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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市场增势不改 迈向AIoT

赛迪顾问人工智能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李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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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9-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及增长预测

图5 2019-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行业结构预测

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市场规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整体市场规模达到383.8亿元，同比增长27.6%。
伴随各大互联网巨头与人工智能创新独角兽在人工智能生态链的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向平台化和产品化演进，同
时人工智能平台建设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向相关产业的交叉延伸。笔者认为，未来三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政策
将深度优化，各地政府会更加细化并有针对性地对当地人工智能发展起到指导和支持作用。边缘计算与5G技
术的发展同样会给人工智能产业带来新的变革，市场将从IoT向AIoT迈进。

全球AI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未来三年，人工智能市场行业
结构分布基本保持不变，人工智能
技术在互联网、金融和安防领域仍
旧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比。

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市场仍呈现加速增

长态势，主力厂商着重抢先布局人工智能产

业生态链。伴随人工智能技术进入相对成

熟阶段，智能终端产品销量稳定增加，促进

人工智能市场发展。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

市场规模达到 263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7%。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能力的增

强极大地促进了计算机视觉、语音等技术

的不断突破，中国技术主导型初创型公司

不断涌现。2018 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并

未受到经济下行压力的明显影响，依然保

持高速增长，整体市场规模达到 383.8 亿

元，同比增长27.6%。

从行业结构分布来看，互联网仍是目

前收入占比最大的行业市场，在 2018 年，

这一占比达到 19.1%。2018 年，安防行业

应用市场延续去年之势，继续占据行业关

注的焦点。不过，与2017年热炒AI概念不

同，2018 年安防行业专注于 AI 应用落地，

更为务实，其增速普遍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占比与金融相当。

随着人工智能市场应用的再深化，传

统产业对于人工智能应用结合的需求持续

升温。预计未来三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

模仍将保持 30%左右的增长速度，到 2021

年将达到818.7亿元。

未来三年，人工智能市场行业结构分

布基本保持不变，人工智能技术在互联网、

金融和安防领域仍旧拥有较高的市场占

比。预计到2021年，人工智能在互联网行业

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161.1 亿元，占比为

19.68％，在金融领域的市场应用规模将达

到155.66亿元，占比为19.01％，智能安防市

场规模将达到123.61亿元，占比为15.10％。

三大驱动因素推动发展

未来，随着5G的普及和物联网
设备的广泛应用，更多的边缘侧适
应性人工智能算法将被提出，AI 与
IoT的结合将会更为紧密。

2018 年 3 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2018年要发展壮大新动能，做大做强新兴

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

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

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发展

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2018 年 11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新一代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为

贯彻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年）》要求，加快推动我国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

同时，全国各地开始积极重点部署人

工智能产业，截至 2018 年底，北京、上海、

天津、浙江、安徽、吉林、贵州等 20 个省市

出台了人工智能专项政策，从资金、税收、

科技创新等方面保障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

的快速发展。未来，全国各地会出台更多

的从实际出发、从企业需求出发的人工智

能相关政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大众对人

工智能产品的认知提升，愈来愈多的企业

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行业赋能。人工

智能的应用从传统的智能制造、智能安防、

智慧医疗等低用户接触的应用走向如刷脸

支付、公交刷脸、AI 翻译、无人店、智能语

音音箱等产品化应用层面。

互联网巨头公司如百度、阿里、腾讯、

京东等均已全力投入人工智能领域研发和

应用。众多科技巨头开始展开人工智能生

态链对弈，在战略层面利用人工智能将传

统行业生态进行整合优化。

目前，“AI+”主导的行业智能化提升

正处于初级阶段，人工智能在行业中的应

用仍具有极大的深度挖掘空间。在金融、

医疗等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会给传统

行业带来变革。在制造业领域，大量的优

质资源数据未被充分利用，产业的智能化

需求将在未来几年持续保持较高的热度。

“AIoT”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与物联

网在现实中的落地融合。2019 年被视为

5G 时代的元年，5G 技术和边缘计算技术

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物联网的发展，大

量的数据会随着边缘侧的普及而产生。

5G时代下，对于人工智能的需求将会大幅

增加，人工智能作为IoT的大脑，在群体智

能和大数据智能分析上会有更多的应用。

边缘计算的发展与物联网的发展协同

促进。通过提升边缘侧算力和人工智能算

法结合，增加了边缘端的使用场景和应用

价值。未来，随着5G的普及和物联网设备

的广泛应用，更多的边缘侧适应性人工智

能算法将被提出，AI与 IoT 的结合将会更

为紧密。

AI市场正发生重大变化

无人驾驶技术落地难成为企业
面临的最大问题，市场对于无人驾
驶的预期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矛盾成
为无人驾驶企业面临的挑战。

人工智能芯片是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的核心，人工智能的发展正逐渐向应

用层和边缘侧发展，这对智能硬件的算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智能手机、高级辅助

驾驶系统（ADAS）、VR 设备、语音交互设

备、机器人等领域对于人工智能芯片具有

极大的需求。在战略层面，中国更加注重

自主核心科技的研发，以打破芯片领域受

制于人的现状。

目前，中国人工智能芯片企业成长迅

速，如地平线、深鉴科技、中科寒武纪等中

国人工智能创新企业备受关注，中国人工

智能产业的快速成长同样带动着人工智能

芯片的发展。

目前，科技公司巨头开始重点布局人

工智能产业生态。阿里云 ET城市大脑作

为全国现有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公共系

统，承载着对全国城市全局分析的任务；腾

讯在智慧医疗领域正积极部署建设国家级

医疗影像人工智能开放平台；讯飞开放平

台则是科大讯飞以语音交互为核心的人工

智能开放平台；百度则是推出集成对话式

人工智能系统DuerOS、智能驾驶技术平台

Apollo以及由AI、大数据、云计算驱动的百

度智能云平台的人工智能生态。

人工智能将会在金融、旅游、交通、零

售、媒体娱乐等领域有更深更广的应用。创

新工场CEO暨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长李开复

博士曾表示，人工智能终将平台化，建立人

工智能的“工具箱”，将会创造更多的商业价

值。未来，人们能够借助人工智能平台，方

便快捷地享受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红利。

无人车研发实验继续扩展，国家层面

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无人驾驶作为未来交

通运输行业的新趋势，不仅能够解放人力

劳动，给人类带来更多自由时间，而且通

过智能运算能够优化城市交通问题，提升

行驶安全性。目前国内外政府都在无人驾

驶领域进行积极部署。2016 年美国交通

部公布“自动驾驶试验场试点计划”，并

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确立了 10 家自动驾驶

试点试验场。我国相关部委及地方政府对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也不断

上升，各地示范区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总

体上，无人驾驶领域稳步向前发展。

然而无人驾驶技术落地难成为企业面

临的最大问题。市场对于无人驾驶的预期

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矛盾成为无人驾驶企业

面临的挑战。目前L4级别的无人驾驶难以

在短期内达到市场要求。在技术层面，即使

高精度定位导航、车载传感器等技术日渐成

熟，但是由于无人驾驶与生命安全紧密相

关，短期内无人驾驶领域的发展与预期目标

仍存在差距。无人驾驶无法在短期内产品

化的问题同样给企业带来资金上的挑战。

（上接第1版）
三要丰富监管手段，提升监管

能力。综合利用技术平台、企业自

律、行业协会评议、社会监督和政府

监管等多元手段，形成监管合力。

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电信

市场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融合型业

务协同监管机制。

四要盯紧重点任务，确保如期

完成。继续狠抓不明扣费、限制用

户转套餐、限制用户停机销户等用

户关注的重点服务问题，持续加强

骚扰电话治理，加快携号转网全国

推广，拿出切实可行措施，确保提

速降费专项行动各项任务指标按

时完成。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

展司、信息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

管理局，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通

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上接第1版）从技术周期的规律来看，新兴

技术可能要在未来的5～10年才能达到被广

泛应用的程度。”尚炜表示，“数字孪生技术有

着诸多的技术难点，从落地的角度来看，发展

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数字

孪生将会在未来几年里以不同的解决方案来

应对不同的挑战。尽管数字孪生尚处于发展

初期，也必然面对一些阶段性的问题，但前途

无疑是光明的。”

中小企业为何用不起？

数字孪生通过实体和虚体之间的映射，

使得企业可以基于实时数据进行设计迭代、

故障诊断、流程优化等，同时在实体世界中也

可以借助虚体数据实现控制优化、精准执行

等。因此，数字孪生技术在工业领域有着非

常广阔的应用场景。

不过，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对数字孪

生技术的大规模采用由大型制造公司主导。

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可采用某种形式的数字孪

生技术，但兴趣最大的可能是工业设备（如加

热和冷却系统、泵送液压系统等）和能源行业

（如风力涡轮机、石油和天然气等）。

“数字孪生技术最初将应用在高价值领

域，以证明部署成本是合理的。高价值领域

往往代表着昂贵的设备，而这些成本只有大

企业才能负担得起。”尚炜表示。

从国外一些研究数字孪生技术的先驱来

看，现阶段走在前列的多是像 GE、西门子、

PTC、ANSYS这样的大企业。

不过，除了成本这一因素外，中小企业数

字化程度不高也是关键的原因。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广大国内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升级、信息

化补课的阶段，数字化水平普遍较低，这些都

极大制约了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普及。因此，

数字孪生技术没有出现爆发式增长并不是技

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目前还不具备大规模

应用普及数字孪生的产业基础。”航天云网天

智公司总经理纪丰伟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外数字孪生技术应

用得比较好的企业主要是数字化水平高、有一

定网络化基础、存在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大企

业，这与企业自身的基础有一定关系。”

工业互联网平台激活数字孪生生命

随着工业互联网的推进与应用，工业互

联网平台为智能制造深化应用提供了信息物

理融合、交互和应用的基础。业界专家认为，

工业互联网平台激活了数字孪生的生命。

“数字孪生的核心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

的场景，做基于数据的实时正确的决定。工

业互联网平台天生具有的双向通路特征，使

得数字孪生真正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模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能制造与工业大数据研

究中心主任孔宪光说。

据介绍，数字孪生是工业 App 的完美搭

档，工业App可以调用数字孪生，一个数字孪

生也可以支持多个App。将数字孪生作为工

业互联网平台的知识萃取工具，通过单元级、

系统级的数字孪生体，不断将工业系统中的

碎片化知识产生并封装到工业互联网平台

中，将知识颗粒按照个体级、群体级、产业链

级（社区级）重新组装，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

的 App体系放大传播。因此，工业互联网平

台是数字孪生的孵化床，数字孪生是工业互

联网平台的重要场景。

对于目前数字孪生技术而言，其应用水

平也与工业互联网平台息息相关。

“工业互联网的推广应用使得实体和虚

体的映射更为可行和紧密，从而进一步加速

推动了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但工业互联网

的发展目前还处于产业早期，物连接的数量

和质量还有待提高，同时企业应用工业互联

网还主要集中在智能化改造、能耗监控、设备

征信等初级场景，距离数字孪生这类高级应

用还有一定距离。”纪丰伟表示。

此外，他还认为，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会促

进中小企业集体性加快信息化的步伐和自动

化水平的提升，并给中小企业带来虚实结合的

平台基础，因此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给中小企业

应用数字孪生技术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牢记初心使命
持续优化信息通信业行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