

利的费用等。

产品单元涉及专利的费用包括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纳的与产品单元相关的专利费用、与产品单

元相关的专利部门的开支、与产品单元相关的专利侵权风险排查费用以及其他合理开支。

5.5 年度销售收入的获取方法

统计产品单元年度销售收入。

5.6 单件核心专利年度销售收入的获取方法

获取产品单元年度销售收入，统计产品单元的法律状态为有效的核心专利数量，按照公式（2）
计算单件核心专利年度销售收入。

Sp =
���
���

.......................（2）

式中：

Sp——单件核心专利年度销售收入（万元/件）；

Spt——产品单元年度销售收入（万元）；

Npt——产品单元所使用的法律状态为有效的核心专利数量（件）。

5.7 年度销售净利率的获取方法

获取产品单元年度净利润、产品单元年度销售收入，按照公式（3）计算产品单元年度销售净利

率。

Rt =
Pp
Spt

.......................（3）

式中：

Rt——产品单元年度销售净利率（%）；

Pp——产品单元年度净利润（万元）；

Spt——产品单元年度销售收入（万元）。

6 评价指标基准值的获取方法

6.1 获奖情况基准值的获取方法

不涉及获取方法。



T/PPAC XXX—2022

4

6.2 无效情况基准值的获取方法

不涉及获取方法。

6.3 核心专利数量基准值的获取方法

获取企业所有产品单元使用的核心专利数量，计算均值。企业具有M个产品单元，按照公式（4）
计算核心专利数量基准值。

Npt =
1
M i=0

M Npti� .......................（4）

式中：

Npt——产品单元所使用的法律状态为有效的核心专利数量均值（件）；

M——产品单元的个数（个）；

Npti——第 i个产品单元所使用的法律状态为有效的核心专利数量（件）。

6.4 知识产权累计投入占比基准值的获取方法

获取企业所有产品单元的知识产权累计投入占比，计算均值。企业具有M个产品单元，按照公

式（5）计算知识产权累计投入占比基准值。

Rpc =
1
M i=0

M Rpci� .......................（5）

式中：

Rpc——产品单元知识产权累计投入占比均值（％）；

M——产品单元的个数（个）；

Rpci——第 i个产品单元知识产权累计投入占比（％）。

6.5 年度销售收入基准值的获取方法

获取企业所有产品单元的年度销售收入，计算均值。企业具有M个产品单元，按照公式（6）
计算年度销售收入基准值。

Pp =
1
M i=0

M Ppi� .......................（6）

式中：

Pp——产品单元年度销售收入均值（万元）；

M——产品单元的个数（个）；

Ppi——第 i个产品单元年度销售收入（万元）。

6.6 单件核心专利年度销售收入基准值的获取方法

获取企业所有产品单元的单件核心专利年度销售收入，计算均值。企业具有M个产品单元，按

照公式（7）计算单件核心专利年度销售收入基准值。

Sp =
1
M i=0

M Sp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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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p——产品单元单件核心专利年度销售收入均值（万元）；

M——产品单元的个数（个）；

Spi——第 i个产品单元单件核心专利年度销售收入（万元）。

6.7 年度销售净利率基准值的获取方法

获取企业所有产品单元的年度销售净利率，计算均值。企业具有M个产品单元，按照公式（8）
计算年度销售净利率基准值。

Rt =
1
M i=0

M Rti� .......................（8）

式中：

Rt——产品单元年度销售净利率均值（%）；

M——产品单元的个数（个）；

Rti——第 i个产品单元年度销售净利率（%）。

7 评价流程及要求

7.1 评价流程

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的评价流程如下：

a) 获取产品单元评价指标的测算值；

b) 根据产品单元测算值计算评价指标的基准值；

c) 以企业主营业务产品中的产品单元为评价对象，产品单元应使用至少一项法律状态为有效的

专利；将选定的评价对象产品单元测算值与基准值比较，判定评价结果；评价指标不涉及测算值的，

以符合指标要求为准。

7.2 获取评价指标的测算值

按第 5章规定的方法获取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评价指标的测算值。

7.3 确定评价指标的基准值

按第 6章规定的方法获取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评价指标的基准值。

注：企业可根据评价需求选取行业数据（例如行业均值）作为评价指标的基准值。

7.4 判定评价结果

判定评价结果：

——产品单元年度销售收入、年度销售净利率不低于基准值，获奖情况、无效情况满足其一，

判定属于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

——产品单元年度销售收入、年度销售净利率、知识产权累计投入占比均不低于基准值，判定

属于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

——产品单元年度销售收入、年度销售净利率、核心专利数量、单件核心专利年度销售收入均

不低于基准值，判定属于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

可编写评价报告，评价报告主要包括产品单元的基本信息、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评价信息以及

人员日期信息等，具体如下：



T/PPAC XXX—2022

6

——产品单元的基本信息应包括评价时间截止日、产品单元的型号、功能、简介等内容。

——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评价信息应包括评价指标基准值、测算值、评价结果等内容。

——人员日期信息应包括评价人员信息、审核人员信息以及评价日期等。

评价报告示例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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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评价报告示例

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评价报告

产品单元的基

本信息

评估截止日

产品单元

型号

功能

简介

企业专利密集

型产品评价信

息

评价指标 基准值 测算值 评估结果

年度销售收入

年度销售净利率

核心专利数量

单件核心专利年

度销售收入

知识产权累计投

入占比

获奖、无效情况

评价结果

人员及日期
评价人员 审核人员

评价日期 审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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