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4 2019年12月13日
编辑：吴丽琳 电话：010-88558896 E-mail：wull@cena.com.cn

随着社会数字化进程加快、国

家部委和地方政府推动、云计算技

术与产品等不断完善，预计未来三

年中国云计算市场仍将保持35%以

上的增速，到 2019 年市场规模为

1525.7 亿元。区域中的华北、华

东、中南地区，细分领域的私有云

会保持领先地位；同时，各垂直领

域会全面地、大规模地应用云计

算。未来，将呈现出混合云与多云

成为主要部署模式、龙头云商进军

海外市场、国内市场延续价格竞赛

等趋势。

对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及增长

预测，预计未来三年，中国云计算市

场规模仍将保持35%以上的增长速

度，到 2021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2828.1亿元，增长率达到35.4%。

对中国云计算市场产品结构预

测，从细分市场结构来看，目前公

有云市场占比低于私有云，但是增

速较快，市场占比呈逐年上升趋

势，预计到 2021 年，公有云市场

规模将达到1486.0亿元。

对中国云计算市场区域结构预

测，未来三年，区域结构的总体格

局基本保持不变，到 2021 年，华

北、华东、中南仍然占据最大比

重，这些区域企业的云化水平将会

进一步提升，大数据、物联网等新

兴的应用落地和发展也主要集中在

这些区域。

对中国云计算市场行业结构预

测，未来三年，网络服务业仍然是最

大的云计算应用行业，增速有所放

缓，但制造业、金融、教育、医疗、交

通、政府等领域的云化程度未来三

年将会持续稳健提升。由于我国大

规模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未来三

年制造业云化程度增速最快。

对中国云计算细分市场，从

公有云和私有云两方面进行分析

预测。

在公有云方面，对市场规模预

测，未来三年，随着云计算行动方案

的持续实施，各行业云计算投入的

持续增加，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

5G等领域的持续发展，公有云市场

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到 2021

年，中国公有云市场规模将达到

1486.0亿元。

对产品结构预测，未来，随着

大数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的持

续推进，IaaS 将呈现快速增长势

头，至 2021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989.3 亿元；PaaS 增速最快，至 2021

年，市场规模达到 133.4亿元，占公

有云市场比例将达到 9.0%；SaaS 增

速最慢，但增速呈缓慢增长趋势，

到 2021 年，市场销售额达到 363.3

亿元。

在私有云方面，对市场规模预

测，私有云在我国占据较大份额，预

计未来三年仍将保持在20%以上的

增长率，到 2021 年，市场规模将达

到1342.1亿元。

云计算：未来三年我国

市场规模将保持35%以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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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三年中国大数据市场

规模仍将保持 30%以上的增长速

度。到2021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

模将达到4920.3亿元。从产品结构

来看，软件产品和应用服务都将保

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智慧城市

和平安城市等建设需求的火热，将

拉动大数据市场的新一轮增长。与

此同时，大数据与实体经济加速融

合，将持续推动大数据在金融、电

信、工业和健康医疗等领域的融合

应用。从区域布局来看，中南、华北

和华东将继续领跑，除既定的 8 个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外，安徽、福建

和广西等地也均在加速布局数字经

济，持续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

对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及增长

预测，预计未来三年，中国大数据市

场规模仍将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

度，到 2021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4920.3亿元，增长率为31%。

对中国大数据市场产品结构预

测，未来三年，随着各地数字经济和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的持续推进，

以及大规模物联网终端的落地使用，

数据量的爆炸式增长将带来丰富的

数据分析和应用需求，政府、金融、电

信和工业等领域的大数据应用和智

能分析应用将迎来新一轮增长。与此

同时，各类大数据相关基础软件和平

台软件的销售量也将随之提升。

对中国大数据市场区域结构预

测，未来三年，区域结构的总体格局

基本保持不变。到 2021 年，中南、

华北、华东仍将是占比最大的区域，

合肥、福建、广东、浙江、江苏、上海

和北京等省市将加快推进数字经济

建设步伐，其区域云化水平将持续

提升，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

展将持续推进，新产业、新模式、新

业态将加速落地，引领大数据产业

持续蓬勃发展。

对中国大数据市场行业结构预

测，未来三年，互联网仍将是大数据

应用的重点领域；在与实体经济融

合方面，政府大数据应用将持续火

热，智慧城市、平安城市、互联网政

务等建设需求的旺盛，将推升对政

务服务、政府治理和民生服务等建

设的需求。金融大数据和电信大数

据两大传统领域的应用需求随着

5G 技术和金融科技的落地将持续

火热。工业大数据和健康医疗大数

据作为两大潜力发展领域，随着政

府和资本投入力量的增强，其市场

规模和占比均将逐步提高。

对中国大数据细分市场预测，

在大数据软件领域，预计到 2021

年，中国大数据软件市场规模将达

1731.9 亿元，未来三年的年复合增

长率为 27.6%。在大数据服务领

域，未来三年，随着数字经济建设的

快速推进，各类大数据服务均将快

速发展，到 2021 年，大数据服务市

场规模将达 3188.3 亿元，年复合增

长率达33.8%。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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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2021年我国

市场规模将达4920.3亿元

预计未来三年，中国人工智能

市场将持续升温，市场规模将保持

30%左右的增长速度。到 2021 年，

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突破 800 亿

元。伴随人工智能逐渐面向产品应

用市场，人工智能硬件应用具有更

高的增速，预计到 2021 年，人工智

能硬件市场规模将近500亿元。在

行业结构上，未来依旧会保持互联

网为主导的，智慧金融、智能安防等

领域共同稳步发展的人工智能市场

发展局面。

随着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进一

步推进，一方面，企业正在加快智能

化改造的进程，大型企业在建设新

厂时将大范围应用数字化、智能化

手段，引入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提

供的整体解决方案；中小型企业受

限于成本及现金流，将重点针对现

有工厂进行局部改造，尤其是工业

软件和系统平台。另一方面，国家

持续推出针对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

的试点示范专项，用以规范和推动

国内集成商加速缩短与国际先进水

平的差距，进一步做大国内智能制

造系统集成市场。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主要包括计算机视

觉、语音语义识别、自然语音处理、

深度学习等软件产品，以及具备复

杂环境感知的智能工业机器人、智

能无人设备，服务机器人等硬件

产品。

对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及增

长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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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智能

市场规模将达到818.7亿元。

对中国人工智能市场产品结构

预测，预计未来三年，人工智能市场

中的智能硬件相比于软件仍将保持

较高的占比。到2021年，智能硬件

的市场规模达到 515.9 亿元，占比

63.01％；智能软件的市场规模达到

302.8亿元，占比36.99％。

对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行业结

构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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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应用规模将达到 155.66 亿元，

占比为 19.01％；在智能安防领域，

市场规模将达到 123.61 亿元，占比

为15.10％。

对中国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市场

规模及增长预测，预计到 2021 年，

中国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市场规模将

达到2948.9亿元。

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主要是指智能制造

系统集成市场，其定义是指以自动

化、网络化为基础，以数字化为手

段，以智能制造为目标，借助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工业软件、

生产和业务管理系统、智能技术和

装备的集成，帮助企业实现纵向集

成、横向集成的各类智能化解决方

案的总称。其中纵向集成是指在智

能工厂内部，把现场层、控制层、车

间管理层有机整合在一起，同时确

保这些信息能够传输到 ERP；横向

集成是指将各种不同制造阶段的智

能系统集成在一起，既包括一个公

司内部的材料、能源和信息的配置，

也包括不同公司之间的价值网络

的配置。

对中国智能制造系统集成细分

市场结构预测，未来三年，工业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将极大地带动工业大

数据、工业云平台等技术在工业领

域的深入应用，而该类智能制造系

统集成市场将会迅速爆发，虽然市

场规模暂时难以撼动柔性装配系

统、加工环节数字化系统等环节，但

是未来增长潜力巨大。

对中国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市

场区域结构预测，未来三年，国内

市场的区域结构总体格局仍将保

持东强西弱的整体态势，华东、中

南及华北三个区域还将瓜分国内

80%左右的市场份额；而东北地区

和西北地区，随着新一轮园区升级

和中低端产业转移的机遇，将有机

会迎来智能化改造升级的一波新

浪潮。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
AI硬件应用增速更高
智能化改造将迎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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