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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一级学科建设现状及发展路径
赵 勇 单晓光

内容提要：伴随人类社会实践和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包含在自然哲学中的特定知识完成系统
化、体系化后将逐渐独立，形成新的学科加入科学知识体系的结构框架中，学科的结构层级直接影响

着该领域的理论突破与人才培养。在我国，知识产权作为自设二级学科散落在法学、管理学等不同门

类的一级学科下，在师资引进、课程建设、科研管理等方面都依附于所在一级学科，已严重阻碍了知

识产权的知识体系建设，制约我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经过三十多年教学与研究积累，知识产权成为

独立一级学科的基础已初步形成。从促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战略高度审视，设立知识产权一级学科，提升知识产权高等教育成效具有现实紧迫性。在全

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和鼓励交叉学科发展的背景下，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

发，加快推动知识产权一级学科的增设，实现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的完备与研究范式的统一，把握新一

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充分实现知识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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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human social practices and cognitive ability, certain knowledge included 
in natural philosophy has accomplished systematization, grown independent, formed into a new discipline and 
joined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 The level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theory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in the relevant filed.Currentl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a second 
level discipline, subordinating to a number of first level disciplines such as law and management, consequently, 
the faculty recruitment,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heavily rely on first level 
disciplines, which seriously hinders the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restrains the train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alents. The paper asserts that the preliminary basi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first level discipline has formed, based on more than 30 year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cumulation. From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ed economy, stimulating all-society innovation, and 
building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first level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cipline and 
promo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higher learning education achievement. Against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fully 
enhan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encouragi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national strategy and new development stage, it is suggeste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o a first level discipline, to improv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theories and unite releva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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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世界经济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向创新驱动的知识经济的演进，创新成为全球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据核心地位。作为创新成果的最终体现，知识产

权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大国核心竞争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在此过程中，依托法学、

管理学等学科门类，围绕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及相关衍生议题，已逐渐呈现出理

论化、体系化、科学化特征，初步具备了成为独立科学知识体系基元的潜力。特别是伴随着新科技革

命与产业变革的交错推进以及中美知识产权历次争端的外部刺激，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极大拓

展，在制度功能、国际规则等方面均涌现出大量新的研究议题，呈现出交叉学科的典型特征。我国如

果仍然固守知识产权是法学、管理学的分支学科，可能会严重低估知识产权的学科基元结构层级，进

而对知识产权理论发展、人才培养、战略实施等工作造成无法弥补的负面影响。

今年是新一轮学科目录调整的“窗口期”，我国亟需借助拟增设的交叉学科门类a，提升知识产

权的学科结构层级与建设水平。基于此，本文在系统归纳我国知识产权学科建设现状的基础上，阐释

建设知识产权一级科学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未来发展路径，以期能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一、我国知识产权学科的建设现状

学科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专业划分，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基元。我国的学科分类，由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制定b，其不仅是知识体系的统计门类，更是高等教育中招

生、教学、科研管理的基本单位。因此，学科的结构层级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知识产权学科发展

的成败。

（一）我国的知识产权学科设置
根据2018年更新的学科目录，我国学科体系包含13个门类，111个一级学科，47个专业学位类

别c，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5996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78个。知识产权以二级学科层级设置在法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诸多一级学科下（具体如表1所示）。部分高校依托本

校优势和特色学科，近年来开始探索知识产权交叉学科。例如，景德镇陶瓷大学设立了工学（材料科

a 2020年7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投票通过集成电路专业将作为一级学科，并将从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中独立出来的

提案。集成电路专业拟设于新设的交叉学科门类下，待国务院批准后，将与交叉学科门类一起公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投票通过设立

“集成电路”一级学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550484，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8月2日。

b 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0年颁

布）》。后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论证修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又于1997年6月联合下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

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并于1998年和2005年完成了两次补充修订。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2018年4月进行了最近一次更新。

c 13个门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近年来，有

部分关键领域已经获批建立一级学科，如2020年7月30日投票通过的集成电路一级学科，待国务院批准后将正式成为新的一级学科。

paradigms. China is suppose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o fully realize the support for nat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first level discipline; second level discipline; talent training; discipli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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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工程）、管理学与艺术学（美学和设计学学科）交叉的知识产权学科；同济大学设立了工商管

理、应用经济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交叉的知识产权学科。

表1   我国重点院校知识产权学科设置情况（2019年）

一级学科 自设二级学科 学校名称

法学

知识产权法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12所高校

知识产权法学
北京化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天津大学，厦门大学，

武汉大学等高校

知识产权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

科技法与知识产权法 华中科技大学

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法学 辽宁大学

工商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大连理工大学，中原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重庆理工大学

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管理 南京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青岛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知识产权管理 上海大学

知识产权 南京理工大学

交叉学科

知识产权 同济大学

知识产权创造与管理 安徽工业大学

知识产权管理 厦门大学

陶瓷知识产权保护 景德镇陶瓷大学

知识产权 湘潭大学

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管理 昆明理工大学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整理。

学位是学生通过学习取得的相应学识和学习能力程度的标志，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次。

在硕士研究生以上层面，根据教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技能的偏重不同，又分为学术型学位（Academic 
Degree）和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两个类别d。表2呈现了我国知识产权专业的学位授予布

局。在法学门类下，北京大学等88所院校开设了知识产权相关本科招生（另有5所高校已备案），上海

大学、湘潭大学、重庆理工大学等12所院校已成功备案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开设了知识产权法方向（法学）硕士研究生项目。但在管理学门类下，尚

未有高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的本科招生，仅有南京理工大学、重庆理工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少数院

校开设了知识产权管理的硕士研究生项目，另有部分院校招收了知识产权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e。

专业学位方面，天津工业大学等21所院校招收知识产权方向的非法学法律硕士；华北理工大学等14所
院校招收知识产权方向的法学法律硕士，目前尚未有高校开设知识产权方向的专业博士学位项目。

d 学术型学位主要面向学科专业需求、培养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才，其目的重在学术创新，培养具有原创精神

和能力的研究型人才。专业学位主要面向经济社会产业部门专业需求，培养各行各业特定职业的专业人才。

e 部分高校（如江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由于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具有相当的积累及实力，在其开设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科学技术管理硕士或博士项目的课程中，开设了大量的知识产权管理课程，但是尚未能设立独立的知识产权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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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我国知识产权学位教育开设情况

学位 学位类型 法学门类 管理学门类

学士
学术学位学士

北京大学等88所院校已开设相关本科招生，

另有河北金融学院等5所院校已作本科备案
暂无

第二学士学位
上海大学、湘潭大学、重庆理工大学等12所
院校已作备案

暂无

硕士
学术学位硕士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已开设知识产权法方向（法学）硕

士招生；辽宁大学开设了知识产权与人工智

能法硕士招生；天津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

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开设了知识产

权与竞争方向硕士招生

南京理工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在管理

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招收知识产权

硕士；大连理工大学等5所院校在工商

管理一级学科下招收知识产权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天津工业大学等21所院校招收非法学法律硕士；

华北理工大学等14所院校招收法学法律硕士

重庆理工大学在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

招收知识产权与科技管理方向硕士

博士 学术学位博士
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吉林大学、武汉

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

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同济大学、厦门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二）现有知识产权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
知识产权活动贯穿科学与技术创新活动全过程，包含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三个核心环节。

因此，相应的知识产权议题具有典型的学科交叉特征，需要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社会学等

多个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支持。在既往二级学科单轨授权管理模式下，各高校结合自身区位优势、

专业特色等，均将知识产权定位为“小而精”的学科发展路线，基于研究范式差异分布在不同门类的

一级学科之下，以二级学科身份调配资源。然而，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明确以一级学科为基准，

这种一级学科单轨授权管理模式有利于“体量大、综合型”的学位点，却导致知识产权的“小而精”

特色反而变成了学科发展劣势，逐渐“被边缘化”。以2016年3所以知识产权为学科特色的高校博士

点被撤事件为代表，知识产权作为二级学科面临严重的生存和出路问题。

第一，知识产权高层次研究型和战略型人才培养规模将进一步受限。我国的学科管理体系规定，

只有一级学科才能设立博士点，即使是自设的交叉学科博士点也没有独立的招生“户口”。当前，各

一级学科自身的学术型硕士、博士招生名额均相对紧张，知识产权由于其“挂靠”身份，学术型硕

士、博士生源数量与质量很难获得优先保障。进一步讲，如果知识产权学科不能明显地支撑所在一级

学科的建设，很可能在“双一流”学科建设中进一步被边缘化，甚至出现“生存危机”。

第二，培养计划较难满足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需求。当前对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学科设置下的培

养计划限制了学术研究。知识产权是一门横跨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大交叉学科，需要吸收与培养兼

具科学与人文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理工科学生因考试内容与所学内容相差很远，难以进入法学

学院下的知识产权专业进行深造，而法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背景的学生由于缺少自然科学的学习，对

知识产权问题的理解也存在知识结构的局限，不利于更高层次的深造。对于专业性人才培养，单一学

科下的知识产权专业学生必须完成所在一级学科培养方案中所规定的必修课程、选修课程f。在这一

硬性规定下，部分与所在一级学科关联性弱，但对知识产权问题解决尤为重要的课程就很难开设，由

f 例如，参照教育部发布的《法学学科门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参考框架》，法学类学士学位基本学制为四年，知识产权专业核

心课程包括：法理学、宪法学、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总论、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

法、竞争法、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应用。参照《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适用于法学专业毕业生）

（学位办〔2017〕19号）。法学硕士学制一般为2—3年，总学分不低于54学分，必修课包含了法律职业伦理、民法与民事诉讼、刑法与刑

事诉讼原理等多门法律专业性课程，其毕业论文必须符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规范》的要求。非法学专业毕业学生的必修法学课程规

定更为严格，选修课建设空间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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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导致知识产权的专业课程内容普遍偏浅，知识结构较为单一。

第三，教师队伍、人才引进受限，教学、教材建设投入不足。目前，我国的学科目录缺少横向协

同机制，教学、教材、科研成果缺少跨学科的评估机制，教师引进、教学任务、科研项目、职称晋升

等均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很难组建一支高水平、宽领域的师资队伍，对知识产权课程与教材展开基础

性、连贯性、体系化建设。具体而言，由于现行知识产权专业对法学学科的依附性，大部分高校的知

识产权管理的课程师资都是知识产权法学背景，知识产权教育自然向“法律法规”倾斜，不利于知识

产权运营、评估、风险管理、政策分析等方面的知识传递。此外，目前能实现知识产权本科、硕士、

博士贯通式培养的高校非常少，尤其是涉及到知识产权相关课程的内容设计与教学方法，大多缺少深

度与难度上的分层。

第四，较难开展对于知识产权问题的持续性研究，较难实现重大问题的理论突破。当前一级学科

内部的“学科壁垒”和“管理壁垒”愈加严重，甚至形成了以“范式认同”而非“议题认同”的学术

生态。这导致知识产权科研人员选题时首要考虑因素是符合相关一级学科的学术范式与基本要求。科

研人员针对知识产权问题开展的高质量研究，如果不能发表在所在学科认可的期刊上，不能获得所在

学科相关项目资助，将会极大降低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度，直接影响到个人的职业发展空间，打击知识

产权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目前，我国的高校考评体系下，不同院系的科研人员很难对知识产权问题

展开实质性共享与交流，直接后果则是对于重大的知识产权问题，无法开展长期跟踪研究，理论发展

缓慢。

二、设立知识产权一级学科的必要性

在我国，设立知识产权一级学科不仅是顺应新科技革命和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体系重塑的现实需

求，更将直接推动知识产权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

（一）充分映射新科技革命的技术创新与专业分工体系
在古代，人类认知水平比较低，只有自然哲学一门科学。随着人类社会实践范围与认知能力的大

幅提升，包含在自然哲学中的各种类型知识日益系统化、体系化，逐渐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尤其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初现端倪，知识容量与专业分工必将迎来

新一轮爆炸式增长。然而，当前全球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根植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工

业产权、国际规则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无法映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技术创新与专业分工体系，

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脱节程度也将愈加严重。因此，知识产权需要加强与科技创新速度和强度的匹

配，发展新的理论框架，建立交叉学科体系，在严格保护的同时，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设

立知识产权一级学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

（二）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实现知识产权制度功能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g，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h。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

这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知识产权的功能定位，为做好知识产权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落实好总书记的

指示，整体上统筹协调和总体设计符合我国实际的知识产权制度，需要探究知识产权的本体问题，诸

如知识产权的主体、客体具有哪些法律权利，与传统产权有何异同，生产、交换、分配的机理为何，

g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载http://www.gov.cn/zhengce/2016-11/27/content_5138533.
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2日。

h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载http://www.gov.cn/xinwen/2015-03/23/
content_2837629.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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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响创新主体与使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如何影响传统技术、新兴技术、社会伦理、创新增

长、国际贸易、国际关系等经济社会活动，并对此作出理论上的积极回应与制度上的改革创新。

学科是知识的系统集合，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保障。长期以来，由于知识产权研究停留在单一学

科的下位层级中讨论，呈现散点化、兴趣化特征，只能提供经验性的局部知识理论。尽管有关部门每

年组织专项研究，但由于现有学科和院系体系束缚，较难实现跨学科、跨领域合作。因此，我国亟需

调整知识产权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围绕知识产权议题与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规律优化学科结构，推

动建立科学系统的知识产权理论体系，满足国家创新发展的战略需要。

（三）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以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2020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

记对研究生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

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具体到知识产权领域，需要处理好知识产权学科建设与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的关系。

2020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外开放

大局，关系国家安全”，深刻阐明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等方面

的重大关系，展现了知识产权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战略性。当前，我国正在制定新一轮知识产权强国

战略纲要，落实“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等要求，必将进一步推动知

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信贷、文化教育、区域发展等方面的协同发展。i实施知识产权

强国战略还涉及审查注册、执法司法、运营评估、产业政策、信息情报等诸多专业领域事务，只有设

立知识产权一级学科，将知识产权学科地位提升到与知识产权制度同样重要的地位，才能担负起全面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使命。

（四）推动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因改革开放而产生，服务对外开放是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鲜明特征。随着我国

经济科技实力的快速增长，知识产权工作的压力与机遇共存。一方面，国际关注度持续上升，国际舆

论从单一的保护视角发展为对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数量质量、运营模式、国际技术转移、营商环

境等全方位关注；另一方面，量子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快速崛起，推动着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新一轮调整，知识产权制度博弈将成为影响国际竞争格局

变迁的关键环节。

提升知识产权学科地位，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理论体系，对内有助于凝炼中国知识产

权制度实践经验，提供服务于我国国情与改革需要的理论指引，提升全民知识产权意识，激发市场主

体创新热情，加速实现关键领域技术突破，打造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与产业链，构建稳定、安全、系统

的国内循环；对外有助于对接西方科学话语体系，健全与国内外权利人沟通渠道，贡献知识产权制度

建设中国方案，讲好中国知识产权故事，提升我国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影响力，实

现知识产权制度在全球治理、科技合作、人才流动及国际经贸往来中的关键制度支撑，构建开放、融

通、可持续的国际循环，助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i 参见赵勇：《试论知识产权如何支撑创新驱动发展》，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15年7月17日第0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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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产权一级学科发展的可行性

知识产权属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研究领域。自1982年以来，在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图书情报

学等一级学科支持下，知识产权学科已凝炼出独立的研究对象、规范多元的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出一

批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同时也正面临稳定增长的社会用人需求。可以基本判断，知识产权具备了设置

一级学科的各项基础条件j。

（一）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
一级学科必须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既要“你看你是你”，又要“别人看你也是你”。目前，学

界认可的知识产权主要是指权利人依法对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地理标志等客体

享有的专有权利k。尽管早期知识产权议题研究在多学科门类下发展生长，但绝不是简单的多学科组

合，而是围绕知识产权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完整的知识体系。从研究对象看，知识产权权利的

产生、保护、运用是核心，既包括权利本身，又包括优化权利的权力结构。知识产权可以理解为一种

特殊的无形财产，是人类对自身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是权利化的有用信息。知识产

权的基础是科学技术成果和创作创意、设计、标识等信息化的智慧劳动结晶，保护的手段是依法确认

并享有权利，目的是将无形的智慧成果产权化，使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能够按照市场

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顺畅地参与到生产交换过程中，实现更高效率的全要素市场化配

置，促进生产力提升和经济发展。研究内容包括获得知识产权的申请、审查、实施、运营、诉讼等活

动以及知识产权与技术、经济、贸易、国际关系等制度之间的关系分析。正如吴汉东教授所言：“知

识产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有特有的基本范畴、理念、原理、命题等所构成的知

识体系。”l

（二）具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完整的学科体系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知识产权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知识产权学科边界更加

清晰，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其系统性、独立性已达到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性要求。

二级学科专业设置既需要涵盖知识产权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又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支撑。具体来

说，基于我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规划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等制度功能，

知识产权学一级学科可以初步涵盖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管理、知

识产权服务、国际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史、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八个视角。具体内容与研究方法如下。

（1）知识产权创造涉及知识产权制度基本原理，相关法律法规、基础工程学等内容，通过研究

与应用基础工程学、自然科学、信息管理、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对专利审查、检索、撰写的原理与

方法进行不断改良；

（2）知识产权保护侧重知识产权活动中社会关系法律规范问题，涉及基础法学、专利法、商标

法、著作权法、商业秘密保护等，并在新科技背景下，围绕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的归属、行使、保护

等进行探讨，掌握价值分析、逻辑分析、比较分析、语义分析等阐述知识产权概念、要素、规范、原

则的法律方法。

j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规定，一级学科原则上按学科属性进行设置，须符合以下

基本条件：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一般应有若干可归属的二级学科；已得到学

术界的普遍认同，在构成本学科的领域或方向内，有一定数量的学位授予单位，已开展了较长时间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社会对该

学科人才有较稳定和一定规模的需求。

k 参见《民法典》第123条。

l 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研究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39-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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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识产权运用是基于交易、竞争、创新、国际贸易等经济学理论对知识产权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的原理与路径进行阐释。研究方法包括演绎、归纳、数理建模、实证计量等，刻画知识产权活动

规律与政策作用机理。

（4）知识产权管理侧重探讨知识产权议题的微观视角，从融资、风险评估、企业战略等视角探

讨知识产权资产的价值实现路径，通过典型商业案例的比较分析、逻辑归纳、因果推断等，形成知识

产权资产的项目管理方法、估值与投融资基本理论，交易与契约设计等。

（5）知识产权服务，侧重于信息管理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数据、情报分析等，需要了解知识产权

制度、知识产权数据结构、文献数据对专利审查、专利政策分析的作用机制，掌握知识产权数据库管

理、计量与统计分析方法。

（6）国际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史与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将通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

法、历史辩证法等哲学方法，对知识产权的制度演进，与国际关系、传统文化、社会伦理的协同发展

等方面开展研究，进一步凝练知识产权学科体系的学理性、科学性。（见表3）

表3   知识产权一级学科下设二级学科专业的构想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专业 二级学科专业内容

拟增的交叉

学科门类
知识产权学

知识产权创造

（技术工程）
知识产权制度原理、基础工程学、知识管理、

专利检索、专利撰写等

知识产权保护

（法学）
基础法学、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著作权法、知识产权与

数据安全等

知识产权运用

（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知识产权经济统计、知识产权制度经济学等

知识产权管理

（管理学）
资产评估、风险管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国际技术转移等

知识产权服务

（情报信息工程）
信息系统与管理、知识产权数据库管理、知识产权计量与统计等

国际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知识产权涉外诉讼等

知识产权史 知识产权制度演变、知识产权制度比较等

知识产权基础理论
知识产权哲学、知识产权与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伦理、知识产权

与新技术等

（三）具有快速成长的教学师资与研究队伍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二百余所高校开设了知识产权学位教育，其中，“双一流”高校（或之前的

211高校、985高校）占50%左右。知识产权专业师资队伍初具规模，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为开展知识

产权一级学科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m。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知识产权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律师

事务所、公检法系统等知识产权业务机构的快速成长，为培养知识产权应用型专门人才储备了一批优

秀的实践教学师资n。

除此之外，随着知识产权制度作用日益显现，知识产权问题已成为国内诸多学科的研究热点。围

绕知识产权问题，主要学科门类下均有一批稳定的研究队伍。本文整理了2016至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

引文检索（CSSCI）来源期刊的知识产权论文，充分显示出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热度与深度。三大中

m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高校从事知识产权教学和研究的师资约952人，其中教授343人，占37%；副教授351人，占38%；助理教授

262人，占28%。仅知识产权出版社目前在售知识产权专题研究系列读物298种，知识产权各类教材191部，知识产权案例精选评析96种，知

识产权专著、译著百余部。

n 目前，全国至少有3000名实践经验丰富的来自知识产权工作一线的实务专家，其中，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208名，知识产权专家

库成员501名，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百名高层次人才403名，这些都将成为知识产权专业学位教育中“双师型”师资结构的优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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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科权威期刊《管理世界》《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均刊登了众多讨论我国知识产权法、知

识产权制度的学术论文。知识产权相关学术论文不仅刊登在法学中文期刊上，在情报学、统计学、经

济学、管理学、教育学重点中文期刊上均有发表记录。其中，在情报学、管理学重点期刊上的发表记

录均超过了30篇。（见表4）

表4   2016—2019年刊登知识产权议题的CSSCI来源期刊

类别 期刊名称 论文量 第一作者单位

社科权威

《管理世界》 5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

《经济研究》 5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

展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等

法学类

《法学研究》 7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等

《中国法学》 7 清华大学法学院，南京大学法学院等

《中外法学》 8 北京大学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等

经济类

《财贸经济》 3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等

《金融研究》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南京大学商学院等

《经济学季刊》 1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等

《世界经济》 6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等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4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等

《中国工业经济》 10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等

管理类

《管理科学学报》 1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等

《科学学研究》 69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等

《科研管理》 77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信息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等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

《中国软科学》 17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同济大学上海

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等

统计类
《数理统计与管理》 3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等

《统计研究》 2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等

情报类
《情报学报》 36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等

《中国图书馆学报》 1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等

教育类 《高等教育研究》 1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等

社会学类 《中国人口科学》 1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等

数据来源：作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整理。

作为以知识产权为专门议题的重要学术期刊，《知识产权》也在不断吸收哲学、经济学、管理

学等学科理论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对专利法、著作权法、技术转移等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立法和保

护问题，引入了经济行为学o、国际关系p、企业管理理论q，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理论模型推导与实

证方法的应用r。不断积累的多学科背景优秀学者，在知识产权一级学科的引领下，将能迅速形成

o 例如，胡波：《专利共享行为研究》，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12期，第71-76页。

p 例如，程文婷：《试验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演进》，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8期，第82-96页。

q 例如，李西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成熟度评价研究》，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3期，第80-87页。

r 例如，喻玲、麻婷：《反不正当竞争保护中知名商品认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11期，第38-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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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学术共同体，为知识产权事业提供扎实、全面、持续的理论支持和人才保障。

（四）具有稳定的人才需求和广泛的社会共识
近年来，知识产权申请、授权、异议复审、无效诉讼等数量不断上升，知识产权咨询分析、质

押、保险、证券化等业务范围不断拓展，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律师事务所、公正服务、维权援助、金

融服务、运营交易中心和管理公司等一大批知识产权机构涌现式发展s。从市场需求来看，各层次、

各类型的知识产权人才需求都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与此同时，知识产权学科专业建设在一系列国

家文件中被屡次提及，知识产权学科得到更高层面的重视t。

人才需求的增长和国家政策的关注，更加凸显了知识产权一级学科的建设紧迫性。近年来，诸

多专家学者撰文阐述了知识产权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与事业发展的重要性u，设立独立的知识产权一

级学科才能“纲举目张，执本末从”。2016年，在教育部学科评估受挫的情况下v，来自中国人民大

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在华南理工大学达成“长洲共识”w：知识产权

是具备法学基本属性的交叉性学科，将知识产权设置成一级学科是现行学科格局下发展知识产权学的

有效办法。在此之后，知识产权领域又召开了多次知识产权学科专业建设研讨会x，学界一致认为设

立知识产权一级学科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全国政协常委赵雯、上海大学前校长

金东寒等社会各界人士，也多次在两会提案和建议中呼吁建立知识产权一级学科y。

四、中国情境下知识产权一级学科的建设路径

随着知识体系的无限细分，学科交叉融合之处通常是新学科的增长点，并逐渐成长为独立的一级

学科。这是普适的“自下向上”式学科发展规律；但是，在我国情境下，主导一级学科成长的驱动力

更多来自顶层设计。例如，“网络安全学科”“集成电路”等一级学科均是先授予学科身份和制度保

障，再力图发展壮大以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需求。当前，知识产权已成为国家创新发展与国际竞争的

战略性资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知识产权学科也亟待采取自上而下的建设路径，尽快确立一级学科

s 具体数据可参见近年来针对我国知识产权人才市场的统计调研报告，如中国科协调宣部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战略研究院联合开

展的《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科技人力资源与创新驱动》《全国知识产权人才需求分析及人才资源调研报告》等。

t 《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号）指出，到2020年，知识产权大国地位得到全方位

巩固，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稳定和壮大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加强知识产权相关学科建设，完善产学研

联合培养模式，在管理学、经济学中增设知识产权专业，加强知识产权专业学位教育”；《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指出，将“加

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支撑；《“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国发〔2016〕86号）中要求

“加强知识产权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支持高校在管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增设知识产权专业，支持理工类高校设置知识产权专业”。

u 参见钱建平：《知识产权人才的知识结构与培养模式研究》，载《中国大学教学》2013年第11期，第33-38页；孔令兵：《推进高

校知识产权学科建设势在必行》，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16年10月21日第8版；栾春娟等：《专利多学科演进及对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启

示》，载《技术与创新管理》2018年第6期，第682-688页；朱雪忠、杨静：《制度掣肘与供给不足：中国知识产权学科向何处去》，载《知

识产权》2018年第10期，第24-32页。

v 2016年3月国务院学位办委员会2014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取消了3所高校以知识产权为特色的一级学科博士点。

w 2016年5月29日，全国高校知识产权学科建设暨高端人才培养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办，来自国内主要高校和业界的知识产权人

士近百人参会，包括吴汉东、刘春田、陶鑫良、郑友德、曲三强、朱雪忠、孙国瑞、孙远钊等教授。会议围绕中国知识产权学科发展进行

深入讨论，总结了过往的经验与成就，在主要发展方向与理念上达成基本共识，即将知识产权一级学科作为未来努力方向，加紧知识产权

专业学位设置等工作的推进。同年8月，在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再次召开同样范围的高校学科建设会议，继续之前的学科论证与工作推

进。

x 2017年6月，在大连理工大学召开的第九届（2017）中国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研讨会，会后《中国知识产权报》专版刊登了题为

《知识产权筑巢引凤，人才培养诗在前方》的文章，内容丰富，观点鲜明，为近年来知识产权学界围绕学科专业建设集大成的一次讨论；

此后，2016年12月至2019年11月，在北京、安徽、江苏、上海、重庆、广东等地开展了多次知识产权学科专业建设研讨。2019年12月，同济

大学在北京组织召开知识产权一级学科建设研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多所高校、企业的有关领导和专家都对知识产权

一级学科建设表示支持，并提出了建设建议。

y 参见赵雯：《加强知识产权学科建设，培育高端人才》，载http://ip.people.com.cn/n1/2017/0309/c136655-29134197.html，最后访问

日期：2020年6月30日；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专利补贴可尝试以运用为导向的后补贴政策》，载http://news.sina.com.cn/o/2017-03-11/doc-
ifychihc618628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6月30日。



.37 .

我国知识产权一级学科建设现状及发展路径 

地位，加速内在知识体系演化与外在建制完善。

（一）应借力交叉学科发展的政策环境，确立知识产权一级学科地位
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

指导意见》（教研〔2018〕5号），要求“双一流”高校“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前沿和交叉

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201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开展学位授权自

主审核工作的意见》（学位〔2018〕17号），分两批赋予31所高校自主设置一级学科的权限。2020年
7月，有消息认为，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提出“我国将突破现有的十三个学科门类，增设单独的交

叉学科门类”z。因此，为加快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推动研究生教育格局性、深层次的变革，设立交

叉学科门类已成定局。这将从制度层面极大提升我国高等学校发展新兴交叉学科的自主能力，有助于

“集成电路”“知识产权”等具有明显交叉学科属性的学科获得新的平台与更充分的资源，开展更具

创新性的学科建设。因此，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知识产权一级学科正符合当下建设方向。

在具体建设路径上，应充分利用高校自主设置政策，依托同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具有

学科学位自主审核资格且知识产权学科基础较好的高校，自主设置知识产权交叉学科，按一级学科管

理；进一步明确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摸索形成交叉范式的方法体系，构建高水平的师资队

伍；与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与研究会、相关企事业用人单位共同制定培养目标，组织开发教

材、设计课程体系，建设专业期刊与出版物。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将知识产权一级学科纳

入国家一级学科目录，归属到新的交叉学科门类下@7。试点过程中和未正式纳入一级学科目录之前，

各高校以一级学科名义发学位证，暂不做学科评估。

（二）搭建知识产权人才高端培养平台，抓紧完善二级学科矩阵
知识产权的交叉学科属性明显。学科建设过程中必将涉及到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自然学科与社

会学科之间的协调问题，需要拟定具有战略高度的知识产权学科体系作为发展目标，通过组织模式、

资源分配、考核标准的制度创新，解决学科之间价值取向、学科范式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冲突。在一级

学科设立之前，建议有条件的高校加速建设知识产权学院、人才培养基地、学科研究中心等跨学科平

台，以知识产权重大理论和实践应用问题为牵引，探索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模式，采用

“双聘”等鼓励多学科合作的考评体系，均衡合理的构建师资与研究团队，形成跨学科、跨校、跨界

的教学、研究资源共享，推动不同研究方法与视角下的对话与交流，营造交叉学科发展的良好氛围，

探索知识产权学科研究的共同范式。

在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与高端培养平台的支撑下，横向上应尽快推动管理学、经济学、图书情报

学、哲学等一级学科下知识产权二级学科的发展，鼓励高等院校积极开设高质量的知识产权课程，加

强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方法的探讨；纵向上应大力发展知识产权史、知识产权哲学等二级

学科，增强学科厚度，形成横纵贯通交叉立体的二级学科矩阵。通过奖学金、奖教金等方式吸纳更多

优秀生源、优秀师资进入知识产权学术研究队伍。通过专项资助、优先资助等方式，加大知识产权基

础理论研究的资助力度和研究的持续性，主动征询支撑学科学界、产业界多方建议，进一步完善知识

产权学科内涵的论证，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与良好的学科发展生态。

（三）加速知识产权专业学位建设，积累知识产权学科建设经验
设置知识产权专业学位可以在内容和机制上先行先试，完善知识产权学科整体性、科学性及适应

z 详见卢晓东：《增设多学科交叉门类时机已至》，载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0/8/357151.s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
8月25日。

@7 基于知识产权学科建设的历史沿革以及知识产权问题的表现形式与法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归属门类也可以选择在法学门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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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助推知识产权一级学科最终设立。

首先，从规模上看，我国从2010年开始每年以5％左右的数量减少学术型硕士招生，同时相应提

高专业硕士招生比例，硕士研究生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提出“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需

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可以预测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专

业硕士结构，加快发展专业博士发展。知识产权专业学位将是扩大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的

重要路径。

从培养方案上看，专业学位在招生考试科目、培养方案方面具有更多自主性，其课程设置与培养

目标贴近知识产权事业发展需求。加速推动知识产权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设立，有助于知识产权专业

课程、教学模式的不断完善，有利于进一步明晰教学标准、学术规则。丰富知识产权学科不同层级、

不同类型的培养方案，完善学士、硕士、博士全链条知识产权高等教育体系。一直以来，在知识产权

领域，专业硕士设置条件相对较为成熟，博士学位的探讨仍然不足。我国专业学位定位为培养高层

次、复合性、应用型人才，专业硕士的课程设置与培养方案较为成熟，但是专业博士层面能够借鉴的

经验并不多。目前，我国专业博士有6种，部分专业博士与专业硕士和学术博士的区分不明显。本文

认为，知识产权博士专业学位定位应该是专业性更强的领军型、战略性、创新型、高端应用型人才，

具有国际化、战略眼光和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同时具有很强的创新和研究能力，是实践领域的领军

人才。无论从人才培养的紧迫性，抑或对于未来一级学科建设的衔接，知识产权专业博士学位的建设

需要获得更多的论证与支持。

从就业层面看，知识产权专业学位的发展将有助于未来知识产权领域人才培养的科学管理。例

如，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推进与职业资

格衔接”。申请设置知识产权专业学位，需要提升职业资格认定、职业能力认证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评审等机制作用，建立专业学位与执业资格、职称及水平认证的有效衔接机制，在课程免考、缩

短职业资格考试实践年限、任职条件等方面加强对接，同时探索优化学位课程与审查、代理、法律、

信息、金融、标准等统一的执业资格考试或行业认证的关系，实现学科建设与专业岗位建设的有效协

同，学位教育与专业人才供给的紧密衔接@8；此外，开展知识产权专业硕士培养，也需建立人才需求

和就业状况监测机制，定期开展动态调查、毕业生追踪调查等，及时了解人才分布和需求，适应市场

和社会变化需要调整招生和教学计划。

（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知识产权学科高水平发展
知识产权学科建设应当凝聚更多国际资源，推动知识产权教育的跨文化交流，以支撑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应当推动知识结构国际化，支持各级各类知

识产权教育机构通过国际合作网络，吸收国外优质教育资源，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尝试导师互聘、合作

办学，从课程体系结构、课程内容、课程教材等方面实现国际联动。其次，需要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

学术交流国际化，支持与国际知识产权研究团队建立稳定、持续的合作关系，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科

@8 例如，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版）新增知识产权专业人员（GBM 20612）小类，与保险专业人员（GBM 
20610）和证券专业人员（GBM 20611）同属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GBM 206）中类 ，其中包括“专利代理专业人员”“专利审查专业人

员”“专利管理专业人员”“专利信息分析专业人员”“版权专业人员”“商标代理专业人员”“商标审查审理专业人员”“商标管理专

业人员”8个相关职业，对各职业从事的主要工作及任职需要具备的知识和相关能力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对知识产权领域诸如代理、法务岗

位的职业资格认定也规定了相关岗位的知识技能要求。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深化经济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

意见》（人社〔2019〕53号），明确了在发展势头良好、评价需求旺盛的知识产权等领域，增设新的专业。知识产权职称名称为助理知识

产权师、知识产权师、高级知识产权师、正高级知识产权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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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联合攻关，联合开展知识产权研究项目，参与或联合承办知识产权国际会议，分享我国知识产权实

践经验和获取国际最新的研究成果，形成国际学术共同体。除此之外，应当加大学科建设资源投入与

平台对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熟练掌握国际规则、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企业“走出去”战

略的“尖端人才”“国际组织人才”等国际化人才。最后，加强教育部、外交部、商务部等多部门协

同，积极推进国际间知识产权人才流动，充分发挥教育的交流作用，增进外国公众对我国知识产权制

度、知识产权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结 语

当前，相对快速发展的知识产权制度需求，我国知识产权学科设置已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单一

学科知识理论对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所面对的复杂问题已经不能给予充分的阐释与回应，单一知识结构

下培养的知识产权人才也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现实需求，无论是隶属于法学或是管理学门类下的二级

学科设置都制约了知识产权学科发展。

为应对全球性经济萧条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9。在此

重大历史转折点，与技术创新、科技贸易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将成为我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政策工

具#0。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就知识产权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顶层设

计等六方面指示要求。这都给我国知识产权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重要研究课题，对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情境下，知识产权一级学科具有充分的现实紧迫性与必要性，同时也恰逢国家

加快交叉学科门类建设，理应获得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与重视，将之作为当下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最急

迫、最重要的政策举措。

面向未来，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数据、算法等前沿科技需要更多的知识产权制

度变革来激励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人类精神和文化也在不断丰富，不仅传统知识、传统文化、遗传

资源等人文资源需要以知识产权的形式获得保护和强化，人类甚至除人类之外的创造者创造的各种思

想、成果、产品都可能需要更优的制度设计进行标示和保护。如果将有形的产权比作物质，那么以知

识产权为代表的无形产权就是暗物质能量，大量存在且十分重要。如何加强关键领域知识产权创造和

储备，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同时，如何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公正合理保护，这都要求我国应尽早建立

交叉性的知识产权一级学科，组织相应探索与研究。■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载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514/c64094-31709431.html，最后访问日

期：2020年8月2日。

#0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

置权和收益权改革，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