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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在华专利布局
与中美技术竞争

蔡中华 马 欢

内容提要：围绕日趋激烈的中美科技竞争，本文使用WIPO专利申请数据，对美国在华专利布局的

演进特征和优势领域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构造技术相似度指数衡量中美在我国市场的技术竞争程度。

结果显示：美国在华专利申请保持年均10%的快速增长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攀升，形成了一批以生

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稳定优势技术领域。美国企业更加重视在科学密集型子领域的专利布

局，通过这些领域的技术优势支撑了美国在高技术产业重点领域对我国的贸易顺差。以技术相似

度指数测算，美国在华技术布局与中国自主技术布局的整体相似程度呈“V”型演化关系，从技术

互补逐渐转向技术竞争，2010年后两国技术相似度维持高位，技术竞争呈常态化白热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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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henomen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based on WIPO's patent 
application data,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 areas 
of the U.S. technology layout in China, and constructs a technology proximity index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U.S. enterprises in China's mark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American patent applications in China is 10%, and a number of sub-technology 
fields with stabl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re formed, represented by biotechnology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U.S. enterprise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technology layout in science-intensive sub-fields, and th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in these fields have supported the U.S. trade surplus in key fields of China's high-tech 
products. Measured by the technology similarity index, the overall similarity of the US technology layout in 
China and China's independent technology layout presents a V-shaped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from technology 
complementation to technology competition gradu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technological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remained high, and the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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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公布对中国“301调查”结果，美国单方面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企

图遏制和打压“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战略。尽管双方在2020年初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

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使贸易领域的矛盾有所缓和，但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上，目前尚

未达成共识，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呈现长期化和复杂化的特征，矛盾焦点逐渐从贸易失衡转向科技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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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陈向东、张晨：《在华制药领域专利技术资源竞争——美国制药企业专利资源竞争比较及其启示》，载《中国软科学》2006年第

5期，第63-72页。

i 俞文华：《美国在华技术比较优势演变及其政策含义——基于1985—2003年美国在华职务发明专利申请统计分析》，载《科学学

研究》2008年01期，第98-104页。

!0 俞文华：《结构变化、适应能力与竞争动态——美日欧等国（地区）在中国大陆的技术竞争》，载《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1
期，第25-39页。

!1 任静、刘丽军、宋敏：《跨国公司在我国农业领域的技术锁定策略与对策研究》，载《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1期，第39-46页。

战a。特别是2020年开始,美国将多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名单”进行制裁、限制部分专业双边

学者正常交流等举动，都使得中美双方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呈愈演愈烈之势b。

作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实际领导者，美国非常善于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帮助其在科技竞争中

取得优势。本轮贸易摩擦伊始，美国政府就在各种场合无端高调指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强

制技术转移”。但事实上，作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实际感受者，美国的跨国企业却一直通过持续高

速的专利布局，巩固其在中国市场的技术优势与产品竞争力。如果说这一科技竞争和知识产权领域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是美国的惯用策略，那么基于“知己知彼”的思想，就应针对美国在

中国市场技术布局特征与竞争态势开展全面研究：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在我国市场的技术布局有哪些

优势领域？美国与中国自主技术创新竞争态势如何？本文通过使用专利申请数据作为技术创新指标，

构造技术相似度指数，以揭示美国在中国专利布局的演进特征，测算出美国在华技术布局与我国自主

技术的竞争程度，为中国制定相关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与科技竞争的长期复杂性

提供决策参考。

一、文献综述

伴随本轮中美贸易摩擦与科技竞争的进程，国内学者围绕其成因、影响与对策开展了大量研究。

杨飞c利用反倾销数据，通过增长核算法和随机前沿分析发现中美技术差距缩小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

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刘威d阐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高技术管制之谜，揭示美国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

方，对中国实施高技术进口限制，剑指中国高技术产业。武汉大学中美科技竞争研究课题组通过对中

美建交40余年以来的经贸关系梳理发现，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科技领域的矛盾在此轮中美争端

中最为突出，其本质就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中美科技竞争e。作为促进创新、提升科技竞争力的根本

性制度，知识产权一直是本轮贸易摩擦的焦点。单晓光f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就是一场知识产权大战，

美国企图通过知识产权打压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竞争力。沈国兵g则通过对美

方“极限施压”手段进行分析，认为美国试图通过技术遏制手段，逼迫中国不断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强

度，以维护美国跨国公司的垄断利益。

专利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产出，在本轮贸易摩擦前已有众多学者采用专利作为指标来分析中美

行业间的技术竞争趋势。陈向东h通过专利申请数据分析中国市场制药行业的创新竞争特征，发现美

国药企在全部15个子技术领域中均表现出持续的比较优势，与中国制药企业间存在激烈的资源竞争。

俞文华i通过分析1996—2006年间外国企业在中国专利申请和授权数据的显性优势指数发现，美国企

业在化学品和药品领域拥有极强的比较优势，将促使美国政府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施加更大的压力，

对中国知识密集型产业带来挑战!0。任静!1通过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农业领域的专利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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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山都等美国企业主要通过技术锁定、强化东道国的技术依赖和减少技术产品效益外溢等手段，维持

其在核心技术上的垄断优势。

专利的领域分类数据还为测算企业与企业间、国家与国家间的整体技术竞争程度奠定了基础。

Griliches!2创造性地提出了技术相似度的概念，以衡量企业在技术空间的临近程度及其对研发投资溢

出效果的影响。Jaffe!3构造了由企业专利数据各领域份额为基础的技术向量，利用两个企业技术向量

夹角的余弦测度企业间技术相似程度，由此开创了技术相似度（technology proximity）的定量计算方

法，!4并在其后将其扩展至国家层面!5。Myro和Alvarez!6在此基础上，基于专利申请数据构造了衡量

各国（地区）间技术竞争程度的技术相似度指数，用于比较欧洲国家间技术竞争程度及其变化。

已有研究为分析本轮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美技术竞争提供了良好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

一，尽管学者们已经就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特征是科技竞争达成共识，但相关研究缺乏从实证层

面分析中美在技术与知识产权布局方面的基本态势和竞争程度。第二，已有的技术优势领域竞争研

究，通常只衡量了发达国家间在中国市场的技术竞争关系，而缺少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中美企业在

中国市场技术竞争程度的系统分析。第三，国际上技术相似度的相关研究为定量衡量中美技术竞争程

度提供了方向，但使用的技术相似度测算公式中，仅考虑了两个国家在技术空间的结构相似，而并没

有体现两国的技术实力差距!7。因此，针对上述三点不足，本文开展重点研究，而这也是本文主要的

边际贡献。 

二、美国在华专利布局的演进特征

专利作为技术发明的主要记录形式，已被众多学者用于研究国家间技术转移与布局态势!8。本

文使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的专利申请数据来表征美国在华的技术布局状况!9，对

1985—2019年美国在华的专利申请进行统计（如图1）。

图 1   美国在华专利申请数量和占外国在华专利申请比例图 1   美国在华专利申请数量和占外国在华专利申请比例

!2 Griliches Z., Issues in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Productivity Growth, 10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p.92 
-116.
!3 Jaffe A. B.,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Spillovers of R&D: Evidence from Firm’s Patents, Profits and Market Value, 76 (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984 -1001.
!4 Jaffe A. B., Trajtenberg M.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Flows: Evidence from Patent Citation, 8 (1/2)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 New 

Technology, p.105-136.
!5 Albert G. Z. Hu & Jaffe A. B., Patent Cit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Flow: the Cases of Korea and Taiwan, 21(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 p.849-880.
!6 Myro R. & Alvarez E., Integración europea y especialización de la industria española, 25 (349 -350) Economia Industrial p.181-191.
!7 蔡虹、吴凯、孙顺成：《基于专利引用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实证研究》，载《管理科学》2010年第1期，第18-26页；易继明、初

萌：《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发展及我国的应对》，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2期。

!8 Hegde D. & Luo H., Patent Publication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 64(2) Management Science, p.652-672. Kyriakos Drivas, et al. Application 
Publication or Confirmation of Grant: Which Matters More for Academic Technology Transfer. 5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204-228.
!9 根据WIPO数据库的统计范围，本文中“在华”是指美国申请人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利申请。

（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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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唐晓云、赵桂芹：《 外国在华专利激增：市场占有还是绸缪竞争》，载《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第97-108页。

@1 蔡中华、陈鸿、马欢：《“弱保护”下的外国在华专利申请驱动因素研究：理论与实证》，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年
第9期，第35-47页。

@2 曲如晓、刘霞：《外国在华专利申请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载《世界经济》2019年第11期，第124-147页。

@3 Hu A. G., Propensity to Patent, Competition and China's Foreign Patenting Surge, 39(7) Research Policy, p.985-993. Prud' homme D., 
Dynamics of China' s Provincial-level Specialization i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Research Policy, p.1586-1603.

（一）美国在华专利申请保持两位数增速，并呈现出阶段性攀升
1985年4月，中国专利制度开始实施，当年即有美国企业在中国国家专利局申请专利1200件，并

在此后保持快速增长，从1986年的1438件申请增长到2019年的39, 450件，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5%以

上。结合我国已经完成的前三次专利法修订和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历程，图1显示的美国在华专利申请

演进特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1985—1997年为制度适应期。尽管市场潜力巨大，但中国刚刚建立的专利制度对美国跨国

企业而言仍相对陌生，专利保护标准和保护期限也与美国专利制度有所不同，这一阶段的美国企业通

过较为平稳的申请策略来适应我国的专利制度，增长较为缓慢，年均增速为2.8%左右。

第二，1998—2008年为快速增长期。中国专利法经过两次修改，将原先不予以专利保护的药品、

食品和调味品等纳入了专利权客体，并延长了三种专利相应的保护期限，这些内容的调整使得中国专

利制度开始与国际接轨，并从增加许诺销售权和诉前临时措施等方面加强了对专利权的保护，有效提

高了中国专利保护的执法力度，体现了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决心。伴随着中国专利保护环境的改善，

美国企业开始加大在中国的专利布局，并充分享受中国“入世”制度红利，其专利申请数量开始保持

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7%左右。

第三，2009—2019年为平稳增长期。2008年专利法第三次修订，进一步通过提升专利授权标准和

完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使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程度更高，体系也更完整，相应地，美国企

业在华专利申请和布局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进入了中高速平稳增长，年均增长率保持在6.1%。

总的来看，美国企业在华专利布局一直呈快速发展，增长速度既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在中国的专利

申请增长，又显著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申请增长@0，这种持续高速增长，既是美国技术创

新能力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体现，也与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不断改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密不可分@1。

（二）美国占所有外国在华专利申请比例呈现阶段性变化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美国在华申请占所有外国申请人在华专利申请的份额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

征。在1992年之前，美国企业迅速取得在中国市场进行技术布局的先动优势，所占比例不断攀升，迅

速到达峰值38%，体现了美国企业领先的技术水平与敏锐的市场嗅觉。在1993年到1997年间，随着其

他国家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加大在中国的专利布局，美国专利申请所占份额开始有所下降，在1997年
到达最低点16%左右。随后，与国际逐渐接轨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也让美国企业重新加大对中国

市场的重视，美国申请人在华专利申请所占比例稳步上升到2017年的27%左右。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

的愈演愈烈，美国申请人在华专利申请总量尽管仍然持续增加，但其占外国申请人在华申请比例在

2018年和2019年有所下降。

跨国专利申请一直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之一@2。从跨国公司在华专

利申请的动机来看，主要是为了应对行业竞争威胁而对其他国家的同行竞争者进行技术封锁@3，占外

国专利申请比例先下降后上升的现象也体现出美国企业在这种激烈竞争中的相对地位变化。1992年之

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也开始在

中国市场的加大技术投入力度，造成了美国市场技术优势地位的相对下降。但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

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美国在新兴领域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得以体现，因此与其他发达国家在中国市场

的技术竞争中又开始重新占据优势地位，专利申请占比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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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在华申请中科学密集型子领域布局能力突出
为反映美国在华专利申请的领域特征，本文以WIPO公布的《国际专利分类号与技术领域对照

表》为依据（见表1），将美国在华专利申请按照技术领域进行分类。

表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技术领域分类表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技术领域分类

技术
领域

子技术领域
技术
领域

子技术领域
技术
领域

子技术领域
技术
领域

子技术领域

电气
工程

1.电气机械设备及电能
工具
（续）

10. 测量 *

化学
（续）

19. 基础材料化学 *
机械
工程

（续）

28.纺织和造纸机

2. 声像技术 11. 生物材料分析 * 20. 材料及冶金 29.其他特殊机器

3. 电信 * 12. 控制 * 21. 表面技术及涂敷 30.热处理及设备

4. 数字通信 *

化学

13. 医疗技术 22.微观机构和纳米* 31.机械零件

5. 基础通信方法 * 14. 有机精细化学 * 23. 化学工程 32. 交通

6. 计算机技术 * 15. 生物技术 *
机械
工程

24. 环境技术

其他

领域

33. 家具和娱乐

34. 其他消费品

35. 土木工程

7.管理信息技术方法* 16. 药品 * 25. 搬运

8. 半导体 * 17.高分子化学及聚合物 26. 机床

工具 9. 光学 * 18. 食品化学 * 27.发动机、泵及叶轮机

注：带*的技术领域为科学密集型子技术领域

同时按照Verbeek@4等人提出的划分标准，对“科学密集型子技术领域”进行单独统计@5，计算出

美国在华专利申请中科学密集型子领域所占比例（如图2所示），以反映美国企业在华专利布局中科

学研究能力的重要性。

图 2   美国在华科学密集型子领域申请量及占美国在华专利申请比例图 2   美国在华科学密集型子领域申请量及占美国在华专利申请比例

从图2可以看出，美国在华专利申请中的科学密集型子领域专利申请数持续增加，从2010年的

14,365件增长到2017年的32,048件，7年间增长一倍以上。科学密集型子领域占全部美国在华专利申请

技术领域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50%左右，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42%左右的领域占比，显示出美国企

业在这些领域突出的布局能力。由于科学密集型领域的技术发明与科学研究突破性成果的关系比一般

领域更为密切，在这些领域的专利申请及其商业应用将有效促进高技术行业的产品竞争力，为美国在

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奠定了基础。

2018年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美国政府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无端指责日渐喧

嚣，欧美学术界也常以所谓的“弱保护”为关键词来表征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6。但数据却清楚地显

示出美国在华专利申请总量高速增长、占外国申请份额稳步上升、科学密集型子领域布局能力突出。

@4 Verbeek A., Debackere K. & Luwel M., et al, Linking Science to Technology: Using Bibliographic References in Patents to Build Linkage 
Schemes, Scientometrics, p.399-420.
@5 由于WIPO在进行技术领域统计时根据IPC分类号进行划分，会出现一件专利计入多个领域情况，因此这里的总技术领域数大于美

国在华专利年申请量。

@6 Prud'homme D., et al.,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ies: Workings in China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134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p.150-168. Robert Z. & Lawrence. Can the Trading System Survive US- China Trade Friction? China & World Economy, p. 62-82.

（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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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都表明，不管美国政府如何抹杀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巨大改善，对中国知识产权与营商环境

感受最为真切的美国企业，却以年均增长10%的速度在中国申请专利保护。显然，美国在华专利申请

的持续高速激增这一事实，使得美国政府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无端指责不攻自破。

三、美国在华专利布局的优势领域分析

美国在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体现了美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实力以及对中国市场的追求，但中国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不仅吸引了美国的跨国公司，还

吸引了世界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在华投资和出口贸易，因此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华专利申请间存在

着激烈的战略竞争态势@7。为发现美国在华专利布局中的优势技术领域，本文引入显示技术比较优势

指数（revealed technology comparative advantage，RTCA）@8，利用美国和所有外国申请人在华专利不

同技术领域的数据衡量美国在某一技术领域内，相对其他外国申请人是否具有技术比较优势，显性技

术比较优势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1）中RTCAi表示美国在华专利布局中在 i 技术领域的技术比较优势指数，UPi为美国在

华申请中 i 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FPi为所有外国申请人在华申请中 i 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

RTCAi取值在0到无穷大之间，当该指数大于1时，表明美国在 i 技术领域具有比较优势。本文根据公

式（1）测算了1986－2017年美国在各技术领域的显性技术比较优势，其中指数大于1的子技术领域，

按照优势指数降序排列的结果（见表2）。

表2   美国在华专利申请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子技术领域表2   美国在华专利申请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子技术领域

1986-2017年 1986-1992年 1993-2000年 2001-2008年 2009-2017年

管理信息技术方法 计算机技术 管理信息技术方法 医疗技术 食品化学

药品 生物材料分析 医疗技术 药品 管理信息技术方法

医疗技术 数字通信 生物材料分析 管理信息技术方法 药品

生物材料分析 生物技术 基础材料化学 生物材料分析 土木工程

计算机技术 基础材料化学 高分子化学及聚合物 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 化学工程 生物技术 微观机构和纳米 计算机技术

基础材料化学 医疗技术 数字通信 计算机技术 医疗技术

数字通信 基础材料化学 药品 高分子化学及聚合物 家具和娱乐

食品化学 药品 表面技术及涂敷 基础材料化学 基础材料化学

化学工程 基础通信方法 计算机技术 有机精细化学 数字通信

高分子化学及聚合物 发动机、泵及叶轮机 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 环境技术

有机精细化学 光学 微观机构和纳米 表面技术及涂敷 生物材料分析

表面技术及涂敷 有机精细化学 电信 数字通信 化学工程

环境技术 食品化学 有机精细化学 食品化学 有机精细化学

控制 测量 食品化学 测量 控制

家具和娱乐 电信 环境技术 控制 其他特殊机器

环境技术 基础通信方法 其他特殊机器 其他消费品

表面技术及涂敷 环境技术 微观机构和纳米

其他消费品 发动机、泵及叶轮机

首先表2显示出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子技术领域，从整体上看，1986—2017年间美国在华专利申请

中管理信息技术等16个子技术领域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相比于其他外国在华专利申请，具有一

@7 同注释!0。Hu A G & Jeferson G H, A Great Wall of Patents: What is Behind China's Recent Patent Explos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p.57-68.
@8 Balassa B.,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Manchester School, p.99-123.Laursen K,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Alternatives as Measures of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Eurasian Business Review, p.99-1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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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比较优势。参考已有研究对比较优势指数的四等级划分标准@9，美国在管理信息技术方法、药品、

医疗技术、生物材料分析、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基础材料化学、数字通信、食品化学等9个领域显

性优势指数大于1.25，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体现了美国企业在这些领域较为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

其次，从比较优势领域的动态变化看，美国在华专利布局的比较优势领域展现出了较为稳定的演

化特征。通过在我国专利制度四个发展阶段中的结果比较，美国企业在药品、医疗技术、计算机技术

等11个技术领域，在全过程中均处于比较优势，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优势领域。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

专利申请人往往通过动态连续的专利申请布局策略#0，进而依靠技术发明的“路径依赖”，在生物技

术类和信息技术类领域形成持续稳定的相对技术优势。

最后，从领域类型看，美国专利申请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多为科学密集型子领域，这些领域的

技术应用与高技术产品关联较一般领域更为密切。近年来，以专业化格局为基础的贸易增长理论

（specialization based trade growth）的研究表明#1，某国若能在快速增长的技术领域中保持专利申请份

额的增加，就能有更好的出口前景和更强的竞争地位。就中国市场而言，美国企业通过在生物技术和

信息技术等科学密集型技术领域持续的专利布局，稳定提升了在这些领域的专利申请份额，进而强化

自身在这些行业的技术竞争优势，为美国向中国的高技术产业贸易出口优势提供保障。

众所周知，此次贸易摩擦前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总额逐年增加，且总顺差不断扩大，2018年已高

达3233亿美元。这一巨额顺差一方面成为美国无端指责中国贸易保护的所谓“证据”，另一方面却又

掩盖了中美在高技术产品领域贸易的特有关系（见表3）。从2015—2019年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数据

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存在的巨额顺差主要来源于计算机与通讯行业，但中国在该行

业所出口的产品多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已进入标准化生产阶段的产品，由于中国企业仅仅从事

加工生产环节，国内附加值较低。相反，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中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电子、集成制

造、航空航天等五类产品，产业技术门槛高、附加值高，而我国在这五类产品中对美贸易呈现逆差，

且逆差额呈现扩大趋势。究其原因，这些高技术产业持续增加的贸易逆差，一方面来自美国对中国高

技术产品企业设置了重重壁垒，制造了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等诸多障碍，限制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对美

出口#2；另一方面，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日益完善的前提下，美国企业通过在科学密集型子领域持续

的专利申请和技术布局，显著增强了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技术竞争优势，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美国高

技术产品对我国的出口，不断扩大这些行业的贸易顺差。

表3   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统计表表3   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统计表

分类
2015-2017年均值 2018年 2019年

进口 出口 差额 进口 出口 差额 进口 出口 差额
生物技术 8.58 1.08 -7.50 26.30 2.31 -23.99 6.78 0.94 -5.84 

生命科学技术 57.66 43.98 -13.68 58.48 59.69 1.21 55.62 48.51 -7.12 
光电技术 15.34 25.17 9.83 20.72 19.93 -0.79 17.80 15.59 -2.21 

计算机与通信技术 22.06 1070.87 1048.81 22.04 1322.01 1299.97 15.56 1097.26 1081.70 
电子技术 126.01 60.39 -65.63 143.67 54.11 -89.56 160.54 50.00 -110.55 

集成制造技术 46.98 22.03 -24.94 63.09 29.14 -33.94 59.91 23.20 -36.70 
材料技术 3.69 4.80 1.11 4.61 5.50 0.88 3.86 4.40 0.54 

航空航天技术 184.16 18.77 -165.39 210.14 21.91 -188.23 124.09 20.51 -103.58 
其他技术 2.79 2.54 -0.25 0.83 3.35 2.51 1.25 2.78 1.53 

@9 同注释i。

#0 Aghion & Philippe,et.al, Carbon Taxes, Path Dependency,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 1-51.
#1 Laursen K.,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on the Dynamics of Trade Performanc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p. 341-357.Montobbio F & Rampa F,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 Change on Export Performance in Nine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p. 527-547
#2 同注释d。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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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美技术相似度指数构建及测算

（一）技术相似度指数构建
通过显性优势指数方法，能够分析美国与其他外国在华技术竞争，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与科技冷

战的日益加剧，如何衡量快速提升的中国自主技术创新#3与美国在华技术布局的竞争程度，已成为应

对中美科技之争必须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技术相似度”概念及其测算，为定量刻画国家层面的技术

竞争程度提供了基础，但已有的技术相似度测算公式中，仅讨论两个国家在技术空间的结构相似#4，

而并未来体现两个国家的技术实力差距#5。本文基于技术相似度思想，借鉴了国际贸易领域中比较成

熟的“出口相似度指数”算法#6，通过对中美在华专利各技术领域申请量及技术空间结构相似程度的

测算，构造了新的技术相似度指数，用于衡量中美在华技术竞争程度。

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 ESI）最先由Finger和Kreinin#7提出，应用于两国出口商

品结构相似程度的测算，以此来衡量两国在某一特定市场出口贸易中的竞争程度#8。Glick 和 Rose#9将
出口相似度指数由商品领域拓展到市场领域，以出口份额来计算结构相似，并引入贸易规模作为贸易

实力的调整，计算两个国家的贸易竞争程度，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Xi和Xh代表 i 国和 h 国的出口总量，Xik和Xhk分别代表 i 国和 h 国在第 k 个国家的出口量。

该公式测量了两个国家的出口结构，又考虑了对两国出口规模的调节，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衡量两国贸

易竞争程度的研究中$0。进一步，通过将出口总量扩展到不同商品领域，该指数可应用于两国在同一

市场的出口行业结构及竞争程度测算$1。本文用专利申请总量及其各领域数量替代商品出口总量及各

行业数量，构造衡量两国技术相似度的公式如（3）所示。

公式（3）中T（i,h）为 i 国和 h 国在某一共同市场的技术相似度指数，Pi和Ph分别代表两国在

该共同市场的专利申请总量，Pik和Phk分别表示两国在第k个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不难看出，公式

（3）所定义的技术相似度指数有三个基本性质：第一，T的取值在0到100之间，随着技术相似度指数

增大，两国在共同市场的专利申请和技术布局结构的竞争程度越大，当二者结构和实力完全相同时，

指数取得最大值100，竞争程度达到最大；随着两结构差异的增大，相似度指数减小，直至最小值0，
即专利申请结构完全互补。第二，技术相似度指数对于两国具有对称性，用于反映两个国家在同一市

场相互间的技术竞争程度。第三，公式（3）计算的技术相似度是某一年份的截面结果，参考出口相似

度指数随时间变化的含义$2，若技术相似度指数随时间上升，则表明两个国家技术结构愈发相似，技

#3 柳卸林：《二元的中国创新体系》，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年第2期，第14-21页。

#4 同注释!3。同注释!6。

#5 同注释!7。

#￥6  Glick R. & Rose A. K., Contagion and Trade: Explaining The Incidence and Intensity of Currency Cri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p.603-617.
#7 Finger J. M. & Kreinin M. E., A Measure of "Export Similarity" and Its Possible Uses, The Economic Journal, p.905-912.
#8 杜莉、谢皓：《中国与墨西哥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状况分析——基于出口相似度指数与转移份额分析方法》，载《中国

软科学》2011年第10期，第46-53页。

#9 同注释#5。

$0 Kristin J. Forbes & Menzie D., A Decomposition of Global Linkages in Financial Markets Over Tim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p.705-722.Wang Xingxing & Li Huajiao, et al., Network Feature and Inflence Factors of Global Nature Graphite Trade Competition vol. 
60(C), Resources Policy, p.153-161.
$￥1 史智宇：《出口相似度与贸易竞争：中国与东盟的比较研究》，载《财贸经济》2003年第9期，第53-57页。

$2 同注释#7。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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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竞争增强；若该指数随时间下降，则说明两国间的技术竞争减弱或技术专业化分工互补程度提高。

相比技术相似度的其他测算方法，公式（3）表示的技术相似度指数具有以下优势：首先，该方

法既考虑了用于表示份额的相对值，来测算技术结构的相似程度，又考虑了专利申请数量的调整，以

体现技术实力的影响。其次，该指数从总量式研究拓展到分量式研究，为基于技术子领域的专利数据

测算整体技术竞争程度提供了基础。

（二）技术相似度指数测算
本文使用公式（3）定义的技术相似度指数，基于美国和中国居民各技术领域在中国的专利申请

量，对中美两国在中国这一共同市场的技术结构相似度进行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图 3 美国在华专利申请与中国居民专利申请的技术相似度指数图 3 美国在华专利申请与中国居民专利申请的技术相似度指数

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前，美国在华技术布局与中国自主技术布局的技术

相似度整体上呈现“V”型演化关系。在专利制度建立初期，二者的相似度逐年下降，美国在华的技

术布局与中国企业自主技术的互补性增强；在1995年以后，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注重在重

大国计民生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居民申请人的专利技术布局开始与美国在华专利申请的技

术相似度不断增加，从62稳步提升到80以上，技术竞争程度逐年增加。

持续上升的技术相似度表明，中国作为技术后发国家，对美国的技术追赶愈发明显。这使得美

国开始产生对华技术领域应该“遏制”还是“接触”的争论，并开始限制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转

移。2007年美国在华的技术布局与中国自主技术布局的技术相似度首次接近80，两国企业在中国市场

的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则启动了对我国高科技出口管制，以降低对相关产业技术溢出的可能性。

到2010年两国技术相似度达到最高值83左右，并在此后保持在80左右的高位。随着中国企业的自主创

新能力不断增强，与美国企业的技术互补性降低、竞争性增强引起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

高度戒备，导致中国与美国等国家贸易摩擦持续升温，美国开始制造“强制技术转移”等相关指责并

实质上发起科技冷战。$3

2018年后，美国政府开始在贸易、直接投资、科技人文交流等多方面限制中美技术交流，特别是

2018年度的“出口管制方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将大量的民用技术，如生物技术、量子通信

等内容，首次纳入到技术出口管制范围。这种史无前例的严格出口管制使得美国申请人减少在高技术领

域的在华专利申请，造成中美技术的相似度开始出现明显下降，科技竞争呈现出“技术脱钩”趋势。$4

结论和建议
本文以WIPO专利申请数据为指标，对美国在华技术布局的演进特征、优势领域和竞争态势进行

分析。研究表明：首先，中国自实施专利制度以来，美国在华专利申请保持高速增长，并呈现出阶段

性攀升。出于对中国市场的利益追求和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认可，以企业为主的美国申请人自我国实

施专利制度以来，就高度重视在中国进行专利布局，申请量以年均10%的高速增长。这一事实充分说

$3 曹新明、咸晨旭：《中美贸易战的知识产权冲突与应对》，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9期。

$￥4 易继明：《中美关系背景下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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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美国企业界对我国知识产权环境持续改进的实际肯定，使得美国政府的“强制技术转移”“知识

产权保护不力”等无端指责不攻自破。

其次，美国企业通过在科学密集型子领域的持续专利布局，形成了一批稳定的优势技术领域。美

国申请人尤其重视在生物技术类和信息技术类等科学密集型子领域的专利布局，占其总申请量的比例

持续稳定在较高水平，并在与其他外国申请人的战略竞争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技术优势。这提升了美

国高技术产品的技术竞争力，支撑了相关领域的出口优势，使得美国对华货物贸易总量存在巨额逆差

的前提下，反而在高技术产品的重点领域，如生物技术、电子等行业贸易顺差逐年扩大。

最后，以技术相似度指数测算，本来美国在华技术布局与中国自主技术布局的技术相似度整体上

呈现“V”型演化关系，技术相似度不断提升，技术竞争日趋激烈。在我国专利制度建立初期，美国

与我国在中国的技术布局相似度逐年下降，两国技术的互补性增强。但随着中国申请人自主创新能力

的提升，对美国的技术追赶愈发明显，中国居民申请人的专利技术布局与美国在华专利申请的技术相

似度开始不断提升，技术竞争程度逐年增加。在技术结构相似度维持持续高位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启

动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并在近年愈演愈烈。

以上的分析和研究结论，可以引申出如下公共政策建议：第一，应高度重视中国与美国在华技术

布局的竞争程度变化，做好技术竞争的长期性准备。以专利为代表的技术布局是对两国技术能力和

技术优势的客观反映，随着中国这样的技术后发国家正在逐步缩小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实现

“三跑并存”，中美两国在技术布局方面的相似度将长期保持高位，技术激烈竞争并由此引发的贸易摩

擦将成为常态。我国应借助中长期战略规划制定的契机，认真谋划中国技术创新的长期路径，应对可

能出现中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白热化竞争与阶段性困难局面，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第二，应协调制定科学密集型子领域的知识产权政策和产业政策，增强我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自

主创新能力。科学密集子领域中的单个产品中往往含有众多专利，美国企业在这些领域通过大量积累

该技术上相互关联的专利形成专利组合而取得竞争优势，因此我国企业在这些领域中获得专利权对于

打破美国企业的专利封锁以及形成自身竞争优势，意义重大。应在我国的产业发展政策中强化知识产权

战略，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两业融合与协同发展，从而提升高技术产业的产品竞争力。

第三，应深入研究美国在华专利布局中的比较优势领域，维护我国在相关产业的供应链与产业链

安全。美国在华技术转移过程中，通过长期的专利布局，已经形成了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长

期稳定的比较优势。当前，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有关部门应指导国内企业深入

分析这些领域美国在华专利的技术内容与热点动态，在学习这些领域的先进技术基础上，通过对既有

技术的合理改进使其与国内市场需求相结合，围绕核心技术布局一批外围技术专利来遏制美国企业的

市场垄断，切实保障国内市场相关行业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安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