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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atsnap patent platform, this paper retrieves patent data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refrigerator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y, and analyzes application trend, patent type, legal 

status, main applicant and technology distribution of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y. It compares 

intelligent refrigerator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y of China with intelligent refrigerator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y of the world,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deficiencies of China's intelligent 

refrigerator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y in patent quality and technology branch. It provides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which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lligent refrigerator connectivit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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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Patsnap 专利平台检索智能冰箱互联互通技术领域的专利数据，并分析互联互

通技术的申请趋势、专利类型、法律状态、主要申请人、技术分布，将中国和世界智能冰箱

互联互通技术进行对比，指出我国该技术在专利质量、技术分支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

应专利预警。为企业与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提供参考和建议，促进我国智能冰

箱互联互通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1. 引言 

随着物联网概念的兴起和智能家居的迅速发展，我国智能冰箱的发展速度与日俱增。冰

箱的智能化趋势面临从单一命令式向人机互动式发展，并借助互联网及云计算技术实现人与

冰箱的互联互通，用户能够通过显示屏、手机、PAD 等各种终端及时了解到冰箱的食物数据

及其他状态，并通过各种终端对冰箱发出操作指令。但同时我国冰箱产业发展起步较晚、起

点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互联互通技术领域还存在着技术方向单一、专利质量欠佳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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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此，明晰智能冰箱互联互通技术的发展状态对企业精准把握未来发展方向至关重要。

专利是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可量化的重要维度[1]。专利分析方法将搜索到的大量专

利信息进行分析重组，利用统计等数据处理方法使其具有预测功能，由普通信息转变为有价

值的前瞻性情报。本文将智能冰箱互联互通领域技术分为人机交互技术与互联网技术，通过

专利数据对各技术分支的申请趋势以及互联互通技术专利类型等进行分析，指出我国互联互

通技术发展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 

2. 专利发展趋势分析 

互联互通技术领域专利数量是智能冰箱企业创新能力的具体表现，其申请量能够反映企

业的专利布局，而专利申请趋势能够反映出专利技术的整体发展情况。图 1-a、1-b 是我国智

能冰箱互联互通技术的发展趋势。由图可知，我国智能冰箱互联互通技术起步较晚，虽然 20

世纪末就零星出现相关的专利申请，但直到千禧年才开始稳步上升，该时期为发展的起步摸

索阶段。从 2010 年起，我国经过长达 20 几年的经验累积，技术的成熟，企业对创新成果的

重视以及政策的大力推动，极大的推进该领域专利的申请，到 2016 年我国该领域专利申请量

达到 370 件，这一时期属于高速发展期。从图中可知，互联互通技术下辖的两个技术分支方

向上均有发展，但发展较不均衡。互联网技术方向发展趋势与互联互通技术基本一致，而人

机交互技术发展较为缓慢，直到现在仍没有较多的专利申请。可见近些年大热的人工智能技

术在智能冰箱领域没有充分发展，这也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冰箱企业应发展的重点。 

  

图 1-a 互联互通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图 1-b 互联互通各分支专利申请趋势 

3. 专利类型分析 

针对我国智能冰箱互联互通技术领域专利类型进行分析。由图 2-a 可知，我国专利申请

量为 2078 件，占 66%；专利授权量为 1082 件，占 34%。由图 2-b 可知，从 1988—2008 年的 

21 年间，专利的申请量、授权量增长均较为缓慢，2009 年开始，专利的申请量、授权量增长

较明显，2014 年后有了大幅增长。2015 年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 347 件；发明专利授权量达

到 211 件，分别是 2009 年的 9.6 倍和 6.2 倍。可见从 2010 年以后我国该领域专利申请增速明

显，但授权量没有同步增加，专利质量未有明显的提升，且技术含量不高。我国专利权人对

专利的保护过于分散，专利布局并不显著，未能形成有效的专利池，搭建技术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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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 互联互通专利类型情况       图 2-b 互联互通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变化情况 

4. 主要申请人分析 

通过对智能冰箱互联互通领域内的专利权人进行分析，找到主要领导者与竞争者，为我

国企业的发展提供参考。针对智能冰箱互联互通领域相关技术专利的申请人进行统计分析，

见图 4-a、4-b。全球主要申请人中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有 14 个，占主要申请人的 70%，但排名

前两位的申请人均来自韩国，专利占比分别为 16.83%、12.38%，处于领先地位。而国内智能

冰箱互联互通领域申请量排名前 20 的中国申请人有 18 个，其中申请量最高的是合肥美菱，

青岛海尔与四川长虹电器也属于第一梯队。国外来华申请人为来自韩国的 LG 电子和三星电

子，说明国外相关企业已在中国进行相应的专利布局，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可以

看出，韩国在本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基础和实力，专利质量较高，因此对境外申请人的专利

应予以及时追踪，关注其技术发展动向和专利布局变化情况。 

  

图 4-a 互联互通全球专利主要申请人排名图    4-b 互联互通中国专利主要申请人排名图 

5. 法律状态分析 

专利法律状态信息分析有助于对技术创新能力、专利的质量和专利管理水平等指标的衡

量 0。国内互联互通技术领域专利法律状态如图 3 所示。 

 

图 3 国内互联互通技术领域专利法律状态 

图 3 是国内智能冰箱互联互通领域专利申请的法律状态。由图可知，国内专利授权率在

38%左右，而专利未缴年费比率为 19%，在所有法律状态中排名第二，说明我国该领域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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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专利不多，专利质量欠佳，导致专利权人不愿意继续维权。自 2009 年起我国智能冰箱互联

互通技术领域专利迅速增长，然而专利申请处于公开状态仅占 1%，反映出我国专利申请少，

申请人积极性低等问题。且处于撤回、驳回、放弃等状态的专利申请量占比高达 27%，这说

明我国专利质量低下、专利权人资金薄弱。 

6. 专利预警 

中国在智能冰箱互联互通技术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不容我们

忽视。（1）专利技术发展不均衡。两个技术分支的发展明显不均衡，自 2010 年起，互联网技

术专利申请量处于迅速增长期，发展势头良好，而人机交互技术发展过于缓慢。（2）专利质

量欠佳，技术含量不高，存续期短。专利授权量跟不上申请量的步伐，其产业化程度有待提

高；国内法律状态处于未缴年费、撤回等状态的均占比较大，很多专利质量欠佳、专利存续

期短。（3）国内专利申请人数量领先，但没有龙头企业。我国排名第一的合肥美菱在全球仅

排第三，且数量远低于国外企业龙头，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7. 结论与启示 

专利分析能使我们清晰地了解智能冰箱互联互通领域技术创新的发展变化特征，把握行

业发展与技术研发的动态。基于互联互通领域存在的不足，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培育核

心技术专利、提高专利质量。企业应积极布局关键技术核心专利，培育高价值专利，同时也

可以在技术研发的基础上通过专利组合的形式让专利更有竞争力，保障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

优势。（2）加强与国外优势企业进行合作，全面提高我国企业的智能冰箱相关技术优势。（3）

政府牵头推进智能冰箱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建设，加强产学研合作，推进高校、科研机构的专

利技术转移，围绕关键共性技术构建“专利池”，建立联盟知识产权运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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