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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遺傳工程學之專利計量學研究 

The Bibliometrics Approach of Genetic Engineering Patents 
計畫編號：NSC 92－2413－H－002－014 
執行期限：92年 8月 1日至 93年 7月 31日 

主  持  人  ：黃慕萱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mhhuang@ccms.ntu.edu.tw 
計畫參與人員：羅思嘉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生 losu@mail.ncku.edu.tw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遺傳工程技術為研究的主

題領域，透過對相關領域專利的計量分

析，瞭解各個國家、研究機構與研究人員

在相關技術研究的生產力與其分布狀

況，辨識其中的核心國家、研究機構與研

究者；並由核准專利所引用之專利，辨識

對遺傳工程技術研究具有影響力的國

家、機構、與學者，以引用所建構的關係

為基礎，從不同層級了解研究間的關連，

進而探討專利計量分析在學術傳播研究

上的應用價值與研究方向，作為未來專利

計量方法在學術模式應用之參考。 
 
關鍵詞：遺傳工程、專利計量 
 
Abstract 

Through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genetic engineering patent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productivity, 
impact, and connectivity of countries, 
assignees and inventors. This study 
identifies core countries, assignees, and 
inventors by both number of patents and 
number of citations. Also, based on the 
patent bibliographic coupling method,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the patent citation network 
and discusses the connectivity of the above 
core countries, institutions, and inventors. 
 
Keywords: Genetic Engineering, 
         Bibliometric, Patent Bibliometric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遺傳工程技術由於其應用廣、污染

低、能源依存度低，是一技術密集、經濟

效益高的新興科技，不單是具有科學研究

的價值，同時亦具有經濟發展的潛力，被

認為是繼半導體後，二十一世紀中具有影

響力的產業之一(田蔚城，民 87；Rifkin, 
1999)。本研究將書目計量學的理論與研究
方法運用於遺傳工程技術專利的分析，試

圖透過對專利資訊的計量分析，瞭解遺傳

工程研究結果的分布、影響研究發展的主

要研究者、以及研究者間的關係，並進一

步建立專利計量分析方法在生產力與關

連研究上的應用方式，研究者包括國家、 
機構與個人。研究從生產力與成果影響力

的角度，探討學術傳播的研究成果，並以

書目聚合與直接引用建立國家、專利權人

以及發明人之間研究的關連性。藉由遺傳

工程專利之計量分析，達到下列目的： 
一、分析遺傳工程研究之生產力及其分布

狀況，辨識主要國家、主要專利權

人、主要發明人及主要技術。 
二、辨識遺傳工程研究發展過程中的主要

影響力來源，包括影響發展的主要國

家、主要專利權人、主要發明人以及

主要技術。 
三、以書目聚合方法進行主要國家、主要

專利權人及主要發明人的專利聚合

分析。 
四、透過直接引用建構遺傳工程研究的專

利引用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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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書目計量方法分析遺傳工

程研究之相關專利，了解遺傳工程研究的

生產力與影響力表現，並從生產力、影響

力以及研究之間的關連性了解 1991 年到
2002年間遺傳工程研究的發展情形，辨識
遺傳工程研究的主要國家、機構以及個

人，同時藉由研究分析過程中所得到的經

驗以及遭遇的議題，探討運用專利計量方

法解構學術研究活動與學術傳播的可行

性。 
一、遺傳工程研究生產力分析 
 1991年到 2002年間共核准 13,055件
遺傳工程研究專利，平均每年核准 1,088
件專利。本研究分別就相關專利的核准時

間、所屬國家、專利權人、發明人以及專

利技術進行遺傳工程研究生產力分析。 
從專利核准時間分析，1991年到 2002

年 可 以 分 為 三 階 段 ， 分 別 為 萌 芽

(1991-1995)、成長 (1996-1998)以及穩定
(1999-2002)三個時期。其中萌芽期年核准
專利件數為 344.8件，不超過 500件；成
長階段遺傳工程專利急遽增加，平均每年

核准 1,314 件專利，而穩定期每年雖仍有
超過 1,500 件的核准專利，但是成長已逐
漸趨緩，甚至有下降的趨勢。從年核准件

數比較，可以預期遺傳工程的發展將由穩

定發展朝向生產力遞減的階段發展，但穩

定期的觀察時間略有不足，還需後續觀

察。 
從專利所屬國家分析，13,055件分屬

於 42個國家所有，當中 75.40%專利為美
國所有，不論是總量或是歷年核准專利件

數，美國均具有重要的領導地位，其在遺

傳工程研究上對整體發展具有絕對的影

響力，其他各國則以日本、德國、英國與

法國在研究產出上有較顯著的表現。若再

深入分析遺傳工程專利在美國境內的分

布，加州為研究重地，其他地區如麻省、

紐約以及賓州等擁有重要大學與研究機

構亦為遺傳工程研究重要地區。 
從專利權人分析，2,042 位專利權人

中，加州大學、INCYTE、SmithKline、美
國衛生部、Genentech 等專利權人為專利
件數排名前 5 名的專利權人，與其他 35
位專利權人共掌握了三分之一的專利，為

遺傳工程研究的核心專利權人。而多數專

利權人皆分布於美國地區，僅約四分之一

的專利權人位於美國境外，包括法國的巴

斯德學院、法國國立健康與醫學研究院、

丹麥的 Novo Nordisk、德國的 Boehringer
以及法國的 Aventis。 

從專利發明人分析，13,055件專利共
有 15,102位發明人，其中以來自美國地區
的發明人為多，其次為日本、德國、法國

及英國。進一步分析發明人的合作關係發

現，有相當比例的發明人以共同合作方式

進行遺傳工程研究，平均每件專利發明人

數接近 2.97位，高生產力的發明人多是以
研究團隊的方式進行研究。分析發明人之

間的合作關係以及與專利權人之間的連

結，可將 50 位主要發明人區分為 3 個規
模較大研究團隊，包括 INCYTE、
SmithKline與 Human Genome，除了規模
較大的研究團隊，另有加州大學與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 2個規模較小的合作團隊。分
析發明人擁有專利件數的分布，多數發明

人擁有的核准專利件數不超過 10 件，
0.07%發明人的專利件數超過 50 件，
Hillman、Corley、Bandman、Lal、Shah
的專利件數在 15,102位發明人中排名前 5
名。 

就技術發展分析，研究中分析之遺傳

工程相關技術包括基因工程、核酸測定技

術以及蛋白質備製三個領域，比較核准的

專利件數，1991 到 2002 年遺傳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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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因工程與核酸測定兩項技術為重點

技術；就專利核准時間分析，基因工程技

術的研究在萌芽與成長兩階段均是受到

相當重視的技術，核准專利件數較其他兩

個領域為多，所佔比例超過核准專利件數

的 40%，萌芽階段更可達 50%，到萌芽階
段後期核酸測定專利件數逐漸增多，基因

工程與蛋白質備製每年核准專利所佔比

例相對減少，成長階段與核酸測定技術有

關之專利，每年核准件數持續成長，發展

至穩定期，核酸測定的核准件數已超過基

因工程的核准件數。 
將專利的專利權人與發明人視為布

萊德福法則中的期刊以及洛卡法則中的

作者，分析專利權人與發明人產出分布，

結果發現專利權人與發明人產出具有集

中性，但是以兩個分布法則預估生產力的

分布，均需要進一步修正預測方法以更精

確掌握產出之分布狀況，同時亦需考量不

同領域之間的差異性，進行不同領域之驗

證。而若以洛卡法則驗證遺傳工程發明人

生產力的狀況，則發現預期值與遺傳工程

發明人獲得核准專利的累計值兩者間存

在差距，柯史統計值的驗證結果顯示實際

觀察到的發明人數及專利件數分布，與洛

卡的理論值並不相符合。 
二、影響遺傳工程研究發展之影響力分析 
 13,055 件專利共引用 108,115 件專
利，其中 63,954件為美國專利局所核准之
專利，整合被重複引用的專利，共分析出

18,490件專利，平均每件專利被引用 3.46
次。18,490件專利的核准時間前後差距共
145 年，被引用專利核准時間最早的是於
1858 年所核准的專利，最近的則為 2002
年核准的專利；專利核准時間雖差距 145
年，但被引用專利的核准時間集中在 1980
到 1999年之間。 

以專利被引用的時間計算被引專利

的專利年齡，年齡最長的可達到 141年，
但多數專利的引用專利年齡介於 2 到 8
年，平均被引專利年齡為 7年。分析專利
開始被引用的時間發現，專利多半是在專

利核准後的第 2年開始為其他專利引用，
影響其他技術的發展，核准後的 3 年到 5
年之間其專利技術的影響力可能達到顛

峰，至第 7年後影響力逐漸下降。 
就被引專利的所屬國家分析，共有 50

個國家對遺傳工程研究產生影響，以美

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的研究成果

對相關領域的技術發展影響力較其他國

家為高，此 5個國家不單是在遺傳工程研
究的量上領先其他國家，影響力的部分亦

領先其他國家。其中又以美國具有絕對的

影響力，18,490件被引專利共有 13,980件
為美國專利，共被引用 52,247次，平均每
件專利被引用 3.74次。 
 分析被引用專利之相關專利權人與

發明人，18,490 件被引用專利分屬 3,088
位專利權人，其中 2,756 位專利權人被引
用專利件數在 10 件以下，61 位被引專利
權人被引專利件數超過 50 件；從次數分
析，2,393 位被引專利權人專利被引次數
在 10次以下，243位專利權人專利的被引
用次數在 50次以上。主要被引專利權人、
發明人仍以來自美國加州地區為多，其呈

現之結果顯示加州地區不單是在研究生

產力方面為遺傳工程研究的重心地區，研

究成果對後續研究亦具有相當的影響

力。加州地區的 Cetus、加州大學、
Genentech，紐澤西州的 Hoffmann，與荷
蘭的Affymax為遺傳工程研究最具影響力
的專利權人。 

就技術領域分析，除了 Genentech，
其他四位專利權人的影響技術領域多含

括 DNA 重組、核酸測定以及蛋白質合成
技術等三個技術領域，Genentech 則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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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合成與 DNA 重組技術方面的影響
力較高。另外，美國衛生部、加州的 Chiron
與史丹佛大學、麻省地區的哈佛大學以及

Genetics Institute 對遺傳工程研究亦有重
要的影響力。影響力較高的專利權人以美

國地區的專利權人為主，Affymax、
Hitachi、巴斯德學院、Boehringer、Orion、
Fuji、INSRM與 Amersham等則為美國以
外地區對遺傳工程研究產生影響的專利

權人。 
 從 18,490 件被引專利共可分析出
26,160位被引發明人，但由被引用專利件
數與次數的被引用狀況分析，多數發明人

僅掌握有限的影響力，98.57%被引發明人
的被引用專利件數在 10 件以下，86.53%
被引發明人的專利被引用次數不超過 10
次；26,106 位發明人中有 46 位被引發明
人的被引專利超過 20件，1,629位發明人
專利被引用次數在 20 次以上。Mullis、
Saiki、Erlich、Horn、Fodor、Scharf、
Arnheim、Gelfand、Stemmer 與 Stryer 為
影響遺傳工程研究之主要發明人，其中亦

具有研究團隊合作發展的特質，當中以

Cetus、Affymax團隊的成員為主，從其他
具有影響力的主要發明人中還可分析出

與 Protein Engineering 、 Gen-Probe 、
Hoffmann 以及耶魯大學等專利權人有關
的研究團隊。 

從技術分析，可發現遺傳工程研究以

受到域內技術影響為多。分析被引的

18,490 件專利，其技術類號雖分布於 181
類，但是從引用技術的分布，以核酸檢測

技術、突變與基因工程技術、蛋白質備製

技術等域內技術的被引頻率較高。但是部

分域外技術，如物理領域的測定技術、物

質合成與備製技術亦被運用至遺傳工程

的技術研究，對於核酸測定以及蛋白質合

成技術的發展亦有所影響。 

三、遺傳工程研究的關連分析 
 從引用聚合關係分析各國研究的連

結，發現主要國家中，美、日、德、英、

法、加之間有顯著的聚合強度，其中美國

與各國的聚合關係雖為各國所屬聚合關

係中最高者，但整體的高產出與影響力仍

自成一個研究體系，其他各國，包括日、

德、英、法、加則藉由與美國間的聚合關

係以及彼此間的關連形成另一研究群

組。除了生產力排名前六國之間的聚合關

係，澳洲、瑞士、荷蘭以及瑞典、丹麥則

形成另兩個規模較小的集群。 
延續在整體生產力與影響力的顯著

優勢，從直接引用分析，美國不單是對其

境內發展有絕對的影響力，對各國遺傳工

程研究亦有顯著的影響力，包括影響的深

度與廣度。比較各個主要國家受到影響的

影響指數比，除了對丹麥及日本的影響指

數比稍低，美國對多數國家的影響程度之

指數比多超過 0.7，具有絕對的影響力，
為各國的影響核心。除了美國的影響之

外，日本、德國、加拿大、英國、荷蘭以

及法國則是次於美國影響力的影響核心。 
 從引用聚合關係分析，40位主要專利
權人可以區分為 4個主要群組，同一群組
中的專利權人有較強的連結關係，分別為

分別為加州大學、巴斯德學院、史丹福大

學、Becton、Du-Pont、威斯康辛大學、哥
倫比亞大學、Abbott、Thomas Jefferson 
U.、Baylor College 以及康乃爾大學等 11
位專利權人；美國衛生部、德州大學、

General Hospital 、 Millennium 、 Salk 
Institute、Ludwig Institute、Dana-Farber 等
7 位專利 權人； Genetics Institute、
Eli-Lilly 、 Nordisk 、 Monsanto 、

ZymoGenetics等 5位專利權人；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哈佛大學以及 Affymetrix。 

各個研究機構則以加州大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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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ntech 兩位專利權人對主要專利權人
的影響較為顯著，主要專利權人中分別有

36 位與 32 位專利權人受到加州大學與
Genentech 的影響，其他專利權人包括
Chiron、Genetics Institute、美國衛生部、
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Salk Institute、
Du Pont 及哥倫比亞大學等對多數專利權
人亦有直接的影響力。 

分析主要發明人之間的引用關係，從

引用聚合產生的聚合群組與研究團隊有

顯著的關係，發明人間的關係則以同一研

究團隊成員為主，不論是引用聚合或者是

直接引用，分析結果均顯示研究團隊成員

彼此間具有較高的連結關係，呈現較強的

影響程度，不同研究團隊成員之間的影響

關係相較之下極為有限。 
 除了國家與國家、機構對機構、發明

人及發明人之間的連結，關連分析的結果

同時顯現高自我影響程度。不論是國家、

機構或者是發明人，自身研究成果對於後

續研究均產生一定的影響。從國家層次分

析，美國對各國研究具有絕對的影響，次

於美國影響力則多以自我影響程度為

高。從專利權人層次分析，主要專利權人

當中 84%專利權人的研究受到自我影響
的程度高於其他主要專利權人的影響

力。發明人的發展亦呈現類似的狀況，多

以自我影響程度較高，其次則為同一研究

團隊成員的影響，其影響力高於其他主要

發明人的影響力。此一現象反應了研究的

延續性以及在專利技術傳播上可能存在

的區域屬性。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目的在將書目計量學的理論

與研究方法運用於遺傳工程技術專利的

分析，研究成果已充分瞭解遺傳工程研究

結果的分布、影響研究發展的主要研究

者、以及研究者間的關係，並進一步建立

專利計量分析方法在生產力與關連研究

上的應用方式。本計畫已達到該計畫預定

之目標，未來亦會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學術

期刊中，以促進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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