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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我国重构全球价值链吗？ 

——以我国制造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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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用我国各制造业专利和商标国际申请数的加权平均代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研

究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地位的影响。运用

Koopman 的出口价值增值分解模型(KPWW)，对我国 15 个制造业出口额分解，进而构造修

正后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和地位指数。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回归

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类别来看，

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促进我国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

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有显著正向作用，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和全

球价值链参与度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低技术制造业的三个指标没有显著影响。另外，专利

与商标相结合的互补性有助于保持知识产权所有者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国际知识产权；价值链；制造业；KPWW 

[中图分类号] F741.2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   言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谁掌握先进技术或拥有前沿知识，谁对市场就有控制力，因

此知识成为企业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备“财产”。21 世纪也是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时代，关

税壁垒的降低导致商品、技术、服务、人员的全球化流动加快，附着在产品上的知识也随着

产品贸易走向世界，但因知识、技术会因东道国“逆向工程”和模仿而导致外溢，为防止这

类情况发生，知识所有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呼声愈加高涨，加之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知识

产权拥有者希望携带技术和知识的产品在其所到之处皆能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因此，知识产

权的国际保护成为 21 世纪涉外保护的重要议题。 

知识产权所有者通过建立相关组织和签订保护条约寻求国际保护。1883 年，11 个工业

国家为统一工业产权立法制度，签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文学、艺术的迅速发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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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西欧对版权保护重视起来，1886 年，西欧 10 国签订《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意在在成员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版权保护标准。1967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成

立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正式成立。1995 年《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协议）生效，标志着迄今为止对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和制度影响

的最大国际条约诞生。 

知识产权诉求国在寻求国际保护的同时，也在主动布局本国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战略，

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日本在本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通过专利技术的

海外布局，不但保持很高的投资收益，也保证了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华为公司通过申请国

际专利实施标准专利战略，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的打压也没有

撼动华为的全球市场占有率，2019 年第一季度华为手机全球市场占有率为 16%，比去年同

期增长 4.3%。 

2016 年，商务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 7 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

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鼓励企业提高海外知识产权运营能力、鼓励和支

持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参与市场竞争，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可见，企业寻求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能提高自身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垄断产业链，才能占

据产业链高端，获得较高收益。2018 年，我国通过 PCT 途径向国外申请的专利数目迅速增

长，从 2009 年的 7 906 项增长到 2018 年的 53 345 项，2009 年 PCT 申请量前 50 名企业仅

有华为和中兴上榜，到 2018 年，不仅有 8 家企业进入前 50，而且有 3 家企业进入前 10 名

（华为、中兴、京东方）。中国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拉开帷幕，但效果如何尚未可知。目

前鲜有学者基于经济学角度研究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的关系，且多集中于出口贸易方向

（夏露，2011；刘颖，2013；宋伟良和王焱梅，2016）[1-3]。全球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最

重要的链条之一，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赋予企业垄

断权，影响其出口比较优势，进而影响一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或者改变一国在全球价

值链的位置。因此，研究我国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对我国未来如何迈

向“制造业强国”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对国际知识产权和全球价值链关系的研究比较少，对价值链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内

知识产权保护上。 

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杨珍增（2014）用知识产权保护指标

（IPR）衡量东道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发现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升，跨国公司

模仿威胁降低，愿意将更大比例的复杂生产转移到东道国，东道国国内增加值出口比重上升，

进而提高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4]。刘志彪（2014）认为，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强知识产权能帮助发展中国

家吸引更多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支付高昂的技术许可费，侵蚀代工企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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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赶超陷阱”[5]。顾振华和沈瑶（2015）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检验东

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影响，发现拥有高质量产品的链主更愿意将生产制

造部分放在发展中国家，提高技术转移的可能性，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产业链地位[6]。余骁

和郭志芳（2017）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构建委托代理模型，发现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与

其全球价值链分工收益呈倒“U”型，发展中国家过高的知识产权保可能会成为发达国家链

主企业增强价值链利润掌控能力的外在制度性保障[7]。杨珍增（2018）利用跨国数据研究东

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行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专利密度高、模仿成

本低的行业的价值链地位促进作用更明显[8]。付丽霞（2018）通过定性分析，认为中国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会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产业升级，深入融入全球价值链[9]。屠年松和

曹宇芙（2019）用 OECD 国家服务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会吸引高附

加值生产环节，进而提高一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且在高收入国家里这种作用更明

显[10]。 

专利保护对价值链的影响。夏露（2011）以武汉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定性分析角度，认

为企业通过运用自有核心专利战略、专利有偿转让与许可战略、专利收买战略、专利交叉许

可战略等不同专利战略，获取专利垄断性竞争优势，带动企业向价值链两端渗透[11]。刘佳

和代明（2019）把中国个城市的专利申请总数作为中介变量，发现在区域创新型城市和创新

发展型城市中，企业申请的专利增加能显著提高价值链升级，而在高等级创新型城市这一途

径并不显著，可能与高等级创新城市过于冗余的研发资金和人员有关[12]。朱启荣等（2019）

借鉴 Koopman 出口分解方法，计算我国各产业的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发现光学、电子设

备和计算机制造业等高技术行业的出口增加值较低，主要因为商标、品牌、专利等中间产品

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13]。 

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梳理可知，大部分学者研究国内知识产权对本国价值链地位的影

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鲜有涉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有较大差异：国际

知识产权保护是“进攻型”保护，企业通过在国际上申请相关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有目的的

在全球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壁垒，阻止国外企业进入该行业，以达到在全世界控制产业链的目

的。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是“防御型”保护，防止国内技术或来自海外的技术不被学习模仿，

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比较有限，因此两者对产业在全球地位的影

响是不相同的。 

本文为丰富先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重点研究我国制造业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我国全球

价值链的关系。与先前学者相比，本文有如下创新点： 

第一，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解释变量。目前鲜有研究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价值链

的影响的文献，本文用制造业国际专利申请量和国际商标申请量的加权平均作为国际知识产

权保护程度的代理变量，扩展知识产权研究体系的范围。 

第二，引入商标和专利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专利的时间性导致其期满后不受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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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存在模仿企业抢占市场的风险。商标是企业信誉和产品质量的“信号”，消费者一旦

认准某个品牌就很难更换。给专利产品打上商标，即使专利保护到期，市场上出现大量类似

产品，消费者忠诚度也会让该产品市场份额不会发生太大变化，驰名商标更会因此获得更多

垄断势力。 

第三，根据制造业技术含量的不同，分为 15 个小类。技术含量不同制造业对国际知识

产权保护的敏感性不同。技术含量越高，对知识产权保护越敏感，知识产权保护加强能显著

提高该行业的价值链地位，反之则不会有显著影响。 

三、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技术垄断效应、技术标准壁垒效应和加深垂直分工来控制价值链

的高端。 

首先，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通过专利池保护策略和国际技术标准计划在全球布局知识产

权战略，封锁核心技术外溢，限制代工企业对技术进行模仿和超越，这样代工企业由于不具

备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设计能力，也很少拥有自主品牌和营销渠道，因此只能在价值链的低

端从事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的生产，长期被“低端锁定”，阻碍代工企业向高端市场升级，

而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则牢牢占据价值链高端。 

其次，跨国公司通过布局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网构建技术标准贸易壁垒。知识产权是指人

们对自己创造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它是技术标准的基础,是组成技术标准的要

素,更是形成贸易技术壁垒的有效手段。由于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和排它性,一旦包含这些知

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得到普及,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只将符合自己技术标准的产品奉为正宗

的嫡传,从而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因此,技术标准已成为知识产权追求的最高体现形式,跨国

利用自身优势,通过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的标准化,将技术垄断提升为标准垄断、行业垄断,

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最后，技术专利化竞争导致生产组织“模块化”，加深垂直化分工。跨国公司在全球布

局专利网，在符合 WTO 促进公平竞争原则前提下,将专利与技术标准紧密结合,使专利成为

标准的必要专利,使标准成为有必要专利的标准,将使得自主创新产品不仅拥有较大的市场,

而且能够形成垄断优势,这是自主技术标准的重要功能。专利和技术标准的接合导致生产技

术和生产空间的可分离性大大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产业价值链的垂直分解，这个过程也就是

在技术标准化基础上，生产组织的“模块化”过程。当发展中国家掌握技术标准的主动权，

或者在技术标准的制定中施加一定影响，将导致发达国家必须支付专利使用费、转换成本等，

从而增加一定的生产成本。 

但是，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改变出口企业的贸易方式。芬克和普利莫-布拉加（Fink and 

Primo-Braga,2005）认为，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高技术领域的市场势力效应会抵

消市场扩张效应，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也会使 FDI 和技术许可代替出口，因此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和高技术产品出口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于难以模仿的高技术制造业，国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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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加强，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加强，考虑到运输成本问题，跨国公司可能更倾向于

用 FDI 或技术许可模式代替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导致以出口附加值衡量的出口比较优势、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没有显著关系。 

不同技术密度制造业对专利保护的敏感度不同，会导致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制造业的

价值链地位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低技术制造业包含的技术较少，对专利保护最不敏感，同

样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弱没有显著关系。我国在交通制造业、化学化工产业以及机械制造

业等中高技术制造业有技术优势，且比高技术制造业易于模仿，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更能

显著提高我国在该类制造业的出口优势。因此，不同技术密度的制造业的出口量对知识产权

保护的强弱有不同反应。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我国高技术产业多以模仿再创造为主，易受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贸易壁垒的

进口限制，因此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和价值链地位没有显著

影响。 

假设 2：我国拥有中高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能巩固这种优势，因

此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有促进作用，进而提高中高技术制造业在全

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与地位。 

假设 3：中低技术制造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在该类制造业有比较优势，国际

知识产权保护能提高我国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和价值链参与度，但因其技术含量

较低且易于模仿，出口附加值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其价值链地位提升影响有限。 

假设 4：我国在低技术制造业上的优势已经逐步丧失，加之其几乎没有技术含量，因此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其出口、价值链地位和参与度没有显著影响。 

企业通过申请商标将自己的商品与别人的商品区别分开，方便消费者选择和购买。消费

者在熟悉品牌商标之后，可以通过商标加强消费者的认知度，让消费者加强对商品是哪个企

业生产的，这个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以及销量如何，是否值得购买的印象。企业商品质量好

消费者也会认牌购买，这边是度有利于扩大了企业商品的知名度，增加了商品的销量给企业

带来直接的效益，但不能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假说 5：专利和商标的互补能提高产品出口比较优势和价值链参与度，而对价值链地位

提升没有显著影响。 

四、理论模型、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出口价值增值分解模型 

根据 Koopman 等(2008,2010,2012)对出口贸易分解，本文对中国出口价值进行分解[13-16]。

根据 ISIC rev4.0 的分类标准，本文把制造业分为 15 个产业，这 15 个产业生产的商品既可

以作为我国或国外的最终消费产品，也可以作为我国或国外的中间品投入，以用于生产最终

品。那么，所有的产出分解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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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AccXc+AcfXf+Ycc+Ycf  

其中，Xc 表示我国总产出，是 N×1 维列向量；Acc表示我国使用本国生产的中间产品；

Acf 表示国外使用我国生产的中间产品，是 N×N 阶的投入产出系数矩阵；Ycc 表示我国对本

国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需求；Ycf表示国外对我国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需求，是 N×1 阶列向量。

该模型可以写成如下区域间投入产出（IRIO）模型矩阵： 

=   

通过矩阵运算，可得： 

=  

其中，Bcf是 N×N 阶里昂惕夫逆矩阵，表示我国每增加一单位最终需求所需要的总投入；

Y 表示两国最终产品总产量，是 N×1 阶矩阵。接下来计算我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和国外贸易

增加值。首先定义矩阵 Vf为 1×N 阶直接增加值系数矩阵，矩阵中每一个 v 表示总出口中我

国直接国内增加值的比例，也可表示为单位矩阵减去来自国外的中间产品份额： 

Vc=μ（I- ） 

其中，μ是 1×N 阶单位矩阵。进一步，得到 2×2N 阶两国的直接国内增加值矩阵： 

V=  

将矩阵 V 和里昂惕夫逆矩阵相乘，得到增加值份额（VAS）矩阵： 

VAS=V◊Bcf=  

其中，VcBcc 表示我国产出中包含的我国国内增加值份额，VfBfc 表示我国产出中包含的

国外增加值份额，同理，VcBcf 表示外国产出中包含的我国国内增加值份额，VfBff 表示外国

产出中包含的外国国内增加值份额。VAS 矩阵中，第一列表示我国一单位产出中的国内与国

外的增加值，第二列表示国外一单位产出中的国内与国外的增加值，因此每一列元素之和为

1。 

为了把 VAS 矩阵应用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口，定义 Ecf 为我国向国外总出口的 N×1

阶向量，那么我国总出口可表示为 

Ec=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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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VAS 矩阵与 Ê相乘，得到每个部门的在全球价值链中增加值： 

VAS_Ê=VBÊ=  

VAS_Ê矩阵是对出口增加值的分解，不仅包括出口产品本身的增加值，也包括生产该出

口产品所投入的中间品的增加值。矩阵的对角线元素表示每个国家出口一单位产品所包含的

国内增加值份额，非对角线元素表示每个国家出口以单位产品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份额。 

因此，我国出口总额可分解为中间产品出口和最终产品出口。我国中间产品出口可进一

步分解为：①作为最终消费品被直接进口商消费(AcfXff)；②作为中间品被直接进口商进口后

加工，又出口到我国(AcfXsf)；③作为中间品被直接进口商进口后加工，又出口到第三国(AcfXft): 

Ecf=Ycf+AcfXf=Ycf+AcfXff+AcfXsf+AcfXft 

对应上式，我国国内增加值出口(DV)可分解为如下四个部分： 

 

等号左边的国内增加值出口，从左到右每一项分别代表：①被进口国直接用于最终消费

的我国国内增加值出口；②被进口国作为中间品进口进而生产进口国国内所需产品的我国国

内增加值出口；③被进口国作为中间产品进口，进而生产出口品返销回我国的国内增加值出

口；④被进口国作为中间品进口，进而生产出口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我国国内增加值出口（间

接增加值出口 IV）。 

那么，我国总出口可分解为五部分： 

   其中，FVc为国外增加值出口。 

（二）指标构建 

1.衡量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标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反映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深度，用一国间接增加值出口和国

外增加值出口之和与总出口的比重衡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GVC_Participationic 表示我国 i 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数，IVic 表示我国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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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间接增加值出口，FVic 表示我国 i 产业的国外增加值出口，Tic表示用增加值衡量的我

国总出口。指数越大，说明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越高，嵌入越深；反之，参与程度越低，

嵌入越浅。 

2.衡量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指标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是测算一国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的指标，直白点讲就是测算一国处

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还是下游。Koopman 等（2008,2010,2012a,2012b）基于增加值贸易框架

构建构建 GVC 地位指标，核心思想是，一国在世界分工中同时扮演着中间品的需求方和供

给方两种角色，前者收益用出口中国外增加值衡量，后者用间接增加值衡量[13-16]。若一国参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更多扮演的是中间品供给方的角色，即间接增加值高于国外增加值，则

该国出于价值链上游，反之，则出于价值链下游。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GVC_Positionic 表示我国 i 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指数，其他字母含义与上述

相同。指数越大，说明我国的 i 产业更多的向世界提供中间产品，分工地位越高，处于全球

价值链上游；指数越小，说明我国更需要世界的中间品进行加工，分工地位越低，处于全球

价值链下游。 

3.衡量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标 

传统的显性比较优势是用总出口衡量，但包含了国外增加值，可能会高估一国的比较优

势。因此，参考传统显性比较优势方法，基于增加值构建修正后的 RCA： 

 

其中，DVic 表示我国 i 产业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Tic 表示我国 i 产业的总出口；DVi

表示全世界 i 产业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Ti 表示全世界 i 产业的总出口。若 RCA_DVA

大于 1，说明我国 i 产业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小于 1，说明我国 i 产业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 

4.衡量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标 

知识产权主要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本文研究制造业产业，与著作权无关，国

际知识产权保护仅需用专利和商标衡量。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给国际专利申请量和国际商

标申请量分别赋予 0.7 和 0.3 的权重，然后分别乘以权重得到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核心变量包括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间接增加值出口、国外增加值出口、国内增

加值出口和总出口，数据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公布的 ICIO 数据库和 TiVA 数据库，WIPO 数据库提供了全球所有国家不同行业

的国际专利和国际商标申请量，ICIO 数据库提供了 2005—2015 年 62 个国家 34 个产业的投

入产出表。本文选取 2005—2015 年中国 15 个制造业的投入产出表和增加值数据，利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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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模型分解出制造业的 5 种出口增加值。 

控制变量包括资本劳动比，研发经费劳动比和市场开放程度。资本劳动比是单位工人拥

有的资本量，研发经费劳动比是单位工人拥有的科研经费，这两个变量表示产品的要素禀赋

结构，禀赋结构影响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全球地位。市场开放程度表示一国（或地区）参与国

际市场的程度，影响一国（或地区）总出口。本文资本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衡量，劳动用行

业城镇就业人数衡量，研发经费用行业 R&D 投入衡量，开放程度用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

衡量。以上变量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

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为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影响，本文参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的《欧盟经济活动分类统计标准（第一版）》（NACE1）的分类标准，把制造业分

为低技术制造业、中低技术制造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见表 1）。 

表 1 制造业分类说明 

 ISIC 代码 产品名称 技术类别 

1 D10T1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 低技术制造 

2 D13T15 纺织业、服装和皮革、皮革制品制造业 低技术制造 

3 D16 木材、木材和软木制品制造业 低技术制造 

4 D17T18 纸制品和印刷制造业 低技术制造 

5 D19 炼焦、石油精炼和加工制造业 中低技术制造业 

6 D20T21 化学品和医药品制造业 中高技术制造业 

7 D22 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业 中低技术制造业 

8 D23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 中低技术制造业 

9 D24 基础金属加工制造业 中低技术制造业 

10 D25 金属制品制造业 中低技术制造业 

11 D26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12 D27 电气设备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13 D28 机械设备制造业 中高技术制造业 

14 D29T30 交通运输制造业 中高技术制造业 

15 D31T33 其他制造业；机械和设备的修理及安装 低技术制造业 

五、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各类指标情况 

本文利用数据初步描述 15 个制造业国的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修正后的显性比较优势、

GVC 参与度与地位。 

分行业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本文测算每一行业的年均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及其年均

增长率。结果发现，平均来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前五类制造业为计算机、电子和光学

制造业、纺织业、化学品和医药品业、其他制造业和食品、饮料及烟草业，多集中在低技术

和高技术制造业。 

从增长率看，增长最快的前五类分别是其他制造业、电气设备、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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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其他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和纺织业，大多集中在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见图 1）。 

 

图 1 我国各制造业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保护程度的增长率 

 

分行业出口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本文测算修正后的 RCA 指数年均值及 RCA

指数年均增长率。从 RCA 指数年均值看，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以及炼焦、石油精炼

和加工业 RCA 指数小于 1，这两种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的 RCA

指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约 1.11%，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交通运输制造业、橡胶和

塑料制造业的 RCA 指数排名前三，但 RCA 指数增长率在 15 个制造业分别排名 13、12 和

10，可见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逐步降低。RCA 指数增长最快的前 3 名分别是计算机、

电子和光学设备、木材和软木制品以及纺织业、服装和皮革制品，化学品和医药品制造业以

及电气设备制造业的 RCA 指数增长率分别位列第 4 和第 5，RCA 指数位列分别位列第 4 和

第 9，可见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显露（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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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各制造业 RCA 年均值及年均增长率 

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我国各制造行业地位指数普遍较低，均在 0.4 之下，其中

食品、饮料及烟草，纺织业、服装和皮革，纸制品和印刷行业等低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

地位指数较高，原因是在低技术制造行业，我国有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无需掌握先进技术，

仅通过低生产成本就可控制整个生产链。但这三种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增长率排名靠

后，分别在第 13 位、第 11 位和第 10 位，可见低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缓慢下降。

化学品和医药品、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这三种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率排在前三，正缓慢向

价值链高端攀升（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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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各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指数年均值及年均增长率 

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炼焦、石油精炼和加工制造业，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

备，以及电气设备的参与度指数排在前三，可见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

炼焦、石油精炼和加工制造业的参与度指数增加值排名第 2，则该行业的参与度会继续加深。

而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化学品和医药品，以及光学设备等参与度指数增长率为负，可

以知道中高技术制造业价值链参与度正逐步下降（见图 4）。 

 

图 4 我国各制造业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年均值及年均增长率 

通过对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RCA 指数、GVC 地位和 GVC 参与度，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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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GVC 参与度与 GVC 地位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第二，虽然中低技术制造业的 GVC

参与度在加强，但 GVC 地位却在下降，出口比较优势也在逐渐丧失。第三，中高技术制造

业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逐步加强，并且其 RCA 指数和 GVC 地位也在逐步攀升，我国

正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二）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利用 2005—2015 年中国 15 个制造业面板数据，分别以

修正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

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解释变量，构造固定效应模型： 

                  RCA_DVAit=α0+α1IPi，t-1+α2Xi,t+μt+εit                    （1） 

              GVC_Participationit=β0+β1IPi,t-1+β2Xit+μt+εit            （2） 

                 GVC_Positionit=γ0+γ1IPi,t-1+γ2Xit+μt+εit            （3） 

其中，c 代表中国，i 代表产业，RCA_DVA 表示用增加值修正的显性比较优

势指数，GVC_Participation 表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GVC_Positionic 表示全

球价值链地位指数，IP 表示行业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考虑到国际知识产权

保护存在滞后，因此取 IP 滞后一期的数据做回归。Xit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资本

劳动比，研发投入劳动比和市场开放程度。μ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变量，εit 为随机

干扰项（见表 2）。 

表 2 变量说明 

变量 变量 字母表示 变量解释 

被解释变量 

显性比较优势 RCA_DVA 
考虑到中间品贸易增加

值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GVC_Participation 
用间接增加值出口和国

外增加值出口衡量 

全球价值链地位 GVC_Position 

用间接增加值出口和国

外增加值出口衡量 

 

核心解释变量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IP 

用国际专利申请量和国

际商标申请量的加权平

均值衡量 

专利和商标的交互

项 
Patent◊trademark 

用国际专利申请量和国

际商标申请量的乘积表

示 

 

控制变量 
资本投入 K/L 

用固定资产投入/劳动比

衡量 

研发投入 R&D/L 用 R&D 投入/劳动比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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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开放程度 Open 
用贸易总额/GDP 比值衡

量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 

为消除序列相关和异方差，模型通过 Hausman 检验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

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见表 3）。 

总体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提高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但

对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没有显著影响。显性比较优势由机会成本决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由技

术水平、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共同决定，全球价值链地位主要有技术水平决定（Harms et 

al.,2012;WTO,2013;Orefice and Rocha,2013）[17-19]。知识产权可以视作企业的资源禀赋，它赋

予企业技术垄断权，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出口附加值，提高出口比较优势和全球价值链

参与度。而国际知识产权对全球价值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可能原因是我国制造业整体技术水

平不高，也可能是知识产权对不同种类制造业的参与度和影响不同，总体回归会抹平行业差

异性，造成结果不显著。因此，接下来对制造业按照技术密集度分类，分别做回归估计。 

资本劳动比和研发投入劳动比对制造业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见制造

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市场开放程度对显性比较优势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没

有显著关系，但会显著提高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原因可能是扩大开放能引进先进技术，

我国企业可以进行模仿进而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 

国际专利申请量和国际商标申请量的交互项能反映商标对专利的重要性。从制造业总体

看，商标能促进专利对我国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核价值链参与度提升，对价值链地位提升没

有显著影响。验证了假设 5。 

 

 

表 3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整体制造业回归结构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显性比较优势 

（RCA_DVA）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GVC_Participation） 

全球价值链地位 

（GVC_Position）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滞后一期 

（IPi,t-1） 

0.039*** 

（0.009） 

0.034*** 

（0.008） 

0.005 

（0.012） 

国际专利和国际商标交互项 

（Patent◊trademark） 

0.032*** 

（0.005） 

0.014*** 

（0.005） 

0.004 

（0.007） 

资本劳动比 

（K/L） 

0.003 

（0.010） 

0.026*** 

（0.009） 

0.029** 

（0.013） 

研发投入劳动比 

（R&D/L） 

0.009 

（0.008） 

0.030*** 

（0.008） 

0.024** 

（0.011） 

市场开放程度 

（Open） 

0.074 

（0.053） 

0.073 

（0.049） 

0.422*** 

（0.071） 

常数 
0.908*** 

（0.071） 

0.728*** 

（0.066） 

0.376***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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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R2 0.07 0.07 0.08 

注：***、**、*分别代表在 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下同）。 

 

为避免不同制造业之间的差异化被熨平，下面对制造业按技术密集度分类，再分别做回

归。结果如下。 

纵向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技术密集产品的 RCA 指数影响不同。知识产权保护

能显著提高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对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的显性比

较优势影响不显著，前 4 个假设得到验证。原因可能是计算机、光学和电学以及电气设备等

高技术制造业缺少核心技术，发达国家依靠掌握大量的核心技术垄断产业链高端，我国高技

术制造业出口增加值被压缩，丧失比较优势。我国低技术制造业因劳动成本上升，生产优势

丧失，加之低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低，利润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再强也无法提高我国在

这类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提高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的显性比较优

势，我国轨道交通、加工机械、化学化工业在内的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已领先于世界，

处于价值链高端，申请国际保护能进一步巩固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在国际上的优势，

因此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该类制造业的正向影响非常显著（见表 4）。 

表 5 和表 6 显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提高高技术、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的

价值链参与度。从参与度系数大小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最大，对

高技术制造业影响最小。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只促进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对

其他制造业的价值链地位没有显著影响。根据国际知识产权组织 2019 年发布的《专利合作

条约年报 2019》数据显示，申请 PCT 数量前 10 的三家中国公司——华为、中兴和京东方，

PCT 申请领域集中在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和电信行业，占 PCT 申请总量的 85%以上，而

半导体、光学设备、控制技术的 PCT 申请量不足 5%。“木桶理论”告诉我们，桶的盛水量

取决于最短的木板，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我国科技公司申请的专利过于

集中在某几个领域，短板明显，不利于专利网布局和对产业价值链的全面垄断，因此国际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对高技术制造业价值链地位和参与度的提升影响有限。《专利合作条约年报

2019》公布的前 10 位依靠 PCT 体系维持海外创新的企业中，只有华为上榜，排名第 6，与

日本、美国有些许差距，这也说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十分有限，

这也说明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我国仍缺乏核心技术优势。 

与高技术制造业不同的是，我国掌握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比如代表中高技术的

高速铁路领域，我国高铁路基建造、高速列车制造、高铁客站以及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均领先

世界，显示出我国高速铁路从设计、研发到制造再到销售、维权领域的全面垄断。可见，目

前我国不仅能掌握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辅助技术的控制也十分全面，全球价值链参

与广度和深度位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加强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能有效的

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横向看，国际知识产权对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最明显。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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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有 99%的概率能提升中高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从系数大小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全

球价值参与度的提升度最大，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仅提高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价值链地位。这

进一步说明我国中高技术制造业技术成熟，对知识产权保护最为敏感。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和价值链参与度有显著影响，对全

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没有影响。中低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含量较低，进入门槛也低，导致对全

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有限。中低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含量较低，易于模仿学习，技术垄断势力

不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研发投入对其价值链地位影响十分有限。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低技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没有显著影

响，资本和研发投入能显著提高我国低技术制造业的价值链地位。以农产品加工制造为代表

的低技术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极低，加之我国劳动成本提高，对低技术制造

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 

从交互项系数显著性看，商标能提高专利对中高技术制造业的 RCA 指数、价值链参与

度和价值链地位促进效果。商标对高技术 RCA 和价值链地位提升没有显著影响，但能协助

专利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商标对中低技术的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有显著

促进作用，但对其 RCA 指数没有显著影响。商标能提升低技术制造业的 RCA 指数，但对

其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可见，商标对中高技术制造业促进作用最明显。高技

术制造业主要依靠技术水平提升，而低技术产品技术含量低，因此商标对该两种产品作用不

显著。 

表 4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 RCA 指数回归结果 

        制造业种类 

变量 

RCA_DVA 

（高技术） 

RCA_DVA 

（中高技术） 

RCA_DVA 

（中低技术） 

RCA_DVA 

（低技术）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滞

后一期 

（IPi,t-1） 

0.013 

（0.045） 

0.054*** 

(0.008) 

0.074*** 

(0.024) 

0.0008 

(0.003) 

国际专利和国际商标

交互项 

（Patent◊trademark） 

0.034 

（0.024） 

0.053*** 

（0.002） 

0.075*** 

（0.013） 

0.012* 

（0.007） 

资本劳动比 

（K/L） 

0.065 

(0.066) 

0.080*** 

(0.003) 

0.033** 

(0.018) 

0.030*** 

(0.011) 

研发投入劳动比 

（R&D/L） 

0.098*** 

(0.002) 

0.050*** 

(0.008) 

0.078*** 

(0.015) 

0.027* 

(0.015) 

市场开放程度 

（Open） 

0.794*** 

(0.002) 

0.433*** 

(0.059) 

0.192* 

(0.104) 

0.208*** 

(0.037) 

常数 1.617*** 

(0.205) 

1.030*** 

(0.077) 

0.345*** 

(0.102) 

1.092*** 

(0.094)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R2 0.08 0.08 0.07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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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价值链参与度回归结果 

    制造业种类 

变量 

GVC_Participation 

（高技术） 

GVC_Participation 

（中高技术） 

GVC_Participation 

（中低技术） 

GVC_Participation 

（低技术） 

国际知识产权保

护滞后一期 

（IPi,t-1） 

0.034*** 

（0.008） 

0.126*** 

（0.019） 

0.095*** 

（0.022） 

0.024 

（0.040） 

国际专利和国际

商标交互项 

（Patent◊

trademark） 

0.020*** 

（0.005） 

0.077*** 

（0.020） 

0.010 

（0.017） 

0.046 

（0.069） 

资本劳动比 

（K/L） 

0.011*** 

（0.003） 

0.004 

（0.017） 

0.003 

（0.272） 

0.298** 

（0.143） 

研发投入劳动比 

（R&D/L） 

0.002** 

（0.001） 

0.069*** 

（0.017） 

 0.062*** 

（0.229） 

0.280*** 

（0.057） 

市场开放程度

（Open） 

0.064*** 

（0.015） 

0.274*** 

（0.050） 

0.444** 

（0.212） 

0.780*** 

（0.236） 

常数 0.714*** 

（0.002） 

1.109*** 

（0.146） 

1.580*** 

（0.229） 

1.481*** 

（0.548）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R2 0.08 0.08 0.09 0.07 

 

表 6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价值链地位回归结果 

     制造业种类 

变量 

GVC_Position 

（高技术） 

GVC_Position 

（中高技术） 

GVC_Position 

（中低技术） 

GVC_Position 

（低技术） 

国际知识产权保

护滞后一期 

（IPi,t-1） 

0.048 

（0.113） 

0.048*** 

（0.008） 

0.007 

（0.032） 

0.003 

（0.018） 

国际专利和国际

商标交互项 

（Patent◊

trademark） 

0.085 

（0.062） 

0.034*** 

（0.013） 

0.055*** 

（0.015） 

0.026 

（0.036） 

资本劳动比 

（K/L） 

0.170*** 

（0.029） 

0.018* 

（0.011） 

0.052 

（0.038） 

0.153*** 

（0.042） 

研发投入劳动比 

（R&D/L） 

0.056 

（0.060） 

0.073*** 

（0.014） 

0.117*** 

（0.015） 

0.165*** 

（0.029） 

市场开放程度

（Open） 

0.780*** 

（0.011） 

0.775*** 

（0.022） 

0.019 

（0.204） 

0.563*** 

（0.173） 

常数 1.563*** 

（0.130） 

0.856*** 

（0.103） 

0.681*** 

（0.149） 

0.770*** 

（0.511）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R2 0.07 0.07 0.06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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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建议。 

第一，中高技术制造业要作为我国重点扶持产业。计量结果显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研发投入以及市场开放程度，都能显著提高我国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以及全球

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地位。我国掌握着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通过布局国际知识产权网，

加大资本研发投入，就能控制整条生产链。好钢用在刀刃上，既然在中高技术制造业上能更

快取得成果，就应该鼓励企业发展中高技术制造业，通过加大资本研发投入，布局全球知识

产权策略和全球分工，垄断全球价值链，获得最大的利润。 

第二，国内企业要掌握高技术制造业的先进核心技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制造

业的产业链地位提升的正向影响最大，但因为我国过度依赖发达国家技术输入，缺乏自主研

发核心技术的能力，导致国际知识产权布局不全面，对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影响有限，特

别是中美贸易战给我国敲响了自主研发的警钟，为应对美国通过加征关税以达到把我国踢出

全球价值链的阴谋，我国要大力自主研发高技术领域的核心技术，技术的不可替代性可使得

其他国家依赖我国核心技术，我国就可以牢牢的嵌入全球价值链。若想长久留在价值链中，

不能依靠核心技术实施垄断，要与其他方利益共享，共同分利，让处于同一产业链的分工方

相互制约。 因此，我国要先掌握高技术制造业的最先进的核心技术，再通过国际层面的知

识产权保护布局和利益共享来建造中国掌控的全球价值链。 

第三，适当弱化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在国内的地位。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附加

值低，技术含量低，利润少，加之我国在生产低技术和中低技术产品上的劳动优势正逐步丧

失，应该将该类产业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把节约下来的资源投入到高技术和中高技

术制造业中。 

第四，重视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商标申请。商标能提高专利对我国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促进

作用，且能在专利期满后继续保持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应充分利用商标的续展功能和价值增

值功能，在质量可靠的前提下广泛宣传产品的商标，增加产品商标的知名度，从而促进产品

的销售，巩固其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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