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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医学院校图书馆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建设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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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现状，调查了贵州医科大学和南方医科大学 2 所学校
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建设现状，发现现阶段医学院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主要是开展有关专利检索、
专利预警等与专利相关的服务，目前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专利数量少、专利数据库资源有限及专利信息服
务人才缺失。提出应当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合理购置专利信息资源、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提高医
学院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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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s in Libraries of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ANG Xiao-shan, JIN Xin-jian, ZHANG Xue-min, TANG Xiao
(Library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cente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nvestiga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in the two school libraries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nd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s of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is stage mainly carry out patent-related services such as patent search and patent early warning.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mainly include the small number of patents, the limited patent database resources and the lack of
patent information service talents. It is proposed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wareness should be enhanced, pat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ould be purchased rationally, talent training and introduction should be increased,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capabilities of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bra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s; patent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更多的是体现在知识产权

这一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由依靠

上，企业的竞争乃至国家的竞争则是表现为知识产

[1]

劳动力及物质资源，转变为依靠科技创新 。在知

权的竞争 [2]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科研的重要场
所，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促进科研成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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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做好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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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3251－2016）明确了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及

心、成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部的新闻稿。点击南方

重大科研项目全流程管理中专利信息服务的重要

医科大学图书馆首页科研支持服务的专利信息服务

性，并要求高校设置知识产权服务支撑机构来完善

链接，可以看出，南方医科大学在信息服务内容方

高校的知识产权服务，尤其是专利信息服务方面亟

面，主要包括专利检索、专利查新、专利分析及预

[3]

待加强 。2017 年 12 月 25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

警、专利培训和专利咨询；在服务对象上，不仅包

公室和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高校知识产权信息

括本校师生、科研团队及管理人员，还面向校外企

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规定高校知识产权信息

业提供服务；在服务方式上，主要是在线咨询、

[4]

服务中心一般应设置在高校图书馆 。

QQ、电话、邮件或现场咨询等。图书馆还向本校本

自 2017 年《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

科生、研究生提供专利方面的相关课程，为科研工

施办法》颁布以后，各地高校尤其是已经开展了专

作者提供定期培训、预约培训、嵌入专业课教学。

利信息服务的高校，根据自身条件积极申请高校知

此外，图书馆还提供了各种专利资源链接，简要介

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根

绍了一些专利检索数据库和分析工具，其内容主要

据申报高校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的条件，经过严格筛

包括中外专利信息资源导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选，先后批准并公布两批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

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与服务系统（官方）、大为

心名单，其中大致包括综合类、理工类、农林类、

innojoy 专利搜索引擎 系统、USPTO 美国专利 检

[5]

医药类等 60 所高等院校 。

索、EPO 欧洲专利检索、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 医学院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现状

专利检索、专利分析工具（包括 WIPS 全球专利检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公布的高校知识产

索分析数据库、INNOGRAPHY 创新的专利检索与

权信息服务中心名单中，只有 2 所医学类院校即北

分析工具、CiteSpace、Refviz、Patentics）。

京中医药大学和贵州医科大学，且均在 2020 年 7 月

3

发布的第二批名单中。南方医科大学与贵州医科大

的困难

医学院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存在

学同为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而且是为数不多的

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一般挂靠在图书

已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医学类院校。本文对贵

馆，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在教育部科技查新站基础业

州医科大学及南方医科大学的专利信息服务建设进

务上增加专利检索查新、专利预警等专利相关业

行分析。

务，或是从查新站分离出来，单独成立部门。目前

2.1

医学院校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存在以下困难。

贵州医科大学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

设现状

3.1 专利数量总量少

笔者在贵州医科大学网站首页，以“知识产权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批准的 60 所高校知识

信息服务”为关键词，检索到贵州医科大学成功入

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中，只有 2 所医学类高校，

选第二批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新闻。在贵

南方医科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只是校内批准

州医科大图书馆界面点击读者服务按钮，发现该馆

设立。发生这种状况很可能是因为与理工类、综合

提供专利申请查询服务，并提供了中国知识产权信

类高校相比，医学类高校专利数量总量相对较少。

息网、中国专利信息网、中国专利网、中华人民共

以安徽医科大学为例，过去 10 年中，校本部及直属

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网页链接；在数据库资源方

附属医院专利申请总量只有 600 余件。近几年医学

面，正式数据库有德文特数据库和万方专利数据

类高校知识产权申请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专利申请

库，试用数据库包括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和大为

数量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但总量少于理工类高校

innojoy 专利搜索引擎系统。仅从图书馆网站页面设

和综合类高校。因此，专利数量总量少是医学院校

置来看，贵州医科大学所提供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未广泛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影响因素之一。

内容有限。

3.2 专利数据库资源有限

2.2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开展依赖于图书馆所购买

笔者在南方医科大学官网利用“知识产权信息

的数据库资源，而由于高校专利数据库资源使用率

服务”关键词检索，结果显示，南方医科大学在

不高，故其购买数量较少。例如贵州医科大学知识

2019 年已经发布在图书馆设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

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提供了 2 个正式数据库资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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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资源（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大为 innojoy 专利检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人才不仅要熟悉知识产权相

索分析系统），还提供了几个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网

关的各种法律法规，还要具备检索分析、信息挖掘

址，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建设欠缺。南方医科大学购

处理等技能 [7] 。综合医学院校现有人才状况来看，

买了较多的专利数据库资源、专利分析工具，在此

加大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力度是非常必要的。图书馆

基础上开展专利检索、专利分析及预警等业务，其

应鼓励馆员多参加权威机构举办的专利培训班，并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相对完善。总之，医学

给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鼓励有资格的馆员积

院校要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需要更多的专利数据

极考取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等。此外，学校可以采

库资源作为保障。

取一些奖励措施，引进优秀专利人才，扩大知识产

3.3 专利信息服务人才缺失

权信息服务队伍。

专利信息服务人才缺失是医学院校建设知识产

5 小结

权信息服务中心最主要的困难之一。首先，医学院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开展已久，但高校知识产权

校图书馆虽有生物、临床等专业人才可以培养为专

信息服务中心的设置则是近两年才开展的。在国家

利代理人，但人数少，培养难度大；其次，由于当

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公布的两批高校知识产权信息

前各种规模的专利代理公司层出不穷，人员招聘要

服务中心名单中，仅有 2 所医学类院校，医学院校

求比高校低，工资待遇却比高校高，加大了高校引

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医学院校图

进专利代理人才的难度；最后，医学院校主要是以

书馆应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和开展知识产权信息

医学类专业为主，而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模式一般

服务，合理购置资源，重视人才培养，提倡和鼓励

是以法学相关课程为主，再兼顾知识产权本身的特

馆员积极参加相关培训，提高医学院校知识产权信

性，或者理工类专业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基础

息服务能力。

上，再去学习与知识产权法相关的第二学位，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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