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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是全球各国战略竞争的焦点，被认为是 21

世纪最具发展潜力并对未来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高技术产

业。自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将新材料作为抢占新一

轮国际科技经济竞争制高点的重要基础，大力促进新材料

产业发展。我国也高度重视新材料产业发展，国家将新材料

产业列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1
和“中国制造 2025”重点发展

的十大领域之一
2
，在 2017-2019年连续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均提到新材料产业，强调新材料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产业。

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工作在有序开

展，将进一步推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2020年 3 月，广

东省印发《广东省培育发展“双十”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编制

工作方案》
3
，提出将新材料产业作为广东省战略性支柱产业

集群加快推动培育发展。 

“十三五”
4
时期，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主要是三大方向：

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以及前沿材料。其中，前沿新

材料以石墨烯、超导材料、纳米材料以及智能仿生与超材料

等为重点，加强基础研究与技术积累，注重原始创新，加快

在前沿领域实现突破。“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基础材

料转型升级，包括先进钢铁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先进

石化化工材料、先进建筑材料、稀有稀土材料等重点领域，

 
1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 
2 《中国制造 2025》（国发〔2015〕28 号） 
3 《广东省培育发展“双十”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编制工作方案》（粤工信规划政策函〔2020〕335 号） 
4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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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国新材料产业由“大国”迈向“强国”。 

本报告以《广东省培育发展“双十”产业集群行动计划

编制工作方案》中的先进材料和前沿材料，以及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中新材料产业目录为指

导，确定研究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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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发展

现状，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本报告研究的新材料产业，包括以下领域： 

表 1新材料产业领域分解表 

一级分支 二级分支 说明 

先进材料 

建筑材料 
即新型建筑材料，主要包括:新型墙体材料、新型防水

密封材料、新型保温隔热材料及装饰装修材料等 

绿色钢铁 

即先进钢铁材料，主要包括:高技术船舶及海洋工程用

钢、先进轨道交通用钢、新型高强塑汽车钢、能源用

钢、油气钻采集储用钢、复合化建筑用钢、高品质不锈

钢及耐蚀合金等 

有色金属 
即非铁金属和有色合金。主要包括:铝、铜、钛、镁、

钨、钼、钽、铌、锆、铪等金属及合金 

化工材料 

即先进化工材料，主要包括：工程塑料、高端聚烯烃塑

料、高性能树脂、高分子光、电、磁材料、聚氨酯材

料、合成氟树脂、氟烷烃材料、有机硅环体、合成硅材

料、高性能橡胶、薄膜材料、电子专用材料、涂料、油

墨、颜料、生物基材料、电池材料、高性能有机密封材

料、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等 

稀有稀土材料 
即稀土材料，主要包括稀土催化、稀土发光、稀土储

氢、稀土永磁、稀土陶瓷、稀土玻璃等 

前沿 

新材料 

石墨烯 
主要包括：单碳层石墨烯、多层石墨烯或少数碳层石墨

烯及石墨烯微片等 

超导材料 
主要包括:高场超导磁体用材料、超导电力用材料、超

导电力及磁体材料等 

纳米材料 
主要包括:碳基纳米材料、无机纳米材料、金属纳米材

料、纳米催化剂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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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材料产业专利概况 

（一） 全球新材料产业主要布局在中国、日本、美国、韩国、

德国和俄罗斯，中国申请总量位列全球首位，中国申请占全

球比重逐年增长 

截止 2019 年 12月，新材料技术产业全球专利申请总量

已超过 90万项，全球申请量增长趋势相对平稳。从专利地域

布局来看，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德国和俄罗斯这 6 个

国家专利申请总量占比超 90%，是新材料产业研发和技术创

新的主要区域。 

自 2000年以来，中国专利申请量超 38.5万件，位居世

界首位，占比全球 42.7%，远超其他国家，约为日本专利申

请总量的 1.8倍，美国的 3.9倍，中国是全球新材料产业专

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 

 

图 1 全球新材料产业专利地域布局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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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新材料产业专利申请呈现为逐年增长的趋势，

其中，中国申请数量发展迅速，在全球的占比逐年增长。2000

年，中国在全球的占比仅为 3.9%。2014 年之前，全球每年申

请量排在首位的是日本，2014年之后，中国申请量开始超过

日本，中国占比超过 50%且持续增长，到 2018年中国占比超

75%，成为申请量最多的国家。 

 

图 2 全球新材料产业专利申请趋势 

（二） 全球新材料产业以有色金属、稀有稀土和化工材料领

域为主，石墨烯领域为研发热点 

截止 2019 年 12月，全球新材料产业中有色金属、稀有

稀土和先进化工材料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排名前三位，在新

材料产业中的占比均超过 20%，是全球技术主要分布领域,其

中有色金属的占比最高，约 29.8%。石墨烯领域近五年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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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总量占近 20年申请总量的 73.4%，是近五年的各技术分支

中申请量增速最快的领域，属于全球的研发热点。 

 

图 3 全球新材料产业各领域专利申请总量排名 

（三）中国先进建筑材料、绿色钢铁、有色金属、稀有稀土、

纳米材料在全球具有优势，石墨烯领域为研发热点 

自 2000年以来，中国专利申请量逐年增加，技术创新、

研发生产和应用能力迅速提高。截止 2019 年 12月，中国新

材料产业专利申请量达 385201件，其中，先进建筑材料、绿

色钢铁、有色金属、稀有稀土、石墨烯和纳米材料，中国占

比均高于日本和美国，位于全球领先地位.石墨烯材料领域

占比全球 72.6%，远超其他国家。同时，石墨烯材料领域全

球申请人排名前十位中，中国申请人占据 8席，包括中国科

学院、浙江大学、成都新柯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和海洋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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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广

东省新材料产业龙头企业。 

先进化工材料领域中国占比略低于日本，位于全球第二

位，远高于美国，具有一定的产业优势，超导材料领域中国

占比较低，位于全球第三位，远低于日本，略低于美国，同

时，先进化工材料和超导材料领域的全球申请人排名前十位，

全部为日本或美国企业。中国先进化工材料和超导材料领域

有待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和研发。 

表 2 全球新材料产业各领域专利申请分布 

      专利数量（件） 

领域 
全球 中国 日本 美国 

中国占比 

(世界排名) 

日本占比 

(世界排名) 

美国占比 

(世界排名) 

先进 

材料 

建筑材料 57058 32988 5485 2313 
57.8% 

（1） 

9.6% 

（2） 

4.1% 

（3） 

绿色钢铁 37123 17840 11102 996 
48.1% 

（1） 

29.9% 

（2） 

2.7% 

（3） 

有色金属 268427 112695 63029 24417 
42.0% 

（1） 

23.5% 

（2） 

9.1% 

（3） 

化工材料 183967 59635 61604 20816 
32.4% 

（2） 

33.5% 

（1） 

11.3% 

（3） 

稀有稀土 209208 81515 48869 26131 
39.0% 

（1） 

23.4% 

（2） 

12.5% 

（3） 

前沿 

新材料 

石墨烯 77155 55987 2930 6010 
72.6% 

（1） 

3.8% 

（3） 

7.8% 

（2） 

超导材料 18463 2821 6866 3221 
15.3% 

（3） 

37.2% 

（1） 

17.4% 

（2） 

纳米材料 47425 15128 9903 7492 
31.9% 

（1） 

20.9% 

（2） 

15.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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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省新材料产业定位情况 

（一）广东省新材料产业专利申请总量位列全国第二，是全

国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的领先省份 

从专利省（市）布局来看，江苏、广东、浙江、北京、

和上海这 5 个省市专利申请总量占比超 60%，是新材料产业

研发和应用的主要省（市）。其中，江苏省专利申请总量最

高，其次是广东省。自 2000 年起，广东省新材料专利申请量

稳步提高，2000年，广东省占比仅为 4.8%，经 20 年良好快

速发展，2018 年占比超 12%。广东省新材料产业的创新和研

发实力稳步提高。截止 2019 年 12 月，广东省新材料产业专

利申请量达 36770 件，位列全国第二位，是全国新材料产业

创新的领先省份。 

 

图 4 中国新材料产业专利地域布局及各省（市）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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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省新材料产业以先进化工材料、石墨烯、有色金

属和稀有稀土领域为主 

 

图 5 广东省新材料产业各领域专利申请总量排名 

广东省新材料领域中，先进化工材料专利申请量最多，

占广东省新材料总申请量的 27.1%，其次是石墨烯、有色金

属和稀有稀土领域，这四大领域的占比均超过 20%以上，申

请总量均超过 5千件。 

广东省新材料产业的领域布局与全球、中国保持高度一

致，时刻关注全球、中国的前沿技术和创新方向。其中，先

进化工材料领域广东省占全国 13.7%，在全国先进化工材料

总量中排名第三位，在广东省新材料产业专利申请总量中占

比最高的领域，先进化工材料领域是广东省的重要布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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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广东省新材料产业各领域专利数量占比情况 

       专利数量（件） 

领域 
全球 中国 广东 

广东占比中国 

（全国排名） 

先进 

材料 

建筑材料 57058 32988 2750 
8.3% 

（4） 

绿色钢铁 37123 17840 812 
4.6% 

（9） 

有色金属 268427 112695 7160 
6.4% 

（5） 

化工材料 183967 59635 8169 
13.7% 

（3） 

稀有稀土材料 209208 81515 6119 
7.5% 

（5） 

前沿 

新材料 

石墨烯 77155 55987 7359 
13.1% 

（2） 

超导材料 18463 2821 241 
8.5% 

（5） 

纳米材料 47425 15128 1578 
10.4% 

（3） 

 

广东省新材料产业各领域的申请量均位于全国前十，其

中，建筑材料、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稀有稀土、石墨烯和

纳米材料，申请量均位于全国前五，具有一定的产业优势。

其中，在石墨烯材料领域，近 5年全省的专利申请量占近 20

年全省申请总量的约 85.6%，增速快于其他材料领域，是近

年来广东省的研发热点，申请总量位于全国第二，仅次于江

苏省。纳米材料领域，近 5 年全省的专利申请量占近 20 年

全省总量的约 63.6%，增速较快，也是近年来全省的研发热

点，申请总量位于全国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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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国各省（市）新材料产业专利技术分布 

序

列 

先进材料 前沿新材料 

建筑材料 绿色钢铁 有色金属 化工材料 稀有稀土 石墨烯 超导材料 纳米材料 

1 江苏 3686 江苏 2978 江苏 17834 江苏 12222 江苏 10574 江苏 11888 北京 573 北京 1840 

2 山东 3458 安徽 1470 北京 7861 安徽 9990 北京 7951 广东 7359 上海 312 江苏 1623 

3 北京 2992 浙江 1306 安徽 7756 广东 8169 安徽 7163 浙江 5386 江苏 284 广东 1578 

4 广东 2750 山东 1244 浙江 7284 山东 4685 浙江 6524 北京 5286 陕西 265 上海 1352 

5 浙江 2662 北京 1100 广东 7160 浙江 3999 广东 6119 安徽 4795 广东 214 浙江 926 

6 上海 1895 辽宁 1093 湖南 6140 上海 3320 上海 4617 山东 4568 安徽 190 山东 649 

7 辽宁 1729 湖北 1075 辽宁 6052 北京 2195 山东 4345 上海 4437 四川 161 湖南 617 

8 河南 1357 上海 1013 山东 5088 四川 2044 江西 3038 四川 3042 浙江 144 辽宁 608 

9 河北 1235 广东 812 河南 4382 广西 1211 四川 2911 福建 2424 山东 70 安徽 578 

10 安徽 1224 河北 769 四川 4367 天津 1089 辽宁 2808 湖南 2125 天津 68 湖北 536 

 

（三）深圳、广州、东莞、佛山是广东省新材料产业创新重

地，申请量占比约 80% 

新材料产业专利申请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尤其以深圳、

广州、东莞、佛山为重点创新地区，在全省专利申请中分别

占比 27.8%、26.8%、12.7%、11.7%，占比达全省专利申请总

量的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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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广东省新材料产业各地市专利申请布局 

在《中国制造 2025 深圳行动计划》中，深圳市将推进新

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纳入重点领域。目前，深圳已有近 3000

家新材料企业。深圳市在建筑材料、稀有稀土、石墨烯、超

导材料和纳米材料领域，专利申请量均位于全省第一，尤其

在石墨烯领域，申请量远远领先于广东省其他地市，申请量

在全省占比达 37.1%，是排名第二位广州市申请量的 1.68倍。

其申请人主要以企业为主，包括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但高校科研院所占比较低。 

广州现有新材料企业超 400家，其中，新材料产品产值

超百亿元企业 2 家，超十亿元企业 17 家，超亿元的企业有

100 多家，同时，广州形成了以广州开发区为核心区的新材

料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高分子材料、有色金属材

料、钢铁材料等优势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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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广州市的有色金属、先进化工材料和绿色钢铁，

专利申请量位于全省第一，其申请人高校、科研院占比均较

高，包括华南理工大、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

大学、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龙头企业包括南方电网、中科

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等，广州市较重视高校科研院所专利成

果转移转化。 

东莞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和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

节点，连接两大科技创新区，有发展新材料产业的基础。目

前，东莞已有银禧科技、国立科技、中镓、中图等新材料各

领域的龙头企业。2018 年 4月，广东省、东莞市政府与中科

院合作，在东莞市成立了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是广东省首批

启动建设的四家广东省实验室之一，将不断推动“前沿基础

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业技术研究产业转化”全链条建设工作。 

佛山已经形成基础雄厚的新材料产业，拥有不锈钢澜石

镇、陶瓷石湾镇、铝材大沥镇等新材料产业聚集发展专业镇，

同时，2018 年 9月，佛山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合作，在南海桂

城建佛山（华南）新材料研究院，由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提供

人才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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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东省是全国新材料产业专利运营的重要省份，广州

有色金属研究院和华南理工大学重视专利技术的转移转化，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公司活跃 

自 2000 年起，全国新材料产业共有约 3.1 万件专利进

行了运营，其中，专利转让为运营的主要方式，占比约 83.6%。

广东省新材料产业共有约 3193 件专利进行运营，占全国运

营总量的 10.1%，仅此于江苏省，位于全国第二。其中，建

筑材料、先进化工材料、石墨烯和纳米材料领域的专利运营

较活跃，占比均超全国 10%以上，各领域专利运营数量均位

列全国第二位。先进材料中的化工材料领域的专利运营数量

最多，前沿新材料中的石墨烯领域的专利运营数量最多。全

省整体专利运营意识较强，专利运营市场活跃程度较高。 

表 5 广东省新材料产业各领域专利运营数量占比情况 

       专利数量（件） 

领域 
中国 广东 

广东占比中国 

（全国排名） 

先进 

材料 

建筑材料 2824 299 
10.6% 

（2） 

绿色钢铁 1520 96 
6.3% 

（7） 

有色金属 10074 745 
7.4% 

（4） 

化工材料 5661 884 
15.6% 

（2） 

稀有稀土材料 7042 596 
8.5% 

（4） 

前沿 

新材料 

石墨烯 2744 417 
15.2% 

（2） 

超导材料 293 12 
4.1% 

（6） 

纳米材料 1074 135 
12.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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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和华南理工大学进行专利转

让的数量较高，是全省的主要专利转让人，且大部分专利转

让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例如，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将自有

转专利转让给四川江铜稀土有限责任公司、西安交通大学、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华南理

工大学将自有专利转让给东莞市镁皓镁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昇华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

司、广东华艺卫浴实业有限公司等数十家实体企业，是我国

科研院所、高校实现专利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成功典范。 

此外，东莞市联洲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广东高

航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等专利运营公司，收储高校、科研

院所和企业高价值专利开展专利运营，有效推动全省新材料

领域专利运营活跃程度。 

 

三、关于广东省新材料产业发展建议 

（一）加强已有产业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 

广东省的建筑材料、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稀有稀土、

石墨烯和纳米材料，申请量均位于全国前五，具有一定的产

业优势，但在全国占比中均未达到首位，在世界占比中仍较

低，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为形成核心竞争力，一是鼓励创

新主体积极参加粤港澳大湾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实

现申请数量和专利质量双提升；二是鼓励企业参与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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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企业、示范企业申报，鼓励高校参与知识产权优势高校、

知识产权示范高校申报，规范企业、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形

成优势、示范的带头模范效应，带动更多企业、高校提高自

主知识产权水平，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三是组建专利导航

分析团队，针对每个技术领域，找到阻碍发展的专利技术瓶

颈，时刻关注全球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研发动态，推动企业

创新发展。 

（二）推动产学研合作，强化专利运营 

深圳市的建筑材料、稀有稀土、石墨烯、超导材料和纳

米材料，申请量均位于全省第一，其申请人主要以企业为主，

包括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但高校科研院所占比

较低。广州市新材料产业申请人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占比较

高，如华南理工大、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

学、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且具有较丰富的专利技术成果转

移转化工作经验，形成较明显的优势互补前景。同时，广东

省具有较活跃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公司，且专利运营公司具

有较丰富的专利运营案例，因此，广东省可以在有效促进企

业和高校科研机构对接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一是建立产学研

合作信息平台，及时提供企业技术研发需求和高校科研机构

信息，促进产业内企业与科研机构的信息对接；二是对知识

产权运营服务公司开展的专利运营项目，政府给予一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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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持，将高校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和企业有效

联动，盘活全省创新主体的专利价值，推动专利有效用于产

业实际运用；三是引导省内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进入产业集

聚区，与产业集聚区共建工程研发中心、专业化实验室等，

为产业集聚区提供技术支撑，整合产业集聚区研发资源。 

（三）加强全球化专利布局，助力企业“走出去” 

目前，建筑材料、绿色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稀

有稀土、超导材料和纳米材料领域的全球申请人排名前十中，

均没有来自广东省的申请人；仅在石墨烯领域全球申请人排

名前十中来自广东省的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榜。

因此，需推动全省新材料产业创新主体加大海外专利布局，

推动我省新材料产业形成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知识产权领

军企业，实现知识产权强省发展目标。一是广泛开展海外专

利布局相关培训，提高创新主体海外专利布局意识；二是政

府出台相关政策，为省内新材料产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发展提

供绿色加快通道，帮助省新材料产业企业的专利技术能够获

得快速审查，快速实现专利布局，对技术和产品实现快保护

强保护；三是组建专利导航分析团队开展海外竞争对手布局

分析及风险排查，降低企业在海外专利布局中的侵权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