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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际竞争中，欧美跨国企业通过设置知识产权壁垒，对我国企业进行阻击 ，薄弱的技术积累和知识产权的 

欠缺，使我国许多企业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明显劣势。通过深入分析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这两 

家国际民机制造行业垄断企业的专利申请年度分布、申请地区分布和申请技术主题分布，从时间、空间及技 

术三维的角度勾勒出这两家公司的专利布局特点，并在总结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的专利策略基础上，对我 

国大飞机项目提出启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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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U．S．and European multinationals often set technic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barriers to block China S enterprises．On the other hand，the lack of weak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ke many of our companies at a distinct disadvantag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 

tion．In this paper，the annual distribution，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the technical topics of patent applica— 

tions of Boeing and Airbus，which are the monopoly enterprises in the field of civil aircraft manufacturers，was 

studied thoroughly．And the revelations and suggestions to the large aircraft program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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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 1年，发明专利指标首次写入国家“十二五” 

规划纲要，即在“十二五”期间，每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指标将提高到 3．3件。这一指标的提出，既体 

现了国家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我国工业核心 

竞争力的决心，也对企业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创 

造、保护、运用、管理水平提出了要求。实际上，在 

国际竞争的视角下，由于竞争对手起步早，其已具 

有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和丰富的经验，并对核心技 

术进行了先期的专利布局。在面对国际大型跨 国 

企业时，我国企业由于知识产权经验不足、积累不 

够，常常被推到知识产权的风 口浪尖。因此。如何 

制定并实施合理有效的知识产权战略，特别是专利 

战略，是我国企业面临的亟待解决的课题 

作为国际民机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 ．波音公 

司和空客公司通过专利布局，在全球多个地区对 

自己的技术进行保护，从而保持其在民机技术领 

域的领先地位，同时，还通过设置知识产权壁垒。 

对新兴民机制造企业进行阻击，它们的知识产权 

工作经验对我国的大飞机项 目具有很好的指导和 

借鉴意义。 

1 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专利分析 

通过利用德温特专利数据库(DII)和国家知识 

产权局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进行检索，得到 

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的专利申请数据，检索 13期为 

2011年 12月 1日(由于专利申请满 18个月才公 

开，2010年以后的数据不全面，造成 申请量下降的 

现象)，并从专利申请年度分布、申请地区分布和申 

请技术主题分布三方面分析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 

专利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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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专利申请年度分布分析 

波音公司非常善于利用专利权来保护 自己的 

核心技术，以保持其在行业的领先优势。图 1为波 

音公司全球专利申请 的年度分布图(以专利家族 

计)。1961年，波音飞机公司更名为波音公司后．波 

音公司随后将主要业务从军用飞机转向商用飞机， 

并自1967年开始申请专利。波音公司的全球专利 

申请随年度呈波浪式增长，1967年至2000年间．波 

音公司专利申请呈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年申请专 

利家族数量几乎均处于 200件以下，且年均增长量 

并不高。但2001年以后，随着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 

合并 ，以及波音公司强化了在全球的专利保护策 

略，其专利申请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全球专利的 

增长量也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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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波音公司全球专利申请年度分布 

作为一家民机制造业的后起之秀，空客公司卓 

越的专利策略，帮助其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图 2为 

空客公司全球专利申请的年度分布图(以专利家族 

计)。作为一家在1970年成立的商用飞机制造商， 

空客公司经过 30年的发展，从起步初期艰难的追赶 

波音公司的脚步，到2010年在交货量和订单数量上 

均超过波音公司，其发展也得益于在专利布局方面 

的工作。90年代中后期，空客公司专利申请数量开 

始呈现增长态势，2004年以后，这种增长态势进一 

步加剧．虽然空客公司在专利家族总量上少于竞争 

对手波音公司，但在年专利申请量上则与后者旗鼓 

相当，成为与波音公司相匹敌的行业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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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空客公司全球专利申请年度分布 

1．2 专利申请地区分稚分析 

专利申请的地区分布体现了企业对相应市场 

的布局情况，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均在全球多个国 

家／地区进行了专利申请，同时，两家公司在不同的 

国 地区进行的专利申请布局又各具层次性．体 

现了两家企业对不同市场的不同策略。 

图3为波音公司全球专利申请地区分布 波 

音公司总共在全球 34个国家和地区申请 了专利 ， 

其中有 17个国家／地区属于欧洲专利局或欧盟成 

员国，为了便于了解波音公司在空客公司本土的 

专利申请情况 ，本文将欧洲专利局以及德 国、法 

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的专利申请合并为“欧专 

局及欧盟成员国”，作为空客公司在本土市场的专 

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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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波音公司全球专利申请地区分布 

波音公司的专利申请地区布局可以分为四档， 

即第一档美国本土；第二档空客本土；第三档 日本、 

加拿大、中国、韩国、巴西、以色列、俄罗斯 (包含前 

苏联)等新兴民机技术强国或有意进入大型民机市 

场的国家：第四档为南非、新加坡等国。这一专利 

布局特点充分体现了波音公司对不同国家或地区 

市场的不同策略。波音公司非常重视在美国本土 

的专利布局，其在美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占全部专利 

申请数量的64％；同时，波音公司在欧专局及欧盟 

成员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总数的21％，仅次于美 

国．体现了它对主要竞争对手空客公司本土市场的 

重视；此外，在日本、加拿大、中国、巴西等国的专利 

布局，也体现波音公司对潜在竞争对手的重视，并 

希望通过专利布局，占有市场先机，遏制这些国家 

民机技术的发展。 

图4为空客公司全球专利申请地区分布。空客 

公司总共在全球 26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了专利，其中 

9个国 地区属于欧专局或欧盟成员国。为了方 

便了解空客公司在本土的专利申请情况，同样将空 



客公司在欧洲专利局以及德国、法国、西班牙等欧 

盟成员国的专利申请合并为“欧专局及欧盟成员 

国”。与波音公司在其本土的专利申请数量是其在 

空客本土专利申请数量的3倍这一现状相比，空客 

公司在其本土的专利申请数量与在美国的专利申 

请数量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分别为 4 131件和 

3 204件 。分别占总数的34％和27％，足见空客公司 

对波音公司本土市场的重视，也体现出空客公司作 

为后来者，对行业领导者所在市场的布局策略；此 

外，空客也相当重现在加拿大、中国、日本、俄罗斯 

(包括前苏联)等新兴民机技术强国或有意进人大 

型民机市场的国家进行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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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空客公司全球专利 申请地 区分布 

此外，作为对两家公司专利申请地区分布分析 

的重要内容，我们以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在中国的 

专利申请为例，分析两家公司在其关注的新兴市场 

的专利布局特点。 

波音公司在中国的专利布局。与波音公司的市 

场布局策略、中国大飞机国家战略有非常密切的关 

系。20世纪 8O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国曾计划启 

动干线飞机项目，从图5中我们可以看到．波音公司 

在 1996年一1998年间出现第一个中国专利申请阶 

段性高峰。随后，由于干线飞机项 目暂缓，波音公 

司在中国的专利 申请进入波谷期；到了 2002年、 

2003年，随着波音公司在华业务的扩张，分包、转包 

业务增加，波音公司迅速采用专利申请策略，从技 

术公开的方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防止大飞机制 

造技术专利权落人中国民机企业手中，因此，这一 

阶段波音公司在中国的专利申请进入第二个高峰 

期；2005年以后，随着中国论证并最终启动大飞机 

项 目，设立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立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商飞)专门负责大飞 

机重大专项的实施，波音在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也 

开始呈现出爆炸式增长，从这一点足见波音公司对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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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飞这一竞争对手的重视。但是，我们也同时 

发现．虽然波音在华专利申请总体呈现增长趋势， 

但每年的专利申请量并不多，均小于8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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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波音公司中国专利申请年度分布 

同样，空客公司在中国的专利布局，也与其市 

场布局策略以及我国大飞机战略有不可分割的关 

系。如图6所示，2002年以前 ，从专利申请上看，空 

客公司对于在中国进行专利布局的热情并不高，申 

请量不大，原因在于这一阶段空客与中国航空业联 

系并不紧密，中国也未有在大飞机领域能与之抗衡 

的企业出现。但 2003年以后，随着与中国企业的合 

作增多(如空客公司在天津开设分公司、在北京设 

立工程技术中心等)以及中国论证并启动大飞机项 

目，空客公司在中国的专利申请量明显增加．且成 

倍增长，不到十年时间就积累了上千件专利申请。 

而伴随着空客公司中国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其在 

中国的工业合作也从最初的零部件采购逐步发展 

到飞机零部件设计、机翼总装、飞机总装、复合材料 

生产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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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空客公司中国专利申请年度分布 

1．3 技术主题分布分析 

经过多年的发展，作为技术集成商 ，波音公司 

和空客公司申请的专利所涉及的技术主题非常广 

泛，囊括了飞机机身组装技术(机身、材料加工工 

艺、材料加工设备、测量方法等)，航电系统及发动 





2 启示分析及建议 

在分析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专利布局的基础 

上．进一步总结两家公司专利工作的特点和专利策 

略．提出对我国大飞机项 目的启示及建议，为企业 

制定专利战略提供参考。 

2．1 重视专利的价值，增强知识产权意识 

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深谙以专利为基础的创 

新价值，因而非常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在民机制造 

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先进专利技术。波音公司连续 

多年在权威咨询机构 The Patent Board及 1790 Ana． 

]ytics提供的年度专利排名中位列“航空 &防务领 

域”第一。空客公司创立时问晚，虽然在专利总量 

上仅为波音公司的一半，但进入 21世纪后 ，其专利 

申请量增长势头强劲。在涉及新技术 的核心专利 

上。大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借助出色的专利工 

作，空客公司成功地突破波音公司的技术封锁，最 

终成为与波音公司齐名的行业领跑者。 

重视知识产权工作、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 

部门进行机型研制的知识产权运作、推行鼓励员工 

开展技术创新的一系列政策是波音公司和空客公 

司成功的法宝。比如波音公司在企业内部设立发 

明奖，专门奖励每年为公司或者航天技术创造了最 

有价值的智慧财富的个人或者团队：允许对专利技 

术有重要贡献的发明人与公司共同拥有专利权等 

等。这些做法很大程度上激发 了员工的积极性，使 

得波音公司内部形成 良好的创新氛围，保障其在技 

术竞争中的领先优势。 

我国大飞机项 目应该重视专利在创新活动和 

市场竞争中的重要价值，借鉴波音公司、空客公司 

等跨国大企业在知识产权工作中的做法，把知识产 

权工作作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下力 

气建设一支懂法律、懂技术、懂运营的知识产权工 

作队伍，增强员工的知识产权意识，激励员工开展 

技术创新，从而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实力，从容应 

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2．2 立足本土市场，关注伞球动向．有层次、有针对 

性地布局全球市场 

纵观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利用专利申请进行 

的全球市场布局，可以发现，这两家在民机领域的 

领头企业。均在立足本土市场的基础上．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有层次、有针对性的布局。首先，两者都 

非常重视本土市场，在本土申请了大量的专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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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公司在美国本土申请的专利数量远多于在全球 

其他国家或地区申请的专利数量，空客在本土市场 

的专利数量也排在第一位；其次，它们对主要竞争 

对手的本土市场也异常重视，例如空客在美国的专 

利申请数量甚至与其在本土的专利申请数量近乎 

相当。而波音公司在空客本土的申请量也仅次于其 

在美国的申请数量；此外，对于潜在的竞争对手或 

主要的民机市场，也根据其发展战略的变化，动态 

调整专利布局。譬如，两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专利布 

局的更迭主要基于以下三点：1)在进人中国市场 

前。先期进行适应性专利布局；2)在与中国机构合 

作的过程中，采用 申请专利的方式保护 自身技术； 

3)根据中国政府、企业在商用大飞机方面的动向， 

有目的地进行布局。 

在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我国大飞机项 目不 

可避免地要面临跨 国企业的竞争 ，而跨 国企业无 
一 例外地通过先期布局知识产权的方式取得市场 

主导地位。使得我国企业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 

在这样的形势下，大飞机项 目想要争取主动权，变 

被动为主动，必须首先大力加强在本 国的专利申 

请力度，在开展有深度的专利分析工作的基础上， 

尽可能多地进行专利 占位，特别是核心专利 的占 

位 ，注重专利组合 申请设计 ，从而在本土市场上获 

得足够的知识产权筹码。同时，在面对国际竞争 

时 知识产权工作也必须要有国际视野 ，应该在立 

足本土市场的基础上，加强对主要竞争对手、潜在 

竞争对手的动态跟踪，关注全球的产业动向，并有 

针对性地进行海外市场的专利布局，以期在竞争 

中获得主动权。 

2．3 广泛布局专利技术．尤其是与企业发展策略有 

密切关系的重点核心技术 

飞机制造被称为“现代工业之花”．大飞机的制 

造过程涉及多个学科，包括空气动力学、材料学、航 

空电子学等，民机制造商属于技术集成商，集成的 

整体结构、复合材料构件和数字化技术构成了新一 

代飞机先进制造技术 的主体框架，而在集成过程 

中，要涉及成千上万的零配件以及发动机等。在众 

多的技术中，要分清哪些核心技术亟待开发，哪些 

技术需要 自行开发，哪些技术可与第三方合作开 

发。分析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的专利发现，随着企 

业的发展和专利的不断积累．两家公司的专利技术 

所涉及的技术主题已经非常广泛，涉及飞机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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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侧翻角计算 

5 权限管理及数据库维护 

系统对用户进行登录管理，不同用户具有不同 

的使用权限。系统管理员拥有对系统数据库安全 

管理和维护的全部权限，包括对系统数据库的创 

建、增加、删除、修改、数据备份和恢复，以及分配用 

户使用权限及登录帐号等，保证数据库数据的安全 

性和一致性。设计用户只具有对系统数据库的查 

询和调用功能。 

本软件服务器端程序是在 ORACLE9i的版本上开 

发的。若用户的服务器安装了高版本的ORACLE，则 

需将现有的数据库进行升级；若用户的服务器安装了 

其他的DBMS，则需将现有的数据库文件进行移植。 

本软件中运行或输人的数据都会录入数据库， 

无需在客户端保存文件。对于入库的数据尤其是 

图片数据，由于系统采用了大二进制对象(BLOB) 

的存储格式，可存储图像、音频、视频、WORD和 EX— 

CEL等各种文档，保证二进制文件数据的安全性， 

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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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删除了客户端的图片文件也不影响服务器端 

的数据存储。 

6 结论 

本软件是基于数据库技术，建立大型客机起落 

架总体方案设计软件，以快速确定大型客机起落架 

的总体设计方案。 

本软件作为一个独立的软件，既考虑到用户的 

需求，又符合数字化工程建设的需要。软件在初步 

应用过程中体现出良好的工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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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面面。但是，它们对于飞机的零部件及其组装 

也并非面面俱到，或者在某些技术领域。虽然有专 

利申请，但并不属于技术领先者。 

与跨国企业长期的发展和积累相比，我国大飞 

机项目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自主开发、掌握 自主 

知识产权显得尤为重要。空客公司的经验告诉我 

们，作为市场的后来者，专利的技术布局应该分三 

步走：首先，对于涉及企业发展的重点技术领域，需 

要加强专利的保护力度，注重开发关键技术．形成 

可以与竞争对手抗衡的核心专利群；在此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技术定位．积极开发与 自身发展战略密 

切相关的关键技术，布局专利申请，形成有 自我特 

色的重点专利群；同时，对于一些外围技术或暂时 

无法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可以通过与第三方 

合作开发的方式，共同申请专利，形成外围专利群。 

通过逐步积累，广泛布局专利技术，尤其是与企业 

发展策略有密切关系的重点核心技术，最终形成基 

于专利布局的核心竞争力。 

3 结论 

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战略资源和核心竞争力要素， 

大飞机项目在融人世界航空产业链的过程中，要获得 

成功、经受住市场的考验，应当汲取国际大型跨国企 

业的成功经验，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指导 

下，借鉴大型跨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经验，制定合 

理的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的创 

造、保护、运用和管理水平，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 

竞争力，用知识产权为大飞机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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