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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建筑将由“吃”能源变为“产”能源
本报记者 王轶辰

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报告显示

核心专利布局还需全球眼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芃达

由于核心技术研发和专利布局受制于人，我国相关产业在发展中吃过不少亏。为

了破解相关难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报告，围绕产业

技术现状、产业如何应对知识产权风险等问题进行分析评议，并就企业如何提升创新

能力和规避风险等问题提出建议，为相关企业提供借鉴

重庆大渡口区

大数据智能化助力产业升级

专家认为

产学研对接要寻找“最佳点”
本报记者 马洪超

高精度地图+高精度定位

为自动驾驶构建“精准时空”
本报记者 姜天骄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华智
数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
同发布了2018 年重点领域知识产权
分析评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
告分为《移动支付产业知识产权分析
评议报告》《半导体存储器产业知识产
权分析评议报告》《超高清显示产业知
识产权分析评议报告》三部分。

“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报
告发布工作旨在广泛利用国家知识产
权局在信息、人员和服务资源等方面
的优势，加强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成果
在产业经济科技活动中的推广，推动
成果有效落地。”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
协调司司长张志成说。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行业
战略处处长孟海燕认为，通过成果发
布，一方面统筹优质知识产权分析评
议项目成果，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
另一方面，可以带动一批优质知识产
权评议服务机构投身公共服务，提升
知识产权服务水平。

移动支付：

专利护航 开辟海外市场

无论是打车上班还是坐地铁回
家，无论是网上购物还是饭店买单，只
要拿着手机扫一扫就能轻松完成付款
——如今移动支付已经渗透到我们生
活中的方方面面。据预测，到 2020
年，全球移动支付总额预计将增加至
目前的10倍。

如今，常见的移动支付方式有二
维码扫码、手机闪付和银行卡快捷支
付。“我国八成消费者选择扫描二维码
进行移动支付，常用的二维码是 QR
码。”华智数创专利分析师李凌表示，
二维码技术也是国内各大企业开展专
利布局的重点。

据悉，日本电装波动株式会社拥
有 QR 码技术的核心专利，该公司还
将二维码技术与人脸识别、全息识别、
指纹识别、印章识别、签字识别结合起
来进行专利布局。这就意味着，后来
的企业不仅在二维码支付方面受其掣
肘，而且在电子签名、物联网等多个领
域都会面临相关专利的限制。

“对此，阿里巴巴和腾讯都在提高
二维码识别效率与识别准确率等方面
下功夫。”李凌介绍说，阿里巴巴将专
利集中在二维码安全展示、安全传输
等领域，而腾讯则在编码译码、识别设
备和VR等领域重点开展专利布局。

报告指出，由于我国移动支付产
业市场规模巨大，许多像索尼、高通、
诺基亚、三星的国外企业纷纷来中国
开展专利布局，竞争十分激烈。数据
显示，美国、中国、欧洲成为相关专利
布局的热点区域，而印度、俄罗斯、巴
西以及东南亚国家相关领域的专利申
请数量相对较少。

“进入专利布局比较密集的区域，
如美、日、欧，要防范风险，但是新兴市
场比如像巴西、印度、俄罗斯的专利布
局尚不密集，我们进入相关市场，应该
尽快提出一些具有竞争力的国际专利
申请，或者收购一些本地企业进行合
作。”李凌建议说。

半导体存储器：

专利布局 破解诉讼风险

“发展传统存储器是要快速融入
市场，是中国产业替代国外产品积累
经验的探索之路；发展新型存储器是
要逐步自主可控，是中国未来具备技
术独立和产业独立的必经之路。”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
中心电学部元器件室主任王海涛指
出，中国存储器产业发展要同时跨过

“融入市场”与“自主可控”两道门槛。
据了解，半导体存储器年产值超

过 1000 亿 美 元 ，其 中 ，DRAM 和
NAND FLASH 年产值占整体存储
产业市场份额的 90%以上。全球市
场规模超过 700 亿美元的 DRAM 市
场被韩国、美国的企业垄断，NAND
FLASH 的市场也被韩国三星、美国
美光、日本东芝等大企业所占据。

“可见，全球传统 DRAM 存储器
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专利布局也基本
完成。”王海涛表示，相比之下，我国
DRAM 产业虽然在人才、政策、资金
等方面初步具备条件，但企业自身的
专利储备比较薄弱，可能存在较高的
专利诉讼风险。

破解传统存储器专利风险，引进
合作是关键。半导体专利诉讼主要集
中在制造技术和控制技术。对此，王
海涛建议国内企业在合理控制授权许
可费的前提下，寻求专利许可，收购已
退出市场的 DRAM 厂商或小型存储
器厂掌握的半导体制造技术核心专利

和 DDR 核心专利。同时也要积极参
与未来关键技术 DRAM 高带宽产品
封装架构标准制定，增加与巨头企业
的谈判筹码。

传统存储器发展主要考虑专利风
险的防范与化解，而新型存储器行业
的兴起则需重点关注专利战略谋划与
布局。

目前，全球存储巨头都在加大新
型存储器的研发投入，并纷纷联手创
新型科技机构，积极布局专利。“我国
虽已初步形成半导体厂家联合创新型
机构的新型存储器研发模式，但专利
产出较少，专利质量有待提升。”王海
涛认为，在新型存储器领域，我国应该
采取“攻守兼备”的专利策略。通过加
强地方专利申请扶持政策的方向性引
导、建设知识产权布局设计中心、强化
专利质量监控和反馈等多种方式，重
点培育新型存储核心技术的高价值专
利，夯实战略储备。

超高清显示：

专利先行 打造核心技术

从 CRT 电视到等离子彩电，从
LCD液晶电视到OLED有机电视，显
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提升着人们的
观看体验。“超高清显示凭借其高分辨
率、高帧率和宽色域的技术优势，可以
让用户感受更连贯的动态图像，享受
更为丰富的色彩表现。”华智数创公司
总监宗磊表示。

超高清产业自 2009 年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以来，以索尼、LG、三星、松

下为代表的国外龙头企业在该行业各
个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名列前茅，其中
索尼的专利申请量具有绝对优势，占
全球申请总量的12%。

“聚焦到各个细分技术上，近5年
来，视频制作、编码，多路复用传输以
及图像引擎等相关技术的专利申请量
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宗磊分析
说，内容制作已然成为产业发展的热
门方向，究其原因，在4K终端大量普
及的今天，能否有和终端显示能力相
匹配的内容，是制约超高清产业发展
的核心因素。

报告认为，目前我国超高清显示
产业具有一定的研发基础，相关技术
的专利申请也比较活跃。同时，区域
产业集群优势明显，产学研合作初见
成效，自主标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在该行业
的技术产出和布局较发达国家还存在
一定差距。”在宗磊看来，核心专利缺
位、龙头企业匮乏、海外市场竞争力不
足都制约着我国超高清产业的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宗磊提出了相关
应对策略：首先，在技术上要取长补
短，打造自主核心技术。比如在巩固
视频编码、视频制作、图像处理引擎等
方面的优势基础上，通过技术引进弥
补终端接口、音频制作、立体音频采集
方面的不足。

其次，形成风险联合应对机制。
鼓励国内相关企业形成产业联盟，通
过集体谈判，降低企业成本和防范风
险。此外，相关企业要把握关键技术
发展方向提早布局，并积极参与国际
标准制定，不断提升话语权。

在近日由《财经》杂志和厚益
控股联合主办的世界科技创新论
坛上，与会嘉宾就企业需求和科
学技术如何对接、前沿科技如何
转化落地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大家认为，对待技术创新要从企
业自身实际出发，找到密切合作
的联结点，使企业需求和科学技
术实现更精准对接。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宋志平认为，企业十分关心创
新如何有效、怎么能降低创新风
险的问题，因为企业没有效益就
会倒闭，创新要能赚到钱，而不是
盲目地把所有创新都拿来用。

“2000年社会上出现互联网热和
纳米热，现在石墨烯行业很热，其
实这些行业做起来都不容易，不
是任何一个企业都能做成功。如
果不能从自身实际出发，按照自
己的目标去抓创新，那就会有很
大的风险。”

“对于一些创新领域的投资，
必须认识到有些投资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比如，半导体材料硅很
有发展前景，但投资后往往需要
10 年甚至 20 年才能见到收益，
远远超过很多投资的周期，这是
一个很大的瓶颈。”汉德工业促进
资本主席蔡洪平表示。

新奥集团首席战略官陈新华
表示，从电报、电话到电视、电
脑，再到今天的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移动终
端，信息技术已经颠覆了许多传
统产业，并打破了一些行业的传
统格局。

陈新华认为，数字技术打通
了多个行业的竖井，打破了原有

的产业链格局，是未来经济的主
要推动力，也是未来经济新图谱
的主要构造者，它将释放出更大
的生产力。他以能源行业举例，
未来的能源经济将在新能源技
术、节能技术和储能技术发展的
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所提供的
便利，将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污
染严重的能源系统，改造成以可
再生能源和储能为主、化石能源
为补充的能源系统。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
国皇家学会会士迈克尔·莱维特
看来，学术和商业的对接，重在
找到一个密切合作的联结点。硅
谷的崛起正是源于产学研的成功
联动——硅谷内 60%至 70%的
企业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师或学生
创办的，研究型大学和本地企业
联动起来，对技术人员更方便更
及时地进行教育培训，成为硅谷
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所在。

对于产学研的密切合作，后
EMBA创始人、世界科技创新论
坛发起人崔巍体会格外深刻。
2011 年，崔巍在北京创办了“后
EMBA 商业领袖”培训项目，现
在已有2600多名企业家学员，其
中 95%都是企业负责人。他介
绍，这些企业家来到“后 EMBA
商业领袖”项目上课，跟着培训团
队到世界各创新高地深度游学，
使企业需求和科学技术实现了更
好对接。他希望，世界科技创新
论坛今后能打造成一个世界科技
新技术、新产品的发布展示、交易
转化平台，成为全球创新思想的
重要发源地、创新投资的新高地
和创新产业的集聚地。

作为建筑节能最重要的应用形式
之一，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技术和
应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能
源集团日前宣布，由其牵头实施的铜
铟镓硒薄膜光伏建筑一体化（CIGS—
BIPV）技术与应用研究取得重大突
破。该科技创新项目首次高度集成了
铜铟镓硒薄膜光伏建筑一体化装配技
术、光伏光热太阳能综合利用、直流电
供电系统、智能楼控系统、自动化控制
系统等多项技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
的光伏建筑一体化。

铜铟镓硒薄膜光伏发电是指利用
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电池将光能转换
成电能的技术方式。铜铟镓硒薄膜太
阳能电池具有功率衰减低、寿命周期
长、弱光发电性能好以及外观一致性
好等特点，被国际上称为“下一代非常
有前途的新型薄膜太阳能电池”。

“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电池的研
究与产业化进展迅速，当前实验室最
高转换效率纪录已达到22.9%。”国家

能源集团绿色能源与建筑研究中心汤
洋博士向经济日报记者介绍，该电池
可定制化生产不同色彩和图案的组
件，可满足建筑设计师关于色彩、规格
等建筑美学的需求。

据了解，我国建筑能耗约占全社
会总能耗的30%，光伏建筑一体化具
有绿色节能、替代部分建筑材料、降低
建筑物造价、提高用电效率、节约土地
资源、减少大气和固废污染等巨大
优势。

当前的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大多
是将太阳能光伏组件以光伏幕墙形式
安装于建筑物外立面，并没有将光伏
组件作为建筑物的一部分有机地集成
到建筑物之中，建筑物的自动化系统
也未有效运行，尚处于光伏建筑一体
化的初级阶段。

“铜铟镓硒薄膜光伏建筑一体化
将集成了铜铟镓硒薄膜光伏组件的建
筑物作为一个整体设计和施工，让光
伏组件成为建筑物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比如，一堵墙既起到遮风挡雨、
保温隔热、承重等建筑功能，又能成
为分布式能源形式。”汤洋说，在此
基础上，对被动设计和主动太阳能系
统进行优化，对自然采光、光伏发
电、光热利用、直流供电、智能微电
网、自动化系统进行全面集成，实现
建筑物的各项舒适性指标，就能迈入
光伏建筑一体化的高级版。

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中国工程
院院士凌文表示，铜铟镓硒薄膜光伏
建筑一体化在建筑行业广泛推广应
用，将推动分布式绿色清洁能源的普
及，让建筑由能源消耗者转变为能源
生产者，使城市由能源消费型城市向
能源生产型城市转变。

目前，国家能源集团已构建完成
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发电技术研发、
高端装备制造、高效组件生产、大规模
地面电站、光伏建筑一体化的“五位一
体”的发展创新平台体系，形成了完整
的技术和产业战略布局。

国家能源集团研发的铜铟镓硒薄
膜太阳能电池可定制化生产不同色彩
和图案的组件，适用于不同的市场应
用场景和要求。

王轶辰摄

德国大型连锁零售商布罗伊宁格旗下全德11家百货商场全面引入中国移动支付方式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图为在德
国杜塞尔多夫布罗伊宁格百货商场，顾客使用支付宝购买商品。 （新华社发）

高德地图日前对外展示了基
于高精地图和高精定位一体化解
决方案的实际定位效果，在千寻
位置网络有限公司的高精度时空
服务助力下，高精地图进入了2.0
时代。

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戈杨表示，千寻位置将在
2021年搭建起“全球一张网”，支
持实时厘米级定位服务的全球覆
盖，利用不断升级的高精度时空
服务助力以高德地图为代表的高
精度地图生产者实现效率提升，
并进一步便利海量硬件终端完成
时空感知能力的迭代，让定位、地
图、终端实现又一轮同步升级，共
同为自动驾驶构建一个升级版的

“精准时空”。
精准定位与授时能力的提升

是构建“精准时空”的重要基础。
千寻位置在今年5月份发布了星
地一体高精度时空服务——“天
音计划”。李戈杨表示，在建成
2200 个北斗地基增强站组成的
全国北斗增强网基础上，千寻位
置在全球范围内建设、接入了
120 个支持完好性、核心设备双

热备冗余的海外地基增强站点。
这个庞大的网络可支持“天音计
划”，采用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互
联网双路播发模式，为沙漠、海
洋、高空等无网络覆盖或网络覆
盖断续区域提供7×24小时动态
厘米级定位服务，充分满足自动
驾驶终端对实时无缝高精度时空
服务及功能安全方面的严格要
求。目前该服务已覆盖中国地
区，并将在 2021 年实现全球覆
盖，为高等级自动驾驶技术在全
球的广泛商用提供重要的基础。

李戈杨说，“高精度地图+高
精度定位”才能真正完成对自动
驾驶终端的深度赋能，因此千寻
位置将全面助力高精度地图产业
升级，“千寻云迹服务已为高德地
图处理 180 万公里轨迹数据，加
速了高精度地图更新”。

以处理采集 10 小时数据计
算，传统模式下处理周期达 12
天，千寻云迹只需数小时就能完
成，且数据合格率很高。这不仅
让高精度地图的生产更高效，也
为物流快递、自动驾驶等厂商定
制个性化高精度地图创造可能。

重庆大渡口区推动形成以动态大数据为基础、人工智能为手段的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新模式，迈出了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坚实步伐。
目前，该区累计对接洽谈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智能装备制造等项目
130余个。图为重庆大渡口塞领科技有限公司的工程师正在利用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金属3D打印机制作义齿。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