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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贯标效果与机理研究： 

基于中国科学院问卷调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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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研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知识产权工作事关高质量发展，但是我国科

研机构知识产权实力还要进一步加强。《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发布和实施

为科研机构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提供了标准化模板和原则性要求。本文基于

135 名科研机构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科研机构开展知识产权

贯标工作既有直接作用，也有间接作用。直接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科研机构员工的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间接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

创造和知识产权转化。此外，科研机构开展知识产权管理贯标工作的动机对于发挥贯

标作用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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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in research institutes: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iu Haibo1,2, An Yongjie1,2, Ren Jing3, Zhang Yafeng1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2.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3.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ce & technology power,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work is correlated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practice of IP in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in China still faces some issues, and requires 

further IP management. The pub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P management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provides good standardized template and principle 

requirement for research institutes to improve their IP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uses 

econometric method to analyze the data of questionnaires from 135 staffs working at research 

institutes.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P management standard in research 

institutes ha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The direct effect includes the improvement of 

IP 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ability,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includes the promotion of IP 

creation and transfer. Besides, the motivation of implementing the standard has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abov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echanism 

 

0. 引言 

科研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战略使命。提高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是更好地发挥其职

能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明确要求，《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

要（2021—2035 年）》强调推动科研机构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当前，我国科研机

构知识产权管理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知识产权管理内部制度缺乏系统性，机构建设

不完善，专业人员缺乏；知识产权管理职能与技术转移转化职能分离，阻碍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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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知识产权创造的质量不高，没有形成健康的知识产权意识[1][2][3]。为此，探索

如何完善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仍然非常重要。 

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是我国健全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提高其知识产权管理水平的重要创新举措。2016 年 12 月，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起草的国家标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33250-2016），

旨在引导科研机构建立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实现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该标准

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标准发布后，以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中国农业

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等为代表的一批科研机构积极参与贯标工作，探索建设并不断完

善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科技成果管理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4]。 

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对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开展了研究。一是在梳理问题和

提出建议层面，王丽贤和汪凌勇[错误!未定义书签。]和宋河发等[5]分析了我国国立科

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的现状和问题，李兵和佟仁城[6]对我国科研机构知识产权保护问

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二是在经验总结和模式分析方面，饶远等[7]总结了

新型研发机构知识产权管理的共性和个性特征，Sapir 等[8]研究了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基

于知识产权的技术商业化模式，Leten 等[9 ]研究了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的知识产权

模式，张亚峰等[10]、马锋等[11]和刘海波和李黎明[12]梳理了中国科学院的知识产权管理

工作重点、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模式和保护运用经验，王丽贤和汪凌勇[错误!未定义书签。]和宋

河发等[错误!未定义书签。]总结了德国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国外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三是在针对人才、专利等具体

问题的分析方面，吕旭宁和白新文[13]分析了国立科研机构知识产权人员素质的能力构

成，王元地等[14]研究了科研机构专利许可的空间网络。 

在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方面，有部分文章从现状、问题层面进行了定性

的分析[错误!未定义书签。][15]，但是在实证层面、机理层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基于

上述现实情况和研究背景，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探索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贯标的

作用机理。具体地，以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为对象进行问卷调研，通

过层级模型分析了知识产权贯标的具体效果和作用机理。该研究对于进一步健全科研

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有效开展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工作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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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框架 

科研机构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关键主体，也是创造知识产权的重要主体之一。

截至 2020 年，我国共有中央和地方所属科研机构 3109 个、高校科研机构 19988 个、

企业科研机构 105094 个②。2021 年，我国科研机构全年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40587 件，

年底有效发明专利 193664 件③。尽管科研机构拥有丰富的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资源，

但是由于缺乏有效利用而导致大量知识产权资源被闲置。早期研究发现，科研机构产

出专利的质量低于企业[16]]。最新的调查显示，我国科研机构发明专利的产业化率为

15.6%，低于企业的 46.8%[17]。一方面，科研机构承担较多的国家科技计划和科技项

目，研发过程具有一定的任务导向，研究人员对市场情况和消费者需求缺乏了解，导

致知识产权产出与市场脱节，很多专利成果不具备市场价值。另一方面，科研机构的

基本职能是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客观上在进行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方面不具备优

势，即使是潜在经济价值较高的知识产权成果，也可能因为研究机构在知识产权转移

转化方面的能力限制而被闲置。 

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的对象、内容和任务具有多样性。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可

以激励科研机构产出更高质量的科学技术成果，加速研究成果的应用，缓解科研机构

科技成果利用率低的问题，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充分激发其潜在价值，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在科技计划和科技项目立项之初，对知识产权信息进行法律、技术和市

场等维度的检索和分析，制定知识产权目标和策略并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最后由专门机构和人员对知识产权成果进行转移转化。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

的对象包括专利、专有技术和技术秘密等技术类知识产权，商标、服务标记、单位名

称等标识类知识产权，专著和科研论文等著作权，以及信用和商誉等信誉类知识产权]

[18]。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和任务包括制定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知识产权教

育与培训，建立组织机构并配备人员，进行知识产权信息检索，知识产权的申请、授

权与维持，知识产权的权属确定和集中管理，知识产权转化实施和知识产权有效保护

等[错误!未定义书签。][19]。 

 
②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1》. 

③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注册登记月度报告. 



 

 

5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对知识产权管理提出了详细的体系化要求。这些

要求涉及组织管理、人员管理、设施管理、合同管理、信息管理、项目管理、知识产

权保护和运用等多个方面。科研机构在贯彻标准的过程中，需要开展一系列的文件制

定、部门安排、人员调整、专业培训等工作。通过开展这些工作，使科研机构的员工

更加了解知识产权，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掌握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具体能力。

在此基础上，有助于促进科研机构知识产权水平的整体提升，包括更高质量的知识产

权产出和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转化。在上述过程中，科研机构员工参与贯标工作的动

机会对贯标工作的具体作用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设计了如图 1 所示的分析框架。 

 

图 1 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贯标作用机理 

Figure 1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in research institutes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 

本文以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的员工为分析单元。中国科学院是我国科技领域

的最高研究和咨询机构，在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科学院历来重视知识

产权的保护、运用和管理，在机构建设方面，1985 年就在计划局设立了专利管理处，

1986 年制定《中国科学院专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1993 年制定《中国科学院保护知

识产权的规定》，2007 年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我院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意见》，2020

年发布最新的《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2021 年，中国科学院专利

申请量为 22355 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 18925 件，国际专利 1572 件；专利授权量为

16581 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13136 件，国际专利授权量为 545 件；中国科

知识产权贯标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 

知识产权水平提高 

 

 

 

知识产权创造 

知识产权转化 

动机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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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院属单位新签订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合同 556 项，合同金额 66.59 亿元④。 

以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员工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科研机构在知识

产权管理标准化方面的典型性。首先，中国科学院是《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的 3 家主要起草单位之一，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就有较大程度的参与。第二，标准发

布后，中国科学院将贯标工作纳入工作计划之中，积极推动所属科研机构参与贯标，

并分批选定试点研究所开展贯标工作。第三，中国科学院已经有 30 余家研究所取得

标准的审核认证资格，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样本。 

2.2 问卷发放 

为了解知识产权管理贯标工作在中国科学院的推进情况，设计了问卷并通过“问

卷星”平台发放。问卷通过定向方式发送给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专员、

与知识产权工作相关的管理支撑人员、对知识产权感兴趣的科研人员和单位领导。其

中，知识产权专员是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部经过专项培训、掌握知识产权相关专业技

能和知识的知识产权专门人才，知识产权专员需要经过职业资格考试认定，该项制度

从 2007 年开始实施[20]。 

问卷发放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1 日，截至 7 月 5 日，共计回收 138 份问卷。经过

检查，问卷均为有效问卷。考虑到有 3 份问卷的填写人员来自社会科学类科研机构，

与知识产权管理贯标的背景不符，因此将这 3 个样本进行剔除，最终保留 135 份问卷

用于分析。 

2.3 主要变量 

本文的主要变量如表 1 所示。本研究主要对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贯标状态（after）

的作用成效与机理进行分析。贯标工作的成效主要体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体现

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aware）的提升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ability）的提升，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体现为知识产权布局意识]（awlayout）、知识产权风险意识]（awrisk）、知识

产权日常意识（awdaily）和知识产权学习意识（awlearn），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体现为

风险防范能力]（abrisk）、检索分析能力（abanalyze）和过程管理能力（abprocess）。贯

 
④ 数据来源：《2021 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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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工作的第二层效果，也是最终效果，作用于科研机构知识产权水平的提升，体现为

知识产权创造水平（creation）和知识产权转化水平（transfer）的提升。 

根据动机理论和相关文献，动机因素对于行为效果有重要影响[21][22][23]。本文还关

注贯标动机对贯标成效的影响，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辅助申请项目（tocompete）；

加强成果保护（toprotect）；促进科研合作（tocooperate）；产出高质量成果（toinnovate）；

促进成果转化（totransfer）；防范知识产权风险（torisk）；加强知识产权管理（tomanage）。 

在分析过程中，控制了科研机构的研究领域、知识产权专员数量、知识产权管理

机构和知识产权高层机构的设立情况。此外，由于知识产权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

相关[24][25]，通常经济更发达区域的知识产权实力也越强，因此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加入

问卷填写人员科研机构所在城市 2018 年的人均 GDP，以控制区域经济水平对知识产

权的影响，选择 2018 年的原因是中国科学院在当年正式启动院属单位《科研组织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 

表 1 主要变量列表 

Table 1 List of main variables 

变量名称（缩写） 变量含义 

贯标状态（after） 虚拟变量。=1 表示研究所已经通过认证审核；否则为 0 

知识产权水

平(level) 

知识产权创造水平（creation） 与三年前相比，我单位知识产权数量和质量有很大提升 

知识产权转化水平（transfer） 与三年前相比，我单位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合同数量与标的额有很大提升 

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
(aware) 

知识产权布局意识（awlayout） 
与三年前相比，我单位科研人员在项目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方面意识提升

明显（1-5 分赋值） 

知识产权风险意识（awrisk） 
与三年前相比，我单位科研人员在知识产权侵权和被侵权风险防范方面意

识提升明显（1-5 分赋值） 

知识产权日常意识（awdaily） 
与三年前相比，我单位科研人员在内部交流工作中更多的提及知识产权类

的问题（1-5 分赋值） 

知识产权学习意识（awlearn） 
与三年前相比，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接收到来自所内的知识产权工作咨询量

有很大提升（1-5 分赋值） 

知识产权总体意识（aware） 上述 4 项的平均值 

知识产权保

护能力
(ability) 

风险防范能力（abrisk） 
我单位科研人员在对外合作与洽谈中非常注重知识产权风险防范（1-5 分

赋值） 

检索分析能力（abanalyze） 
我单位科研人员在对外合作洽谈知识产权事项、知识产权申请文件撰写、

知识产权信息检索与分析等方面，能力提升明显（1-5 分赋值） 

过程管理能力（abprocess） 
我单位课题组理解并能够良好完成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工作（1-

5 分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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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总体能力（ability） 上述 3 项的平均值 

贯标动机
(motivation) 

辅助申请项目（tocompete） 提高项目竞争力（按重要性排名，最高得分为 8，依次递减） 

加强成果保护（toprotect） 
提升本单位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按重要性排名，最高得分为 8，

依次递减） 

促进科研合作（tocooperate） 提高产学研合作能力（按重要性排名，最高得分为 8，依次递减） 

产出高质量成果（toinnovate） 促进高价值创新成果产出（按重要性排名，最高得分为 8，依次递减） 

促进成果转化（totransfer） 促进科技成果实施转化（按重要性排名，最高得分为 8，依次递减） 

防范知识产权风险（torisk） 降低本单位知识产权风险（按重要性排名，最高得分为 8，依次递减）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tomanage） 

单位内部管理规范化、体系化（按重要性排名，最高得分为 8，依次递减） 

研究领域（field） 

5 个虚拟变量。Field1=1 表示研究领域为农业、植物、地学；field2=1 表示

研究领域为生物、化学、药物；field3=1 表示研究领域为电学、材料、物

理；field4=1 表示研究领域为信息、通讯；field5=1 表示研究领域为其他 

知识产权专员数量（nbipstaff） 
=1 表示没有；=2 表示有 1-5 人；=3 表示有 5-10 人；=4 表示有 10-15 人；

=5 表示有 15-20 人；=6 表示有 20 人以上 

知识产权管理机构（ipoffice） 虚拟变量。=1 表示设有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否则为 0 

知识产权高层机构（ipcommittee） 虚拟变量。=1 表示设有知识产权委员会；否则为 0 

城市经济基础（lngdp） 2018 年科研机构所在城市（直辖市或地级市）的人均 GDP]（取自然对数） 

 

2.4 实证策略 

为分析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贯标的作用机理，本文建立了如下层级模型。第一层模

型包括公式 1 至和公式 3，主要用于分析知识产权贯标的直接作用，因变量分别为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知识产权水平，自变量为贯标状态。 

aware = 𝛼0 + 𝛼1 · 𝑎𝑓𝑡𝑒𝑟 + 𝑋 · 𝛽 + 𝛿                                 公式 1 

ability = 𝛼0 + 𝛼1 · 𝑎𝑓𝑡𝑒𝑟 + 𝑋 · 𝛽 + 𝛿                                 公式 2 

level = 𝛼0 + 𝛼1 · 𝑎𝑓𝑡𝑒𝑟 + 𝑋 · 𝛽 + 𝛿                                  公式 3 

第二层模型包括公式 4 至公式 6，主要用于分析知识产权贯标的间接作用。公式

4 的因变量为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自变量为贯标状态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主要用于

判断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中介作用。如果公示 1 和公式 2 中变量 after 的系数都显著，

公式 4 中 aware 的系数也显著，但是 after 不再显著，说明 aware 在 after 影响 ability

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如果公示 1 和公式 2 中变量 after 的系数都显著，公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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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aware 的系数也显著，after 在保持显著的同时系数变小，说明 aware 在 after 影响

ability 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公式 5 的因变量为知识产权水平，自变量为贯标

状态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用于判断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贯标影响知识产权水平过程

中的中介作用，判断标准是与公式 1、公式 3 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公式 6 因变量为

知识产权水平，自变量为贯标状态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用于判断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在贯标影响知识产权水平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判断标准是与公式 2、公式 3 的结果进

行对比分析。 

ability = 𝛼0 + 𝛼1 · 𝑎𝑓𝑡𝑒𝑟 + 𝛼2 · 𝑎𝑤𝑎𝑟𝑒 + 𝑋 · 𝛽 + 𝛿                     公式 4 

level = 𝛼0 + 𝛼1 · 𝑎𝑓𝑡𝑒𝑟 + 𝛼2 · 𝑎𝑤𝑎𝑟𝑒 + 𝑋 · 𝛽 + 𝛿                       公式 5 

level = 𝛼0 + 𝛼1 · 𝑎𝑓𝑡𝑒𝑟 + 𝛼2 · 𝑎𝑏𝑖𝑙𝑖𝑡𝑦 + 𝑋 · 𝛽 + 𝛿                       公式 6 

第三层模型包括公式 7 至公式 10，其中公式 7、公式 8 分别在公式 1、公式 2 的

基础上考虑了贯标状态与贯标动机的交互项，公式 9 在公式 5 的基础上考虑了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与贯标动机的交互项，公式 10 在公式 6 的基础上考虑了知识产权保护能

力与贯标动机的交互项。模型 7 至模型 10 的分析重点在于交互项，在具体分析过程

中根据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对交互项中的变量是否纳入模型进行适应性调整。 

aware = 𝛼0 + 𝛼1 · 𝑎𝑓𝑡𝑒𝑟 + 𝑎𝑓𝑡𝑒𝑟 · 𝑚𝑜𝑡𝑖𝑣𝑎𝑡𝑖𝑜𝑛 · 𝛾 + 𝑋 · 𝛽 + 𝛿            公式 7 

ability = 𝛼0 + 𝛼1 · 𝑎𝑓𝑡𝑒𝑟 + 𝑎𝑓𝑡𝑒𝑟 · 𝑚𝑜𝑡𝑖𝑣𝑎𝑡𝑖𝑜𝑛 · 𝛾 + 𝑋 · 𝛽 + 𝛿            公式8 

level = 𝛼0 + 𝛼1 · 𝑎𝑓𝑡𝑒𝑟 + 𝛼2 · 𝑎𝑤𝑎𝑟𝑒 + 𝑎𝑤𝑎𝑟𝑒 · 𝑚𝑜𝑡𝑖𝑣𝑎𝑡𝑖𝑜𝑛 · 𝛾 + 𝑋 · 𝛽 + 𝛿 公式 9 

level = 𝛼0 + 𝛼1 · 𝑎𝑓𝑡𝑒𝑟 + 𝛼2 · 𝑎𝑏𝑖𝑙𝑖𝑡𝑦 + 𝑎𝑏𝑖𝑙𝑖𝑡𝑦 · 𝑚𝑜𝑡𝑖𝑣𝑎𝑡𝑖𝑜𝑛 · 𝛾 + 𝑋 · 𝛽 + 𝛿  

公式 10 

上述模型中，aware、ability、level 在分析过程中分别用具体指标进行分析，比如

知识产权水平（level）分别用知识产权创造水平（creation）、知识产权转化水平（transfer）

进行分析。𝛼0]为常数项，𝛼1]为贯标状态的回系系数，𝛼2]为响应变量的回系系数，

𝑚𝑜𝑡𝑖𝑣𝑎𝑡𝑖𝑜𝑛表示贯标动机相关变量组成的向量，𝑋为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𝛾 和𝛽分别

代表两组向量回系后的系数向量，𝛿为残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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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征事实 

表 2 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性。参与调研的人员中，有 76 人来自已

经通过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审核的科研机构，占比 56.3%。从研究所知识产权总体水平

来看，认同知识产权创造水平提升的平均得分为 4，认同知识产权转化水平提升的平

均得分为 3.86。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方面，布局意识的得分最高（4.28），风险意识、

日常意识和学习意识的平均分分别为 4.15、4.1 和 4.04，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平均得

分为 4.14。在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方面，检索分析能力平均得分最高（4.14），风险防范

和过程管理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3.96 和 3.77，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平均得分为 3.97。从动

机来看，受访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产权贯标工作最突出的目的，得分达到 6.12，

远远高于其他几个方面的动机。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fter 0.563 0.498 0 1 

creation 4.007 0.842 1 5 

transfer 3.859 1.001 1 5 

awlayout 4.281 0.816 1 5 

awrisk 4.148 0.842 1 5 

awdaily 4.104 0.925 1 5 

awlearn 4.037 0.893 1 5 

aware 4.143 0.758 1 5 

abrisk 3.956 0.871 1 5 

abanalyze 4.141 0.803 1 5 

abprocess 3.770 0.954 1 5 

ability 3.956 0.746 1 5 

tocompete 2.963 3.471 0 8 

toprotect 6.119 2.286 0 8 

tocooperate 2.859 2.660 0 8 

toinnovate 3.889 2.667 0 8 

totransfer 3.341 2.465 0 8 

torisk 3.296 2.519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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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anage 3.378 2.844 0 8 

ipoffice 0.807 0.396 0 1 

nbipstaff 2.933 1.477 1 6 

ipcommittee 0.504 0.502 0 1 

 

表 3 列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情况。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贯标状态与知识产权创造

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都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贯标状态与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除知识产权日常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都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通过不

同指标测量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都与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转

化有显著相关关系。 

表 4 列出了主要变量的均值的组间差异情况，分组依据为变量“贯标状态”，即

是否已经通过贯标认证。表 4 的结果进一步补充并验证了表 3 的发现。一方面，科研

机构的知识产权创造和知识产权转化在通过贯标认证和未通过贯标认证的组别间没

有显著差异。另一方面，除知识产权日常意识外，通过贯标的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均高于未通过贯标的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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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变量相关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main variables 

 creation transfer awlayout awrisk awdaily awlearn aware abrisk abanalyze abprocess ability 

transfer 0.727***           

awlayout 0.692*** 0.597***          

awrisk 0.672*** 0.591*** 0.786***         

awdaily 0.680*** 0.612*** 0.712*** 0.718***        

awlearn 0.695*** 0.582*** 0.661*** 0.588*** 0.628***       

aware 0.785*** 0.683*** 0.900*** 0.882*** 0.881*** 0.828***      

abrisk 0.550*** 0.566*** 0.626*** 0.650*** 0.571*** 0.501*** 0.671***     

abanalyze 0.672*** 0.573*** 0.679*** 0.687*** 0.694*** 0.576*** 0.755*** 0.521***    

abprocess 0.495*** 0.474*** 0.544*** 0.619*** 0.594*** 0.448*** 0.632*** 0.706*** 0.520***   

ability 0.666*** 0.627*** 0.719*** 0.763*** 0.724*** 0.592*** 0.801*** 0.877*** 0.783*** 0.887***  

after 0.0260 -0.0050 0.176** 0.156* 0.0830 0.188** 0.171** 0.213** 0.192** 0.259*** 0.262*** 

ipoffice 0.0710 0.0630 0.0770 0.109 0.0750 0.0840 0.0980 0.148* -0.0080 0.238*** 0.156* 

nbipstaff 0.192** 0.185** 0.220** 0.290*** 0.224*** 0.132 0.247*** 0.334*** 0.298*** 0.349*** 0.385*** 

ipcommittee 0.168* 0.00800 0.198** 0.175** 0.112 0.0410 0.148* 0.222*** 0.0820 0.228*** 0.213** 

tocompete 0.209** 0.217** 0.206** 0.224*** 0.259*** 0.147* 0.240*** 0.222*** 0.173** 0.221** 0.242*** 

toprotect 0.120 0.226*** 0.0940 0.138 0.118 0.0930 0.127 0.0930 0.149* -0.0050 0.0880 

tocooperate 0.0300 0.105 0.108 0.0630 0.0210 0.0680 0.0730 0.210** 0.114 0.202** 0.209** 

toinnovate 0.147* 0.176** 0.0830 0.0800 0.0890 0.171** 0.122 0.136 0.164* 0.104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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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ransfer 0.193** 0.174** 0.152* 0.144* 0.122 0.184** 0.173** 0.160* 0.126 0.107 0.153* 

torisk -0.057 -0.0990 -0.135 -0.147* -0.119 -0.114 -0.147* -0.154* -0.183** -0.121 -0.177** 

tomanage 0.0110 -0.123 0.0370 -0.142 0.0110 0.0360 -0.0160 -0.0530 -0.0500 -0.158* -0.106 

表]3]变量相关分析（续）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main variables (continued) 

 after ipoffice nbipstaff ipcommittee tocompete toprotect tocooperate toinnovate totransfer torisk 

ipoffice 0.100          

nbipstaff 0.112 0.271***         

ipcommittee 0.0210 0.116 0.257***        

tocompete -0.0400 0.0870 0.259*** 0.0960       

toprotect 0.131 -0.131 0.0490 -0.104 -0.175**      

tocooperate 0.207** 0.0950 0.150* 0.0980 0.154* 0.0240     

toinnovate 0.0360 -0.0200 -0.0170 0.0090 -0.148* 0.120 0.119    

totransfer 0.0860 -0.00100 -0.0860 -0.0010 -0.159* -0.0550 0.291*** 0.431***   

torisk -0.0740 -0.115 -0.119 -0.0360 -0.341*** 0.0650 -0.277*** -0.146* -0.207**  

tomanage 0.0380 -0.174** -0.179** 0.0540 -0.374*** 0.00700 -0.213** -0.0600 0.0120 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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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变量的组间差异 

Table 4 Group difference of the main variables 

变量 

均值 

均值差异 

未通过贯标组（N=59） 通过贯标组(N=76) 

creation 3.983 4.026 -0.0430 

transfer 3.864 3.855 0.0090 

awlayout 4.119 4.408 -0.289** 

awrisk 4 4.263 -0.263* 

awdaily 4.017 4.171 -0.154 

awlearn 3.847 4.184 -0.337** 

aware 3.996 4.257 -0.261** 

abrisk 3.746 4.118 -0.373** 

abanalyze 3.966 4.276 -0.310** 

abprocess 3.492 3.987 -0.495*** 

ability 3.734 4.127 -0.393*** 

4. 实证结果 

4.1 知识产权贯标的直接作用 

表 5列出了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贯标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的作

用情况。其中，模型 1 至模型 5 分别是对知识产权布局意识、知识产权风险意识、知

识产权日常意识、知识产权学习意识和知识产权总体意识的回系。根据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4，知识产权贯标有助于提升科研机构员工的知识产权布局意识、知识产权

风险意识和知识产权学习意识。根据模型 5，知识产权贯标有助于提升科研机构员工

的知识产权总体意识。模型 6 至模型 9 分别是对知识产权的风险防范能力、检索分析

能力、过程管理能力、总体能力的回系。可以发现，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对于提升科研

机构员工的各项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5 知识产权贯标的直接作用 

Table 5 Direct effect of IP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变量 awlayout awrisk awdaily awlearn aware abrisk abanalyze abprocess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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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0.274* 0.243* 0.136 0.309* 0.241* 0.342** 0.280** 0.468*** 0.363*** 

 (0.139) (0.141) (0.159) (0.156) (0.129) (0.140) (0.135) (0.145) (0.116) 

nbipstaff 0.0861 0.140*** 0.144** 0.0677 0.109** 0.176*** 0.173*** 0.178*** 0.175*** 

 (0.0524) (0.0531) (0.0598) (0.0588) (0.0484) (0.0526) (0.0508) (0.0545) (0.0435) 

ipoffice -0.0943 -0.0757 -0.0824 0.0318 -0.0552 -0.0212 -0.275 0.158 -0.0460 

 (0.187) (0.190) (0.214) (0.210) (0.173) (0.188) (0.181) (0.195) (0.155) 

ipcommittee 0.204 0.117 -0.00731 -0.0286 0.0714 0.184 -0.0339 0.211 0.120 

 (0.149) (0.151) (0.170) (0.167) (0.137) (0.149) (0.144) (0.155) (0.124) 

lngdp 0.369 0.596** 0.649** 0.150 0.441* 0.718*** 0.248 1.024*** 0.663*** 

 (0.265) (0.268) (0.302) (0.297) (0.244) (0.266) (0.256) (0.275) (0.220) 

研究领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400 -3.341 -3.687 2.097 -1.333 -5.215* 0.978 -9.410*** -4.549* 

 (3.078) (3.122) (3.515) (3.453) (2.843) (3.091) (2.982) (3.204) (2.556) 

Obs. 135 135 135 135 135 135 135 135 135 

R2 0.121 0.150 0.106 0.075 0.129 0.221 0.146 0.302 0.27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回系结果中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0，表明不存在显著共线性问题。 

4.2 知识产权贯标的间接作用 

表 6 的结果呈现出在知识产权贯标促进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的过程中，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根据实证策略中的判断标准，相对于模型 6 至模型

9 而言，变量 after 在模型 10 和模型 11 中变得不显著，在模型 12 和模型 13 中的系数

变小，可以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发挥了中介作用。 

具体来看，知识产权布局意识在贯标影响风险防范能力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

用，在贯标影响过程管理能力和总体能力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知识产权风险

意识在贯标影响风险防范能力和检索分析能力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贯标影

响过程管理能力和总体能力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知识产权日常意识在贯标影

响检索分析能力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贯标影响过程管理能力和总体能力的

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尽管在模型 3 中，没有发现贯标对于知识产权日常意识的

显著统计学作用，但是可以发现回系系数是正数，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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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效应。知识产权学习意识没有表现出中介作用。 

表 6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第一层中介作用 

Table 6  First-level mediation effect of IP protection awareness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变量 abrisk abanalyze abprocess ability 

after 0.171 0.112 0.337*** 0.207*** 

 (0.113) (0.0943) (0.119) (0.0735) 

nbipstaff 0.0978** 0.0803** 0.0896* 0.0892*** 

 (0.0429) (0.0358) (0.0453) (0.0279) 

ipoffice 0.0252 -0.221* 0.203 0.00259 

 (0.149) (0.124) (0.157) (0.0967) 

ipcommittee 0.110 -0.0939 0.181 0.0656 

 (0.120) (0.100) (0.127) (0.0781) 

awlayout 0.221* 0.186* 0.00384 0.137* 

 (0.122) (0.102) (0.129) (0.0795) 

awrisk 0.274** 0.225** 0.284** 0.261*** 

 (0.114) (0.0955) (0.121) (0.0744) 

awdaily 0.0957 0.272*** 0.306*** 0.225*** 

 (0.0949) (0.0792) (0.100) (0.0617) 

awlearn 0.0983 0.0824 0.0619 0.0809 

 (0.0869) (0.0725) (0.0918) (0.0565) 

lngdp 0.396* -0.143 0.645*** 0.299** 

 (0.216) (0.180) (0.228) (0.140) 

研究领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4.065 2.634 -7.461*** -2.964* 

 (2.488) (2.076) (2.628) (1.618) 

Obs. 135 135 135 135 

R2 0.531 0.615 0.563 0.72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回系结果中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0，表明不存在显著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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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的结果表明，知识产权贯标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实现

了促进知识产权创造和知识产权转化的效果。根据模型 14 和模型 17，发现知识产权

贯标对于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创造和转化都没有表现出积极作用。但是，根据模型 15

和模型 18，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对于知识产权创造和知识产权转化有显著促进作用；根

据模型 16 和模型 19，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同样对于知识产权创造和知识产权转化有显

著促进作用。结合前文关于知识产权贯标有助于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知识产权保

护能力的发现，可以得出结论，即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在知识产权

贯标促进科研机构知识产权水平提升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表 7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第二层中介作用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的中介作用 

Table 7  Second-level mediation effect of IP 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mediation effect of the IP 

protection ability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模型(17) 模型(18) 模型(19) 

变量 creation creation creation transfer transfer transfer 

after 0.0232   -0.00814   

 (0.143)   (0.170)   

aware  0.839***   0.861***  

  (0.0603)   (0.0852)  

ability   0.734***   0.797*** 

   (0.0735)   (0.0938) 

nbipstaff 0.0940*   0.142**   

 (0.0536)   (0.0641)   

ipoffice -0.0968   -0.149   

 (0.191)   (0.229)   

ipcommittee 0.123   -0.204   

 (0.152)   (0.182)   

lngdp 0.466* 0.134 0.00605 0.958*** 0.490** 0.330 

 (0.271) (0.166) (0.201) (0.323) (0.235) (0.257) 

研究领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1.435 -0.856 1.334 -7.373* -5.459** -3.044 

 (3.150) (1.930) (2.309) (3.764) (2.728) (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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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 135 135 135 135 135 135 

R2 0.134 0.640 0.492 0.126 0.492 0.41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在模型 15、模型 16、模型 18、模型 19 中，

由于共线性问题，未纳入贯标状态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尽管如此，根据拟合优度（R2）可以发

现拟合效果较好。 

4.3 知识产权贯标动机的调节作用 

表 8 中的模型 20 至模型 25 列出了对知识产权贯标动机调节作用的分析结果。根

据模型 20，提高项目竞争力的动机有助于促进知识产权贯标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

强化作用。根据模型 2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知识产权贯标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的

过程中，没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根据模型 22 和模型 23，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进知

识产权创造和知识产权转化的过程中，提高项目竞争力、加强成果保护、促进成果转

化和防范知识产权风险这 4 个方面的动机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中介效应；产出高质量创

新成果的动机在知识意识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过程中有积极中介效应；加强知识产权

管理的动机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进知识产权创造的过程中有积极中介效应。根据模

型 24 和模型 25，在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促进知识产权创造和知识产权转化的过程中，

提高项目竞争力、加强成果保护、促进成果转化和防范知识产权风险这 4 个方面的动

机表现出显著的积极性中介效应；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动机在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促进

知识产权创造的过程中有积极中介效应。 

表 8 知识产权贯标动机的调节作用 

Table 8 Mediation effect of the motivation of IP management standarzation 

 模型(20) 模型(21)  模型(22) 模型(23)  模型(24) 模型(25) 

变量 aware ability 变量 creation transfer 变量 creation transfer 

nbipstaff 0.101** 0.168***       

 (0.0493) (0.0446)       

ipoffice -0.118 -0.0868       

 (0.175) (0.159)       

ipcommitte

e 

0.0871 0.112       

(0.139) (0.126)       

after×toco

0.0580** 0.0260 

aware×toco

0.0207*** 0.0222*** 

ability×toco

0.0218*** 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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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ete (0.0249) (0.0225) mpete (0.00387) (0.00468) mpete (0.00428) (0.00515) 

after×toprot

ect 

0.0244 -0.00665 

aware×topr

otect 

0.0247*** 0.0369*** 

ability×topr

otect 

0.0256*** 0.0376*** 

(0.0300) (0.0271) (0.00562) (0.00680) (0.00614) (0.00738) 

after×tocoo

perate 

-0.0373 -0.00186 

aware×toco

operate 

0.00243 0.00311 

ability×toco

operate 

-0.00237 -0.00200 

(0.0333) (0.0301) (0.00533) (0.00645) (0.00582) (0.00700) 

after×toinn

ovate 

-0.0263 0.0426 

aware×toin

novate 

0.00781 0.0114* 

ability×toin

novate 

0.00623 0.00839 

(0.0352) (0.0319) (0.00557) (0.00674) (0.00610) (0.00734) 

after×totran

sfer 

0.0682 0.0430 

aware×totra

nsfer 

0.0199*** 0.0205*** 

ability×totra

nsfer 

0.0215*** 0.0242*** 

(0.0412) (0.0373) (0.00622) (0.00752) (0.00688) (0.00828) 

after×torisk 

0.0198 0.0123 

aware×toris

k 

0.0158*** 0.0135* 

ability×toris

k 

0.0144** 0.0139* 

(0.0379) (0.0343) (0.00578) (0.00699) (0.00639) (0.00769) 

after×toma

nage 

-0.0291 0.00128 

aware×tom

anage 

0.0140*** 0.00558 

ability×tom

anage 

0.0152*** 0.00629 

(0.0309) (0.0280) (0.00502) (0.00608) (0.00564) (0.00679) 

lngdp 0.456* 0.701*** lngdp 0.408** 0.751*** lngdp 0.300 0.611** 

 (0.245) (0.222)  (0.200) (0.242)  (0.212) (0.255) 

研究领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1.519 -4.988* Constant -2.415 -7.067** Constant -0.977 -5.251* 

 (2.848) (2.581)  (2.354) (2.849)  (2.478) (2.981) 

Obs. 135 135  135 135  135 135 

R2 0.185 0.310  0.494 0.475  0.439 0.42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在模型 22 至模型 25，由于共线性问题，未

纳入贯标状态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尽管如此，根据拟合优度（R2）可以发现拟合效果较好。 

5. 结论和启示 

知识产权工作事关高质量发展，而我国科研机构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的能力和体

系建设还不能充分满足我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要求。调查显示，我国科研机构中建立知识产权专职管理机构的比例为 42.1%，有 10%

尚未建立任何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有 29.2%没有知识产权专职管理人员[错误!未定义书签。]。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发布和实施为科研机构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提供了标准化模板和原则性要求。 

本文面向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发送定向问卷进行调查，并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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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发现科研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贯标工作既有直接作用，也有间

接作用。直接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科研机构员工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

能力，间接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创造和知识产权转化。此外，科

研机构开展知识产权管理贯标工作的动机对于发挥贯标作用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本

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在实践层面分析了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贯标的具体作用；二是

在理论层面为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 

结合上述发现，提出优化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的几点建议。第一，为加强科研

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必须明确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是途径和工具而不是目标，最

终必须要服务于研究所的整体发展战略，以研究所的整理效益和综合发展为最终目标，

实质上是在科研机构自身应用导向不断加强的背景下，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促进科研成

果的转移转化。第二，不同类型科研机构的自身资源禀赋、发展定位和技术领域存在

差异，知识产权资源情况也不同，从而所匹配的最优知识产权管理模式也不同，因此

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战略目标、禀赋情况确定合理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第三，

在科研机构内部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是促进知识产权运用的制度基础，应当以知识产

权管理和技术转移的职能统一为目标，逐步实现知识产权管理从机制型向机构型的转

变。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目的是帮助科研机构获得更好地发展。

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和重视知识产权贯标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在开展贯标工作的

过程中，要将知识产权工作与科研工作、科研管理工作有机结合，不能使这项工作成

为没有意义的负担。此外，开展贯标工作不是为了最终通过认证审核，即使不进行认

证审核，也可以借鉴标准文本中的内容完善知识产权管理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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