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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球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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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分析影响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的不同动机和机制的基础上， 使

用面板托宾回归模型来研究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背后的真实动因。 研究发现： 美

国贸易赤字、 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申请量、 被美国 “特殊 ３０１ 报告” 列为重点名

单等因素显著影响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而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改

善、 美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依赖程度等并不能降低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研究表明：
美国发起的知识产权调查完全偏离其所宣称的公平贸易目标， 实质上构成贸易壁

垒， 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也支持该实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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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 面对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 美国的贸易政策越来越倾向

于推行所谓的 “公平贸易”。 美国政府认为， 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贸易逆差， 不是

因为美国的贸易竞争力出现显著下降， 而是美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遭受了一些不公

平待遇。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ＵＳＩＴＣ） 通过发起知识产权调

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防止其国内市场遭受进口品的 “不公平贸易”， 确保相关产

业的知识产权不受国外商品侵害。 实际上， 由于规则的不透明和诉讼双方的信息不

对称， 知识产权调查受到贸易伙伴的诸多指责。 尽管存在诸多质疑， 但知识产权调

查还是成为美国重要的贸易救济手段之一。 ＵＳＩＴＣ 不公平进口信息调查系统显示，
从 １９７２年美国发起首例知识产权调查到 ２０１９ 年年底， ＵＳＩＴＣ 一共对外发起 １１８３
次调查， 其中针对中国国内企业的就达 ２７８ 次， 占比 ２３ ５％。 而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
ＵＳＩＴＣ明显加大对华企业的知识产权调查力度， 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１９ 年间共发起 ２６３ 次调

查， 占所有对华调查案件的 ９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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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发起的知识产权调查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国外关于知识产权调查的研究

多是从法理上是否公平正义展开的。 Ｒｏｇｅｒｓ 和 Ｗｈｉｔｌｏｃｋ （２００２） ［１］认为知识产权调
查与 ＧＡＴＴ、 ＴＲＩＰｓ协议是相符的。 Ａｌｌｉｓｏｎ （２００９） ［２］认为即使知识产权调查本身存

在很多争议， 但其对保护美国的产业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 这些文献无一

例外地都给知识产权调查贴上了公平正义的标签， 认为美国知识产权调查是国际贸

易中针对外国知识产权弱保护的重要救济措施。
国内文献将知识产权调查视为贸易壁垒的一种重要形式， 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进

行分析。 宏观层面主要从其特点、 表现形式、 危害性以及应对措施展开研究 （郑
秉秀， ２００２［３］； 曹世华， ２００６［４］； 吴郁秋和刘海云， ２００９［５］； 余乐芬， ２０１１［６］；
黄晓凤， ２０１１［７］； 徐元， ２０１４［８］； 冯伟业和卫平， ２０１７［９］； 袁红林和王诗烨，
２０１８［１０］）。 微观层面以个案形式， 从法学和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如何应对知识产权
调查 （苏喆和秦顺华， ２０１１［１１］； 薛同锐， ２０１３［１２］）

综上， 国内外文献都先验性地对知识产权调查的真实动机进行了认定， 但存在

重大差异。 国外文献倾向于认为知识产权调查是公平合理的， 至多承认调查程序上

存在少许瑕疵； 国内文献则认为这就是一种贸易壁垒， 已经背离其 “公平贸易” 的

初衷。 由于动机的不可观测性， 这两类文献谁也无法说服谁， 动机不同， 谈判和应对

策略也需相应做出调整。 因此， 需要从实证角度来判断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的真实

动机。
与既有的文献相比， 本文边际贡献归结如下： 第一， 鲜有文献从实证角度出发

探讨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动因。 本文细致考察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的动因， 利

用公平贸易和保护贸易目标产生的不同机制， 验证出美国知识产权调查的真实动

机。 第二， 由于被解释变量具有大量零值的非设限特点， 本文采用更合适的托宾回

归模型， 并从数量边际效应和概率边际效应出发解读每个可能的因素对美国发起知

识产权调查的影响。 与此同时， 本文进行了大量的稳健性测试， 发现美国知识产权

调查是出于保护贸易动机。

一、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美国知识产权调查制度实施至今，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实施机制， 尽管多次遭受

贸易伙伴的投诉， 但调查有增无减。 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 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的目

的是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产品不受侵害， 维护公平贸易。 但究竟是公平贸易动机， 还

是保护贸易动机， 需要我们进行验证。 下面来分析不同动机下影响美国发起知识产

权调查的因素。
（一） 贸易伙伴知识产权制度水平

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下，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出现不断强化趋势。 一方

面， 在立法方面强调与 ＴＲＩＰｓ协议接轨， 要求各贸易伙伴修改其知识产权法律以符

合要求； 另一方面， 要求贸易伙伴强化知识产权执法， 加强知识产权实际保护。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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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常用指标———ＧＰ 指数 （Ｃｉｎａｒｔ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７） ［１３］测
算①，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从 １９６０ 年 １ ２６ 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 ３７； 而以实

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指标———世界经济论坛 （ＷＥＦ）② 公布的数据为例， 全球实际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从 ２００７年的 ３ ８３增加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 ２６。 知识产权名义保护和

实际保护的强化， 意味着侵权产品被惩处的概率增加， 理性的厂商会减少侵权产品

的生产。 按照一般的逻辑， 如果美国发起的知识产权调查是基于公平贸易动机， 则

贸易伙伴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 会导致贸易伙伴对美出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概率降

低， 这样在美国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也应该下降。 但如果美国知识产权

调查的动机本身就是保护贸易， 则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体系是否完善， 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是否提高， 对美国是否对其发起知识产权调查不产生任何影响。
假说 １： 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越严格， 意味着侵犯知识产权的概率也越低。

如果美国知识产权调查是基于公平贸易的， 那么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应当降低其

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度和概率； 而如果美国知识产权调查是基于保护贸易的， 则贸

易伙伴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显著降低其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度和概率。
（二） 美国国内宏观经济状况

按照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的初衷， 只看贸易伙伴有没有保护好美方的知识产

权， 理应和美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没有关联。 即只有贸易伙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

尽人意， 才可能更多地遭遇美国知识产权调查。 但如果出于保护贸易的动机， 在美

国国内经济不景气时， 为减少贸易伙伴出口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 可能会通过加大

对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调查， 对其出口造成障碍。
假说 ２： 如果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调查是基于保护贸易的动机， 则美国国内宏观

经济不景气将提升美国针对贸易伙伴知识产权调查的频度和概率； 而如果美国发起

知识产权调查是基于公平贸易的动机， 则国内宏观经济状况与其对外发起知识产权

调查的频度和概率没有直接关联。
（三） 贸易伙伴在美国的专利申请行为

随着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高， 为更稳妥地开拓美国市场， 越来越多的出

口企业倾向于在美国国内申请专利。 一方面， 外国企业能够在美国申请专利， 特别

是发明专利， 体现的是企业自身的技术实力， 反映其侵犯美国同类公司知识产权的

概率较低。 另一方面， 外国企业在美国申请专利也意味着该企业即将或者已经进入

美国市场， 这会对美国国内的进口竞争企业产生冲击， 所以这些美国企业有强烈的

动机来阻碍其产品进口。
如果知识产权调查是公平的， 则诉讼双方地位对等、 信息充分， 原告 “敲竹

杠” 机会小， 这时对外发起调查的成本与预期收益不匹配， 理性的美国厂商应该

不起诉或减少起诉。 但实际上， 知识产权调查程序相当繁琐， 国外的被告对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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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调查程序并不熟悉， 诉讼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这样， 美国本土竞

争企业可以利用知识产权调查这个特点， 对贸易伙伴企业在美国申请专利的行为采

用 “策略性警示行动”。 通过故意发起知识产权调查， 将对手拉入诉讼泥潭， 对其

出口到美国市场产生阻碍， 这样知识产权调查行为就具有保护贸易的动机。 代中强

和蔡华津 （２０１９） ［１４］利用反事实模拟分析发现， 发起知识产权调查和裁决确实使贸

易伙伴对美出口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假说 ３： 如果是基于保护贸易的动机， 则贸易伙伴在美国申请专利的行为将引

致更多的知识产权调查； 而如果是基于公平贸易的动机， 则贸易伙伴在美国的专利

申请行为与知识产权调查没有必然关联， 甚至起到弱化知识产权调查作用。
（四） 美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依赖程度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和 Ｂｏｗｎ （２００３） ［１５］发现， 如果贸易伙伴自身具有积极的反倾销报复

手段， 且美国大量向该贸易伙伴出口， 则美国较少对该贸易伙伴的企业发起反倾销

调查。 强有力的反制手段和美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依赖程度是有效阻止美国采取相

关贸易救济手段的必要条件。 针对传统的反倾销而言， 一旦美国频繁发动反倾销调

查， 他国可以根据本国立法拿起反倾销武器， 利用 “贸易人质”① 效应来阻止或威

慑对方， 从而达到一种双方克制的态势。 但对于知识产权调查而言， 各国的报复手

段相当有限。 目前， 没有其他像美国这么积极利用知识产权不公平贸易调查制度的

国家， ＷＴＯ的其他成员一般依照 ＴＲＩＰｓ 协议利用海关进行知识产权监管。 由于报

复手段的缺失， 即使美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依赖程度比较高， 也可能无法减少其对

贸易伙伴企业发起知识产权调查。 在后面的实证模型中本文选取的出口依赖程度指

标是美国对贸易伙伴年度出口额与进口额之比。
假说 ４： 尽管存在 “贸易人质” 效应， 但由于缺乏报复制衡手段， 不论出于什

么动机， 更高的美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依赖程度并不一定会降低贸易伙伴遭受知识

产权调查的频度和概率。
（五） 美国 “特殊 ３０１报告”② 对贸易伙伴的评价

美国 《１９８４年贸易与关税法》 第一次把 “３０１ 条款” 所辖的不公平贸易拓展

至知识产权保护领域， 美国 《１９８８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系统地将知识产权保护

问题纳入 “３０１条款” 体系中， 因其内容的缘故， 将其统称为 “特别 ３０１ 条款”。
该条款的核心是以双边谈判和贸易制裁的方式迫使其他国家或地区保护美国的知识

产权， 准许美国的知识产权产品进入其市场， 并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产品。 依据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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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产业分工的需要， 一国既是进口国也是出口国。 当一国对从贸易伙伴进口的产品频繁发起反

倾销调查时， 如果该国也有大量产品出口到贸易伙伴， 则这些出口产品类似于 “人质”， 有可能会遭到贸易

伙伴的反倾销调查报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发布 “特别 ３０１报告”， 全面评价与美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

情况， 并视其存在问题的程度， 分别列入重点名单、 重点观察名单、 一般观察名单， 以及 “３０６条款” 监督名单。
对于被列入重点名单的国家， 美国在公告后 ３０天内对其展开 ６～９个月的调查并进行谈判， 迫使贸易伙伴采取相应

措施检讨和修正其政策， 否则美国将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予以制裁； 一旦被列入 “３０６条款” 监督名单， 美国可不经

过调查自行发动贸易报复； 而被列入重点观察名单和一般观察名单， 则不会立即面临报复措施或要求磋商。



款， 每年由美国贸易代表发布 “特别 ３０１ 条款” 年度审查报告， 就相关国家和地

区对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进行评级并依次分为： 重点名单、 重点观察名单和一

般观察名单。 特别是被列入重点名单和重点观察名单的国家和地区， 遭受美国贸易

报复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会改进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

场准入有关的法律和政策。 但是， 美国 “特殊 ３０１ 报告” 的单边主义色彩非常浓

厚， 这可以从美方并不认可国际组织的评分看出端倪。 例如， 长期被列入重点名单

的中国， 世界经济论坛 （ＷＥＦ）① 对其知识产权保护评分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３ ４２ 分提高

到 ２０１７年的 ４ ５分， 其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得到实质提高， 但其遭遇知识

产权调查的数量却逐年升高。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是和美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相近

的日本， 其 ２０１７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和美国相当， 但同样没有减少遭受其知

识产权调查的频次。
假说 ５： 不论出于什么动机， 一旦被美国单边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年度 “特殊

３０１报告” 列为重点名单、 重点观察名单和一般观察名单， 则其在美国遭受知识产

权调查的频度和概率将增加。
根据以上的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说， 本文将不同动机下知识产权调查影响因素的

预期符号汇总在表 １中。 当然， 这些变量的影响方向及大小还有待后续的实证研究

来确认。
表 １　 各变量预期符号

变量 ／动机 公平贸易目标 保护贸易目标

贸易伙伴知识产权制度水平 负向 无影响

美国国内宏观经济状况 无影响 负向

贸易伙伴在美国的专利申请行为 负向或无影响 正向

美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依赖程度 不确定 不确定

美国 ３０１报告对贸易伙伴的评价 正向 正向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贸易伙伴当年遭受美国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 其值均为非负

整数， 区间为 ［０， １９］。 由于仅能观测到贸易对象真实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数据

（非设限数据）， 而在样本中有大量贸易对象在特定年份并没有真实发生过知识产权

调查， 即其观测值为 “０” （左设限数据）， 这是典型的左受限 （ｌｅｆｔ－ｃｅｎｓｏｒ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 为

“０” 的数据样本。 因此， 合理的方案应采用 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回归 （Ｇｒｅｅｎ， ２０１２）［１６］。
（一） 基准模型设定

由于固定效应的 Ｔｏｂｉｔ模型无法获得个体异质性， 无法进行条件最大似然估计，
故采用随机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３７ｉｔ ＝ ｘｉｔβ ＋ ｖｉ ＋ εｉ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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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式中 ｉ 表示涉案国家和地区， ｔ 代表涉案年份。 ｖｉ 为随机效应项， 满足 νｉ

～ Ｎ（０， σ２ν） ， 扰动项 εｉｔ ～ Ｎ（０， σ２ε） ， 且独立于 ｖｉ 。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３７ｏｉｔ 表示可能设限

的潜变量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３７ｉｔ 的观测值， 在 “０” 处左设限满足：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３７ｏｉｔ ＝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３７ｉｔ，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３７ｉｔ ＞ ０

０，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３７ｉｔ ≤ ０{
根据上文的影响机制分析及研究假设， 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３７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 ｉｐｒｉｔ ＋ β２ ｔｒａｄｅｈｏｓｔｉｔ ＋ β３ｄｅｆｉｒａｔｅｉｔ ＋ β４ ｌｎ＿ ａｐ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β５ｕｓａｄｉｔ ＋ β６ｋｅｙｃｏｕｎｔｙｉｔ ＋ β７ｐ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ｉｔ ＋ β８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ｉｔ ＋ ｖｉ ＋ εｉｔ （２）
（２） 式中 ｎｕｍｂｅｒ＿３３７ｉｔ表示 ｔ 年贸易伙伴 ｉ遭遇的知识产权调查频次， ｌｎ＿ｉｐｒｉｔ表

示贸易伙伴 ｉ 在 ｔ 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数值， ｔｒａｄｅｈｏｓｔｉｔ表示美国对贸易伙伴ｉ 在
年度 ｔ 的出口额与进口额之比， ｄｅｆｉｒａｔｅｔ表示 ｔ 年美国贸易赤字增长率， ｌｎ＿ａｐ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表示贸易伙伴 ｉ 在 ｔ 年申请美国专利数量的对数值， ｕｓａｄｉｔ表示 ｔ 年美国对贸易伙伴 ｉ
发起的反倾销频次， ｋｅ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ｔ为重点名单虚拟变量， 若贸易对象 ｉ 在 ｔ 年被列入重

点名单， 设为 “１”， 否则为 “０”； ｐ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ｉｔ为重点观测名单虚拟变量， 若贸易对

象 ｉ 在 ｔ 年被列入重点观察名单， 设为 “１”， 否则为 “０”； 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ｉｔ为一般观察名

单虚拟变量， 若贸易对象 ｉ 在 ｔ 年被列入一般观察名单， 设为 “１”， 否则为 “０”。
（二） 数据来源及处理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选取的时间区间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 被解释变

量———美国对贸易伙伴发起的知识产权调查频次 （ｎｕｍｂｅｒ＿３３７） 数据来源于 ＵＳＩＴＣ
不公平进口调查信息系统①；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 ｉｐｒ） 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

（ＷＥＦ） 发布的年度 《世界竞争力报告》； 美国贸易赤字增长率 （ｄｅｆｉｒａｔｅ） 数据来

源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数据库；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ｕｓｇｄｐ）、 美国年度失业率 （ｕｎｅｍｒａｔｅ） 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统计局②； 美国对贸易

伙伴年度出口额与进口额之比 （ ｔｒａｄｅｈｏｓｔ） 计算所需原始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

济分析局 （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Ａ）； 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申请量

（ａｐｐａｔｅｎｔ）、 贸易伙伴在美国发明专利授权量 （ａｄｐａｔｅｎｔ） 和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授

权量 （ａａｄｐａｔｅｎｔ） 的数据来源于美国专利商标局③； 美国对贸易伙伴发起反倾销频

次 （ｕｓａｄ） 数据来源于 ＷＴＯ反倾销数据库④； 各年度重点名单 （ｋｅｙｃｏｕｎｔｒｙ）⑤、 重

点观察名单 （ｐ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一般观察名单 （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虚拟变量数据来源于美国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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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ａｐｐｓ２ ｕｓｉｔｃ ｇｏｖ ／ ３３７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
数据来源网址： ｗｗｗ ｂｌｓ ｇｏｖ ／ ｃｐ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ｃｏｍｐ。
数据来源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ｐｔｏ ｇｏｖ ／ 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ｔｅｎｔｓ。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ａｄｐ＿ｅ ／ ａｄｐ＿ｅ ｈｔｍ。
包括 “３０６条款” 监督。 “３０６条款” 监督制度是广义的 “３０１条款” 的一个组成部分。 该条款授予美

国政府在监督贸易伙伴执行知识产权协议时， 若发现其没有令人满意地执行协议中的条款， 则可将其列入

“３０６条款” 监督国家。 一旦被列入 “３０６条款” 监督名单， 美国可以不经过调查和谈判自行发动包括贸易制

裁在内的贸易报复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列入 “３０６条款” 监督名单的严厉性和威胁性甚至超过了 “特
殊 ３０１报告” 的重点国家和地区。



易代表处 （ＵＳＴＲ） 发布的年度 “特殊 ３０１ 报告”。 实证相关变量的含义及统计性

描述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变量及统计特征描述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ｎｕｍｂｅｒ＿３３７ 贸易伙伴遭遇的知识产权调查频次 ５１７ １ ４９３２ ３ ０８９５ ０　 　 １９　 　

ｌｎ＿ｉｐｒ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对数值

５１７ １ ４６２５ ０ ３０３６ ０ ３０５１ １ ８６８６

ｄｅｆｉｒａｔｅ 美国贸易赤字增长率 ５１７ ０ ００２６ ０ １８３３ －０ ４５８５ ０ ２８８９
ｌｎ＿ｕｓｇｄｐ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值 ５１７ ３０ ３６０５ ０ ０９３９ ３０ ２０３２ ３０ ５２３４
ｕｎｅｍｒａｔｅ 美国年度失业率 ５１７ ６ ８１８２ １ ８３９７ ４ ６ ９ ６
ｔｒａｄｅｈｏｓｔ 美国对贸易伙伴年度出口额与进口额之比 ５１７ １ ８７６ ３ ９４６７ ０ ０４９８ ３６ ８４３１
ｌｎ＿ａｐｐａｔｅｎｔ 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申请量对数值 ５１７ ５ ９４７９ ２ ９８５９ ０ １１ ３９２９
ｌｎ＿ａｄｐａｔｅｎｔ 贸易伙伴在美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对数值 ５１７ ５ ０１４９ ２ ９１７９ ０ １０ ８９３９
ｌｎ＿ａａｄｐａｔｅｎｔ 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授权量对数值 ５１７ ５ １９４３ ２ ８９５１ ０ １０ ９３３２

ｕｓａｄ 美国对贸易伙伴发起反倾销频次 ５１７ ０ ３９４６ １ ２４９４ ０ １２
ｋｅ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重点名单虚拟变量 ５１７ ０ ０２５１ ０ １５６７ ０ １
ｐ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重点观察名单虚拟变量 ５１７ ０ １４１２ ０ ３４８６ ０ １
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一般观察名单虚拟变量 ５１７ ０ ２３７９ ０ ４２６２ ０ １

三、 实证结果分析

考虑到 Ｔｏｂｉｔ回归系数并不具有特定的经济含义 （Ｗｏｏｄｒｉｄｇｅ， ２００３） ［１７］， 本文

将回归系数转化为体现数量效应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或概率效应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的边际效应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进行解释。 边际效应反映贸易对象遭遇美国知识产权

调查的频次受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 概率效应反映贸易对象遭遇美国知识产权调查

概率受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
（一） 基准回归

表 ３报告了以贸易对象遭受美国知识产权调查频次为被解释变量的基准回归结

果。 模型 １是仅仅引入重点名单 （ｋｅ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虚拟变量的随机面板 Ｔｏｂｉｔ 回归估计

结果，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还同时引入另外两个虚拟变量———重点观察名单

（ｐ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和一般观察名单 （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同时， 模型 ２ 引入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

申请量的对数值 （ｌｎ＿ａｐｐａｔｅｎｔ）， 模型 ３ 引入贸易伙伴在美国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对

数值 （ ｌｎ＿ａｄｐａｔｅｎｔ）， 而模型 ４ 则引入的是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授权量的对数值

（ ｌｎ＿ａａｄｐａｔｅｎｔ）。 回归结果显示， 美国年度贸易赤字、 贸易伙伴在美国的专利申

请量、 专利授权量以及发明专利授权量、 被 “特殊 ３０１ 报告” 列为重点名单将

显著提升贸易对象在美国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而贸易伙伴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 美国对贸易伙伴年度出口额与进口额之比、 美国对贸易伙伴发起的反

倾销频次、 被 “特殊 ３０１ 报告” 列为观察名单和重点观察名单均在统计意义上

未能对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产生影响。 为简化起见， 以模型 ２ 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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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进一步说明。

表 ３　 全球样本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

解释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ｌｎ＿ｉｐｒ

ｄｅｆｉｒａｔｅ

ｔｒａｄｅｈｏｓｔ

ｌｎ＿ａｐｐａｔｅｎｔ

ｌｎ＿ａｄｐａｔｅｎｔ

ｌｎ＿ａａｄｐａｔｅｎｔ

ｕｓａｄ

ｋｅ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

ｒｈｏ

ＬＲ ｔｅｓｔ

ｏｂｓ

ｌｅｆｔ－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ｕｎ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２ １０７ －１ ７４６８ －１ ６２３９ －１ ６２６５
（１ ３２７１） （１ ３７３２） （１ ３１７３） （１ ３２０７）
［－０ ７６３９］ ［－０ ６３３４］ ［－０ ５９］ ［－０ ５９１１］
｛－０ １９０８｝ ｛－０ １５８３｝ ｛－０ １４５２｝ ｛－０ １４６３｝
２ ２９９７∗∗∗ ２ ２５０６∗∗∗ ２ ０１４２∗∗ ２ １０３１∗∗

（０ ８６１） （０ ８５６５） （０ ８５７２） （０ ８５７７）
［０ ８３３８］ ［０ ８１６１］ ［０ ７３１８］ ［０ ７６４３］
｛０ ２０８２｝ ｛０ ２０４｝ ｛０ １８０１｝ ｛０ １８９２｝
０ ０６８１ ０ ０７９１ ０ ０４６６ ０ ０５３
（０ ０７６７） （０ ０７７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４７）
［０ ０２４７］ ［０ ０２８７］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１９２］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４８｝
１ ０１８４∗∗∗ １ ０１６∗∗∗

（０ １５５３） （０ １５７３）
［０ ３６９２］ ［０ ３６８４］
｛０ ０９２２｝ ｛０ ０９２１｝

１ ０４３６∗∗∗

（０ １４８５）
［０ ３７９２］
｛０ ０９３３｝

１ ０５１８∗∗∗

（０ １５１１）
［０ ３８２２］
｛０ ０９４６｝

０ ２２１ ０ １９６６ ０ １８０３ ０ １７６５
（０ １７１２） （０ １７２９） （０ １７２８） （０ １７３）
［０ ０８０１］ ［０ ０７１３］ ［０ ０６５５］ ［０ ０６４２］
｛０ ０２｝ ｛０ ０１７８｝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１５９｝
５ ３１１４∗∗∗ ５ ４１２１∗∗∗ ５ ７５９１∗∗∗ ５ ７６０１∗∗∗

（１ ８５３６） （１ ８８５５） （１ ８５４５） （１ ８５２１）
［１ ９２５７］ ［１ ９６２６］ ［２ ０９２３］ ［２ ０９３２］

０ ５５８４ ０ ６８７４ ０ ６５９９
（０ ７４２９） （０ ７３６２） （０ ７３６８）
［０ ２０２５］ ［０ ２４９７］ ［０ ２３９８］
０ ６３３４ ０ ８５０４ ０ ７８０２
（０ ５２８５） （０ ５２８２） （０ ５２７９）
［０ ２２９７］ ［０ ３０９］ ［０ ２８３５］

－３ ８３４９∗∗ －４ ５８７１∗∗∗ －３ ９８２３∗∗ －４ １９３３∗∗

（１ ６３５９） （１ ７７０８） （１ ７６８７） （１ ７６０６）
０ ３６３７ ０ ３７５４ ０ ３６５ ０ ３６１５
７９ ９８ ７６ ９ ７４ ５１ ７１ ７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５１７ ５１７ ５１７ ５１７

２９７ ２９７ ２９７ ２９７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注： （１） 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下面小括号报告的是 ｄｅｌｔａ－ｍｅｔｈｏｄ标准误， 中括号报告的是非设限观测值的数量

边际效应， 大括号中为非设限概率边际效应； （２）∗∗∗和∗∗分别表示 １％和 ５％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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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贸易伙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贸易伙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对其遭受

知识产权调查效应的边际效应和概率效应影响并不显著。 在全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的潮流下， 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主动或被动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 如果按照美国知识产权调查宣称的公平贸易目标， 贸易伙伴实际知识产权保护

的加强应该弱化其被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但实际上， 贸易对象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并没有弱化其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度和概率， 这意味着贸易对象在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的完善和强化并没有得到美国认可。
２ 美国贸易赤字。 模型 ２ 显示， 美国贸易赤字增加显著提升贸易伙伴遭遇知

识产权调查频次和概率。 美国贸易赤字每增加 １个百分点， 贸易伙伴遭受知识产权

调查的频次会增加 ０ ８１６１次， 概率上升 ２０ ４％。 贸易对象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

次和概率与美国年度贸易赤字的高度关联性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其存在贸易保护的动

机，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希望借助知识产权调查来降低其与贸易对象的贸易赤

字。 代中强 （２０２０） ［１８］利用 １９８６—２０１８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 美国商品贸易赤

字增长率、 针对全球和中国国内的知识产权调查数量三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同步趋

势， 即美国商品贸易赤字增长率与 ＵＳＩＴＣ 对外发起知识产权调查存在重要关联。
在商品贸易赤字增长率显著下降的 １９９９ 年， ＵＳＩＴＣ 针对全球和中国企业的知识产

权调查数量都出现了下降； 而在商品贸易赤字出现大幅增长的 ２０１０ 年， ＵＳＩＴＣ 针

对全球和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调查案件都出现急剧增加。①

３ 美国对贸易伙伴年度出口额与进口额之比。 模型 ２ 显示， 在知识产权争端

中， 美国对贸易伙伴年度出口额与进口额之比的变化对贸易伙伴遭遇知识产权调查

的影响并不显著。 即在知识产权调查中， 国际贸易的 “人质效应” 并不存在。 正

如前文所述， 传统的贸易救济方式， 例如反倾销， 其他贸易伙伴的报复反制措施也

比较完善， 这种 “针尖对麦芒” “以牙还牙” 的策略使得贸易双方都对自己的行为

有所克制。 但在知识产权调查上， 其他贸易伙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很难有反

制手段对付美国的知识产权调查。
４ 贸易伙伴在美国的专利申请量。 模型 ２ 显示， 贸易伙伴增加在美国专利申

请将显著提升其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回归结果表明， 贸易伙伴在美国

专利申请每提升 １个百分点， 在美国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增加 ０ ３６８４ 次， 调

查概率增加 ９ ２１％。 而且， 当把指标替换成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授权量和发明专

利授权量时， 其结论仍然成立。 模型 ３的结果显示， 贸易伙伴在美国发明专利授权

量增加 １ 个百分点， 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增加 ０ ３７９２ 次， 调查概率增加

９ ３３％。 模型 ４的结果显示， 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授权量增加 １ 个百分点， 遭遇知

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增加 ０ ３８２２次， 调查概率增加 ９ ４６％。 实证结果正好验证本文

的假说 ３。 贸易伙伴在美国大量申请专利， 随后将是大规模地进入美国市场， 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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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更长期的同步变化趋势进一步佐证知识产权调查很可能是美国为降低贸易赤字而采取的一种贸易

救济手段。



美国本地企业来说是个威胁。 由于知识产权调查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 将对手拉

入不甚熟悉的知识产权诉讼可以延缓甚至完全阻挡对手进入美国市场①， 这时知识

产权调查已经成为美国企业的一种策略性警示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知识产权

调查的功能已经异化， 成为实质上的一种贸易壁垒。
５ 美国对贸易伙伴发起的反倾销频次。 表 ２ 的结果显示， 美国对贸易伙伴发

起反倾销并不影响其遭受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这说明从世界样本看， 贸易

伙伴遭遇反倾销调查与知识产权调查之间不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
６ “特殊 ３０１报告” 列入的重点名单、 重点观察名单和一般观察名单。 一旦

贸易伙伴被列为重点名单， 将增加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 １ ９６２６ 次②。 对于虚拟变

量而言， 我们看重的是其对调查频次的数量影响结果， 这个比概率影响结果更直

观， 更易于解释。 而被列为重点观察名单和一般观察名单在统计意义上没有显著提

升贸易伙伴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
（二） 分区域回归

通过整理本文数据发现， 美国对其贸易伙伴共发起 ７７２起调查， 其中针对发达

国家和地区共发起知识产权调查 ４５０ 起， 占比 ５８ ２９％； 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

发起知识产权调查 ３２２起， 占比 ４１ ７１％。 同时， 美国与贸易对象进出口额、 贸易

伙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贸易伙伴在美国的专利申请授权数量等变量， 在发达国家

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基于以上事实， 本文根据经济

发展水平将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分区域回归。
１ 发达国家和地区样本。 表 ４ 的回归结果显示， 美国年度贸易赤字， 发达国

家和地区在美国的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以及发明专利授权量， 以及美国对贸易

伙伴年度出口额与进口额之比将显著提升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美国遭遇知识产权调查

的频次和概率。 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美国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发起

的反倾销频次、 “特殊 ３０１报告” 列为一般观察名单和重点观察名单均在统计意义上未

能对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产生影响。 为简化及对比研究起见， 以表 ４中模型 ２的
回归结果做进一步说明：

第一， 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并没有起到弱化其遭遇调查

的频度和概率。 与全球样本回归结果一致， 即使是经济发达、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

发达国家和地区， 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也不能起到降低其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作用。
第二， 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 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对其遭遇知识产权调查

的影响不显著。 这与全球样本以及与表 ５ 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回归样本明显不同，
可能的原因是： 尽管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体量很大， 不过这些经济体对美贸

易相对比较平衡； 而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例如中国等。
第三， 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 美国对其年度出口与进口之比显著提升其遭

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美国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年度出口与进口之比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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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旦企业产品被列入知识产权调查清单后， 在调查结束以前， 该产品基本上无法再向美国出口。
针对虚拟变量， 此处仅给出数量边际结果。



表 ４　 发达国家和地区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ｌｎ＿ｉｐｒ

ｄｅｆｉｒａｔｅ

ｔｒａｄｅｈｏｓｔ

ｌｎ＿ａｐｐａｔｅｎｔ

ｌｎ＿ａｄｐａｔｅｎｔ

ｌｎ＿ａａｄｐａｔｅｎｔ

ｕｓａｄ

ｐ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

ｒｈｏ

ＬＲ ｔｅｓｔ

ｏｂｓ

ｌｅｆｔ－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ｕｎ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１ １３３７ －１ ０３９７ －０ ７２９８ －０ ７４３６
（２ ２４８４） （２ ２６１６） （２ ２７９２） （２ ２４４４）
［－０ ４８３９］ ［－０ ４４４４］ ［－０ ３１０３］ ［－０ ３１７７］
｛－０ １２０４｝ ｛－０ １１０１｝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９｝
１ ０３３９ １ ０５０３ ０ ６９６７ ０ ７９０４
（０ ９３１） （０ ９２８６） （０ ９３３７） （０ ９３３２）
［０ ４４１４］ ［０ ４４８９］ ［０ ２９６２］ ［０ ３３７７］
｛０ １０９８｝ ｛０ １１１２｝ ｛０ ０７４４｝ ｛０ ０８４｝
０ ４４７６∗∗ ０ ４４５８∗∗ ０ ４２３２∗∗ ０ ４６０６∗∗

（０ １８２８） （０ １８４１） （０ １８６９） （０ １８４）
［０ １９１１］ ［０ １９０５］ ［０ １７９９］ ［０ １９６８］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４７２｝ ｛０ ０４５２｝ ｛０ ０４８９｝
１ ５５７８∗∗∗ １ ５５０３∗∗∗

（０ ２２７６） （０ ２２９）
［０ ６６５］ ［０ ６６２６］
｛０ １６５５｝ ｛０ １６４２｝

１ ３９１８∗∗∗

（０ ２１１３）
［０ ５９１６］
｛０ １４８７｝

１ ４６５８∗∗∗

（０ ２１４１）
［０ ６２６３］
｛０ １５５７｝

－０ ３１０８ －０ ３０２７ －０ ３２１２ －０ ３１７３
（０ ２９３３） （０ ２９２９） （０ ２９５５） （０ ２９５５）
［－０ １３２７］ ［－０ １２９４］ ［－０ １３６５］ ［－０ １３５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２１｝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３３７｝

０ ５９５ ０ ９３２１ ０ ９０７６
（１ １１９５） （１ １２２） （１ １１７８）
［０ ２５４３］ ［０ ３９６２］ ［０ ３８７８］
－０ ０１６２ ０ ２６０４ ０ ２４１
（０ ６２９６） （０ ６３２８） （０ ６３０６）
［－０ ００６９］ ［０ １１０７］ ［０ １０３］

－１０ ２８１２∗∗ －１０ ３９５７∗∗ －８ ３６８１∗∗ －９ １３５８∗∗

（４ ２５４３） （４ ２７６１） （４ １８７３） （４ １５５）
０ ２９７９ ０ ３０４１ ０ ３１１１ ０ ２９５４
３６ ５５ ３６ ０８ ３６ ２３ ３３ ０９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２７５ ２７５ ２７５ ２７５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４８ １４８ １４８ １４８

注： 同表 ３。

１个百分点， 发达国家和地区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提升 ０ １９０５ 次， 概率提高

４ ７２％。 这意味着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样本中不仅没有发现 “人质效应” 的存在，
而且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发达国家和地区从美国进口越多， 反而更容易

遭遇知识产权调查。 这可能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美国比较接近， 美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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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容易被模仿。 按照 Ｖｅｒｎｏｎ
（１９６６） ［１９］的产品周期理论， 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充裕， 且人均收入更高， 是

美国新产品的首选出口对象。 这样， 在美国研发的高科技新产品一旦出口到这些国

家和地区， 不可避免地就存在模仿威胁。
第四， 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 在美专利申请将显著提升其遭遇知识产权调

查的频次和概率。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美专利申请每增加 １个百分点， 其遭遇知识产

权调查的频次提升 ０ ６６２６次， 概率提高 １６ ４２％。 回归结果也高于表 ３全球样本回

归的数量边际效应和概率边际效应。 这是因为， 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和地区样本在美

国申请的专利数量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美国相关企业感受的威胁也更大， 在

“策略性警示行为” 的作用下， 对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发起知识产权调查的数量和

概率都将大大增加。
第五， 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 反倾销调查对其遭遇知识产权调查在统计意

义上不显著。 这说明发达国家和地区遭遇反倾销调查与其遭遇知识产权调查之间不

存在必然关联性， 和全球样本的回归结果一致。
第六， 被 “特殊 ３０１ 报告” 列为重点观察名单和一般观察名单的发达国家和

地区， 对其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影响并不显著①。 回归结果显示， 发达国家和地区

被列为重点观察名单和一般观察名单， 也不是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直接原因。
２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样本。 表 ５ 的回归结果显示， 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

美国年度贸易赤字、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美国的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以及发明

专利授权量、 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起的反倾销频次以及 “特殊 ３０１ 报告”
列入重点名单将显著提升其在美国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而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美国对贸易伙伴年度出口额与进口额之比、 “特殊

３０１报告” 列为重点观察名单和一般观察名单均在统计意义上未能对知识产权调查

的频次和概率产生影响。 为简化及对比研究起见， 下面以表 ５中模型 ２的回归结果

做进一步说明：
第一，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并没有起到降低其遭遇

知识产权调查频次的作用。 表 ３、 表 ４和表 ５ 的回归结果表明， 美国对于发达国家

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实施的是无差别待遇， 也就是都不认可

贸易伙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出的改善和努力。
第二，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 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显著提升其遭遇知识

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表 ５的模型 ２显示， 美国贸易赤字每上升 １个百分点， 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增加 １ ９２９３ 次， 概率增加 ４４ ９％。 这不

同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回归结果， 且明显高于全球样本的回归结果。 其理由是： 美

国对日本、 德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虽有贸易逆差， 但其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于中国、
墨西哥、 马来西亚、 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如果从平衡贸易逆差的角度考虑，
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知识产权调查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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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ｌｎ＿ｉｐｒ

ｄｅｆｉｒａｔｅ

ｔｒａｄｅｈｏｓｔ

ｌｎ＿ａｐｐａｔｅｎｔ

ｌｎ＿ａｄｐａｔｅｎｔ

ｌｎ＿ａａｄｐａｔｅｎｔ

ｕｓａｄ

ｋｅ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

ｒｈｏ

ＬＲ ｔｅｓｔ

ｏｂｓ

ｌｅｆｔ－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ｕｎ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１ ２５３２ １ ４３１３ １ １４２ １ ２７１５
（２ ３６４８） （２ ４００７） （２ ３０５１） （２ ２９７２）
［０ ３７３１］ ［０ ４２６６］ ［０ ３４０１］ ［０ ３７８７］
｛０ ０８６８｝ ｛０ ０９９３｝ ｛０ ０７５９｝ ｛０ ０８５５｝
６ ５８９２∗∗∗ ６ ４７３∗∗∗ ６ ３９９８∗∗∗ ６ ５４５１∗∗∗

（１ ９９０２） （２ ０１９２） （２ ０２６７） （２ ０３３４）
［１ ９６１９］ ［１ ９２９３］ ［１ ９０６］ ［１ ９４９３］
｛０ ４５６４｝ ｛０ ４４９｝ ｛０ ４２５２｝ ｛０ ４３９９｝
０ ０３１８ ０ ０４７３ ０ ０２４６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９２４） （０ ０９３８） （０ ０８７３） （０ ０８７２）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８｝
０ ８８１４∗∗∗ ０ ８７９８∗∗∗

（０ ２２８４） （０ ２４９）
［０ ２６２４］ ［０ ２６２２］
｛０ ０６１１｝ ｛０ ０６１｝

１ ０５９４∗∗∗

（０ ２３６）
［０ ３１５５］
｛０ ０７０４｝

１ ０４６４∗∗∗

（０ ２４０７）
［０ ３１１６］
｛０ ０７０３｝

０ ５８４１∗∗ ０ ５９２３∗∗ ０ ５９１９∗∗ ０ ５８７∗∗

（０ ２４３４） （０ ２５６９） （０ ２５５５） （０ ２５６４）
［０ １７３９］ ［０ １７６５］ ［０ １７６３］ ［０ １７４８］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４１１｝ ｛０ ０３９３｝ ｛０ ０３９５｝
４ ７３４７∗∗ ５ ０６４∗∗ ５ １０５５∗∗ ５ １１８５∗∗

（２ １２６６） （２ １７１７） （２ ０５８７） （２ ０６１９）
［１ ４０９７］ ［１ ５０９３］ ［１ ５２０５］ ［１ ５２４４］

－０ １６１５ －０ ４６８９ －０ ５２８４
（１ ３９８） （１ ３１８６） （１ ３４９）
［－０ ０４８１］ ［－０ １３９７］ ［－０ １５７４］
０ ８４３６ ０ ８０９９ ０ ６６３８
（１ １１５６） （１ ０５２２） （１ ０７５４）
［０ ２５１４］ ［０ ２４１２］ ［０ １９７７］

－７ ５２９５∗∗∗ －８ ０８６８∗∗∗ －７ ３７８４∗∗∗ －７ ６２１２∗∗∗

（２ ７５８２） （２ ８４６２） （２ ７７７１） （２ ７６３４）
０ ２８２ ０ ２９８６ ０ ２４８６ ０ ２４７３
１７ ８２ ９ ６１ ７ ５２ ６ ９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２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７２ ７２ ７２ ７２

注： 同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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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 美国对其年度出口与进口之比并不能显著

降低其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和全球样本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样本回归结

果一致， 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也没有发现知识产权调查中存在 “人质效应”。 这

个结果表明， 实证样本中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优势更明显，
但在美国知识产权调查上也没有更好的反制措施， 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制手段其

实更为缺乏。
第四，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美国专利申请增加将显著提升其遭遇知识产

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美专利申请每增加 １个百分点， 其遭遇

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提升 ０ ２６２２次， 概率提高 ６ １％， 但明显低于表 ３全球样本和

表 ４发达国家和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 这说明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策略性警示

行为仍然存在， 只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美国专利申请在总量上低于发达国家和地

区， 其对美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威胁要小一些， 所以遭遇美国知识产权调查的数量效

应和概率效应也低一些。
第五，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 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其

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表 ５模型 ２的回归结果表明，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遭遇反倾销调查每增加 １ 次， 则其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增加 ０ １７６５ 次， 概率

增加 ４ １１％。 这说明发展中国家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与遭遇知识产权调查之间存

在互补性， 在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遭遇的是立体全方位打击，
其处境比发达国家和地区可能更糟糕。

第六，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 被 “特殊美国 ３０１ 报告” 列为重点观察

名单和一般观察名单， 其对知识产权调查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被列为重点名单， 将

显著增加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度。
（三） 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利用国际 ＰＣＴ 专利申请数量 （ ａｄｐｃｔ） 替代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申请数

量。 实证发现， 贸易伙伴国际 ＰＣＴ 专利申请对其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影响仍然非

常显著。 同时， 本文还采用混合泊松回归 （ｐｏｉｓｓｏｎ）、 面板泊松回归 （ｘｔｐｏｉｓｓｏｎ）、
负二项混合回归 （ＮＢ２）、 负二项面板回归 （ｘｔｎｂｒｅｇ）、 零膨胀泊松回归 （ＺＩＰ） 以

及面板零膨胀泊松回归 （ＺＩＮＢ） 方法对模型进行再次回归。 除混合泊松回归外，
其他各种回归方法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 Ｔｏｂｉｔ 回归结果没有本质差异。 因此， 总

体检验结果说明， 本文采用 Ｔｏｂｉｔ模型及各类方法有效检验了相关假说①。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面板随机 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 实证考察美国频繁发起知识产权调查的

背后动因， 以确定知识产权调查的真实动机。 总体上看， 美国发起的知识产权调

查已经背离其公平贸易动机的初衷， 异化为一种隐蔽性和杀伤力极强的保护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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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完整回归结果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手段。
从全球样本看， 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它将极大提升其对外

发起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贸易伙伴在美国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 发明

专利授权量、 国际 ＰＣＴ专利申请量都极大地触发当地企业的策略性警示行为， 从

而显著增加贸易伙伴在美国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概率和频次。 贸易伙伴知识产权水

平的提升并没有显著降低其遭遇知识产权调查的频次和概率， 而一旦贸易伙伴被单

边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 “特别 ３０１ 报告” 列为重点名单， 将显著提升其遭遇知识

产权调查的概率和频度。 这说明美国对待贸易伙伴知识产权保护改进情况， 只注重

自己的评价， 不关心诸如世界经济论坛等中立机构的评价。
分区域样本看， 针对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调查动因存在一

定程度的差异。 由于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贸易赤字对发达国

家和地区遭遇美国知识产权调查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产生正

的显著性影响。 贸易 “人质效应” 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正， 而在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影响不显著。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 反倾销和知识产权调查手段互

补使用， 其贸易救济可能是全方位立体式的； 而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则不存在

这种互补关联效应。
针对越演越烈的美国知识产权调查， 首先需要认真研究竞争对手在美国的专利

布局， 防止美国企业利用知识产权调查进行 “策略性警示行为”。 其次， 反对美国

在知识产权评价方面的单边主义， 倡导使用中立的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数据。 最后， 要积极利用美国知识产权诉讼规则和反垄断手段， 提高见招拆

招和贸易报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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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袁红林， 王诗烨  中国企业应对美国 ３３７调查的对策研究 ［Ｊ］ ． 国际贸易， ２０１８ （８）： １７－２１＋３９

［１１］ 苏喆， 秦顺华  中国企业应对美国 ３３７条款的知识产权新战略———以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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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富莱克斯公司为例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１ （６）： １５９－１６６

［１２］ 薛同锐  美国 ３３７调查之特点及中国应对之策 ［Ｊ］ ． 亚太经济， ２０１３ （６）： １１２－１１６

［１３］ ＧＩＮＡＲＴＥ Ｊ Ｃ， ＰＡＲＫ Ｗ Ｇ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９７， ２６ （３）： ２８３－３０１

［１４］ 代中强， 蔡华津  美国知识产权调查的贸易抑制效应研究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８）： １２４－１３７

［１５］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 Ｂ Ａ， ＢＯＷＮ Ｃ Ｐ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ａ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６０ （２）： ２４９－２７３

［１６］ ＧＲＥＥＮ Ｗ Ｈ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７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 ２０１２

［１７］ ＷＯＯＤＲＩＤＧＥ Ｊ 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Ｍ］． 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 Ｓｏｕｔｈ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３

［１８］ 代中强  美国知识产权调查引致的贸易壁垒： 特征事实、 影响及中国应对 ［ Ｊ］ ．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２０

（３）： １０７－１２２

［１９］ ＶＥＲＮＯＮ 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ｙｃｌｅ ［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６６， ８０ （２）： １９０－２０７

（责任编辑　 刘建昌）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ＡＩ Ｚ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Ｊｕｎ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ｄ ｐａｎｅｌ Ｔ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３０１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Ｐ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ａｔｅ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ｆａｉ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Ａｌｌ
ｔｈｏｓ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ｃｈｅｃｋ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ａｉｒ Ｔｒａｄ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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