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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1世纪被称为海洋世纪，加强海洋的开发、利用和安全，关系到国家

的安全和长远发展，随着大陆架和浅海油气资源逐渐枯竭，人类将探索的

目光投向了深海。目前，发展深海经济已成为各沿海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

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等相继出台了国家战略计划，并加大了对深海科

技的投入。我国也确定了拓展深海战略发展空间、开辟国家安全新疆域、

维护中国深海利益的深海战略。

目前，全国各沿海省份和地区如山东、浙江、广东、江苏、福建、上

海、青岛等都纷纷关注并推进其深海产业发展。海南作为我国海洋面积最

大和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在发展深海科技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18

年 4月 13日，习总书记在海南向全世界亲自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

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赋予了海南自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2020年 6月 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了“依托

文昌国际航天城、三亚深海科技城，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平台，

培育深海深空产业”的要求。

因此，挖掘和利用海南的“海资源”，用以加速布局深海科技产业，加

快打造深海科技城，建设国家深海基地南方中心，打造涉海产业和人才聚

集地，实现深海科学研究和装备研发制造的跨越发展，助力海南自贸港建

设，为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撑保障，并切实提升海南在

国家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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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紧随全球海洋战略，深海定位逐渐凸显

随着海洋科技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竞相制定海洋科技发展战略与规

划，以占据国际海洋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深海是地球上最大的未知区域，

蕴藏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所需的各种战略资源和能源，被誉为 21世纪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新疆域”。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海洋经济强国率

先意识到以海洋高科技为主要特征的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需要海洋科技战

略与规划的引导和支持，都在本国的海洋发展战略与规划中涉及了深海生

产技术产业的相关内容，为其发展提供政策依据。我国也确定了拓展深海

战略发展空间、开辟国家安全新疆域、维护中国深海利益的深海战略，为

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首次

提出深海战略“三步曲”，“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战略的计划路线

图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党和国家陆续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深海经济

健康快速发展的政策和法规文件。

为响应中央政策，各沿海城市和地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资源开发，

并进一步确定了深海相关政策。其中，海南省毗邻南海，受权管辖西、南、

中沙群岛及其海域，以南海为切入点和试验田开展深海科学研究具有得天

独厚的地缘优势。海南省政府 2019年 5月批复同意《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

体规划(2018-2035)》，要求三亚依托崖州湾地理区位优势，把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全面建成国家深海海洋产业新区；2020年 8月，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智慧海南总体方案(2020-2025年)》，在“海

洋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中提出：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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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加快推进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研制和海试，高质量完成 4500米载人潜水

器试验性应用，打造开放共享的载人潜水器公管共用管理平台。

第二章 海洋经济高速增长，深海产业潜力巨大

2.1 全球海洋产业高速发展，GVA占比不断提升

随着海洋科学和海洋工程的发展，沿海各国开发利用海洋的规模日益

扩大。统计显示，20世纪 60年代末，世界海洋产业的产值为 130亿美元。

到了 20世纪 70年代，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每十年就翻一番：1970年

为 1100亿美元，1980年为 3400亿美元，1992年达到 6700亿美元，2002

年，世界海洋经济产值约 1.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4％1。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指出，“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海洋经济

数据库值计算，2010年全球海洋经济的价值（根据海洋基础工业对经济总

产出量和就业的贡献计算）为 1.5万亿美元，接近世界经济总增加值（GVA)

的 2.5%。《重振海洋经济——2015年行动方案》报告指出，全球主要的海

洋资源价值保守估计至少达 24万亿美元，若与全球十大经济体相比，海洋

每年可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总值可达 2.5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七。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 2016年 4月 27日发布了一份题为《2030年海

洋经济展望》的报告，预计 2030年，全球海洋经济产出将超出 3万亿美元，

占世界经济增加值的 2.5％，海洋产业将雇用 4000多万人，占全球劳动人

口的 1％以上。

1 广东省海洋渔业“十一五”规划课题组.全球海洋经济及渔业产业发展综述[J].新经济,2009,1: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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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海洋产业稳步增长，深海产业活力十足2

（1）产业总体规模

据 2019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统计，2019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

值 89415亿元，比上年增长 6.2%，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9.0%，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7.1%。其中，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

3729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3198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53700亿元，分

别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的 4.2%、35.8%和 60.0%。

图 2.1 2015-2019年海洋生产总值

（2）主要海洋产业规模及深海产业

2019年，我国主要海洋产业保持稳步增长，全年实现增加值 35724亿

元，比上年增长 7.5%。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渔业作为海洋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增加值占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50.6%、18.0%和 13.2%。

2《2019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2019/5.

http://www.nmdis.org.cn/hygb/zghyjjtjgb/2019hyjjtjgb/
http://www.nmdis.org.cn/hygb/zghyjjtjgb/2019hyjjtj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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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9年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构成

其中，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油气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矿业是深海产

业的代表性产业。海洋船舶工业能够保持 10个点以上的增长，表明我国的

深海产业活力非常强大。

（3）主要省市产业规模

2019年我国沿海主要省市在海洋产业方面，广东省排名第一，年生产

总值达 21059亿元，同比增长 9.0%，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19.6%，占全国海

洋生产总值的 23.6%，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连续 25年位居全国前列3；山东省

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1.46万亿元，继续居全国第二位，同比增长 9%，占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20.5%，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6.3%4；福建

省 2019年海洋生产总值达 1.2万亿元，占全省 GDP的 28.4%，居全国第三

位5；上海市海洋生产总值从 2016年的 7463亿元增长至 10372亿元，占全

3 《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20）》.广东省自然资源厅,2020/6/5.
4 “十三五”时期山东海洋经济（海洋产业）发展成就发布会，2020/11/30.
5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通报.福建省新闻办,20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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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GDP 的 27.2%，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11.6%6；浙江省海洋生产总值

8739.27亿元，比上年增长 9.7%7；江苏省海洋生产总值（GOP）突破 8000

亿元大关，达到 8073.4亿元，比上年增长 8.5%，海洋生产总值（GOP）占

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 8.1%8；海南省海洋生产总值 1717亿元，

比上年增长 8.46%，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2.34%9。

图 2.3 2019年主要省市海洋产业生产总值

综合全球海洋产业规模来看，中国海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世

界海洋经济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集中在滨

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渔业，重要发展区域主要集中在广东、

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海南等沿海地区，其中广东、山东和福

建的海洋产业发展迅速，规模较大，占据国内海洋产业前三名。与其他省

市相比，海南省海洋产业规模不够突出，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阔海洋

国土，使海南省在海洋产业中的深海产业大有可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6 上海市海洋经济产值破万亿.人民网-《人民日报》，2020/6/10.
7 海上“两山”15年：浙江全面擘画构建海洋经济强省.中国新闻网，2020/8/22.
8 《2019年江苏省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江苏省自然资源厅，2020/6/8.
9 《2019年海南省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海南省自然资源与规划厅,2020/12.

http://www.nmdis.org.cn/hygb/zghyjjtjgb/2019hyjjtj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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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技术发展持续更新，龙头企业各有侧重

根据深海产业发展现状，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油气工业、海洋渔业、

海洋矿业是深海产业的代表性产业，保持较大的增长速率。在相关领域占

据主导地位的国外企业、中国企业以及中国在深海领域具有战略地位的研

究机构和企业中，大宇造船株式会社在世界造船“皇冠上的明珠”LNG船上

的技术品质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年产销量排名世界第一；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是我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勘探与开发公司且在深海产业规模中占据主要

地位；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深海装备建设的主力军且为我国最大

的造船集团；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是我国海洋研究领域最聚

焦于深海研究的科研机构。

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aewoo Shipbuilding & Marine Engineering Co.

Ltd，简称 DSME）成立于 1973年 10月，总部设在首尔，造船厂位于韩国

巨济岛玉浦，年销售总额达 105亿美元，是规模达到世界第二的超大型造

船公司，也是韩国“三巨头”造船企业之一。DSME公司主要产品是 LNGC

（液化天然气船）、LPGC（液化石油气船）、集装箱船，FPSO、RIG（钻井

设备）、Drill-Ship（浮式钻井船）、海洋钻井平台等。其中 LNG船在技术品

质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年产销量占整个世界 1/3以上，排名世界第一位。

技术上，大宇造船在 LNG船方面具有其独特优势，大力推进大型 LNG船，

高效集装箱船等下一代新船舶事业；开发下一代船舶推进体系(燃料电池，

节能装置等)；提高前段技术和建造设备的研发能力，促进防务船舶出口等；

这是大宇造船未来新事业发展的主要推进方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88%B9%E8%88%B6%E9%9B%86%E5%9B%A2%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08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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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即中国海洋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海油”或“中

海油”）是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属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中

央企业），总部设在北京，自 1982年成立以来，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由一家单纯从事油气开采的上游公司，发展成为主业突出、产业链完整的

综合型能源集团，形成了上游（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及销售）、中下游（天然

气及发电、化工、炼化、化肥）、专业技术服务（油田服务、海油工程、综

合服务）、金融服务以及新能源等产业板块。

2019年 10月 25日，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船舶集团），由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中船集团和中船重工

整体划入中国船舶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集团。其中，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公司（简称中船重工，CSIC）成立于 1999年 7月 1日，是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中央企业。前身是 1963年 9月国务院决定将船

舶工业从第三机械工业部分出来成立的第六机械工业部。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船工业，CSSC）于 1999年 7月 1日成立，是由原中

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重组成立的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主要

从事海军装备、民用船舶及配套、非船民品的研发生产，是国内船舶行业

的龙头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船舶修造、海洋装备研发与制造企业之一。

中船重工与海南省已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的合作将越来越紧

密。未来，中船重工将进一步加大在海南的科技研发投入，发挥自身优势，

深掘海南深海经济和深海科技发展潜能，保障深海产业所需的技术和产业

项目顺利推进，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赋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5%9B%BD%E6%9C%89%E8%B5%84%E4%BA%A7%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4%BC%81%E4%B8%9A/87606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4%BC%81%E4%B8%9A/8760662
https://wiki.mbalib.com/wiki/%E4%BA%A7%E4%B8%9A%E9%93%BE
https://wiki.mbalib.com/wiki/%E5%A4%A9%E7%84%B6%E6%B0%94
https://wiki.mbalib.com/wiki/%E5%A4%A9%E7%84%B6%E6%B0%94
https://wiki.mbalib.com/wiki/%E9%87%91%E8%9E%8D%E6%9C%8D%E5%8A%A1
https://wiki.mbalib.com/wiki/%E6%96%B0%E8%83%BD%E6%BA%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88%B9%E8%88%B6%E5%B7%A5%E4%B8%9A%E9%9B%86%E5%9B%A2%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24236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88%B9%E8%88%B6%E9%9B%86%E5%9B%A2%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40888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5%9B%BD%E6%9C%89%E8%B5%84%E4%BA%A7%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37001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5%9B%BD%E6%9C%89%E8%B5%84%E4%BA%A7%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37001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4%BC%81%E4%B8%9A/876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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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装备是中船重工主打的战略装备，也是中船重工科研生产能力体

系最全面、技术实力最强、总体规模最大的战略型产业。当前海洋装备领

域已覆盖海洋防务（水面舰艇、核潜艇、常规潜艇、水中兵器等海军装备，

以及海警、海巡等公务船舶）、海洋运输（货船、油船、集装箱船及高技术

船舶）、海洋开发（DSJ系列自升式钻井平台和WS系列海洋工程船等）、

海洋科考（“奋斗号”载人深潜、“科学号”科考船、“向阳红 18”和“向阳红 03”

系列科考船等）以及相关的研发、设计、建造、集成、试验等。中船重工

是伴随着中国海军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现有船舶工业主要在绿色船舶、

智能船舶、智能船厂等方面继续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海洋装备将会更加自

动化、智能化。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英文名：Institute of Deep-se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缩写：IDSSE，CAS；

简称：深海所）成立于 2011年，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三亚市人民政府和中

国科学院三方联合共建，位于中国海南省三亚市鹿回头半岛，。深海所作为

国家深海研发试验的共享开放平台，填补我国深海战略上的地域空白，突

破深海科学、深海工程技术研发与海上作业试验之间长期以来相互割裂的

障碍。在深海科学研究方面，重点开展与物理海洋、海洋地质、海洋化学

及海洋生物相关的深海科学问题研究，以深海环境与生态过程、深海地质

构造、沉积演变及其油气矿产资源、深海环境下的生物学特征为主要研究

方向。在深海工程技术方面，主要包括：海洋多参量智能测量与传感器技

术及装置（深海环境探测、原位分析装置及传感器技术、成像与可视化技

术等）；深海生物资源探测技术与系统，深海低温高压、高温高压体系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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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学及生物学的实验模拟技术；海洋观测、定位的网络系统技术与方

法（海底观测网络的构建与接驳技术，深海信息传输，海洋环境立体观测

一体化技术，信息多层次集成与应用服务系统技术）；水下作业潜水器、潜

标系统集成及应用技术（小型深海作业平台及运载技术、能源、材料与密

封技术、水下滑翔机、浮标/潜标技术）；深海科学研究和深海资源开发的

作业装置和工具（各类保真采样、原位监测与实验技术及装置）；海洋油气、

矿产勘探开发新方法、新技术与系统。深海所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海洋装

备主要有探索一号、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海斗”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

（ARV）、“海翼”水下滑翔机等。

第四章 深海专利全球居首，产学研转化有待加强

4.1 深海专利增长迅速，技术创新不断加强

图 4.1 深海产业相关专利申请趋势

统计结果显示，全球深海产业相关专利的申请量经历了平稳期、增长

期和爆发期三个阶段。中国在深海领域的技术起步较晚，检索到的最早一

篇专利于 1985年申请，较全球最早专利（1900年）晚了 85年，此后经历

中国全球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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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段专利申请量的缓慢增长期（1985-2000年），2000年后深海产业相关

专利的申请量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 2018年攀升至 23527件，位居全球第

一。从专利申请量增长曲线的走向预测，申请量还有上升的很大空间。海

南深海产业的专利申请趋势与全球的基本一致，也经历了平稳期、增长期

和爆发期三个阶段，具体的，第一阶段为 1993-2007年，每年的申请数量

均低于 5件；第二阶段为 2008-2015年，申请数量稳步增加，但增长的幅

度不大；第三阶段为 2016-2019年，专利申请量指数增长，在 2019年达到

了最高的 207件。

4.2 深海专利后起赶超，知产10创新聚焦沿海

图 4.2 深海产业相关专利申请量排名地区

10 知识产权的简称，是指人们就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通常是国家赋予创造者对其智力成果

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的专有权或独占权，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B3%E5%8A%A8%E6%88%90%E6%9E%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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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深海产业相关专利的申请区域主要集中在亚洲的中国、韩国

和日本三个国家，其中，中国的申请量高达 178687件，日本和韩国相关专

利申请量分别为 76033件和 70124件，数量上位居全球二、三位；作为最

先制定《全球海洋科学规划》的美国，目前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四位，

共计 59129件。中国深海产业相关专利的申请都集中在沿海一带的省份和

地区中，四大海域中，毗邻黄海和东海的地区申请量较多，包括江苏省

（20246件）、山东省（18678 件）、浙江省（16089 件）和上海市（11352

件）；其次是南海的广东省（16059件）；最后是靠近渤海的地区以北京市

（15294件）为代表。海南省深海产业相关专利的申请主要集中在海口市

和三亚市，申请量分别为 623件和 218件，其他区县的申请数量均低于 100

件。

4.3 日韩公司优势突出，我国高校创新活跃

图 4.3 全球深海产业专利申请量前十单位名单

全球深海产业专利申请量前十的单位由中国、韩国和日本包揽，其中

日本的三菱重工株式会社（Mitsubishi Heavy Industry Co., Ltd）以 2727 件

居全球首位，三菱电机公司（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以 1400件居

第八位。韩国的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aewoo Shipbuilding & Marine



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YZBSTC IP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第四章 深海专利全球居首，产学研转化有待加强

13

Engineering Co., Ltd）以 2706件的数量居全球第二位，三星重工株式会社

（Samsung Heavy Industry Co., Ltd）以 1615件居第六位。中国有 6家单位

上榜，以高校为主。

目前，国内深海产业专利申请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统计结果显示，

深海产业专利申请量前十的单位中，高校和科研院占据了其中的八位，中

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企事业单位填补了剩

余的两个名额。具体申请数量上，浙江海洋大学以 2608件居首；哈尔滨工

程大学 2549件，位居第二位；中国海洋大学 1652件，位居第三。海南省

内，海南大学在深海产业的专利申请量最多，共计 173件；其次是中电科

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和海南

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分别有 72件、66件和 60件；其他申请主体的专利

申请量均低于 50件。

图 4.4 中国和海南深海产业专利申请量前十单位名单

第五章 技术体系磐礡复杂，资源开发技术研究最热

深海技术是为深海科学调查与深海开发提供手段和装备的海洋高技

术，它是涉及水面与水下空间的一项复杂的高技术，是一项几乎涉及当代

所有科学技术领域的综合技术，集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

中国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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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以及军事装备技术等于一体1112。目前为止国内外对深

海技术体系的划分还没有一个完整、权威的论述，许多划分比较杂乱，并

且技术领域多有交叉。这里根据对现有技术的理解以及与相关领域的高校

教授、科研专家经过深入讨论确认，将深海技术从体系上大致分为深海探

测技术、深海资源开发技术、深海空间利用技术、深海装备技术四个部分。

表 5.1 深海技术分类体系

一级分支 二级分支 技术说明

深海探测

技术13141516

传感探测技术

声学（侧扫声呐探测技术、多波束探测技术、合成孔

径声呐成像技术和浅地层剖面测量技术等）、光学（水

下光学传感技术、光纤水听技术、水下激光通信技术

和水下光学成像技术等）、电磁学和热学等

取样探测技术

生物（拖网、采水器和采泥器等）、海水（采水器）

和岩芯等取样（采集工具主要有保压取芯器(PCS)、

保压取芯筒(PCB)、HYCINTH 系统及运载器取芯器）

深海资源

开发技术
17181920

油气资源开发

技术

深海油气勘探技术、深海油气钻井技术、深海油气开

采技术、深海油气储运技术等

矿产资源开发

技术

深海锰结核的开采技术（流体提升式采矿技术、连续

链斗式采矿技术、海底机器人采矿技术、拖网采集技

术等）

生物资源开发

技术

海洋高新捕捞技术、海洋牧场开发技术、海洋生物药

物和工业原料开发技术

能源开发技术 热能发电、潮汐发电、温差发电及盐度差发电等技术

深海空间

利用技术
21

海上运输
海港码头、海上船舶、航海运河、海底隧道、海上桥

梁、海上机场、海底管道等

生活生产空间 人工岛、海上工厂、娱乐设施等

11 刘淮.国外深海技术发展研究二[J].船艇 Ships & Yachts.2006,260:6-18.
12 深海技术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处.
13 邢军,刘忠,彭鹏菲.深海水声探测特性研究[J].船舶科学技术,2009,31(6):67-72.
14 杜增丰,张鑫,郑荣儿.拉曼光谱技术在深海原位探测中的研究进展[J].大气与环境光学学报,2020, 15(1):2-12.
15 丁忠军,任玉刚等.深海探测技术研发和展望[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9,36(4):71-77.
16 李硕,唐元贵,黄琰,等.深海技术装备研制现状与展望[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12):1316-1325.
17 倪国江.海洋资源开发技术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发展重点[J].海洋技术,2009,28(1):133-136.
18 方银霞,包更生,金翔龙.21世纪深海资源开发利用的展望[J].海洋通报,2000,19(5):73-78.
19 莫杰.深海资源开发利用研究[J].科学,2013,65(1):31-35.
20 杨旭,曹新宇,等.关于深海资源可持续开发的几点思考[C].辽宁省法学会海洋法学研究会学术年会,2017.
21 刘淮.国外深海技术发展研究二[J].船艇 Ships & Yachts.2006,26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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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支 二级分支 技术说明

利用

储藏和倾废空

间
海洋储藏基地、海洋倾废技术等

深海军事基地
导弹和卫星发射基地、水下指挥控制中心、潜艇水下

补给基地、海底兵工厂、水下武器试验场等

深海装备

技术222324

油气资源装备

钻井平台（船）、生产平台、FPSO、穿梭油轮、起重

船、铺缆铺管船、半潜船、三用工作船及平台供应船

等

矿产资源装备 矿产资源勘探装备、海洋矿产资源开发装备

可再生能源装

备
潮汐发电设备、热能发电设备、温差发电设备等

生物资源设备 鱼类探测装备、养殖工船和深水养殖网箱等

运载与作业装

备

缆遥控潜水器(ROV)、无缆自治潜水器(AUV)和载人潜

水器(HOV)等

从专利申请量上看，目前全球、中国和海南深海产业所申请的专利中

均以“深海资源开发技术”为主，占据半数以上；其次是“深海探测技术”，

占比在 20%以上；“深海空间利用技术”和“深海装备技术”的专利数量相差

不大，所占比例分别均在 10%左右。

图 5.2 深海产业各一级分支专利数量及占比情况

5.1 探测技术接轨国际水平，市场需求关联度高

（1）美欧日韩保持领先地位，中国基本接轨国际水平

国外主要海洋国家已经将遥感技术和 GIS技术应用于海洋军事利用、

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监测和保护等多个方面，信息服务方式已经逐渐向

22 “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科技部,2019/5.
23 赵羿羽,曾晓光,郎舒妍.深海装备技术发展趋势分析[J].船舶物资与市场.2016, 42-45.
24 李硕,唐元贵等. 深海技术装备研制现状与展望[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1(12):1316-1325.

全球 中国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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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产品化、网络化和信息共享等方面发展。美国、欧洲、日本、韩

国等发达国家主要通过政府支持，科学界与企业界联合，国际合作等方式

加快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通过密切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究和市场开发，

确保了发达国家在海洋探测、水下声通信和深海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方面

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随着我国深海探测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拥有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海洋资源调查、探测技术装备，整体提高了深海

探测技术能力。尤其是在海上油气田探测技术方面，海上中深层高分辨率

地震勘探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近年来，我国深海探测技术不断完成技术与

设备升级，陆续增加地球物理勘探新技术、与按国际标准进行的深海环境

基线调查技术，在勘探技术方法方面基本上已与国际接轨，自行研发的海

底照片计算机判读处理及地质解释技术、多频探测数据处理与解析技术等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由于深海探测技术领域中的许多重大技术的资金投入和知识密集程度

越来越高，往往一国难以独立完成，进而出现了国际合作开发、创新协作、

共享技术、共享成果的趋势，预计未来这种合作还会更加紧密。

（2）外国专利布局兴起较早，中国专利申请后来居上

根据检索数据显示，深海探测技术的全球专利申请量自 2004年开始出

现大幅增长，并于 2018年超过 1万件，专利授权量略滞后于专利申请量，

于 2006年后逐渐增加，并于 2018年接近 6000件，专利授权占比不断提升。

可见，深海探测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较早，在近十五年内取得快速发展，

关注和研究热度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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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海探测技术后起赶超，专利申请量跃居全球第一，占比近 1/3，

专利申请总量上已有相对优势。2009年开始，中国专利授权量出现爆发式

的增长，并且从 2013年开始就保持全球授权量第一，有效专利量优势明显，

占比近半成，专利质量突出。各国申请人的专利布局更侧重于本国申请，

专利主要目标国为美、韩、日，其中，美国向日本、韩国，日本向韩国的

专利布局较为突出，中国未在深海探测技术上成为主要专利申请目标国，

中国申请人在海外市场的专利布局活跃度有待提升。

各个技术分支的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均持续增长，与技术产出和市场

需求关联度高。探测技术和观测仪器是专利申请的密集区，深海探测技术

专利授权量不断增加，持续产生新的创新成果。原位观测技术、海底观测

网呈现出良好的申请势头，观测技术应是近些年的一个重点发展技术。中

国深海探测技术各个分支的专利的授权量与申请量贴合度比较高，主要技

术总体均呈上升趋势。

全球申请中前十位，有 4个单位为中国申请人，证明国内申请人在专

利申请量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深海探测技术的研发主要来自于高校或科

研机构，哈尔滨工程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均处于前列。日本、

韩国均在前十位中占据 2席，美国占据 1席，但本领域的相关重点企业在

专利数量上并无明显优势。

（3）沿海地区优势明显，海南省技术创新待进一步加强

我国深海探测技术发展集中于沿海省份和地区，主要包括海南省、广

东省、山东省和浙江省，各自出台多项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与政府支持，

促进深海探测技术的技术创新，共同推动我国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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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探测技术专利申请量排名国内前三位的分别是山东省、江苏省和

浙江省，海南省排名相对靠后。国内专利申请主要来源为高校及科研机构，

而海南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基础偏弱，数量不足，专利申请量相对落后。

海南省占全国专利总量的比例较低，技术创新成果不具有优势，技术创新

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海南省在深海探测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起步于 1997年，并在 2015年

开始激增，相较国内申请量 2004年开始激增的趋势晚十年，专利布局主要

集中在深海浮标/潜标技术、声学传感探测技术及热学传感探测技术，对于

重点新技术海底观测网与海洋立体观测技术也有一定布局。但是，对于国

内专利布局较多的海洋遥感技术与光学传感探测技术，海南省当前布局专

利数量不足。目前海南省在深海探测技术上，技术基础相对于山东省、浙

江省和江苏省处于落后地位，基础理论研发、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需要加

强，产业链结构有待优化。

5.2 资源开发技术我国后来居上，大型企业优势明显

（1）日韩专利布局兴起较早，中国专利申请后来居上

深海资源开发技术的全球专利申请量自 2006年开始出现大幅增长，并

于 2016年接近 2万件，专利授权量略滞后于专利申请量，于 2010年后逐

渐增加，并于 2019年超过 11000件，专利授权占比不断提升。可见，深海

资源开发技术在 21世纪后逐渐发展，在近十五年内取得快速发展，专利申

请量和专利授权量持续增长。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专利申请量较为突出，韩国的专利申请量在1997

年开始逐渐增加，中国深海资源开发技术后起赶超，年专利申请量于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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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跃居全球第一，并保持快速增长，专利申请总量上已有相对优势。2005

年开始，中国专利授权量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并且从 2009年开始就保持全

球授权量第一，有效专利量优势明显，专利质量突出。各国申请人的专利

布局更侧重于本国申请，美国、日本、韩国三国间的专利布局均在 5%左右，

中国未在深海资源开发技术上成为主要专利申请目标国，中国申请人海外

专利布局活跃度有待提升。

各个技术分支的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均持续增长，与技术发展和市场

需求关联度高。海水增养殖技术、深海油气处理技术、潮汐能发电技术是

专利申请的密集区，专利授权量亦不断增加，持续产生新的创新成果。波

浪能发电技术、风能发电技术和深海捕捞技术呈现出良好的申请势头，是

近些年的重点发展技术。各个分支的专利的授权量与申请量贴合度比较高，

主要技术总体均呈上升趋势。

全球申请中前十位，有 4个单位为中国申请人，证明国内申请人在专

利申请量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深海资源开发技术的研发主要来自于大型

企业，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专利实力

突出。韩国在前十位中占据 3席，分别为大宇造船、三星重工和现代重工。

（2）技术发展集中度高，海南省技术创新待进一步加强

我国深海资源开发技术发展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省份和地区，包括江

苏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和海南省，均依照区域特点制定、出台多

项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与政府支持，促进深海资源开发技术的技术创新与

科技进步，共同推动我国深海资源开发技术的发展。

深海资源开发技术专利申请量排名国内前三位的分别是江苏省、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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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和浙江省，受限于经济基础和开发能力，海南省排名相对靠后。国内专

利申请主要来源为高校及科研机构，江苏省等沿海省份科研实力更为突出，

而海南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基础偏弱，专利申请量相对落后。海南省占全

国专利总量的比例较低，技术创新成果不具有优势，技术创新能力有待进

一步提升。

海南省具备丰富的海洋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和深海生物资源，均

是深海资源开发技术的重要领域。

海南省在深海资源开发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起步于 1997年，并在 2003

年开始逐渐增加，主要集中在海水养殖技术、海洋生物工程技术、深海捕

捞技术，专利布局数量相对较多。但是，对于国内专利布局较多的深海油

气处理技术与深海油气钻探技术，海南省当前布局专利数量不足。目前海

南省在深海资源开发技术上，技术基础相对于山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处

于落后地位，基础理论研发、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需要加强，产业链结构

有待优化。

5.3 空间利用技术中韩平分秋色，沿海城市逐步发力

（1）专利布局各有侧重，中韩两国平分秋色

深海空间利用技术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量自 1998 年开始出现大幅增

长，并于 2015年达到近 5000件，专利授权量略滞后于专利申请量，于 2002

年后逐渐增加，并于 2017年超过 3000件，专利授权占比不断提升。可见，

深海空间利用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较早，在 21世纪取得快速发展，技术

创新不断增强，关注和研究热度持续增长。

韩国在深海空间利用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在 1998-2015年均稳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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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第一，并于 2015年超过 2000件，中国后起赶超，于 2005年开始出现明

显的增长势头，随后进入爆发期，先后超过美国和韩国的专利申请量，专

利申请总量上已积累一定优势。与专利申请相似，韩国专利授权量多年保

持第一位，2009年开始，中国专利授权量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并且从 2017

年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中国和韩国有效专利量优势明显，专利质量突出。

各国申请人的专利布局更侧重于本国申请，深海空间利用技术相较其他技

术领域多国布局的趋势最为明显。美国在深海空间利用技术的多国申请最

为活跃，专利申请量可达到目标国申请的 19%。韩国在深海空间利用技术

为主要专利申请目标国，中国未在此技术领域上成为主要专利申请目标国，

中国申请人在海外市场的专利布局活跃度有待提升。

各个技术分支的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均持续增长，与技术产出和市场

需求关联度高。技术较为成熟的海港码头和海底隧道是专利申请的密集区，

专利授权量不断增加，持续产生新的创新成果；海上娱乐设施、海上工厂

呈现出良好的申请势头，应是近些年的重点发展技术。各个分支的专利的

授权量与申请量贴合度比较高，主要技术总体均呈上升趋势。

从专利申请人排名来看，中韩两国实力相当。全球申请中前十位，有

5个单位为韩国申请人，且均处于前六位之中，在专利申请量上优势明显；

其余 5个单位为中国申请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天津大学均处于世界前列。

从有效授权、同族个数、被引用次数等方面分析专利质量，中国在专

利授权量方面表现突出，美国与韩国次之，中国和美国在被引用次数方面

平分秋色，美国在专利同族方面表现突出，日本次之。综合来看，美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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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最高，在专利引用和专利同族方面表现突出，中国排名第二，在专利授

权量和被引用次数方面优势明显。

（2）国内沿海省份更为重视，政策引导性强

我国深海空间利用技术主要集中于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和海南省

等沿海省份和地区，各省份和地区均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引导技术发展。

广东省按照海陆统筹、集群发展、优化布局的要求，科学统筹海岸带、近

海海域、深海海域三大海域保护开发带，推动海陆空间统筹利用试点，构

建海洋经济新格局。山东省依托中集、杰瑞、蓬莱巨涛等大型海工装备企

业，通过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等重大专项支持，围绕海洋观测监测和海

洋工程装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表现突出。浙江省不断加大海洋经济

支持力度，海洋产业结构和布局更合理，海洋科技支撑和保漳能力进一步

增强，为浙江省深海经济发展带来驱动力。

（3）企业集聚度待加强，提升空间巨大

由于行业准入门槛较高，深海空间利用技术相关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

主要为综合实力强劲的大型企业。国内深海空间利用技术相关企业主要集

中分布于沿海省份和地区，江苏省、海南省和山东省三个省份的企业数量

排名前三位，均为充分利用上述地区的沿海优势而形成的产业群体，其余

各省份和地区的企业数量较少。整体而言，国内深海空间利用技术尚处于

技术发展阶段，各省份和地区的企业数量仍较少，随着深海空间利用技术

的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不断加强、应用逐步落地，各省份和地区企业数量

将得到大幅提升，企业集聚度进一步加强。

海南省深海空间利用技术相关的企业数量超过 60家，涉及批发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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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筑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制造业等多个主要行业。尤其是以

中船重工、招商局集团等大型企业为代表，在海南省内均有多家企业布局，

不断提升海南省在深海空间利用技术的企业聚集度。以由海南省政府、三

亚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三方联合共建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为代表的科研院所不断在海南省落地，以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

为代表的高校逐步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海南省深海空间利用企业的理

论研究、技术研发实力不断增强，未来将在产研结合方面显现优势。

（4）专利布局较为集中，海南省相对落后

深海空间利用技术领域排名国内前三位的分别是江苏省、山东省和浙

江省，专利申请大多来源于大学或科研机构，而海南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目

前相对较少，技术起步较晚，专利申请量相对落后。海南省占全国专利总

量的比例较低，深海空间利用技术创新成果不具备优势，技术创新能力有

待提升。

海南省在深海空间利用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主要集中在海港码头、海

底隧道和娱乐设施等技术，专利申请量相对较多，对于重点新技术海上工

厂、人工岛等技术上的专利布局数量均不足 10件，在海洋储藏基地和海洋

倾废场等技术上暂无布局。目前，海南省的深海空间利用技术较为薄弱，

基础研发需要加强，行业应用技术有待提升，产业链结构有待优化。

5.4 深海装备技术科研实力突出，近十年发展迅猛

（1）外国专利布局兴起较早，中国专利申请后来居上

根据检索数据显示，深海装备技术的全球专利申请量自 2002年开始出

现大幅增长，并于 2018年接近 5000件，专利授权量略滞后于专利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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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5年后逐渐增加，并于 2018年接近 3000件，专利授权占比不断提升。

可见，深海装备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较早，并在近十年内取得快速发展，

技术创新不断提升。

20世纪初，美国在申请量、授权量一直领先于其他各国，且随着时间

稳步增长。韩国专利申请量在 2008年后大幅增长，在 2014年后出现下落。

中国深海装备技术后起赶超，专利申请量于近十年跃居全球第一，占比超

过四成，专利申请总量上已有较大优势。2009年开始，中国专利授权量出

现爆发式的增长，有效专利量优势明显，专利质量突出。各国申请人的专

利布局更侧重于本国申请，美国向他国布局最为活跃，主要目标国为日本、

韩国，中国未在深海装备技术上成为主要专利申请目标国，中国申请人在

海外市场的专利布局活跃度有待提升。

各个技术分支的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均持续增长，与技术发展和成果

产出关联度高。无人深潜器、海洋环境预报和移动式钻井平台是专利申请

的密集区，专利授权量不断增加，创新成果持续产出。固定式钻井平台、

深海工作艇及载人深潜器呈现出良好的申请势头，是近些年的重点发展技

术。各个分支的专利的授权量与申请量贴合度比较高，主要技术总体均呈

上升趋势。

全球申请中前十位，有 6个单位为中国申请人，相较深海探测技术与

深海资源开发技术，国内申请人在装备技术的专利申请量上占据更大优势，

深海装备技术的研发主要来自于高校或科研机构，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

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及浙江大学均处于前列。日本、

韩国均在前十位中占据 1席，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企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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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数量上具有一定优势。

（2）沿海省份实力突出，海南实力相对落后

深海装备技术专利申请量排名国内前三位的分别是山东省、江苏省和

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浙江省紧随其后，海南省排名相对靠后。国内

专利申请主要来源为高校及科研机构，而海南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基础偏

弱，专利申请量相对落后。整体而言，海南省占全国专利总量的比例较低，

技术创新成果不具有优势，技术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海南省在深海装备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起步于 2011年，并在 2015年

开始激增，主要集中在海洋环境预报、无人深潜器等技术，在深海工作艇、

移动式钻井平台、深海着陆器等技术上也有零星布局。整体而言，在深海

装备技术上，技术基础相对于山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处于落后地位，基

础理论研发、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需要加强，产业链结构有待优化，对于

深海装备技术的大部分分支，海南省当前布局专利数量不足。

为更直观的体现各个技术领域申请人的排名，现以如下表格展示：

表 5.2 各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列申请人

深海探测技术 深海资源开发技术

排名 申请人名称
所属国家/

地区
排名 申请人名称

所属国家

/地区

1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国 1 大宇造船 韩国

2 浙江大学 中国 2 浙江海洋大学 中国

3 三菱重工 日本 3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

4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 4 三菱重工 日本

5 三星重工 韩国 5 三星重工 韩国

6 美国海军部 美国 6 现代重工 韩国

7 PGS 地球物理公司 挪威 7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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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宇造船 韩国 8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

9 天津大学 中国 9 三菱电机 日本

10 三菱电机 日本 10 日立公司 日本

深海空间利用技术 深海装备技术

排

名
申请人名称

所属国家/

地区
排名 申请人名称

所属国家/

地区

1 三星电力 韩国 1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国

2 大宇造船 韩国 2 PGS 地球物理公司 挪威

3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国 3 大宇造船 韩国

4 三星重工 韩国 4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

5 现代重工 韩国 5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
中国

6 LG 电子 韩国 6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

7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 7 三菱重工 日本

8 浙江大学 中国 8 浙江大学 中国

9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 9 西北工业大学 中国

10 天津大学 中国 10 atlas 电子 德国

第六章 总结及展望

6.1 深海产业政策环境良好，发展前景可观

1）从政策上看还需进一步发力深海领域

从政策分析来看，从国家到地方的海洋政策密集频繁出台，积极推动

海洋相关产业发展。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政策对深海领域的指向性并不明

确。对于深海领域的关注度不够，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政策，主要还是关注

海洋经济整体情况，对深海产业发展方向、战略部署指导性、鼓励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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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足够具体的举措。

2）从产业上看深海产值还将稳步提高

对比美日韩等在海洋领域的产值贡献，我国目前的产值 GDP比还达不

到上述发达国家的标准。进一步来说，未来深海领域的产值还有很大发展

空间。这对海南未来产业升级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同时，从国内各个海洋经济圈的产值来看，南海已经稳居第一，主要

是其区域优势决定的，同时也表明南海的发展潜力最大。海南自由贸易港

背靠港珠澳大湾区，面朝东南亚，在深海技术领域具有非常可观的发展前

景。但从海洋产值来看，目前海南还相对较低，主要在第一产业与第三观

光旅游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方面较弱。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建立，必然会带

来长远的发展。

6.2 深海产业研究为主，市场化有待发展

全球来看，美国最先提出发展海洋科技并在专利上布局，随后世界各

国纷纷效仿，目前全球深海产业相关专利申请正处于爆发期，且中国、日

本和韩国已经反超美国，占据全球申请量的前三位。目前，各国创新的重

点以“深海资源开发技术”为主，其次是“深海空间利用技术”和“深海探测技

术”相关专利，“深海装备技术”相关专利最少；具体的，以船舶、畜牧业/

鱼类管理、液力机械发动机和污水污泥处理为主，其中，造船业中韩国的

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领衔。

从国内来看，中国在深海产业的专利布局较晚，但近年发展迅速，进

入 21世纪后申请量稳步增长，预测未来将持续放量增加。不同技术分支所

申请的专利中，以“深海资源开发技术”为主，占比为 40.07%；“深海空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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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深海装备技术”和“深海探测技术”的专利数量相差不大，所占比例

均在 20%左右。具体上来说，以畜牧业/鱼类管理、液力机械发动机和污水

污泥处理三类为主，与全球创新方向保持一致。而申请主体与全球相比较

为不同，国内专利申请则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表明深海产业还在孵化

的初期，产业发展以政府高校为主，市场的产业化还没占到主流。这和我

国深海产业整体起步晚相关。

海南深海产业的专利申请趋势与全球基本一致，目前处于专利申请的

爆发增长阶段，明显领先于国内平均水平。申请区域主要集中在海口和三

亚。不同技术分支申请的专利中“深海资源开发技术”占比接近 50%，“深海

探测技术”“深海空间利用技术”和“深海装备技术”的专利所占比例均低于

20%。

6.3 海南地理优势明显，深海产业未来可期

2019年，我国的海洋产值保持稳步增长，全年实现增加值 35724亿元，

比上年同比增长 7.5%，高于全国 GDP两个百分点。该数值表明，我国正

在把触角以海洋为方向伸展，积极开拓利用海洋的价值。而深海产业，正

是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我国的海洋战略，必将取得长足进步。

尤其是在 2020年，标志性的“奋斗号”载人潜水器马里亚纳海沟触底实

验，表明我国已经掌握全球最尖端的深海探测技术，后续必将促进深海产

业的大力发展。

海南以往由于产业底子薄，大型装备产业聚集度低，导致在深海产业

中竞争优势不明显。2019年，海南省政府批复了《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

规划(2018-2035)》，要求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建设成深海科技城深海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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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南繁科技城农业硅谷、国际种业中心、大学城产学研聚集地，并陆续

引进招商局集团海南分公司、省发控、中船重工、中船工业、中科院深海

所、中科院南海所、中国地质调查局等一大批重点企业和重要科研院所，

逐渐发展成以深海科技产业为特色、相关衍生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体

系。从最近海南海洋产业的聚集发展，比例优化程度来看，深海产业越来

越成为海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由于海南省特殊的地理位置，国家赋

予优厚的自贸港政策条件，必然能够加速深海产业上下游要素聚集，打造

全球顶级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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