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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平台：将为“补链”“优链”“强链”提供有力保障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赋能效应将进一步释放
赛迪智库数字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1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在“新基建”浪潮背景下，实现平台模式创新、工业设备上云等能力的持续提升。

2021年，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将持续深入，数字强链稳链成为重要方向。

2021年，以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基建”将从投资期加快向建设运营期迈进。

2021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在细分垂直领域进一步普及推广，加速形成一批“平台+行业”优质解决方案。

•
•

•
•

专 题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遭受全面冲击，生产、投资和

贸易大幅收缩，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我

国数字经济逆势而上，数据要素战略资源地

位不断提高，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

透。展望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红利将进一

步释放，向数据流通服务创新加快、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更深层次融合、数字基建全面推

进、新业态新模式日益成熟、治理数字化更加

务实、数字贸易水平进一步提升等方向迈进，

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021年形势基本判断

（一）技术创新和场景融合“双轮驱动”，

数字经济红利将进一步释放，赋能经济加速

复苏

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以技术创新驱动

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以业态和模式创新赋能

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对冲疫情、平抑风

险的经济“压舱石”。前三季度，工业机器人、

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8.2%、14.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9%，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9.1%，各项增长

表现超过其他产业同期水平，在全国经济由

负转正中的牵引作用凸显。同时，数字技术

与医疗、教育、交通、零售、制造业等各行业深

度融合按下“快进键”，智慧课堂、协同办公全

面普及，“云问诊”“云会展”“云旅游”纷纷上

线，网络直播、共享员工等个人就业新形态不

断涌现。

展望2021年，我国基础软件、高端芯片、

核心元器件等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投入将持续

加大，数据赋能效应与技术乘数效应相叠加，

将推动以要素共融、资源共享、价值共创为核

心的应用场景创新走向深入，加速产业要素

裂变、融合、重构，引爆数字经济一个又一个

新的增长点，为国内经济复苏提供持续动力。

（二）公共领域和重点行业“双向发力”，

数据流通服务创新将大量兴起，数据要素市

场领先优势争夺将日益激烈

2020年，中央明确提出加快数据要素市

场培育，各地纷纷把着力点放在促进数据流

通交易。与上一轮建设热潮相比，各大数据

交易中心的建设模式正逐步从政府主导向

政企合作转变，发展重心从交易数据向搭建

数据共享、多方计算、利益分享的数据可信

交换空间，支撑数据资源汇聚、资产管理、质

量治理、价值流转、产品交易等更多平台服

务能力转变。

展望 2021 年，越来越多的大数据交易

中心将通过政府建机制、企业搭平台的方

式，率先在公共领域以及金融、电信、医疗、

人工智能等行业领域开展试点，探索基于可

信数据交换空间的数据流通交易模式。同

时，大数据交易中心也将成为数据要素市场

机制探索的“试验田”，在数据确权登记、价

值评估、质量治理、定价交易、标准合约等规

则确立和推广方面开展系统性试验，抢占流

通交易市场规则主导权。

（三）国企改革和中小企业数字化“携手

并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将持续深

入，数字强链稳链成为重要方向

2020年，受疫情倒逼和政策拉动影响，

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意识觉醒，更加积极地寻求适合自身

特点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模式，加速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融合向纵深拓展。

展望 2021 年，各类国有企业和中小企

业将以数据为驱动、以平台为支撑，推动生

产服务消费各环节、线上线下应用场景以及

传统工艺与新兴业态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

对实体经济的赋能效应将进一步释放。同

时，国有企业将发挥产业链整合优势，依托

数字化平台进一步打通上下游企业数据通

道，促进全渠道、全链路供需调配和精准对

接，引导中小企业上平台、用数据、变模式、

转业务，逐步形成产业链高效协同、供应链

柔性配置、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

（四）地方特色化和区域一体化“共同施

策”，数字基建将全面推进，数字产业集群

“基底”将加快形成

2020 年，各地政府基于自身优势产业，

立足区域一体化发展需求，持续加大“数字

基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同时，围绕

推进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

区、长江三角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

大战略区域均把加快“数字基建”一体化布

局作为“先手棋”，夯实区域数字经济一体化

发展基础。

展望 2021 年，以 5G、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中心、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基建”将从

投资期加快向建设运营期迈进，在区域一体

化战略引导下，各地政府将立足“数字基建”

纵深推进，补充、优化、延伸打造具有地区特

色的数字产业链，为构建梯次分明、分工明

确、相互衔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提供坚实支撑。

（五）服务供给和数字消费“两端发力”，

新业态新模式将走向成熟，人工智能应用将

成发展主导

2020 年，疫情造成长期的居家隔离、社

交疏离，触发了全民数字化生存新机制。在

需求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充分结合赋予

了智能终端更加实时精准的服务能力，人们

日益习惯在数字空间进行消费、娱乐和社

交，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远程办公、直播

带货等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数

字消费新需求。在供给端，线上服务从家

政、外卖、快递、房屋中介等“单一服务随需

供给”的低附加值环节向教育、医疗、办公、

娱乐等“场景式服务多元化供给”的高附加

值环节深入拓展。以无人工厂、无人仓库、

无人机巡逻、无人配送、无人超市、无人KTV

等为代表的“无人经济”活力迸发，广泛深入

生产、物流、零售、娱乐等领域，引领生产消

费迈向数据智能、人机协同新阶段。

2021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物

联网等数字技术的迭代成熟，无人应用、在

线服务所渗透的行业领域将进一步拓展，传

统行业与智能技术碰撞产生的新业态新模

式“火花”将不断涌现，为消费者带来更智能

的交互终端、更丰富的内容资源、更有趣的

场景体验，为生产者提供更智慧的生产决

策、更精准的流程控制、更低廉的人力和资

源成本。

（六）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协同并进，治

理数字化平台将趋于统一，“构脑育智”成为

重要命题

2020年，为破解疫情造成的线上线下指

挥调度不顺畅、重大公共安全应急联防联控

难实现等问题，各地着眼于打通数据融通的

渠道和机制，加快推动支撑数字政府和智慧

城市建设的平台载体集约化整合。

展望 2021 年，将有更多地方致力于打

造统一集约的“城市大脑”平台，基于政务数

据整合共享进一步推进各领域数据的汇聚、

融合和治理，通过平台数据、技术、工具的逐

步丰富，不断强化软件定义、灵活配置、按需

调用、安全可靠的“城市智脑”能力，赋能政

府管理、城市治理、民生服务、行业应用等各

类场景建设。

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数字经济发展路径同质化趋势明显，资

金、人才等关键资源争夺加剧不平衡发展。

当前，各地纷纷把数字经济作为“十四五”时

期谋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在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数据要素

市场培育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但由于

缺少统筹规划和分工协同，大多数地方在产

业方向、政策设计、项目建设等方面的举措

和路径相似，特色和亮点不足。

企业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数

字经济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面对当前

需求更多元、产品迭代更快的市场，企业经营

诉求已从便捷准入向政策宣贯、精准补贴、市

场对接、包容创新等方向转变，而部分现行政

策扶持精准度不高、奖励兑现较慢、“刚性兑

现”不足等问题亟待进一步优化。

数字平台垄断可能阻碍市场创新，平台自

治、数据垄断等监管难点亟待突破。当前，随

着数字平台规模的不断扩大，平台对资本、流

量、技术、数据等资源掌控力逐步增强，“大数

据杀熟”“二选一”等利用算法规制用户现象频

出，平台对于用户行为、企业运作、市场运营等

的自治规则话语权日益升级。

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顶层设

计。一是聚焦新基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数据治理、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数字贸易

等发展主题，支持探索立足地方产业基础、彰

显区域特色优势的数字经济发展有效路径。

二是结合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支持组建区域

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推进小组，打造数字经

济区域发展高地。三是聚焦关系国家安全和

发展命脉的数字产业实施全国统筹和相对集

中布局。

持续推进数字经济政策服务手段创新。

一是深化数字技术在问题研判、政策设计、落

地实施、政务服务中的应用，主动精准施策，

提高服务效能。二是完善重大政策和专项基

金的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提高决策水

平。三是支持有能力的地区和研究机构研究

发布数字经济相关业态指数，为企业战略制

定、市场拓展等提供指引。

构建公平透明高效的多元协同监管体

系。针对不同类型的数字平台实行差别化监

管、精准施策。加强数字技术在平台治理与

监管中的应用，提高监管效率、创新监管模

式。遵循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明确互联网

服务模式的监管范围，优化业态治理方式。

统筹推进、分类施策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一方面，支持各地制定统筹投资计划，明

确“数字基建”涉及各领域投资重点和次序。

另一方面，对“数字基建”不同领域实施不同

发展策略。

2020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平台体系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平台+

技术”“平台+行业”“平台+区域”“平台+双

链”“平台+生态”体系化推进，平台已经成为

加速制造业旧动能改造和新动能培育的重要

载体，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为企业抗疫复产、降

本增效、转型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展望

2021 年，平台发展将步入顶层设计更加清

晰、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融合创新更加活跃、

产业生态更加繁荣的新阶段，为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21年形势基本判断

（一）从产业发展整体看，“10+m+n”工

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加速构建

2020 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迅速，逐

渐从概念走向落地，多层次、系统化的平台体

系基本形成，为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企业转

型、有序复工复产等提供了有效支撑。综合

型“双跨”平台获得各方高度认可，海尔、东方

国信、用友等十大“双跨”平台平均接入工业

设备达到 140 万台/套、工业 APP 突破 7000

个、服务工业企业超过 1 万家。特色型行业

和区域平台快速发展，一批龙头企业基于自

身行业知识禀赋加速平台布局，形成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特色平台近100家。专业型平台

不断涌现，打造了一批专注特定领域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成为技术单点突破的重要抓手。

展望2021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在“新基

建”浪潮背景下，实现平台模式创新、工业设备

上云、数字化管理、试验等能力的持续提升，平

台功能更加完备，多层次平台体系更加完善。

（二）从“平台+技术”看，5G、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新技术融合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深化

2020 年，围绕“平台+新技术”的融合创

新发展取得快速的发展，各企业积极探索在

不同工业场景中深化 5G、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新技术和工业互联平台的融合应用，涌现

出一批典型应用场景。一是部分企业积极开

展“工业互联网+5G”应用实践，逐步建立涵

盖网络、设备、模式、算法、安全、标准等环节

的新型工业互联网体系。二是人工智能与工

业互联网平台融合加速，推动建模优化与迭

代升级，增强工业互联网平台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三是区块链助力平台构建可信数

据资源存储、管理和服务体系，推动平台数

据的归属确权、安全传输和可靠交易。

展望 2021 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加快

形成一批面向设计仿真、生产控制、质量监

测、物流配送、供应链协同等工业场景的融

合创新应用，进一步为新技术在工业领域落

地提供关键支撑，推动融合发展迈向新高度。

（三）从“平台+行业”看，面向细分垂直

领域的特色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持续涌现

2020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加速在垂直行

业落地深耕，已广泛渗透应用到 30 多个行

业，平台行业赋能水平不断提升。企业聚焦

行业痛点问题，将技术突破、模式创新与产

业实际需求相结合，形成了一批面向特定场

景、具有推广价值的行业系统解决方案。

展望2021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在细分

垂直领域进一步普及推广，全面赋能传统产

业，加速形成一批“平台+行业”优质解决方

案，提高行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加速培育网

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按需制造、共享制造

等新模式新业态，实现行业企业的创新发展。

（四）从“平台+区域”看，面向“块状经

济”发展的区域级平台将成为带动集聚产业

整体提升的有效途径

2020年，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产业政策

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加速推动工业互联网平

台为块状经济服务。支持江苏、上海、浙江、

安徽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面向北京、青岛、南京、苏州等重点地

区布局“7+12”平台应用创新推广中心，工

业互联网平台成为加速带动区域产业提质

增效的有力支撑。

展望2021年，将形成一批面向“块状经

济”发展的区域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进一步

整合地方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资源与行业

需求，为地方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注入

新的动力。

（五）从“平台+双链”看，工业互联网平

台将成为加速补链、优链、强链的有效途径

2020年，工业互联网平台聚焦防疫复工

难点痛点，加强协同配合，持续在疫情防控、

物资配送、复工复产等领域释放赋能作用，

有力支撑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一

方面，海尔、腾讯等企业通过平台扩大物资

汇聚、供需对接、动态调配等产品及服务供

给，助力企业生产协同、柔性转产和产能共

享，产业链加速协同复工复产、快速实现达

产增产。另一方面，智能云科、阿里等平台

解决方案提供商帮助制造企业在疫情期间

大力推行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智能化

生产等新模式，实现“停工不停产”“减人不

减产”，保障了供应链的稳定运行。

展望2021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将亟须作

为支撑人、机、物等全社会制造资源泛在连

接、柔性配置和聚合共享的重要基础设施，

为“补链”“优链”“强链”等提供有力保障，助

力构建安全、敏捷、经济的现代供应链。

（六）从“平台+生态”看，跨地域跨产业多

方协同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2020年，工业互联网平台融通发展生态

不断壮大，各类平台建设主体依托自身发展

优势，加速从产业链整合向跨行业、跨界融

合互补方向转型，构建以平台为核心的制造

业协同创新发展生态。一是跨产业协作不

断增强，基于平台的数字化管理、智能化生

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持续

涌现，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供应链金融等新

业态加速形成。二是跨地区合作不断深化，

多领域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集聚区初步形

成。三是跨领域服务不断优化。

展望 2021 年，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集

聚效应将更加显著，进一步促进产业、科技、

金融对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涌入融合创新

技术、典型应用场景、行业解决方案等投资

领域，加速平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落地，

加速完善平台产业生态体系。

四个问题值得关注

核心技术积累不足，平台发展遭遇“卡

脖子”。从供给看，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发

展的基础支撑产业薄弱。从需求看，软件应

用投入不足，缺乏以需求牵引供给的发展环

境，影响了工业互联网平台核心技术的持续

迭代和功能演进。

解决方案有待成熟，企业普遍不敢“吃

螃蟹”。第一，企业“不敢用”。部分制造企

业担心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时会导致业务

出错或进度受阻，管理者害怕由于平台不够

安全可靠而承担责任。第二，企业“不愿

用”。部分企业仍倾向于使用国外工业软件

或系统，严重阻碍了解决方案的应用推广。

第三，企业“不会用”。制造企业信息化基础

参差不齐，阻碍了平台应用的持续深化。

人才供需结构失衡，传统企业频被“挖

墙脚”。一方面，“育人难”。工业互联网平

台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开发者需

要具备集模型算法沉淀、工业 PaaS搭建、平

台二次开发等于一体的综合能力，相关人才

培养时间长、难度大。另一方面，“留人难”。

互联网公司往往用数倍于工业企业的年薪挖

人，有工业知识经验的开发人员频频转入互

联网行业，加剧了复合型人才的结构性短缺，

难以为平台建设及应用推广提供有效支撑。

生态体系尚不完善，亟须政府“一盘棋”

引导。第一，资源整合能力不足。第二，优质

平台供给不足。第三，金融服务能力不足。

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夯实顶层设计，完善平台发展标准体系

建设。持续完善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将工业

互联网平台作为融合发展突破口和着力点。

持续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体系，开展关键

标准研制及应用推广，引导各地政府、龙头企

业和平台服务商协同推进平台建设与应用。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平台规模化推广和

迭代创新。持续深化跨行业跨领域综合平台

和特点鲜明的区域型、特色型、专业性平台建

设。加快推动企业设备上云和业务系统向云

端迁移，培育数字化管理、个性化定制、网络

化协同、服务化延伸、智能化生产等新模式。

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示范区建设，促进平台

在垂直行业和重点区域的规模化应用和迭代

创新，打造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劲的工业互

联网发展高地。

强化前瞻布局，加快“平台+新技术”融

合创新发展。加快制定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

产业图谱，围绕平台发展关键短板环节推动

工程化攻关。聚焦“平台+5G”“平台+区块

链”“平台+AR/VR”等技术融合趋势开展试

点示范遴选，加快培育一批平台创新解决方

案和一批高价值工业 APP，提升平台产品及

服务供给能力。

提升服务能力，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公

共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

创新中心建设，整合地方创新资源与行业需

求，打造多方联动、协同创新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服务体系。研制完善价值评价体系，制定

分类评价指标，遴选各类工业互联网平台，加

强跟踪评价和动态调整。

完善生态体系，加速打通金融链人才链

产业链。支持打造工业互联网人才实训基

地，通过“新工科”建设等方式，开展多层次人

才培训、宣贯推广和应用实践，培育工业互联

网领域复合型人才。充分利用创业板、科创

板等政策机制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产融结合

创新发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工业互联网平

台建设。充分发挥联盟组织的桥梁纽带作

用，营造产业发展良好氛围。

赛迪智库工业互联网平台形势分析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