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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制造业是以高新技术为引领，处于价值链高端和产业链核心环节，

决定着整个产业链综合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脊梁，是推

动工业转型升级的引擎。大力培育和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是提升我国产业核心

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是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对于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次广东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导航工程项目，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开展，以专利信息资

源深度开发利用和专利深入分析为基础，全面梳理国内外及广东省产业发展现状，

查找存在问题，为该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方向、定位及路径规划参

考。 

一、高端制造装备产业现状 

（一）全球高端制造产业主要布局在美国、欧洲、东亚地区 

美国的航空产业、卫星及应用装备、轨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和智能装备制

造业目前在全球都处于顶端地位。欧洲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主要分布在西欧的英国、

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与北欧的瑞典、挪威等发达国家。俄罗斯的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在航空和卫星及应用上非常突出，航空及卫星基地基本都分布

在俄罗斯的西南部。亚洲地区日本、新加坡、韩国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发展较为

迅速。日本在轨道交通、工业机器人、精密数控机床等多领域保持着国际领先水

平。 

（二）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快速 

2017 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约 9.2 万亿元，预计未来 5 年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 17.66％，到 2022 年将达到 20.7 万亿元。从长远来看，随着产业政

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及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三）广东省重点发展八大领域，预计 2020 年市场产值 7200 亿左右 

3.广东省重点发展的先进装备制造业有智能制造装备、汽车制造、船舶与海

洋工程装备、轨道交通装备、节能环保装备、航空装备、新能源装备、卫星装备

八大领域。力争全省先进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从 2015 年的 4100 亿元左右增长至

2018 年的 6000 亿元左右，2020 年达 7200 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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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专利概况 

（一）美国、欧洲、东亚地区是全球研发重地，专利布局较多 

目前，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期。截至 2019 年 8 月，全球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专利申请为 1924399 件。从产业专利分布来看，美国、欧洲、东亚地

区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研发的主要国家。 

（二）中国逐渐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技术创新大国，广东省在全国

处于领先地位 

自 2010 年以来，中国专利申请量 626305 件，位居世界首位，技术创新和制

造能力迅速提高。其中，广东省专利申请量在全国领先，尤其在工业机器人领域

专利申请在全国占比达到 28%，远远超过其它省份。在轨道交通领域广东省专利

占比相对较低，有待进一步发展。 

表 1 全球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专利分布 

             专利数量（件） 

领域           
全球 中国 广东 广东省占比 

智能制造 

装备 

工业机器人 219839 86278 24049 28% 

数控机床 81084 47556 8412 18% 

电力设备 120623 67490 6618 10% 

陶瓷木工成套

机械 
57170 31069 5142 17% 

汽车制造 133968 84138 10043 12%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319994 56012 5315 9% 

轨道交通装备 331311 70935 5505 8% 

节能环保装备 104149 70409 9887 14% 

航空装备 73546 18353 1658 9% 

新能源装备 364781 173327 20227 12% 

卫星装备 117934 28119 3234 12% 

（三）深圳、广州专利申请量在全省占比 55%，是广东省创新重地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专利申请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尤其以深圳、广州、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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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为重点创新地区，在全省专利申请中分别占比 33%、22%、14%、10%，占比

几乎达到全省专利申请量的 80%。 

（四）各技术领域专利申请占比稳步提高，工业机器人是广东省研究

热点方向 

广东省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专利申请集中在 2015-2019 年这一阶段，此阶段

专利占比普遍较高。其中，工业机器人是广东省研究的重点技术领域，近五年专

利申请占比达到 84.7%，成为技术研究的热点领域。 

表 2 广东省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研究热点 

技术领域 
各阶段专利申请量占比 

2000-2004 2005-2009 2010-2014 2015-2019 

智能制造 

装备 

工业机器人 0.2% 1.9% 13.1% 84.7% 

数控机床 0.6% 3.8% 15.6% 79.9% 

电力设备 0.9% 4.5% 22.9% 71.3% 

陶瓷木工成套机械 1.1% 5.2% 16.5% 48.3% 

汽车制造 0.1% 1.0% 5.7% 25.2%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1.5% 3.5% 9.7% 38.1% 

轨道交通装备 0.9% 4.3% 15.8% 40.0% 

节能环保装备 0.6% 2.1% 14.7% 43.5% 

航空装备 1.2% 4.5% 19.9% 48.8% 

新能源装备 1.6% 10.0% 28.8% 59.2% 

卫星装备 0.4% 2.7% 18.1% 47.5% 

在工业机器人领域，机器人本体、机械手是技术研究重点方向。近 5 年，广

东省在机器人本体、机械手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占比超过 60%；其它技术分支专

利申请量占比变化并不显著，反映了目前对机器人本体、机械手的研究投入是广

东省发展的热点。 

工业机器人的主要申请人中，以企业为主，汇集了珠海格力电器、鸿海精密

工业、广东利迅达机器人有限公司、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族激光集

团、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等技术研发型企业，另外高校主要有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科研院所中广东省智能制造研究所具备较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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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 

研发合作大多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联合创新为主。工业机器人领

域，省内共有 1877 件专利通过合作研发取得，占省内专利申请量的 7%。相对来

说，北京专利申请总量不如广州省，但是合作研发专利数量占比达到 10%，协同

创新情况较好。 

从专利运营情况来看，广东省工业机器人转让专利数量 1886 件，且多为母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转让；许可专利数量 78 件。 

三、存在问题 

（一）核心技术研究发展有待进一步突破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涉及领域广阔，广东省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具有研究优势。

但是，目前技术研究热点以机器人本体、机械手为主，集中在产业下游应用；在

产业上游核心器件领域--减速机、控制器、电机技术分支上，专利申请占比不足

25%，在核心器件的研发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二）科研机构创新力度不足 

广东省专利申请以企业申请为主，高校、科研单位专利申请量在全省占比低

于全国占比水平。高校、科研单位作为创新主体，创新活力稍显不足。 

（三）产业合作联系较少 

整体来说，广东省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已初步形成集群规模，在深圳、广州、

东莞、佛山成为创新发展的重点地区。但联合创新较少，企业之间、企业与研究

机构、高校之间共同合作申请专利较少，协同创新不够紧密。 

（四）专利协同运作与运营薄弱 

目前，广东省专利转让主要以母子公司之间的转让为主，较少涉及不同企业

之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转让；同时，专利许可数量较少，专利运营

工作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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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建议 

（一）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1、强化现有产业的优势技术，成为核心竞争力 

广东省可优先关注产业发展热点方向，作为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如在工业

机器人领域，省内申请人专利申请以下游应用为主，缺乏上游核心零部件的研究，

不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在减速机、控制器、电机技术领域存在进一步提

升空间，应加大研发投入；关注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动态，如发那科、安川、ABB，

通过竞争对手的专利布局及动态研究，找出阻碍发展的专利技术瓶颈，积极运用

专利规避等手段，以突破核心专利技术为目标，带动优势企业创新发展，形成辐

射效应，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2、弥补轨道交通领域技术薄弱环节 

在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发展比较为薄弱，目前专利产出情况低于中国水平。广

东省目前技术构成主要集中在工程及养路机械领域，关于机车车辆、牵引供电系

统、通信信号系统等核心技术领域专利布局较少，研究水平相对薄弱。对此，在

技术研发中，可以重点关注西门子公司、西屋制动、日本信号、日立公司这些重

点企业，在此技术点研究水平较高，布局较广。关注其动态和趋势，获取最新的

技术发展信息，为自身在这些技术点的发展突破提供借鉴作用，推动产业整体技

术创新力的提升。 

（二）创新人才引进及培养，建设人才队伍 

目前，省内产业以企业申请为主，高校、科研机构专利技术申请稍显不足。

因此，应加强对高校、科研机构的人才队伍建设，整体提高研发水平。 

一方面可从外部引进领域内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可选择技术实力较强的高校

或者科研院所作为委托单位进行人才培养。 

表 3 可引进创新人才名单 

产业方向 所在单位 候选人才 产品技术方向 

工业机器

人 
清华大学 

张文增、刘辛军、孙富春、

陈强、孙振国 

灵巧手、大型多功能机器人、

机器视觉、驱动电机、爬壁机

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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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业大学 
计时鸣、鲍官军、禹鑫燚、

张立彬 

末端执行器、运动轨迹规划、

驱动器、柔性关节、控制器 

中国科学院 
王洪光、谭民、李斌、徐林

森、王卫军、姜勇、凌烈 

巡检机器人、电力机器人、协

作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移

动机器人、模块化机器人 

哈尔滨工业大

学 

徐文福、刘宏、赵杰、杜志

江、孙立宁、梁斌 

柔性机器人、灵巧手、六足机

器人、驱动技术、轨迹控制 

上海交通 

大学 

曹其新、朱向阳、陈卫东、

高峰 

控制系统、机器人关节、协作

机器人、跟随机器人、传感

器、十八自由度机器人、 

轨道交通 

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有限公司 

王位、张彦林、佟来生、彭

新平 
牵引供电系统 

中车青岛四方

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 

马云双、陶桂东、王军、王

冰松、焦京海、刘韶庆、梁

君海、吴冬华、周建乐 

机车车辆、牵引供电装备、综

合运营管理系统 

交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张强、张建明、杨旭文、杜

恒、唐涛、孙军国、肖骁、

李超、张宏伟、牛英明、简

锐锋、刘超 

通信信号系统 

（三）针对不同产业技术发展特点，制定技术创新提升路径 

针对广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不同技术领域发展情况，可以采取自主创新、

技术借鉴、引进合作等方式，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具体提升方式的选择

上，根据各个技术发展特点进行选择。 

广东省在轨道交通领域专利布局以工程及养路机械、机车车辆领域技术居多，

近些年在牵引供电装备、通信信号系统领域技术发展较慢，优势不明显。在未来

专利布局中，应重视这两个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尤其以牵引供电装备的二次系

统、通信信号系统的列车运行自动控制技术为重。另外，对机车车辆市场研发的

重点方向车体、转向架技术加强研发力度。 

在牵引供电装备的二次系统技术领域，可以重点关注西门子公司、西屋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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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信号，近些年这三家重点企业在此技术点研究较多，是热点方向。在通信信

号系统的列车自动控制技术，以西门子、日立公司为代表，近些年的关注度较高。

在机车车辆的车体、转向架领域，国外的龙头企业和我国的中车集团都各有所长，

积累了一定的专利技术。在技术研发中，可以重点关注这些企业的专利动态，获

取最新的技术发展信息，为自身在这些技术点的发展突破提供借鉴作用，推动产

业整体技术创新力的提升。 

（四）推动协同创新，加强产学研合作 

广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企业的实力提升可遵循内部培育整合，外部引进合

作的思路开展。 

1、优势企业重点培育及鼓励资源整合 

目前，广东省拥有多个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大型企业、高等院校、国内领先

的科研院所，对于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可实行针对性重点培养，利用包括政策倾

斜、资源配套拨付、地域规划布局等手段进行支持。 

广东省同样具有较多的中小型高端装备制造类企业，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开展

并购整合活动，利用企业孵化器扶持并促进广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中小型企

业的快速发展。 

对省内企业分布密集的产业，鼓励企业通过并购及扩大规模，优化资源配置，

发挥规模效益。并且促进产业不同环节优势企业开展合作，优势互补，开发高端

技术产品，提高广东省产业核心竞争力。 

2、优质单位引进及创新合作 

在高端装备制造各技术领域，国内排名靠前的专利权人大多是高校、科研机

构、垄断性国企，尤其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可强化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的良好合作关系，通过产学研合作，加强企

业在工业机器人关键部件技术的研发能力，从而获得技术突破，辅助省内企业摆

脱对国外企业供应商的依赖。此外，在轨道交通领域，可与西南交通大学、北京

交通大学加强合作和技术交流；借鉴中国中车、国家电网、中国国铁道科学研究

院、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中国通号等大型企业的先进经验，持续引进国内轨道

交通领域巨头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提高广东省高端装备产业的整体实力。 

表 4 广东省可考虑协同创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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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领域 

可协同创新对象 

企业 科研院所 

轨 道

交通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纵横机电技术开发公司 

北京锐驰国铁智能运输系统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中南大学 

同济大学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机车

车辆研究所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通信

信号研究所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工 业

机 器

人 

上海机电 

南通振康 

新时达 

汇川技术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五）促进不同创新主体间运营活动，发挥经济效益 

目前，广东省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有一定量的专利转让、许可活动，其中专

利转让大部分是母子公司之间的活动，不同企业主体之间的专利运营活动较少。

建议未来的专利运营工作可以从更大范围的运营活动着手，在企业与科研院所、

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同区域的创新主体之间进行交流、专利运营工作。通过技术

引进、吸收，推动省内产业技术发展；通过技术输出、许可等活动，发挥专利的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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