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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贸易下的全球地缘科技格局及其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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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崛起，关键在于科技崛起。在当前技术针对与封锁的国际环境中，探讨建构以中国

为核心的全球创新网络和科学制定中国未来科技战略是当前创新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交叉之

下研究的重点课题，而明晰全球地缘科技格局及其演变过程则是基础所在。本文基于2001—

2015年全球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进出口数据，在研究全球知识产权贸易格局和网络结构

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地缘科技体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得出以下结论：① 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

络两极分化显著，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以美国为核心的金字塔结构不断夯实；② 基于敏感

性和脆弱性模型阐释的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的非对称依赖性进一步验证了美国是全球地缘科技

格局的核心，且其核心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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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识化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趋势，两者互为因果，又互相促进。在此背景
下，世界进入以创新要素全球流动为特征的开放创新时代，全球创新网络正在代替全球
生产网络，重新塑造全球体系[1-3]。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各国凭借自身的科技实力和对全
球化的参与程度，处于不同的位置，也有着不同的能级，其理论渊源便是源于跨国公司
生产全球化和研发全球化的全球创新网络理论[4]。全球创新网络理论是西方自由竞争市场
下的，维护私人利益目标下的产物，其强调的是技术优势国在知识全球化时代快速占领
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位置，从而构建以己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体系。

全球生产网络到全球创新网络的转变，使得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逐渐由国家间
的贸易投资转嫁至在知识合作和技术转移中形成的非对称依赖，国家的地缘战略依托也
逐渐由表象的经济贸易手段渗透至深层次的科学技术针对与封锁。地缘政治逻辑深层次
的变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来源已经从殖民时代的军事实力发展至贸易时
代的经济实力，再到知识时代的科技实力。从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的核心组分，到
科技外交（Science Diplomacy）再到地缘科技战略，科技重塑国际体系结构，重构国家
间权力分配格局[5,6]，这一点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当前国际竞争的案例上，都能寻得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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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率先掌握蒸汽动力技术使其快速崛起成为工业文明下的
首个“日不落帝国”，19 世纪中后期，德国率先完成以电气化为特征的第二次技术革
命，成为全球霸主。20世纪以来，美国率先完成了以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微电
子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成为当前的全球霸主[7]。近年来，随着以日本、中国、
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以及以德国、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地区在科技上的快速发展，全
球科技格局也逐渐由以美国为核心的一极独大向一超多强格局、甚至是多极格局转变[8,9]。

改革开放以来，从科教兴国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再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在
成长为亚洲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在科技创新领域逐渐走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在全球创新网络中逐渐由边缘国成长为枢纽国，在全球知识和
技术合作中逐渐担当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10,11]。相关研究已经表明，伴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推进，以高铁技术、基建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为代表的中国技术转移，正逐
渐打破以南北技术转移为主的国际技术转移格局[12]。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
al Science Board，NSB）发布的《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dicators 2018），中国已在多个科技指标上位居全球第一，如在研发经费上，2000—2012
年，中国以18%的年平均增长率位居全球第一；在科技论文发表上，2016年，中国发表
了42.6万份研究论文，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另外，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共同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
新指数》（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7），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也由 2013年 35
位攀升至2017年的第22位。

然而，伴随着科技产出规模的急剧增加，中国在科技质量上仍然任重道远。2018年
以来，持续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兴事件”以及“华为事件”等，深刻的揭示出
中国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仍然受制于他国，从而在国际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宾夕法尼亚
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Geoffrey Garrett在为后EMBA商业领袖19期同学授课时对“中美贸
易摩擦”进行了解读（2018年 5月 18日），其认为中美关系问题不是关于贸易的，而是
关于创新，是美国对来自中国国内创新的惧怕。中国崛起，关键在于科技崛起。回望中
国的科技发展之路，“围堵下的突破”正是主旋律，中国面对的技术封锁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可以比拟，中国的科技发展道路也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崎岖。因此，在当前技术针对
与封锁的国际环境中，探讨建构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创新网络和科学制定中国地缘科技
战略是未来创新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交叉之下研究的首要课题。

关于地缘科技以及地缘科技战略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还未有过多的涉及，虽有一些
学者从地缘科技的概念、内涵方面试图架构“地缘科技学”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并
试图从国家安全、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阐释建构地缘科技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性[13,14]，但仍
显不足：一是理论背景多从国际关系学出发，缺乏空间思维；二是多纠葛于理论层面探
讨，缺乏国家科技竞争的实证案例研究。目前，学者们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全球研发和技
术扩散[15,16]、全球价值链[17,18]以及全球创新网络[19,20]等方式对全球科技格局的时空结构、演
化过程和机制进行研究。政策咨询界主要通过构建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对全球国家、城市
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07—2017），澳大利亚智库 2thinknow 发布的 《Innovation Cities™ Index》（2007—
2017），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06—2017）等。
这些研究成果虽对全球科技格局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但多从“规模”角度入手，并不能
阐释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国家间的非对称相互依赖（相对低位高低）关系。而这种关系只
有在现实中遇到因知识产权保护而爆发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时，才能被“后知后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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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基于2001—2015年全球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进出口数据，在研究
全球知识产权贸易格局及网络结构的基础上，引入非对称相互依赖理论，从敏感性和脆
弱性两方面探讨了全球地缘科技体系的时空演化格局，一方面丰富当前创新地理学和地
缘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试图为制定中国地缘科技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2 理论、数据与方法

2.1 地缘科技与知识产权贸易
地缘科技是地缘政治学在科技领域的自然延伸，如同地缘经济是地缘政治学在经济

领域的拓展一样。服务于国家地缘战略，地缘科技重点关注科技在国家体系结构中的作
用及影响，核心依托是国际科技竞争格局及其演变。地缘科技强调结构现实主义中的

“零和”和国际关系学中的“竞争”，即国家间科技关系的现实主义范式[21-23]。
相对于殖民时代的以“军事实力”塑造的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和贸易时代的以“经

济实力”塑造的国家间地缘经济关系，地缘科技在知识时代以“科技实力”重塑了国家
间的地缘关系。国家权力内涵的核心依托也从“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变换至“科技
权力”。“科技权力”根植于国家之间科技上的相互依存，是指知识技术优势国通过技术
封锁与针对，在国际关系中强迫他国改变自身意志的能力。在现实国际科技竞争中，技
术封锁和针对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针对显性科技产品的措施，如提高进口关税、征收
反倾销税、禁止进口和出口等；二是针对隐性知识技术服务的措施，如禁售专利、禁止
提供知识与技术服务等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存在，一国的科技产品贸
易额并不能代表其在国际科技体系中的地位，而隐藏在价值链中的就是国家间知识产权
竞争。

根据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与邻接权、
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线图设计权以及未披露
的信息专有权。知识产权数量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测度一个国家在国
际科技体系中是否拥有“科技权力”的重要指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能
够影响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从而影响全球贸易格局[24-26]，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大大
增加母国的经济增长、扩增跨国公司母公司的收入来源[27,28]，技术优势国通常可以利用知
识产权保护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并在其他领域争取更多的权力。
2.2 数据获取与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架构

以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为数据源，基于 2002年国际服
务贸易统计手册（EBOPS）的分类标准，将其中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费（Royalties and
License Fee）作为知识产权贸易的衡量指标，获取2001—2015年全球国家（地区）知识
产权贸易数据。为检验指标的可用性和准确性，以世界银行数据库——科学和技术子数
据库（Science & Technology，World Bank Data）中关于各国在知识产权贸易中的支出和
收益数据（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yments and receipts）作为校正参
考（其数据来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统计年鉴》），校正结果为两个数据库
数据统一。在知识产权贸易中，一个国家（地区）既可以通过向外出口知识产权，也可
通过从外部进口知识产权参与到全球知识产权贸易中来，因而我们把一个国家（地区）
的知识产权进口量和知识产权出口量之和称之为其知识产权贸易总额。

借鉴图论，以国家（地区）为顶点，以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为边权
重，构建加权无向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的建构，使得可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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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系列复杂网络统计特征量来研究全球地缘科技体系的等级层次性和复杂性。
（1）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 CD）。在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中，度中心性则为

与该国家（地区）产生知识产权贸易联系的国家（地区）数量，即一个国家（地区）的
知识产权贸易伙伴数量：

CD（i） =∑
j = 1

N

aij （1）

式中：CD（i）为国家（地区） i的度中心性；N为国家（地区）数量；aij为国（地区）家知
识产权贸易矩阵，若有贸易联系赋值为1，若无联系则为0。

（2）强度中心性（Strength Centrality, CS）。在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中，节点强度
中心性表示该国（地区）的知识产权贸易总额：

CS（i） =∑
j ∈Ni

N

Wij （2）

式中：CS（i）为国家（地区） i的强度中心性；Ni为与国家（地区） i邻接的国家集合；Wij

为国家（地区） i与国家（地区） j的知识产权贸易额。
（3）邻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 CC）。在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中，国家（地

区）的邻近中心性意为与网络中心的紧密程度：

CC（i） =(N - 1)/∑
j ∈N

dij （3）

式中：CC（i）为国家（地区） i的邻近中心性；dij为国家（地区） i和国家（地区） j之间的
最短路径距离。

（4）介数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 CB）。在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中，节点介
数中心性表示该国（地区）在全球知识产权贸易中承担“中介”或“中转站”的能力：

CB（i） = ∑
j = 1, j ≠ k ≠ i

N

Njk(i)/ ∑
j = 1, j ≠ k ≠ i

N

Njk （4）

式中：CB（i）为国家（地区） i的介数中心性；Njk为国（地区）家 j和国家（地区） k之间
的最短路径数量；Njk（i）为国家（地区） j和国家（地区） k经过国家（地区） i的最短路
径数量。
2.3 敏感性、脆弱性与全球地缘科技格局测度

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非对称相互依存理论（Asymmet-
ric Interdependence）中刻画国家间非对称依存关系的两个核心指标[29-31]。非对称相互依存
理论是国际政治学和国家关系领域的基础理论，用以衡量在贸易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在
贸易与投资过程中形成的地位高低[32]。在非对称相互依存理论框架中，敏感性描述的是
一国政策变化导致另一国家付出多大代价；脆弱性描述的是一国为应对外部变化而做出
调整付出的代价。敏感性和脆弱性分别从被动和主动两个视角，阐释了在全球竞争中，
国家相对权力的大小。

那么，在全球地缘科技格局中，敏感性指的是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知识产权优势国
通过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导致知识产权弱势国付出代价的惨烈程度，脆弱性指的是知识产
权弱势国为应对全球科技竞争而做出的努力程度。

Si→ j =
Tradeij

Tradei

- Tradeij

Tradej

；Vi→ j =
Tradeij

GDPi

- Tradeij

GDPj

（5）

式中：Si→j代表国家（地区） i对国家（地区） j的知识产权敏感性；Vi→j代表国家（地区）
i对国家（地区） j的知识产权脆弱性；Tradeij为国家（地区） i与国家（地区） j之间的知
识产权贸易总额（五年总额）；Tradei和Tradej分别为国家（地区） i和国（地区）家 j的

2118



9期 段德忠 等：知识产权贸易下的全球地缘科技格局及其演化

知识产权贸易总额（五年总额）；GDPi和GDPj分别为国家（地区） i和国家（地区） j的
国内生产总值（五年总额）。当 Si→j>0.2 或 Vi→j>0.2 时，说明国家（地区） i 对国家（地
区） j知识产权敏感或脆弱；当 Si→j<-0.2或Vi→j<-0.2时，说明国家（地区） j对国家（地
区） i知识产权敏感或脆弱；当Si→j=[-0.2，0.2]或Vi→j=[-0.2，0.2]时，说明国家（地区） i
与国家（地区） j之间知识产权对称敏感或脆弱。

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得到国家（地区） i与国家（地区） j之间的知识产权敏感性和
脆弱性矩阵，并把一个国家（地区）的对其敏感（脆弱）的国家（地区）称之为其知识
产权敏感（脆弱）腹地。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多边知识产权贸易数据，且目的是识别全球
地缘科技体系中拥有核心权力的国家（地区），因而在具体识别每一个国家（地区）的知
识产权敏感（脆弱）腹地或其属于哪一个国家（地区）的知识产权敏感（脆弱）腹地
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以敏感性为例）：

第一步：如果国家（地区） i对多个国家（地区）知识产权敏感（Si→j>0.2）或国家
（地区） j对多个国家（地区）知识产权敏感（Si→j<-0.2），则选取国家（地区） i敏感度最
大值或国家（地区） j敏感度最小值对应的国家（地区）作为其初级知识产权敏感上级国
家（地区）；其次，对第一步识别出的知识产权敏感上级国家（地区）进行再次甄别，如
该国家（地区）仍然对某个国家（地区）或某些国家（地区）知识产权敏感，则依旧选
取其敏感性最大值或最小值对应的国家（地区）作为其二级知识产权敏感上级国家（地
区），如此进行反复递归甄别，直至识别出的知识产权敏感上级国家（地区）不对其他国
家（地区）知识产权敏感，则将该国家（地区）作为国家（地区） i或国家（地区） j的
终极知识产权敏感上级国家（地区）；

第二步：如果国家（地区） i或国家（地区） j对所有国家（地区）都不敏感（即Si→j=
[-0.2，0.2]），则将此类国家（地区）直接划为终极知识产权敏感上级国家（地区）。

3 全球知识产权贸易格局与网络特征

3.1 知识产权进口格局由集中向分散演化，出口格局基本保持不变
2001—2015年，全球知识产权进口格局与出口格局差异较大。其中，全球知识产权

进口格局呈现出由集中向分散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知识产权进口量急
速增加，如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口额由第一时段（2001—2005年）的184.18亿美元增长至
第三时段（2011—2015年）的981.2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2.69%；巴西的知识产权
进口额由第一时段的 60.11 亿美元增长至第三时段的 236.86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10.29%；新加坡的知识产权进口额由第一时段的334.72亿美元增长至第三时段的1035.09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8.40%。而全球知识产权出口格局在这14年间基本不变，基本
锁定于美国、日本和西欧的“三足鼎立”格局。美国和日本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技术输出
国，其知识产权出口量分别由第一时段的3017.03亿美元和695.56亿美元增长至第三时段
的6301.39亿美元和1648.79亿美元（图1）。
3.2 以美国为爆点的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烟花状格局逐渐凸显

2001—2015年，美国是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的绝对核心，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空间
格局已由“美国-西欧”-“美国-日本”这一双拱门格局演化成以美国为爆点的跨区域
烟花状格局（美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美国-西欧，美国-中国，美国-新加坡，美国-
澳大利亚，美国-巴西等）（图2，见第2121页）。

14年间，知识产权贸易多发生于发达国家之间，其中，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知识产权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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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额始终位居全球第一，由第一时段的 685.04亿美元增长至第三时段的 973.43亿美元。
另外，在双边知识产权贸易中，美国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2001—2005年，在前20
对双边知识产权贸易中，有美国参与的多达15对，前10中更是有9对；2006—2010年，
在前 20对双边知识产权贸易中，美国参与的增长至 16对；2011—2015年，2011—2015
年，在前20对双边知识产权贸易中，更是有19对有美国参与，而唯一一对与美国无关的

双边知识产权贸易也仅位居第19（发生在中国①与韩国之间，贸易额为79.55亿美元）。

3.3 知识产权贸易网络两极分化显著，具典型的小世界特征
2001—2015年，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呈现出逐渐萎缩的态势，网络中节点数虽呈

①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将中国（整体）分为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四个部分，受此数据库约

束，本文中的“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皆指中国大陆地区的知识产权贸易。

图1 2001—2015年分时段全球知识产权进出口贸易格局
Fig. 1 The pattern of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from 2001 to 2015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666）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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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趋势（由第一时段的132个上升至第三时段的168个），但网络中边数却呈下降趋势
（由第一时段的993条下降至第三时段的877条），网络密度更是由第一时段的0.120下降
至第三时段的0.063，反映出全球知识产权贸易因知识产权具有时效性（一个知识产权交
易的合同年限可达数年、数十年）而具有累积效应。在逐渐萎缩的过程中，全球知识产

图2 2001—2015年分时段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
Fig. 2 The pattern of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network from 2001 to 2015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666）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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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贸易网络节点发育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两极分化严重，且网络整体特征呈现出典型
的小世界性（见表1）：

（1）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的连接水平逐渐降低，中低度节点占主导。14年间，在
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中，度中心性值高于平均数的国家数量所占比例由第一时段的
36.43%下降至第三时段的29.76%，度中心性值为1的国家数量由第一时段的46个上升至
第三时段的57个。

（2）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两极分化严重。度中心性、强度中心性和介数中心性这
三个指标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皆较高，尤其是强度中心性和介数中心性的基尼系数始
终高于0.9，且整体呈现出上升态势，表明在参与知识产权贸易的国家数量增加情境下，
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呈现出强劲的两极分化态势。

（3）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联系紧密。14年间，俄罗斯以绝对优势的知识产权贸易
伙伴国数量始终位居邻近中心性值首位，而全球大部分国家（地区）都与俄罗斯产生知
识产权贸易。2001—2005年，132个国家（地区）节点中有 105个直接与俄罗斯产生联
系；2006—2010年，176个国家（地区）节点中有160个直接与俄罗斯产生联系；2011—

表1 2001—2015年分时段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统计特征量
Tab. 1 Statistics of complexity of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network from 2001 to 2015

统计特征

网络规模

小世界性

无标度性

度中心性

强度中心性

邻近中心性

介数中心性

统计指标

节点数

边数

密度

网络直径

平均聚类系数

平均路径长度

度中心性幂律拟合

度中心性指数拟合

强度中心性幂律拟合

强中心性指数拟合

平均度中心性

变异系数

基尼系数

平均强度中心性

变异系数

基尼系数

平均邻近中心性

变异系数

基尼系数

平均介数中心性

变异系数

基尼系数

2001—2005年

132

993

0.120

4（5）

0.780（0.055）

2.028（2.816）

y=1644.5x-1.467

R2=0.7813

y=75.821e-0.04x

R2=0.9367

y=6E+15x-5.111

R2=0.7545

y=2E+11e-0.147x

R2=0.9924

15.395

1.281

0.628

74.483

4.445

0.913

0.503

0.148

0.078

0.008

6.042

0.947

2006—2010年

176

1334

0.087

4（4）

0.825（0.046）

2.006（2.613）

y=2586.2x-1.512

R2=0.8224

y=61.574e-0.029x

R2=0.8917

y=2E+17x-5.81

R2=0.7794

y=2E+11e-0.122x

R2=0.9899

15.159

1.504

0.679

109.355

4.531

0.922

0.505

0.121

0.056

0.006

8.910

0.973

2011—2015年

168

877

0.063

4（5）

0.781（0.045）

2.097（2.656）

y=1067.7x-1.36

R2=0.9013

y=35.902e-0.027x

R2=0.9025

y=2E+16x-5.112

R2=0.7478

y=2E+11e-0.115x

R2=0.9888

10.440

1.739

0.686

110.365

5.556

0.928

0.484

0.126

0.061

0.007

7.548

0.968

注：括号内为同等规模随机网络的统计特征值，随机网络是基于Gephi软件，用同一时段相同节点数，

按0.05的连接率生成。

2122



9期 段德忠 等：知识产权贸易下的全球地缘科技格局及其演化

2015年，168个国家（地区）有144个直接与俄罗斯产生联系。
（4）与同等规模随机网络相比，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集聚系数较大，平均路径长

度较小，小世界性特征显著。另外，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度中心性的位序-规模分布函
数和强度中心性的位序-规模分布函数皆呈现出良好的指数分布，且均具有较高的置信水
平。这一发现与已有以论文合作为媒介的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相关研究一致[10,33,34]，表明
在全球尺度，在科技领域，小世界网络具有普遍性。
3.4 知识产权贸易网络等级层次涌现，以“美国”为尖端的金字塔结构不断夯实

依据国家（地区）强度中心性大小，利用Pajek软件中的层次聚类算法对全球知识产
权贸易网络的等级层次性进行识别发现，2001—2015年，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由双核心
圈层结构向单核心圈层结构渐进发育，以美国为核心的金字塔结构格局不断夯实，见图3。

2001—2005年，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虽然形成了以美国、日本为双核心的圈层结
构，但在知识产权贸易规模上，美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一阶段，美国以4063.84亿美元
的知识产权贸易额位居全球第一，日本以1338.77亿美元位居第二。位居中间圈层的国家

图3 2001—2015年分时段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的等级层次结构演化
Fig. 3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network from 2001 to 2015

注：图中节点大小与该节点的强度中心性成正比；边粗细与节点间知识产权贸易额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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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加拿大外，全部位于西欧地区，分别为英国、德国、荷兰、瑞士和法国。这6个国家
的知识产权贸易额分别为 194.58 亿美元、963.49 亿美元、571.56 亿美元、676.49 亿美
元、503.54亿美元和 353.19亿美元。其余 124个国家（地区）皆位于外围圈层，这些国
家的知识产权贸易相对较少，平均贸易额仅有15.65亿美元。这一阶段，中国的知识产权
贸易额为191.62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十一位。

2006—2010年，美国以 6343.92亿美元的贸易额成为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的唯一
核心，位居金字塔结构的顶端。日本在这一阶段退居中间圈层，其贸易额为2073.99亿美
元，仍然位居全球第二。上一阶段位居中间圈层的6个国家在这一阶段仍然位居中间圈
层。这一阶段，爱尔兰知识产权贸易额增加显著，由上一阶段的 806.48亿美元增长至
1565.8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从外围圈层跃居至中间圈层。与上一阶段一样，除日本
外，核心圈层和中间圈层的国家都位于北美和西欧地区，皆为发达国家。其余157个国
家（地区）位居位于外围圈层，平均贸易额仅达到32.28亿美元。这一阶段，中国的知识
产权贸易额为492.50亿美元，仍然位居全球第十一位。

2006—2010年，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基本延续上一阶段的以美国为单核心的金字
塔结构。这一阶段，美国的知识产权贸易额达到8258.13亿美元，占到全球知识产权贸易
额的28.58%。上一阶段位居中间圈层的8个国家中，荷兰和法国在这一阶段下降至外围
圈层，其余6个国家仍然位居中间圈层。其中，爱尔兰以2991.76亿美元的贸易额超越日
本位居第二，日本则以 2588.13亿美元位居第三。位居外围圈层的国家（地区）数量为
161个，平均贸易额仅有 59.71亿美元。这一阶段，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额为 1025.59亿
美元，上升至全球第九位。

从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的等级层次结构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额虽快速上升，但
始终位居外围圈层，这与以论文合作刻画的中国在全球科研合作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极不
相符[10,11]，突出反映中国虽然在科研产出规模上位居世界领先行列，但在质量上（可被交
易的知识产权上）仍然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4 知识产权贸易敏感性和脆弱性下的全球地缘科技格局

4.1 敏感性：由美-俄分庭抗礼到美国一极独大
敏感性描述的是与知识产权贸易直接关联的受影响程度，即一国因他国知识产权保

护而受到的在贸易上的直接损失。2001—2015年，全球知识产权贸易敏感性腹地格局呈
现出由美国和俄罗斯分庭抗礼到美国一极独大的演变过程，具体来看：

2001—2005年，基于敏感性模型识别出的终极知识产权敏感上级国家为6个，除美
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外，其余三个国家皆为独立型终极知识产权敏感上级国家，即其
不对任何国家知识产权敏感，其他国家也不对其知识产权敏感，分别为拉脱维亚、立陶
宛和罗马尼亚。这一阶段，美国的知识产权敏感性腹地国家（地区）数量为65个，空间
上主要分布在欧洲地区、亚太地区和南美地区；俄罗斯的知识产权敏感性腹地国家（地
区）数量为38个，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地区；塞尔维亚的知识产权敏
感性腹地国家（地区）数量为21个，主要分布在北非、中非地区。

2006—2010年，随着参与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的国家数量增多，基于敏感性模型识别
出的终极知识产权敏感上级国家数量也增长至12个。这一阶段，俄罗斯的知识产权敏感
性腹地数量增加至92个，空间上集中分布在中亚、西亚、东欧以及非洲地区；美国的知
识产权敏感性腹地数量也上升至67个，基本延续上一阶段的空间分布状况。荷兰、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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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和丹麦三个国家在这一阶段也成长为拥有腹地的终极知识产权敏感上级国家，其中荷
兰的的腹地数量为3个，比利时和丹麦的腹地数量皆只有1个。这一阶段，独立型终极知
识产权敏感上级国家有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
和芬兰。

2011—2015 年，基于敏感性模型识别出的终极知识产权敏感上级国家数量仅有 4
个。除美国外，其余三个皆为独立型终极知识产权敏感上级国家，分别为尼日利亚、伊
朗和罗马尼亚。这一阶段，美国的知识产权敏感性腹地遍布全球，数量多达164个，几
乎全球所有国家都对美国知识产权贸易敏感，美国成为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的霸主。
4.2 脆弱性：美国主宰格局愈发强化

脆弱性描述的是与知识产权贸易间接关联的受影响程度，即一国因他国知识产权保
护而受到的在经济发展上的间接损失，反映出一国经济发展对知识产权的依赖性。
2001—2015年，全球知识产权贸易脆弱性腹地格局呈现出美国主宰的格局，且这种格局
在不断加深，具体来看：

2001—2015年，基于脆弱性模型识别出的终极知识产权脆弱上级国家由第一时段的
43个增长至第二时段的 88个，后下降至第三时段的 52个。在这些终极知识产权脆弱上
级国家中，除美国外，其余国家皆为独立型终极知识产权脆弱上级国家，这些国家集中
分布在非洲、西亚、中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多为发展中及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
发展仍处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即依赖于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而对知识产权的依
赖还很低。14年间，美国的知识产权贸易脆弱性腹地数量由第一时段的85个增长至第三
时段的102个，在空间分布上也不断扩充，在美洲、欧洲和亚太地区基本实现全覆盖。

5 结论与讨论

从军事实力到经济实力，再到科技实力，地缘政治逻辑的深层次变化凸显了国家权
力的核心依托也发生了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产权往往能够让
一个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
逐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由科技小国向科技大国发展，并向科技强
国迈进。中国崛起，关键在于科技崛起。

本文以2001—2015年全球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进出口数据，在研究全球知识
产权贸易网络时空结构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地缘科技体系的时空演化格局，得出以下
结论：

（1）全球知识产权进口格局呈现出由集中向分散的发展态势，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知
识产权进口量增长迅速，而全球知识产权出口格局基本保持不变，锁定于美国、日本和
西欧的“三足鼎立”格局。

（2）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已由“美国-西欧”-“美国-日本”这一双拱门格局演
化成以美国为爆点的跨区域烟花状格局，小世界特征显著，并发育出金字塔结构的等级
层次性，美国是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的中心。

（3）基于敏感性和脆弱性模型阐释的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的非对称依赖性进一步验证
了美国是全球地缘科技格局的核心，且其核心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这一方面突出反映
了美国深度主导全球知识国际化和科技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国际竞争
中，美国拥有强大的地缘科技实力。

全球地缘科技格局深度揭示了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边缘”地位，这与大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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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中国在科技产出上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符，凸显出中国科技产出质量仍然较低，中国
的科技发展之路仍任重道远。中国在未来科技发展道路以及科技政策的制定上，应坚持
创新发展战略，强调科技产出的质量，提高核心知识产权竞争力。另外，基于敏感性和
脆弱性模型阐释的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的非对称依赖性也反映出中亚、西亚以及非洲地区
是美国当前科技权力缺失的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地区。
因此在未来中国应加强与这些地区国家进行科技创新合作，明晰重点合作领域和重点合
作区域，将“一带一路”建设成科技创新合作之路。

本文从知识产权贸易的非对称依赖的视角阐释了2001—2015年的全球地缘科技格局
演化过程，试图丰富和拓宽当前创新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但在
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仍显不够，还有大量关于“地缘科技”的现实问题值得
地理学者深入探究。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未来的研究方向：

（1）地缘科技与地缘科技学的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地缘政治学脱胎于地理学，地缘
科学作为地缘政治在科技领域的自然延伸，地缘科技学的理论体系也应从地理学出发，
建构其理论框架。

（2）多尺度多竞争介质的地缘科技格局研究。国家科技竞争不仅仅在于隐性的知识
产权竞争，还在于显性的国家科技产品竞争、科技人才竞争、科技制度和政策竞争，以及
大学和企业竞争等等，国家科技竞争不仅存在于全球尺度，还存在于区域尺度、多边尺
度，甚至双边尺度，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应开展多尺度的多竞争介质的地缘科技格局研究。

（3）中国科技战略布局研究。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复杂，所面临的技术封锁与针对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中国地缘科技战略布局思路设计应以客观认识中国在全
球地缘科技格局中位置为前提，因此在未来应对中国在全球技术创新体系、全球技术贸
易体系、全球地缘科技格局中的位置及变动趋势进行持续跟踪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 Ernst D, Kim L.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local capability formation. Research Policy,

2002, 31(8): 1417-1429.

[ 2 ] 司月芳, 曾刚, 曹贤忠, 等. 基于全球—地方视角的创新网络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5): 600-609. [Si Yue-

fang, Zeng Gang, Cao Xianzho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5): 600-609.]

[ 3 ] 杜德斌.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动力与模式.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6-12. [Du Debin. Global S&E Innovation

Center: Motivation and Mode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6-12.]

[ 4 ] Ernst D. The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sia’s role in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

ing, 2007, 64(3): 161-166.

[ 5 ] Weiss C.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05, 27(3): 295-313.

[ 6 ] Weiss C. How d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f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Minerva, 2015, 53(4): 411-430.

[ 7 ] 杜德斌.“大洗牌”前夜: 第5次创新资源跨国大转移看亚洲. 东方早报, 2014-10-14. [Du Debin. The eve of a major re-

shuffle: Asia, the destination of the fifth transnational shifting of global innovation resources. Oriental Morning Post,

2014-10-14.]

[ 8 ] Wilson J, AI E. Knowledge, networks and nations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Royal Society, 2011:

5-6.

[ 9 ] Adams J. Collaborations: The rise of research networks. Nature, 2012, 490(7420): 335-336

[10] 刘承良, 桂钦昌, 段德忠, 等. 全球科研论文合作网络的结构异质性及其邻近性机理. 地理学报, 2017, 71(4): 737-

752. [Liu Chengliang, Gui Qingchang, Duan Dezhong, et al.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and proximity mechanism of glob-

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based on co-authored paper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1(4): 737-75.]

[11] Gui Q C, Liu C L, Du D B.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flows and the role of proximity. Growth & Change, 2018, 49(3):

532-547.

[12] Urban F. China’s rise: Challenging the North-South technology transfer paradigm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low

carbon energy. Energy Policy, 2018, 113: 320-330.

2126



9期 段德忠 等：知识产权贸易下的全球地缘科技格局及其演化

[13] 肖洋. 地缘科技学与国家安全: 中国北极科考的战略深意. 国际安全研究, 2015(6): 106-131. [Xiao Y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China’s Arctic scientific expedition. Journal of Interna-

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15(6): 106-131.]

[14] 赵刚. 地缘科技学的理论及其意义. 中国科技论坛, 2007, (1): 87-89. [Zhao Gang. Geopolitics theory on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07, (1): 87-89.]

[15] Balland P A, De Vaan M, Boschma R. The dynamics of interfirm networks along the industry life cycle: The case of the

global video game industry, 1987-2007.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13(5): 741-765.

[16] Bojanowski M, Corten R, Westbrock B.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he global network of inter-firm R&D partner-

ships 1989-2002. Mpra Paper, 2012, 37(6): 967-987.

[17] Linden G, Kraemer K L, Dedrick J. Who captures value in a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 The case of Apple’s iPod. Com-

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9, 52(3): 140-144.

[18] Sun Y F, Grimes S. China’s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in ICT’s global value chai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016, 40

(2-3): 210-224.

[19] Matthiessen C W, Schwarz A W. The top-level global research system, 1997-99: Centres, networks and nodality. Ananal-

ysis based on bibliometric indicators. Urban Studies, 2002, 39(5-6): 903-927.

[20] Matthiessen C W, Schwarz A W, Find S. World cit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s, networks and potential dynam-

ics: An analysis based on bibliometric indicators. Urban Studies, 2010, 47(9): 1879-1897.

[21] 林涛.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 科技因素的视角. 科技管理研究, 2007, (12): 261-263. [Lin Tao. Power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

search, 2007, (12): 261-263.]

[22] 朱亚宗. 地理环境如何影响科技创新: 科技地理史与科技地理学核心问题试探.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3, 20(5): 61-

66. [Zhu Yazong. How does geography affe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 tentative probe into the core prob-

lems of sci-tech geography history and sci-tech geograph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alectics, 2003, 20(5): 61-66.]

[23] Busteed M A.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by P. J. Taylor.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1986, 11(2): 247-248.

[24] Maskus K E, Penubarti M. How trade-related 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39(3-4): 227-248.

[25] Branstetter L G, Fisman R, Foley C F. Do strong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reas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 S. firm-Level panel dat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121(1): 321-349.

[26] Braga C P P, Fink C. How stronger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ffects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Policy Re-

search Working Paper, 2016.

[27] Sattar A, Mahmood 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s from high, middle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 Pakistan Economic & Social Review, 2011, 49(2): 163-186.

[28] Park W G, Ginarte J C.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10, 15(3):

51-61.

[29] 杜德斌, 段德忠, 杨文龙, 等.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格局演化研究: 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分析. 地理

学报, 2016, 71(10): 1741-1751. [Du Debin, Duan Dezhong, Yang Wenlong, et al.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 of Chinese

economic power based on the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states interdepende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

(10): 1741-1751.]

[30] 项卫星, 王冠楠.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基于“金融恐怖平衡”视角的分析. 当代亚太, 2012,

(6): 90-111. [Xiang Weixing, Wang Guannan. Sensitivity and fragility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Sino-U.S. rela-

tion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balance of financial terr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2012, (6):

90-111.]

[31] 张彦. 国际合作中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关系和规律探究: 以中国-东盟经贸数据为量化分析样本. 太平洋学报, 2015,

23(1): 32-44. [Zhang Yan.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and rules between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coop-

er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ino-ASEAN trade data. Pacific Journal, 2015, 23(1): 32-44.]

[32]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存.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6. [Robert O K, Joseph S N.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33] Leydesdorff L, Wagner C 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sci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re group. Journal of Informet-

rics, 2008, 2(4): 317-325.

[34] Haunschild R, Bornmann L, Leydesdorff L. Networks of reader and country status: An analysis of Mendeley reader sta-

tistics. Sociological Review, 2015, 25(25): 867-876.

2127



地 理 研 究 38卷

Global geopolitical pattern on science & technology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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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to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s has made the interdependence of countries gradually shift from the trade investments
between countries to the asymmetric dependence formed in knowledge co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logic of geopolitics have resul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core sources of state power have evolved from military strength in the colonial era to
economic strength in the era of trade, and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The key to the rise of China lies in the ris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ooking back
at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e can find tha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shortage of“containment”and“blockade”, from the“Paris Coordinating Committee”to 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to today’s“ZTE Incident”. No country can compare the technical
blockade faced by China, and China’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ath is also more rugged
than that of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here technology is currently
targeted and blocked, how to construct a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 led by China and
scientifically formulate geo- scientific strategies for China are the primary topics for research
under the future of innovative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 Based on this, we, taking the imports
and expor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mo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rom 2001 to 2015 as
the data source, studied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pattern of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and discussed the space- time evolution pattern of the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as follows. Firstly,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ing network is markedly polarized. It is a typical small- world network, with a
hierarchical hierarchy of pyramid structure. The“central- periphery”patter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core is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d. Secondly, the asymmetric dependence of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based on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models further verif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core of the global geo-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andscape, and its core
position is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d and strengthened.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geopolitics on science & technology;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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