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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海洋经济产业专利导航分析报告 

（精简版） 

 

一、海洋经济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全球海洋经济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发展

势头迅猛 

2000年至 2019年 7 月 31日，海洋经济产业全球专利申

请 364995件，中国专利申请 209623 件。近二十年，全球海

洋经济产业从缓慢发展阶段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专利

申请量处于高位。从产业技术发展阶段和近年专利增长态势

来看，预计海洋经济产业全球专利申请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近十年，中国在深海探测装备、深海资源开发装备、海底矿

产和预警监测平台等领域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率均接近

30.0%。但中国海洋经济产业专利申请整体质量还有待提高，

中国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占比 73.1%，低于全球的 83.1%，

有效发明专利占比 54.4%，低于全球的 72.2%。 

（二）深海资源开发装备、水下定位导航是产业研究热

点方向 

海洋经济产业专利及全球高影响论文分析显示，深海资

源开发装备、水下定位导航是当前海洋经济产业研究热点方

向。该两个领域近年来全球专利申请量增长尤为快速，分别

于 2017 年、2018 年达到历年峰值且在各自领域历年全球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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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总量占比均超过 10%。本领域全球高影响论文中，研

究深海资源开发装备的论文占 44.4%，研究水下定位导航的

论文占 33.3%。哈尔滨工程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等高校在这两个领域研发创新实力较强。广东省在该两个领

域的主要研究机构为华南理工大学。 

（三）中国是海洋经济产业最主要的专利产出国，高校

及科研院所引领创新 

中国是海洋经济产业最主要的专利产出国。海洋工程装

备、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洋公共服务等产业一半以上的

专利来自中国，中国专利申请量在全球占比分别为 51.6%、

68.1%、55.0%、55.9%。高校、科研院所为创新主力，特别是

在海洋生物酶、水下 WIFI网络、水下定位导航、海底矿产及

深海探测装备技术领域，9 成以上的专利申请来自高校和科

研院所。广东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南海

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等是广东海洋经济

产业专利优势机构的代表。 

（四）广东海洋经济产业创新总体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从专利申请量来看，广东海洋经济产业专利申请量

21096件，在全国占比 10.1%，排名第三，落后于山东（占比

15.3%）、江苏（占比 12.4%）。从专利优势产业来看，广东在

海洋药物、海洋生物酶、海上风力发电平台、预警监测平台

等领域专利申请量均排名全国第二，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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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广东省内区域创新驱动不平衡 

广东省各城市专利布局竞争梯次显现，已形成广州和深

圳第一梯队（3000 件以上），佛山、湛江、东莞和中山第二

梯队（1000-3000件），其他城市第三梯队的发展格局（1000

件以下）。从全省层面来看，还存在珠三角城市间不平衡，粤

东、粤西与珠三角间不平衡。广深创新综合能力最强，特别

是广州已成为广东海洋经济产业第一创新高地，专利申请量

8861件，占全省的 42.0%，广东专利创新龙头单位大多集聚

在广州。珠海、惠州等临海珠三角城市，专利申请量不足 1000

件，远低于佛山、深圳（2000件以上）。粤东、粤西地区创新

驱动不充分，粤东第一的汕头专利申请量（448 件）为广州

的二十分之一，粤西第一的湛江专利申请量（2155 件）为广

州的五分之一，且粤西、粤东创新重心仍在海洋渔业等传统

海洋经济领域。 

（六）广东海外专利布局意识仍需加强 

尽管我国在海洋经济产业专利申请量全球最多，但有海

外布局的专利占比不足 5.0%。广东海洋经济产业海外专利布

局占比总体不足 3.0%，仅在欧洲、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

家和地区有零星申请。广东具有专利优势的海上风电和海洋

生物医药两个产业海外专利占比分别为 2.0%和 3.0%，均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2.5%、3.7%）。欧洲和美国等国外申请人十

分重视在中国的专利布局，相比之下，广东申请人海外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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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意识仍需加强。 

二、实现广东海洋经济产业创新引领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做好产业创新发展顶层设计，推动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 

1.优化产业创新结构，强化专利对产业发展的支撑 

《2018 年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广

东省海洋经济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海洋经济产业增加值

占比分别为 1.7%、37.1%、67.2%。同期，三次产业专利申请

量在海洋经济产业专利申请量占比分别为 60.6%、36.8%、

2.6%。广东海洋经济第一产业（海洋渔业）专利申请总量规

模最大，但产业附加值较低，第二产业（海洋工程装备、海

洋生物医药、海上风电、海洋油气及海底矿产等海洋战略性

新兴产业）专利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总体相当，产业增加值、

专利申请量在海洋经济产业占比近 4 成，还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第三产业（海洋公共服务业）近年发展尤为快速，但 2018

年专利申请量占比与产业增加值占比相差悬殊。总体上，广

东省海洋经济产业专利技术创新状况与目前海洋经济产业

发展匹配不够，专利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不足。 

综上分析，广东省应优化产业创新结构，强化专利对产

业发展的支撑。一是推动海洋渔业等第一产业的转型升级，

大力提高海产品加工、海水养殖等相关技术含量，持续向高

质量、高效益方向优化升级，同时推动专利工作重心由量向

质转变；二是进一步提升广东在海洋药物、海洋生物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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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功能性食品、天然气水合物、风力发电平台等第二产业领

域的专利优势，推进在海洋经济产业技术中的创新步伐，推

进“量质并重，以质为先”的专利工作策略；三是加快发展

现代海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创新，增强专利意识，推动技术

创新支撑产业经济发展。 

2.以弱带强，互补提升，合力打造海洋经济强省  

专利分析显示，珠三角和粤东、粤西沿海地区在海洋经

济产业的专利发展差距悬殊，珠三角专利申请占全省的 9成，

广州遥遥领先成为海洋经济专利集聚的创新高地，深圳、佛

山等也具有明显的专利优势，粤东、粤西各城市专利产出总

体较少。以海洋药物领域为例，广州专利申请量在全省占比

56.2%，深圳、佛山占比分别为 10.7%、8.9%，粤东、粤西各

城市占比均不足 2.5%。 

广东应进一步巩固广州、深圳、佛山的创新优势，同时，

依托粤东、粤西在海洋经济领域的既有专利优势和特色，及

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的区位优势、现代港口

城市的资源优势，加快培育海洋经济产业创新能力，与广州、

深圳等珠三角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合力打造海洋经济强省。 

（二）优化技术创新及专利布局，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1.优化技术创新方向 

目前，广东专利技术创新在海洋药物、海洋生物酶、风

力发电平台、预警监测平台等领域总体上处于领先水平，短

板主要是在深海探测装备、海底矿产、水下定位导航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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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产出少，而这些领域是 2019 年底发布的《广东省加快

发展海洋六大产业行动方案（2019-2021 年）》明确提出要重

点发展的，且从全球专利技术布局状况及中长期市场需求来

看也是未来研发的热点方向。广东要在立足现有技术优势的

基础上，在深海探测装备、海底矿产、水下定位导航等节点

寻求新的突破，平衡技术发展方向，争取在广东重点发展的

海洋经济技术方向上全面领先，为全方位保障海洋经济强省

提供技术支撑。 

2.加强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突破 

广东尽管在海洋经济领域的专利技术创新在全国总体

上处于领先水平，但在海洋遥感与导航、水声探测、深海传

感器等关键技术领域，与国内外同行仍有一定差距。全球学

术前沿研究热点为水下机器人及深海导航定位技术，相关国

内研究机构包括中国海洋大学、浙江大学等粤外单位，广东

在这些前沿技术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不足。建议广东要跟

踪关注产业发展格局，积极推进与国内外海洋研究力量的合

作，重点探索突破一批海洋经济产业关键技术，加强前沿技

术研发。同时，借鉴日本做法，将软件、电子、通信、材料

等我国擅长的技术领域，适当融入涉海技术，开发成高附加

价值的核心技术，并以此为基础构筑商业模式，推动产业向

高质高端转型。 

3.精准培育高价值专利 

2017 年，广东探索产学研协同高价值专利培育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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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产学研专利育成转化中心”6 家，其中 1 家落户中国

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目前，该所在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

上已经初见成效，其在天然气水合物领域专利申请量在全球

排名第四，其中发明专利占比 92.6% ，相关专利已形成较高

的技术影响力，18.9%的专利被引次数超过 10 次。 

广东应加强海洋经济高价值专利培育，支持各产业龙头

单位选择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领域进行精准挖掘，做好核心技

术专利布局，持续布局高价值专利。同时，要进一步优化高

价值专利培育的政策支持体系，充分激励各类创新主体加强

关注专利质量，致力于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和专利成果产业化，

更好地为广东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三）深化合作创新，增强提升协同发展力 

1.加强政产学研合作创新 

2017 年 9月，由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中国科学院南海

海洋研究所、广东海洋大学等广东专利优势单位发起成立

“广东海洋创新联盟”。目前在广东省重点支持发展的海洋

生物医药、天然气水合物、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专利资源丰富，而企业专利创新相对薄弱。广东要

进一步发挥海洋创新联盟的作用，加大引导涉海企业与相关

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力度，为涉海企业增加专利技术储备、

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帮助。通过政产学研合作，更高效地推动

广东海洋经济产业专利技术创新与转化，加快提升广东海洋

经济产业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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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与国内外专利优势地区及前沿技术研究机构的

合作 

广东具有显著的海洋资源和区位优势，但专利申请量总

体偏少，而在全球范围内，已涌现出一批海洋经济产业专利

领先的国家、地区及创新主体。建议广东重点跟踪关注主要

国家、地区及创新主体的专利动态，加强国内外技术交流合

作，提升广东海洋经济创新能力。例如，在海洋药物领域，

建议重点跟踪美国、瑞士、日本等国家和国内的山东等专利

优势地区。美国的辉瑞、默克，瑞士的罗氏、诺华，以及国

内的中国海洋大学、天士力等具有专利优势的申请人都是可

以重点考虑的合作对象。 

从前沿技术研究来看，国内的北京、浙江、上海等兄弟

省市积极与国外海洋经济研究机构在深海资源开发装备及

水下导航定位技术领域开展合作，已产出一批高水平成果。

这些既为广东省海洋经济相关技术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提供

了思路借鉴，同时也为广东创新主体寻求技术合作对象提供

了线索。建议广东相关研发机构积极与国内外高水平研究机

构开展合作，加强对海洋经济前沿技术研究，突破一批“卡

脖子”技术瓶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3.加强粤港澳合作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强粤港

澳合作，共同建设现代海洋产业基地。目前，广东在海洋药

物、风力发电平台、天然气水合物、海洋预警监测平台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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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领域已初步形成在全国领先的专利优势，但还存在关键技

术专利支撑及金融支持不足等问题。香港和澳门具有发达的

金融系统和一定的科研基础，但存在产业发展不充分、规模

小、关联度低等问题。广东要深化粤港澳湾区科技合作，同

时依托香港澳门金融服务发展优势，积极发展面向海洋经济

产业的特色金融业，促进涉海企业做大做强。 

（四）积极开展海外专利布局，增强产业全球话语力 

1.加快全球专利布局步伐 

国外巨头已通过各种专利战略在海洋经济领域构筑了

坚固的技术壁垒，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罗氏、辉瑞，天然

气水合物领域的三井造船等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了大量专利，

而广东省在海洋经济产业向国外布局专利占比不足 3.0%。广

东省是海洋经济大省，“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海洋

经济强省建设等重大战略对广东海洋经济产业发展提出了

更高要求，加强海洋经济技术开发、加强海外专利布局迫在

眉睫。 

广东涉海企业要有全球视野，根据自身发展战略、目标

市场等因素，及时在海外进行专利布局，砌筑核心技术市场

防火墙。同时，广东政府也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海外知识产权

援助机制，以帮助企业应对全球竞争中的知识产权风险，助

力广东涉海企业在全球市场中走得更稳、更远。 

2.积极关注美国 337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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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美国 337调查的最大目标国，广东是我国 337 调

查涉案最多的省份。在海洋经济产业，2014 年发生过挪威

Navico 公司诉美国佳明公司侵犯其“海洋声纳成像设备”专

利并请求 337调查案，该案对广东海洋经济产业海外市场发

展具有警示和启发意义。 

当前，广东省加快推进海洋经济强省建设，更要保持警

惕，加强对美国 337 调查的关注，防范于未然。政府相关部

门要多渠道宣传有关 337 调查内容及应对措施，并大力支持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开展美国 337调查案相关研究，为广东企

业未来随时应诉或主动提出“337 调查”积累资源。相关企

业应重视对美国知识产权制度、诉讼程序的了解，制定必要

的应对策略。 

（五）加强知识产权配套服务，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力 

1.让知识产权贯标成为产业创新主体的标配 

调研数据显示：广东约 70%的涉海企业尚无专利申请，

有发明专利申请的企业仅占 27.7%，表明大多数企业对专利

的认识不足，整体专利意识及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广东相

关部门要加大力度宣传和贯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

家标准 (通称“贯标”)，让知识产权贯标成为广东海洋经济

产业创新主体的标配。让专利保护意识和行动深度融入创新

主体各环节，实现高质量专利布局，高价值专利运营，全面

提升广东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风险防控能

力、无形资本运作能力、核心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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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准推送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海洋经济领域技术研发创新、设备改造升级等环节均面

临着资金需求。广东海洋经济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中，仅 1.0% 

的专利进行质押融资。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资金困

难可能成为阻碍相关企业发展，甚至正常运转的瓶颈，支持

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缓解资金困难成为近期热点政

策。政府相关部门、科技金融机构应加快普及知识产权金融

意识，利用专利信息分析获取的市场主体数据，精准推送金

融服务，让相关企业及时了解、享受政策，支持企业做大做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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