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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  Statistics & Analysis

纤维素乙醇产业专利布局策略研究

□    张 丹  徐伟锋  张鑫蕊

摘要：本文对纤维素乙醇产业全球专利申请状况、市场状况、研发动向以及重要企业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情况进

行了研究和分析，旨在帮助我国相关企业深入了解现有纤维素乙醇产业的专利布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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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我国企业专

利申请量快速增加，并且专利申请范围逐渐扩展到国

外。企业希望通过最小的成本实现研发成果专利保护

的最大化，因此某一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策略显得尤

为重要。专利布局分析是对某一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

策略的研究。企业在进入某一技术领域或者某一市场

前，应该分析该领域的专利布局情况，了解重要申请人、

技术的保护和分布状况等，并根据这些信息相应调整

专利申请策略，有意识地针对竞争对手的专利状况进

行自身的专利布局。

纤维素乙醇产业是燃料乙醇产业的一个重要分

支。按照燃料乙醇的生产原料划分，以玉米、小麦和

甘蔗等粮食作物为主要原料的被认为是第一代燃料乙

醇即粮食乙醇，而以包括木材废料、农作物秸秆在内

的木质纤维素类物质作为原料的为第二代生物乙醇即

纤维素乙醇，其间还出现了以木薯为代表原料的所谓

第 1.5代生物乙醇。

从技术成熟度来看，与第一代粮食乙醇不同，纤

维素乙醇生产还没有能够实现连续稳定的工业化生产，

其生产技术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技术构成看，纤

维素乙醇生产技术由众多不同的技术环节构成（参见

图 1），每一技术环节可相对独立地申请专利，各个环

节又可共同申请专利，申请策略灵活，可构成多种专

利组合。从市场角度看，目前技术不成熟导致纤维素

乙醇的市场份额很小，然而在粮食乙醇产量严重萎缩

以及燃料乙醇需求量不断上涨的背景下，纤维素乙醇

作为燃料乙醇的发展方向，已经和燃料乙醇的市场表

现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可采用燃料乙醇的市场数据

估算纤维素乙醇市场的需求。

图 1   纤维素乙醇生产工艺流程



2013年第2期54 中国发明与专利
CHINA INVENTION & PATENT 

统计分析  Statistics & Analysis

本文旨在通过对纤维素乙醇产业的专利申请状况

进行分析，探讨在不同市场中的专利布局策略，为我

国该领域企业的技术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参考。

一、检索方法

本文涉及的专利检索过程是在德温特世界专利

索引数据库中完成，涉及的检索关键词包括 stalk、

straw、biomass、cellulose、lignocellulose、ferment、

ethanol 等， 分 类 号 包 括 C12P7/10、C12P7/14、

C12P7/08、C12P7/06等，检索截止时间为 2012年 12

月 25日。通过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去除了与纤维素

乙醇生产不紧密相关的专利申请，例如涉及非纤维素

乙醇以及高纤维素种子选育等的专利申请，最终得到

4198件专利申请。

二、纤维素乙醇产业全球专利申请状况

1．纤维素乙醇技术专利申请全球分布状况

图 2、图 3 显示了各主要国家 / 地区的纤维素

乙醇技术专利申请量和燃料乙醇产量数据。美国是

最大的燃料乙醇生产国及科技强国，受其巨大的市

场潜能和技术竞争压力的影响，相关美国专利申请

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必然结果。巴西虽然燃料乙

醇产量很大，但是其依靠的优势主要是甘蔗等农业

资源，因而各企业对专利技术进入该国没有表现出

强烈意愿。欧盟和加拿大作为传统的科技发达地区，

拥有较大的燃料乙醇市场，例如加拿大和意大利都

规划有较大规模的燃料乙醇生产企业，在欧盟和加

拿大的相关专利申请量一直表现较为稳定。我国燃

料乙醇的产量虽然仅排名第四位，但是从相关中国

专利申请量来看，已经处于世界第二位并且渐渐逼

近美国，由此可见，全球各相关企业都看好我国纤

维素乙醇市场的发展，因而在我国提出了大量相关

专利申请，原因可能是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粮食问

题形势严峻，粮食乙醇已经没有发展动力，非粮乙

醇的发展必然成为主要出路。另外，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日本，虽然日本燃料乙醇的产量很小，但是相

关日本专利申请量位列第三，这一方面说明日本国

内也在积极谋划发展纤维素乙醇产业，另一方面说

明日本企业已经在关注该领域的发展研究，而全球

相关企业为防止在日利益受损，也积极地在日本进

行专利布局。

2．纤维素乙醇技术专利申请发展趋势

美国、巴西、欧盟和中国是燃料乙醇产量最大的

四个国家 /地区，发展模式各不相同。美国和欧盟是

传统技术发达地区，已经积极参与到纤维素乙醇技术

输出的竞争中，中国和巴西则处于发展中阶段，相关

技术输出量相对较小，本文选取上述四国公开的相关

专利申请进行分析。专利申请公开日通常晚于专利申

请日 1～ 2年，为避免 2010～ 2012年相关专利申请

数据不够准确，选取了相关专利申请公开量作为分析

基础。参见图 4。

图 2   纤维素乙醇技术专利申请主要目标国家 / 地区排名

图 3   2010 ～ 2011 年主要国家 / 地区燃料乙醇产量排名

（蓝色代表 2010 年，红色代表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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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从 2009年开始，由于受到粮食危

机的影响，四个国家 /地区的燃料乙醇产量增长率都

处于放缓或者下降的阶段；同时，由于没有突破性

技术能够降低纤维素乙醇生产成本，纤维素乙醇技

术专利申请公开量开始下降。目前世界燃料乙醇产

业的发展形势是，粮食乙醇生产受到政策限制，纤

维素乙醇生产技术陷入发展困境，限制了整个燃料

乙醇市场的发展。

从局部分析，虽然美国、欧盟和中国的燃料乙醇

产量变化趋势各不相同，但是纤维素乙醇技术专利申

请量变化趋势却比较一致。2008～ 2009年，欧盟的

燃料乙醇产量增长率从 28.6%跃增至 41.7%，美国从

38.5%下降到 17.8%，而中国则从 3.3%小幅增长到

3.8%；三个国家 /地区的纤维素乙醇技术专利申请公

开量都处于快速增长阶段。2009年之后，不论燃料乙

醇产量及市场表现如何，由于遭遇技术发展瓶颈，三

个国家 /地区的纤维素乙醇技术专利申请公开量同时

出现衰退。可以看出，相关专利申请人在申请专利的

过程中，并没有因为局部市场的表现而快速放弃在该

地区的专利布局。

从 2009年以来的纤维素乙醇技术专利申请公开

量表现分析，到 2011年，中国和美国的相关专利申

请公开量仍然能够达到 185件和 130件，而欧盟的

相关专利申请公开量却快速下降到 23件。究其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 2008～ 2009年欧盟燃料乙醇的产量

增长率较高，很多企业对欧盟纤维素乙醇市场并不

看好而推迟研发，另一方面是欧洲可利用的纤维素

原料资源相比美国和中国较为缺乏，其纤维素乙醇

生产本身不被重视。在市场萎缩和技术限制的双重

压力下，很多企业会逐渐放弃在某些次要国家 /地区

的专利布局。

巴西凭借甘蔗资源优势，具有粮食乙醇生产优

势，而很少有纤维素乙醇技术专利申请公开。但在

2011年，巴西的燃料乙醇产量已经出现负增长，其

传统的利用甘蔗生产乙醇的方式受到了极大冲击，

图 5   纤维素乙醇技术领域企业申请人专利申请量排名

图 6   世界范围内纤维素乙醇产业已建工厂和计划建厂数量（蓝

色代表已建工厂，红色代表计划建厂；数据来源：Overveiw of 

globle of potential of 2G ethanol，MS Pinto，2010-10-13）

图 4   2008 ～ 2011 年主要国家 / 地区燃料乙醇产量增长率与纤

维素乙醇技术专利申请公开量对比〔红线为燃料乙醇产量增长率

（燃料乙醇产量数据来源于www.ethanolrfa.com），蓝线为纤维素

乙醇技术专利申请公开量（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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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转向其他非粮乙醇研发，因而今后在巴西提出

纤维素乙醇技术专利申请，也可能成为相关企业的

重要布局策略。

3．纤维素乙醇技术专利申请人分布状况

从图 5可以看出，在相关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

位的企业中，除了 Novozymes公司来自丹麦，Honda 

Motor公司来自日本外，其他企业均来自北美地区，

特别是美国，这一比例与图 6中显示的已建工厂分布

情况明显不符。可见，在纤维素乙醇技术领域，研发

能力强的企业往往以技术参与建厂，其中以美国企业

为代表的相关企业已经在全球开始专利布局，而亚洲

的相关企业还没有形成有规模的专利申请量布局，仅

仅能够提供厂房和资源。从世界范围内的计划建厂数

量看，亚洲生产厂家的数量将快速上升，达到与北美

持平，如果亚洲相关企业不能快速进行专利布局，将

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三、典型企业专利申请布局分析

纤维素乙醇生产存在多个技术环节，各企业所

专注的生产环节有所不同。本文为研究纤维素乙醇

产业中不同类型企业的专利布局或专利组合方式，

选取了 Novozymes公司、Iogen公司、Midwest公司

进行分析。

1．Novozymes 公司专利布局分析

Novozymes公司是一家主要以酶技术研究为主的

企业，其在纤维素乙醇领域的专利申请经历了三个阶

段：2007年之前主要以纤维素乙醇酶技术专利申请为

主；在 2007～ 2008年之间，其申请策略发生了改变，

涉及纤维素乙醇工艺流程方面的专利申请量增长迅速，

与酶技术专利申请量之比达到了 11:9；2008年之后，

其申请策略再次发生改变，所申请的 11件专利中涉及

酶技术的占了 9件。

在分布国家 /地区方面（参见图 7），Novozymes

公司的相关专利申请也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涉及工

艺流程方面的专利申请主要分布在美国、欧盟、中国

和加拿大，而上述国家 /地区恰恰是燃料乙醇生产量

图 8   Iogen 公司相关专利申请量的时间分布（蓝色代表涉及酶

技术，红色代表涉及工艺技术，绿色代表涉及预处理技术，紫色

代表其他类型）

图 7   Novozymes 公司相关专利申请进入国家 / 地区分布（蓝色

代表涉及纤维素乙醇酶制剂的专利申请，红色代表涉及纤维素乙

醇工艺技术的专利申请）

大的国家 /地区，并且具有商业化工厂分布，其他国

家 /地区由于不具备生产规模，所以侵权风险较低。

对于涉及酶技术的专利申请，其进入的国家 /地区则

不只是局限在上述国家 /地区，其在澳大利亚、日本

和印度等具有相关研发能力的国家均进行了专利布局，

可见其抑制竞争对手的目的十分明显。

2．Iogen 公司专利布局分析

Iogen公司是最早涉足纤维素乙醇研究的企业之

一。从图 8可以看出，Iogen公司在纤维素乙醇领域

的专利技术分布领域较为广泛，其 2008～ 2011年

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纤维素乙醇酶技术及工

艺技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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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申请进入的国家 / 地区来看（参见图 9），

Iogen公司涉及纤维素乙醇工艺技术的专利申请布局

国家 /地区很广，而其涉及酶制剂的专利申请没有在

印度和巴西布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公司

为一家加拿大公司，其预处理技术专利申请却没有

进入加拿大本国。

3．Midwest 公司专利布局分析

Midwest公司是美国一家从事纤维素乙醇研究的

企业。从其专利分布可以看出，该公司在 1995年之

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纤维素乙醇酶技术以及工艺流

程技术领域。在此后长达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在

工艺流程技术的研究中很少有产出，而公开了 7件

关于酶技术的专利申请。最近，Midwest公司的研究

仍然集中在酶技术的开发上，但其公开的专利申请

量明显减少。

从其申请进入的国家 / 地区来看（参见图 10），

Midwest 公司显然没有将中国市场作为布局重点，

相对于其他公司，其更加注重巴西和澳大利亚市场

的开发，在纤维素乙醇生产的各个环节均有专利

布局。

四、结语

尽管目前世界各国燃料乙醇的产量处于萎缩状

态，而二代燃料乙醇——纤维素乙醇的生产需要寻

求更大的技术突破，但是相关企业仍然应该积极进

行专利布局，如果没有在多个技术环节进行专利布

局，一旦被竞争对手突破技术困难，自己可能会很

快失去市场。

美国、中国、欧盟是世界上重要的燃料乙醇生

产国家 /地区，进行纤维素乙醇技术专利布局，应主

要考虑上述国家 /地区。对于在该领域研发实力较强

的日本、加拿大和印度，Novozymes公司的专利申

请策略比较务实，其针对不同技术环节的专利申请

实施选择性进入策略：对于涉及设备、生产流程和

工艺技术的专利申请，可以适当放弃进入日本、加

拿大和印度，因为该领域的专利在上述国家目前没

有广阔市场，同时该领域的专利障碍容易避开；而

在技术开发难度更高的酶技术领域，则积极在上述

国家进行专利布局。

从技术领域来看，纤维素乙醇生产中的酶技术

领域仍然是国外相关企业的研发重点，也是产出专

利申请较多的领域。笔者建议，国内相关企业应该

积极参与到纤维素乙醇酶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中，

避免核心技术完全被他人掌握。（作者单位：张丹、

徐伟锋，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张鑫蕊，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医药部）

图 9   Iogen 公司相关专利申请进入国家 / 地区分布（蓝色代

表涉及酶技术，红色代表涉及工艺技术，绿色代表涉及预处理

技术）

图 10   Midwest 公司相关专利申请进入国家 / 地区分布（蓝色

代表涉及酶技术，红色代表涉及工艺技术，绿色代表涉及预处

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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