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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务发明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中外职务发明定义 、归属模式及职务发明

人报酬等进行比较 , 分析我国现行职务发明制度存在的问题 , 并为我国《专利法》的进一步修改提出

建议.

关键词:职务发明;专利归属;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3.4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06-19;修改日期:2006-12-26.

　　 作者简介:张小玲(1964—),女 ,法学硕士 ,管理学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科技法 、行政法.

1　职务发明定义的比较

职务发明 ,顾名思义 ,是指与职务有关的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并非完全等同西方国家的 “雇

员发明 ”.西方国家的 “雇员发明 ”有广义 、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雇员发明即指受雇之人或单位

工作人员的发明 ,包括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狭义的雇员发明与职务发明同义.我国有学者将

职务发明定义为:职工在履行职务中所完成的新发明 、新设计 ,或者是在执行单位的指令中所完

成的发明创造
[ 1]
.而将非职务发明定义为 “没有得到所在单位帮助或者与本单位业务无关的发

明创造 ”
[ 2]
.在德国 ,非职务发明也被称之为 “自由发明 ”

[ 3]
.

对于职务发明的界定 ,中外法律表述有所不同.如法国发明专利法第 1条规定:在无特别约

定情况下 ,受雇人在执行工作合同或科研合同中所作出的发明或从事雇主明确委托的设计或研

究工作做出的发明属于职务发明
[ 4]
.德国在 1957年颁布的《雇员发明法 》第 4条第 2款对职务

发明的解释是:发明由受雇人在事业或公务所负责之工作中产生 ,或主要以该事业或该公务之经

验或成果为发明之基础
[ 3]
.英国专利法没有明确将雇员发明分为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 ,但其

39条规定 “雇员正常工作的过程中或虽在正常工作之外 ,但是特别分派给他的工作过程中做出

的发明为在执行他的任务中做出的发明”
[ 5]
.这里的 “执行他的任务中做出的发明 ”即可以理解

为上述的职务发明.俄罗斯的新专利法在有关专利权人的条款中明确规定了职务发明 ,是指 “由

雇员履行劳动义务或完成雇主的具体任务所创造的发明”
[ 6]
.日本专利法第 35条第 1款对于职

务发明的定义是:“雇用人 、法人 、国家或者地方公共团体在从业人员 、法人的工作人员 、国家公

务员或者地方公务员就其性质上属于该雇用人等的业务范围 、且其做出发明的行为系属于从业

者等现在或者过去的职务的发明 , ……”
[ 7]
.

从上可见 ,英国 、德国 、法国 、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对职务发明的界定比较严格 ,包含这样几

个要素:①受雇人作出的发明;②受雇人在受雇期间完成的发明;③受雇人履行雇佣合同或完成

雇主特定任务过程中作出的发明.除此之外 ,均属于非职务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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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务发明的范围宽泛得多 ,根据我国 《专利法》第 6条规定 ,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

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 ”.由此可见 ,我国的职务发

明分为两类:一类是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另一类是 “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

质技术条件 ”所完成的发明创造.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 11条对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

的职务发明创造 ”作了进一步的界定:“1.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2.履行本单位交付的

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3.退职 、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 1年内作出的 ,与其在原

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至于 “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

《专利法实施细则 》解释为 “本单位的资金 、设备 、零部件 、原材料或不向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 ”.

很明显 ,我国专利法对职务发明作了扩大解释 ,对职务发明的界定不仅包括了以上西方国家的定

义 ,而且将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也纳入了职务发明的范畴.

在发达国家 ,受雇人于完成本职工作或雇佣单位特定任务之外的发明通常不被纳入职务发

明.例如 ,法国专利法规定 ,受雇人 “由于考察或使用了企业专有的技术 、设备 、资料等 ”情况下所

作出的发明不属于职务发明
[ 4]
.对于这部分利用单位或雇主的 “物质 、财政或可能的智力援助”

的情况下完成的发明创造 ,由于它介入在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之间 ,处于 “灰色区域 ”,法国将

之排除在职务发明之外而称之为 “混合发明”
[ 4]
.西方发达国家对职务发明的定义更具有人文精

神 ,也更有利于调动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值得借鉴.我国专利法将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

条件所完成的发明”纳入职务发明 ,体现了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但过分强调了 “单位的物质

技术条件”对于发明的 “决定 ”意义 ,发明人的智力劳动和知识经验的重要性在这里被明显忽视.

我国可以借鉴法国的做法 ,打破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的机械分类 ,将利用 “单位的物质技术条

件 ”的发明单独作为一个系列 ,可称之为 “准职务发明”或 “混合发明 ”.

2　发达国家职务发明专利归属模式比较

(1)“雇主优先”模式 ,即不管是否有约定 ,职务发明的原始权利归雇主所有.如英国法律明

文规定雇员发明属于雇主所有 ,非职务发明属于雇员 ,但可以协议转让给雇主.当雇员发明属于

雇主时 ,雇主应支付报酬给雇员.另外 ,英国还规定 , “根据有关协议非职务发明的任何专利或申

请案的权利或申请案签发的独占许可证转授给雇主的 ,雇员有权根据转授或赠授合同中规定获

得利益之外 ,还有权根据雇主从该专利取得利益或可望取得利益要求雇主支付一定的报酬 ”
[ 5]
.

(2)“发明人优先 ”模式 ,即职务发明的原始权利归职务发明人.德国和日本是采用采取这

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德国制定的 《雇员发明法》规定:①职务发明人必须将发明成果向雇主通报 ,

雇主必须在 4个月内以书面的形式作出答复 ,明确说明是否同意接受该项发明;②如果逾期未做

选择 ,则职务发明就归属发明人个人.雇员发明法还规定:如果雇主选择要求职务发明专利归属

权 ,则必须申请专利 ,并向发明人支付报酬.报酬的计算以发明价值乘以发明人的分成系数值 ,得

出雇员每年具体的报酬金额.如果雇员和雇主在发明的归属 、奖酬的计算等方面发生争议时 ,可

向设在德国专利局内的雇员发明仲裁处仲裁 ,仲裁无效可向法院上诉
[ 8]
.

日本也是采取 “发明人主义 ”的国家 ,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自由发明)所有权均归于受雇

人 ,即 “雇员发明 ”的原始权利归发明人所有;雇主可以事先在雇佣合同或者诸如公司规则中规

定 ,其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可以由雇佣单位继承或受让 ,或与单位签订独占实施许可.自由发明

的所有权完全归受雇人 ,任何将自由发明归属雇用人的契约 ,均属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当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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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职务发明的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转让给雇主 ,或给予雇主独占实施权时 ,雇员有权要求合理的

报酬作为转让或授权之补偿
[ 9]
.

(3)“约定优先”模式 ,即根据 “约定优先 ”原则 ,职务发明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首先尊重当

事人之间的约定.法国 、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采用这种模式.

法国是工业产权制度的发源地之一 ,在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 L611— 7条 ,对雇员发明的归属

做出了规定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①适用 “书面约定优先原则” ,不管该发明是否与雇主交付的

任务有关;②没有约定时 ,职务发明及 “混合发明 ”属雇主所有;③当职务发明专利归属于雇主

时 ,雇主应给予完成职务发明的雇员额外报酬.法国职务发明人的报酬比例通常由劳务合同约定

或单独协商 ,如果没有约定时 ,则由劳资协调委员会或大审法庭根据这两者原有贡献大小和发明

本身的工业 、商业实用性来确定受雇人应得的合理酬金
[ 10]
.

根据俄罗斯 2003年生效的新专利法:由雇员履行劳动义务或完成雇主的具体任务所创造的

发明 ,如果在雇主和雇员(发明人)之间的合同中未作另行规定 ,则专利权一般情况下属于雇主.

新专利法还规定:如果职务发明的专利权属于雇员 ,雇主在专利有效期内有权在生产中使用职务

发明 ,并在合同确定的基础上向专利权人予以补偿 ,俄罗斯联邦政府有权规定职务发明获得奖励

的最低额度
[ 11]
.

美国在专利法中没有明文规定雇主和雇员之间发明专利的归属问题 ,主要按照各州的普通

法处理 ,一般采取下述原则
[ 12]
:①如雇主和雇员订有雇佣合同 ,并在合同中对发明专利权的归属

作了明确规定 ,就依合同办理;但是 ,对于雇佣的目的在于从事特定的发明或解决特殊技术的发

明 ,即使无雇佣合同或合同未做出明确规定 ,雇员也应该将其取得的发明专利权转让给雇主;

②在无雇佣合同或雇佣合同未规定的情况下 ,雇员的发明虽与他的业务有关但不是在工作时间

内完成的 ,也没有利用受雇时间 、雇主的材料或其他条件 ,则专利权应属雇员所有;③在无雇佣合

同或雇佣合同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如雇员的发明是在雇主的工厂内做出的而且利用受雇时间

及其他条件 ,专利权归属雇员.虽然在无特别约定情况下 ,美国职务发明专利归属于雇主 ,但其法

律没有规定支付报酬给职务发明人
[ 12]
.

从发达国家存在的三种不同的归属模式 ,可以总结出如下一些共性的规定.

1)约定优先 、雇主优先和发明人优先都是针对履行雇佣合同或与雇主交付的任务有关的发

明即职务发明而言 ,对于非职务的发明一概归属发明人本人 ,原则上不得约定为雇主所有;

2)除英国外 ,其他发达国家专利制度强调协议在职务发明专利归属中的作用 ,尽管这些国

家在具体操作上略有不同 ,但 “约定优先”是发达国家的主要归属模式;

3)强调发明人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强调 “发明归属于发明人本人所有的原则 ”,除合同明确

约定 ,雇员发明的所有权属于发明人本人所有;德国和日本在专利申请资格上更加突出发明人的

地位 ,原则上专利申请人必须是发明人或其受让人;

4)如果雇员的发明创造不是在履行雇佣合同或与雇主交付的特定任务过程中作出的 ,即使

利用了雇主的物质条件 、受雇时间或其他便利 ,该发明创造也非当然归雇主所有;

5)当职务发明专利权归雇员所有时 ,雇主享有该项发明成果无偿的 、非独占的 、不可转让的

实施权 ,或者一定条件下的 “工场权”(shopright);

6)除美国外 ,雇主拥有雇员发明成果时 ,必须向作出该发明的雇员支付除工资以外的一定

报酬 ,报酬通常由合同约定 ,法律一般不硬性规定 ,但确定一些标准或者最底额度;当没有约定或

124 研究与发展管理 第 19卷　



约定不成时 ,职务发明人报酬可以通过专门仲裁机构或法院诉讼解决.

3　我国职务发明专利归属模式探讨

对于职务发明专利的归属 ,我国 《专利法》第 6条作了原则性规定:“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

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 ,该单位为专利权人”;“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

发明创造 ,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 ,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 ,

从其约定”.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职务发明成果知识产权归属模式是以 “雇主优先”为主 ,兼采 “约

定优先 ”的原则.即职务发明专利归属分为两种情况:一类为 “完成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

原单位分配的任务”而作出的发明 ,无论有无约定 ,其发明成果知识产权皆归发明人雇佣单位所

有;另一类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其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

属首先采用 “约定优先 ”的原则 ,如果没有约定也归属于发明人雇佣单位所有.这种职务发明专

利的归属模式类似于英国 ,但不同的是 ,对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其

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可以采用 “约定优先”的原则.对于我国职务发明专利的归属制

度 ,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1)职务发明专利的归属应采取 “约定优先”的原则.发明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投

入的结果 ,那么从产权归属理论上来说 ,发明的原始权利就应该归属于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

者共同所有 ,而不应归属于雇主一方.“契约自由 ,约定优先”是调整民商事财产法律关系的基本

原则 ,知识产权关系作为一种私权法律关系 ,也应受到这一原则的调整 ,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利可

以由权利人自由处分 ,权利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协议的方式将其发明成果的专利权利转

让给他人.根据经济学原理 ,在个人理性与追逐最大利益的假定下进行谈判交易 ,将双方合同约

定或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法律认定的基本原则能够使产权的分配最有效率.在市场经济下 ,职务

发明专利的归属通过契约约定是合理的 ,它有利于综合平衡发明人与其雇佣单位之间的权利与

义务 ,促进职务发明成果快速有效地利用.因此 ,任何发明包括职务发明原始权利的归属应该首

先尊重当事人的约定.

(2)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 ,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 ”所作出的发明专利权理应归雇佣单位.

这类发明是建立在发明人与其所在单位的雇佣关系之上的并且在在履行单位的本职工作或者单

位分配的任务过程中作出的 ,其发明创造行为是受雇人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因此 ,对于这类发明 ,

如果没有特别约定 ,那么根据发明人与其单位之间产生的职务发明创造关系应该归属于雇佣单

位所有.受雇人从理论上应该共有的那一部分原始权利被视为已经通过雇佣合同让渡给雇主 ,雇

主此时有义务对职务发明人超出雇佣价格那一部分的智力投入给予必要的补偿.尽管从理论上

讲 ,职务发明人的智力投入和雇佣单位的物质资金投入可以形成共有的知识产权 ,但这种共有在

实践中运作起来难度较大 ,且实效不佳.原因在于:①在单位和发明人各自享有实施该专利技术

权利的情形下 ,由于单位具备实际实施专利技术的优势条件 ,有更多实施的机会 ,因而发明人行

使实施权名为平等实际不公 ,故双方利益仍为不平等;②专利共有人许可第三人实施必须取得其

他共有人同意 ,若单位坚持不同意 ,则发明人虽享有专利权 ,却无法通过使用 、处分而获取利益;

③理论上专利共有人应以一定份额享受权利且可转让其享有的权利份额 ,然而该种共有形态并

没有很好地将冲突的利益予以适当的平衡 ,因此在如何确定双方分享比例时也因难以判明双方

贡献大小等原因容易陷入争执 ,给发明成果转化带来障碍;④单位比个人拥有更多的财力 、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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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以及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因此将职务发明成果归属给雇佣单位更有利于其转化利用 ,从产

权效率经济学理论来说 ,这是一种有效的归属模式.因此 ,对于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 ”所作出的发

明 ,其专利权应尽量采取约定归属的模式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 ,归属给单位更为合理.

(3)“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的专利权由发明人与其所在单位约

定归属 ,没有约定则由发明人所有.发明人在其职务义务之外 ,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但独立

地发挥其思考能力完成的发明创造 ,并不体现单位的意志 ,因而不产生职务发明创造关系.从人

力资本理论讲 ,虽然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离不开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支持 ,但是人力资本是具

有创造性的资本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真正创造新价值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

因此 ,对于这类发明 ,不应该属于职务发明的范畴 ,而是介于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之间的 “混

合发明 ”或 “准职务发明 ”,其原始权利应该归属于发明人和其所在单位共同所有.但是鉴于这类

发明的非职务性和共有知识产权的非现实性 ,同时鉴于发明人在该项发明创造中的主导作用以

及利益平衡原则 ,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的归属应尽量采取约定的模

式 ,当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 ,则采取 “法定归属”模式 ,通过法律法规规定由发明人所有.

笔者主张我国职务发明成果借鉴美国的模式 ,即坚持 “约定优先 ”原则 ,兼采 “雇主优先 ”和

“雇员优先”原则.

(4)酌情给予职务发明人工资之外的报酬.职务发明人与单位之间尽管存在雇佣关系 ,但这

种雇佣关系并不是占有其全部智力劳动的理由.职务发明人的工资只是一般科技劳动力价格的

表现形式 ,这与职务发明人的创造性成果给社会和单位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可

比拟的.因此 ,当职务发明归单位时 ,为激励职务发明人的进一步技术创新同时基于公平原则 ,应

该在工资之外酌情给于职务发明人一定的报酬 ,使他们所获得的回报尽可能符合其智力劳动投

入成本.从上可知 ,当职务发明专利归属于雇主时 ,职务发明人获得相应的发明报酬已是发达国

家的普遍做法.我国新修改的《专利法》第 16条也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

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发明创造专利实施后 ,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

和取得的经济效益 ,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的报酬”.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对职务发明人报酬的规定过于原则.《专利法实施细则 》只规定

了从实施职务发明或许可实施该项职务发明专利所得利润纳税后提取职务发明人报酬的最底比

例 ,没有提供确定职务发明人报酬的参考条件 ,更没有赋予职务发明人与所在单位自由协商职务

发明报酬事宜的权利 ,这给职务发明人所在单位单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不利于平衡职务发明

人与其所在单位的利益.对于职务发明人报酬的比例 ,应以技术成果转让或实施后能产生的经济

效益 ,严格地说是技术成果转让或实施后新增加的经济效益作为首要标准 ,并参考科技成果实施

程度 ,职务发明人在项目中的地位作用及参与项目程度等.

4　构建我国职务发明专利归属制度的几点建议

我国《科技进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专利法实施细

则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

产权管理的规定 》以及 《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 》等法律 、法规 、规章都对职务发明作出

了规定 ,这些规定形成了我国职务发明制度.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职务发明制度特别是

职务发明专利归属制度存在亟待完善之处:①职务发明的定义过于宽泛 、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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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界限模糊 ,缺乏操作性 ,因而这方面的纠纷也很多;②职务发明专利的归属有失偏颇 ,表现

在将 “完成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过程中所作出的发明一慨归属于单

位所有 ,剥夺了职务发明人与所在单位协商的权利;③对职务发明人报酬比例幅度的规定不够清

楚 ,这成为部分单位不兑现或不完全兑现的借口;④对于职务发明人报酬形式过于单一 ,不利于

发挥其从事职务创造发明的积极性.另外 ,我国 《专利法实施细则 》有关职务发明人报酬的条款

只适用于国有企事业单位 ,这种规定显然是片面的 ,不利于保护其他职务发明人的财产权益.为

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职务发明专利归属制度 ,特提出如下建议.

(1)进一步明确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的界限.2000年新修改的 《专利法 》,无论在立法观

念还是立法技术上都有了较大突破 ,但是对职务发明创造的规定仍过于原则 ,在复杂的现实中 ,

经常会导致人们不同的理解.例如 “本职工作 ”、“本单位 ”等表述仍比较含糊 ,容易引起歧义 ,需

要作出进一步的立法解释.另外 ,我国专利法对于职务发明定义的规定过于宽泛 ,不利于保护发

明人的正当权益 ,更不利于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热情.建议将职务发明界定为 “履行聘用单

位职责或执行聘用单位任务过程中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而将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

成的发明”单独纳入 “混合发明”范畴.

(2)职务发明专利权采用 “约定优先” ,兼采 “雇主优先 ”和 “雇员优先 ”的模式.建议 《专利

法 》第 6条表述为:履行聘用单位职责或执行聘用单位任务过程中所作出的发明 ,其申请专利的

权利和专利权归属可以由发明人和其所在聘用单位约定 ,没有约定的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

位;申请被批准后 ,该单位为专利权人;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单位与发

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 ,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 ,从其约定 ,没有约定

的 ,其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 ,申请被批准后 ,该发明人为专利权人.

(3)明确规定职务发明人获得奖励和报酬的权利.专利法在第 17条赋予 “发明人有在专利

文件上写明自己是发明人的权利”,而对于职务发明人获得奖励和报酬的问题 ,专利法及其实施

细则只是对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这些规定以 “应当”而非 “必须 ”作为对单

位要求的关键用语.也就是说 ,法律要求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给于职务发明人获得奖励和报酬的

规定是倡导性的 ,而非强制性的 ,一些单位也没有将 “给于职务发明人获得奖励和报酬 ”作为其

应尽的义务.这是职务发明人奖酬不能兑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法律应该明确赋予职务发明

人获得奖励和报酬是其基本的权利 ,并强制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履行其支付职务发明人一定奖酬

的义务.

(4)完善职务发明人报酬的形式.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等法律规范规定的职务发明人分

配发明成果收益的形式比较单一 ,其形式主要是成果收益的提成.而 《成果转化法 》没有明确规

定科技成果完成人的收益分享权 ,仅规定其受奖励权 ,该法律虽然规定了奖励形式可以是提成 、

股份或出资比例 ,但奖励形式的选择权在单位而非受奖人 ,受奖人在整个奖励过程中是被动的.

建议《专利法实施细则 》和《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首先规定职务发明人拥有职务

成果转化的收益分享权而不仅仅是受奖励权 ,然后直接规定他们报酬的形式.如可以将收益折算

为股份或出资比例 ,由该持股人依据其所持股份或出资比例分享收益.同时 ,法律还应该赋予成

果完成人 “选择”收益分享形式的权利 ,而不能由单位单方面决定分配形式.

(5)扩大《专利法实施细则 》有关职务发明人报酬的条款的适用范围.我国 《专利法实施细

则 》第 75— 76规定有关职务发明人报酬的条款只适用于国有企事业单位 ,而其他单位职务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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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经济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护 ,这规定不符合我国现实国情.我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已经改制或

正面临改制 ,现代产权制度在这些单位相继建立 ,国有和民营的界限已经逐渐被淡化 ,而且企事

业单位普遍实行了全员聘用制度.在这种背景之下 ,有关职务发明人报酬条款只适用于国有企事

业单位的规定显然过时 ,不利于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因此 ,建议修改 《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 75— 76 ,取消 “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限制 ,让所有职务发明人获得发明成果报酬的权

利得到相同的法律保护.

(6)尽快出台《职务发明条例》.鉴于我国目前有关职务发明的规定过于分散且缺乏应有的

操作性 ,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职务发明条例 》,条例内容应该包括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的界

定 ,职务发明专利的归属 ,有关单位的权利与义务 ,职务发明人的权利与义务 ,职务发明人权利的

救济途径等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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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rviceinventionsystemisanimportantelementofthepatentsystem.Thisarticlecomparedthe

differencesofthedefinitionofserviceinvention, attributionmodel, compensationofserviceinventorinChina

andaboard, andanalysedtheproblemsexistinginourserviceinventionsystem, andthengivesome

suggestionsforthefurtherrevisionrecommendationsofour《PatentLaw》.

Keywords:serviceinvention;patentattribution;comparativestudy

128 研究与发展管理 第 19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