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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专利文献计量角度，对谷歌公司在华专利布局的态势和技术发展轨道等进行分析，发现：1）谷歌在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专利分布情况与各国的 GDP 大致对应；2）进入 2005 年后，谷歌公司在华专利授权量激增；
3）与信息技术软硬件相关的专利是谷歌在华专利的重点。专利关键词中，计算机、电话和数据传输是高频词；
4）2011 年至 2014 年，谷歌在华核心专利由搜索引擎变迁为手机操作系统；5）教育、密码学和遥测与遥控可
能成为谷歌公司将来的研发热点。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如建立产业专利预警平台、设立产业技术合作联盟，
针对重大科研成果，国家还可拨付专项资金用于鼓励跨界运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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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atent layout of Google company in China
based on patent-bibliometric
CHEN Wei, XIE Zhiy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patent-bibliometric,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patent layout of Google
company in China. The analyses show that: 1) The number of patents of Google company in the major
national economy is corresponding with the amount of national GDP; 2) The amount of patents of Google
company in China dramatic increases since 2005; 3) The patents about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IT
industry are the key patents. Computer, telephone and data transmission are the high frequency patents
words of Google company in China; 4) The patents of Google company in China are transferred to the
mobile operating system from 2011 to 2014; 5) Education, cryptography and telemetry and telecontrol
could be the key patents of Google company in China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establishing the industrial patent early warning platform and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nd the country could appropriate special funds for major achievem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o encourage cross-border operation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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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谷歌（Google）公司的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包括谷歌眼镜、谷歌无人机和谷歌 Wifi 热气球

在内的多项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创建于 1998 年 9 月的谷歌，起初专注于互联网搜索业
务，而后扩展到了移动操作系统、学术搜索和互联网应用等领域，逐步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 IT 企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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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市场，谷歌公司从未放弃。尽管 2010 年，由于内容审查问题，谷歌公司停止了中国版网页搜索业
务，并将其简体中文服务转移到中国香港的服务器上，但其在中国的专利申请并未停止。当前，学术界
对谷歌公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谷歌公司产品的探讨上，如云计算[1~4]、搜索引擎[5~7]和大数据[8]等，对
谷歌公司专利的探讨少且集中在对个别专利的研究上[9]，鲜有从专利文献计量的角度分析谷歌公司在华
专利布局。研究即着眼于此，意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专利数据样本选取
经过初步的探索和筛选，研究确定谷歌公司的专利权人名称为“GOOGLE INC”或“GOOGLE

TECHNOLOGY HOLDINGS LLC”。因此，可得专利检索的方法：1）在德温特（Derwent） 数据库中输
1

入检索式 AN=（GOOGLE INC OR GOOGLE TECHNOLOGY HOLDINGS LLC），其中，
“AN”表示专利
权人名称；2）组配“PN=CN”等检索式，查找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申请的专利。其中，
“PN”表
示专利号，
“*”则为通用符，表示任何字符组；3）在相关专利中进一步精炼，提取有关信息。这里检索
专利数据库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3 日，来源为 CDerwent，EDerwent 和 MDerwent 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1997 年 至 2015 年。
2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审核完成，一般需要 2 年时间，且德温特公司的职员收录相关专
利还需一定时间，因此，这里所展示的 2014 年专利数据并不全面且不及时，2015 年的专利尚未收录。
此外，分析专利类别时，并不采用国际专利分类，而是采用德温特公司的手工代码，这主要出于两方面
的考虑：1）体系的侧重不同，国际专利分类侧重于功能定位，而德温特的手工代码侧重于应用定位。从
研究人员的角度出发，后者的数据更为精确。比如，搜索“录像机”，得出的专利可能隶属于不同的国际
专利分类，但却可能只有一个德温特手工代码。这使得数据的结果更为可靠；2）主观因素。不同国家的
专利审查员对专利的看法不同，导致其归属于不同的国际专利类别。但德温特手工代码是由该公司的职
员按照统一的标准手工填写的，其数据具有可比性。

2

谷歌公司在华专利公开的态势和变化趋势

2.1

总体情况
谷歌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专利分布情况与各国的经济总量水平大致对应。从表 1 所示的分布情况看，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拥有的谷歌专利数量最多，占总量的 97.72%，其次是中国，占 10.51%，
日本次之，为 6.61%.
进入 2005 年后，谷歌公司在华专利授权量激增。如图 1 所示，谷歌公司在华申请的第一个专利出现
在 1999 年，自那时起至 2004 年，谷歌公司的在华专利申请量一直在低位徘徊。2005 年，谷歌公司的专
利授权量激增至 73 条。而后，谷歌公司专利授权量持续增加，2013 年高达 263 条。需要注意的是，2014 年
的专利数较低，并不是因为谷歌公司不再申请专利，而是德温特数据库在本研究检索时仍在陆续录入
2014 年的相关专利，更为精确的结果可能需 2015 年下半年才可获知。

德温特专利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收录国际专利信息较为全面、权威的专利库。当前，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库以专利号为
索引，容易产生重复引用同一专利的情况（一个专利在多国申请时可拥有多个专利号），使用德温特数据库可避免这一问题
德温特数据库显示谷歌的第一项专利出现在 1997 年，略早于谷歌成立的时间，这可能与数据库的收录方式有关，但不影响本文
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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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至 2014 年谷歌在全球主要
经济体的专利分布情况

3

Tab. 1 Patent layout of Google company
in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from
1997 to 2014
地区

专利数量/条

占比/%

全球

9 767

100

美国

9 544

97.72

中国

1 027

10.51

日本

646

6.61

印度

269

2.75

德国

150

1.54

英国

53

0.54

法国

2.2

6

图1
Fig. 1

0.06

1999 年至 2014 年谷歌在华专利历年变化

Number of Google company’s patent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4

技术发展轨道分析
2001 年至 2010 年谷歌在华专利主要分布在软件和搜索引擎领域。如表 2 所示，2001 年至 2010 年，

软件产品专利占到整个谷歌在华专利的 38.29%，搜索引擎专利占到 22.62%，与搜索引擎密切相关的
网络广告与网络营销、数据库应用程序和搜索和检索算法专利紧随其后，分别占据 16.47%，15.28%
和 13.10%. 这表明，2001 年至 2010 年，谷歌在华核心专利是搜索引擎专利。
表2
Tab. 2

2001 年至 2010 年谷歌在华专利领域 分布前十名
4

Top ten field of Google company’s patent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0

德温特手工代码

含义

专利数量/条

占比/%

T01-S03

软件产品

193

38.29

T01-N03A2

搜索引擎

114

22.62

T01-N01A2C

网络广告与网络营销

83

16.47

T01-J05B4P

数据库应用程序

77

15.28

T01-J05B3

搜索和检索算法

66

13.10

T01-N01D2

文件传输

61

12.10

W01-C01D3C

手机

46

9.13

T01-N01D3

远程站点或服务器

37

7.34

T01-N02A3C

服务器

37

7.34

T01-N01C

电子邮件

35

6.94

2011 年至 2014 年 ，谷歌在华专利主要分布在软件和手机领域。如表 3 所示，2011 年至 2014 年，
5

由于存在同族专利，表 1 中各国专利数总和大于全球的专利数
由于某个专利可能同时涉及多个手工代码，所以各手工代码的占总体比重的总和要超过 100%
本文将时间节点划分为 2001 年至 2010 年和 2011 年至 2014 年 2 个时间段，主要是为了区分“过去存量”和“现在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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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专利占到整个谷歌在华专利的 46.35%，高于表 2 所示的 38.29%. 搜索引擎专利所占比例从表 2
的 22.62%急剧下降到 10.19%. 与搜索引擎密切相关的网络广告与网络营销和检索算法专利跌出了前十
名。这与 2010 年谷歌公司宣布退出中国的时间段相吻合。需要注意的是，手机、文件传输、个人数字助
理和电话功能出现在了前十名中，其比例分别为 24.62%，15.58%，14.04%和 12.31%. 这可能与近几年
智能手机的崛起及国内手机厂商普遍采用谷歌开发的安卓（Android）手机系统有关。这表明，谷歌在华
核心专利由搜索引擎变迁到手机操作系统。
表3
Tab. 3

2011 年至 2014 年谷歌在华专利领域分布前十名

Top ten field of Google company’s patent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4

德温特手工代码

含义

专利数量/条

占比/%

T01-S03

软件产品

241

46.35

W01-C01D3C

手机

128

24.62

T01-N01D3

远程站点或服务器

82

15.77

T01-N01D2

文件传输

81

15.58

T01-E01A

数据排序

73

14.04

W01-C01P2

个人数字助理（主要用于移动电话）

73

14.04

T01-J05B4P

数据库应用程序

71

13.65

W01-C01G8

电话功能

64

12.31

T01-N02A3C

服务器

62

11.92

搜索引擎

53

10.19

T01-N03A2

2.3

专利关键字图谱
利用 CiteSpace，绘制了 1999 年至 2014 年谷歌在华专利关键字图谱，如图 2 所示。图 2 中，节点的

大小代表专利被引用次数，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节点的相互引用关系，颜色则表示首次引用的时间。
1）关键词共现网络
与信息技术软硬件相关的专利是谷歌在华专利的重点。利用 CiteSpace 的聚类分析功能，可以得出
1999 年至 2014 年谷歌在华专利
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 2 所示，
共有 4 种聚类。排名第一的聚类
是“光纤；光学和光控”（fibre;
optics and light control），排名第
二的聚类是“照片；实验室设备；
光 ”（ photograph ； laboratory
equipment；optical），排名第三
的聚类是“半导体材料和工艺”
（ semiconductor material and
process），排名第四的聚类是“放
大器和低电源”（amplifier and

图2
Fig. 2

1999 年至 2014 年谷歌在华专利关键词共现网络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Google company’s patent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4

low power supplies）。
利用 CiteSpace 的 TF-IDF 评价模型统计出 4 种聚类包含的专利关键词，如表 4 所示，得出与图 2 相
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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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至 2014 年谷歌在华专利聚类关键词

Keywords of patent cluster of Google company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4

聚类

平均年份/年

关键词

0

2004

1

2006

2

2004

3

2009

fibre;optics and light control;digital computer;computer peripheral equipment;
photographic;laboratory equipment;optical;telephone and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s;
domestic electric appliances;sports;games;toys
photographic;laboratory equipment;optical;broadcasting;radio and line transmission
systems;optics;memories;film and hybrid circuits;digital memories;lighting;discharge;
incandescent and electric arc lamps;other chemical surface treatments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and processe;computer peripheral equipment;digital
computers;electrical instruments including e.g. instrument panel;automotive electrics;digital computers; broadcasting;
radio and line transmission systems
amplifiers and low power supplies;process and machine control

2）高频关键词列表
专利关键词中，计算机、电话和数据传输是高频词。利用 CiteSpace 测得谷歌在华专利关键词被引频
次前十名，如表 5 所示，被
引频率前三的关键词，分别

表5

1999 年至 2014 年谷歌在华专利关键词被引频次前十名

Tab. 5 Top ten cited frequency of Google company’s patent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4

是 数 字 计 算 机 （ digital

被引频次

关键词

从属聚类

computers）、电话和数据传

804

digital computers

0

244

telephone and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s

2

110

audio/video recording and systems

0

输系统（telephone and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s）及音

83

computer peripheral equipment

2

频 / 视 频 记 录 和 系 统

79

broadcasting;radio and line transmission systems

4

45

education;cryptography;adverts

0

41

tv and broadcast radio receivers

4

29

musical instruments;acoustics

0

3）关键词时间线

24

optics

1

谷歌专利的重点从信

23

alarms;signalling;telemetry and telecontrol

0

（audio/video recording and
systems）。

号传输转移到智能手机领域。利用
CiteSpace 的时区图（TimeZone View）功
能，得到谷歌在华专利关键字和主题聚类
演进图谱如图 3 所示，发现 1，3 聚类逐
步演化成 2，4 聚类。1，3 聚类主要与信
号传输有关，而 2，4 聚类主要涉及电源
和光成像，与智能手机相关。
4）关键词突发检测
教育、密码学和遥测与遥控可能成为
将来的研发热点。CiteSpace 的突发检测
（burst detection）功能，可以挖掘与“主
流”不同的“突发”新技术，这些技术与
原有技术不同，可能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
点和技术爆发点。如表 6 所示，教育
（education）、密码学（cryptography）、

图 3 1999 年至 2014 年谷歌在华专利关键词和主题聚类演进图谱
Fig. 3 Evolution map of keywords and themes of Google company’s
patent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4

遥测与遥控（telemetry and telecontrol）均出现在前文所示的核心专利中，可能成为将来的研发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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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至 2014 年谷歌在华专利突发词

Bursting keywords of Google company’s patent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4
关键词

突发度

开始年

结束年

education；cryptography；adverts

7.856 5

2002

2004

alarms；signalling；telemetry and telecontrol

7.519 6

2001

2006

counting；checking；vending；atm and pos systems

3.290 7

2002

2005

3

结论与对策分析

3.1

结论
综上所述，研究发现：1）谷歌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专利分布情况与各国的经济总量水平大致对应；

2）进入 2005 年后，谷歌公司在华专利授权量激增；3）与信息技术软硬件相关的专利是谷歌在华专利的
重点。专利关键词中，计算机、电话和数据传输是高频词；4）2001 年至 2010 年，谷歌在华核心专利是
搜索引擎专利；5）2011 年至 2014 年，谷歌在华核心专利由搜索引擎变迁为手机操作系统；6）教育、
密码学和遥测与遥控可能成为谷歌公司将来的研发热点。
3.2

对策分析
1）建立产业专利预警平台
当前，谷歌公司利用专利优先权制度，通过提前在美国申请关键专利的方式，划立技术禁区，将在

专利上的领先优势转化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因此，理应建立产业专利预警平台，借此跟踪国内外最新
的专利变化趋势，不仅让企业通过平台查阅到竞争对手最新的专利和技术发展情况，获悉产业研发热点，
还定期发布产业最新的技术概况和趋势，从而帮助企业把握技术研发要点，避免研发“雷区”，减少研发
浪费，提升企业竞争力。
2）设立产业技术合作联盟
谷歌公司凭借其在搜索引擎领域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大举进入其他关联产业，谷歌无人驾驶汽车、
谷歌智能机器人和谷歌眼镜就是其最新的跨界产品。与谷歌公司相比，当前我国企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
实力略有不足。因此，针对重大共性和关键技术，国家可成立产业技术合作联盟，不仅积极促进同一产
业内产学研一体化，针对重大科研成果，国家还可拨付专项资金用于鼓励其跨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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