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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 

【本月观点】 

1、易纲三句话概述金融工作主线 矛头指向风险点 

来源：上海证券报 

新任央行行长易纲昨日亮相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8 年年会。易纲在演讲中表示，当前

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开

放；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定。 

对于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易纲指出，宏观上仍然存在着高杠杆风险、少数野蛮生

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风险等。他强调，依法合规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坚决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中性 

2017 年以来，货币政策更多关注质量的提高，在保持对实体经济较强支持的同时，更

加侧重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助力经济提质增效。 

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已取得良好成效，在金融体系稳步去杠杆的同时，有力地支持了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2018 年 2 月末，广义货币 M2、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分别增长

8.8%、12.8%和 11.2%。 

“下一步，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中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

的货币金融环境。”易纲说，总量上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维护银行体系流动

性合理稳定，保持 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对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提出预期数量目标。易纲表示，这是

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变化。在控制好总量的前提下，结构上将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适

当地、有针对性地支持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对社会资本参与较少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适度采取“精准滴灌”，加大对扶贫、小微

企业、“三农”、“双创”等普惠金融及绿色金融的支持，尤其向深度贫困地区作一些倾斜，

助力打好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 

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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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表示，要积极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提升中国金融业竞争力。 

央行在推进金融改革开放上已有明显成效。人民币在 2016年 10月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基础设施在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

港通”和“债券通”先后推出，明晟公司也在去年 6月宣布将 A股纳入 MSCI指数。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易纲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越开放的领域，

越有竞争力；越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而且还不断累积风险。 

易纲表示，金融业开放要遵循三条规律：一是金融业作为竞争性服务业，应遵循准入前

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须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

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金融业开放要与防范金融风险并重，金融开放程度要与金融监

管能力相匹配。 

“如果我们遵循这些规律，就会不断将金融业开放推向前进。”易纲说，下一步要放宽

金融业的准入限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 

就此前放宽或取消外资股比限制，易纲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不要监管，外资机构准入或

开展业务时，仍应按照相关法律实行和内资机构一样的审慎监管。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易纲明确指出，目前中国面临一些潜在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宏观上仍然存在着高杠

杆风险，特别是企业部门杠杆率依然较高；部分领域和地区的金融“三乱”问题仍然比较突

出。此外，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着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

通过不当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较为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传染风险。 

易纲说，一些机构在没有取得金融牌照的情况下非法从事金融业务，部分非法金融活动

借助金融创新和互联网之名迅速地扩张。 

对于这些风险的存在，易纲表示，要提高警惕，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有很好的条件做好金

融风险防控工作。下一步，央行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稳中求进，依法合规打

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具体来看： 

一是稳住宏观杠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提高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市场化

债转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直接融资、强化资本约束、规范表外业务与通道类业务

等多种方式，使社会整体债务增长较快的情况进一步平稳下来，抑制风险隐患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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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深化金融和其他关键领域改革。认真贯彻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深

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从防范系统性风险角度支持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新

体制。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增强国有企业债务约束。完善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推动建

立防范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 

三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尽快补齐监管短板。进一步明确“监管姓监”，优化监管力

量，严格监管执法，抓紧出台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指

导意见、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等审慎监管基本制度。 

四是要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强化金融风险的源头管理，加强金融领域的准入管理，

清理整顿各类无照经营，或者是超范围经营的金融业务。没有经过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 

时评：易纲表示，当前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

政策；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定。下一

步要放宽金融业的准入限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目前中国

面临一些潜在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宏观上仍然存在着高杠杆风险，特别是企业部门杠杆

率依然较高；部分领域和地区的金融“三乱”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此外，少数野蛮生长的金

融控股集团存在着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当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

送等问题较为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传染风险。 

 

【行业动态】 

1、金融业开放加速 外资机构抢滩 A 股 

来源：中国证券报 

已经有外商独资投资机构开发出投资于 A股市场的私募资管产品，这些产品 4月初就会

面市。不仅如此，随着 A股将在 6 月首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多家外资机构加速招兵

买马，凭借全球一体化投研平台优势和本地专业投研团队，开拓符合中国市场和投资者需求

的本地化产品，资产类别涵盖 A股、中国债市、商品市场等。 

据基金业协会统计，目前已有包括富达、瑞银、施罗德等 11 家外资机构的全资子公司

获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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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兵买马 

众多外资机构对于不断规范且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保持高度重视和兴趣，在中国市场上

招募专业投资人士的动作不断加快。多家外资机构表示，其看重的是风险收益比，也注重长

期投资，监管趋严将带来正面而积极的影响。 

某外资机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成为基金经理前，一般研究员会有 3轮轮岗，而研究员

不会单看一个领域，例如研究消费行业的研究员会轮岗去覆盖房地产等领域，表现优秀的研

究员会被选入 PM Academy（项目管理学院），公司会给其一笔资金“试跑”，成为一名股

票基金经理一般需要七八年时间。对基金经理的考核以“长期为重，短期为轻”。 

在多家大型外资投资机构做过投资经理的人士介绍，外资投资机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

们的投资决策管理委员会比较成熟，很多有近 100年历史。投资地区、类别更加多样和细分，

例如既有传统基金，也有对冲基金。在传统基金里面又分地区性的、行业性的、不同资产类

别的、高评级的、低评级的、综合的……这些细分领域都非常清晰。在不同地方有针对不同

市场的投资经理，比如在伦敦有分析员专门研究欧洲市场，在美国有分析员专门研究北美市

场，在香港有分析员专门研究香港本地、中国内地以及整个亚洲区市场。 

在风控领域，外资机构也不太一样，他们更规范、限制更多，例如规定创业板不能买，

或者市值较低（不到 30 亿元）的不能买……“一切都以市场指标为准，以跑赢市场指标为

目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客户赚钱，不管客户是谁。”上述投资经理介绍，“外资机构在

中国当然选择本土的投资经理，因为他们更熟悉当地市场。” 

扩大开放 

香港特许金融策略师协会副主席陈柏轩说，根据最新公布的时间表，MSCI将在 2018年

分两步纳入 A 股，第一步在 6 月 1 日，纳入比例为 2.5%；第二步在 9 月 3 日，纳入比例上

调至 5%，追踪的个股将限定在“沪股通”“深股通”范围之内。未来 5年-10年，这一比例

将不断上升，如果 MSCI 将 A 股顶格纳入，那么 A 股在其中的占比将达 16.9%。届时，不仅

外资将加速流入，这股力量对于 A股市场风格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他分析，在外资机构看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盈利预测修订、投资情绪、技术面都在转

好，因此支持 2018年看涨盈利预测。例如，摩根士丹利预计 2017年及 2018年 A股的共识

预测平均每股盈利(EPS)增长分别为 22%及 14%。自去年 12月以来，外资借道“沪股通”“深

股通”北上提前布局 A股的积极性明显提高。A股纳入 MSCI指数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是 A

股被外资接纳的一大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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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6年开始，符合条件的外商独资企业（WOFE：Wholly Owned Foreign Enterprise）

可以申请成为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包括二级市场证券交易在内的私募证

券基金管理业务。据基金业协会统计，目前已有包括施罗德、富达、瑞银等在内的 11 家外

资机构的全资子公司获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 

渣打中国 3 月 28 日宣布将代销一款 WOFE在华发行的私募产品。这也是自 2017年外商

独资投资管理公司获得相关资格以来，投资者第一次可以通过银行代销资管计划渠道投资相

关产品。 

长期投资 

29日，诺亚财富相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关于 MSCI带来的投资机会，一方面

诺亚正在设计相关产品，未来会向他们的高净值客户进行销售；另一方面，他们将与外商独

资的私募基金进行合作，准备代理销售其产品。（下转 A03版） 

陈柏轩认为，主动型资金可能在 MSCI 正式纳入 A 股前提前布局，比如提前一个月或是

现在就先行分批买入，这是一个有序的过程，以纳入 MSCI新兴市场指数标的作为筛选对象，

纳入 MSCI短期可为 A 股带来 150 亿美元至 200 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包含主动型和被动型资

金）。最新的潜在 A股纳入 MSCI的成分股约为 239 只，考虑到外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偏好更侧重于蓝筹股，预计 A股市场的龙头股和绩优股将受到更多关注。外资对于中国具备

长期发展潜力的行业尤为看好，具体主题包括：消费升级、中国制造 2025、供给侧改革、

科技与创新、国企改革，相对应超配的行业分别为：消费、工业、商品、互联网硬件以及与

国企改革相关的行业。 

花旗中国区证券服务部主管蔡美智认为，外资机构在投资风格与策略上与国内投资机构

均有所区别：对股票持有时间长、换手率低；先看行业再看企业；不追求短期交易机会。同

时，外资机构更擅长辨别价格合理的优质股票并耐心持有，实现出色的长期收益。从投资流

程上看，外资机构通常遵循自下而上的分析，选股是 Alpha的主要来源。外资机构看上市公

司首先看企业质量，其次才是价格。质量根据管理、业务聚焦、资产负债表和公司治理等加

以定义；价格相对关键财务比率、市场、同业群体和业务前景进行计算；仔细研究辨别优秀

企业，通过主动管理增加价值。 

时评：已经有外商独资投资机构开发出投资于 A股市场的私募资管产品。不仅如此，随

着 A 股将在 6月首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多家外资机构加速招兵买马开拓符合中国市

场和投资者需求的本地化产品，资产类别涵盖 A股、中国债市、商品市场等。根据最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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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表，MSCI将在 2018年分两步纳入 A股，第一步在 6月 1日，纳入比例为 2.5%；第二

步在 9月 3日，纳入比例上调至 5%，追踪的个股将限定在“沪股通”“深股通”范围之内。

未来 5年-10年，这一比例将不断上升。届时，不仅外资将加速流入，这股力量对于 A股市

场风格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2、资本市场明确接纳新经济企业“路线图” 

来源：上海证券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 

试点对象:面向少数符合国家战略、具有核心竞争力、市场认可度高,属于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并且达到相当规模的创新企业 

选取标准:一是已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且市值不低于 2000 亿元人民币。二是尚未在境

外上市的创新企业(包括红筹企业和境内注册企业),最近一年营业收入须不低于 30 亿元人

民币,且估值不低于 200亿元人民币;或收入快速增长,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术,同行业

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证监会开展创新企业发行 A 股和 CDR 试点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明显快于各方预期的速

度果断落地。“新经济”登陆 A股市场的理想就这样照进了现实。 

昨日晚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

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明确新经济企业可以通过试点方式,在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

凭证。 

同日,证监会对 IPO 办法和创业板 IPO 办法作出修订并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增加了

针对新经济试点企业在法规适用方面的豁免条款,以解决未盈利及特殊股权架构企业发行上

市在现行制度层面的障碍。 

境内资本市场服务新经济企业将以试点方式展开,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积累

经验、创造条件。《若干意见》明确了服务国家战略、坚持依法合规、稳步有序推进、切实

防控风险等四项试点原则。 

根据《若干意见》以及试点方案,此次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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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确了试点对象及选取机制。《若干意见》要求,试点主要面向少数符合国家战略、

具有核心竞争力、市场认可度高,属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

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且达到相当规模的创新

企业。 

选取标准包括两类:一是已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且市值不低于 2000 亿元人民币。二是

尚未在境外上市的创新企业(包括红筹企业和境内注册企业),最近一年营业收入须不低于

30亿元人民币,且估值不低于 200亿元人民币;或收入快速增长,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

术,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具体的遴选标准将由证监会制定。 

在试点企业的遴选上,证监会将成立科技创新产业化咨询委员会,按照试点企业标准,综

合考虑商业模式、发展战略、研发投入、新产品产出、创新能力、技术壁垒、团队竞争力、

行业地位、社会影响、行业发展趋势、企业成长性、预估市值等因素,对申请企业是否纳入

试点范围作出初步判断。证监会以此作为重要依据,审核决定申请企业是否列入试点。咨询

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包括相关行业权威专家、知名企业家、资深投资专家等。 

第二,明确了试点企业的发行条件和审核机制。根据本次试点方案,允许试点红筹企业按

程序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存托凭证上市;具备股票发行上市条件的试点红筹企业也可申请在

境内发行股票上市;境内注册的试点企业可申请在境内发行股票上市。 

试点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以及证监会经国务院批准规

定的条件。针对试点企业可能存在的尚未盈利和未弥补亏损问题,证监会已启动程序,修改

IPO 办法和创业板 IPO 办法,设置豁免条款解决制度障碍。试点红筹企业在境内发行以股票

为基础证券的存托凭证,须符合证券法关于股票发行的基本条件,并符合《若干意见》的要求。 

证监会将根据证券法等规定,依照现行股票发行核准程序,核准试点企业在境内公开发

行股票;原则上依照股票发行审核程序,由发行审核委员会依法审核试点红筹企业存托凭证

发行申请。 

第三,对试点企业的信息披露和日常监管作出安排。试点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或者存托

凭证,相关发行、上市和交易等行为,均纳入现行证券法规范范围。证监会依据证券法和《若

干意见》及相关规定实施监管。 

具体而言,试点红筹企业原则上依照现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

于已在境外市场上市的试点红筹企业,在境外披露的信息应当以中文在境内同步披露,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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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应当一致。试点企业违法违规发行证券,未按规定披露信息、所披露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应依照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证监会将依据证券法规定,与试点红筹企业上市地等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管。 

第四,明确了试点的投资者保护要求。证监会要求,试点企业发行股票的,须按照境内现

行股票发行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执行。尚未盈利试点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在企业实现盈利前不得减持上市前持有的股票。 

试点企业发行存托凭证的,应当确保存托凭证持有人实际享有的权益与境外基础股票持

有人的权益相当,由存托人代表境内投资者对境外基础股票发行人行使权利。在投资者合法

权益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情况下,试点企业应当确保境内投资者获得与境外投资者相当的赔

偿。 

A 股市场即将迎来的新经济企业规模有多大?证监会明确,考虑到创新企业具有投入大、

迭代快、易被颠覆等固有特点,在支持创新企业境内发行上市过程中,将本着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采取试点方式推进。试点过程中,还将注重风险防控,依法合规,统筹谋划,循序渐进,

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尤其将着重处理好试点与风险防控的关系,

把防控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示,为稳定市场预期,证监会将对试点企业严格把关,严格按

标准和程序甄选企业,把握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合理安排发行时机与发行节奏。同时,将强

化审慎监管和投资者保护,督促市场参与各方恪尽职守,归位尽责,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 

《若干意见》的发布鸣响了境内资本市场接纳新经济企业的发令枪。据悉,下一步,证监

会还将加强与各地区、各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抓紧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和监管规则,推动试点

工作有序展开。 

时评：证监会开展创新企业发行 A 股和 CDR 试点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明显快于各方预

期的速度果断落地。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

试点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明确新经济企业可以通过试点方式,在境内发行股票或

存托凭证。面向少数符合国家战略、具有核心竞争力、市场认可度高,属于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并且达到相当规模的创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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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度改革再破题 IPO 格局迎新变化 

来源：中国证券报 

一季度证监会发审委共审核 68 家企业的首发申请,其中 32家获通过,32家被否决,4家

暂缓表决,通过率(不包括取消审核的公司)为 47.06%。去年共审核 488 家企业的首发申请,

其中 380 家获通过,通过率为 77.87%。专家认为,严控拟上市企业的质量仍是监管层工作重

点,防止企业“带病上市”有利于提升 A股上市公司质量,IPO审核通过率可能维持在目前水

平。同时,新经济企业在 A股 IPO尚处于起步阶段,短期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不多,对 IPO的整

体格局影响不大。 

严把质量关仍是核心 

数据显示,IPO终止审查企业增多,一季度共有 66家企业终止审查,而去年全年终止审查

企业数为 175家。终止审查企业大多业绩表现不佳,尤其是净利润未达门槛。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表示,发审委的审核更为全面、细致和审慎。发

审委全面审核利润率、应收账款、原材料、销售渠道、关联交易、会计处理方法、内部控制、

核心技术、股权问题、募投项目等多项指标,对细节更为关注。发审委认真考量企业质量、

财务真实性、业务独立性、合法合规性、内部控制力、股权合适性、募投合理度,从而深入

分析企业的可持续盈利能力,工作思路更为细致。发审委力禁幕后交易,严防法外开恩,杜绝

违规企业过会,对于存疑问题更倾向于行使否决权力,保证上市标准的严肃性,工作方式更为

审慎。 

从一季度发审委对被否企业的提问来看,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发审委

更加关注企业经营的合法性、持续盈利能力、财务报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问题,对于

新三板挂牌企业还重点关注“三类股东”问题。发审委关注企业内部合法合规问题,有助于

防止资金脱实向虚。关注企业财务指标和盈利能力,可以筛选出优质企业,防止企业“带病上

市”。在防风险和经济结构转型阶段,未来一段时间 IPO发审仍将维持较严格的态势。 

毕马威中国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刘国贤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内,严控申请上市企业的质

量仍是监管机构的工作重点,防止企业“带病上市”有助于提升 A 股上市公司的质量。视乎

上市申请人的质量,IPO 审核通过率可能会维持在目前水平。虽然监管机构针对不同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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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重点会有所不同,但常见的问询重点集中在收入变动的合理性、毛利的真实性、关联方

交易、持续经营能力、合法合规等方面。 

IPO发审面临新变化 

3 月 30 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

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对支持创新企业在境内发行上市作了系统制度安排。其中,

市场最为关注的创新企业盈利指标问题首次得到明确:符合条件的创新企业不再适用有关盈

利及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的发行条件。 

刘国贤认为,鉴于新经济企业在 A股 IPO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存在资金投入大、产品更新

换代快等投资风险,试点阶段的上市审批可从三个方向稳中求进:一是试点阶段可仅针对市

值较大的企业; 

二是应从多角度严格审核企业是否适合上市,将风险降至可接受范围;三是合理控制企

业上市数量以及融资规模,给予发审委审核人员及投资者足够的时间熟悉新经济企业的特点。 

毕马威中国资本市场咨询组合伙人刘大昌表示,鉴于政府积极推动科技和创新发展,新

经济行业公司的 IPO 势必增加。严控 IPO 质量仍是监管部门的首要任务,上市申请将继续受

到严格的审查。 

田利辉认为,《意见》会带来发审工作的新挑战、证券市场的新格局和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新经济企业存在新行业、新模式和新路径,时常出现爆发式增长现象,不应采取通过过往

历史来预测未来发展的传统思维。这要求发审部门能穿透现象看本质,能在新事物中确认报

表的真实性,能通过调研分析明了企业质量和盈利前景。 

潘向东认为,对新经济企业上市的支持可以提升它们在 A 股上市的积极性,同时鼓励优

质中概股和海外上市企业回归 A 股,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但不意味着发审过程中的监管

会放松,反而更应注重企业上市后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和炒作风险。事实上,发审委在操作过

程中并未放松审核。以富士康 IPO为例,虽然过会仅用了 36天,但在此期间,发审委第一次反

馈的问题多达 69个,涉及发行人独立性、关联交易、财务指标等。 

“对于创新企业而言,技术创新伴随着风险,有亏损很正常,但不一定说明企业质量不行。

允许符合条件、未盈利的创新企业上市,将鼓励有潜力的拟 IPO 企业加快创新发展、提高自

身质量。”潘向东认为,短期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不多,对 IPO 整体格局的影响不大,但随着更

多中小型“独角兽”企业被培养出来,同时海外企业和中概股回归 A股,预计届时将有更多企

业进入 IPO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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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上市企业应苦练内功 

“支持新经济企业上市是支持新经济中的达标企业及时上市,给新经济企业开通过关的

优先快速通道。这不意味着允许不合格的新经济企业上市,更不意味着某些不良企业披上新

经济的外衣就能上市。”田利辉认为,发审过程中严把入口关是基础,认真审视拟上市企业、

及时甄别良莠是支持新经济的抓手。 

田利辉建议,拟上市企业要审视自己、苦练内功、提质增效、切实达标;不要将上市视为

圈钱,而是在已有的坚实基础上获得跨越式发展的动能;不要在尚未达标的情况下,过早申请、

盲目申报,而应充分准备、注重细节、真实有序、全面报告。 

潘向东建议,从发审委关注的问题可以看出,对发行人审慎意识有更高的要求。证监会加

强了问责处罚力度,拟 IPO企业需更加重视内部经营的合法合规性、申请材料真实性,同时注

重对自身质量、品牌的审视,改善盈利能力和财务指标。虽然现在给新经济企业上市提供快

捷通道,企业有借壳上市的机会,但无论通过什么渠道,任何企业上市后都要切实服务实体经

济,提高自身质量,这才是长久立足的资本。 

刘国贤建议,拟上市企业可参考过往发审委针对同行业企业 IPO 的问询重点,与中介机

构自查是否存在相关问题。根据问题的性质及严重程度,确定下一步安排。如果存在轻微问

题,可及时与中介机构商讨适当的整改措施并尽快解决,以免耽误上市进程。如果问题严重或

需要较多时间整改,可考虑暂缓上市申请,待整改完成后再次申请上市。 

时评：一季度证监会发审委共审核 68 家企业的首发申请,其中 32 家获通过,32 家被否

决,4家暂缓表决,通过率(不包括取消审核的公司)为 47.06%。去年共审核 488家企业的首发

申请,其中 380 家获通过,通过率为 77.87%。严控拟上市企业的质量仍是监管层工作重点, 

IPO审核通过率可能维持在目前水平。同时,新经济企业在 A股 IPO尚处于起步阶段,短期内

符合条件的企业不多,对 IPO的整体格局影响不大。 

 

4、完善机制畅通渠道 退市力度料加码 

来源：中国证券报 

多位代表委员建言进一步完善退市机制,加大退市力度,监管层也发出了“符合条件该退

坚决退”的声音。同时,两会期间,证监会发布完善退市制度若干意见,沪深交易所也分别发

布实施办法。业内人士预计,退市力度将在今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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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退市力度 

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对上市公司重大违法行为发出

警告。 

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多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对上市公司重大违法行

为依法从严监管。针对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的退市新规,姜洋指出,这主要是为了加强证券交

易所一线监管责任。对于今年退市的公司是否会增多的问题,姜洋表示,要根据修改之后的实

施规则,那些达到退市条件的,该退就退。 

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总经理王建军多次指出,交易所对加强退市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只要达到退市条件就坚决退市。同时,他呼吁投资者不要冒险去炒那些烂公司。“我呼吁投

资者,对那些烂公司就不要冒险去炒了,这样我们退市的压力也小一些,投资者的损失也小一

些。”王建军说。 

一些政协委员提出,要对上市公司退市采取多元化指标,畅通 A 股市场进出有序的渠道。

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谢卫指出,长期以来,我国退市制度指标

较为单一,主要以财务指标作为核心退市依据,尽管有市场交易类和违法类的判断指标,但实

际工作中很少运用。相反,美国纽交所退市标准更多关注股票流动性指标。而完善的退市制

度,有助于市场形成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从而使股指更有效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发挥资

本市场的合理定价功能。为此,他建议,加快完善退市制度的指标体系,更多引入流动性等指

标。 

加大违法惩处力度 

除了“该退就退”的建议外,许多政协委员呼吁,加大对上市公司重大违法行为的惩处力

度,尤其是因为重大违法行为造成股票退市的,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秦荣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财务指标造

假会导致企业退市,但如果上市公司精心策划,事先预谋造假,其他机构很难查出来,包括会

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因此,惩处要从源头做起,一旦发现财务造假行为,首先要严厉处

罚上市公司,要加大惩罚力度。 

谢卫建议,应建立健全市场化、法制化、常态化退市机制,通过修订《证券法》、《公司

法》、《刑法》等法律,进一步加大对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整治力度。同时,严格落实企业退

市责任,增加退市后重新上市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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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军建议,将欺诈发行的最高刑期由 5年改为无期,并相应提升罚金额度。王建军认为,

现行刑法将欺诈发行罪归入“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范畴,归类不够准确,对欺

诈发行范围只限于股票和债券,规定的最高刑期仅为 5 年,最高罚金为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的

5%,适用范围偏窄,刑期配置偏低,罚金显著轻微。同时,行政处罚难以填补刑罚力度不足的缺

失。横向对比境外相关规定,关于该罪的刑事处罚通常都较为严厉。 

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 

在呼吁完善退市机制和严惩直接责任人的同时,许多代表委员也注意到上市公司退市后

的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 

姜洋表示,证监会在法律范围内对保护投资者做了一些工作,成立了中小投资者服务中

心,其主要作用就是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利益,代表投资者利益提起诉讼,要求民事赔

偿。 

谢卫希望,在退市过程中加大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推出与退市制度相配套的退市

责任追究和赔偿机制,特别是建立集体诉讼制度,鼓励投资者维权索赔。 

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指出,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即退

市并不意味着企业的消亡,只是它退出了这个层次的交易市场,而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

和完善后,在一个层次市场退市的企业可以在另一个层次的市场进行交易,这样就有了相互

承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把多层次市场变成多等级市场。一定要破除‘退市就是企业

完蛋了’的观点,消除这种观点对完善和强化退市制度的巨大阻力。”杨成长说。 

时评：多位代表委员建言进一步完善退市机制,加大退市力度,监管层也发出了“符合条

件该退坚决退”的声音。同时,两会期间,证监会发布完善退市制度若干意见,沪深交易所也

分别发布实施办法。预计,退市力度将在今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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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物技术与健康产业 

【本期热点】 

1、2018 年最值得关注的 12 个重量级新药 

2018-03-28  来源：药明康德 

近日，《2018最值得关注的药物预测》年度报告出炉。报告分析预测了 12个可能在 2018

年上市，2022年度销售额有望达到或超过 10亿美元的新药（即重磅新药）。在这些新药中，

仅有 1个适用于癌症领域，2个来自糖尿病领域，其余的分属于 9个不同的疾病领域。下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药物的研发状况。 

1、Hemlibra（emicizumab） 

研发公司：罗氏（Roche） 

治疗领域：血友病 

Hemlibra 是 20 年来首个获 FDA 批准的、用于体内已产生 VIII 因子抑制物的 A 型血友

病成人和儿童患者的常规预防治疗，以防止或减少出血事件。Hemlibra是双特异性因子 IXa

和因子 X定向抗体。它可以将激活天然凝血级联所需的蛋白质——因子 IXa和因子 X聚集在

一起，恢复 A 型血友病患者的凝血过程。Hemlibra 是一种预防性治疗，可通过每周一次即

用溶液皮下注射来进行。 

A型血友病是一种严重的遗传病，患者的血液不能正常凝固，导致不受控的自发性出血。

A 型血友病影响全球大约 32 万人，其中 50-60%的人具有该病的严重形式。A 型血友病患者

缺乏一种叫做因子 VIII的凝血蛋白。在健康人中，当发生出血时，因子 VIII会将因子 IXa

和因子 X聚集在一起，这是凝血的关键步骤，可以帮助止血。根据病症的严重程度，A型血

友病患者可能会经常出血，特别是在关节或肌肉中，引起疼痛、慢性肿胀、畸形、行动不便

和长期关节损伤等严重健康问题。A 型血友病的一个严重并发症是患者会发展出针对因子

VIII 替代治疗的抑制剂，它是由机体免疫系统发展而来的抗体，能够结合并阻断替代因子

VIII，使它不能达到足以控制出血的水平。大多数 A 型血友病患者发展出因子 VIII 抑制剂

后，会间歇性或预防性输注旁路制剂（BPA）疗法来控制出血。 

2、Biktarvy（bictegravir+emtricitabine+tenofovir alafenamide） 

研发公司：Gi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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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领域：HIV-1 感染 

已获批的 Biktarvy 由 bictegravir（50mg）、emtricitabine（200mg）、与 tenofovir 

alafenamide（25mg）三种成分组成。与 Gilead 的另一款抗 HIV 药物 Descovy（FTC/TAF）

相比，Biktarvy多了 bictegravir 这个成分。这是一款全新的无助推（unboosted）整合酶

链转移抑制剂（INSTI）。 

全球有 3700万 HIV病毒感染者，其中 2100万人使用了抗逆转录药物治疗，尽管抗逆转

录治疗并不能治愈 HIV 病毒感染，但可有效地抑制病毒复制，增强和恢复患者免疫系统的抗

感染能力。 

3、OZEMPIC（semaglutide） 

研发公司：诺和诺德（Novo Nordisk） 

治疗领域：2型糖尿病 

已获批的 Semaglutide是一款人类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的类似物，能起到 GLP-1

受体激动剂的作用。临床上，它有望在改善 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的同时，维持较低的低

血糖风险。 

2型糖尿病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在美国，它影响了约 9.4%的人口，受此困扰的人数超过

2800 万。这种疾病往往是因为人体无法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或是无法正确利用人体合成的

胰岛素所致。因此，这些患者的血糖调控能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4、Erleada（apalutamide） 

研发公司：强生（Johnson & Johnson）旗下的杨森（Janssen） 

治疗领域：前列腺癌 

Erleada（apalutamide）是首个经 FDA 批准的用于非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NM-CRPC）的疗法。作为一款雄激素受体抑制剂，它能阻断雄激素的作用，抑制肿瘤生长。 

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数据，前列腺癌是美国男性中第二大常见癌症，NCI

估计 2017 年约有 161,360 名男性被诊断为前列腺癌，预计有 26,730 人死于该疾病。大约

10%至 20%的前列腺癌是去势抵抗性的，这些患者中有多达 90%的人会发生骨转移，导致疼痛、

骨折和脊髓压迫。对发生转移的患者来说，其相对 5年生存率为 30%。所以延迟 NM-CRPC患

者的癌症转移至关重要。 

5、Shingrix 

研发公司：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G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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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领域：带状疱疹 

已获批的 Shingrix 是一种灭活型的亚基疫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作为抗原的糖

蛋白 E（glycoprotein E），它也是水痘病毒中的重要蛋白质；另一部分是名为 AS01B 的佐

剂系统，它能带来强力而长期的免疫反应，克服衰老过程中伴随的免疫力下降。 

本款疫苗针对的带状疱疹是一种由水痘病毒（VZV）引起的疾病。据估计，几乎所有老

年人的神经系统内都有这种病毒潜伏。随着年龄增长，免疫细胞的抗感染能力逐渐下降，也

让这些病毒有了可乘之机。在水痘病毒再度活化后，患者的胸部、腹部或面部会出现水泡，

并伴随着令人难以忍受的疼痛。对于迈入老年的普通百姓来说，一款安全有效的疫苗有望让

他们免受带状疱疹的影响。 

6、Patisiran 

研发公司：Alnylam Pharmaceuticals 

治疗领域：甲状腺素运载蛋白淀粉样变（hATTR 淀粉样变） 

Patisiran是一种靶向甲状腺素运载蛋白（TTR）的在研 RNAi疗法，用于治疗患有遗传

性甲状腺素运载蛋白淀粉样变（hATTR淀粉样变）的成年患者。它可以使特定的信使 RNA沉

默，从而阻止甲状腺素运载蛋白的生成。这有助于清除外周组织中的 TTR淀粉样蛋白沉积物，

并恢复这些组织的功能。Alnylam已经向美国 FDA提交了 patisiran的新药申请（NDA）。 

hATTR淀粉样变是由甲状腺素运载蛋白基因突变引起的遗传性疾病，会导致患者逐渐衰

弱，并且通常有致命的可能。甲状腺素运载蛋白主要在肝脏中产生，通常作为维生素 A的载

体。甲状腺素运载蛋白的基因突变会导致淀粉样蛋白质的异常积聚，从而造成末梢神经和心

脏等身体器官和组织的损伤。同时会导致外周神经病变、自主神经病变以及心肌病。 

7、Epidiolex 

研发公司：GW Pharmaceuticals 

治疗领域：一种罕见的癫痫 

GW 公司最主要的实验性药物 Epidiolex 是纯植物来源的 CBD 口服制剂，2016 年其在治

疗耐药性 Lennox-Gastaut综合征（LGS，一种罕见的儿童期发作的癫痫）的两个关键 3期试

验中达到主要终点。Epidiolex已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授予的孤儿药资格，包括 LGS

和 Dravet综合征（DS，一种罕见癫痫病）。而在美国，Epidiolex同样获得 FDA 授予的 4种

适应症的孤儿药资格，包括 LGS，DS，结节性硬化症（TSC）和婴儿痉挛（IS）。FDA 的目标

批准日期（PDUFA）为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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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S 是一种罕见的儿童发作性癫痫，其发病原因比较复杂：先天性脑畸形或发育障碍、

代谢异常、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新生儿期脑缺氧、颅内出血以及严重的头部受伤均可

引起此综合征，而且高达 30％的患者还找不到任何明显病因。 

8、Aimovig（erenumab） 

研发公司：安进公司（Amgen） 

治疗领域：偏头痛 

Aimovig 是一款通过阻断与偏头痛激活有关的 CGRP 受体来预防偏头痛的治疗方法。

Aimovig已经在几项大型全球性，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中进行了研究，评估其在偏

头痛预防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Aimovig在研究中所有的主要和次要终点上均显示了有临床

意义的统计学显著结果。监管申请目前已在美国和欧洲提交。FDA的 PDUFA日期为 2018年 5

月 17日。 

频繁发生偏头痛的人可能会在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感到头痛。偏头痛夺走了患者与家人

相处的时间，在家庭和工作中的生产力，甚至生命。偏头痛患者忍受着令人衰弱的疼痛，身

体损伤，并对下一次发作持续感到恐惧。世界卫生组织将偏头痛列为最致人衰弱的疾病之一。

一千万患有频繁偏头痛的美国人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预防性药物是一种选择，这些患者

中约有 350万人目前正在接受预防性治疗。 

9、Lanadelumab 

研发公司：Shire 

治疗领域：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美国 FDA已经接受了 lanadelumab（SHP643）的生物制剂许可申请（BLA），并授予其优

先审评资格，FDA预计会在今年 8月 26日前给予回复。Lanadelumab是一款在研全人源单克

隆抗体，可以特异性结合并抑制血浆激肽释放酶，适用于 12 岁及以上罹患罕见病——遗传

性血管性水肿（HAE）的患者预防血管性水肿发作的在研疗法。 

HAE会给患者带来严重负担。平均来说，HAE患者每年需要休学或休班 20 天。HAE会导

致患者的水肿反复发作，引起身体各个部位的衰弱和疼痛，包括腹部、脸、脚、生殖器、手

和喉咙。阻碍呼吸道的发作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10、Elagolix 

研发公司：艾伯维（AbbVie） 

治疗领域：子宫肌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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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golix 是一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受体拮抗剂，是一种口服的短效分子，

通过与脑垂体中的 GnRH受体竞争结合来阻断内源性 GnRH信号。在治疗中进行快速可逆和剂

量依赖性的抑制黄体生成素（LH）和卵泡刺激素（FSH）分泌，可导致卵巢性激素，雌二醇

和孕酮的生成减少。Elagolix 的 3 期临床研究 ELARIS UF-II（M12-817）达到了主要终点，

显著减少了子宫肌瘤患者的重度月经出血。 

子宫肌瘤，也称为平滑肌瘤或肌瘤，是非癌性，激素反应性子宫肌肉组织肿瘤。子宫肌

瘤是女性骨盆中最常见的异常生长，可影响约 20-80％的 50 岁以下的女性。肌瘤的大小，

形状，数量和部位不等。子宫肌瘤患者可能无症状，但在某些女性中，肌瘤可引起严重的月

经出血、痛经、乃至怀孕困难等严重问题。 

11、Steglatro（ertugliflozin） 

研发公司：辉瑞（Pfizer）/默沙东（MSD） 

治疗领域：糖尿病 

美国 FDA 已经批准了默沙东（MSD）和辉瑞（Pfizer）的 Steglatro（ertugliflozin）

上市，治疗 2型糖尿病。近年来，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 SGLT2抑制剂受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

的关注。这类新药作用于体内的 SGLT2转运蛋白，防止已滤过的葡萄糖在肾脏内重吸收，从

而有效控制血糖水平。可喜的是，这一治疗手段不依赖胰岛素。 

这款获批新药所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是全世界最为常见的糖尿病类型，占总病例数的

90%-95%。这类疾病的原因在于患者体内无法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或是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

度下降，从而导致患者失去正常的血糖调控能力。罹患 2型糖尿病的患者容易出现一系列严

重的并发症，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普通人高出 2-4倍，急需更多血糖控制方案。 

12、Sublocade（每月一次的丁丙诺啡） 

研发公司：Indivior 

治疗领域：阿片类药物依赖 

Sublocade是一款使用 ATRIGEL递送系统的在研丁丙诺啡缓释注射剂，由溶解在 N-甲基

吡咯烷酮（NMP）中的可生物降解的聚（DL-丙交酯-共-乙交酯）共聚物的聚合物溶液和水溶

性生物相容性溶剂组成。Sublocade是一种有望打破市场平衡的替代辅助疗法，该产品不但

可以有效帮助人们摆脱阿片药物依赖，而且它只需每月皮下注射一次，同时没有排毒期要求，

成功克服了其他现有疗法存在的用药局限。 

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表现为强制、长期自我使用阿片类药物，并且没有合法的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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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需要使用阿片类药物的病症，但患者的用量大大超过该病症所需的量。根据 2016 年

美国全国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的结果，去年有 1180 万美国人滥用阿片类药物，并有约 200

万美国成年人（12岁以上）符合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的标准。 

 

【行业动态】 

1、中国医药富豪排名再变 

2018-03-11 来源：医药地方台 

3月 6日，福布斯中文网发布了《2018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这是福布斯第 32份年

度全球亿万富豪榜，共有 2208 人上榜，再次创下记录。上榜富豪净财富总和达 9.1 万亿美

元，高于去年的 7.7万亿美元，平均净财富为 4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从全球看，杰夫•贝索斯以财富 1120亿美元超过比尔•盖茨成为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以

900亿美元位居第二，排名第三的是沃伦•巴菲特，财富 840亿美元。 

从中国看，马化腾以 453 亿美元成为中国首富，马云、李嘉诚分别以 390 亿美元、349

亿美元位居中国富豪二、三甲。 

从行业看，据医药地方台统计，中国医药富豪今年上榜共计 39 人，其中包括国籍在新

加坡的步长制药赵涛和国籍在美国的上海莱士黄凯。财富总额为 896亿美元。 

在上榜的 39位医药富豪中，恒瑞医药孙飘扬以 77亿美元重回中国医药首富，在上榜的

2208 名富豪中排名第 202。《2017 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中，步长制药赵涛以 46 亿美元

超过 43亿美元的孙飘扬成为中国医药首富。 

紧随其后的是叶澄海及家族（信立泰，45亿美元）、谢炳（中国生物制药，37亿美元）、

曹龙祥及家族（济川药业，36亿美元）、蒋仁生及家族（智飞生物，36亿美元）、徐镜人（扬

子江药业，36亿美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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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正式发文：推行高值耗材两票制 

2018-03-22来源：赛柏蓝器械 

终于来了，医用耗材“两票制”要推行，高值耗材先行。 

昨日（3月 20日），国家卫计委官网刊出《关于巩固破除以药补医成果持续深化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的通知》（国卫体改发〔2018〕4号）。 

该《通知》由国家卫计委、财政部、人社部、发改委、中医药管理局、国务院医改办联

合印发，定下了 2018年及以后深化医改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其中，《通知》明确提出，要逐步推行高值医用耗材购销“两票制”。 

这也是继 9 部委联合印发的《2016 年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

作要点》中提出要在医改试点省和试点城市实行耗材“两票制”之后，国字号文件再次提出

要实行耗材“两票制”。 

时隔近 2 年，国家再提耗材“两票制”，且是以“国卫体改”的名义下发通知，这意味

着耗材“两票制”自今年起就要全国大范围推开了。 

药品之后，耗材“两票制”板上钉钉！ 

《通知》明确，耗材“两票制”的推行范围为高值耗材，按照此前国家卫生部的界定，

也即将针对血管介入类、非血管介入类、骨科植入、神经外科、电生理类、起搏器类、体外

循环及血液净化、眼科材料、口腔科、其他等十大类高值医用耗材实行“两票制”。 

再结合《通知》内容“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国家级示范城市、示范县（市、区、旗）要加

大改革力度，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先试、率先突破。”，高值耗材“两票制”的逐步推

行，是要在医改示范城市和示范县先行实行的。 

截至目前，国家一共公布了一批国家级示范城市名单、两批国家级示范县名单。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国家级示范城市共有 15 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国家级示范县（区、

市、旗）共有 30个，示范市、县遍布全国各省，且绝大多数还尚未推行耗材“两票制”。但

根据国家《通知》，也都需要赶紧行动起来了，成为全国表率。 

再加上此前就已推开或明确要推行耗材“两票制”的陕西省、安徽省、青海省、武汉市、

韶关市、大庆市、太原市、长治市等地区，耗材“两票制”的推行就要全国遍地开花，并最

终逐步推行成为药品一样的全国各地区必须推行。 

此外，除了耗材“两票制”，国家《通知》还提出，2018年全国各地需要推行以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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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工作： 

1、继续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且 44家“国家队”的委局属管大医院也要纳入控

费范围； 

2、同比 2017年，耗占比再降低； 

3、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家要统一确定 100个以上的病种； 

4、高值耗材要探索实行打包收费，制定统一医疗服务价格； 

5、实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这几项医改任务，都直指医用耗材的采购降价和控制使用。 

国家《通知》可见，2018年医改，医用耗材将成为重要的“开刀对象”，业内也都需要

做好迎接大挑战、大冲击的准备了。 

3、上市抗体市场格局和领域分布及技术和热门靶点概述 

2018-03-28来源：药渡 

2017 年，全球医药销售排名前二十名的药物主要涉及肿瘤和类风湿性疾病等，其中包

括 7个抗体药物和 3个重组蛋白药物(共计 10个生物药)。预计 2022年全球销售前十名的大

部分将依旧是生物药。据 Cortellis统计，截至 2017 年 6 月 5 日，全球范围内处于活跃研

发阶段的生物药为 12573 个，3649 种生物药物处于临床阶段，其中有 809 种药物处于三期

临床。全球范围内近两年里可能会获得上市批准的各类生物药物近 300种。生物药中处于活

跃研发阶段的抗体药物共 2283个，其中处于临床到上市阶段的抗体药物共 810 个。 

抗体药物市场格局及领域分布 

近年来，抗体药物的研发热潮已经进入收获期，抗体新药获批呈现井喷趋势。2017 年

FDA共批准了 10个抗体药物，抗体药物市场容量也在稳步增长。2015年抗体药物(包括融合

蛋白)销售额达到 906.26亿美元，2016年全年销售额为 1069亿美元左右，2017 年全年销售

额约为 1200亿美元(精确数据暂未发布完全)，近三年年均增长率约为 15%(数据来源，各公

司报表)。截止 2017年 12月，已批准上市的抗体类药物已超过七十个。 

抗体市场格局 

抗体药物市场主要集中在 Roche、Abbvie、J&J、BMS、Novartis和 Amgen六大公司，2017

年以上六大巨头即占据抗体药物市场近 70%的市场份额[2]。Roche治疗乳腺癌等多种肿瘤的

herceptin、治疗结肠癌等多种癌症的Avastin和治疗淋巴瘤等疾病的Rituxan均表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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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三个药物总销售额达 226.53亿美元，占据抗体药市场份额的 17.4%。Abbvie凭借药

王 adalimumab 长年占据药物销售排行榜榜首，2017 年同比增长 15%占据全球市场 14%的份

额。J&J凭借 Infliximab、Ustekinumab、Golimumab 和 Daratumumab占据 10.3%的市场份额。

BMS引领 PD-1的热潮，2017年 Opdivo同比增长 31%，与 Abatacept、Ipilimumab 共同占据

6.7%的市场份额。Novartis 在抗体市场的地位来自与 Roche 的合作，Lucentis 和 Xolair

是其主要武器。随着IL-17抗体药物Cosentyx的上市Novartis更具竞争力，2017年Cosentyx

和 Lucentis 两个抗体共占市场 3%。此外，Amgen 凭借三个融合蛋白(Enbrel、Neulasta 和

Aranesp)和两个单抗药物(Prolia与 Xgeva)占据全球市场的 12%。随着在抗肿瘤领域、自身

免疫领域、抗感染领域、精神疾病领域等新抗体药物获批，抗体药物市场将更加多样化，竞

争也将更加复杂。 

抗体领域分布 

从发展历史看，抗体药物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为自身免疫病和抗肿瘤领域，2017 年，治

疗自身免疫病和癌症的抗体药物合计占到了 65%的抗体市场份额。随着疾病机制的深入研究，

抗体药物在哮喘、抗感染、血液病和心血管病领域的药物不断增加，并迅速拓展到骨质疏松、

多发性硬化症、阿尔茨海默病等诸多领域，未来这些抗体新药的陆续上市，将极大改变目前

较为单一的市场格局，反过来也将影响企业的抗体药物研发布局。就数量适应症而言，治疗

肿瘤类的抗体药物 30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抗体药物 28个，哮喘类药物 4个，感染性疾病

5个(RSV以及储备用的炭疽抗体)，高脂血症 2个，血液病 3个，其他适应症抗体药 5个(如

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骨伤预防，移植排斥反应等)。 

抗体技术分析 

抗体药物的人源化程度、亚型、表达载体也是关注的重点。 

抗体人源化进程 

就人源化程度而言，在现有上市的单抗产品中(不包含 8 个融合蛋白)，全人源单抗 25

个，人源化单抗 31个，嵌合单抗 9个，鼠源 5个；占比分别为 32.1%、39.7%、12%和 6.4%。

自 1975年单克隆抗体杂交技术问世以来，鼠源抗体被誉为神奇的子弹，1986年第一个鼠源

抗体 Orthoclone OKT3？ (Muromonab-CD3)的上市开启了抗体的新时代。至今为止，FDA 批

准上市的鼠源抗体共 4 个，分别是 OrthocloneOKT3？ (Muromonab-CD3)、Zevalin？ 

(Ibritumomab tiuxetan)、Panorex？ (Edrecolomab)和 Bexxar？ (Tositumomab-I131)。

然而鼠源单抗作为异源性蛋白在人体内会引起强烈的人抗小鼠抗体(HAMA)免疫反应，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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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治疗效果甚至危机生命。为解决这一难题，抗体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历程：恒定区人源化(嵌

合抗体)→可变区人源化抗体→全人源抗体。 

嵌合抗体技术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十年前，2010年以后 FDA批准上市的嵌合抗体共 4个，

分别是 ADCETRIS？ (Brentuximab vedotin)、Sylvant？ (Siltuximab)、 Unituxin？ 

(dinutuximab)和 Anthim？ (obiltoxaximab)。目前 FDA批准上市的抗体主要以人源化和全

人源为主，自 1997 年第一个人源化抗体 Zenapax？ (Daclizumab)上市以来，目前共 31 个

人源化抗体上市，近五年批准上市的抗体中 40%的抗体为人源化。 

在全球单抗市场中全人源单抗是未来的发展方向，FDA批准上市的 78个单抗中有 25个

是全人源单抗，主要集中在近九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的全人源单抗是阿达木单抗，至 2012

年起连续 6年占据全球药物销售排行榜榜首，成为最畅销的药王。随着转基因小鼠和噬菌体

展示技术的成功应用，全人源化克隆单抗的比重将逐步增大。 

抗体亚型 

在抗体药物中IgG有4个亚型，不同的结构特点及功能特点使其治疗应用上有较大区别，

需要 ADCC 和 CDC 效应作用的抗体优先选择 IgG1 亚型。IgG1 亚型是现在最成熟的、研究最

多的，现有上市单抗药物 78%为人 IgG1型，共 61个。IgG4和 IgG2与 IgG1一样有着很强的

FcRn亲和力和半衰期，同时具有很弱的 ADCC活性和 CDC活性(IgG4无 CDC活性)。如果只是

阻断抗体，不需要 ADCC和 CDC效应，优先选择 IgG4。 

IgG4亚型在近几年应用也慢慢增多，目前上市的抗体药物中有 10个药物为 IgG4亚型，

例如免疫检验点抑制剂 PD-1 抗体 Keytruda？ (pembrolizumab)和 Opdivo？ (nivolumab)。

也有部分的抗体采用 IgG2亚型(主要也是低 ADCC和 CDC效用)，相比于 IgG4亚型的抗体 IgG2

亚型成药的几乎寥寥无几。主要因为 IgG2 的二硫键错配问题，IgG2 的二硫键远比 IgG1 和

IgG4 的复杂。IgG3 由于其半衰期比较短并且 hinge 区域易水解，限制其在药物中应用，目

前上市的药物中暂无该亚型。 

抗体表达细胞系 

就表达载体而言，目前市面上的单克隆抗体大多是由哺乳动物细胞表达，主要是 CHO、

Sp2/0、NS0等。不同的表达载体具有不同的特性，CHO细胞表达载体遗传背景清晰，产业化

应用广泛，现有上市的抗体药物中有 46个(59%))采用 CHO细胞，Fc融合蛋白 100%都是 CHO

细胞表达。此外，有 7个抗体采用 Sp2/0细胞系，14个抗体采用 NS0细胞系，3个抗体采用

E.coli表达，5个抗体采用鼠杂交瘤技术表达。由此可见 CHO始终是抗体药物表达的主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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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占到所有已上市抗体药物的一半。 

已上市抗体靶点分析 

截止 2017年 12 月，目前批准上市的抗体类药物共 78 个(不含仿制药)，包含 8 个融合

蛋白和 70个抗体，主要针对 48种不同靶标。其中靶点为 CD20的药物有 6个，抗肿瘤坏死

因子α (TNFα)和程序性死亡受体-1 (PD-1/L1)各有 5个，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VEGFR) 

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各 4个；、IL17、IL6R、IL5和抗人表皮生长因子 2(HER2)各有 3

个；PSK9、白介素 1 (IL-1)、α4/β1/7整合素、CD80和炭疽 PA抗原的各 2个。其余靶标

(VEGFR2、、CD52、B淋巴细胞刺激因子(BLyS)、C5补体、趋化因子受体 4 (CCR4)、CD6、CD25、

CD30、CD38、细胞毒性 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 4 (CTLA-4/CD152)、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GD2)、

血小板糖蛋白 GPIIb/IIIa、IgE、IL12 /23、细胞核因子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ANK-L)、

RSV病毒 F蛋白 A抗原、信号淋巴细胞激活分子 7 (SLAMF7)、达比加群酯，以及抗 CD19/CD3

和抗 EpCAM/CD3 双特异靶标的产品各 1 个。目前，2017 年的具体销售数据暂未统计完全，

我们从 2016 年的销售数据分析销售前十的靶点分别是：TNFα (387 亿)、VEGF (153 亿)、

HER2 (95.0 亿)、CD20 (75 亿)、PD-1 (60 亿)、IL12/23 (32.3 亿)、RANK (31.6 亿)、C5

补体(28亿)、EGFR (24 亿)、IgE (23亿)。这是个靶点的销售额占抗体销售总额的 85%，其

中 TNFα占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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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息科技行业 

【本期热点】 

1、本期热点：未来显示之争：下个潜力技术会是 Micro LED？ 

2018-03-26       21IC电子网 

OLED 在显示行业的热度还没达到顶峰，Micro LED 就出来“截胡”。今年伊始 Micro 

LED 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而苹果秘密研发 Micro LED 的传言一经出现，似乎就让未来

显示大战的风向，又出现了改变，三星在今年的 CES2018 上最为重磅的一条消息就是推

出了搭载 Micro LED 技术的 The Wall 电视新品，国内面板行业巨头京东方也已经加入

了 Micro LED 的研发，LG 又向欧盟提交了三个 Micro LED 相关新商标的申请，巨头们纷

纷加入 Micro LED 市场，显示格局将变，Micro LED 会引发下一次显示器革命吗？ 

被视为终极 LED，期待很高 

OLED 屏幕因其比液晶屏幕具有可弯折、较省电的特性，而被寄予厚望，但 iPhone X

的销量却不如市场预期，加上华为、小米、Oppo 等中国厂商可能不会那么快采用这种技

术，这种屏幕目前正面临过产和降价疑虑。 

同时，OLED 屏幕容易显色错误和屏幕残影（burn－in）的缺点也是问题。屏幕测试

公司 DisplayMate 执行长 Raymond Soneira 表示：“OLED 能存活下来，只是因为有三星、

苹果、LG 这些口袋深的大厂在持续投入，从我几年开始关注 OLED，其表现就一直在排

行榜最底。”去年苹果 iPhone X 也未带起厂商抢用 OLED 屏幕的热潮，使这种屏幕面临

过产和降价危机，OLED 已经面临后起之秀技术 Micro LED 的长期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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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LED 又被称为μLED 或者微型 LED，由发光二极管构成，因此和 OLED 一样都

属于自发光技术的屏幕。之所以叫 Micro LED，是因为这种技术的本质是把 LED 微缩化

和矩阵化，把 LED 单元微缩至小于 50 微米的级别，从而实现单点驱动自发光。 

 

一图看懂 Micro LED 相对 LCD 和 OLED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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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结构图也不难看出，Micro LED 一大优势是薄，而且体积很小。 

相比起 LCD 和 OLED，Micro LED 拥有无机 LED 高效率、高亮度、高可靠度及反应时

间的优点，而且也更容易实现节能效果。 

另外，Micro LED 的发光效率和发光能量密度比 LCD 和 OLED 更高，其中高发光效率

令 Micro LED 的功率消耗量约为 LCD 的 10％、OLED 的 50％，而高发光能量密度让

Micro LED 达到同等亮度只需要 OLED 10％左右的涂覆面积，还能够达到超高的 1500 PPI

（像素密度），各项指标在理论上都非常棒。 

 

Micro LED 本质上是一项很复杂的技术 

今天，micro LED 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但是，一般来说，micro LED 被认

为是总表面小于 2500mm2 的 LED 芯片，这相当于是 50mm×50mm 的正方形，或直径为 55mm

的圆形芯片。根据这一定义，micro LED 今天已经出现在市场上了：索尼在 2016 年再次

亮相，采用小间距大型 LED 视频墙的形式，传统的 LED 封装由 micro LED 替代。 

制造 micro LED 显示器的技术涉及方方面面：将 LED 基板加工成准备用于拾取和转

移到接收基板的 micro LED 阵列，用于集成到非均匀集成的系统中：显示器。显示器又

集成 LED、像素驱动晶体管、光学器件等。外延片可容纳数亿 micro LED 芯片。 

实现 MicroLED 显示屏有两个主要选项。一个是将 micro LED 单独或分组地拾取并

转移到薄膜晶体管驱动矩阵上，这类似于 OLED 显示器中使用的；另一个是使用 CMOS 驱

动电路将数十万个 Micro LED 的完整单片阵列组合起来。如果采用这两种方法中的第一

种，则组装一个 4K 显示器需要拾取、放置和单独连接 2500 万个 micro LED 芯片（假设

没有像素冗余）到晶体管背板。用传统的拾放设备操纵这样的小型设备，每小时的加工

速度约为 25，000 个单位。这太慢了，组装单个显示器将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像苹果、X－Celeprint 等数十家公司已经开发出大规模的并联抓取技术。他

http://ee.ofweek.com/tag-%E9%A9%B1%E5%8A%A8%E7%94%B5%E8%B7%AF.HTM
http://ee.ofweek.com/tag-%E9%A9%B1%E5%8A%A8%E7%94%B5%E8%B7%A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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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同时加工数万到数百万的 micro LED。但是，当 micro LED 尺寸仅为 10μm 时，

以足够的精度加工和放置非常具有挑战性。 

还有一些与 LED 芯片相关的问题要克服。当其尺寸非常小时，其性能会受到与表面

和内部缺陷（例如开放式粘合、污染和结构损坏）相关的侧壁效应的影响。这些缺陷导

致非辐射载体重组加速。侧壁效应可以延伸到类似于载体扩散长度的距离（通常为 1mm

至 10mm）：这在传统的 LED 中并不重要，因为其具有数百微米的边缘，但在 micro LED

中却是十分致命的。在这些设备中，它可以限制芯片整个体积的效率。由于这些缺陷，

micro LED 的峰值效率通常低于 10％，当设备尺寸低于 5mm 时，它的峰值效率可能小于

1％，这远远低于目前最好的传统蓝光发射的‘macro’LED，它现在可以产生超过 70％

的外部量子峰值效率。 

更糟的是，micro LED 通常必须以非常低的电流密度运行。它们通常在低于 1－10Acm

－2 峰值效率区域驱动，因为即使在这种低效率下，LED 也是非常明亮的。如果一台带

micro LED 的手机以其最高效率运行，其显示屏将提供高达数以万计 nits 的亮度，比目

前市场上更亮的手机高出一个级别。屏幕会很亮，以至于胆大的用户都不敢看。 

当 LED 以非常低的电流密度工作时，它们的效率非常低，使得该技术不能实现其削

减能量消耗的承诺。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为 microLED 公司的优先事项。提高效率

的办法包括引入新的芯片设计和改进制造技术。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减少侧壁缺陷并使电

载体远离芯片的边缘。 

要实现 microLED 显示需要结合三个层级的主要专业技术：LED、晶体管背板（玻璃

或 Si－CMOS）以及芯片转移技术。相比传统显示屏，其供应链非常复杂且漫长，每一步

都很关键，非常高效地管理各个方面极具挑战。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单独应对所有

的技术挑战，完成所有组件的垂直整合。从该领域所涉猎的公司中就可以侧面反应这些

纷杂的挑战。 

显示行业格局全面开花 崛起的可能性很大 

近年来台湾厂商积极抓住 Micro LED 未来商用热潮，包含关键零组件 PCB 及早投入

研发与相关专利布局加速。 

业界观察，Micro LED 终端应用不只局限于手机，更多新创智慧家庭装置与高画质

显示应用的需求也相当强劲，Samsung（三星）在 2018 年拉斯维加斯 CES（消费电子展）

上展示的巨幅 146 英寸 microLED 电视——“The Wall”无疑是现场最夺目的明星产品

http://ee.ofweek.com/CAT-2825-ConsumerElectron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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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尽管严格来说，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基于 microLED 技术，而是更传统的 SMD LED

封装，类似已经很成熟的小间距 LED 电视墙。不管怎么说，这款价值 30 万美元的显示

屏赚足了眼球，使 microLED 在技术圈获得了极大的关注。重点在于实际降低生产成本，

导入商用的速度。现阶段 Micro LED 受到不少企业“追捧”。 

LG 更是一口气向欧盟提交了三个新商标的申请，且全都与 Micro LED 面板有关，分

别为 XLED、SLED 与 XLLED。 

Yole 发布的《MicroLED 显示专利全景分析－2018 版》报告确认了苹果公司确实一

直在 microLED 显示技术领域暗暗发力，并申请了大量的相关专利。Yole 的这份报告深

入分析了 microLED 显示领域的全球 1500 多件专利，而苹果公司凭借该领域的 60 多个

专利家族，无论是在专利数量还是专利强度和深度方面都占据行业榜首。 

 

MicroLED 显示领域全球主要专利申请人排名 

MicroLED 显示领域全球主要专利申请人排名，依次为：Apple／Luxvue（美国）、X

－Celeprint（英国）、Facebook－Oculus（美国）、ITRI（台湾工研院）、China Star 

Optoelec Tech（中国华星光电）、Mikro Mesa（台湾）、BOE（中国京东方）、Changchun 

Institute CIOMP（中国长春光机所）、Sharp／Elux／Foxconn（日本）、Samsung（韩

国）、Vuereal（加拿大）、Goertek（中国歌尔股份）和 SONY（日本） 

苹果公司的专利组合覆盖了许多 microLED 显示相关的重点技术领域，意欲解决所

有影响该技术商业化的主要技术瓶颈。从专利分析看，苹果公司的研发投入主要专注于

转移、组装和互连技术，关于这些技术申请了 40 余件专利。其中的重点，同时也是 Luxv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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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研究的核心，在于其基于 MEMS 技术的微芯片转移技术。其他的核心专利还覆盖了

microLED 技术相关的多个领域，例如 microLED 芯片效率的提升，这是 microLED 显示能

够提供但又令很多开发商头疼的另一挑战。苹果公司的专利组合解决的其他关键技术还

包括颜色转换、光管理、像素和显示结构、测试和传感器集成等。 

 

苹果公司 microLED 显示技术重点领域的专利结构图 

microLED 显示领域的专利申请已经涉及了 120 多家公司和科研机构，在技术方面已

经获得了足够的发展动力，根据大多数业内观察家的预测，首款商业化的 microLED 显

示产品预计能够在 2020 年上市。而最终哪款产品会率先脱颖而出，则需要看技术成熟

度、OLED 和量子点等竞争技术的发展状况、公司的战略，以及各应用对供应链的特定要

求等多方面的相互影响。 

小结： 

无论是 OLED，还是量子点、Micro LED，可以看到自发光必然是显示的趋势。MicroLED

虽然是一项很酷的新技术，但它的成熟度和造价相比 OLED 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它的确

http://ee.ofweek.com/tag-%E5%BE%AE%E8%8A%AF%E7%89%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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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但现在就下定论它会取代 OLED 还有点为时过早。吃瓜群众们

还是默默关注贵圈的发展吧～ 

 

【行业动态】 

1、2017 年中国传感器发展历程与市场规模分析 

2018-03-25        前瞻产业研究院 

2017 年中国传感器行业发展现状 

传感器的发展历程的可大致分为三代：第一代是结构型传感器，它利用结构参量变

化来感受和转化信号。第二代是上 70 年代发展起来的固体型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由半

导体、电介质、磁性材料等固体元件构成，是利用材料某些特性制成。第三代传感器是

2000 年开始逐渐发展的智能型传感器。智能传感器至今科学界尚无规范化的统一定义，

简单概括，智能传感器带有微处理机，具有采集、处理、交换信息的能力，是传感器集

成化与微处理机相结合的产物。 

图表 1：传感器技术发展路径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http://sensor.ofweek.com/
http://sensor.ofweek.com/CAT-81105-smarthome.html
http://sensor.ofweek.com/CATList-81000-8300-sens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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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感器行业从 50 年代开始，随着结构型传感器以及固体型传感器的出现与应 

用，国家意识到传感器在产业界的重要地位，所以在 1986 年“七五”中将传感器技术

确定 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自此打开了国内研究传感器的实质发展阶段，通过不断推

进研发， 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传感器产业链。尤其是近年来，传感器作为物联网

重要的组成 部分，被提到了新的高度，催生研发热潮，市场地位凸显。 

图表 2：中国传感器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从传感器种类来看，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

分别占 21%、19%、14%。从应用领域来看，工业、汽车电子、通信电子、消费电子四部

分是传感器最大的市场。国内工业和汽车电子产品领域的传感器占比约 42%左右，而发

展最快的是汽车电子和通信电子应用市场。 

图表 3：中国传感器产品结构及应用结构 

http://sensor.ofweek.com/CAT-81005-flowsensing.html
http://sensor.ofweek.com/2017-01/ART-81001-11000-300944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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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7 年中国传感器行业市场规模 

传感器最初是作为单独的测量仪器来探测信息，伴随技术的集成化趋势，传感器逐 

步走向模块化，甚至微型化，经常作为一个微型的模块化器件嵌入一套功能齐全的系统，

其性能决定了整套系统的性能。因而在工业生产、宇宙开发、海洋探测、环境保护、资

源调查、医学诊断、生物工程、甚至文物保护等众多领域，都离不开各种功能的传感器。

近年来，我国传感器市场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20%，2011 年传感器市场规

模为 480 亿元，到 2016 年达到 1126 亿元，2011-2016 年 

图表 4：2009-2017 年中国传感器市场规模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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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国外企业，我国传感器企业呈全面落后状态，目前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结构不合理，本土企业规模小能力弱。 

图表 5：中国传感器行业面临的挑战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7 年中国传感器行业区域分布 

但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传感器企业正努力追赶国外企业，并出现区域的传感器企

业集群，企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并逐渐形成以北京、上海、南京、深圳、沈阳和

西安等中心城市为主的区域空间布局。其中，主要传感器企业有接近一半的比例分布在

长三角地区，其他依次为珠三角、京津地区、中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等。 

此外，伴随着物联网的兴起，传感器产业在其他区域如陕西、四川和山东等地发展

很快。西安优势微电子公司生产的唐芯一号，推出了国内首颗物联网核心芯片。电量隔

离传感器、智能电量变送器、车用氧传感器、火灾探测器、声光报警、水流指示器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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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领域发展迅速，代表企业有绵阳市维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康达（成都）电子有限公

司和西安 盛赛尔电子有限公司等。 

目前我国传感器企业正努力追赶国外企业，并出现区域的传感器企业集群，企业主 

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并逐渐形成以北京、上海、南京、深圳、沈阳和西安等中心城市 

为主的区域空间布局。随着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其他区域的传感器产业也将被带动发展 

起来。另外在国家的“双加工程”（加大力度和加快发展）的政策支持下，本土传感器

企 业有望提升技术攫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图表 6：中国传感器企业布局情况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5 张图看清全球传感器产业竞争格局 中国还有戏吗？ 

2018-03-08   前瞻产业研究院 

1、全球传感器制造行业快速增长 

传感器技术是一项当今世界令人瞩目的迅猛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之一，也是当代科

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与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构成信息产业的三大支柱之一。

正是由于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和投入开发，传感器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全球传感器约有 2.6

万余种，随着技术创新，新品种和类型不断出现。全世界从事传感器研制与生产的企业

约 6500 多家，其中美国、欧洲、日本均超过 1000 家，俄罗斯 800 多家。 

http://sensor.ofweek.com/
http://sensor.ofweek.com/CATList-81000-8300-sens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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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传感器市场一直保持快速增长，2012 年受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传感

器市场增速大幅下降，市场规模为 862 亿美元。随着全球市场的逐步复苏，2013 年全球

传感器市场规模已达到 1055 亿美元；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 年中国传

感器制造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初步估算，2017 年全球传感器市场规模已

经突破 2000 亿美元。 

图表 1：2011-2017 年全球传感器市场规模增长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新兴传感器拉动市场增长 

目前，部分传感器市场比如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水平传感器已

表现出成熟市场的特征。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市场规模最大，分别

占到整个传感器市场的 21%、19%和 14%。传感器市场的主要增长来自于可穿戴设备传感

器、MEMS 传感器、生物传感器等新兴传感器。 

图表 2：全球传感器细分产品竞争格局（单位：%） 

http://sensor.ofweek.com/2017-01/ART-81001-11000-30094492.html
http://sensor.ofweek.com/CAT-81005-flowsensing.html
http://sensor.ofweek.com/CAT-81001-forcesensing.html
http://sensor.ofweek.com/CAT-81102-mechnicalequipment.html
http://sensor.ofweek.com/CAT-81102-mechnicalequip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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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全球的传感器市场在不断变化的创新之中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传感器领域的主

要技术将在现有基础上予以延伸和提高，各国将竞相加速新一代传感器的开发和产业化，

竞争也将日益激烈。新技术的发展将重新定义未来的传感器市场，比如可穿戴设备传感

器、光纤传感器、智能传感器和金属氧化传感器等新型传感器的出现与市场份额的扩大。 

3、美日德依旧占据主要市场 

近年来，世界传感器市场以持续稳定的增长之势向前发展，各国企业竞相加速对传

感器的开发和产业化。在地区分布上，东欧、亚太区和加拿大成为传感器市场增长最快

的地区；而美国、日本、德国比重分别达到 35%、20%和 15%，三国占据了世界市场的 70%。 

图表 3：全球传感器市场地区竞争格局（单位：%）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http://sensor.ofweek.com/tag-%E5%85%89%E7%BA%A4%E4%BC%A0%E6%84%9F%E5%99%A8.HTM
http://sensor.ofweek.com/CAT-81105-smart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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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美国早在 80 年代初就成立了国家技术小组（BGT），帮助政府组织和领导各

大公司与国家企事业部门的传感器技术开发工作。美国国家长期安全和经济繁荣至关重

要的 22 项技术中有 6 项与传感器信息处理技术直接相关。关于保护美国武器系统质量

优势至关重要的对项关键技术之中，8 项就为无源传感器。美国空军 2000 年举出 15 项

有助于提高 21 世纪空军能力关键技术，传感器技术名列第二。美国发展模式走的先军

工后民用、先提高后普及的路子。 

4、传感器应用集中在家电和汽车市场 

传感器市场以消费类产品为主，其中家电用占比最高，达到 23.15%；其次是汽车用

传感器，比重为 18.52%；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与设备用位居第三，比重为 10.65%；医

疗器械用、飞机和船舶用、机械工程用、工业机器人用、环境保护用比重均未超过 10%。 

图表 4：全球传感器市场应用领域格局（单位：%）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随着近几年全球汽车电子市场规模以每年 15%-20%的速度增长，车用传感器的数量

也在不断增加。其中增长较快的是车身控制相关的部分，包括空调、仪表和遥控装置。

预计到 2025 年该市场规模预计增长至 88.4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将达 9.70%。 

目前，汽车传感器领域普遍受到市场关注。欧洲依然是汽车传感器的最大市场，占

全球汽车传感器市场份额的 22.50%；其次是中国，占比为 14.20%。亚太地区预计将引

领全球汽车压力传感器市场，北美和欧洲市场紧随其后。 

http://sensor.ofweek.com/2017-07/ART-81003-8300-30150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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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全球汽车传感器市场份额分析（单位：%）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3、2017 年全球半导体产业 TOP10 出炉 几家欢喜几家愁 

2018-03-19        前瞻产业研究院 

2017 年全球半导体产业 TOP10 出炉 

据 Gartner 发布的最新数据，三星半导体在 2017 年荣登全球半导体榜首，英特尔

从其垄断了 25 年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屈居第二位。 

另外，SK 海力士由 2016 年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美光上升最快，由 2016 年的第六

位上升到第四位，西部数据从 2016 年没有进入前十名，在 2017 年一跃上升到第九位。 

在 2017年前十大企业排名中后退的企业有：英特尔由 2016年第一位后退到第二位，

高通由 2016 年第三位后退到第四位，博通由 2016 年的第五位后退到第六位，恩智浦由

2016 年第九位后退到第十位。2016 年第十位联发科已跌出前十位。 

图表 1：2017 年全球半导体营收规模排名 TOP10（单位：百万美元，%）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45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7 年全球半导体前十大企业增长幅度情况：几家欢喜几家愁 

前瞻产业研究院《2018-2023 年中国半导体产业战略规划和企业战略咨询报告》数

据显示，2017年世界半导体产业增长 22.2%，主要是来自存储器产品市场需求膨胀很快，

产能当时还未扩大且掌握在前三位手中，故使市场形成短缺从而引发存储器价格飞涨。

其中，NAND Flash 价格增幅 17%，DRAM 内存芯片增幅 44%。从而使存储器大厂：三星半

导体同比增长 52.6%，SK 海力士同比增长 79%，美光同比增长 78.1%，东芝增长 29.2%。 

西部数据与东芝联手进入存储器芯片业务，在 2017 年受益，同比增长 120.2%，首

次进入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前十大企业之列。 

而反观 2017 年世界半导体市场产品中，数据中心处理器只增长 6%，PC 处理器只增

长 1.9%等，使英特尔公司只增长 6.7%。另外，高通、博通、台积电的同比增速低于行

业整体，恩智浦、联发科更是出现业绩下滑。 

http://ee.ofweek.com/tag-%E5%86%85%E5%AD%98%E8%8A%AF%E7%89%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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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17 年全球主要半导体企业销售额增速对比：几家欢喜几家愁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三星：首次荣登半导体行业榜首，有望在 2018 年坐稳 TOP1 地位 

2017 年三星营收同比增长 19%至 239.58 万亿韩元（约合 2234.56 亿美元），营业

利润同比增长 83%至 53.65 万亿韩元（约合 500.39 亿美元）。其中半导体业务销售额

612 亿美元，占总营收的三成，超过英特尔荣登全球半导体榜首。 

其中，以内存芯片的强劲需求成为驱动三星电子主要利润的因素，存储类和显示屏

业务同比去年第四季度分别增长了 54%和 51%，消费类家电以及移动通信业务同比都有

小幅下跌，这一数据足以证明三星的营收重心已经从消费类产品逐渐转至存储、显示屏

等原材料供应。 

在 2018 年，三星预计全球将会保持对 NAND、DRAM 和服务器 SSD 的旺盛需求，同时

三星电子也将会积极拓展自家 SoC 在如汽车、VR 和物联网等领域的应用。所以即便晶圆

代工业务即将迎来低谷，三星依旧对此部门保持着非常乐观的态度。 

图表 3：2015-2018 年三星半导体销售额及预测（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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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英特尔：丢失坐了 25 年的冠军座位，未来的重心将进一步转移 

自 1992 年以来，Intel 一直占据着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的宝座，而此番被三星超越，

他们想要重新登顶难度非常的大，毕竟芯片已经是三星目前最重要的营收。 

其实三星在芯片上的收入超越 Intel 也是必然的事情，后者依旧依赖 PC CPU 收入，

而 PC 市场已经饱和。尽管存储芯片需求预计会继续飙升，但是如果芯片厂商增加产能，

它的价格可能就会下降。作为对比，三星在芯片收入上就显得多样化十足，其一个是智

能机存储能力的提高，另一个是数据中心行业的蓬勃发展。 

此外，英特尔预计 2018财年营收为 650亿美元，上下浮动 10亿美元，而根据 FactSet

调查显示，分析师平均预期英特尔 2018 财年全年营收为 638.6 亿美元。不管是哪种预

期，与三星之间的差距都将进一步拉大。 

图表 4：2015-2018 年英特尔半导体销售额及预测（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http://ee.ofweek.com/tag-%E5%AD%98%E5%82%A8%E8%8A%AF%E7%89%87.HTM
http://ee.ofweek.com/tag-%E8%8A%AF%E7%89%87%E5%8E%82%E5%95%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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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暴涨：西部数据、SK 海力士、美光 

受惠于 DRAM 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市场需求持续提升，美光、SK 海力士的营收均实现

大幅度增长：美光第四季度较第三季度增长 10.3%，其中 DRAM 销量增长了 5%，NAND 销

量增加了 3%，并且 DRAM 和 NAND 平均销售价格也分别上涨了 8%和 5%；SK 海力士 2017

年第四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69%至 9 万亿韩元，净利几乎翻番，4.5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

币 270 亿元），对比 2016 年同期大幅成长 97.7%。 

受全球数据中心增长驱动，服务器存储器需求尤其强劲，将继续推动这几家公司

2018 年利润的增长，他们也将扩展新生产线来满足市场需求。 

图表 5：2017 年 SK 海力士、美光收入增长情况（单位： %）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下降明显：联发科、恩智浦 

2017 年联发科全年营收 2382.16 亿元新台币，比 2016 年下降了 13.54%，业绩表现

极差，总结起来皆因其手机芯片在“低、中、高”全线溃败，虽然联发科蔡力行强调，

将持续深耕中国市场，并与陆厂结合，掌握新兴市场成长商机，但从长远来看，联发科

逐步边缘化似乎成必然。 

不过，近期联发科发生的两件大事或许有望改变联发科的境遇，一个是联发科拿下

苹果智能扬声器 HomePod 的 Wi-Fi 芯片订单，另外联发科正在精准布局印度手机市场以

及智能扬声器市场，如果联发科能够扩大印度手机市场以及智能扬声器市场的份额，未

来翻身也未必没有可能。 

  

http://ee.ofweek.com/tag-%E6%89%8B%E6%9C%BA%E8%8A%AF%E7%89%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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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互联网/文化创意产业 

【本期热点】 

1、纽交所史上首例！独角兽无需 IPO 可直接上市 

时间：2018-03-31 来源：投资界 

美国当地时间 2018 年 4 月 3日，全球最大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将正式在纽约交所

挂牌交易，采取的是“直接上市”模式，成为纽交所史上第一家直接上市的公司。值得关注

的是，Spotify开盘报 165.9美元，收盘价为 149.6美元，较其上市首日参考价 132美元上

涨了 13.33%，并没有出现此前外界曾预测的一路狂跌情况。截止收盘时，Spotify 市值约

266.45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直接上市公司。 

10年上市路：与腾讯渊源颇深 

成立于 2008 年的 Spotify 拥有 7100 万付费用户，比排名第二的 Apple Music多一

倍。截至 2017 年底，Spotify 的月活用户约为 1.59 亿，在去年第四季度，用户听歌时间

合计为 114 亿小时。Spotify 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营收逐年增加，2015 年营收为 23.7

亿美元，2016年营收为 36亿美元，2017年营收为 49.9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了 39%。 

尽管营收高速增长，但 Spotify这几年一直处于持续亏损的状态。招股书显示，Spotify 

2013年、2014年、2015 年、2016年、2017年运营亏损分别为 9800 万欧元、1.91亿欧元、

2.35亿欧元、3.49亿欧元、3.78亿欧元。而亏损原因是需要向音乐版权方支付巨额的版权

费用。截至 2017 年底，Spotify 已经共计支付给音乐版权所有者超过 97.6 亿美元版权费，

与此同时还面临 16亿美元的版权诉讼，该案件目前仍在加州联邦法院审理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Spotify 与腾讯渊源颇深。2017 年 12 月，Spotify 与腾讯及腾讯音乐

宣布股权投资，腾讯音乐娱乐和 Spotify将以现金购入对方的少数股权。招股书显示，2017

年 12月 15 日，Spotify 发行 8552440 股普通股，以换取价值 9.1亿欧元（11.092 亿美元）

的腾讯音乐娱乐非控股股权。当前，Spotify持有腾讯音乐娱乐约 9%的股权，并且约定无特

别情况，3年时间不能出售。截止上市前，Spotify两位创始人 Daniel Ek和 Martin Lorentzon

分别持股 25.7%和 13.2%，投票权分别为 37.1%和 43.1%，两位创始人仍牢牢控制着公司的投

票权。另外，索尼音乐持有 Spotify 5.7%股权，及 1.8%的投票权；腾讯持有 Spotify 7.5%

股权，及 2.4%投票权；老虎全球基金持有 Spotify 6.9%的股权，及 2.2%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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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直接上市？ 

备受瞩目的是，Spotify此次采用“直接上市”的模式，开创了纽交所乃至全球上市制

度的先河。财富杂志曾巧妙地评价这一制度，“如果说首次公开募股就像一场婚礼，那么直

接上市就像是私奔”。具体地说，Spotify 不用发行新股，只需简单地登记现有股票，然后

即可在资本市场上自由交易。也就是说，Spotify 的公开上市其实并不是由公司发行新股，

所有交易的股票全部来自于现有股东的抛售。换言之，直接上市可以避免传统 IPO的“锁定

期”，对公司现有股东所持股份没有限制，股东可以一次性卖出所有股票。跟传统 IPO 差异

更大的是，这家公司上市公开交易股票一脚踢开了作为保荐人的券商和投行，创新地采用一

个无承销商的公开上市方式。在直接上市的过程中，公司不需要招聘华尔街的银行做承销，

这为独角兽公司省去了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的承销费。另外，美国证监会还规定，在传统

IPO中公司必须保持一段时间的静默期，但直接上市却不同，公司高管在上市前可以公开讨

论公司情况。 

尽管直接上市有很多优势，但市场仍弥漫不安的情绪。由于没有投行做承销商，缺少“询

价圈购”流程就意味着上市没有了传统的开盘价格发现机制，发行价将由市场供求状况来决

定。所以第一天交易时，选择直接上市的公司的股价，很有可能会经历剧烈波动。这一点，

连 Spotify 自己也在招股书说了：“我们普通股股价可能比一般承销的 IPO 股价的波动性

更大。而且，在纽约证券所上市后，股价也可能会迅速地遭遇显著下跌。” 

事实上，不是每个公司都适合直接上市。一般来说，只有评价最高、受公众关注的公司

才有能力进行直接上市。Spotify敢于以这样的方式上市，在于他们巨大的品牌知名度和非

常高的私人市场估值——一方面在全球拥有数千万用户，另一方面则是在上市前就拥有超

200亿美元的估值，堪称独角兽中的“独角兽”。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港股和 A股看傻眼了 

Spotify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完成了上市的梦想，震撼着全球资本市场。据知情人透

露，Airbnb 正在观望 Spotify 的表现，以考虑是否选择直接上市。此前曾有分析称，如果

Spotify直接上市能够成功，会使 Airbnb和 Uber这样的独角兽公司也考虑用这种方式公开

上市，引发连锁反应。在美国历史上，直接上市的案例非常罕见，此前只在纳斯达克证券交

易所出现过，但也仅限于一些不出名的小型公司，Spotify是第一家选择这种上市方式的大

公司。而在港股和 A股，更是从未出现过这种方式。 

纽交所破天荒举动的背后，是一场波及全球的独角兽争夺战。一直以来，纳斯达克是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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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科技公司青睐的上市地点，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等全球市值很高的科技公司

都在纳斯达克上市。但如今，为了抢夺全球独角兽公司上市，不让纳斯达克一枝独秀，从纽

交所到港交所，再到中国大陆 A 股都纷纷修改上市规则。在现在看来，纽交所“直接上市”

这一创新尝试杀伤力最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可以说纽交所这一举动直接让港股和 A

股看傻眼了。 

那将如何应对？港交所改革的时间表已经排好了，计划在 4月底敲定最终方案，落实港

交所 25 年最大变革——允许“同股不同权”独角兽赴港上市，力争到今年秋天迎来第一家

独角兽。而 A 股历史大变革也即将来袭。3 月 31 日，国务院同意并发布了证监会《关于开

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CDR 即将登场，境内独角兽上市也

迎来了“绿色通道”。为了吸引“独角兽”，各大交易所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如今，随着 Spotify

成功直接上市，纽交所正将这场独角兽“争夺战”推向一个高潮。 

【行业动态】 

1、虚拟现实 vs 可视化搜索，宜家电商的下一步该往哪走？ 

时间：2018-03-28 来源：36氪 

风靡全球的家具零售商宜家，近年来开始发展电商业务，尝试让零售业态灵活化。但宜

家并不满足于此，雄心勃勃地玩起了跨界。VR，AR，可视化技术......宜家已经为其电商之

路画好了蓝图。 

作为全球最大的家具零售商，宜家早应进军线上市场，把这“头号交椅”牢牢占住。事

实则不然：在这个连亚马逊都已实现即日包邮送达的数字化时代，宜家大部分销售还是通过

线下实体店完成。不过宜家线上电商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去年，约 9.36 亿人次光临宜家的

全球各大门店，而网上商城浏览量高达 23 亿。与此同时，宜家宣布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GrokStyle共同开发 AR与 VR 购物技术，并收购零工经济公司 TaskRabbit。与其说宜家是家

具零售商，如今它更像是科技公司。宜家公司不断对旗下 app更新换代，正努力打造全新的

数字化企业形象，也许数年过后，我们到宜家买家具的方式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提

起宜家你会想到什么？一家老小开车来到市郊，蓝色的商场坐落在大片空地上，然后大家进

去买个冰淇淋逛商场的情景？我认为是时候改变我们在顾客心目中的形象了。”宜家数字化

转型项目负责人 Michael Valdsgaard这样说到。“目前对很多人来说，去宜家还是一件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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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的事情，但我们的 app 可以拉近和他们间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的 app 可不只一

个。近年宜家开发了许多手机购物应用程序，推出了多款具有不同功能的软件，但没有将所

有功能硬塞到同一个应用里。 

举个例子，Ikea VR 这款软件可以让你在戴着 VR 眼镜的时候布置厨房和“烤馅饼”；Ikea 

Catalog 则让你在手机上设计新房；Ikea Place 运用了 AR 技术，可以把家具按原尺寸放置

在家里的任意角落。此外，宜家最近和初创公司 GrokStyle 共同合作，运用计算机可视化技

术，让 Ikea Place 的用户只要打开手机的相机应用，就可以挑选心仪的家具。不过，对宜

家来说，这些应用可不是线上购物产品研发的最终成果。它们旨在评估使用智能手机选购宜

家产品的体验。“我们应该如何为顾客的购物之旅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并把这些软件的功

能应用其中？”Valdsgaard 表示部分 app会加以整合，功能会更全面，如 Ikea Place和 Ikea 

Catalog。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公司还在研究这些 app的优劣。 

谈到和初创公司 GrokStyle 的合作时，Valdsgaard说：“可视化搜索非常简单，只需要

轻轻一点即可实现，每个人都能迅速地掌握。在我看来，未来会有两种搜索形式大行其道：

一是语音搜索，二是可视化搜索，这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我们如今采用的 VR 等技术

其实并不适合未来的商业环境。”他补充道：“人们喜欢 VR 的快感，但日常没有什么机会能

接触到。然后我们研究了 AR，大家也很喜欢这种技术，但很多人都没有玩 AR的习惯，因此

用的人也不多。”从这点上来说，宜家的发展之路反映了技术行业对 AR等媒介的困惑。下一

个热点是什么，互联网界众说纷纭。Pinterest认为是可视化搜索；Facebook全力研究 VR；

Google，苹果和微软则看好 AR。此外，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装备了语音助手，这点要归功

于亚马逊对语音搜索技术的看好。随着这场 UI 实验的进行，零售业的前路变得越发迷蒙不

清。在这种情况下，宜家选择了折中的策略：在 AR，VR与可视化搜索这几项间分散投资。 

采用尚未成熟的技术，其中一项挑战在于，即便宜家成功地提高了购物的体验，大部分

消费者对此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绝大多数人没有 VR眼镜，AR对他们而言也还是正在萌

芽的新鲜事物。Valdsgaard 说这反映在了 Ikea Place 的 AR 体验评分上，“那些用过 AR 的

用户都给 Ikea Place 打了 5 颗星，觉得宜家干了件特别酷的事情。但是其它用户打了低分

的用户关注的却是，这里面的家具样式还不够。他们希望技术一推出就能满足所有人需求。”

“现在还只是 AR 技术发展初期”他补充道，“相信苹果的 ARkit 框架和 Google 的 ARcore

会让 AR发展得快一些，因为会有更多人用到，但它距离日常的广泛使用仍需时日。” 

尽管宜家公司最成功的 app——Ikea Place 下载量已达 200 万，忠实用户约有 100万，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53 

他们依旧保持谦逊。宜家并不担心失败，反而希望保持目前对线上应用的开发进度。只要技

术行之有效，即使市场反应不理想，公司也能稳定运作。Valdsgaard也认为他们推出的 app

质量过硬。“我们会去想，我们推出的产品会成为大热，并引领线上购物的风潮吗？思考过

后我们便有了这么一个愿景：接下来的三到五年里，无论是在标志性的蓝色商场里，还是数

字化的手机界面内，宜家的商品将会通过一系列手段与用户交互，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 

 

2、《王者荣耀》业绩下滑 竞争者机会来了？ 

时间：2018-03-30 来源：新京报 

近日，腾讯公布了 2017年全年财报，腾讯营收为 2377.6亿元，同比上升 56%。虽然财

报看上去光鲜，但与财报营收对比，腾讯的核心业务——游戏业务却出现了环比下滑。第四

季度，腾讯 PC端和手机游戏收入总计 297亿，低于三季度的 328亿，环比下滑 9.5%。 

 

自推出《王者荣耀》以来，腾讯就一直引领中国手游市场。仅是一款英雄人物的皮肤，

就能让腾讯一天收入 1.5 亿。但这款风靡了 2017 年一整年的游戏也难逃疲软的命运。去年

9月，数据机构公司 Quest Mobile 和极光大数据的报告双双显示，《王者荣耀》在 DAU、MAU

和留存曲线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网易在游戏方面也继续紧跟热点

强推“吃鸡”手游。阿里也传出在大力布局游戏业务。虽然腾讯一直在游戏市场地位稳固，

但巨头仍然在大力抢夺蛋糕。除了巨头外，这半年也跑出了不少并非“出自名门”的爆款手

游。《恋与制作人》、《旅行青蛙》独辟蹊径，在短期内获取大批用户进行变现。在巨头伺机

抢占蛋糕的时候，创业公司的机会在哪里？ 

腾讯游戏面临“青黄不接” 

腾讯游戏营收环比下滑和《王者荣耀》进入疲软期有关？“相对 2016年，2017年《王

者荣耀》的收入占腾讯游戏收入的占比是下降了的，由于《王者荣耀》的收入规模太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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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游戏的收入增长不能有效抵消《王者荣耀》收入的不增长。”天图资本董事总经理叶珂分

析。 

腾讯财报则称，智能手机游戏活跃用户保持稳健，而 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环比下

降。为射击类游戏《穿越火线手游》推出生存模式，大大拓展了用户基础，但并未立即商业

化。本季多款角色扮演游戏已进入用户巩固阶段，故收入环比减少。也就是说，以《王者荣

耀》为代表的手游用户开始固化，用户的付费意愿下降；而刚刚引进的“吃鸡”游戏还没开

始商业化。作为一款现象级的头部游戏，《王者荣耀》日活一直保持在 8000 万到 1 亿。“要

再出一个如此现象级的全民级游戏，并非易事。”叶珂称。《王者荣耀》的特点也就是整个游

戏行业的特点。头部游戏在火爆期的吸金吸睛效果明显，但生命周期也相对较短。腾讯游戏

收入的趋势符合游戏行业的情况。 

那下一个机会呢？《王者荣耀》之后，各个巨头开始抢占的市场是“吃鸡游戏”。 吃鸡

游戏始于韩国公司 Blue hole 开发的《绝地求生大逃杀》。“大逃杀”模式指的是限制的区域

中，平等的玩家们通过区域内的资源冲突，最后只有一个人/队伍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胜

利者则可以享受 chicken dinner。根据 SteamSpy的数据，《绝地求生》已经连续 34周排名

Steam 周销量排行榜第一。率先入局“吃鸡战场”的是网易的《荒野行动》、《终结者 2：审

判日》和小米的《全民枪战》。在版权的争夺战中，腾讯则在去年 11月 22日宣布与 Blue hole

达成战略合作，获得《绝地求生大逃杀》在中国的独家代理运营权。不过在腾讯抢 IP 的时

候，网易的《荒野行动》已经占据先发优势，蝉联 APP Store 畅销榜前 10。根据极光大数

据显示，《荒野行动》、《穿越火线-枪战王者》均进入新增手游用户 APP偏好 TOP 10。 

巨头纷纷进入，但爆款周期可遇不可求 

据极光大数据，截至 2017年 12月最后一周，中国手游 APP市场渗透率达 76.1%，用户

规模为 7.76亿。“移动游戏用户规模的增长决定的是长期而言的新游戏的用户规模。移动游

戏用户的增长的确在放缓，这跟手机整体出货量不增长有关，该覆盖的都已经覆盖了。”叶

珂分析。这意味着，手游市场的红利期已过。腾讯、网易包括完美世界等公司一直占据游戏

市场。根据 SensorTower 的统计，目前腾讯、网易是 2017 年中国市场发布应用最多的发行

商。2017 年腾讯共计手游产品共计 44款，网易发布手游产品共计 43款。腾讯、网易在 PC

游戏市场和手机游戏市场的占有率都超过了 76%。《王者荣耀》爆红之后，手游的吸金能力

被进一步证实。马云曾经多次放话，“饿死也不做游戏”、“游戏不能改变中国现状”，但阿里

也终于加入了这个战场。2017年 9月 27日，阿里将 10亿收购的广州简悦并入阿里大文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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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宣布成立独立游戏事业群。3 月 27 日，有媒体报道阿里游戏正在大规模挖角其他游戏

公司，其中网易某游戏项目组员工称整个部门都收到阿里游戏发来的信息。但目前，阿里还

没有出品可称之为“爆款”的游戏。除了大规模抢市场外，游戏巨头公司也在加紧步伐布局

产业链。2 月 8 日，盛大游戏宣布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腾讯以 30 亿元人民币战略入股盛

大游戏，双方将在现有业务上强化深度合作。 

“产业链的布局能帮助公司化解爆款游戏生命周期不确定性的风险。事实上，腾讯在游

戏产业链上的布局应该是全球最好的，最近很火的绝地求生的游戏开发商就是腾讯 100%控

股的。”叶珂透露。爆款游戏能为公司收入的快速增长做出很大贡献，但同样地，可能会来

得快去得也快。巨头公司在游戏市场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但是仍然无法逃脱游戏的市场规律。

除了腾讯第四季度的游戏营收环比下滑，网易面临了相同的状况，网易游戏服务收入 80.04

亿元，分别较上一季度和上年同期下降 1%和 11%。 

其他游戏创业公司机会在哪儿？ 

巨头抢夺市场，布局产业链，但随着他们进入乏力期，市场的缝隙也渐渐被打开。去年

下半年，有两款游戏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一款是《恋与制作人》，一款是《旅行青蛙》。 

《恋与制作人》的制作方是苏州叠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4 年获得了 IDG 资本数百

万美元的 A 轮融资，2015 年获得了东方证券旗下投资基金东方星晖领投、宋城演艺旗下宁

波宋城互联网娱乐投资合伙企业跟投的 1.5亿元的 B轮融资。而《旅行青蛙》的制作方则是

一家日本名叫 Hit-Point的小公司。这两家公司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却找到了游戏新的类型

生发点。《恋与制作人》属于乙女游戏，号称是 “专为女性打造的全新超现实恋爱经营手游”，

从 12月 20日开放公测起，《恋与制作人》十天内就登上了 APP Store游戏畅销排行榜第 4，

日流水超 500 万，引爆了一时的风潮。乙女游戏在中国尚属空白，《恋与制作人》瞄准这个

机会打开了女性用户市场。而《旅行青蛙》也是养成游戏。这两款游戏都并不复杂。 

创业公司除了找准空白市场外，营销也是硬核。《恋与制作人》从去年 7 月 6 日就启动

营销预热开始宣发，利用微博吸粉；此后参加了萤火虫漫展、成都 CD漫展，广州 yaca漫展

等 4 个国内大型的漫展；微博上邀请 coser 进行宣传，培养粉丝。再等到公测即将开始时，

直接用“恋爱基金”的噱头在微博上进行抽奖转发，达到了破 7 万的传播量。“游戏制作公

司，可以充分利用当下社交化传播的红利，做出好的产品进行社会化发行，榜样就是恋与制

作人、旅行青蛙。”叶珂说。叶珂还分析，除了单个游戏外，还要通过不同发展路径积累大

量用户，成为游戏发行的渠道之一。已经成功的公司范例就是 YY 和 B 站，包括做玩家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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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捞月狗。“游戏平台要规避被流行游戏束缚，就一定不能绑定一个 IP。要服务很多游戏类

型的玩家，服务很多游戏厂商，才不会受限于某款游戏的生命周期，也不会受限于巨头公司。”

捞月狗 CEO黎博精说。 

 

3、走出领英后，沈博阳的目标是打造租房领域的超级独角兽 

时间：2018-03-20 来源：腾讯科技 

前领英（LinkedIn）中国总裁、糯米网创始人沈博阳的微博拥有 154万粉丝，两三天更

新一次，内容多数在记录生活，或分享对行业的思考，余下的一小部分，用来宣传自己的工

作。如今，他的微博还发挥着另一个重要作用：处理用户投诉。看上去这与他的身份并不相

符，但沈乐此不疲——这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很好途径，也能向团队传递一个信息，客

户服务、用户体验非常重要。在北京朝阳门附近某栋写字楼的会议室内，沈博阳点开微博的

私信页面，展示着他每天都在处理什么样的问题：报修马桶、热水器的投诉，或者是仲裁电

费分摊的请求。向其微博发送私信的多为在中国各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他们的共同点是都

租住在蛋壳公寓的房间内。沈博阳如今的身份是蛋壳公寓的执行董事长，作为蛋壳公寓的唯

一天使投资人，2017年年中离开 LinkedIn后，沈博阳一头扎进了这家创业公司。成立于 2015

年初的蛋壳公寓已经走过了三年时间，取得了一定成绩，而租购并举的政策导向、房东和租

客的巨大需求则让沈博阳做下租赁市场已成风口的判断。在喜欢冒险的沈博阳眼中，如今的

长租公寓市场蕴藏着比当年团购潮还要大的机会，绝对不容错过。 

蛋壳的盔甲 

蛋壳公寓的模式很好理解：将城市中的空置房屋长租下来，进行装修，然后再通过平台

向租客转租。在过去几年的 O2O大潮中，类似蛋壳公寓的玩家并不鲜见。如果只停留在二房

东的故事上，蛋壳公寓的未来想象空间有限。而在不久之前，蛋壳公寓刚刚宣布完成 1亿美

元的 B 轮融资，在这轮融资中，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高榕资本、酉金资本、元璟资本、

BAI（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入场，A+轮投资方愉悦资本继续追加投资。资本的态度是反

映蛋壳公寓价值的一个参照，沈博阳认为，“蛋壳公寓做的不是单纯二房东的活，这是一门

并不好做的生意，它的技术含量非常高。” 

沈博阳将公寓行业的竞争划分为五个关键点。第一是互联网系统，或者称为 IT 技术能

力；第二是供应链系统；第三是服务体系；第四是金融能力；第五是团队的结合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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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关键点既要求团队拥有线上的互联网服务能力，有必须具备线下能力。创办糯米网的

经历让沈博阳得以发现并组织了一帮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沈介绍，蛋壳公寓的核心团队很

多是当年糯米网筛选出来的比较靠谱的人，非常擅长做地推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项目，创始

人高靖在糯米网负责数据分析，对数据非常敏感、熟悉。 

数据在蛋壳公寓团队的地位非常重要。蛋壳公寓有一套自己的估价体系，这套根据房子

的区域、整套、单间三个大层次，以及楼层、房况等三十多个维度的数据节点建立的估价模

型，相当于蛋壳公寓的“资深中介大脑”，削弱了蛋壳对传统房屋租赁中介能力的依赖，在

这套系统的帮助下，蛋壳公寓进入新的区域和城市，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了解当地房屋租赁市

场状况，为自己制定合理的收房价和租房价，这为蛋壳公寓实现平台式发展奠定了基础，也

是沈博阳眼中决定长租公寓发展的第一个关键点——互联网系统。沈博阳表示，基于数据所

建立的模型和系统是蛋壳公寓对外融资时最吸引投资人的点，通过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人能

够看到这家公司未来爆发的潜力和可复制性。打造线上能力的同时，蛋壳公寓团队还组建了

产品研发团队，这个团队研发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互联网产品，而是为房间装修设计制定标

准和实施方案。“所有的星巴克长得都挺像，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每套物业是不一样的，

所以蛋壳的这个团队是制定标准的。”沈博阳介绍，蛋壳还有一个质量管控团队，监督装修

队按照设计标准进行装修，团队的设计师要从头到尾盯到最后。 

现在在部分装修耗材上，蛋壳公寓已经能够做到材料直供，这得益于他们在更上游对材

料生产厂家的投资布局。同时在服务体系上，蛋壳公寓对包括维修、保洁等在内的自营团队

制定出尽量精细的标准，以提升用户体验，比如确定保洁、维修服务的响应时间和服务水平，

同时让用户可以通过线上系统追踪服务进展。在沈博阳的设想中，未来这套供应体系和服务

体系将会更加完善，这也要求蛋壳公寓需要不断向上游做出延伸。所有这些标准、系统的制

定和完善，目标是让行业至少要做到及格，而一旦在系统、供应链、服务体系以及金融服务

上建立了优势，那这就将成为蛋壳公寓应对竞争的盔甲。 

沈博阳的第三次创业 

作为蛋壳公寓唯一的天使投资人，沈博阳拥有一份漂亮的职业履历：八年前，他从谷歌

离职，创立糯米网，将其发展为中国领先的团购网站，后被百度收购；2014 年到 2017 年，

作为领英中国创始人和总裁，他成功将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平台领英带进中国。蛋壳公寓是

沈博阳的第三次创业。在去年年中之前，沈博阳并没有真正加入团队，随着 LinkedIn 被微

软收购，领英的策略随之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沈博阳选择从领英出来，加入自己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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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并培育的项目。沈博阳在蛋壳公寓的职位是执行董事长，沈很看重“执行”二字，因为

这意味着他是在真正为蛋壳公寓做事，而非挂个闲职。沈在蛋壳公寓的职责可以概括为四个

方面：梳理大的战略方向、招更好的人、对接更多资本以及维护高层政府关系。 

长租公寓是一个重资本的行业。每一套房子收进来，在没有产生一分钱收益的前提下要

投入几万块去装修改造，这部分投入要靠后续的租金差价一年多甚至两年的时间才能回收。

因此这项生意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如何撬动其中的杠杆，是非常难又非常重要的一环。合

理撬动金融杠杆是沈博阳的一项重要工作，“金融杠杆如果撬得大，公司容易出问题，但是

撬少了，公司跑不动。所以一个长租公寓金融能力的强弱，或者说怎么样解决得好，其实要

做到获取资金的来源要多渠道，这样才能分散风险，保持健康稳步的发展。” 

蛋壳公寓的资金来源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私募股权融资、与租房分期公司合作、与大型

国有银行的合作，发行公募 ABS资产证券化产品也在运作过程中。其中，与租房分期公司的

合作直接涉及用户与平台间的交易过程，在部分网络社区，蛋壳公寓与第三方租房分期公司

的合作遭遇到部分用户质疑，比如对外传播的“付款方式押一付一”实际是和分期网站合作。

对于用户的质疑，沈博阳认为这是新事物出现时的必然现象，他认为如今的产品设计能够实

现三赢：“我们和租房分期公司、用户之间有一个三角关系，用户达到了按月付款，租房分

期公司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分期付款场景，我们获取了我们未来发展的资金。”对于用户的抱

怨，沈博阳表示，“文章我们看过了，绝大多数是用户的误解，当然也不排除竞争对手的恶

搞。从我们的角度，更多的还是从自身找问题，比如如何把我们的告知义务做得更好。可能

有时候用户都不仔细看（合同条款）就签了，但是我们会要求我们的线下房屋管家在签约过

程中做出更详细的提醒。甚至我们在考虑参考某些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时的做法，签约过程

引入一个总部控制的电话确认环节，确保所有的合同条款都清晰的告知给用户，并理解无误。” 

在如今的第三次创业中，沈博阳表现出了更加果决的态度，这与其前两次的创业经历有

一定关系。对于糯米的经历，沈博阳认为要总结不足的话有以下几点，比如在追求规模化发

展方面略为保守、不够重视数据以及对团队搭建一定程度上的忽视。因此，在蛋壳公寓的团

队搭配上，沈博阳下手更早、更狠；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更加注重数据的力量；在资金来源

方面，则更看重撬动金融杠杆。在沈博阳眼中，如今的长租市场蕴藏着比当年团购潮还要大

的机会，糯米的成绩虽然谈不上糟糕——千团大战后它成为了团购领域的前三，并且被百度

收购——但沈博阳更希望在长租公寓领域做出一个更好的结果，为此他愿意变得更加激进。 

破壳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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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临界点快到了。”坐在蛋壳公寓的办公室，沈博阳对未来给出了非常乐观的判

断。蛋壳公寓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在 A轮融资前，团队主要是验证二房东生意

是否能跑通；融资后，团队需要证明如何规模化；现在，在模式已经跑通且可以规模化复制

的前提下，公司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18 年，蛋壳公寓在供应链、服务体系上还要继续做更多投入，沈博阳透露，蛋壳公

寓会投资更多上游供应商，“我们慢慢的要做到不但提供主材，连辅料甚至油漆、墙面涂料

都由我们来提供，这样才能保证装修队不会偷工减料。节省成本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环

保。”沈博阳并不认为这样会让蛋壳工作变得太“重”，“这件事有点像当年刘强东、马云做

电商的时候，最痛苦的某种意义上讲不是电商本身，最痛苦的是没有好的物流。”沈博阳希

望蛋壳公寓能够建立公寓行业的“京东物流”，“要制定我们自己的行业标准。”今年，蛋壳

公寓已经建成了 400人坐席的客服中心。 

目前，尽管从单间模型来看蛋壳公寓可以盈利，但算上团队整体的技术投入、供应链建

设等成本，蛋壳公寓仍处于亏损状态。沈博阳认为盈利并非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抓住时间窗

口做大规模更加重要。而且，蛋壳公寓对于未来的想象并未停留在租金差上，在供应链、服

务体系、互联网系统上修炼的内功，最终能够支撑蛋壳公寓讲出更大故事——增值服务。沈

博阳解释道，“互联网公司强调的是 DAU（日活跃用户数量），蛋壳公寓是深度的 DAU。用户

一天花这么多时间在蛋壳公寓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在平台上，未来的想象空间太大了。维

修、装修、保洁，这些东西有可能都变成我们的增值服务提供给用户。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

的平台会变成一个生活服务入口，而且非常深度。” 

2017 年年中离开领英时，沈博阳在发布的公开信中这样描述他即将加入的项目——租

房领域会出来独角兽。现在，他觉得此前的判断需要改变，因为“未来 3年我们完全有机会

能够做到拥有房间数超过 100 万间，估值超过 100亿美金，而不只是一个 10亿美金的公司。

这是一只超级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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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光机电与高端装备制造行业 

【本期热点】 

1、3D 打印：从量变到质变 

财经周刊 2018-3-27 

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做什么都有一定问题——这是 3D 打印给人们的初步印象。“前几

年 3D 打印概念很火爆，但国内 3D打印整个行业的市值加起来，可能都没有 3D 打印概念股

一个涨停多。”中国最早的 3D 打印机制造商之一北京太尔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太尔科

技）总经理郭戈说。 

但技术的发展总是非线性的，往往一个不经意的突破，长期的积累就会跨越临界点。3D

打印，又名增材制造，正摆脱“中看不中用”的尴尬，已经在很多行业中登堂入室，替代传

统工艺制造的零部件，不仅在复杂性上进一步发挥其固有优势，在材料性能上已经可以媲美

甚至超越传统部件。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到欧洲航天局（ESA）、从波音到空客、

从西门子到通用电气，3D 打印制造的发动机、涡轮叶片、燃油喷嘴等关键部件，不仅为航

空航天设备减轻了重量、提高了燃烧效率，制造速度更提高数倍。 

曾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 3D 打印，曾经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只能是传统制造业

的补充，现在终于有了挑战传统的底气。3D 打印这一技术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出现，

比日本佳能公司推出喷墨打印机的时间只晚了四年。1984 年，美国发明家查尔斯•霍尔

（Charles Hull）给自己的一项技术起了一个新奇的名字——Stereolithography，这种被

称为立体印刷的新技术，成为 3D打印的鼻祖。  

霍尔利用的材料，是一种可以在紫外光照射下固化的树脂，通过计算机控制紫外光束的

移动让一层层的树脂形成特定的图形，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立体的形状。 

随着“立体印刷”概念逐渐深入人心，科学家们逐渐开发出有别于霍尔光固化技术的其

他立体成形技术，其中熔融沉积成形（FDM）和选择性激光烧结（SLS）把立体成形技术所能

使用的材料拓展到更加广泛的领域。虽然霍尔的技术成形精度很高，但 FDM和 SLS技术所能

使用的材料更加广泛，从金属到聚苯乙烯都可以用，因此可以达到更高的强度。  

霍尔的 3D Systems 公司 2012 年底获得来自美国空军的 29.5 亿美元投资，开发使用激

光熔融技术的 3D打印系统，这套系统将用于制造 F-35战机和其他武器系统。在美国空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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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波音和空客公司都已经开始尝试使用 3D打印机打印飞机机翼等配件。  

201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院材料加工工程系主任

王华明团队的“飞机钛合金大型复杂整体构件激光成形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相较于传统的大型钛合金结构件整体锻造，激光直接制造是用高功率的激光束对粉末丝

材进行熔化，实现材料逐层添加，直接根据构件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

模型一次加工成形。这种方法无需大型锻造工业装备、材料利用率高、生产周期短，加工设

计灵活度高，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 

这种技术已经被应用于制造飞机上的结构件。2010 年，王华明团队利用激光直接制造

技术制造了国产大飞机 C919的中央翼根肋，比传统方法节省 90%以上的材料，且性能更佳。

不过，当时 3D 打印技术还只能用于试生产，因为质量的可重复性和稳定性都是问题，在量

化生产上也存在缺陷。 

王华明教授当时曾对财新记者表示，3D 打印最多是做一部分零部件，“如果说是第三

次工业革命，目前还到不了这个层次”。 

这也是郭戈曾经的观点——3D 打印技术在各个行业，只要涉及实体开发都用得到，但

因为材料和精度的限制，在生产上应用还比较少，在牙科、医疗及产品开发过程中应用较多，

或者小批量的零件生产。 

不过，现在郭戈的看法有所改变，虽然在他所从事的塑料打印领域变化不大，但金属的

快速成形技术进步飞快，这跟航天军工对于成本不够敏感有关，而且打印的部件性能已经足

够满足要求。 

主要从事 3D 打印完整解决方案的杭州喜马拉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这个领域的新来者。

在该公司政企合作投资中心总监韦旭刚看来，其实这两年 3D 打印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从 2017年开始，已经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很多人还停留在两三年前的感觉，一开始挺新鲜，用了一下感觉也不过如此。”他说，

泡沫过去后，做产业的人沉淀下来才容易出成绩，现在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候。 

“3D打印不再是不过如此的技术，变革已经在路上，马上就要呼啸而来。”他说。 

做大做强 

上世纪 90 年代初，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颜永年在美国了解到快速成形技术，回国后四

处收集资料，并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中国科学家也由此开始研究。清华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快速制造研究中心，从事产业化开发的太尔科技、西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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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武汉滨湖等企业也先后成立。 

2012年 4月，已经 74岁的颜永年在江苏昆山成立了昆山永年先进制造技术有限公司（下

称昆山永年），专门开发 3D 打印技术设备。五年多后的今天，他们生产的激光金属 3D 打印

设备 YLM 已经可以跟国际最领先的德国设备媲美，零部件已在军工行业有所应用，3D 打印

义齿也是首批拿到卫生部门认可的产品。 

“高技术的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提高的速度就比较快，现在的 3D 打印技术在精度和效

率上都提高了很多，几乎可以放在生产线上。当然现在更多是在用得起的地方，例如航天、

军工和高端模具。”颜永年对财新记者说。 

在他看来，3D 打印零部件首先要耐高温、耐疲劳，这是工业应用的保证，就要首先解

决强度问题，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第二是提高塑性，塑性越高，疲劳性能越好，才能做大

梁等承力件，而不止是结构件、装饰件。一直以来 3D 打印部件作为承力件还是比较难，就

是塑性不够。 

目前金属3D打印包括两大类技术：一是激光选择熔化技术，可以达到0.15毫米的精度，

但速度还是不快，精度高就要光斑小、粉末细，速度就上不去；另一种激光熔覆技术速度快，

但精度就差。既要精度高，又要速度快，颜永年的解决方法就是使用多个激光器。 

昆山永年设备的特点是精度和速度兼顾，体积比较小，价格上比国外产品要少一半。他

们跟中航重机、中国一重都准备合作，生产航空锻件和核电站锻件。 

华中科技大学快速制造中心蔡道生教授告诉财新记者，这几年 3D 打印发展非常快，因

为尝试得比较多了，就有了很多的经验。现在不仅是关键零部件，甚至成为一种生产工序。 

“以前的技术受到原理限制，现在出现了很多新技术，不是以前的成形原理。以前一层

要打几分钟算很快的，现在快的达到几秒钟。”他说，成形方式变了，一次就一个面，甚至

都不用激光。 

蔡道生所提到的不用激光的金属 3D打印技术，就是结合金属沉积（BMD）技术，该技术

是美国 Desktop Metal 公司的发明专利，打印速度是传统的选择性激光熔融（SLM）等金属

设备的 50-100倍，也为 3D打印机进入大规模制造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这家在 2015 年才成立的初创公司也因此被称为一家“神”一样的公司。2017 年 7 月，

DM 公司宣布获得 1.15 亿美元 D 轮融资。至此，DM 公司已进账 2.12 亿美元融资款，估值超

过 10亿美元，成为金属 3D打印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投资者队伍中就包括了谷歌、通用电器

公司（GE）、宝马等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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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公司的优势在于，普通 3D 打印机一天可以打印 12 个金属零件，而它们一天可以打

印 560 个同样的金属零件。2017 年，DM 公司被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全球最具发展前景的前

30大技术先锋之一，并入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全球 50家最聪明的公司”榜单。 

DM 公司已经研发出了两款金属 3D 打印机，采取与当前大多数 3D 打印机完全不同的机

制，而且不会使用激光器，让工业金属 3D 打印更小、更快、更经济，比现有的激光技术便

宜 10 倍，速度则提升了 100 倍，公司承诺打印出来的金属零件可以媲美传统意义上的注塑

成形工艺。 

韦旭刚说，中国应该欢迎这样的独角兽企业到中国来上市，还有塑料 3D 打印独角兽

Carbon公司，相比之下，BAT（百度 Baidu、阿里巴巴 Alibaba、腾讯 Tencent）这些巨头的

高成长期已经过去了。 

真正的革命 

曾经在西门子供职多年的维尔纳•科赫（Werner Koch），2016 年创立德国 3D 打印网络

联盟 3D Netzwerk，致力于 3D打印在德国工业界的推广和与传统工业的结合。 

科赫曾经撰文指出，工业 4.0 不是革命，而 3D 打印才是。他认为，工业 4.0只是所谓

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继续，在工业 4.0 中，批量化和个性化大量生产只能通过 3D 打印技术

来实现，3D打印改变了生产产品的方式——何时何地由谁如何来生产。“使用新的高性能、

超快速和低成本的 3D打印工艺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中。”他说。 

欧洲空间局的 AMAZ 战略，也实现了多金属增材制造及轻质高强度结构的设计与成形。

他们更进一步提出了 3D打印月球基地的建造战略，建造速度高达 3.5米/小时，可实现链状

屋顶结构、胞状墙体结构的优化设计与直接成形。 

如果使用传统的制造方法，一些发动机关键零件是由多个铸件或锻件通过焊接/钎焊或

螺栓组装而成，而 3D 打印技术可以让这些复杂零件一次成形，使得发动机中子部件的数量

显著减少。 

2017年 12 月 27日，GE 航空集团新一代先进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ATP 顺利完成首次点火

试车。GE 中国相关负责人介绍，ATP 是目前全球应用 3D 打印技术最为纯熟的首款发动机，

约 35%发动机零部件采用了 3D 打印制造，将原先应用传统制造技术制造的 855 个零件减少

为 12个 3D打印零件，包括轴承座、发动机机匣、排气管、燃烧室衬套、热交换器和气路静

子部件。依托于各种新技术，ATP 发动机的空中功率增加 10%，燃油消耗率降低 20%，首翻

时间延长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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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商用航空发动机 GE9X——波音 777X 的核心动力源，也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打印其燃油喷嘴。2017 年年中，GE 宣布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激光粉末添加剂制

造机 atlas，该设备使用激光模制金属粉末，并能够构建测高达 1立方米的零件。 

不仅 GE，国际上另外两家航空发动机巨头也未缺席。罗罗公司的湍达 XWB-97引擎，采

用 3D打印 1.5米前轴承壳和叶片，实现 9.7万磅起飞推力和 8000海里航程，引擎生产时间

减少三分之一；普惠公司的 GTF-PW1000G 引擎，采用 3D 打印构件后，燃烧效率提高 16%，

减噪 50%-75%，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时间。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说，3D 打印将为几乎所有产品的制造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2017

年 12月，中国 12个部委联合发布《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要“培

育 2-3家以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打造 2-3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2016年 12月 9日，美国旧金山的一家初创公司 Apis尝试用移动 3D打印机建成一座房

子，引起围观。   

也是在 2017年 12 月，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国新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中央企业金属 3D打印协同创新合作框架协议》，三家央企将以市场化

方式共同开展金属 3D打印协同创新合作，促进金属 3D打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2018年 1月 31日，证监会发布了新一年的工作计划，其中有一条与 3D打印高度关联：

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智能制造”等产业的相关公司将得到特别的支持。毫无疑问，3D 打

印就是智能制造的典型代表。 

韦旭刚说，目前 A 股市场还没有一个纯粹的 3D 打印企业上市，也从侧面说明业内龙头

企业的年扣非净利润还没达到 3000 万元以上。毕竟这个产业国内年产值才刚刚突破 100 亿

元，而公司数量则多达 500家以上，可谓僧多粥少。 

中国绝活 

3D 打印技术目前至少有数十种，主流的或在市场应用上流行的也有十来种。就技术和

应用而言，如果说美国处于第一梯队，那么德国、中国、瑞典等国处于第二梯队。 

在金属3D打印主流技术中，美国3D System公司、德国EOS公司是选择性激光烧结（SLS）

的代表企业；国内方面，以华曙高科为代表的 SLS设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 SLM 技术领域，

德国 EOS是该技术的领军企业；国内方面，以铂力特为代表的公司成绩显著。 

西安铂力特激光成形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新崛起的 3D 打印设备龙头之一，他们以西北

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技术依托，主要从事高性能致密金属零件的激光立体成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65 

形制造，以及金属零件的激光修复再制造，涵盖各种钛合金、高温合金、不锈钢、模具钢、

铝合金等材料。2017 年 6 月，铂力特的股份制改造已初步完成，年营收预计在 1.5 亿元-2

亿元。 

而在新出现的结合金属沉积（BMD）技术上，美国 Desktop Metal 公司独树一帜，打印

速度是传统的 SLM 等金属 3D 打印设备的 50 倍-100 倍。其工作原理是将金属和陶瓷粉末结

合成软性聚合物，然后将其挤压出想要打印的形状，再移动到烧结炉中定型。通过这种方式

3D 打印出的物体可以直接使用无需重新加工，在结构完整性方面，与通过普通铸造方式制

造的金属部件一样稳定。 

“结构易仿，制造不易，科学更难。”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顾冬冬说，未来 3D 打印

技术发展的创新要素包括大跨尺度设计的新结构、多相材料的设计与布局、精准可控的增材

制造工艺、实现复杂整体构件的高性能和多功能化，其中包含了结构、材料、工艺等方面的

新挑战。 

虽然很多 3D 打印的零部件性能已超过铸件，但还难达到锻件的性能。华中科技大学数

字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工艺方向学术带头人、武汉天昱智能制造有限公司首席科

学家张海鸥教授的研发重点在应用于航空领域的高端金属锻件。1998 年回国后，他和妻子

张桂兰带领团队用了 15年终于破解了困扰金属 3D打印的世界级技术难题，实现了国际首创

的微型边铸边锻的颠覆性原始创新。 

他们首先在金属 3D打印中复合了铣削，边打印边铣削加工，解决了金属 3D 打印出的制

件表面粗糙的问题；而后，通过在 3D 打印中复合锻打的方式，打印出飞机用钛合金、高温

合金、海洋深潜器、核电用钢等高端金属锻件，其稳定性能均超过传统制件。 

2016 年 7 月，张海鸥团队研发出微铸锻同步复合设备，并打印出全球第一批锻件：铁

路关键部件辙叉和航空发动机重要部件过渡锻。2017 年，他的团队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签

署了科研项目合作协议。 

目前由“智能微铸锻”打印出的高性能金属锻件，已达到 2.2米长，约 260公斤，大小

是欧美国家能够打印出来的高端金属件的 4倍，也是世界上惟一可以打印出大型高可靠性能

金属锻件的增材制造技术装备。 

“GE也已经认可了我们的技术。”张海鸥说，他们正在帮助 GE公司测试航空发动机承

力的关键零部件。在他看来，3D 打印不光是在性能上要超过传统零部件，也是数字化智能

制造的方向。张海鸥透露，今年下半年他们将会推出比较关键的产品，在工业上的应用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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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步。 

张海鸥认为，单纯的 3D 打印不可能与传统制造业形成有效竞争，一定要和传统技术结

合，并且要低成本高效率的结合，实现数字化。他们的战略是，先能够制造国防工业上的关

键零部件，形成造血功能后向工业界渗透，逐步铺开。 

鑫精合激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鑫精合激光）执行董事李广生告诉财新记者，现在

3D 打印技术的成熟度让从业者对技术的理解更深了，不光是激光技术、粉末技术的进步，

关键是软件的进步，扫描策略越来越成熟。在他看来，实现 3D 打印件达到锻造水平其实不

难，但工业界对此还没有标准，随着成本降低，推广力度加大，工业界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

高。 

李广生介绍，鑫精合激光是国内公司级能达到锻件疲劳性能的惟一一家企业，其技术在

国际上也属领先。目前，大尺寸 3D 打印机主要采用同轴送粉及扑粉两种方式，方法属于激

光直接沉积技术（LDM），属于送粉技术，结合挤压的工序，可以达到锻造水平。 

鑫精合激光在辽宁省沈阳市有一个 11台 3D打印机的生产基地，年产 100多吨钛合金零

件，在天津成立的装备公司今年准备开始对外销售。李广生透露，他们从盈利能力上达到了

上主板的条件，准备在 2020年上市。 

不过，从整个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来看，还有很多差距，核心算法的缺失是最大的短

板。据李广生介绍，目前 3D 打印的核心算法都掌握在比利时 Materialise 公司手中。“一

台两三百万元的 3D 打印设备能挣二三十万，需要给他们 15万到 20 万，其实就是给你一张

光盘。这和数控机床领域的情况是一样的，一台数控车床 8万-10万，操作系统就要给西门

子一两万，最后我们只有几千块的利润。” 

“我们硬件的一致性越来越好，但软件还是很难突破。”在李广生看来，3D 打印的突

破比数控机床要容易，因为运动比较简单，“如果说数控系统要落后 30年，在 3D打印系统

上我们落后三到五年”。 

【行业动态】 

1、做仓储物流的「木蚁机器人」获千万级人民币融资，由起点资本

领投 

唐泽俊 • 2018-03-27 • 前沿技术 

http://36kr.com/user/4119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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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蚁机器人主要应用于 3C 电子制造等工业场景下，在现阶段产品主要是两款量产机器

人，分别是承重 100KG 级别和 500KG级别，移动速度可达 1.5m/s。 

配合机器人在车间使用的是一套分布式资源调度系统，相较于集中式，分布式调度更适

用于制造业的非标场景，其要求每台机器人都要具备一定的计算能力，服务器在下派任务后，

机器人能自主计算路径，并向服务器获得执行许可。采用这种方式可以降低服务器压力，在

相同的硬件基础下调度更多的机器人，同时也能增加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钱永强告诉 36氪，目前一台机器人在制造车间中可以替代 2个工人，并 24 小时持续工

作。相对传统的 AGV（自动导引运输车）和仓库机器人，可以在零场景改造情况下，不贴二

维码、磁条、反光板等即可在陌生环境下识别定位，实现二维地图的构建，可如同工人一样

从初始地自主规划最优路径到达目的地，在运行过程中，如遇障碍物挡道可主动避障，自行

重新规划线路，实现人机混场作业。 

在 2017 年，公司拿到了过千万元的订单，主要客户有比亚迪、英业达、群创、菜鸟、

佳吉供应链和准时达等，现阶段基本实现盈亏平衡。 

创始人表示未来会在技术研发、产品迭代上持续投入，但这也是木蚁机器人在过去的主

要成本。因此今年决定将产品批量化生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希望通过供应链的升级来压

低成本。从另一方面，创始人还提到希望通过革新公司的销售模式（暂不披露）来拓宽公司

的收入来源，实现盈利。 

此前，36 氪曾报道过相关企业，例如为仓储提供轻量级方案的华清科盛，该公司基于

物联网的轻量级智慧物流自动化方案，目前产品主要针对目前 10000 平米以下的中小仓库，

只需简单安装部署不同品类的传感器、控制器、网关等硬件设备，即可以完成改造，实现人

员的傻瓜化自动化工作、自动采集所有过程数据、智能仓储任务调度、智能管理决策等功能，

且价格仅为全机械自动仓库方案的 1/10，并已在国内多个汽车厂、医院、零售企业仓库等

的地点正式运行。 

据了解，今年 6月份，木蚁机器人将对外发布新型搬运机器人 F系列，该产品主要是针

对 1吨以上的托盘存量市场进行投放，其他信息暂未披露。 

2、无人机建“航线”，商用市场口子进一步松开 

智能相对论 • 2018-03-21 • 前沿技术 

近日据海外媒体报道，亚马逊、Google 等公司计划创建一个由私人投资并运营的空中

https://36kr.com/p/5123269.html
http://36kr.com/user/1689395163
http://www.ebrun.com/label/co/amaz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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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制网络，该私营网络将独立于目前的美国联邦系统，以适用于低空无人机的普遍应用。 

并且 FAA（美国联邦航空局）与 NASA 将一起合作对这一新型空中网络进行测试验证，

比如在必要时利用地面雷达与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对无人机进行监查，确保执法部门能快速方

便地获得各种数据，来识别迷航、可疑的无人机。 

这些公司预期，他们能在未来利用蜂窝网络来追踪无人机，在空中建立起一个“无人机

航线”从而避免无人机发生“撞机事件”。 

而这个计划使亚马逊的期望有了实现的余地——其 CEO贝佐斯曾说：“无人机送货将来

会像邮政卡车一样常见，我们会在 30分钟内将包裹送给客户”。 

不止送快递，其实无人机商用的概念并不新鲜，只不过人们最近才对其能够产生的价值

真正感兴趣起来。 

商用无人机市场又送了一个大口子 

无人机商用，这个口子以前被美帝卡得很紧，FAA（美国联邦航空局）以前要求商用无

人机机师必须持有飞行执照才能够使用无人机。 

无人机行业高管们纷纷表示：美国过时的监管系统已经更不上无人机行业突飞猛进的发

展，而这也使得美国多家公司已将其业务转移到海外，如 Google 和亚马逊就分别跑去了澳

大利亚和英国开展测试。 

或许是意识到无人机商用的价值，最近这道口子已经松开。据 CNN报道，特朗普指示美

国交通部启动一项为期三年的试点计划，设立无人机复杂操作测试区域，将允许进行 122

米高空飞行、超视距飞行、密集人群上空飞行、夜晚飞行等以前严格禁止的测试；FAA也出

具了新的规定：特定人群可以为了工作经常性地使用无人机，包括房地产经纪人、电视制片

人、农场主、桥梁检查人员、电线工人等。 

美国交通部也在一份声明中说，无人机商用具有巨大经济潜力，未来 10 年内有望创造

高达 82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并带来多达 10万个就业岗位。 

而且商用无人机本身就是一个产业链条很长的行业，如研发、制造、生产、消费、培训、

运营等等，据美国政府预测，一年内美国商用无人机数量将达到 60万架，是目前的三十倍。

可以说，市场的成熟和严厉的监管使得新建立的空中交通管制网络成为一场不可或缺的“东

风”。 

空中交通管制（ATC）网络能给无人机带来什么便利？ 

在传统管制中，美国将空域划分为绝对管制空域、管制空域和非管制空域，长期以来民

http://www.im2maker.com/tags/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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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人机只能在非管制空域飞行，而非管制空域只是接近地面薄薄的一小层空域，远远满足

不了无人机的发展需求，而新型的空中交通管制网络将有望为无人机开放更多的空域，并为

其提供相配套的空管服务，以促进制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和商业效用的展现。 

在 ATC网络中，空域管理是重要的一环，因为空域资源是特殊且有限的资源，为了保障

空域的运行安全以及空中交通的流畅，会对空域进行分层、利用时间、高度和侧向距离将各

种航空器间隔开来，使各种航空器的运行更加标准化，而这也会为无人机的应用提供良好的

运行条件，使其产生更高的价值与更好的效益。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还会对无人机机组人员进行资格审定，以保证无人机指挥员能评估气

象条件、熟知自己所操作的无人机性能、并且能迅速响应空管的间隔保障指令，而还有一个

大的原则就是无人机不能给其他空域的用户带来威胁和危险，各方航空器必须遵循空管的指

令，这也会使空域中合格用户的使用权益得到保护，减少受到不合格用户“黑飞”的侵害。 

无人机建“航线”还要哪些条件？ 

无人机想要进入其所需空域的根本条件，是要像有人机一样可靠，因为无人机是会与有

人机一起共享空域的，对于所有飞行器来说，共享空域的一大条件是飞行器具备“感知和避

让（SAA）”其他飞行器的能力，而无人机的使能技术还远不如有人机的使能技术，所以对

空域的其他用户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专门为无人机建立一个 ATC系统还是个新鲜事物，各方都处于尝试阶段，而

真正建立好这样一个系统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无人机要拥有强大的感知和避让（SAA）能力 

无人机除了必须要有上面提到的“感知和避让（SAA）”的能力之外，还对避让的时间

有很高的限制，对于传统有人机的驾驶员来说，从看见障碍到执行避让时间延迟大约在

10~12秒，而对于无人机来说，在数据链上传输和决策的延迟更长，目前的解决方案是使无

人机具有自动避让的功能，然而如何制定避让的行动决策也是个困难的问题。 

二、保证数据链安全才能使空管系统有效运行 

无人机飞行中，还必须确保数据链的安全，数据链是对无人机进行指挥控制和无人机将

数据传输回测控站和机组人员的通路，一旦数据链被干扰或被敌意劫持则会产生很严重的后

果，所以对数据链频谱进行有效的管理也是必须的；而在链路丢失时，即无人机通信产生故

障接收不到信号时如何行动也很重要，这要求无人机能够根据预编程直接沿航线返回或继续

执行任务，还有一种解决方法是建立两条双向数据链，使无人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也能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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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情况下控制无人机。 

三、确定飞行间隔和航线标准才能使空管系统产生更大价值 

还有一个与飞行环境有关的限制是无人机的航线偏差和飞行间隔，随着无人机的不断发

展，空中交通流量肯定也会不断增加，而较小的飞行间隔和航线偏差则可以增加容量，也可

以构造更多的标准航路。而目前的路基交通管制系统在处理大流量时会有点吃力，未来可能

会转向机载交通管理，即为每一架无人机建立一个环绕的虚拟隔离系统，当两个虚拟空域相

遇时就启动自动避让；还有一种基于 AI 的解决方案，因为航线规划其实是一个数据维度极

高的计算问题，而 AI 能够将飞行时的空间信息、其他航空器信息、地面风险等各个维度的

情况进行汇总，从而计算出安全高效的飞行航线。 

虽然目前技术上还有所不足，但无人机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应用，释放出它的商业价值，

应该是早晚的事，企业不仅在技术上面有所发展，还能为技术的落地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

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 

3、无人配送成京东、阿里、顺丰新宠，但普及或要等 10 年 

吴雨欣/刘慧莹 2018-03-12 18:59 

无人车、无人机、无人仓、无人站、配送机器人等“无人科技”正成为电商、外卖、物

流的新宠儿，在新技术的重构下，“低头下订单，抬头收快递”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无人机解决偏远山村地区配送的最后一公里、无人车解决城市最后一公里、配送机器人

深入园区楼宇，根据不同环境匹配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行批量送货，提升配送效率……这是智

慧物流走出无人仓后的实践，也是现阶段所能达到的无人配送，而无人配送的终极目标是，

改造传统的物流体系架构，彻底实现智慧物流下的无人运作。 

无人配送发展如何？市面上有哪些产品？安不安全？无人配送什么时候能走进人们的

生活？有没有政策风险？对于亚马逊、京东、阿里时不时透露出的无人配送新消息，坊间或

多或少总是有些质疑，《IT时报》记者深入采访后发现，从现状来看，电商、物流、外卖平

台都在抢夺无人配送的风口，并有很多实质性的进展，有的企业甚至已经成为现阶段无人配

送的标杆，但同时，无人配送尚处于萌芽期，成本与效益无法匹配，加上政策风险、技术可

靠性仍需要验证，真正普及可能要等 10 年。不过，省际间的大型无人飞机、地面上的无人

物流车或许会先行一步。 

疑问：谁在“玩”无人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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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电商、物流、外卖都要分杯羹 

无人配送领域走得最早的是亚马逊，2013年它便提出无人机送货计划，但走得有点慢，

三年后开发出的 Prime Air 才带着爆米花给客户送了第一单。 

在国内，电商、物流、外卖纷纷加入无人配送。京东集团董事会主席刘强东对无人配送

的野心写在脸上，除了放豪言要在四川兴建 185个无人机机场外，京东还获得民航西北地区

管理局的授牌，在陕西省全域进行物流配送多式联运试点，其自主研发的无人智慧配送站今

年已经在陕西西安投入使用。京东数据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张志统告诉《IT 时报》记者，京

东无人机项目立项比 X 事业部成立的时间还要早，2015 年时刘强东就在内部提出要用无人

机解决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题，无人机从研发、设计到批量化生产都是自己完成。2016 年，

京东成立 X事业部，将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超市四大业务囊括其中，最近在西安

投入使用的无人站便是无人车、无人机和无人仓的结合体。 

“目前，无人机配送在西安和宿迁已经实现常态化运营，这些配送无人机都是通过位于

宿迁的‘京东全国无人机运营调度中心’进行指挥。无人车配送正在高校和园区试点。” 张

志统说。 

另一家电商苏宁易购的无人配送则是由无人车、无人机、配送机器人组成，末端的“最

后一公里”交给机器人进行配送，无人机则在浙江、安徽农村地区实现了常态化运营。 

对于物流的未来，刘强东曾放话，未来国内的民营物流公司，只会有京东和顺丰两家活

着。今年 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批复文件，正式同意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即顺丰

机场），这意味着，顺丰将成为国内第一个拥有自己机场的快递公司。从顺丰向《IT 时报》

记者提供的资料来看， 2017年，顺丰已先后实现了水陆两栖无人机、大吨位无人机的试飞

工作，再加上此前对外披露过的各种中小型无人机，顺丰的无人机机队已初见规模。 

虽然没有快递员，将自己定位于智能物流网络平台的菜鸟网络也在发展无人配送。“在

阿里巴巴西溪园区，菜鸟自己研发的末端配送机器人小 G已经运营了一年多，室外长距离运

输版小 G plus和室内版小 G2代也在进行一定规模的量产。”菜鸟回应《IT时报》记者，菜

鸟室内版小 G面向的是小区、写字楼，室外版无人车面向货物的短途中转，而无人机则面向

山区、海岛等特定场景。 

想在无人配送领域分杯羹的还有外卖行业，对于依靠统一规划的组织型运力和众包运力

的外卖行业，为了应对未来即时配送爆炸性的需求增长，他们不得不抓住人工智能、大数据、

智能硬件这些新技术。饿了么成立的未来物流团队就归属于即时配送，陆续研发了配送无人

https://www.iyiou.com/p/47556
https://www.iyiou.com/p/4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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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配送机器人“万小饿”，从现阶段来看，使用无人机配送可以有效地避免配送途中遇到

意外情况对配送时效的影响。 

疑问：无人配送货物安全吗？ 

回答：想和“无人配送”有个约会，难 

在记者与饿了么工作人员的交流中，其直言不讳地指出外卖行业的无人机还处于起步阶

段，在软硬件技术、业务运营和人员培训等方面还需要完善。事实上，不止饿了么，整个无

人配送行业都在萌芽期，配送的无人车和无人机还处于试点阶段。 

无人机送货会不会被劫持？货物会不会被别人代领？张志统告诉《IT 时报》记者，京

东小型配送无人机的体积很大，一个成年人都很难抱起，且飞行高度在 100米以上，想劫持

它并不容易，目前还没发生过类似案例。另外，无人机的定位非常准确，但考虑到个人航线

不固定，出于安全考虑，目前接收无人机货物的是商家，比如将无人机停在农村合作社的院

子里，然后再进行分发。 

根据现有政策，每次无人机配送前都要报批飞行计划，但操作流程已大大加快，以前京

东需要通过电话或邮件单个航线报批，审批时间需要 1周左右，现在可以通过审批部门的后

台系统批量上报，1个小时内就能完成审批。 

无人配送车并不稀奇，北京市高校里很多学生见过它，还会恶作剧似地站在它前面，这

时，京东无人配送车的显示屏会提示“请让下本宝宝”。配送车出发后会通过手机短信通知

用户，用户通过提货码进行提货，如果用户 15分钟内没到提货点，无人车会“傲娇”开走，

配送下一单。不过，也有不少人吐槽无人配送车行驶速度慢，碰到上坡还可能不上去。对此，

张志统解释，无人车技术早就能做到“快”，但在校园人口密集的区域，安全依然是首要考

虑因素，无人配送车的速度设置在 3 至 4km/h，可以攀爬 25 度的斜坡。此外，校园面积并

不大，十几分钟就可完成提货点的配送。 

在上海，饿了么获得授权在金山工业区内建设无人机研发基地，并获指定空域使用权。

在试点区域，饿了么用户已经可以接到由无人机送来的外卖，只是过程有些麻烦：外卖员先

至餐厅取餐，再前往集散点 A将餐品放入无人机内，无人机按系统内规划的路线飞行，降落

到集散点 B 后再由骑手送至用户手中。“我们现有的飞行路线都经相关部门的审批，不需要

再次额外申报。”饿了么内部人士告诉《IT时报》记者。 

疑问：无人机配送技术是否成熟？ 

回答：续航、荷载能力依然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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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制、生产出来的无人机产品可靠性、智能程度、任务完成度还没有达到最优，

另外大型民用物流无人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真正取得民航局发的适航证，适航是对产品本

身的要求，这说明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是不够。”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国际无人机系统标准化协会执行秘书长舒振杰告诉《IT时报》记者。 

2017年，京东全球智慧物流供应链总部、京东无人机研发中心正式落户西安,《IT时报》

记者在参加会议的同时参观了京东在西安首次发布的远程配送倾转旋翼无人机 VT1，会议上，

京东 X 事业部无人机研发中心总经理刘艳光直言：“无人机行业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与瓶颈亟

待解决，其中续航时间、稳定性、载重量是最为突出的三个问题。” 

在消费级市场独占鳌头，且涉足农业、电力巡检、安防、环保等领域的大疆无人机对配

送无人机持保留态度。虽然消费级市场在迅猛发展之后，市场增长趋于稳定，无人机厂商现

在看好行业级市场，但对大疆而言，配送无人机距离成熟还有很长的路，太多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人流密集区的飞行安全、配送无人机载重量以及困扰整个行业的续航问题。 

一位大疆内部人士称，即使在消费级无人机生产中，电池续航也一直都是大问题，更不

用提载重的配送无人机，“电池续航不仅仅是单纯的电池技术，也包含着电力的合理分配、

产品的结构设计、功能的优先级排列等。” 

早年曾致力于物流飞行器、并与顺丰有过合作的极飞科技在 2014 年开始专注于农业、

植保无人机，在创始人彭斌看来，除了飞机性能和可靠性要求更高外，近几年，国内配送无

人机的发展思路也变了，从小飞机改成中大型飞机来配送，形成和航空快递互补的机制。这

要求创业者不仅要具备航空方面的知识，还要有当地政府的扶持，建设机场或使用原有机场

和空域，且中大型飞机对于资金投入要求更多，对于创业公司来说，这样的创业门槛实在太

高了。“小型配送无人机运输成本高，未来很可能被地面的无人配送车取代。” 彭斌说。 

张志统则告诉《IT 时报》记者，因为电池技术制约配送无人机的发展，进而影响荷载，

京东配送无人机已经在采用油动力和混合动力的无人机，目前京东正在研发中大型的无人机，

载重可达到 2吨。在大型飞机的支撑下，京东的无人物流体系可以囊括干线、支线、末端的

三级通航布局。 

疑问：无人配送什么时候能够普及？ 

回答：尚处于萌芽阶段，普及再等 10年 

根据菜鸟网络向《IT 时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物流体量巨大，2017 年的包裹

量已经超过 400亿件，每天平均包裹超过 1亿件。 

https://www.iyiou.com/p/65176
https://www.iyiou.com/p/6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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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巨大的体量需要保持高效率的运行，仅仅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模式是做不到的，企

业要向技术要红利，但发展无人配送需要跨越两座大山，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政策。 

“路能走多远，要看政策环境。在无人机方面，虽然国家鼓励京东和顺丰率先在物流行

业做无人配送，并允许试点，给了企业无人机配送的运行环境，但普及为时尚早，后续法规

的出台也要基于试点得出的经验。”舒振杰告诉《IT时报》记者，同时，他也是工信部、国

家标准委、科技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7—2018

年版）》的主要起草者。 

“从技术的成熟度来看，无人车能上路，无人机真正投入使用，还需要 10年。”舒振杰

说。无人机是航空器，飞行的问题涉及法规，国家空管委正在起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飞

行管理规定，民航总局也有一些相关运营规定正在征求意见中。 

2017 年，成都双流机场发生疑似无人驾驶航空器干扰民航航班正常起降事件，将无人

机监管问题推上风口浪尖。目前，除了前文中提到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2017—2018年版）》，我国对无人机活动的约束依据还有《民用航空法》《通用航空飞行

管制条例》《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与管理规定》《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中

央军委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起草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

见稿）》 也已在今年 2月 28 日完成意见征集。 

无人驾驶的发展面临类似的问题，作为新生事物，无人驾驶方面的法律尚是空白，没有

规范，但根据我国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无人驾驶汽车不能到马路上行驶，如若上路，

需要向有关部门报备取得测试许可。2017 年，李彦宏就是因为乘坐无人驾驶汽车上了北京

市的五环路受到处罚。 

即使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发展无人配送有政策风险，但涉足该领域的企业依然在招揽无

人驾驶方面的人才。其中，菜鸟的物流无人化集中在仓储和末端配送，正寄希望于无人货车

可以提高干线运输的效率，京东则计划在今年向更多高校及园区测试无人配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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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消费品/现代服务行业 

【本期热点】 

1、峰瑞资本李丰：周黑鸭如何刺激消费基因？详解消费升级的 3 个

维度  

资料来源：36Kr 

一、从社会变迁看品牌升级 

1.社会的发展阶段 

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产生大量消费品牌的国家或地区，它一定要先经历：同时期的人口

大国、生产力大国、GDP 大国、消费大国，这几件事情因果关系联系密切。 

只有人口大国才有生产力基础要素，凑巧那个周期又抓住了某些机会或行业，因此把人

口因素转化成生产力大国要素。 

变成生产力大国之后必然变成 GDP 大国，再接下来 GDP 大国既然诞生了最大的、增速

最快的产值，因此红利回到最终做这些贡献的人——消费。 

中国刚好一二三步都走完了，现在进入到第四步。 

要想变成将来最大的市场，将来十年二十年中国产生出世界级消费品牌的规模和数量一

定超过我们的想象。 

这里的“超过”是你所产生出来的巨大东西，必须代表了你之前有生产力优势和要素那

些行业上的消费品牌。 

比如手机，我国历经十年变成了生产力大国，生产供应全世界 80% 多的手机。 

如果有消费节点发生，在消费周期里，智能手机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典型升级的重要产品。 

这种集聚了中国生产力要素，且是这个周期当中重要的消费品的品类，就有可能把这些

因素汇集起来变成最大品牌。 

在五年前肯定没有人能想到，小米会变成世界级消费者的智能手机品牌。三年以前很难

想象它走出中国以外，还是著名品牌的智能手机品牌。 

2.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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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美国二战以前是钢铁产量第一大国，二战以后变成了 GDP

第一大国。总的来看，美国经历了人口大国、生产力大国、GDP 大国、消费大国这几个阶段。 

现今为大众所熟知的著名品牌，或者著名品牌的扩张周期全都发生在 50 年代和 60 年

代的美国。 

为什么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是汉堡、炸鸡、卡通乐园、可乐、咖啡、比萨饼？为什么这些

品类变成了 50 年后的全球最大品牌，而且诞生在这个周期里面？ 

因为它代表了那个周期里人口大国典型的生活方式。 

美国在这个周期里出现了同周期发生的社会现象和自己的城市结构。 

它们诞生在这个时代的美国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所有消费都只跟人口结构有关。美国虽然是人口大国，但是居住相对分散； 

第二个，大规模平民普及汽车的文化，家家户户都买得起。  

这两点连在一起使得这些东西出现，50 年代这三个东西的出现，跟大规模的汽车文化

平民化普及带有非常严格的相关性。 

中国跟美国有巨大无比的差异： 

① 人口差异。 

他们当年是 1.5 亿，我们现在是 14 亿。 

② 中国城市格局非常复杂。 

大城市非常多，城市人口密度非常高，而且不断进行快速的城镇化建设，形成了多线的

城市，多线的消费业态。中国人口集中，城市线拉得非常长，差异度有点高。 

所以，品牌诞生也会跟人口因素有关系。但是美国非常特殊，这些品牌几乎没有一个在

最大的城市产生，没有一个在所谓的一线城市产生。 

因为美国几乎没有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占人口比例又太低，所以一线城市的人并不代表

美国人全体，美国的代表是典型的中小城市。这些东西的产生都是代表了最大量人民群众生

活方式地区和生活城市。 

上面讲了代表生产力效率加消费升级典型需求产品，这代表了对同一个周期而言，大众

最想要、最习惯的消费品品牌化。 

同样例子为什么在英国是这些，在日本是那些？ 

因为一个是典型的消费品因素，一个是典型的生活方式。 

消费升级里面大家都讲个性化。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77 

这个阶段用户最难伺候的原因是，他每买一件商品的时候，对这个商品的非工业化属性

的要求越来越多。 

案例 

宝洁基因非常好，是非常厉害又极其值得尊重的消费品公司。它多次在行业和全世界最

先推出某种员工关怀政策或者措施，包括工作时间、员工的激励方法、休息时间等等。 

宝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非常重视员工沟通。除了关怀之外，纵向条线部门和横

向相关部门之间，进行纵向沟通和横向沟通，一横一纵做得非常好。 

在传统快消企业中，市场、销售、研发和品牌，通常是不同的部门，他们各自履行不同

的职责。 

研发人负责考虑往什么方向做产品； 

产品和品牌的人负责把这件事情跟消费者沟通，我们做了什么东西； 

市场人负责花钱让各个地方见到这些推广文案； 

销售的人进入所有消费者可以到达的地方。 

二、互联网时代的消费升级 

1.互联网的加入 

中国消费品最后长什么样？ 

中国最具典型特征的是，大城市出一些大品牌，二三线城市以下的人集合在一起出另外

的大品牌，这些品牌大小跟人们的数量大小相关。 

中国最大差别在于这个消费周期增加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这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 

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给消费品企业带来的影响，就像美国汽车文化和格局给美国城市带

来影响是一样的。 

互联网有两个特殊的地方： 

第一个既是品牌又是销售； 

第二个既是渠道又是双向的产品和研发。 

比如五年以前的小米，凑巧赶上了微博红利那段时间。它把微博渠道作为采集用户意见

的方式，来指导产品迭代方向和周期，既做了客服又做了产品研发。 

小米还在微博上做了广义宣传和分发，本来是市场和品牌做的事情，但因为互联网的存

在，可以直接导向它当时唯一的销售渠道——电商网站，所以它也变成了销售。 

这个销售渠道既是渠道又是销售，既是品牌又是客服，还能指导研发，因为它反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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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且双向。 

最难的事情是在管理和产品两个角度重新定义。 

中国所有做得好的消费品企业，除了符合前面所述的大方向之外，在消费升级周期里，

除了人口结构分布之外还叠加了互联网。 

美国消费升级周期里碰上汽车消费普及，影响了美国很多品牌诞生的形态和方式。 

同理，中国这个周期消费碰上互联网，使得很多品牌消费品诞生的基因不一样。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小米的优势就是用了所有的东西，这个在管理上是很大的挑战。 

所有不同阶段出现管理挑战的时候，都意味着组织结构需要调整，到底应该怎么管理一

个企业？ 

大家都在讲管理学，EMBA、MBA 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并没有看到成型的方法。

但如果企业能把这些要素利用和解决好，将受益颇多。 

对所有企业而言，最大挑战是组织结构上的变化。 

韩都依舍、江小白、三只松鼠、小米等这样的企业，把它的商业模式一抽象，就能分析

出同周期叠加的因素以及人口因素，利用到某一个红利部分。 

企业在这个周期里不能只设一个部门。 

在管理能力高和发展快的消费企业里拆分成小单元，然后在一个小单元混合所有的决策

功能，就是我们刚才讲产品、内容、品牌、销售，最后就变成产品导向的小单元，而不是功

能导向的职能部门。 

2.内容、品牌和销售 

我们把互联网或者信息渠道加了无数电商、外卖，所以它变成了既是销售渠道又是媒体

渠道或者品牌沟通渠道。 

一个通道集合所有功能，你要应对和解决。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它们相互之间关联起来，

把内容变成品牌，把品牌变成销售，把销售变成内容。 

比如三只松鼠，好处就是它在刚开始做这个品类的时候，把产品弄得非常萌，非常贴心，

箱子外面有开箱、划箱的塑料片，箱子里面有开口的、有封口的、有垃圾袋，这才使得产品

本身成为内容。 

江小白瓶身的文案，有刺激和鼓励用户的作用。用户会分享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变成了

它的品牌和传播，这些传播又变成了它的销售，从互联网上触达，回到消费当中。 

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战术，这些战术背后最终是组织机构的变革问题。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79 

它不一定在第一天就有，但是它一定在这条路上不断地出现、迭代，这是消费品行业的

难点所在。 

从消费来看，中国跟全世界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这个周期里叠加了互联网周期，它对

信息的对称性、销售的通路、品牌的塑造、内容的传播、消费者沟通都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

响，而且是同时的。 

最难的事情是什么？ 

品类在中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然后接下来利用什么样的趋势，或者生产力要素。 

最后，中国消费周期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人口结构，或者人口分布，是在定位上。 

第二个，同周期的互联网影响，归根到底在组织结构上。 

消费品在中国有巨大无比、难以想象的机会，但是这个周期也有巨大无比、难以想象的

挑战，很难抽象出每一个阶段都适用的方向和指导原则来。 

所有的消费品企业在成长为中大型公司以后，它有一个 100% 的历史使命和基因：它必

须同时对供应链环节有足够大的控制和足够大的贡献。 

2010 年和 2012 年这两年是中国极其疯狂投 B2C 电子商务的一年，有上千家公司融到

了一轮两轮以上的钱。 

2011 年全北京和上海几乎所有的户外广告，含分众、地铁、车身全是电子商务的广告。 

反过来从结果看，其中几乎所有 VC 投的钱，最后绝大部分去了淘宝，还有一部分去了

京东。 

原因是那些企业全没了，用户又被烧出了电商习惯，所以又回到最典型的电商网站上买

东西去了。等于是大部分 VC 给这两家做了贡献。 

京东为何坐收渔利？因为京东供应链做得好，它的供应链主要是效率端，还没有到生产

那一端。京东在供应链端做了优化和升级。 

零售企业做大，最后一定是在供应链环节上贡献了效率，同时实现了控制，不然 100% 做

不大，或者到某个阶段便开始往下掉。 

3.销售与销售品牌 

企业家们都具有好的销售特点，那什么是好的销售。 

能够理解别人的需求，只站在他的观点上让他高兴并且为他解决问题，全心全意站在别

人角度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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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做得很好的 2B 企业的公司也想做 2C，但做消费品牌的事情跟这个逻辑完全相

反。 

做消费品牌的人，是要让他的消费者接受他的想法和价值观的人，最终是用自己影响别

人。最极端的例子是乔布斯。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悖论：所有将消费品牌做大的人会得出具有相同特质的结论： 

品牌想让消费者接受自己的某些理念和价值观； 

成为最大的品牌的原因是，更多人接受了品牌影响和承载的价值观。 

最终做成最大的品牌，一定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你身上真正表现出来的、大家都想接受的

好的东西。 

最终做品牌做得好的人，本质上他们是一个好人。无论商业帝国多么庞大，终将不敌爱

与仁慈。他们的价值观最终会通过产品被大量消费者感受到。 

投消费和做消费在这个周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挑战也巨大无比，在组织架构、销售模

式，人自身价值和文化原则上，对投资和创业来讲都是一样的。 

三、消费升级的 3 种路径 

我们看任何一个市场，如果这个市场在品类升级、渠道升级和品牌升级当中面临两个因

素，便可考虑投资。如果三个因素都有，那是非常好的动力。 

什么叫做品类升级？ 

从我们当年投坚果来看，从只有花生和瓜子，到可以吃到夏威夷果、开心果，这是品类

升级。 

什么是渠道升级？ 

从传统零售转向电商是渠道升级。传递方法不一样，货架时间不一样，流转周期不一样，

跟消费者触达和沟通收集的信息也不同。 

什么叫做品牌升级？ 

拿坚果举例，最早一波是街头炒货，接下来有了洽洽，只有瓜子，洽洽作为长在零售超

市渠道的品牌，它的品牌定位和所有元素只跟这个销售场景有关系。 

拿保健品来说，大概也是这三个因素。 

关于品牌，原来大家心目中保健品定位为某一类人群，老同志、骗人的、假的、中草药； 

渠道就是在特定的保健品和商超里面卖； 

品类就是原来只卖纯老年人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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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垂直的产品品牌会很多。 

以三只松鼠为例，它不是品类品牌，它最开始做的时候只有碧根果这一个品类，它在这

一个单品上用了极短的时间变成了第一名，接下来开始抓其它的东西。 

碧根果在它现在的销售当中仍然是最大的几个单品之一，但至今没有赚钱。 

因为卖得最好的那个产品每年要求降一次价，好且便宜，企业定位在用户心目中都是这

样形成的，所有看得见的商品品牌几乎都用了这招。   

没有一个品牌是通过把东西卖贵卖成全世界最大品牌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大众消费品和小众消费品的关系问题； 

第二，互联网信息对称性； 

第三，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生产力要素，比如小米。 

价格虽然便宜，但是要让大家认为你是一个好品牌。 

获得品牌溢价和让大家认为你就代表便宜东西这是两件事情。 

在基因上，一定要放入品牌要素在里面，你聚集的生产力要素给用户提供了好的性价比。

消费品企业做大之后，不管叫品牌还是渠道，它一定对供应链有效益贡献且有控制。 

我们投消费品，有两个标准： 

如果品类是存量的增长，证明还可以，年幅度增长率没有那么高，至少品类要接近；同

时单品要有几百亿到几千亿，才能长出大企业。 

它的速度非常快，且持续较长时间。 

小龙虾 VS 周黑鸭 

小龙虾是一个会时髦一阵就过去的品类，还是一个长时间不停增长的品类？为什么把周

黑鸭和小龙虾放一块？ 

人都是有原始冲动的，你犯的大部分错误都是你基因犯的错误，不是你的原因。 

闻到烤肉，不管饿不饿你都想吃，都觉得特香。 

为什么你闻到烧烤就觉得香？ 

因为你闻到的不是烤肉而是蛋白质的味道。你基因所有进化过程中，没有适应能吃饱、

要有选择性地吃。你基因都是吃不饱，想尽一切办法积累资源和能量。 

烤肉而言对你来说的香不是香，而是正向反馈刺激你找有助于生存的东西。 

什么是正向刺激？就是你生理反馈。 

小龙虾，全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几乎是你蛋白质食品和健康光谱上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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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黑鸭，是中国巨大的创造，中国会创造出非常多的零食，而美国零食非常枯燥，基本

只有薯片。 

为什么从薯片吃到肉类零食这是进化？因为终于从淀粉吃到了动物蛋白。 

消费升级也是这样，再有钱一天也不能从三四顿饭吃到十几顿饭。从蛋白构成来讲，周

黑鸭和小龙虾的动物蛋白有很大差距。 

最后一句话总结：所有的消费品本质上都会回到产品质量和供应链能力。 

【行业动态】 

1、2018 年零售业加快变革，18 个最新趋势了解一下 

来源：新野草消费 

2017年，全球范围内的零售业以惊人的速度在发生变化，而 2018年的变化速度不大可

能放缓。 

购物者将继续寻求新的产品，同时零售商寻求进一步的合作以保证未来在原有基础上发

展他们的产品。我们也认为新技术将促成新的零售体验，从而推动流量并建立品牌忠诚度。  

我们看到消费者和零售商在 2018年支持零售业变革的五大关键需求：  

•   按个人的想法购物：消费者将更多的消费从传统零售转向新的渠道，因为零售商争

相提供新的选择并重塑自己的物业。 

•   让生活更美好：购物者将更加重视品牌商和技术公司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 

•   给个人更好的体验：零售商和技术公司将提供新类型的互动、奖励和经验。 

•   技术与零售的应用及合作：迅速的行业变革将促使零售商与技术巨头（包括亚马逊）、

物流技术供应商和大 V 进行合作。 

•   更快捷：零售商将利用区块链和 3D打印等多元化技术，使其供应链变得更加智能，

从而更适合更具竞争力的市场。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FGRT与 Celect合作，分享在 2018年这些需求是怎样在 18个趋势

中体现的。 

选择多样化导致消费多元化  

购物者的选择增多，他们从中等规模以上的综合性零售商购物转向更为专业的零售商和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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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推崇个人独特性的时代，这和过去推崇的从众原则不同。这种文化的转变会造成

对通用零售商的威胁。 

今年更多的消费开支将流向以下领域： 

•   已经建立了强有力业内地位的实体店铺，从专业美容店到令人信服的快时尚零售商； 

•   针对特定客户的互联网细分市场，并与特定的人群产生共鸣。 

•   非传统渠道，如租赁，转售，订阅和数字媒体替代品。 

•   非零售领域，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将继续惠及休闲服务业。  

据预测，2018 年仅互联网零售商一项，将在美国获得额外 450 亿美元的销售额，而消

费者将在服饰租赁、美容订购服务、网上餐饮套餐服务和服装转售等细分领域中额外花费

19亿美元。 

总的来说，这些消费将会使美国传统零售商的盈利减少 470亿美元。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2018年两种类型的零售商赢得购物者和销售额增长： 

•   具有令人信服的低价、专业化的沃尔玛和塔吉特； 

•   电子商务平台，特别是亚马逊，利用便利性和创新性留住客户，也用其会员卡来增

强客户的忠诚度。 

 

对便利的需求促使自动售货系统快速发展 

2018 年随着自动售货量的增加，更多的消费者将在没有售货员的高科技小型杂货店购

买食品杂货。 

2017 年，紧凑型高科技便利店成为许多中国城市的特色。2018 年，我们期待全球其他

地区的消费者将开始从这些商店购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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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oBox在中国经营着 200家无人值守的便利店，于 2017年底宣布计划入驻香港、韩

国和马来西亚，并最终将其网络延伸至欧洲。去年 11月，法国欧尚集团旗下的欧尚零售（中

国）宣布推出其在中国的 18平方米无人欧尚分钟专卖店。而在去年 12月，京东宣布计划开

设数百家类似店铺。  

在美国，人工智能（AI）自动售货机构 Bodega 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亚马逊全面即

将推出亚马逊 Go：超高科技的无人杂货店。许多其他零售商将使用全新的自动结账服务改

造他们现有的商店，以便通过移动应用程序或面部识别进行扫描和付款。  

这些创新催生了技术生态系统，零售商寻求技术公司与之合作。该生态系统将包括：  

•   主要支付应用程序，如微信支付和 ApplePay自动结账。 

•   利用创新技术的售货系统，例如面部识别支付技术和 AI库存管理。 

•   新兴的自助结账产品，如 MishiPay，SkipQ 和 QueueHop，使购物者能够扫描物品

并付款，而不是排队等候。 

 

零售巨头尝试再次推行直销模式  

区块链技术将为更多全球快速消费品（FMCG）和杂货品牌提供跳板，以绕过零售商并直

接把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快速消费品公司如雀巢公司继续推行直销模式，试图用经济实惠的补充装和送货上门的

方式来降低成本。到目前为止，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产品大部分都属于非食品类别，例如

服装和电子产品。我们预期主要的快速消费品牌和零售品牌将在 2018 年更全面地采用直销

模式。 

线上，区块链将成为这次扩张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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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 Ecosystem是一家希望将零售商从零售供应链中剔除的公司，2018年该公司将推出

区块链驱动的的直销平台。它已经签署了火星（在俄罗斯），利基特本克塞尔（在俄罗斯）

和联合利华食品解决方案（在英国）。线下，我们预计更多的品牌会模仿凯洛格和赫尔希，

这两家品牌都于 2017年 12月推出位于纽约的直营店。  

这种直销模式的举措并没有影响电子商务渠道的快速增长：  

•   直接渠道，包括实体旗舰和二级网站，品牌所有者自己营销来支持品牌建设。 

•   成熟的品牌正在采用这些模式，以便与新一波直接直销品牌展开竞争，如美妆产品

Glossier，个人护理品牌 Harry's和服装品牌 Bonobos。 

•   包括语音功能应用在内的新技术正在增加需求，  

在 2018年，我们期望看到：  

•   更多的品牌有选择地在自己的网站和新的中介平台出售产品。 

•   品牌所有者对直销模式进行更多尝试，其中包括消费者订阅服务和送餐服务。 

•   传统品牌可以选用新模式，从快闪店到餐饮服务再到景点体验。 

•   品牌和平台进一步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实验，以促进直销。 

 

在线平台加速奢侈品电子商务发展，并抢占市场份额 

2017年在线多品牌平台活动的激增促使奢侈品电子商务的大幅增长，并给 2018年在线

百货商店和专卖店网站的负责人带来压力。 

2018年在线奢侈品市场将变得更加庞大和更具竞争力，因为 2017年一系列活动的影响

正在渗透进来。 2017 年，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多品牌平台的举措，LVMH 推出了 24Sèvres 网

站，阿里巴巴集团在天猫和京东推出了豪华展区，投资 3.97 亿美元在伦敦的在线平台

Farfetch。  

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公司估计，2017 年在线销售额增长 24％，我们看到这些多品牌平台

支撑 2018 年电子商务进一步增长。但平台不仅推动了在线销售，他们通过提供诸如“白手

套”和当天交付服务，线上和线下个人造型师服务以及聊天机器人等模式，提高了多渠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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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质量。  

我们预计 2018年会产生以下影响：  

•   新的和不断扩大的平台将增加在线渠道的销售额，并从现有的市场中抢夺销售额，

这可能会给高端百货公司带来更多压力。 

•   平台将提高购物者对在线服务产品的期望。 Net-a-Porter 和 Farfetch 纯互联网

电商的服务质量很高; 我们认为更多的平台和交易网站会感受到这一点。 

•   期待在网上奢侈品市场上分一杯羹的通用平台是很难成功的，至少在欧洲如此。 

2017 年 12 月，欧盟法院裁定，奢侈品牌可以禁止其经销商在亚马逊等第三方平台上销售，

以保护其品牌价值。 

 

"新零售" 引入多渠道模式和服务 

2018 年，更多的零售商将把线上、线下多渠道平台和服务相结合。阿里巴巴集团就计

划入驻百货公司，同时开设数百家线下店铺。  

“新零售”即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提出的线上和线下商业结合、数据和物流整合的模式。

阿里这样的模式并不是最新的，实际上，全球许多零售商认为他们一直在追求这种新零售模

式，只是没有这样称呼。  

美国的一个例子就是亚马逊，它通过开设书店，快闪店和高科技亚马逊 Go 线下店，并

通过收购全食超市，进入线下零售业。  

今年，我们希望看到公司在跨渠道模式和服务有进一步投入：  

•   最近收购的公司 Shipt将在 2018年实现将一半的商场货物当天运送产品给用户。 

•   沃尔玛计划通过引入独立的“黑暗商店”来扩大其在中国的一小时交货范围。 

•   京东将在未来 5年内在中国开设超过 100万家京东便利店。它还将开设数百家“无

人值守”便利店，我们将在本报告的后面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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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将于 2018 年在中国杭州开设首家购物中心。此外，阿里巴巴于 2017 年

12月宣布，未来 3至 5年内将在中国开设 2000家盒马生鲜全渠道食品杂货店。 

•   我们看到众多零售商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地区继续提供全渠道服务，包括线上购

物全流程、代收服务以及众包送货服务。 

 

美国景观商场正在发展 

随着数千家美国商店（包括约 600家百货商店）的关闭，购物中心将逐渐引入增加人流

量的机制，如餐饮大厅，可灵活使用的空间。以及更多元化、多用途的主力店。  

我们分析发现 2017 年对美国零售业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年，有 6,985 家商店关闭和超过

15个零售公司破产。美国最大的连锁百货公司在 2017 年宣布关闭 596家门店，其中大部分

都是主力店。 

我们 2018年看到美国购物中心有以下可能性：  

•   餐饮区域：餐饮区不仅仅是升级版的餐厅，它提供由当地工匠、食品精品店、肉店

以及娱乐产品和课程等互动元素融合的空间。成功的餐饮区域包括 Eataly，Le District

和 ChinaLive。 Cushman＆Wakefield 美洲零售研究院副总裁 Garrick Brown 在 2017 年

ICSCRECon大会上预测，餐饮区域的面积将在未来五到十年内翻番，从 30亿增加到 60亿平

方英尺。 

•   灵活的空间和租赁结构：AppearHear 作为最大的短期零售空间在线市场之一，与

Simon Property Group 合作，在全国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 - 位于纽约长岛的 Roosevelt 

Field 创造出一种新的购物体验，它们选择 12 个独立品牌轮流进驻。这种短期的、模块化

的租赁结构是其他商场可能开始考虑的。 

•   更多不同的主力店铺：新百货商店的主力店包括折扣商店、快时尚商店、小型精品

店、公寓、酒店、教室和健身区，以取代传统百货公司。 GGP 公司（前 Gener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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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已投资超过 20 亿美元重新开发其 115 多个物业，并引入提供更多体验型购物

商店，如 Indochino，Untuckit和 Forever21的 Riley Rose。 

在西雅图，GGP还与住宅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AvalonBay合作增加居住空间。另一个主

要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SeritageGrowth Properties）最近宣布，它将把位于伊利诺斯

州 Orland Park的 Sears商店的一部分转变为 10屏 AMC电影院。 

下表列出了 2018 年美国商店关闭和开张的情况，我们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会有更多新

增内容。 

 

注重健康已成为突出趋势 

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健康是一种新的奢侈品，应该享受并且展示，特别是在社交媒体

上。我们预计到 2018 年及以后消费者对康体相关产品的需求将保持强劲。而且我们期待这

种趋势会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精神健康方面。 

我们看到为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日的公司的出现。Unmind 和 Headspace 这类别公司也出

现了，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费用并不高的、促进心理健康的方案。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给年轻人所施加的压力也成为焦点。 Facebook的 Sean Parker在

11 月的一次活动中表示，“上帝只知道它对我们孩子的大脑做了些什么”。他的批评促使

消费者意识到 Facebook等社交媒体网站对用户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注重健康意识的消费者将注意力放到了心理健康方面，他们也在借助一些

有利于心理健康的产品。因此，我们希望更多的公司和个人将促进心理健康的数字工具整合

到他们的健康计划和惯例中。 

然而，这种预测带来了一个警告：数字健康工具市场并不是完全免费的，因此当保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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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政策制定者和消费者需要更高效的产品时，这些 app软件将会受到冲击。 

 

购物者会购买让他们的生活更轻松的服务 

更多的零售商将在 2018 年建立服务产品，以满足消费者变化的生活方式与需求。这不

仅仅是为店铺增加餐饮和美容服务。 

在收购医疗服务提供商 Aetna 时，CVSHealth 是零售和服务整合的先锋。 Target 收购

服务提供商 Shipt是零售商全心投入服务的又一例证。  

2018 年，零售和服务的融合将超越以往，曾经它们将重点放在增强店内体验，如整合

餐饮服务与美容服务。我们预计零售商将更多地进入服务市场，并收购现有的服务提供商。 

 

传统销售和服务相结合，零售商可以有以下利好： 

•   提供优质服务可以比纯零售更有效地与消费者建立品牌联系。 

•   店内服务可以吸引流量，并且可以将流量推向零售商的核心业务。 

•   服务的利润通常高于零售。 

•   消费者对体验、娱乐和更多便利的需求可以拉动劳动力就业。  

健康是这一趋势的主要出发点：老龄化社会 - 消费者，政府和保险商对物有所值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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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增强，这为零售业与健康产业合作创造机会。但我们预计零售商会走得更远，满足消费者

不断变化的需求。  

使用 AI技术与消费者互动 

更多的零售商将在 2018 年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个性化互动。深受

打击的传统零售商如百货商店将采用人工智能来展示相关产品和服务，以便与专业竞争对手

进行正面竞争。 

今年，AI 为早期使用者提供其在客户服务方面的竞争优势，更多零售商将通过量身定

制的购物推荐、电子邮件、移动平台、营销信息（包括视频）和促销活动与客户进行互动。 

我们看到未来几个月 AI技术对个性化的影响： 

•   更多的移动浏览和购物将产生大量的地理位置数据，可用于根据购物者的位置来定

位购物者。 

•   面部识别技术嵌入到新的 iPhoneX中，将为零售商提供认证、识别，并且可以和消

费者交流。 

•   Amazon Echo 等语音声控设备将变得更加普遍，为零售商提供与购物者更亲密的沟

通方式。此外，亚马逊于 11 月宣布，Alexa skills（语音 app）开发人员很快将能够在基

于识别个人用户的声音上，建立个性化的响应。 

那么 2018年 AI技术将会带给我们什么？ 

•   智能手机的小屏幕将使主页的个性化变得紧迫，促使零售商通过人工智能优化购物

体验。 

•   更多零售商将客户在其社交渠道上产生的内容与个性化视频营销结合起来。 

•   视觉搜索将为购物者提供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新途径，这也成为顾客通过社交媒

体链接到购物的跳板。 

•   建议和营销广告不仅因不同的消费者而产生转变; 它们会根据消费者的位置和时

间段进行灵活调整，传递旨在特定时刻与消费者产生共鸣的信息。 

•   零售商不再考虑解决消费者细分或人口统计问题，而是考虑与其中的一部分进行沟

通。  

这种个性化可以促进专业零售商的发展，使他们能够与客户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 包

括美国百货公司在内的通用零售商势必会迫切需要人工智能来展示高度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从而销售产品），减少庞大的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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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将处于更加中心的位置 

手机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购物者与零售商在所有方面的接触，包括从浏览到付款到获得

服务，这些都有移动手机加入。零售商必须把移动端放到重中之重，付款方式和个性化主页

都是它应该关注的方面。 

英国百货公司零售商 Debenhams的新任首席执行官 Sergio Bucher在最近的一次财报电

话中表示：“我相信手机是零售业的新鲜血液。手机不仅将渠道联合起来，还将成为我们与

客户建立关系的门户。"我们也看到 2018年，手机在零售商与客户的关系中处于更加中心的

位置。 

这不仅仅是购物者电脑转移到手机浏览和购买，我们看到零售商通过多种服务与移动端

购物者进行更多交流： 

•   AI 驱动的个性化主页：小型手机屏幕使零售商在个性化主页上展示相关产品变得

更加重要，他们将使用 AI来实现这一目标。 

•   手机端优先计划：由于梅西百货和其他零售商推出新的忠诚计划，我们期望他们采

取以移动为中心的方案。那些仍然只提供实体会员卡和优惠券的零售商需要把这些线上化。 

•   移动支付：移动支付在中国最受欢迎，但今年会在欧洲和美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去年 11月，微信支付通过与德国支付公司 Wirecard的合作关系在欧洲上线。美国沃尔玛服

务和数字加速的高级副总裁 Daniel Eckert 预测 11 月份沃尔玛在假期的交易数量将会超过

Apple Pay。 

•   信息和社交媒体：更多零售商通过沟通和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如微信、WhatsApp

和 Facebook Messenger）提供服务。在中国，销售人员通过微信对话与奢侈品消费者进行

一对一的交流，而且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会话式商务的兴起，包括纳入聊天机器人的服务。 

简言之，2018 年手机将巩固其作为核心渠道的地位，许多购物者通过该渠道与零售商

在方方面面进行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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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体验成为零售创新的主流 

多感官体验将进入主流零售业，并成为沉浸式品牌故事的一部分。 

在 2018 年，我们预计零售商将创建多感官事件作为身临其境的品牌故事。这些体验将

结合虚拟现实技术（VR）、声音、味道、气味和温度。 

安海斯 - 布希酿酒厂的“4D”虚拟之旅：去年 3 月在得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州举办的年

度 SXSW（South by Southwest）文化节上，安海斯 - 布希邀请与会者"参观"了密苏里啤酒

厂。参与者获得了一个 VR 头戴式设备，他们能够虚拟地穿过酿酒厂，体验空间中声音、温

度和气味，这模拟了啤酒厂内的氛围，创造了 4D体验。 

声波和感官装置：Manifest1.0是 2017年 10月在纽约举行的一系列探索声波和视觉艺

术中的一个项目。每个参与者被要求讲述一个人独处的故事，这个故事被 IBM 的 AI 设备分

析后，形成一个个性化的信息卡，然后根据参与者的个性来定制适合他的音乐和色彩。 

虚拟乐趣：2017 年夏天，Topshop 在伦敦的旗舰店举办了为期 10 天的活动，期间顾客

戴上 VR设备，体验通过牛津街的滑水旅程。 用户在体验过程中滑落商店中的滑梯，以便在

虚拟旅行中体验真实滑落的感受。  

4D 产品：荷兰科技公司 Sensiks 创造了一种“感官现实”产品，将视觉与气味，温度

和气流的变化相结合，模拟不同的环境。 该公司希望开发其产品用于多种应用，包括零售、

旅游和医疗保健。 

在零售业中，VR将成为 2018年新体验的一部分，这项技术将成为零售商用来开发品牌

建设体验的一种工具，可以将它们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并带来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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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合作：实体零售商选择"不可能"的合作对象 

2018年，传统零售商在合作对象方面给我们带来惊喜。 

2018年，成熟的零售商将在零售-品牌实体店、零售商 - 零售商和零售商 - 服务合作

伙伴关系这几类关系中寻求合作。 

零售商与品牌合作： 

更多的在线品牌寻求建立零售商合作关系以扩大规模。传统零售商将寻找能引起客户共

鸣并吸引人流量的品牌。公司与 Harry 剃须产品首次合作，于 2016 年将品牌带入其商店，

然后与 Casper合作，2017年将 Casper床垫带到其店铺。德国的 KaDeWe集团去年还将卡斯

帕品牌引入自己的店铺。 

零售商 - 零售商：  

更多实体品牌可能会跟随 Kohl，与亚马逊或仅在互联网销售的零售商合作。Kohl 正在

销售亚马逊的智能家居产品，并允许购物者将亚马逊订单返回到 Kohl 商店。另一个著名的

零售商合作：Lord＆Taylor 于 2018年初在沃尔玛线下店开设商店，我们预计今年会有更多

令人惊喜的合作出现。  

零售商-服务合作伙伴：  

哈得逊湾公司将其 Lord＆Taylor纽约旗舰店出售给办公空间提供商 WeWork。 

2018 年，我们预计更多传统实体零售商，特别是美国的，将会靠着线下品牌合作（实

体）、服务业和品牌合作来扩大自己的规模。 

 

服务即产品：商业加速进入轻资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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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年，越来越多的公司和消费者会更多地认可服务即产品模式。 

我们预计 2018 年加速迈向轻资产世界，因为公司和消费者都会一定程度舍弃资产模式

并转向服务模式。  

在零售业中，这反映在市场网站的持续增加，在这些网站中，运营商没有库存（传统零

售则有具体库存）。 主要的零售巨头也开始采用了这一策略，如美国的亚马逊和沃尔玛以及

德国的 Karstadt和 Zalando， 这些品牌希望增大电商销售额，因此借各种市场活动积累大

规模客户，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前端资金投入。  

在更广泛的业务中，轻资产更多意味着公司交换物业资产的所有权，例如房地产和大型

计算机的租赁和云服务。 这将推动业务成本从资本支出转向运营支出。  

对于消费者来说，走向轻资产世界意味着将更多的消费从传统的实物购买转向诸如租赁、

转售和数字等替代品。 我们预计 2018年将有更多的消费者租用汽车或服装这种产品，并更

多地考虑转售而不是保留它们。 此外，我们预计购物者将继续转向数字产品，如电影，游

戏和音乐。 

 

声音是促进零售商与科技巨头合作的杠杆 

在电子商务中起作用的实体零售商不会错过语音商务业务，他们将被迫与潜在的竞争对

手：如亚马逊等企业合作。  

语音商务仍然是一个利基市场，我们认为这个现象在 2018 年不会改变。然而通过语音

功能设备（如 Amazon Echo 和 Google Home）购物人数将快速增长。而视频和语音在亚马逊

Echo Show等第二代设备中的集成将有助于人们购买这类设备，并且把它用于购物。 

语音平台仍处于非重点地位并不会阻止零售商关注这个领域，以避免错失早期优势。相

当数量的实体零售商会努力避免重复他们曾在电子商务滞后所犯的错误，以免二次错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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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激励措施将推动这些传统零售商与科技巨头合作，这些巨头在很多方面曾经都是他

们的竞争对手。在美国，Target已经与 Google Home合作，在英国，食品零售商 Morrisons

和 Ocado允许购物者通过 Amazon Echo购买产品。随着语音商务变得更加实用，更多的零售

商"被迫"不再担忧与潜在竞争者（例如亚马逊）合作。 

 

为有影响力的新品牌寻找发展空间 

品牌所有者和零售商寻求与大 V 的紧密合作，当购物者寻找在一些产品中决策购买时，

大 v的意见变得更重要了。  

大V能够为零售商带来很大流量，据数字市场情报公司SimilarWeb称：Nordstrom.com，

Revolve.com，Net-a-Porter.com，Shopbop.com 和 Sephora.com 的所有美国桌面流量中约

13％-18％来自大 V推荐，并且移动流量的数字更高。  

因此，品牌纷纷与有影响力的大 V 合作。据网络数据公司 L2 称，70％的消费品品牌正

与 Instagram 上的红人合作。奢侈品的这种合作高达 91％，运动服装的合作高达 84％，美

容合作高达 83％。据营销机构 Mediakix 称，各种品牌将在 2018 年在 Instagram 影响力市

场上投入 15亿美元。  

今年，我们希望企业合作能够超越背书或产品布局，例如在新产品发布上能进行更紧密

的合作。 例如亚马逊，它与德鲁巴里摩尔合作，于 2017 年 10 月推出 Dear Drew 服装和生

活品牌。  

下图显示婴儿产品和玩具、美妆和个护的品牌也是顾客看重的，它们的市场很重要，但

是主导的品牌数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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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通过合作使跨境电商降低成本 

跨境电商于在线销售总额的比例会进一步提升，促使更多品牌和零售商寻找能够帮助他

们更有效跨境出售的平台。  

跨境电商务已经蓬勃发展，2018年可能会有更大增长 ，占据电子商务的比重也会提高。  

跨境电商的驱动因素之一是第三方卖家市场增长;直销品牌的扩张（这些品牌的产品通

常之间从中央仓库派发）;中国电子商务的持续增长，因此消费者更多追求国际品牌;以及线

上购物活动的增加，如亚马逊的 Prime 会议，阿里巴巴的 11.11 全球购物节和京东商城的

8.8事件。 

欧盟正在努力使快递公司的成本更加透明，并加强对跨境快递费用的监管，以此来支持

跨境销售。  

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预测，到2018，跨境零售电子商务在中国的销售额将增长15％，

达到 1155亿美元。  

联邦快递预测，到 2022年，跨境购物将占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的 20％，这其中很大部

分是亚太地区的进出口。 

但是，跨境销售的成本很高，不仅仅是运费成本，还包括退货成本。在购买跨境商品时，

顾客会希望获得和国内产品相同的退货服务，这给零售商增加了压力。  

我们认为更多的零售商会在 2018年寻求服务商支持其跨境业务：  

•   零售商将转向国内服务提供商来管理在其国内的业务。在那里，美容零售商

Feelunique 已经使用服务提供商 Azoya 来管理其中国电子商务运营的各个方面，包括营销

和获客，客户服务，支付支持和最后一英里送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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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零售商和品牌可能转向物流服务的第三方，以协助产品退换。 诸如 ZigZag 

Global 等公司提供物品打包合并、检查、清算或转售服务，使得退货流程更加高效，也降

低了成本。 

•   零售商也可采用特定的技术和服务来最大限度地降低退货率, 例如 True Fit 等服

装配饰服务，可帮助购物者在网上购买时装时选择合适的尺码。 

 

17. 增强技术来提高供应链生产力 

对于零售商来说，今年人工智能在库存管理方面会产生很大收益。再加上更多地使用机

器人和区块链的服务，AI技术将提高供应链生产力。 

机器人的使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零售业中使用人工智能正变得司空见惯，特别是在

客户服务应用中。2018年传统零售企业也会大规模购入这些技术产品。 

食品零售商和技术公司 Ocado现在可以在五分钟内按订单拣货，而不是以前的两个小时。

据 Quartz 预测，12 月份机器人可能会占据亚马逊全部“雇员”的 20％。在人工智能方面，

像 Deliveroo 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已经使用 AI 来优化基于历史送货路线数据，同时也考虑到

天气和交通因素。  

在 2018年，我们会看到长期以来不太注重技术的零售商试图通过转向 AI、机器人和区

块链服务来进行竞争。 他们会效仿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的例子： 

人工智能公司已经向包括杂货连锁店和常规零售商提供基于需求的自动补货和价格优

化等服务。  

法国的 Groupe Casino 最近成为第一个授权 Ocado履行中心的非英国零售商。 

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将为传统零售商减少库存，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全价销售，并提供购

物者习惯于从技术为主的竞争对手那里接受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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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鞋类品牌的按需定制更接近消费者 

随着设计师和制作者产出更多类似织物的材料并缩短印花服装的时间，服装的 3D 打印

将变得更加可行。  

随着印刷速度的提高，针对大众市场品牌和零售商的服装和鞋类的 3D 打印正成为更可

行的选择。从长远来看，3D打印可能会革新时装行业原有的格局。 

时间是 3D 打印的重要因素。 2017 年 12 月，时装设计师 Danit Peleg 在新闻网站

Motherboard 上表示，打印一件衣服，可以从 2016 年的 300 小时降至现在的 100 个小时，

Peleg预计 2018年的时间将缩短至 50小时。 

用于 3D 打印服装的材料也在不断改进，尽管它们还没有传统面料，例如棉花和羊毛的

手感，当然这也成为这种打印方式没有被更广泛接纳的原因。材料中缺乏类似织物的手感却

导致鞋类 3d打印流行起来，因为鞋类正需要硬的感受。  

耐克已开始使用 3D 打印技术开发鞋原型，与法国 3D打印公司 Prodways 合作，该公司

使用热塑性聚氨酯材料生产 3D 打印的鞋外底、中夹层和鞋垫。一旦开发完成，这个过程将

有助于减少制造时间并加快其上市速度。  

2017年，阿迪达斯推出了第一款 3D打印鞋类产品 - Futurecraft 4D，计划于 2018年

底前生产 100,000 双。公司已与硅谷初创公司 Carbon 合作，制作鞋的中夹层。阿迪达斯公

司称，该公司将根据客户的个人数据，使用该技术定制鞋子。  

Under Armour已经推出了两款限量版鞋履系列，包括未来派和 ArchiTech 系列的 3D打

印鞋底。  

同时，创新的初创公司正在将 3D打印整合到新的生产模式中。例如供应部于 2017年在

波士顿旗舰店推出了 3D机器人编织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台可以印刷大件衣服的店内机器。  

3D打印服装占据市场将是渐进式的，我们不认为消费者在 2018年底前就可以打印自己

的服装。但是鞋类大牌已经使用 3D打印技术，今年也会增大其在市场的占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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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奈雪的茶」获天图投资 A+轮融资，估值 60 亿元成茶饮行业独

角兽 

来源：36Kr 

36氪获悉，新茶饮品牌奈雪的茶已完成数亿元 A+ 轮融资，投资方为老股东天图投资，

据求证奈雪本轮投后估值达 60 亿元，成为公开资料中茶饮行业首个独角兽。 

36氪曾多次报道奈雪的茶，这个主打“茶+软欧包”双品类模式的品牌来自深圳，由彭

心、赵林夫妇创建。在过去数月，奈雪最大的动作是由广东向全国拓展，目前已经在北京、

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重庆等全国 13 个城市设有门店。目前，奈雪的茶在深圳有 40 家

门店，全国有 50 家门店。 

奈雪的茶采用大店模式（门店超过 200 平米），每家店都由不同设计师设计，结合生活

美学场景。据了解营业状况良好的门店月流水在百万以上。 

 

天图投资合伙人潘攀认为，茶饮是个巨大的市场，同时茶的基因在中国人骨子里，符合

现在中国文化崛起的趋势。奈雪的茶团队有很强的创造力，并且在提高消费者体验方面做得

很极致，并不把利润放在第一位。以上都是天图看好茶饮市场和奈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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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彭心告诉 36 氪，本轮融资将用于团队建设、中央工厂建设、上游等供应链建设、

IT 系统搭建以及门店拓展。“我们很清楚，当我们走向全国，一方面要保持创新力，另一

方面要快速迭代企业的综合能力：如何持续培养人才，如何建设企业文化，如何建构持续稳

定的供应链，如何经营好和顾客的关系……是很多维度的事。” 

 

彭心认为，创新是奈雪的长处。在奈雪初创时将茶与软欧包结合，主打的是水果与名优

茶，去年则主推各种奶盖与鲜果茶结合。2018年奈雪希望主推的新产品有三类： 

首先是中国名优茶。奈雪通过几年的上游积累资源，寻找各产区代表的中国传统名优茶

（比如福建的岩茶，江浙的绿茶，台湾的乌龙），以契作或买断的方式直接与产地合作，通

过工艺改良形成独特风味，同时保证品质稳定，再研发制成适合年轻消费市场的纯茶或果茶

产品。 

 

其次是零售产品。在上述名优茶的基础上进一步优选，做成零售茶礼盒，以节日、节气

主题售卖。彭心认为，零售产品的销售能反映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能进一步融入消费者日

常生活，触达更多消费场景。 

另外，奈雪还推出了结合中国菜的软欧包。比如已经推出梅菜扣肉馅料软欧包，听起来

有些“黑暗料理”，但彭心解释说，软欧包本来就是生活化的产品，以前结合水果蔬菜，现

在希望结合中国传统菜品，梅菜扣肉款的销售反馈实际上很不错，未来会开发更多款式。 

 

彭心认为，餐饮行业产品易被模仿，但企业初心和组织能力是难以模仿的。从上述产品

研发的方向来看，奈雪在产品、品牌上强调中国茶、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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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氪曾多次报道奈雪的茶，这个主打“茶+软欧包”双品类模式的品牌来自深圳，由彭

心、赵林夫妇创建。在过去数月，奈雪最大的动作是由广东向全国拓展，目前已经在北京、

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重庆等全国 13 个城市设有门店。目前，奈雪的茶在深圳有 40 家

门店，全国有 50 家门店。 

奈雪的茶采用大店模式（门店超过 200 平米），每家店都由不同设计师设计，结合生活

美学场景。据了解营业状况良好的门店月流水在百万以上。 

天图投资合伙人潘攀认为，茶饮是个巨大的市场，同时茶的基因在中国人骨子里，符合

现在中国文化崛起的趋势。奈雪的茶团队有很强的创造力，并且在提高消费者体验方面做得

很极致，并不把利润放在第一位。以上都是天图看好茶饮市场和奈雪的原因。 

CEO 彭心告诉 36 氪，本轮融资将用于团队建设、中央工厂建设、上游等供应链建设、

IT 系统搭建以及门店拓展。“我们很清楚，当我们走向全国，一方面要保持创新力，另一

方面要快速迭代企业的综合能力：如何持续培养人才，如何建设企业文化，如何建构持续稳

定的供应链，如何经营好和顾客的关系……是很多维度的事。” 

彭心认为，创新是奈雪的长处。在奈雪初创时将茶与软欧包结合，主打的是水果与名优

茶，去年则主推各种奶盖与鲜果茶结合。2018年奈雪希望主推的新产品有三类： 

首先是中国名优茶。奈雪通过几年的上游积累资源，寻找各产区代表的中国传统名优茶

（比如福建的岩茶，江浙的绿茶，台湾的乌龙），以契作或买断的方式直接与产地合作，通

过工艺改良形成独特风味，同时保证品质稳定，再研发制成适合年轻消费市场的纯茶或果茶

产品。 

其次是零售产品。在上述名优茶的基础上进一步优选，做成零售茶礼盒，以节日、节气

主题售卖。彭心认为，零售产品的销售能反映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能进一步融入消费者日

常生活，触达更多消费场景。 

另外，奈雪还推出了结合中国菜的软欧包。比如已经推出梅菜扣肉馅料软欧包，听起来

有些“黑暗料理”，但彭心解释说，软欧包本来就是生活化的产品，以前结合水果蔬菜，现

在希望结合中国传统菜品，梅菜扣肉款的销售反馈实际上很不错，未来会开发更多款式。 

彭心认为，餐饮行业产品易被模仿，但企业初心和组织能力是难以模仿的。从上述产品

研发的方向来看，奈雪在产品、品牌上强调中国茶、中国文化。 

前文提到，除了保持创新力，面对全国性的跨区域经营，还需要应对的是团队培训、企

业文化建设、供应链建设等多方面综合能力。以团队系统搭建为例，彭心介绍了奈雪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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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1）建设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清晰的团队使命、价值观会影响所有人的日常行为。所有

新加入奈雪的经理、总监级员工都要在门店服务顾客，学习最基础的岗位操作，通过考核后

才能开展本职工作。 

2）总部和各个区域团队搭建要超前。同时总部要给各区域赋能、提供帮助，比如由于

北京门店人员难招聘，总部每两个月会流转几十个人去北京支援。 

3）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公司始终提供不断学习的课程和机会。由于每个企业都有

独特性，要让人才加入后了解公司。 

和 TMT投资不同，消费品牌、零售业态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更耐心的等待。近年茶饮

市场的火爆催生出了一个小风口，当优质品牌崭露头角、资本关注并加码之后，必然也会加

快行业原有的发展速度。不过，和 TMT领域容易转瞬即逝、过度泡沫的风口不同，消费领域

的风口本身就是稳定的生意。潘攀认为，由于优质消费品牌现金流良好，因此作为投资方要

把握时间窗口，估值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要用实际行动做长期的价值投资者。（潘攀举例

说，目前周黑鸭已经上市一年，天图投资并未卖出任何股份）。 

3、京东开了间刷脸支付的无人快闪店，但还做不到真正“无人” 

来源：创业邦 

3 月 29 日晚，京东在广州中华广场开出了第一家快闪店，取名叫“JOY SPACE 无界零

售快闪店”。 

JOY SPACE 将以 7 天为一个周期，相继出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广州这家快闪店正式的

营业时间是 3 月 30 日到 4 月 6 日。爱范儿有幸受到邀请，提前进店体验了一把。 

 

京东的快闪店主打无人零售概念，与其他无人店类似，进店之前需要先进行一次账号的

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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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腾讯亲密的合作伙伴，这次京东不仅支持用自家 app 认证身份，也上线了“京东

X无人超市”的小程序，用户可以直接用微信扫描门口二维码，将小程序绑定京东账号、开

通免密支付后，就会得到一枚用于身份识别的二维码，在门口的闸机上扫码并完成人脸识别

后即可进店。 

 

JOY SPACE 的面积约为 150 平米，商品以美妆、日用品、零食为主，京东不久前上线

的自有品牌“京造”也出现在了店内，可以看作是一个高配版的便利店。 

 

美妆区还配备了两面“魔镜”，顾客可以对照镜中的影像，进行虚拟“试妆”，对比不

同口红色号、粉底的上妆效果。镜子旁还放置了一台京东的智能音箱，可以针对顾客提出的

肤质、搭配问题给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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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内还安放了一块互动屏幕，顾客可以在这查看自己在系统里的用户画像，获取商品推

荐。 

结账时，则需要穿越一小段“隧道”，隧道里的屏幕会自动显示你所购买的商品，完成

扣款后，出口自动打开，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一次剁手。 

 

京东的工作人员告诉爱范儿，商品的自动识别是借助 RFID（射频识别）技术实现的，

现场每件商品都贴有一个 RFID 标签，这也是目前无人店采用较多的方案。 

 

不过可能因为快闪店仍处于试营业阶段，难免还是有状况发生。比如有的顾客在支付时，

系统就一直无法识别其身份；而爱范儿遇到的问题则是在拿了 4 件商品的结账时，系统只

识别出 2 件。所以现阶段，无人店肯定还是无法做到真正“无人”。 

JOY SPACE 并不是以电商起家的京东第一次来到线下。早在去年年初，京东线下实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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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现在了北京朝阳区一家永辉超市的内部，起名为“京东·京选空间”，但主要以 3C 电

子产品和部分“全球购”商品的展示为主，还未涉及到太多新技术的应用。 

 

而自从去年下半年提出“无界零售”概念以来，京东在线下就愈发活跃了。先是在“双 

11 ”当天搞出了 1111 家京东便利店同时开业的大阵仗，接着又在 12 月底开出了首家生

鲜超市“7FRESH”，京东 X无人超市也先后在各地开张，今年据说要开 100 家。 

至于快闪店，京东打算将它作为一个长期持续的项目，未来”JOY SPACE”快闪店活动

将陆续全国各地开展，计划逐步扩展为包括综合店、品牌定制店、主题店在内的，具备更丰

富模式的常态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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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节能环保行业 

【本期热点】 

1、PPP 项目库整改进行时，环保类项目刚需强、受影响小 

民生证券  2018-3-9 

一、PPP 清理整顿进行时，出库项目过半为交通运输和市政工程类，甘肃、新疆、内蒙、云

南为重点规范区域 

2 月总库中共有 758 个项目退库，受春节假期影响节奏较 1 月有所放缓。根据我们的

统计，财政部 PPP 项目库 1 月退库项目 1173 个，对应投资额 12830 亿元，2 月退库项

目 758 个，对应投资额 6163 亿元，1、2 月退库总额分别占当月初在库总额的 7.23%和 

3.43%，2 月受春节假期影响清库节奏有所放缓。而根据 CPPPC 第八期季报披露，2017 年

前三季度退库项目共 973 个，与 1、2 月单月退库数量相当，规范化进程下退库速度明显

提升。92号文要求 3 月 31 日前完成本地区项目管理库的清理工作并向金融司备案，逾期

未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地区将被暂停新项目入库，考虑到春节假期的影响，3 月项目退

库速度或进一步加速。 

 

（一）70%以上的退库项目位于识别阶段，过半为交通运输和市政工程类项目 

绝大多数退库项目耗时超 2 年仍处于识别阶段。从 1、2 月份退库项目的阶段占比来

看，识别阶段项目总额占比均超过 70%，1、2 月退库项目平均发起时长分别为 792、802

天，中位数 773、837 天，均超过两年，由此可见大多数退库项目是推进较为缓慢、难以获

得实质性进展的项目。此类项目的出库，将提升项目库入库项目的合规性，也有利于各方将

更多的精力花在推动合规项目落地上面，推动项目库落地速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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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月份出库项目以交通运输和市政工程类为主。主要原因为这两类项目基数高，单

个投资额大，有轨电车、地铁、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类项目的出库，对这两类项目出库投资

额贡献比例较高。而从退库项目额占该类行业投资额比例来看，两个月份居于前三的行业未

见重复，1 月份为林业、农业和能源类，2 月份为保障性安居工程、旅游和医疗卫生类，2 月

份主要还是受春节假期影响各行业清库比例都不及 1 月份，最终结果还需要看 3 月份进展。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108 

 

 

 

（二）从地区分布来看，甘肃、新疆、内蒙、云南为重点规范区域 

新疆出入库项目变动频繁，甘肃、内蒙古、云南退库额较大，PPP 投资总额过万亿省份

中贵州、四川、河南和山东出库投资额占比较低。从各省份的情况来看，新疆地区的项目存

在项目库频繁变化的情况，出库较多的同时新入库项目也较多，除新疆外，退库项目总额占

比较大的区域包括了甘肃、内蒙古、云南等财政实力较弱的省份。而 6 个 PPP 投资额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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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省中贵州、四川、河南和山东现阶段出库比低于区域平均水平，对此我们认为，一方面体

现出本轮项目退库更多基于项目适用性、规范化、地方政府支付实力等综合性考量，而非单

一考虑当地 PPP 项目总量，另一方面也存在部分区域规范化进程滞后的可能，3 月清库进

程可能加快。规范化进程结束后，在库 PPP 项目回款质量有望获得提升，利好行业长期发

展。 

 

 

（三）环保 PPP 项目需求刚性，整顿规范影响小 

1、2 月份广义环保项目共退库 243、167 个，对应投资总额 1061、487 亿元，分别占

当月初行业在库总额的 7.38%和 3.46%，出库比例相对较小。环保退库项目中，处于识别阶

段的占比高达 80%和 73%，与总库的情况相比识别阶段占比更高，说明行业落地项目质量高

于 PPP 项目平均水平。而细分到二级行会的话，1-2 月份均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污水

及供水类项目为主，其中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类项目因为单个项目投资体量大，而对广义环

保类项目出库影响贡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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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 2018 年 1 月份， 2 月份执行阶段出库项目区域集中特征明显。1 月广义环保

类出库项目中，包含 15 个执行阶段项目，单个项目投资额均值为 2 亿。2 月广义环保类

出库项目中，包含 7 个执行阶段的项目，其中 5 个来自于山东菏泽市，另外 2 个来自于

新疆，出库情况可能与当地财政情况关系较大。其中总额最大的为 25 亿元的山东省菏泽市

郓城县城区生态水系综合治理项目，从该项目招标书中“项目经济效益分析预测: 收益来源

主要为周边土地增值收益及部分土地商业开发收入”的表述来推测，该项目回款与土地出让

关联度较大、商业属性较强，属于目前较为审慎的项目类型。此外，截止 2 月份菏泽市在

库项目共计 227 个，总投资额 1895 亿，《关于菏泽市 2017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年预

算草案的报告（摘要）》显示，2017 年菏泽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7 亿，加税收返还和各

项补助及上年结转收入等 394 亿，收入共计 581 亿，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81 亿，处

于收支平衡状态，若按照 PPP 项目还款时长 30 年计算，该市项目已然接近 10%支出红线，

未来不排除该市会继续有项目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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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综合治理类项目出库额较高，总体而言环保类项目刚需强，受影响小。我们

用二级行业退库总额占行业全部退库总额比例与二级行业投资总额占环保行业投资总额的

比例进行比较，观察本轮退库中环保二级行业的情况，发现：①海绵城市、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下的综合治理类项目出库投资额较高。海绵城市单个项目投资额较大，与其他二级行业

项目相比落地相对困难；“综合治理”分类下的项目存在发起动机多样、投资体量较大的问

题，社会资本方参与时还需要仔细甄别合规性及风险点，如本次出库的浔龙河生态示范点项

目，总投资 51 亿，位于湖南省长沙县，由湖南浔龙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某公司共同投建，

将农民手上土地盘活流转后，发展农业、生态休闲旅游业及康养业，难以体现社会公益性，

与环保关联性较弱；②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下的其他类项目及能源下的生物质能类项目，出

库投资额占月初该子行业投资总额的比例较高，主要原因为这 2 个二级行业投资总额小所

致；③环保类 PPP 项目整体出库比例较小，仍是当前公共服务类项目中刚性需求最为强烈

的子板块之一，水环境保护及垃圾处理类的项目，投资额大，运营服务周期长，同时还要求

较高的专业素养，现阶段 PPP 模式仍为其最佳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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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库总额微增，储备库减少管理库增加，项目从采购逐步往执行阶段推动 

（一）2 月新增落地投资额持续回升，项目库总量稳步提升 

截止 2018 年 2 月末，财政部 PPP 项目库在库项目总数为 14131 个，投资总额 18.29

万亿，2 月单月净增投资金额 2091 亿，环比 1 月有所下滑，有春节假期影响因素在；当

月新增落地项目总额 2680 亿，继 2017 年 12 月单月新增落地项目总额大幅下滑后连续两

月回升，考虑到春节的影响，未来落地项目增速回升的情况可能比当前数据显示的更好。在

库总额增长放缓叠加新增落地总额持续回暖，2 月广义、狭义落地率分别为 27.62%、44.64%，

单月提升 1.1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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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库增加储备库减少，项目由准备阶段向执行阶段推动 

2 月管理库投资总额上升 3444 亿至 11.32 万亿，储备库投资总额下降 1352 亿至 

6.97万亿，连续 5 个月维持管理库总额上升、储备库总额下降的趋势，存量项目的规范和

消化是目前规范化进程下 PPP 项目库的最主要议题。 

准备阶段项目占比持续下降，采购和执行阶段项目占比持续提升，未来趋势有望延续。

分阶段来看，2 月管理库准备/采购/执行阶段项目总额分别为 2.65、3.61、5.05 万亿，当

月新增金额为 453、1578、2680 亿元，管理库占比分别为 23.44%、31.92%和 44.64%，同

比变化为-0.32%、0.44%和 1.04%，准备阶段占比下降、采购和执行阶段项目占比上升，基

本在延续前 4 个月趋势。我们前期报告中预计未来项目总库规模微增，储备库项目减少，

管理库项目增加，并会逐步从采购阶段进入执行阶段，项目落地率将得到明显提升的观点得

到验证，这一趋势未来有望继续延续。 

 

三、环保 PPP 项目落地率居领先地位，市场空间仍在释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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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保 PPP 项目落地率稳居行业第二 

截止 2 月末，广义环保投资总额 1.96 万亿，落地总额 6866 亿元，当月新增投资额、

落地项目额分别为 285、253 亿元，环比一月有所回落。广义、狭义落地率分别为 35.07%、

52.09%，均高于平均水平 7.45 个百分点，在千亿以上落地金额的一级行业中仅次于市政工

程。生态环境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是新经济增长形式下的客观要求，即便未来

基建投资存在下行可能，环保投资仍将维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类环保 

PPP 项目仍将维持较快的落地速度。 

 

 

（二）万亿水治理项目亟待落地，环保市场仍在稳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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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储备方面，截止 2 月末，环保在库识别+准备+采购阶段项目总额 12711 亿元，储

备库和管理库各占 50%，其中水治理相关项目总投资额 10413 亿元，占比 81.92%。2 月 6 

日，财政部第四批国家示范项目名单出台，与第三批项目相比入选项目数量减少，更为强调

项目规范性和高质量，而环保类项目个数占比近 40%，彰显刚性需求及高项目质量。相信在

新的水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政策的保驾护航下，2018 年水生态治理市场仍将持续释放，在

示范效应的引领下未来落地率仍将加速。 

 

四、投资与建议 

92 号文要求各地方政府于 3 月 31 日前完成本地区项目管理库的清理工作并向金融

司备案，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地区将被暂停新项目入库，预计 3 月 PPP 项目库

清理进程将加速。从目前清理的趋势来看主要是对在库时间长还处于识别阶段的项目进行清

理，对已落地项目的影响较小，项目类别目前以交通运输和市政工程类的项目为主，不合规

项目的出清有利于 PPP 模式参与各方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推进优质项目落地上来。环保

PPP 项目社会公益及刚性需求属性强，万亿水生态治理市场亟待落地，刚性需求支撑下未来

市场空间仍将稳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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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1、农村人居大变身，污水治理在路上 

安信证券  2018-3-5 

1. 水环境“新蓝海”：农村人居大变身，污水治理在路上 

1.1. 圈重点：政策持续催化，敲定农村治污目标 

开年两大文件加持，为农村治污指明方向。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其中明确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以农村

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并明确提出畜禽粪污处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废弃农膜回收等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农村污水、垃圾治理迎来良机。 

农村人居环境大变化，重点治理污水垃圾。根据 2018 年 2 月颁布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指出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其中污

水治理即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开展卫生厕所建设改造和粪污治理，普及不同水平的

卫生厕所，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着力解决农村污水横流、水体黑臭等问题。 

 

政策渐趋深入，农村污水治理进入实质性落实阶段。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农村生

活污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为农村水环境改善奠定了政策基础。目前农村污水治

理市场正式步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家政策频出，区域性、落实性制度相继出台，

其中 2016 年十三五规划中正式将农村污水治理纳入国家规划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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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有可为：农村治污任重道远，千亿市场空间显现 

对比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农村污水处理率较低，任重道远。根据住建部数据，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我国村镇户籍总人口 9.58 亿，全国 68.7%的行政村有集中供水，其中 20%

的行政村已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对比分析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2016 年二者污水处理率

分别是 93.44%/87.38%，远高于农村污水处理普及率。 

 

千亿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百亿运营费用/年，农村污水治理空间可期。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的提出，使得村镇、农村污水治理成为行业新亮点。 

我们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以及住建部数据，从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和维护运营两个部分，分别测算传统污泥活性法和 MBR 两种处理方法下存在的市场空

间。其中通过未处理的农村污水量*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单位造价测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

市场规模；通过未处理的农村污水量*单位运行成本(元/吨/天)测算运营维护市场规模。 

未处理的农村污水量：主要根据农村人口数量*人均用水量*污水产生量*（1-农村污水

治理率）得到，根据 2016 年住建部数据，其中人均用水量取在建制镇、乡和镇乡级特殊区

域建成区加权平均值。经测算，得出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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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农村污水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市场空间预计为 1450-1807 亿；

每年运行维护费用空间预计为 126-140 亿。未来随着建制镇的增加，该空间将迎来增量空

间。 

1.3. 环保在路上：市场待破局，企业正发力 

我国人均水资源匮乏，南北分布不均，水供需关系紧张；与此同时又面临着水生态污染

严重、水环境质量差、环境隐患多等问题。在国家提出“美丽中国”、“绿水青山”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针对水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2015 年《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出台（即“水十条”），正式揭开了水环境治理的新篇章。在城市污水治理步入成熟发

展阶段，水治理正式从城市走向农村，农村污水治理市场正逐步发力。 

1.3.1. 农村污水治理技术路线成主要痛点 

目前，我国村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仅是 20%的水平，农村污水治理迫在眉睫。然而由于经

济发展不平衡使得村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入较少、人口分散使得现行污水处理工艺技术难

点凸显，致使目前已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率很低。 

现行技术中，主要包括集中式和分布式两大类处理手段。对于农村地区而言，由于分布

较为分散，其中分布式治理、就地处理成为重要的工艺要点。 

因地制宜、分布式治污、运行成本低和运营便捷是目前农村污水治理工艺应满足的主要

条件。就目前现行状况而言，农村污水治理的工程量大需求复杂以及农村污水治理工程的单

位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高是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资金、运营以及技术能力无法匹配巨大的

治污需求，导致农村污水治理工作推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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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实践存在误区，因地制宜是王道。农村污水治理过程中，面对“五花八门”的技术，

因地制宜才是硬道理。具体而言，即实现生产制造、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的规模效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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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运行费用。各地区应根据具体情况，如村民居住的密集程度、用水量等因素选择污水

处理设施，不再让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成为摆设。 

 1.3.2. 资金难点凸显，PPP 模式破解行业难题 

农村污水治理过程中，资金瓶颈的矛盾最为突出。主要体现在总量不足、资金供给强度

不足以及可持续差三方面。具体而言，我国农村污水治理的投入主要来源于县级政府财政，

然而县级公共财力不足、农村居民支付能力有限且缺乏为污水治理付费的意愿，导致资金供

给的强度不足、部分工程预算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被任意截留。再加上缺乏制度性的、可持

续性的安排，大部分地区仅依靠少量补助经费，无法满足设施正常运行需要。 

 

PPP 模式涌现，成为目前农村污水治理市场中主要方式。2017 年 7 月财政部等四部委

联合发布《关于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 PPP 模式的通知》，要求政府参与

的新建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 PPP 模式；有序推进存量项目转型为 PPP 模式，未有

效落实全面实施 PPP 模式政策的项目，原则上不予安排相关预算支出。 

PPP 项目“打捆”方式频现，厂网一体化趋势加强。由于农村污水处理规模较小、分布

分散等特点，从项目的成本以及运营管理出发，目前农村小城镇 PPP 模式较多采用打捆的

方式来实施，即进行整个城镇各个乡村的整体治理，既可以实现规模效应、也便于后续的具

体运营管理。除此之外，目前厂网一体化趋势正在逐步加强，PPP 项目中越来越多的把农村

污水处理厂和管网进行整体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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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多方势力涌入布局，农村污水治理“好不热闹” 

农村污水治理在政策推动下愈渐“火热”，多方势力入局，农村污水治理正式提上日程。

随着政策持续出台，特别是 2018 年开年两大文件加持，农村水污染治理在 2018 年开年

“被点名”。面对巨大的市场蛋糕，各大环保企业已经布局良久，涌入该市场。一方面是由

于目前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市场渐趋于饱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村污水处理千亿产值的市场

空间。纵观农村污水治理产业链公司，以大型综合水治理运营商和拥有农村污水治理核心技

术企业为主，其中 A 股环保公司大多数早在 2016 年开始布局，目前已经进入成熟发展阶

段，开始承接 PPP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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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推进三大战役，财政倾斜利好环保投资——2018年环保行业

两会解读 

光大证券  2018-3-5 

事件：3 月 5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

作报告。其中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总结和部署，未来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环境治理工作

将继续统筹部署，深入推进。 

过去五年环保工作成效显著，未来方向不变。过去五年，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

平均浓度下降 30%以上，71%的煤电机组实现超低排放。能源结构优化，煤炭消费比重下降 

8.1%，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高 6.3%。提高燃油品质，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2000 多万辆。

加强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防治和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河长制、湖长制相继出台。 

2018 年专项债大幅增加，财政倾斜利好环保领域投资。报告提出，健全规范地方政府

举债融资机制，2018 年安排地方专项债券 1.35 万亿元，比去年增加 5500 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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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69%。专项债增加有利于地方政府规范融资渠道，开正门堵偏门，降低地方举债成本，同

时有利于支持环保、民生及新兴产业投资。此外，目前无论从财政支出、还从项目推介情况

看，也在向环保倾斜。1 月 25 日，财政部公布 2017 年财政情况，全国一般财政支出 20.33 

万亿，节能环保支出 5672 亿元，增速 19.8%，占比 2.8%。2 月 6 日，财政部公布了第四

批 PPP 示范项目名单，项目实际属性共有多达 153 个项目属于环保类项目，项目金额达 

1387 亿元，分别占项目总数量和总金额的 39%和 18%。 

巩固蓝天保卫战成果，非电领域大气治理再度升级。2018 大气治理工作仍为重中之重，

提出推动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实行限期达标。继京津冀大气污染

传输通道城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河南宣布全面实施特别排放、试点实施超低排

放后，已有河南、河北、上海、山东、浙江、天津等六个省市将超低排放写入地方标准。与

特别排放限制相比，超低排放标准更加严格，有望进一步提升非电领域大气治理热度，扩大

市场总量。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继续加码。报告提出稳步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推进“厕所革命”。PPP 模式有望成为解决农村水环境治理的主要路径，

未来该领域存在巨大的市场刚需，资金方面也有望对此倾斜。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中共有

农村水环境相关项目 35 个，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共 7 个。以“厕所革命”为核心，兼顾

农村环卫与农村生活污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 

投资建议：短期环保政策、重点行业事件及市场情绪转好利好整体板块；长期关注具有

一定成长性的细分领域以及提标带来行业新空间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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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发布 

国信证券  2018-3-12 

事件：国家能源局印发《2018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国家能源局印发《2018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5.5亿吨标准煤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14.3%左右，天然气消费比重提高到 7.5%

左右，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 59%左右。在能源改革创新工程方面，启动第三批增量配电业务

改革试点工作，推动南方(以广东起步)、蒙西 8 个地区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推进四川、

重庆等地方油气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及专项试点等。 

点评： 

总量目标：《意见》要求 2018 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5.5 亿吨标煤，对应增速 

1.3%，并提出研究编制 2050年能源发展战略纲要。 

天然气工作目标亮点：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目标 7.5%，折合年消费量约 2600 亿

方，对应年增速 9.3%，我们认为该目标或偏保守，以此速度 2020 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将

仅达到 3100亿方。2018年天然气产量目标 1600 亿方，同比增速降低 0.9个百分点至 7.6%。

我们认为 2017 年气荒引发的上游资本开支最快可能要到 2018 年底才能够较好体现。 

《意见》提出“积极推动《石油天然气法》的制定工作”，这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天

然气行业基础法。《意见》提出加强管网接收站互联互通，降低非居民终端气价，增加国内

第四个煤层气开采基地，以气定改推进煤改气。利好行业上游与下游稳定成长。 

《意见》在储气调峰领域提出“加快文 23 储气库、新疆油田克 75 井区储气库建设，

2018 年底前具备注气条件”。在城市储气库建设受到投资额和商业模式持续制约的情况下，

大型储气库将是短期内调峰的主要手段。中石化文 23 储气库工作气量 40 亿方，相当于北

京供暖期近 1个月的用气量，对北方保供战略意义重大。 

电力工作目标亮点：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7.4亿千瓦，增速 7.2%低于此前 5年 16.1%

的 CAGR。非化石能源发电量 2万亿千瓦，增速 7.1%低于此前 5年 12.0%的 CAGR。明确提

出加快乌东德、白鹤滩、四川水电的外送通道建设。提出“深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提高电

力市场化交易比重，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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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材料行业 

【本期热点】 

1、中科大、合工大、哥大等中外高校的 10 大氢能技术突破 谁能抢

先攻克“终极能源”？ 

发表时间：2018-3-9 来源：新材料在线 

2月 11日，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正式成立，我国氢能及燃料电池

产业加速发展，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时代正在开启。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学技术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发表主旨演讲表示：“氢

能是高效清洁能源载体，具有许多无可比拟的特点。” 

氢能被称为 21世纪的“终极能源”。国际氢能源委员会的调研报告显示，预计到 2050 

年，氢能源需求将是目前的 10倍。不过，氢能源市场前景虽然光明且已有多个国家出台了

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但在商用化道路上，如何廉价地大规模制氢等难题仍待破解。 

高校作为科研主力军，在推动氢能普及上一直走在前面，新材料在线®此次整理了近三

个月国内外高校在氢能源研究方面的技术突破，以飨读者。 

以下以技术突破发布时间为倒序，排名不分先后。 

1. 新型高产氢气催化剂诞生 氢燃料电池成本有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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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这些有颜色的无机“花”是由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Stanley Chou和加利福尼

亚大学 Merced的同事 Vincent Tung以喷墨印刷工艺制造出来的，该工艺使用二硫化钼作为

“开花”的氢气催化剂，比铂更便宜，而且效率相当；图片来源：phys.org 

12月 8 日消息，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主导了一项旨在降低氢燃料电池

成本的研究，他们使用一种便宜的化合物构建了类似于植物叶子的不平坦表面。增大表面积

有助于像铂一样有效地催化氢气。该工作有助于更经济地使用氢燃料汽车，因为排放的是水

而不是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 

研究人员已申请了喷雾印花工艺的联合专利，该工艺利用廉价的二硫化钼。与其他二硫

化钼结构相比，涟漪“叶”增加的表面积产生了三倍的催化接触点，创新点在于可以处理比

铂更高的温度，而无需烧结和上胶。 

2. 新型双原子材料氢空燃料电池将已有最高活性提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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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2月 8 日消息，iChEM研究人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宇恩教授课题组与西安交通大学

常春然副教授（通讯作者）等合作，成功利用双溶剂法首次合成了一种双原子 Fe,Co固载在

多孔的氮掺杂碳上的电催化剂，并将双原子材料用于氢空燃料电池和氢氧燃料电池方面。该

研究成果成功应用双原子催化剂作为燃料电池的阴极催化剂，大幅度降低燃料电池中的催化

层成本，为燃料电池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可能。相关研究成果已发布于《美国化学会志》。 

吴宇恩教授课题组的研究成功实现 0.98 W cm-2的氢氧燃料电池最高输出功率，及 0.51 W 

cm-2的氢空燃料电池最高输出功率并稳定运行 100小时以上。在目前已报道非 Pt 催化剂中，

该双原子材料的氢空燃料电池的性能最高，并将已有的最高活性提高 20 %。 

3.镍、铁、钴也能制氢？研究人员利用太阳能分解水产生氢燃料 

 

图片来源：cnBeta.COM 

 

12月 9 日消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能够利用太阳能来创造和储

存能量的新型装置。该设备可以高效地创建和储存能量，并可用于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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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创造氢燃料。该研究被认为可以使氢气车负担得起，因为它可以使用镍，铁和钴生产氢

气。这些元素比目前氢气生产中使用的铂和其他贵金属要便宜得多。 

该新型装置具有第三电极以及氢燃料电池和超级电容器中常见的正极和负极。该第三电

极充当用于储存能量的超级电容器并且用作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的装置。且三个电极可连

接到作为主电源的太阳能电池。 

4. 可电解海水并收集氢能源的“太阳能浮动平台”方案 

 

原型设备采用硫酸（而不是海水）来电解产生氢气；图片来源：cnBeta.COM 

 

12月 19日消息，哥伦比亚大学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种提升效率和降低设备的氢气制备

装置，该设备是一个可以漂浮在海面上的太阳能工作台。研究人员开发出的不需要一层隔膜

的电解水方案，意味着可以在海面上进行部署。相关研究成果已发布于《国际氢能》。 

论文一作 Jack Davis 称，在没有隔膜的情况下，也能够安全地演示这款设备，这让电

解海水的应用离我们又近了一步。充当“人工光合作用”的太阳能“发电机”，与自然界植

物扮演了同样的功效，该设备或许开启了一种产生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新机遇。 

5. Hybrid-SOEC固态电解槽：制氢效率提升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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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cnBeta.COM 

 

12月 29日消息，韩国蔚山科学技术大学、韩国能源研究所及淑明女子大学的研究人员

开发出了一套基于现有“固体氧化物电解槽”打造的更高效率的水电解系统——Hybrid-SOEC。

该系统充分利用了固态电解槽的所有优点、提升了制氢的效率。相关研究成果已发布于《纳

米能源》。 

Hybrid-SOEC 采用了由层状钙钛矿物制作的混合离子导体和电极，在 1.5V 的电压和 

700 ℃（1292 ℉）的温度下，每小时可生产 1.9 升（0.5 加仑）的氢气，效率是现有系统

的四倍以上。 

6. 新型二氧化钛表面室温下可光催化分解水制氢 

 

图片来源：网络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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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日消息，合肥工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周如龙副教授课题组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

学林肯分校曾晓成教授课题组合作构建了一种新型的锐钛矿二氧化钛表面模型，可实现二氧

化钛可见光吸收及催化活性大幅提升，为清洁能源开发提供了新路径。相关研究成果已发布

于《先进功能材料》。 

研究人员采用第一性原理计算理论构建了一种新型的锐钛矿二氧化钛表面。模拟计算结

果表明，该表面具有合适的禁带宽度，可大幅提升可见光吸收效率，且化学反应活性极高。

同时，该重构表面在富钛环境下能量更加稳定，可在低氧压和较高温度条件下制备。分子动

力学模拟表明，该表面模型可在室温下将吸附在表面上的水分子分解，表明该表面具有很好

的光催化能力，可用于光催化制氢，从而获得清洁能源。 

7. 远离二氧化碳！温泉水也能提取氢燃料 

 

图片来源：网络公开资料 

 

1月 8日消息，日本东北大学研究人员最新开发出一种利用温泉水提取氢燃料的技术，

在获取氢气过程中不产生二氧化碳，用这种方式制氢有助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未来期望可以

通过生成的氢气进行小规模氢燃料发电，使温泉所在地实现电力自给以及用于氢燃料电池汽

车。 

为了使天然温泉水与金属铝发生化学反应，研究人员让约 50摄氏度的强酸性温泉水以

每分钟 6升的流量通过一个含铝容器，约 3小时的实验中一共收集约 20升氢气。常用的甲

烷重整等制氢方式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而利用这种新方法获取氢气不会生成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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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廉价、高效的电催化析氢催化剂有望问世 

 

催化剂结构及电催化析氢反应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月 24日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和化学与材料科

学学院材料系教授陈乾旺课题组，以贵金属铱掺杂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作为前驱体，一步煅

烧制备了氮掺杂的类石墨烯层包裹铱钴合金核壳结构材料，在酸性电解质析氢反应中表现出

高活性和高稳定性。该工作为今后寻找更为廉价、高效的电催化析氢催化剂提供了新思路。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布于《先进材料》。 

铱钴合金可向表面活性位点转移电子，铱钴合金表面包覆的氮掺杂的石墨烯层类似“铠

甲”，利于防止合金内核被酸腐蚀。作为酸性析氢电催化剂（其中铱的含量仅为 1.56wt.%），

其塔菲尔斜率仅为 23mV/dec，达到 10mA/cm2电流密度时其过电位仅为 24mV，显示出与商用

的 20%Pt/C电催化剂可比的电催化析氢性能。 

9. 新型燃料电池催化剂可大幅节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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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嵌入活性纳米颗粒的人造碳纤维(上图)可以制成轻质柔软的结构材料(下图)。图片

来源：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1月 29日消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能源创新中心兼罗斯玛丽伯恩工程学院的温斯顿讲

席教授 David Kisailus领导的研究人员们开发出一种由多孔碳纳米纤维制成的、用于制造

聚合物电解质膜燃料电池的催化剂材料，研究中用到的纳米碳纤维一般是由储量相对丰富的

金属（比如钴，它的价格比铂便宜 100倍）制成的。聚合物电解质膜燃料电池是目前最有前

途的燃料电池之一，能将氢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来驱动汽车和电子产品。相关研究成果已发

布于《Small》。 

Kisailus和他的团队通过与斯坦福大学科学家合作，确定了这种新材料与工业标准铂

碳系统的表现平分秋色，但它的成本却比铂碳系统的成本要低得多。此外，催化纳米复合材

料的另一个好处是，石墨纤维特性使其具有一定的强度和耐用性，这令它不仅可以作为燃料

电池催化剂，还可以作为一种结构部件。 

10. 新型廉价催化剂或攻克制氢高成本难题 

 

镍铁催化剂的扫描图 ；图片来源：华盛顿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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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6日消息，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利用镍和铁这两种储量丰富的廉价金属，开发

了一种多孔纳米催化剂，这种催化剂的效果甚至比由贵重金属制成的催化剂更好，且该研究

的方法非常简单，整个过程只需要五分钟，可以轻松地应用于大规模生产。相关研究成果已

发布于《Nano Energy》。 

这种新型催化剂的外观就像一小块海绵，并且具有独特的原子结构和较大的表面裸露度，

因此可以利用比其它催化剂更少的能量来促进重要反应。试验中也证明，在 12 小时的稳定

性测试后，这种催化剂只消耗了很小一部分。 

 

【行业动态】 

1、柔性电子与脑神经的碰撞：新型柔性导电复合材料 

时间：2018-3-20 来源：新材料在线 

据麦姆斯咨询报道，瑞典林雪平大学首席研究员 Klas Tybrandt，最新研发了一项技术

可以实现长期稳定的神经记录。该技术基于一种新型的弹性复合材料，这种材料具有生物相

容性，并且即使当被拉伸到原始长度的两倍时，仍能保持较高的导电特性。这项研究成果是

由瑞典、苏黎世和纽约三地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完成的。这一突破性发现对生物医学工程中

的许多应用至关重要，相关文章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期刊《先进材料》上。 

电子元件与神经细胞之间的耦合非常有意义，它不仅能够收集脑细胞信号的信息，而且

可以帮助诊断和治疗神经紊乱和癫痫等疾病。 

而要实现电子元件和神经细胞之间长期稳定地连接且不损害神经元或组织是非常具有

挑战性的，因为柔软、弹性的人体组织和硬的、刚性的电子元件，这两个系统具有完全不同

的机械性质。 

“由于人体组织具有弹性且会移动，与刚性电子元件接触的表面会产生损伤和炎症。这

不仅会导致组织损伤，还会抑制神经信号，” Klas Tybrandt 说。（Klas Tybrandt是林雪

平大学北雪平校区有机电子学实验室柔性电子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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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中的柔性电极（图片来源：Thor Balkhed） 

 

新的导电材料 

Klas Tybrandt 研发了一种新的导电材料，如人体组织般柔软，并可拉伸两倍的长度。

这种材料由镀金的二氧化钛纳米线组成，嵌在硅橡胶中。这种材料具有生物相容性，这意味

着它可以与人体接触而不会产生不良影响，而且它的导电性随时间推移一直保持稳定。 

“这种柔性导电复合材料的微细加工涉及多个挑战。我们已经开发出一种制造小电极，

同时也能保持材料生物相容性的工艺。该过程使用的材料很少，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使用黄金

之类相对昂贵的材料，不用担心成本过高的问题，”Klas Tybrandt说。 

电极的大小为 50μm，彼此之间的间距为 200μm。其制造工序可在一个非常小的表面上

放置 32个电极。最终的探头宽度为 3.2mm，厚度为 80μm，如上图照片所示。 

这款柔性微电极已在林雪平大学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制成功，并由纽约大学和哥伦

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随后将其植入大鼠脑内。研究人员能够连续 3个月从自由活动的老鼠那

里收集到高质量的神经信号。这些实验都已经通过伦理审查，并严格遵循管理动物实验的规

定。 

重要的未来应用 

“当大脑中的神经元传递信号时就会产生一个电压，电极通过微小的放大器能够检测和

传输这个电压。我们可以看到信号来自哪一个电极，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判断信号起源于大

脑的哪个位置。这种时空信息对于未来的应用非常重要。例如，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引起癫痫

发作的信号在哪里开始，这是治疗癫痫发作的先决条件。另一个应用领域是脑机接口，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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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信号可以控制未来技术或假体。还会有许多有趣的应用，包括人体外周神经系统和它调

节各器官的方式，”Klas Tybrandt说。 

2、西班牙航空航天公司 3D 打印发动机燃烧室  

时间：2018-3-26 来源：材料科技在线 

Zero 2 Infinity（Z2I）是一家西班牙航空航天公司，使用 3D 打印作为其 Bloostar

气球辅助火箭的一部分，该火箭旨在发射重量高达 75公斤的卫星进入低地球轨道。 

西班牙非盈利安达卢西亚航空航天发展基金会（FADA）使用雷尼绍的 RenAM 500M 3D

打印机为 Z2I生产火箭燃烧室。 RenAM 500M是激光粉末床融合 3D打印机，专为工业金属

部件生产而设计。 它具有 250x250x350mm 的构建体积，自动粉末和废物管理系统可确保一

致性。 

3D 打印的成本，质量和环境优势 

将物体射入太空所消耗的大部分燃料都是用于逃离地球大气层，布洛斯塔利用气球将携

带卫星的火箭提升到地球大气最密集的部分上方。 

 

布洛斯塔发射阶段 

 

经过 20公里的升高后，泰德 1号和 2号火箭分三步发射，将卫星送到 600公里的高度。

第一阶段使用 6台泰德 2 （15 千牛顿发动机），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使用 7台更小型泰德

1 （2千牛顿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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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I 的泰德发动机以 Bloostar 发射的死火山命名， Z2I 创始人 JoséMarianoLó

pez-Urdiales表示：“泰德发动机系列非常简单且坚固耐用，对烟尘和热损伤的影响最小，

他们为未来可用的 Bloostar 版本铺平了道路。“  

泰德 1发动机使用 FADA的 3D打印燃烧室， López-Urdiales表示，“由于发动机尺寸

较小，可以使用 3D 打印技术有效地生产，这样可以简化快速原型设计 - 测试改进周期。”

3D打印还允许 FADA和 Z2I降低质量和成本发动机。  

Z2I是欧洲航天局为小型运载火箭发展而选择的五个接收方之一， Z2I的目标是在 2019

年首次推出 Bloostar。  

 

Zero 2 Infinity 的 3D打印燃烧室适用于 Bloostar，通过 Zero 2 Infinity拍摄的照

片。  

 

AI 和神经网络协助 3D打印设计 

FADA的航空航天技术高级中心计划应用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设计 3D打印推力室，以获

得更好的冷却效果。 

谈到人工智能在火箭设计中的应用 López-Urdiales 说：“传统火箭有直冷却通道，因

为这些都是可以制造的。 当你把手电筒放在耳边时，你会看到一个美妙的树状结构的血管。 

3D打印和 AI现在允许火箭发展，就像自然界一样。”  

新一代 3D打印火箭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工程师，已经获得了金属 3D 打印新方法的

专利，用于制造火箭喷嘴。 NASA 也一直在与 AeroJet Rocketdyne 合作，在飞机发动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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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使用 3D 打印技术。 卓越增材制造中心在 NASA 的帮助下成立，旨在推动包括航空航

天在内的工业增材制造业的发展。  

 

3、《自然》：钻石为第一种实用微波激光器铺路：可在室温下工作 或

用于量子领域 

时间：2018-3-26 来源：科学网 

在激光器出现之前，科学家曾使用过微波激射器，后者是光学激光器的微波“表兄”。

然而，尽管激光器在从望远镜到医学的许多领域中都被广泛应用，但微波激射器长期以来却

只能在阴影中煎熬，这是因为它们只能在超低温或真空中工作。如今，物理学家已经利用金

刚石研制出一种可以在正常条件下工作的微波激射器。 

科学家分别在 2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先后研制出微波激射器和激光器，两者都能够

产生高强度的电磁波。 

微波激射器可以利用很小的噪音放大微小的辐射痕迹，从而使其可以用来在天文学中测

量微弱的信号，以及与遥远的任务进行通信，例如美国宇航局的“旅行者”号探测器。但这

些应用通常都需要低温冷却。在某些情况下，微波设备可能比激光器更有用，这是因为微波

可以穿过某些材料而可见光却不行。 

这种最新的装置是由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研制的，它如今可在室温条件下

产生连续的微波激射光束。这个仪器的设置包括用一束激光照射一组由金刚石、蓝宝石和

铜构成的装置，从而制造微波辐射。 

现有微波放大器的灵敏度受到了背景噪音的限制。并未参与该项研究的伊利诺伊州芝加

哥大学物理学家 David Awschalom 指出，这项最新的技术“将这些放大器的噪音降低，同时

允许它们在室温下运行”。他说：“这项工作非常令人兴奋。” 

这项研究的基础是由同一团队的研究人员在 2012年建造的一套系统。该装置在室温下

也能工作，但它只能够产生激微波脉冲，后者没有连续的光束有用。该团队通过替换名为“增

益介质”的设备关键组成部分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种设备使用了一种叫作并五苯的有机分子，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解。在新的仪

器中，研究人员插入了一颗在特殊条件下生成的小金刚石，这种金刚石更稳定并能产生不间

断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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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在 3月 21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物理学家刘仁宝（音译）表示，最新的微波激射器仍然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证明，还需要改进

它的能量和稳定性以匹配现有的设备。但刘仁宝说，通过制造更便宜、更方便的设备，它可

以使目前采用低温放大器的领域受益。此外，刘仁宝指出，这种微波激射器对其使用的金刚

石的一种特性的利用——即所谓的“氮—空位中心”的小缺陷，意味着它可能也会利用这些

缺陷在量子技术中找到应用 。 

  

4、Nature：研究人员成功研制出在自然环境中使用的锂-空气电池 

时间：2018-3-25 来源：材料科技在线 

日前，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和阿尔贡国际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已经设计出可以在自然

环境中使用的锂-空气电池，并且在 750次（新纪录）充放电循环之后仍能工作。此项研究

结果发表在 Nature杂志上。 

此文章的作者之一，机械工业工程助理教授 Amin Salehi-Khojin说：“锂-空气电池的

成功是电池领域的一次新革命，对于诠释什么是‘超锂离子’电池也是重要的一步。当然，

锂空气电池的“商业化”仍需很多工作。” 

锂-空气电池它能比为我们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和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的锂离子电池提供

多 5倍的能量，多年来一直吸引着电池研究者们，但有几个障碍一直困扰着它们的发展。 

锂-空气电池的工作原理是：放电时，正极的锂结合和空气中的氧在负极上产生氧化锂，

放电时，氧化锂还原成氧和锂。 

遗憾的是，这种实验性的锂-空气电池并不能真正在自然环境中工作，因为锂离子与空

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的反应使得正极锂氧化，负极上产生副产物。而这些副产物会使负

极胶化，最终形成涂层包覆在电极上，导致电池失效。这些实验性电池依靠的是实验室环境

（纯氧状态），因此氧气的可燃性风险限制了它们的实用性。 

文章的作者之一，阿尔贡实验室杰出研究员 Larry Curtiss说:“一些研究人员已经进

行了锂-空气电池的尝试，但最终由于很差的循环性而失败。” 

UIC-Argonne团队已经克服这些挑战--通过“正极、负极和电解液”（电池的三要素）

的独特结合来阻止正极氧化，负极集聚副产物，使得锂空气电池可以在自然环境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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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阳极锂上涂上一层薄薄的碳酸锂，这样可以选择性地让阳极中的锂离子进入电解

液，同时防止不需要的化合物到达阳极。 

在锂-空气电池中，负极就是接收空气。在锂空气电池的实验设计中，氧气及其他气体

一起组成空气通过隔膜（以碳为基础的海绵状晶格结构）进入电解液中。 

Salehi-Khojin和他的同事用一种硫酸氢钼盐催化剂来涂覆这种晶格结构，又使用由离

子液体和二甲亚砜（电解液常见组分）组成的独特电解液，来促进正极的锂和氧反应，减少

锂与空气中其他元素的反应，进而提高电池效率。 

Salehi-Khojin说：“我们通过重新设计电池的每一个部分来进行电池的架构改革，帮

助我们实现要的反应并阻止副反应。” 

UIC团队构造、测试、分析、描述每一个纽扣电池。此外，阿尔贡团队及加州州立大学

的同事也对电池进行了计算分析。 

原文来自 rdmag，原文题目：New Design Produces True Lithium-Air Battery，由材

料科技在线团队翻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