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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创新主体专利指数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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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中国创新主体仅限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创新主体。
注 2：为精细考量各创新主体创新能力，对母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别进行统计。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提出

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其中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北京超凡知识产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超凡知识产权研究院通过研究统计上述七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指数，进而展现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情况，并深入梳理了

各产业中国百强创新主体注 1 的有关情况。同时，超凡将针对更多细分行业的需求，提供

更多的行业统计分析数据，为各细分行业的创新主体提供知识产权整体解决方案，并提

供涵盖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知识产权全产业链服务。

　　在评价专利指数时制定了严谨的评价体系，选取的指标包括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

绝对指标涵盖了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类型专利的数量、授权有效专利数量和

PCT 申请数量等多项指标。其中，专利数量，尤其是对创新水平要求较高的发明专利申

请数量，能够客观、准确地体现创新主体的科技创新实力。同时，获得授权且维持有效

状态的专利数量，一般更能体现出创新技术具有相对较高的经济价值。因此，绝对指标

的构建主要关注了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以及三类专利的授权有效数量，评估时赋予了较高

的权重。相对指标选取了能够表征专利质量的多项指标，涵盖如授权率、同族数、被引

用情况、付费期（授权后维持有效的时间）等。将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进行有机结合，

通过模型计算出了专利指数，其能够综合表征创新主体的科技创新实力。在整个研究过

程中，数据的重要性十分明显，所涉数据较为复杂，通过万象云、Patentics 专利检索系

统，对这些数据库的特色字段数据进行了筛选整合，是榜单形成重要的一环。

　　北京超凡知识产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超凡知识产权研究院在日前召开的第八

届中国专利年会上，正式发布《七大战略性新型产业创新主体专利指数排行榜》，其中

涵盖了“2016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主体专利指数中国百强榜”，该百强榜注2中高校、

科研机构以及信息技术领域企业纷纷入围，揭示了 2016 年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

新主体的科技创新实力。

表 1　2016 年新一代信息产业创新主体专利指数中国百强榜（按名称拼音排序）

百度网讯 百度在线
北方微电子基地设
备工艺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北京信威通信

北京移动 北京邮电大学 比亚迪 宸鸿科技 ( 厦门 ) 重庆移动

重邮信科通信 达方电子 大唐电信 大唐微电子 东南大学

方正阿帕比 方正电子 方正集团 飞天诚信 烽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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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7%

科研机构
8%

企业
85%

高校 3%
科研机构 4%

企业
93%

图１　2016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主体专利指数中国百强 / 全球五百强的类型分布

2016 年新一代信息产业创新
主体专利指数中国百强类型分布

2016 年新一代信息产业创新主体
专利指数全球五百强类型分布

烽火网络 福建移动 光宝科技 广东欧珀移动通信 广东移动

国家电网 海尔电子 海尔智能家电 海信电器 海信集团

海信信芯 瀚宇彩晶 河北移动 黑龙江移动 鸿富锦（深圳）

鸿海精密 华三通信 华为技术 华为终端 建设银行

江苏移动 京东方光电 京东方集团 澜起科技
乐金电子 ( 中国 )
研究开发中心

联想（北京） 联想移动 联芯科技 迈普通信 明基电通

奇虎 奇智软件 启明星辰 清华大学 锐安科技

瑞斯康达 三星电子通信研究所 厦门雅迅 上海宝信 上海贝尔

上海华为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微电子装备 上海移动 深圳富泰宏

深圳朗科科技 神基科技 四川移动 四达时代软件 搜狗

TCL 集团 腾讯计算机 腾讯科技 威创视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小米 新岸线 新奥特（北京）视频 亚洲光学 英华达（上海）

英业达 友达光电 ( 苏州 ) 宇龙通信 展讯通信（上海） 浙江大学

中国电科院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 中国银联

中科三环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
究所

中科院软件研究所
中科院沈阳计算技
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中芯国际 中星微电子 中兴

　　图 1 展现了 2016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主体专利指数中国百强和 2016 年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主体专利指数全球五百强中的创新主体类型的分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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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专利指数前 500/100 中
创新主体国内外分布

2007
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专利指数前 500/100 中
创新主体国内外分布

国内
21% 国内

36%

TOP100

TOP100

TOP500

TOP500

图 2　2016 年和 2007 年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专利指数前 500/100 中的创新主体国内外分布

　　在 2016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主体专利指数中国百强中，企业类主体占比

85%；科研机构类主体占比 8%；高校类主体占比 7%。国内企业类主体占据绝对主导性

优势，并与全球趋势相协调吻合，这表明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科技发展情况已基

本实现与国际接轨，国内创新主体充分参与全球化竞争，并能够充分运用以专利为代表

的知识产权战略，保护创新智力成果、争夺有力市场地位、发掘知识产权对企业经营发

展的贡献率。在 2016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主体专利指数全球五百强中，企业类

主体 464 家，占比 93%；科研机构类主体 22 家，占比 4%；高校类主体 14 家，占比 3%。

数据表明，企业类主体占据主导性优势，并明显领先于其他类型主体。企业类主体占据

绝对主导性优势，这表明在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企业是该产业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和保护的主导力量，知识产权已经更多的表现为企业的市场和商业行为，并逐步成

为企业经营运作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

　　同时还对 2016 年和 2007 年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专利指数前 500/100 中的创

新主体国内外分布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在 2016 年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专利指数前 500 的创新主体中，国外创新主体

320 家，占比 64%；国内创新主体 180 家，占比 36%。专利指数前 100 的创新主体中，

国外创新主体 79 家，国内创新主体 21 家。国外创新主体在专利指数前 100 中相对前

500 占据了更高的比例。

国外
79%

国外
95%

国外
63%

国外
64%

国内
5%

国内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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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7 年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专利指数前 500 的创新主体中，国外创新主体

314 家，占比 62%；国内创新主体 186 家，占比 38%。专利指数前 100 的创新主体中，

国外创新主体 95 家，国内创新主体 5 家。

　　上述 2016 年与 2007 年数据纵向比较表明，在 2007 年至 2016 年间，前 500 的排

名中国内创新主体占比略有下降，但国内创新主体在前 100 的排名中的占比有较明显提

升（从 5 家增长到 21 家），这说明国内创新主体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高端竞争实

力有所增强，以联想（北京）、腾讯科技、华为技术、中国移动、大唐电信等国内企业

为代表，呈现出以电子加工、制造为代表的产业下游向芯片设计、产品研发为代表的产

业上游转型发展的趋势，该趋势将以进一步带动该产业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管理、运

用等环节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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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凡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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