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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優先」的謬論即將終結
人們對專利品質與數量的爭論，與專利本身
一樣持久。在衡量專利時，應不僅僅依賴數
量，並且相對而言，品質才是更為可靠的專
利衡量標準，雖然這一點越來越顯而易見，
但大多數專利專業人士依然陷入了用數量而
不是品質來評估專利實力的無限循環中。為
徹底探究「數量優先」這個謬論，我們可能
需要重新全面考慮專利評估的傳統觀念。 
在找出答案之前，讓我們先看看當前的專利
評估方法及其背後的故事。

建立專利制度的最終目標是獎勵那些願意
與社會分享其智慧的個人，即發明者，以
此促進經濟增長和技術發展。
正如技術和全球經濟在過去幾十年中蓬勃
發展一樣，專利申請數量也是迅速增長。
看看世界智慧財產組織的統計數據（如圖 
1 ），我們就能窺見這一趨勢。

毫無疑問，如此豐富的知識披露給我們的
日常生活帶來了大量好處。但是，專利申
請增長的速度太快，也帶來了很多不利。

 

打破「專利皆生而平等」的謬論，消除
專利評估中的主觀臆測

引言：

圖 1： 全球專利申請的數量已達到 330 萬

資料來源：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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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941_2019-chapter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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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專利申請不一定會帶來更多的創
新，使之通過專利局對新穎性和非顯而易
見性的審查（見圖 2 ）。

當我們對專利獲證量和專利申請量進行比
較時，我們會發現二者之間存在相當大的
差距，這是因為可專利性問題導致大量專
利申請不能被獲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提交
更多的專利申請不一定就擁有更高的技術
能力。因此，僅相信基於專利數量的評估
無法讓我們深入了洞察專利的品質。

現在，讓我們看看最近全球最大的趨勢話
題之一：5G。這一先進的電信標準將徹底
改變世界，覆蓋從個人行動設備到大規模
工廠的各個方面。誰正領跑 5G 競賽，人
們已經持續爭論了近五年時間。在評估領
先情況時，如果我們採用的方法是計算那
些宣稱已向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資
料庫宣告的標準必要專利（SEP），那麼
可以得到以下圖 3 的指標。

很多人，包括媒體在內，如果對科技企業
沒有足夠瞭解，通常會傾向於根據一家公
司所宣佈的標準必要專利的數量來報導或

評估該公司在 5G 競賽中的地位。但是，
我們仍然需要問一問，在只考慮數量的前
提下進行專利組合評估可能會產生哪些風
險？

讓我們回到標準必要專利的字面含義上。
標準必要專利指一件專利必須包含「標
準」和「必要」兩個部分才能被認定為標
準必要專利。但是，目前的 ETSI 宣告方法
過多，導致了「過度宣告」現象，從而引
發了專利授權談判中的諸多問題。

過度宣告的幾個可能原因：
•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要求任何擁有必
要專利的專利申請人均應向其提交
該等必要專利。

•	隨著技術的發展，一些專利可能變
得不再重要。

•	在專利申請期間，專利的權利要求
會被削減甚至被拒；與此同時，必
要性也有可能會降低或減少。

•	為了在未來的談判中獲得競爭優
勢，一些專利申請人傾向於過度申
請盡可能多的標準必要專利。

圖 2：2018 年，全球獲證的專利達到 142 萬件

資料來源：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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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僅根據基於專利數量的假設來評估
專利組合的實力似乎不可靠。更大的專利
組合可能不會直接為專利持有人產生更高
的價值。事實上，大多數專利根本創造
不出價值，並且會一直處於休眠狀態，直
至它們要麼被放棄、失效或者要麼乾脆過
期。
 
而且，這種方法還錯誤地假設所有專利生
來平等，導致其成為一種不太「明智」的
專利評估方法。

為打破這種停滯不前的局面，上世紀九十
年代出現了第一批線上專利資料庫：雖然
這些專利資料庫第一次向人們提供了可存
取且經整合的專利資料，但資料的總體品
質較差，缺乏深度。

因此，雖然有資料可用，但由於沒有可以
信賴的綜合資料，導致專利情報仍然側重
於基於數量的專利評估。

專利領域的從業者已經清楚地認識
到，在評估專利組合的實際實力中，
專利數量只是其中一個極其貧弱的指
標。

總之，基於數量的專利分析依賴「所有專
利生來平等」的謬論，使用未充分利用的
專利資料，導致出現了「專利數量即等於
專利價值」的假設，使專利從業者無法窺
見事實真相，得出有價值的見解。

但是，要將人們使用的專利評估方法從數
量優先轉為品質優先面臨著多重障礙。

圖 3：宣稱已向 ETSI 宣告標準必要專利的指標領先的公司

資料來源： Patentcloud SEP，更新時間：2020 年 11 月 9 日

https://www.inquartik.com/patentcloud/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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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方法的主要痛點是經常將多個不
同的元素組合成一個單項指標，導致
該指標模糊不清。

姑且不論這樣的指標能否反映出真正的專
利價值，單就某具體專利為何有價值而
言，這樣的指標往往不能給出任何理由。
為確定專利價值，要求專利從業者用於評
估專利的各項不同元素或「配方」必須透
明。但是，不出所料，大多數專利從業者
都不願意透露自己的產業秘密。

即使公布了「配方」，要證明將多個
考慮因素組合成一個指標是出於它們
之間有相關性仍然是個問題，原因很
簡單，因為該指標沒有單一的含義

這種解釋上的不一致導致不同背景、不同
經驗的專利專業人士之間發生爭議，最終
使客戶誤入歧途。
  
與組合指標法相反，一些供應商或研究人
員採用的方法是設置簡單的參數，如向前
引用的次數或待評估的同族專利的數量。

但是，這類簡單參數法會讓用戶自己將各
項參數聚合起來，從而迫使用戶返回線下
評估，因為更難判斷每個參數的相關性及
其貢獻的權重。
     
因此，用戶回到按具體個案進行專利評估
是合情合理的。

----------
傳統的專利評估方法及其面
臨的挑戰

財務評估法
專利價格的概念和相應的估價模型最初是
針對會計和財務申報目的開發的。

這些估價模型最初是為滿足公認會計原則
（GAAP）和國際財務報告准則（IFRS）
開發的，後來才被用於專利資產管理和交
易的決策和實踐。
    
資產管理和交易所採用的傳統評估方法通
常需要依賴利益相關者（即發明人、申請
人、代理人和審查員）根據他們的知識、
經驗及其面臨的具體情況做出的判斷。

後來，人們才開始考慮市場、技術和專利
實踐等其他不同方面。但是，由於進行這
樣的評估所需的時間會產生大量成本，因
此這一傳統方法只能視具體個案使用，在
特定的決策點上對特定的專利進行評估。

計算機演算法
為提高專利評估的速度和效率，人們開發
出相關的計算機演算法來模仿專利從業人
員的專利評估方法，如 CHI Research 公司
在 90 年代使用的專利評估方法。 
  
很多專利資料和分析服務提供商也根據自
己對專利品質、價值和價格的理解設置了
各種評估指標。 

由於這些早期的專利評估方法和指標利
用的是作為秘密「配方」的假設、基礎
和關鍵參數，因此通常很難克服多項重
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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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更有意義、更有用的專
利評估方法
在介紹更好的專利資產估值方法之前，我
們應花點時間來討論一下多年來專利從業
者為打破上文提到的謬論而所引入的三個
概念。這些概念於圖 4 中被描繪出來。

品質
品質的概念與《美國法典》第 35 篇所述
的可專利性要求緊密相關，尤其是第 101 
條（實用性和適格性）、第 102 條（新穎
性）、第 103 條（非顯而易見性）和第 
112 條（充分描述）：
 
如果要求申請專利的發明具有適格
性、新穎性、非顯而易見性，並且描
述清楚，則認為該發明至少具有基本
（或最低）品質。

	
高品質專利所用的申請語言一定是字斟句
酌的，能夠保證語言的準確性和邏輯性，
這樣可以擴大專利的範圍，並因此而減少
競爭對手進行專利規避設計的機會。

儘管定義略有不同，但人們廣泛認可專利
品質的概念是專利價值和價格的基礎。

價值
如果一件專利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被他人
使用，則該專利的所有人可決定向法院申
請執行該專利權。 這種對專利執行的信心
為專利出售、授權、質押等交易提供了基
礎。

從這些專利交易中獲得的預期價值被廣泛
認作是專利作為一種資產所具有的商業價
值或貨幣價值。

圖 4：專利品質、價值和價格之間的關係

專利交易領域
（包括銷售、授權和質押）

可專利性的領域
（美國法典第��條）

專利貨幣化運營領域

商業活動發生後的具體貨幣化價值

談判過程

捨棄它

高

該專利的預期價值？
(商品可行性、市場條件、產業定位)

品質基準
是

否

低

該發明是否具適格性、新穎性、進步性並
且清楚地描述？

品質

價值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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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一件經過大量研究和
精心撰寫的專利可能符合所有的可專利
性要求，但其價值卻極低。例如，該專利
所涉及的發明可能已經過時，或者僅與只
有發明人才有興趣開發的某項不知名技
術有關。    

對專利價值的評量，無論其是藉由執
行、交易或其他商業活動實現，一般
都會考量發明的商業可行性、市場條
件及產業定位，而這些都遠遠超出了
專利本身的規範。

對於管理專利資產的專利持有人來說，專
利價值不一定是一個具體的貨幣數字：在
這個階段，對他們而言，瞭解專利的潛在
貨幣回報更為重要，特別是在決定是繼續
維持、啟動還是放棄專利時。

價格	 	 	 	 	
一旦有商業活動，雙方都需要確定出一個

具體的貨幣價值數額，此時便是他們訴諸
專利價格之時。 

專利品質的概念決定了根據一件專利的有
效性和可執行性能否將其視為資產。 

專利價格一般是根據是雙方對系爭專
利價值的認知，透過談判或訴訟方式
確定的。

到現在為止，我們應該很清楚，儘管專利
從業者主張的方法可能不同，但人們普遍
認為專利品質、價值和價格是相互獨立但
彼此之間又高度依賴的三個因素。	

Patentcloud	的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
隨著大數據和機器學習技術的出現，現在
已經能夠進行相關的資料建模，用於預測
涉及到相關專利的某特定事件的趨勢。只
要大數據為機器學習提供足夠的資訊，提
取出有用的專利資料，資料建模技術就可
以提供類似於專利價值的分析。 

圖 5：Patentcloud 的 Patent Search 中的專利品質價值指標

https://www.inquartik.com.tw/patentcloud/patent-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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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創雲端設有一個由研究人員和資料科學
家組成的團隊，他們利用機器學習技術來
揭示專利資料的實力或其他指標。因此，
透過孚創雲端的 Patentcloud 平台，包括
其獨家、專有的專利品質與價值指標，我
們可以採用更有意義、更有用的方法來評
估各件專利。

專利品質指標側重於指出發現某件專
利的現有技術參考的相對可能性，因
為這可能會威脅到專利的有效性。

專利價值指標則側重於反映專利公布
後被實踐或貨幣化的相對趨勢。

透過將這兩個指標分離開來，用戶可針對
專利生命週期中的不同決策點單獨使用專
利價值指標和專利品質指標方法，甚至還
可獲得相關的專利情報，如專利授權、專
利組合、專利態勢以及針對企業併購和投
資目的的專利盡職調查等，從而洞察該專
利。

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並不意味著取代針對
具體專利的個案評估，而是旨在處理專利
資料和提供可執行的情報時，作為一種有
效的篩選器或附加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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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了專利評估的傳統方法及其主要缺
點後，讓我們透過詳細分析機器學習技術
來深入探討專利評估問題。機器學習技術
能使孚創雲端的工程師提出一種更可靠的
專利評估方法。

----------
收集與資料清理
如圖 6 所示，Patentcloud 的專利品質和
價值指標背後的機器學習過程始於從多個
資料來源獲取專利資料，如書目資料、說
明書和申請歷史。

在進行嚴格的資料清理和建立特徵值後，
孚創雲端的資料科學家與專利專業人士合

作，確定出了一組 250 個定義特徵。

這些特徵主要涉及的是利益相關者（即發
明人、申請人、代理人和審查員）的經驗、
向前和向後引用、權利要求的結構、轉讓
記錄（交易、授權、抵押）和專利申請歷
史（即駁回、修改、變更代理關係）。

----------
變數計算和模型構建
建立機器學習模型需要數百個資料變數。
由於孚創雲端的資料科學家已經確定出了
一組 250 個特徵，因此將按兩個不同目的
對資料進行分類，具體如下圖 7 所示：
 

機器學習如何為我們提供更好的專利評
估方法

背後的原則：

圖 6 ：Patentcloud 的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背後的機器學習過程

數據清理 變數計算 模型建立 驗證與優化

多數據源

數據清理算法 針對每件專利平行計
算約250項關聯變數

整合統計方法和
領域專家知識經驗

專利說明書、審查歷程、轉讓授權
登記數據、專利局公報

（Official Gazette) 及訴訟數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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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Patentcloud 的機器學習模型的資料訓練和驗證過程

1.	訓練資料：我們採用以下資料來訓練
機器學習模型，以便人工智慧學習如
何預測一件專利的品質和價值：
•	發明人、申請人、代理人和審查
員的檔案

•	權利要求的結構
•	向前和向後引用
•	轉讓記錄
•	申請歷史
我們為什麼選擇這些資料來訓練機器
學習模型？	因為我們認為這些數據
是與專利品質和價值密切相關的重要
因素，我們相信將這些因素結合到機
器學習訓練模型中，可使指標產生最
佳的可預測性。

2.	驗證資料：我們採用以下資料來驗證
模型的可預測性，這樣該模型可為我
們提供一些有關模型修改和增強可預
測性的線索：
•	訴訟記錄
•	多方複審程序（IPR）和其他複審
記錄

•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橘皮書

我們為什麼選擇這些資料來驗證機器
學習模型？多方複審程序、複審和訴
訟是專利執行最常見的形式。因此，
這些資料是非常適合用於驗證模型可
預測性的指標，因為可預測性很容易
映射到這些真實事件上。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橘皮書
記錄了經批准的藥品及其專利資訊，而登
記在橘皮書中的專利則被認為具有確定的
高價值。

----------
自進化模型
在這之後，統計方法透過平行計算參與到
模型訓練中。這些變數涵蓋了專利生命週
期的所有階段，即從專利申請到獲證後的
各項活動。 實際上，這種方法對各種專
利分析和決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
於還需要評估專利獲證後活動（如轉讓）
的一些相關資料，因此，專利價值的指標
可能會隨著交易活動的出現而發生動態變
化。隨著貨幣化活動不斷增多，專利的價
值指標也將逐漸增加。

發明人
申請人
代理人
審查員

權利要求的結構
引用

轉讓記錄
申請歷史

多方複審程序／複審記錄
訴訟

FDA 橘皮書

訓練資料
機器學習模型

驗證資料

https://www.fda.gov/drugs/drug-approvals-and-databases/orange-book-data-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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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專利品質指標和專利價值指標分別需要考慮的資料範圍

圖 9：Patentcloud 的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的相對指標結構

新的專利價值指標作為一個在本質上
便具有動態變化屬性的系統，是根據
專利公開（或公布）之時以及公開後
（或公布後）活動的所有可用資料來
確定的。

例如，如果一件專利在多方複審程序申請
中被提出，或者是在專利侵權訴訟中被使
用，則該專利的價值分數將會增加，並可
能得到更高的價值指標。如果一件專利已
註冊在新發行的橘皮書中，則該專利的價
值指標可能會提高。

雖然目前的專利品質指標是由專利公開或
公布之時的可用資料決定的，但預計明年

將會有一個在考慮了專利公開或公布後的
可用資料後提供的專利品質新指標。

如果專利已在多方複審程序申請中被提
出，模型將根據申請的最終判決情況調整
其品質分數。無論專利是被受理、部分受
理，還是被駁回，都會導致專利品質指標
發生一些變化。

利用模型進行反覆訓練後，專利品質和價
值指標最終將能夠為每件專利給出一個分
數，以此預測出專利的品質和價值。但是，
絕對分數很難被解釋。下一步是利用上述
高品質或高價值模型評估每件專利的相似
性，並提供由此得出如圖 9 所示的相對指
標。

優先權日

申請日

公開日

公告日

到期日

申請 獲證前公開 獲證後

專利品質指標 (2021 年更新)

專利價值指標

1

2

3

4

5

6
D

後 25%

AAA
前 3%

A
前 10% 到 25%

C
前 50% 到 75%

AA
前 3% 到 10%

B
前 25% 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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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證
在最初的模型構建階段之後，孚創雲端的
資料科學家繼續與專利專業人士合作，進
行結果驗證和模型優化。

尤其是為持續追蹤模型與其試圖預測的
事件之間的相關性的重要作用，孚創雲
端團隊建立了兩個監測系統，一個監測
專利多方複審程序和侵權案件，以驗證
專利價值，另一個監測美國專利及商標
局（USPTO） 專 利 審 查 與 上 訴 委 員 會
（PTAB）案件，以驗證專利品質。

如下表 1 所示，在考慮的 11,808 件訴訟專
利中，專利價值指標的新模型顯示 78% 以
上的專利得分高於 A，這表明相較於以前
的版本（60%），新模型確實有所改進。

同樣，孚創雲端團隊也對複審和多方複審
程序進行追蹤，以驗證專利品質指標的可
靠性。驗證結果與以往的結果相當，在 
3,626 件涉及多方複審程序或複審案件的
專利中，將近 60% 的得分低於 C（見表 2 ）。

表 1：利用侵權案件中涉及的美國專利檢查價值模型

表 2：利用 PTAB 案件中涉及的美國專利來檢查品質模型

注：侵權案件的資料是 2017 年 7 月 11 日至 2019 年 9 月 24 日（含）期間從 RPX 收集的
資料來源：孚創雲端

注：PTAB 案件的資料是 2017 年 7 月 11 日至 2019 年 9 月 24 日（含）期間從 RPX 收集的
資料來源：孚創雲端

模型 專利數量 A+% AAA% AA% A% B% C% D% P值

新價值
模型

舊價值
模型

11,808 78.76% 29.64% 24.59% 24.53% 14.86% 4.95% 1.42% <.001

11,808 60.10% 15.62% 18.95% 25.53% 20.65% 12.01% 7.23% <.001

模型 專利數量 AAA% AA% A% B% C% D% C-% P-Value

當前品質
模型

3,626 4.14% 6.98% 12.36% 18.37% 19.50% 38.67% 58.1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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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價值指標還驗證了與專利商業化相關
的資料，如專利連結資料（FDA 橘皮書）、
標準必要專利宣告資訊（ETSI 資料庫）以
及從多家標普 500 指數公司收集的專利虛
擬標記資料。

為進一步驗證新的專利價值指標模型，我
們引入了 FDA 橘皮書中列出的專利資料，
用於檢查列表中的價值分布。如果某件專
利涉及的是橘皮書中列出的經批准藥品，
則該件專利的價值指標通常更高。將專利
列 表 導 入 Patentcloud 的 Due Diligence 
後，我們可以在品質和價值儀表板中得到
圖 10。

Patentcloud 的 Due Diligence 可 以 及 時
處理最多 5 萬件專利號，並在幾秒鐘內得
出結果。從高價值專利品質儀表板中，我

們可以看到 FDA 橘皮書中的大多數專利，
準確地說是 92.9%，指標都在 A 級以上。
這進一步驗證了 Patentcloud 的新價值指
標的適用性。

北電交易等大型併購交易也被選為驗證資
料。所有驗證都是在專利組合（態勢）或
實體基礎上進行的。

驗證結果保守地反映出：

對一個專利組合或一個實體的專利
而言，指標高於	A	的百分比和低於	C	
的百分比與指標試圖預測的專利貨幣
化、商業化和無效事件密切相關。

圖 10：FDA 橘皮書中列出的美國專利的價值指標

資料來源：孚創雲端

https://www.fda.gov/drugs/drug-approvals-and-databases/orange-book-data-files
https://www.inquartik.com.tw/patentcloud/due-di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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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限性
Patentcloud 的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旨在
預測未來事件涉及專利的可能性。指標既
有優勢，也有局限性。

首先，專利指標應僅在正確的環境中使
用，因為在不同的場景中，其定義可能並
不總是與術語「專利品質」和「專利價值」
的各種「字面含義」一致。

例如，即使專利價值指標與專利執行或交
易的可能性有關，但也沒有考慮執行該專
利的產品的市場規模或成本效益提升。

此外，專利的價值指標領先並不一定意味
著該專利會被訴訟或交易，實際上專利很
少被訴訟或交易。

但是，在確定大型專利組合中涉及訴訟或
交易的具體專利時，專利價值指標能夠提
供更強的信心。

如下圖 11 所示，在指標為 AA/AAA 級的專
利中，其中 30% 以上的專利在公布後被交
易，詳情如下表 3 所示。

但是，即使最高品質與最差品質的專利之
間存在顯著差異（大約相差六倍），但仍     

圖 11：使用美國交易專利資料的專利價值模型驗證

表 3：使用美國交易專利資料的專利價值模型驗證（詳細資料）

注：為了過濾掉關聯公司之間的交易資料，資料集中僅包含交易次數超過兩次的專利

被
交
易
專
利
的
命
中
率

專利價值指標

0

5

10

15

20

25

30

35

AAA

32.1%

AA

32.8%

A

26.5%

B

20.9%

C

14.0%

D

4.6%

2018年8月至
2020年1月有效的
美國專利

AAA級 AA級 A級 B級 C級 D級

所有有效專利（#） 161,754 246,753 490,878 788,597 793.143 1,051,719

被交易專利 51,964 80,984 129,996 165,132 111,281 48,060

被交易專利的命中率
(%）

32.1% 32.8% 26.5% 20.9% 14.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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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約三分之二的 AA/AAA 級專利可能永
遠不會涉及交易或訴訟。

顯然地，專利指標的定義與其應用場
景之間的相關性越高，專利的有效性
就越高。

對於需要對「專利品質」和「專利價值」
做出不同假設的情況，專利指標仍可適
用，但應考慮並結合其他相關指標，才能
得到一個較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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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執行的分析必須明確回答決策者心中的
問題，他們需要的是客觀資訊，而不是模
糊的假設。然而，正如我們上文中看到的
一樣，傳統方法使用的一些指標只是把與
發明人的專業知識和專利的新穎性、權利
的廣度和其他標準相關的資料集合在一起
而已。因此，不能將其視為有價值的洞見，
因為此類資料並未就該專利為何被評為高
價值專利提供任何相關資訊。

----------
範例 1：穿戴式醫療設備：
專利態勢概述
專利態勢用在競爭性基準中，用於確定某
個指定技術領域的主要申請人或專利所有
人。

傳統列表可能包含有「低價值」專利，在
這些專利中，其中很多可能從未執行過，
甚至可能已被放棄。 申請人或專利權人擁
有的這類低價值專利越多，其技術實力就
越有可能被高估。

除此類假陽性問題（誤判）外，還可能存
在假陰性問題（漏判），導致主要的高價
值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所有人因被淹沒在數
目龐大的專利中而最終被忽視。

在這種情況下，使用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
來分析專利態勢圖會有所幫助。從原始態

勢圖中篩選出指標在 A 級以上的專利是解
決假陰性問題以及使分析人員關注專利組
合的方法之一。

讓我們來看看我們的企業合作夥伴世博
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世
博」）進行的一項出色的專利態勢分析

《穿戴式醫療設備在監測生物資料方面的
應用》，並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嘗試整
理出穿戴式醫療設備專利領域中值得分
析的各件專利。

在這份報告中，世博的專家團隊收集了生
產穿戴式醫療設備的 40 家大公司的專利，
以及提交給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審批
的 95 種設備。該報告最終收集到了 514 
份專利申請。

圖 12 是根據 Patentcloud 收集的資料製
作的，提供了 495 件專利申請的概述。

從圖 12 中可以看出，大約有 22% 的專利
兼具高品質和高價值。Patentcloud 的專
利品質和價值指標不僅保持了基於數量的
專利情報的簡單性，同時還可作為有效的
篩選器，將信號從噪聲中分揀出來，尤其
是考慮到每年提交的專利申請數目是如此
龐大。

利用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進行分析
最佳實踐：

https://www.wispro.com/
https://www.wisp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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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2：先進晶片製造競賽：
競爭情報分析
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也可用於執行競爭情
報分析。對公司內部的專利組合經理來
說，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是認識其專利組
合優勢和劣勢的一個好方法，能夠為他們
提供足夠的洞見來改善他們的專利組合；
而對投資者而言，則能夠很輕鬆地為投資
者描繪出競爭態勢和每家公司所處的具體
情況，以便投資者做出明智的決策。

回顧世博的《晶圓代工產業競爭情報分
析》報告，我們可以從專利品質和價值的
角度，評估全球主要晶圓代工廠的專利組
合。

在這份報告中，世博專家團隊按根據以下
標準收集了相關專利：

•	地區：美國和中國
•	法律狀態：已公開或已獲證
•	受讓人：台積電、英特爾、三星半導
體、格芯

圖 12：識別穿戴式醫療設備領域中的高品質和高價值專利

專利品質

AAA AA A B C D

總計 37 53 104 145 88 68

專利
價值

AAA 102 6 5 27 34 12 18

AA 86 2 9 14 26 15 20

A 129 7 20 22 33 30 17

B 127 16 16 28 36 23 8

C 37 6 3 10 13 5 0

D 14 0 0 3 3 3 5

64%

39%

22%

資料來源：世博 

https://www.tsmc.com/english/default.htm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homepage.html
https://www.samsung.com/semiconductor/
https://www.samsung.com/semiconductor/
https://www.globalfoundries.com/
https://www.globalfoundr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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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先試著確定一下晶片製造專利領
域的主要技術。在收集到所需資料後，
專家團隊進一步根據不同的指標對專利
進行了分類。本案例中，近 2 萬件專利
按照其技術結構和專利局的不同進行了
分類；透過使用類似樞紐分析表的兩級 
PatentMatrix Dashboard（ 專 利 矩 陣 儀
表板），我們可以同時使用上述兩個指標
來檢查專利品質和專利價值，從而得出專
利態勢（見圖 13）。

評估專利組合的品質和價值有多個好處。
它可使決策者識別出低性能專利，換句話
說就是低品質和低價值專利（低於 C 級），
然後可以考慮放棄此類專利，從而降低專
利維護費用。

另一方面，高性能專利，即具有更高品質
和價值指標的專利（高於 A 級），相較於
其他專利更值得進行貨幣化。

讓我們看看各 IC 製造商的專利組合，並在
此基礎上進行深入探討。涉足這一行列的
候選公司有台積電、英特爾、三星半導體、
格芯等，因為這些公司最知名，且擁有最
高的市場份額。

關注這些頂尖的專利申請人可以對之前的
方法進行補充：將篩選器設置為僅顯示指
標在 A 級以上的專利，可得到一份在專利
實踐和貨幣化潛能方面擁有更高價值專利
的申請人名單。

圖 13：主要晶圓代工廠專利組合的專利態勢

技術結構/專利品質

專
利
局
/專
利
價
值

高品質和高價值專利

低品質和高價值專利

資料來源：世博

https://www.inquartik.com.tw/patentmatrix-whitepaper/
https://www.inquartik.com.tw/patentmatrix-white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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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技術結構的分類以及對上述高品質和
高價值專利的確認，世博的專家團隊描繪
出了表 4。

此處所示的「新興技術」是另一種分類方
式，可替代上述根據技術結構進行專利分類
的方法。從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台積電並
非總在每個專利局的所有技術中擁有最多的
專利申請，但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台積電高
品質、高價值專利的整體比例是最高的。

例如，格芯在非平面電晶體方面擁有最多
的美國專利，而三星在極紫外光技術和系
統級封裝方面擁有最多的美國專利。但
是，這兩家公司中沒有一家擁有比台積電
更高品質和更有價值的專利，毫無疑問，
台積電在先進晶片製造技術方面將繼續處
於領先地位。 

透過利用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我們
可以成功確定出	IC	製造技術領域的
關鍵參與者，然後縮小專利池，進行
初步檢視。

----------
範例 3：ETSI	標準必要專利
評估：在	5G	時代佔據上風
對於投資 5G 相關新技術領域的公司來說，
及時瞭解 ETSI 標準必要專利宣告活動至關
重要。專利宣告活動對企業的日常經營有
何影響？ 5G 競賽中的不同利益相關者，
如產品開發人員、被授權人和投資者，如
何瞭解對手的競爭力和可信度？從專利品
質和價值的角度來看，瞭解專利宣告活動
可使利益相關者做出更好的決策。

1. 產品開發人員：設置	FTO	檢索範圍
專利侵權風險是商業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之
一；FTO 檢索是識別和控制專利侵權風險
的標準程序。

隨著 5G 產業逐漸走向成熟，產品或技術
規格（Technical Specification, TS）中涉
及的各種技術也往往變得更為複雜，從而
更難確定某件特定專利與具體產品或技術
規格的相關性。

資料來源：世博

新興技術 公司

專利局 美國 中國 美國 中國 美國 中國 美國 中國

非平面電晶體 專利數量 3,714 896 1,415 356 2,159 362 4,446 274

高品質和
高價值比例

專利數量

高品質和
高價值比例

專利數量

高品質和
高價值比例

17.0% 0.6% 14.7% 0.0% 1.1% 0.0% 7.7% 0.4%

極紫外光技術 453 81 249 19 574 42 350 19

9.0% 1.3% 0.8% 0.0% 0.2% 0.0% 3.7% 0.0%

系統級封裝 3,461 474 1,259 180 4,303 261 985 47

16.6% 0.2% 6.6% 0.0% 0.4% 0.0% 4.8% 2.1%

表 4 ：全球主要 IC 製造商的競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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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專利授權檢索的範圍可能會很模
糊，而且一些公司，尤其是亞洲的公司，
甚至可能放棄對專利風險的控制，而只是
簡單地分配了獲得專利授權所需的資金
預算。

透過 Patentcloud SEP 的功能，可以清楚
地從圖 14 看到各 3GPP 技術規格的標準必
要專利宣告狀態。

隨著 5G 技術愈加複雜，相關專利的數量
持續增加，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可幫助用
戶設置 FTO 檢索的範圍。

以 TS 38 331 為例，我們將宣告的標準必
要專利導入 Patent Vault 後，便可立即
透過 PatentMatrix Dashboard（專利矩
陣儀表板）瞭解專利品質和價值分布，以
及專利局（僅顯示全球五大專利局）和法
律狀態（僅顯示有效狀態）的相關資訊
（見表 5）。

圖 14：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資料庫中的前幾大標準必要專利宣告規格

資料來源： Patentcloud SEP，更新時間：2020 年 9 月 7 日

表 5：TS 38 331 的專利局 / 專利品質和法律狀態 / 專利價值分布

資料來源：孚創雲端

專利局/專利品質

法
律
狀
態
/專
利
價
值

https://www.inquartik.com.tw/patentcloud/patent-vault/
https://www.inquartik.com/patentcloud/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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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仍有幾千件相關專利，但專利品質和
價值指標在限制專利檢索範圍方面仍有
用，因此可以從品質和價值都相對較高的
專利開始進行初步的專利檢視。

另一方面，透過識別出專利品質和價值指
標低於 D 級的專利（指標最後的 25%），
專利從業人員可在一定程度上縮小專利檢
索範圍。如果專利持有人對產品採用了 D 
級專利，則應有可能透過使專利無效的方
式來解決專利侵權風險。

2.	被授權人：實現公平交易
當授權人上門索取權利金時，很多公司發
現自己毫無準備，他們根本沒辦法弄清授
權人索取的權利金公平與否。

這種現象在標準必要專利相關產品中非常
普遍。授權人往往對他們的專利組合提出

過度要求，並進行捆綁交易，即專利授權
計劃中僅包含少量的高品質和高價值專
利，導致被授權人更加難以識別砂礫中的
鑽石。

但 是， 借 助 Patentcloud 的 SEP 標 準 必
要專利智能平台、以及專利品質和價值指
標，可以評估授權人所宣告的專利組合的
真正品質、價值和宣告狀態，然後及時整
理出針對授權計劃的談判策略。

在 Patentcloud 的 SEP 中查看公司簡介，
可以立即獲得有關該公司宣告狀態的初步
簡要說明。讓我們打開 INTERDIGITAL 公
司的檔案，從圖 15 看看該公司的宣告狀
態。

我 們 可 以 將 所 有 標 準 必 要 專 利 保 存 到 
Patent Vault 文件夾中，並透過專利矩陣
儀表板獲得有關專利品質和專利價值的分
析圖表（圖 16）。

圖 15：Patentcloud SEP 顯示的 INTERDIGITAL 公司檔案

資料來源：  Patentcloud SEP，更新時間：2020 年 11 月 6 日

https://www.inquartik.com/patentcloud/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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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類分析圖表，被授權人可獲得以下
資訊：

•	專利局覆蓋範圍：標準必要專利組合
包含在多個專利局的多項申請。您可
嘗試找出在您產品銷售市場以外的區
域提交的專利申請，並將其排除在專
利授權計劃之外。

•	法律狀態：一些標準必要專利並非處
於有效狀態。如果標準必要專利被放
棄、過期或仍在審查之中，則不應就
其收取權利金。

•	專利的品質和價值：借助專利品質和
價值指標，可以關注標準必要專利的
品質和價值，從而瞭解更多相關資

訊，判斷有多少標準必要專利值得有
多少不值得支付權利金。

3.	投資者：尋找有價值的投資標的
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也有利於對專利組合
的評估，尤其是在進行專利交易或企業併
購的情況下。

除了涉及產業當前或未來採用的主題專家
評審外，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可提供專利
組合的即時概覽，並可提供與其他專利組
合（競爭基準）甚至整個技術領域（用於
分析產品組合本身的定位）的快速比較。

圖 16：INTERDIGITAL 的專利局 / 專利品質和法律狀態 / 專利價值分布

資料來源：孚創雲端

專利局/專利品質

法
律
狀
態
/專
利
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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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看看兩個中國手機品牌 OPPO 和 
VIVO 及其各自子公司的標準必要專利組
合。下面的圓餅圖 17 和 18 顯示了專利品
質和價值指標的比例，您可以從中窺探出
專利組合的可取性。

從圖中可以看出，OPPO 宣告的標準必要
專利似乎具有更高的專利品質和價值比
例。因此，在 5G 標準必要專利中，更理
想的投資目的是 OPPO。

圖 17：OPPO 和 VIVO 的專利品質比例

圖 18：OPPO 和 VIVO 的專利價值比例

資料來源：孚創雲端

資料來源：孚創雲端

OPPO
圖中的專利數量：742

VIVO
圖中的專利數量：603

AAA , 2.76%
AA , 7.27%

A, 16.42%

B, 39.53%

C, 26.31%

D, 7.70%AAA , 8.29%

AA , 25.70%

A, 19.16%
B, 16.24%

C, 12.03%

D, 18.57%

OPPO
圖中的專利數量：1,353

VIVO
圖中的專利數量：1,116

B, 11.74%

C, 16.21%

D, 66.21%

AAA, 0.43% AA, 1.66%

D, 89.71%

A, 3.75%
A, 0.09% B, 0.89%

C, 9.30%

D, 89.71%

https://www.oppo.com/en/
https://www.viv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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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專利資料的快速增長，專利評估已經
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為了對這一問題提出一項有效的解決方
案，我們首先引入了專利品質、價值和價
格框架，用於描述專利的各個不同方面。

從這些理論假設出發，我們嘗試攻克傳統
方法中的常見挑戰，並提供一種有意義和
有用的方法來評估專利品質和價值。

在機器學習技術、Patentcloud 的綜合專
利資料和持續驗證的支持下，我們開發出
了 Patentcloud 獨有的、處於產業領先地
位的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

本白皮書主要介紹了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
的由來及其驗證。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是，
本白皮書揭示了：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如
何補充基於數量的情報、如何進行信噪分
離、以及在專利生命週期管理（PLCM）
的幾個不同階段如何獲得可行的洞察意
見，並在此基礎上提供幫助。

我們真誠地希望每一位專利專業人員都能從
我們的專利品質和價值指標中受益，從而提
供更準確的洞察意見並做出明智的決策。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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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孚創雲端

孚創雲端是一家智慧財產情報公司，致力於將專利數據轉化為可執行的洞
察，同時提供由人工智慧驅動的解決方案。從一線公司、律師事務所到中小
型企業，孚創雲端均可在整個專利生命週期中支持智慧財產專業人士，使
其能夠更智慧地工作，生活更美好，並取得更大的成功。 

本文件僅供參考。所有資訊均按其“原樣”提供，不做任何形式的保證，無論是明示還是暗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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