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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背景

2.知识产权素养调查与分析

3.建议与对策



一.背景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自主创新能
力已经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而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
对知识的创造能力，更取决于对创新成果
的保护和运用能力。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同
时也是知识产权时代。



2004年11月教育部和国家知识产权
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
校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加强大
学生知识产权教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
一项重要任务。2008年6月，我国发布《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
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
这是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是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行动指
南。



国防知识产权作为专项任务正式列入
这一《纲要》。国防知识产权作为国家重
要的战略资源，不仅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标志。国防科技院校师生作为国防
科技创新的主体，具备良好的知识产权素
养，对于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高国
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我国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防科技院校师生知识产权素养
的调查和分析

1.师生对知识产权的认识普遍不足，对国
防知识产权更是知之甚少



知识产权认知情况调查

调查内容 人数
(人)

百分比
(100%)问题 选项

您在此前了解有关知
识产权方面的内容吗
？(单选)

相当了解 10 5%

一般了解 136 68%

听说过 51 25.5%

不知道 3 1.5%

对于国防专利，您了
解多少？(单选)

相当了解 13 6.5%

略有了解 74 37%

听说过，但不了解 71 35.5%

没听说，一点都不
了解

42 21%



2.师生知识产权需求强烈，但学校开
设相关的课程和培训较少



调查内容 人数
(人)

百分
比
(100%
)

问题 选项

您主要从何种途径了解有
关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
可多选)

学校开设的有关知识产权
课程

26 13%

实践得知 31 15.5%

与别人的交谈 70 35%

从各种媒体的报道得知 165 82.5%

在您的日常学习、工作中
，需要哪些知识产权服务
？(可多选)

专利代理服务 112 56%

商标代理服务 28 14%

著作权代理服务 91 45.5%

知识产权维权服务 70 35%

知识产权需求情况调查



您是否参加过有关知识产
权知识的培训和讲座?(单
选)

经常 5 2.5%

偶尔 50 25%

从不,觉得没必要 34 17%

想参加,但单位和部门没
有举办这种培训和讲座

111 55.5%

如果举办知识产权的讲座
或培训,您对知识产权哪
些内容感兴趣?(可多选)

国际国内知识产权形势分
析

102 51%

著作权 66 33%

专利的申请和检索 141 70.5%

商标权 27 13.5%

知识产权战略、运营和管
理

78 39%

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措施 107 53.5%

知识产权需求情况调查



3.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加强

知识产权教育已成为时代需要



调查内容
人数
(人)

百分比
(100%)

问题 选项

您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对中国广大
公众来说有无必要(单选)

有必要 177 88.5%

它只保护作家、发明家
、企业家的利益，但于
一般公众而言，并无必
要

18 9%

均无必要 5 2.5%

您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
实现科技强国是否重要
(单选)

很重要 165 82.5%

重要 32 16%

一般 3 1.5%

二者没有关系 0 0%

知识产权认可程度调查



如果您有发明成果，您会申请知
识产权保护吗(单选)

会 168 84%

不会 4 2%

不一定 25 12.5%

您觉得军校大学生需不需要进行
知识产权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教育

需要 172 86%

不需要 5 2.5%

知识产权认可程度调查



三 国防科技院校图书馆在提高师生
知识产权素养中的作用

3.1国防科技院校图书馆开展知识产
权教育的有利条件



（1）图书馆自身的性质有利于开展知识
产权教育

高校图书馆作为国家知识创新系统的组成
部分，其收藏的信息资源除极少数属于公有领域
外，绝大部分都属于被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一
方面高校图书馆有义务保护知识产权，防止信息
污染；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作为知识创造者和
知识使用者之间的中介，有责任向知识产权使用
者宣传如何合理、合法使用知识产权信息。因此
，作为知识产权信息收集中心的高校图书馆本身
就是一个面向读者开展知识产权教育的最佳场所
。



（2）图书馆有一批具有较高知识产权素养的馆
员

进入21世纪以来，高校图书馆正在由传统
的实体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转变，数字图书馆
的出现大大提高信息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也
产生了一系列知识产权问题。这种形势迫使高
校图书馆重视知识产权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培
训和学习，提高工作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使部分图书馆员掌握知识产权相关知识和技
能，具备较高的知识产权素养。



3.2国防科技院校图书馆开展知识产权教育
的建议

利用文献检索课开展针对本科生的知识产

权教育
据调查，国防科技院校普遍缺乏知识产权法学师资

力量，目前为本科生开设知识产权公共课的可能性不大
。而知识产权教育又迫在眉睫，因此国防科技院校图书
馆利用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文献检索课开展知识产权教
育是当前较适合的方式。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知识产

权制度产生、发展及基本内容，著作权、专利
权、商标权以及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的基本知识
，国防知识产权的基本内容及重要意义，知识
产权保护的国际国内形势介绍等。在本科教育
阶段，知识产权教育的内容宜比较浅显，以简
单介绍知识产权各方面内容为主，目的使学生
形成知识产权意识。



利用学科服务开展针对研究生和教师的
知识产权教育

学科服务的形式和内容都不固定，一切以师生的需
求为出发点。学科馆员既可提供专业的信息资源服务，
也可利用自身的知识产权知识，帮助师生解决在学习工
作中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

对于师生较高的知识产权专业知识需求，图书馆可

与学校专利代理机构和校外的知识产权专业律师长期合
作，以解决目前师资缺乏的问题。实践证明开设专题讲
座是提高研究生和教师知识产权素养的重要途径。结合
调查问卷师生感兴趣的内容，讲座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著作、论文写作中的著作权

近年来，论文和著作被抄袭、剽窃的现象在

学术界经常发生，学术道德问题日益突出。什么
是合理使用，什么是抄袭，抄袭与剽窃有何区别
，如何合理引用他人的文章和著作等，都是教师
和研究生经常被困扰的问题。在讲座中要讲授著
作权的基本知识，引导师生合理利用他人成果，
尊重他人著作权，学会区分合理引用与抄袭，学
会如何署名和著录参考文献。培养师生良好的学
术道德品质是知识产权素养的基本要求。



(2)专利、国防专利检索

讲座的主要内容包括专利文献检索的基本
知识，专利文献检索工具，中国、美国、日本
等国专利文献检索方法，英国德温特专利文献
检索方法，专利文献的网上检索等。利用具体
、形象的案例使师生们对专利文献的检索有大
致的了解，通过自己逐步摸索，最终达到有效
利用专利文献的目的。



国防专利的检索较为复杂，这是由国防
专利的保密性质决定的。但国防专利局出版《
国防专利内部通报》，每年4期。《通报》的
发放范围为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军队有关部门
及其单位、有关专利代理机构。国防科技院校
图书馆的内部资料室都收藏有《通报》，因此
图书馆更有义务和责任向师生介绍国防专利的
检索方法。



(3)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

专利申请文件必须严格遵循规定的格式，
以发明专利为例，其申请文件包括请求书、说
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摘要等。在这些法
律文件中，最难写的是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要求对发明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权利
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洁地说
明请求保护的范围，每一权利要求的主题在说
明书中必须得到支持，权利要求的范围不得超
出说明书记载的内容。



(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权

计算机软件和集成电路在现代信息技术革

命中占据重要地位，世界各国都单独对它们
进行立法保护。国防现代化建设离不开这两
项产业，国防科技院校的师生们了解其相关
的知识产权制度非常有必要。



(5)如何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相关知识

知识产权纠纷主要是专利和技术秘密在
评估和转让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知识产权的
评估知识包括知识产权的价值构成、影响知
识产权价值的因素以及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
方法等。知识产权在转让过程中，都要签定
技术合同，技术合同知识包括合同起草、审
查、诉讼等，研究生们了解其一些基本技能
有利于增强知识产权纠纷的应对能力。



(6)我国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

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制订了适合本国国情
的知识产权战略，如美国、日本、西欧发达国
家等。我国在2008年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纲要》，是新时期指导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的纲领性文件。了解我国和发达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 了解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分析
当前国际国内知识产权形势，有利于国防科技
院校的研究生从宏观上进一步加深对知识产权
重要性的认识，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



(7)世界主要国家的国防知识产权制度

国防知识产权的保护一直是知识产权制度
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因为国防科学技术一直
是科学技术的核心部分。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
都建立了以保密专利(国防专利)制度为核心的
国防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国防科技院校的教师
与研究生，了解国防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在
今后的工作中自觉保护国防知识产权，捍卫国
防知识产权权益。



结束语

图书馆积极参与、组织对高校师生的知
识产权教育，是图书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
求提升自身服务能力、拓展服务内容新的切
入点，是高校图书馆履行教育与情报职能的
重大突破。以学科服务的理念，探索图书馆
参与高校知识产权教育的途径和方式，是一
种积极、有意义的尝试，值得我们进一步探
讨。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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