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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专利权
价值评估方法研究
黄生权
（中南大学 商学院，
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
通过实物期权定价理论，
研究了专利权价值，
并用实物期权定价公式给出了专利权的价值评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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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购买专利权到建立厂房正式投产并生产

企业中的专利权通常具有实物期权的

出专利权的产品这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市

特点，
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７３）认为公司的市值可以视作

专利权是指政府对发明者在某一产品

场变化情况，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

所有已估资产的看涨期权，其中已估资产包

的造型、配方、结构、制造工艺或程序的发明

专利权的价值。近年来，实物期权的理论发

括企业的有形资产和专 利 权 。 Ｄａｍｏｄａｒａｎ

创造上给予其制造、使用和出售等方面的专

展非常迅速，是评估具有不确定投资项目价

（１９９６）认为高新技术的价值在于有机会获得

门权利。它给予持有者独家使用或控制某项

值的一个有利工具。本文旨在探讨利用实物

未来的现金流，或者说是未来发展潜力的价

发明的特殊权利。随着我国科技进步的不断

期权的定价理论来研究专利权价值的评估

值，这相当于在未来支付投资获取收益的实

发展，专利技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

问题，并具体建立专利权的评估公式。

物期权，可以视作看涨期权进行估价。Ａｍ－

０ 前言

来越重要的作用。专利权价值的评估是专利
技术转让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在当前已有众

１

专利权的实物期权特征

ｒａｍ 和 Ｋｕｌａｔｉｌａｋａ（１９９９）分析了技术风险和市
场风险分别作用下的初创企业运用实物期

多公司企业认识到专利权在企业发展中的

期权应用于现实资产时称之为实物期

权方法进行估价的案例，认为资产评估的对

重要作用。因此，专利权的价值评估在市场

权（Ｒｅａｌ－ｏｐｔｉｏｎｓ），是以期权概念定义的现实

象主要是蕴 涵 成 长 机 会 的 专 利 权 。 ＯＲｏｏ

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选择权。Ｍｙｅｒｓ（１９７７）最早认识到期权理论可

（１９９８）研究了初创企业的成长潜力，即种子

传统上有关专利权的价值评估有两种方法。

以用来指导企业的投资决策，在非金融投资

技术的定价，他认为种子技术赋予企业成长

一种是重置价值成本法，另一种是收益现值

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正式提出实物期

机会，为企业的市场垄断创造更多的权利和

法。这些传统的方法对于专利权价值的评估

权的概念。在资本市场上，期权赋予投资者

灵活性，
具有明显的期权特征。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在某种程度

以权力，而不是义务去按一个指定的价格购

如果公司拥有研究和开发特定产品的

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投资者在购买某项

买或者卖出一种证券。同样，一家拥有实物

权利，那么只有当开发该产品的预期未来现

专利权后，要投资该专利权的产品，只是在

期权（现实选择权）的企业也拥有权力，而不

金流量超过研究开发费用时，公司才会选择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所要生产专利产品的技

是拥有义务去形成能增加公司价值的决策。

研究开发该产品，那么，拥有产品研究开发

术风险，但在具体实施专利权的的过程中

实物期权可分为单一期权和复合期权，Ｔｒｉ－

专利的损益函数可以描述如下：

（从要生产专利产品的中试阶段到专利产品

ｇｅｏｒｇｉｓ（１９９３）把单一期权归纳为如下几种类

正式投放市场）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

型：推迟或等待投资型、投资时间选择型、投

拥有产品 Ｖ－ Ｃ 当且仅当 Ｖ＞Ｃ
＝
专利的损益 ０
当 Ｖ≤Ｃ

性和一些风险，这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管

资规模扩张或收缩型、投资转换启停型、放

其中，
Ｖ 为预期未来现金流量，
Ｃ 为研究

理风险和产品投放市场后的市场风险，以及

弃换取残值型、
转换输入输出型，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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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其可以近似地被看

ｄ２＝ｄ１－ ! ! Ｔ
其中：
Ｃ 为买方期权的价格；
Ｔ 为距期权

像专利这种无形资产的定价的不确定性越

品专利的损益（见附图）与看涨期权相类似。

到期日的时间；
Ｓ为
! 为标的资产的标准差；

来越高。这种不确定性，要求投资者使用更

标的资产的现实市场价值；
Ｘ 为期权执行价

为灵活适用的方式评价和考虑风险。传统的

格；
ｒ 为无风险回报率；Ｎ（ｄ１）和 Ｎ（ｄ２）分别表示

ＤＣＦ 方法只适用那些未来确定可以产生稳

导入产品的净损益
产品导入成本
产品预期现金流量的现值

在正态分布下，变量小于 ｄ１、
ｄ２ 时的累计概

定现金流或增长率接近于整个经济体系增

率。

长水平的公司，但大多数专利不满足这一条
下面，我们说明上述模型中参数的意

件，往往是具有一定的期权价值。而正是这

专利权研究开发费用类似于期权的期

义：拥有一项专利技术相当于拥有一个买

种期权性质给价值创造了灵活性，使决策者

权费，专利成果投入使用所发生的投资相当

权，购买专利所支付的专利费便是这个买权

附图

产品专利的损益

于买入期权的执行价格，使用专利所获得的

的价格 Ｃ；为付诸实施所支付的开发、生产、

收益相当于期权标的资产的价格，与美式买

销售、管理方面的初始投资总额便是这一买

入期权相类似，专利也可以在其商业寿命结

权的约定价格 Ｘ；正式开工生产后，新项目

束前的任何时间内追加投资（见附表）。

的预期未来现金流量
的总现值即是期权标
的资产的现行市价 Ｓ；
! 为投资新项目收益
的波动率；
ｒ 是无风险
利率，可以取长期国债
的利率；
Ｔ 为从目前到

权进行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具有增强企业竞
争和扩张能力的期权特征，这些期权的执行
将影响竞争格局，导致市场结构和产品价格
利润。

由于专利权具有期权的特征，因此，可
以用期权定价理论进行专利权的价值评估。

案例分析
某专利的卖价为 ２０ 万元；为实现投产

原材料储备、生产调试等）为 ２００ 万元；建设
及有关投产前准备时间为 １８ 个月；经营所
产生的净现金流量的总现值为 ２２０ 万元；专
家估计该现金流量的总现值的年波动率为
３０％。

传统的评估方法都假定未来是可预测的，故

将上述信息改写成期权计算所需数据

无法评估期权的价值。长期以来，学者们一

的形式：Ｓ＝２２０ 万元，Ｘ＝２００ 万元，
Ｔ＝０．７５，!＝

直致力于期权定价问题的探讨。１９７７ 年，美

３０％，
ｒ＝５％。

国芝加哥大学的费雪·布莱克与斯坦福大学

根据布莱克—舒尔斯模型计算如下：

的梅隆·舒尔斯提出了期权定价模型，后被

ｄ１＝０．６４１１； Ｎ（ｄ１）＝０．７３９１；

称做布莱克—舒尔斯模型，使这一领域的研

ｄ２＝０．３８１３； Ｎ（ｄ２）＝０．６４８４；

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布莱克—舒尔斯模型假

Ｃ＝３７．６９５（万元）

定标的资产的价值和回报率在未来呈对数

我们得出这个专利的当前价值为

正态分布，其中买方期权的布莱克—舒尔斯

３７．６９５（万元）。已知该专利现在的卖价为 ２０

模型为：

万元，当然，
公司可以购买该专利。
Ｃ＝ＳＮ（ｄ１）－ Ｘｅ－ ｒＴＮ（ｄ２）
ｄ１＝

ｌｎ（Ｓ／Ｘ）＋（ｒ＋!２／２）Ｔ
!! Ｔ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４

定比较复杂，不易为实践接受，但在传统的
现金流贴现方法不尽适合时，实物期权估值
模型提供了另一有益的视角。因此不管是把
还是完
实物期权方法作为 ＤＣＦ 的补充修正，
全革新，只要把实物期权观念渗透到专利投
资决策过程中，就对专利投资决策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
１］
Ｈｕｌｌ Ｊ．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ｔ ｈｅ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Ｍ］
．

运营，前期投资费用（厂房、设备、人员配备、

２ 用期权定价理论进行专利权的价
值评估

益。虽然应用实物期权方法框架中参数的确

限，假定投资支出是正

权到期时间的长度。

的变化，并为企业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超额

最有利的时机执行期权，从而获得更大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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