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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库中 2002—2017 年发表于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申请专利为

原始数据，构建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合作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整体网结构特征及自我网

络的空间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新能源汽车合作创新具有主体多元性、合作阶段

性、网络扩张性以及创新主体空间分布不平衡等特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主体之间需要加强协同

合作，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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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riginal data of the cooperative application patents published in the database of China＇s State Intel-
lectual Property Office in the field of new energy vehicles from 2002 to 2017，a new innova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of energy
vehicle technology is constructed．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verall net-
work structure an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energy vehicle coopera-
tion innov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ed main bodies，phased cooperation status，expanding network and unbal-
ance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subjects． New energy vehicle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bjects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synergy and promote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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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持续加深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技术创新是工业企业打造技

术壁垒、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研发活动成为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的关键环节。当某个产业度过无序

竞争阶段后，企业之间会基于各自的研发优势，通

过分工协作，建立合作创新网络，提升技术研发绩

效，降低技术研发成本，分担技术创新风险，从而

实现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

以现阶段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在发展

初期，根据国家“三纵三横”战略部署，燃料电池

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三种类型的新能

源汽车“齐步走”。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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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度过无序竞争阶段，市场信心逐渐建立，资本

逐渐回归理性，汽车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政府机

构等技术创新主体也逐步形成了技术创新合作网

络，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汽车企业、高校、研究机

构、政府机构等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

的创新网络会提高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在时间

上表现为关键核心技术的快速更新升级，在空间

上则表现为区域、省份、城市等级别的创新集群。

通常认为，创新网络是由创造、转移、吸收和应用

知识的行为主体在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彼此

联结而形成的网络结构，属于一种社会网络，不同

的行为主体构成了网络的节点，行为主体间的知

识流动构成了网络中的关系链［1］。创新合作网

络结构能对创新主体和区域产生影响，而且行为

主体和区域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其创新能力。经济地理学认为，空间集聚性

影响创新绩效，空间位置越临近，越有利于创新主

体间交流，促进知识交流和共享，进而提升创新绩

效。经济社会学认为，网络位置会影响创新主体

获取创新资源和创新信息的难度，进而影响创新

绩效［2］。产业集群周期理论则认为，当集群发展

到成长期和成熟期之后，网络位置成为集聚发展

的关键因素，集群企业网络关系促进集群企业创

新机制形成和发展，为集群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

力［3］。Whittingtonetal［4］认为，在 快 速 变 化、研 究

密集的生物技术企业，全球网络中心度和地理临

近性既不是简单的互补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替代

关系，而是取决于邻近组织的类型; 党兴华［5］认

为，地理位置创造的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

在其所处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而地理空间能够改

变信息和资源在网络空间的转移的效果。因此，

从合作创新的角度看，多数创新主体会选择在网

络和空间上占据一定优势的其他主体进行协同合

作。但是，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也存在一定差异，当

网络中的行为主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活动

主体寻求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创新的动机具有明显

的差异性，并且随着阶段的不同，动机也在发生改

变［6］。张路蓬等［7］认为，随着创新网络规模的扩

张，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逐

步缩短，网络中技术、信息传播效率提升; 罗鄂湘

等［8］认为，结构洞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存在

着倒 U 形关系，技术多元化负向调节结构洞对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有影响; 周灿等［9］认为，核心城

市和创新城市群的存在起到整合改良网络结构、

增加网络资本的作用。

总体而言，创新网络中的主体具备网络和空

间双重属性，其创新位置、地理位置影响着创新绩

效。目前，关于城市及区域的创新网络研究多是

实证研究，对创新网络中行为主体以及空间集聚

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新能源汽车技术为研

究对象，运用专利分析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研究其合作创新网络的变化，以期对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化发展提供参考。

1 数据检索与处理

本文分析的专利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由于专利申请具有滞后性，

数据的截取时间限定为 2002—2017 年，检索时间

为 2018 年 10 月，关键词为“电动汽车 or 纯电动

汽车 or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or 燃料电池汽车 or

混合动力汽车”，检索范围为“标题、摘要和权利

要求”。

在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之前，需要对所得

数据进行筛选。数据的筛选处理通过以下步骤进

行: 1) 只筛选出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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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2) 根据所需的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剔除

掉属于同一公司的合作关系，如子公司与子公司

之间、子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联合申请专利; 3 )

提取两个或两个以上专利申请人所在地的合作主

体信息，至少有一个主体所在地为中国大陆地区。

根据以上条件整理出的专利总数为 1243 条，

进一步将这些专利的主体按照组织属性划分为国

有企业、民营企业、高校、研究所和合资企业 5 种

类型，不涉及政府机构。合作组织属性信息来自

于企业注册网站，并通过企业官网进行二次确认。

2 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网络分析

2． 1 技术创新主体及合作关系分析

从产业发展宏观环境看，2008 年全球性金融

危机为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提供契机，2012 年

产业政策调整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产生利好影响，

本文据此将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网络的发展

分为: 基 础 孕 育 期 ( 2002—2007 ) 、创 新 起 步 期

( 2008—2011) 及创新发展期( 2012—2017) ，专利

检索结果按照三个阶段进行处理。在不同阶段，

参与合作创新的主体数量和不同主体间的合作次

数都不断增加。根据数据处理结果得到新能源汽

车创新合作主体的数量及结构，如图 1 所示。在

新能源汽车创新网络中，参与合作创新的主体数

量随时间变化不断增长，从 2002 年的 35 家增加

至 2017 年的 360 家。高校在创新网络中的比重

下降明显，企业的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加，尤其是民

营企业逐渐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根据创新主体的不同，将其合作分为企业 －

企业、企业 － 高校、企业 － 研究机构、高校 － 高校、

高校 － 研究机构、研究机构 － 研究机构六类，其中

U 表示高校，E 表示企业，Ｒ 表示研究所，具体合

作信息如图 2 所示。各类合作主体间合作频次不

断增强，合作关系不断拓展。其中，企业和高校的

合作比重降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比重增加

明显。2002—2007 年间，企业与大学之间的合作

次数所占比重要高于其他主体间的合作; 2008 年

以后，企业之间的合作比重迅速增加，三个阶段企

业 间 合 作 频 次 所 占 比 重 依 次 为 29. 4%、

72. 5%、66. 3% ; 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比例逐渐

图 1 2002—2017 年新能源汽车各类合作创新主体数量及结构

Fig． 1 Number and structure of various cooperative innovation entitie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2002 －
2017

图 2 2002—2017 年新能源汽车创新主体合作信息

Fig． 2 New energy vehicle innovation agency cooperation information in 2002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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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从第一阶段的 70. 6%到第二阶段的 21. 7%

再到第三阶段的 20. 4%。从 2008 年开始，创新

主体间开始出现高校与高校、高校与研究所之间

的合作，且其合作数量和比重都在逐步增加; 随

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断发展，参与的企业数量

逐渐增多，网络规模不断扩大，企业逐渐在网络

中居于主导地位。

2． 2 合作创新主体的中心性分析

创新网络结构特征是定量研究创新网络关

系的有效方法，中心度是网络分析中刻画节点中

心性的最直接度量指标［10］。在创新网络中，某节

点与其他节点产生的联系越多，该节点的度数中

心度越高，在网络中就越重要; 某节点位于网络

中其他节点的“中间”程度越高，该节点的中间中

心度就越高，“中介”作用越突出。

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创新网络而言，如果某创

新主体与其他创新主体联系较多，该主体的度数

中心度就较高，即该主体是网络中信息和资源的

汇集点，占据了资源和信息的中心位置; 如果某

个创新主体位于其他主体相互产生联系所进行

的路径上，则该主体的中间中心度较高，即该主

体在网络中充当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占据

了资源和信息流通的关键位置。通过对专利数

据的整理和分析，利用 UCINET 软件得到了不同

阶段创新主体的度数中心度( 表 1) 和中间中心度

( 表 2) 。

从度数中心度来看，高校和研究所由于其自

身的属性，在人才储备和科研能力等方面具有较

强的优势。在基础孕育期( 2002—2007) ，我国新

能源汽车创新主体主要以重庆大学、清华大学等

高校为主，合作创新活动围绕重庆、北京两座城

市展开。在创新起步期 ( 2008—2011 ) 及创新发

展期( 2012—2017) ，越来越多的高校参与到创新

网络中，并由于其独特的资源禀赋而成为网络的

中心，主要包括清华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等

高校，例如中山大学由于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创新网络中; 在创新发展期

( 2012—2017) ，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数量不断增

加，活动逐渐频繁，使得其在网络中的主导地位

逐渐明显，如国家电网公司、南京南瑞集团等大

型国有企业以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

限公司等民营企业逐渐占据网络的中心位置，由

于企业较强的活力，越来愈多的创新主体开始与

表 1 2002—2017 年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网络合作主体的度数中心度

Tab． 1 The degree of centrality of China's new energy automobile industry network cooperation in 2002 － 2017

2002—2007 2008—2011 2012—2017
合作主体 中心度 合作主体 中心度 合作主体 中心度

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19． 048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6． 579 国家电网公司 16． 942

2 清华大学 9． 524 国家电网公司 5． 263 南瑞集团公司 4． 545
3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9． 524 清华大学 3． 947 清华大学 3． 719

4 重庆大学 9． 52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3． 947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3． 719

5 — — 中山大学 3． 947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2． 893

6 — —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3． 947 山东鲁能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 2． 893

7 — — 万向集团公司 3． 947 浙江大学 2． 893
8 — — 北京交通大学 3． 947 华北电力大学 2．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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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2—2017 年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网络合作主体的中间中心度

Tab． 2 Intermediate center of China's new energy automobile industry network cooperation body in 2002 － 2017
2002—2007 2008—2011 2012—2017

合作主体 中心度 合作主体 中心度 合作主体 中心度

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6． 190 国家电网公司 2． 491 国家电网公司 15． 977

2 清华大学 2． 381 上海久隆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 2． 211 重庆大学 3． 146

3 重庆大学 2． 381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 860 清华大学 2． 631

4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0． 476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1． 018 天津清源电动车辆
有限责任公司 2． 352

5 — — 北京交通大学 0． 526 浙江大学 1． 814

6 — — 杭州大有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0． 526 南瑞集团公司 1． 468

7 — — 北京理工大学 0． 105 山东鲁能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 1． 375

8 — — 清华大学 0． 17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1． 145

9 — — 万向集团公司 0． 105 普天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1． 036

其产生联系，促使其逐渐成为网络的中心。随着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企业在该领域的创新合

作相对积极和活跃。

综合来看，企业、高校、研究所的度数中心度

和中间中心度的数值随着网络的演变都在逐渐

增加，这说明了各活动主体所拥有的联系越来越

多且越来越紧密。日益紧密和繁多的联系，使得

创新主体间资源流动和共享变得越来越顺畅，进

而使网络的控制力度也在增强。如表 1 和表 2 所

示，在基础孕育期( 2002—2007) 度数中心度和中

间中心度排名在前的合作主体中，高校基本上占

据了全部; 在创新起步期( 2008—2011) 企业和高

校基本各占一半; 在创新发展期( 2011—2017) 企

业开始占据核心位置，如国家电网公司、鲁能智

能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这些企业由于自身

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研发基础，与其他主体间的联

系较多，从而占据网络中的重要位置，作为网络

的“沟通桥梁”，较大程度上控制着其他主体之间

的交往。通过对网络的中心性进行分析，不难看

出，高校的中间中心度一直在网络中位于前列，

比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京交通大

学、重庆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主体在进行知识

搜寻、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往往会优先考虑

高校，这是由于高校拥有较先进的知识理念和较

丰富的创新人才，是创新网络中重要的支撑力

量。此外，高校还连接着其他不同主体，作为网

络的“中间人”，在促进合作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

2． 3 合作创新网络分析

在合作创新网络中，活动主体作为具体的组

织机构，且具有一定的组织边界，因此具备空间

属性。城市是研究合作创新网络布局最佳的空

间单元［11］，简单的机构合作信息仅提供不同主体

间在技术创新合作方面的数量、组合等数据，为

解析城市间在技术创新合作方面的时空特征，本

文将合作主体按其所在的地级以上城市进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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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划分，以城市为节点构建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

分布矩阵和网络，利用 AＲCGIS 软件展示新能源

汽车合作创新网络的空间演化格局。

从表 3 可以看出，2002—2017 年中国新能源

产业创新网络中合作创新所涉及的城市越来越

多，且增加速度也越来越快。在网络中，合作创

新活动所涉及的全部城市即网络规模。在基础

孕育期( 2002—2007 ) 网络中主体活动所涉及的

城市数量( 即规模) 为 8。随着合作创新的范围不

断扩大，更多城市加入到创新网络中，网络规模

进一步扩大。在创新起步期( 2008—2011) ，网络

中城市数量达到 38，截至 2017 年已有 60 个主体

城市参与技术合作创新。

表 3 新能源汽车创新网络空间整体特征

Tab． 3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new energy ve-

hicle innovation network space

2002—2007 2008—2011 2012—2017
网络规模 8 38 60

关系总数 10 50 205

网络密度 0． 3214 0． 1667 0． 4211

平均距离 1． 8000 2． 4840 2． 2530

凝聚力指数 0． 2380 0． 1270 0． 3690

随着网络中创新活动所涉及的城市数量不

断增加，创新主体可供选择的合作对象也增多，

使得不同节点间的联系呈指数级增长。在网络

的基础孕育期，网络中的主体进行联系的总量为

10; 在创新起步期，联系总量增加至 50 条; 在创新

发展期，联系总量达到 205 条，增长速度高达 5 倍

多。相较于网络中涉及的城市数量的增长速度，

节点间的相互联系增长更为快速。这一现象表

明，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选择进行

合作创新活动的主体城市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同

时活动城市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关联度也日益

增加。

产业合作创新网络的拓扑结构统计量能够

直观描述不同时期整体网络的演化特征，通过

UCINET 复杂网络分析软件，将新能源汽车产业

合作创新网络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网络拓扑结构

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图 3。

从图 3 可以看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网络规

模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在创新起步期( 2002—

2007) ，拓扑网络中节点和边的数量都较少，合作

规模较小，这表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发生专

利联合申请的大学、企业、研究所数量较少，而且

合作次数也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拓扑网络中发

生合作的机构数量和合作次数都有一定的增加，

尤其是 2011 年之后，主体合作网络的规模更加庞

大，网络变得更加稠密，这表明在创新发展期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合作更加频繁与紧密。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主体合作规模发

生的显著变化，一方面归因于二十年来我国卓有

图 3 2002—2017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创新网络图谱

Fig． 3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cooperation innovation network map in 2002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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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的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 另一方面，网络内

部所包含的企业在加强彼此联系的同时，也会增

加与外部主体的联系，网络外部的大学、研究所

也愿意选择与网络中具有丰富合作经历的企业

建立联系，以争取企业的资金资助从而进一步开

展科学研究工作，外部与内部活动主体双向选

择，都表现出良好的意愿性。

为更直观的分析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网络

的演化过程，将处理过的专利数据进行了导入

UCINET 软件，绘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网络拓

扑图( 图 4) ，并选择节点的点度中心度予以标示。

在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网络中，

如果一个主体城市在合作网络中处于多对合作

城市之间，那么它的中间中心度一般比较高，也

就是该城市在此合作网络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占据了资源和信息流通的关键位置。出于比较

的目的，本研究选取在三个阶段内我国技术创新

网络中相对中间中心度指数排名前八的城市进

行分析( 表 4) 。

表 4 三个阶段各主体城市在技术创新网络中的中

间中心度

Tab． 4 The centrality of each of the three main cities
i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twork

2002—2007 2008—2011 2012—2017
主体
城市 中心度 主体

城市 中心度 主体
城市 中心度

1 北京 23． 810 北京 22． 381 北京 57． 471
2 重庆 14． 286 天津 8． 095 深圳 10． 022
3 — — 杭州 7． 937 杭州 6． 362
4 — — 上海 3． 175 上海 5． 401
5 — — 济南 2． 857 济南 5． 257
6 — — 临海 2． 857 南京 5． 165
7 — — — — 天津 3． 242
8 — — — — 许昌 3． 163

从表 4 可以看出，2002—2017 年中间中心度

的值在逐渐增加，说明各城市对其他城市间合作

的控制逐渐加强。北京在三个阶段均表现出了

图 4 2002—2017 年城市尺度技术创新网络图谱

Fig． 4 Urban scale technology innovation network

map in 2002 － 2017
很强的中间中心性，表明北京在我国技术创新网

络拥有较大的权利，能够控制网络中其他城市间

的相互联系，不仅在技术创新网络中占据着核心

位置，而且作为中间人在网络中也起着非常重要

的中介作用。天津、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的中

间中心性逐年上升，2008—2011 年间天津的中间

中心度仅次于北京，表明天津此期间在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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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2012—2017 年间

深圳后来居上，其中间中心度排名第二位，说明

深圳与其他城市的直接合作不断增加，且一些城

市必须通过深圳才有可能与其他城市发生合作。

为大力扶持新能源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8 年深圳制定《深圳新能源产业振兴发展规划

( 2009—2017 年) 》，自 2009 年起，连续 7 年，深圳

市每年集中 5 亿元，设立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用于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下降比较明显的

是重庆，在网络中的地位减弱，不再居于主导地

位。此外，2008—2011 年和 2012—2017 年间中间

中心度排名前八的城市中，长三角的城市数量越

来越多，可见长三角的网络主导地位逐渐凸显，

成为城市间合作的主体。

3 结论

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以及产业结构升级

的新趋势，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本文将专利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

合，通过专利权人所在机构、城市构建新能源汽

车产业合作创新网络，对创新网络特征的时空演

变以及空间布局演变进行研究，得出以下主要

结论:

1) 新能源汽车合作创新主体具有多元性。

合作创新主体涉及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等，我国

新能源汽车发展存在两种模式，一种以民营汽车

企业为代表; 一种以国有汽车企业为代表。根据

对当前新能源汽车合作创新的分析发现，国有企

业掌握着优于民营企业的资金、资源优势，巨大

的市场需求可以带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累积

的循环性; 但是，民营企业对市场反应灵敏、战略

调整灵活的优势帮助自身在技术创新方面占据

了一定的优势，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抢眼。

2) 新能源汽车技术合作创新具有阶段性。

从专利数量时序变化来看，新能源汽车专利呈指

数型 增 长，不 同 时 期———基 础 孕 育 期 ( 2002—

2007) 、创新起步期 ( 2008—2011 ) 及创新发展期

( 2012—2015) 的专利数量变化明显。从市场表

现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迅速，这和技术创

新趋势是吻合的。

3) 新能源汽车合作创新网络具有扩张性。

在网络整体结构方面，网络主体联系强度总体增

强，但主体间整体联系趋于松散，局部联系逐渐

显现。在网络主体构成方面，合作创新网络的主

体由高校转变为企业，公共研究机构的数量伴随

着网络结构的分散而增加。网络资源配置方面，

大型国有企业及私营企业掌握着主要的创新资

源，主体对网络中创新资源的控制范围由整体转

向局部。

4) 新能源汽车创新主体空间分布不平衡。

网络内的活动主体主要集中在我国京津冀城市

群和东南地区。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

展，城市群成为产业合作创新集聚的主要空间单

元，特定地区在网络中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逐

渐形成了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为中心的

三足鼎立的空间格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正在逐渐形成集聚。

新能源汽车属于资本密集型高新技术行业，

企业很难单独完成技术的升级和进步，需要技术

创新主体利用创新网络关系，整合区域内外的信

息和资源，降低新能源汽车技术开发成本，将外

部知识转化为自身的核心优势进而增强自身的

综合实力。对企业发展而言，保持创新网络的开

放性，加强与外部的协同合作，对于提升核心竞

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对产业发展而言，提升创新

网络的规模和强度，加强不同主体间的分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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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于降低技术创新成本、促进产业集聚化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研究水平及客观条件的

限制，本文仅探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创新网

络的演化特征，对影响合作的机理并未深入分

析，需要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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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解析

2019 年 7 月 24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WIPO) 发布了 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 (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9，GII) ，主要结论如下:

在经济放缓的大潮中，全球创新方兴未艾，但新的障碍对其构成风险。与 2018 年相比，全球生产力增长

率创下历史新低，贸易战正在酝酿之中，经济不确定性居高不下。其中突出的关切点是: 首先，2019 年公共

研发支出的增长正在放缓，或者完全停滞，在一些负责推动技术前沿的高收入经济体尤其如此; 其次，保护主

义抬头，特别是影响技术密集型部门和知识流动的保护主义呈现抬头之势，对全球创新网络和创新的传播构

成风险。
全球创新的格局正在转变，一些中等收入经济体正在崛起。以色列升至第十位，是北非和西亚地区首次

有经济体跻身这一行列; 韩国接近前十名的边缘; 中国的排名继续攀升，从 2018 年的第 17 位升至今年的第

14 位，仍然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进入前 30 名的国家，在本国人专利数量、本国人工业品外观设计数量、
本国人商标数量以及高技术出口净额和创意产品出口这几项上仍然位居前列。

创新的地点正在从高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转移，创新投入和产出仍然集中在为数不多的经济

体。突破中等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之间无形障碍的动力大多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联邦也有

一定程度的贡献。在区域层面，创新表现的持续改善主要发生在亚洲。
一些经济体在创新投资上获得的回报高于其他经济体。瑞士、荷兰和瑞典有效地将创新投入转化为更

高水平的产出; 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相较于自身的创新投入，其产出水平较低; 中国、马来西亚和

保加利亚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的三个在大多数 GII 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上像高收入组一样有优秀表现

的国家。中国表现突出，其创新产出与德国、英国、芬兰、以色列和美国相当，但投入水平远低于这些国家。
此外，将重心从创新数量转移到创新质量，仍然是优先关切点; 美国、中国和德国占据科学技术集群排名

的前三甲，巴西、印度、伊朗、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也入围百强; 若要通过医学创新打造健康生活，需要给予创

新更多投资和更广泛的传播。
李姝影(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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