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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 

【本月观点】 

1、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平稳扩张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解读 2019年 9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9年 9月 30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

购经理指数。对此，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进行了解读。 

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有所回升 

9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49.8%，比上月回升 0.3个百分点，虽然仍处于荣枯线以下，但

整体景气较上月有所改善。本月制造业 PMI的主要特点：一是生产需求双双扩张。新订单指

数为 50.5%，环比回升 0.8 个百分点，5 月份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生产活动有所加快，

生产指数为 52.3%，环比上升 0.4个百分点，其中农副食品加工、纺织服装服饰、专用设备、

电气机械器材等制造业生产指数位于 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二是外贸状况有所改善。新

出口订单指数为 48.2%，环比回升 1.0 个百分点。进口指数为 47.1%，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

点。三是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1.3%，高于制造业 PMI1.5 个百分

点，连续 8个月位于 51.0%以上景气扩张区间，其中，医药、电气机械器材等制造业扩张较

快。从需求情况看，高技术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53.3%，环比上升 0.9个百分点，市场预期

向好。四是大中小型企业景气不同程度回升。大型企业 PMI为 50.8%，高于上月 0.4个百分

点，对制造业景气回升的拉动作用突出。中、小型企业 PMI为 48.6%和 48.8%，分别回升 0.4

和 0.2个百分点。从生产情况看，大、中、小型企业生产指数环比均有所上升，本月全部位

于扩张区间。五是企业信心有所增强。随着一系列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相继落地，

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环比上升 1.1 个百分点，达到 54.4%，为第三季度高点。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6 

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略有回落 

9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7%，比上月微幅回落 0.1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总

体延续平稳扩张态势。 

服务业景气稳中有升。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0%，环比上升 0.5个百分点。受制造

业景气回升的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和物流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5%和 54.0%，分别比上月上

升 2.6和 1.8个百分点。从行业大类看，航空运输、邮政快递、互联网软件、银行、证券等

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58.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快速增长。从市场预期看，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为 59.3%，保持在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企业对市场发展持续看好。 

建筑业景气有所回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7.6%，比上月回落 3.6个百分点，仍位

于较高景气区间。从行业大类看，房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2%，环比回落 4.1个百分

点；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0.9%，低于上月 3.0个百分点。从市场需求看，新订

单指数为 55.1%，比上月上升 1.2个百分点，显示市场需求增势稳定，近期建筑业有望继续

保持较快扩张。 

三、综合 PMI 产出指数平稳扩张 

9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3.1%，略高于上月 0.1 个百分点，显示我国企业生产运

营总体平稳。构成综合 PMI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 52.3%

和 53.7%，环比一升一落。 

【行业动态】 

1、国君发布 34 个行业景气指数，哪些行业的景气度正在改善？ 

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这两年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自己所在的行业不景气。然而，如何定义景气？

又该如何衡量景气的边际改善和恶化？ 

国泰君安宏观团队早前发布了“国泰君安行业景气指数体系”，试图用尽可能透明但却

公平、简单而有明确的理论基础的模型，勾勒出 34个细分行业的景气度以及其变化趋势。 

不仅如此，国泰君安宏观团队还利用行业之间的上下游关联关系，寻找到那些正在显示出景

气改善迹象的行业背后的逻辑，同时帮助投资者寻找当下复杂经济环境下，产业链上的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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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尽管 2/3的行业都不那么景气，但毕竟还有一些“明日之星”正在冉冉升起。 

 

01 景气与否，谁说了算？ 

我们知道，在宏观层面，量（GDP 增速）与价（CPI 同比增速）变动的结合形成了美林

时钟，用以表示经济的不同状态： 

复苏：GDP↑，CPI↓；过热：GDP↑，CPI↑； 

滞涨：GDP↓，CPI↑；衰退：GDP↓，CPI↓。 

在行业层面， 我们利用各行业量（工业增加值增速）与价（PPI 同比增速）的变动，

将各个行业每一时期所处的景气度变动情况也划分为四类，并一一赋值。（编者注：该模型

的更多理论基础请参考原报告） 

一般来说，价格变动滞后于量的变动，因此在赋值的时候，我们应当把量的权重赋予得

高些。我们将量的变动上升或下降记为+2 或-2，将价的变动上升或下降记为+1 或-1，则行

业层面可以得到+1(量升价跌)、+3(量价齐升)、-1(量跌价升)和-3(量价齐跌)四种情况。我

们将 2006 年 1-2 月记为基期景气度为 0（因为分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数据从该时点开始），

在后续每期加上当期的景气度变动情况累加，就得到每一期的景气度状态。 

将上述景气度衡量方法运用到主要的 37个工业行业中，我们发现当前： 

1. 与 2016年以来的这轮小周期比，近 3个月来，大部分行业景气度处于 30%分位数以

下。当前，大部分行业景气度，处于 2016年以来的最低的 1/3部分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 从变动趋势上看，与一季度比，有三类行业景气度出现改善—有色冶炼、黑色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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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类，及部分仪器设备类。其他大部分行业景气度在低位徘徊，或出现明显下降。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知道了景气度的绝对值，又该如何理解这些行业景气度的改善和恶化。此外，行业与行

业的景气度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02 从投入产出看，景气传导和分化的“六脉神剑” 

如果从投入产出表出发，我们可以从六大链条来理解上述景气度的分化。我们先计算出

一个行业对其上游行业的拉动作用，并将拉动作用较为明显的行业关系表示出来。 

 

这里我们拉动作用的量化方式如下：从投入产出表中，我们可以知道生产某一特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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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行业，所需的其他各个行业 X1，X2„.Xn 的中间品投入情况，则 Xk/（X1+X2„.Xn）可

以看做 A行业对特定行业 k的拉动情况，也就是“直接消耗系数”。 

我们发现，当前行业间景气度的差异可以归纳为内外需 6个产业链条：内需方面的房地

产基建链条、食品链条和汽车链条；外需方面的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以

及产业升级链条。 

链条 1：房地产基建 

黑色冶炼、有色冶炼等行业景气度二季度以来的改善，主要是受到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拉

动。实际上，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与多个下游机械设备类和电气类行业相关。 

正如后文所示，这些行业今年受贸易摩擦影响，出口增速下滑，行业景气度明显回落，

而钢铁行业本身也是在加收关税的清单内，因此黑色金属行业景气度的保持完全是靠房地产

的韧性和基建的拉动。 

黑色系、有色系景气度，受到房地产和基建的拉动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链条 2：食品相关 

猪肉价格上涨带动食品类价格普遍上涨，食品、饮料类的景气度也有所提升。 

链条 3：汽车相关 

年内至今汽车销量较差，内需不振，导致橡胶类行业景气度大幅下行。事实上，橡胶塑

料行业是多个设备类行业的上游，如仪器仪表、电气设备、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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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仪器仪表景气度小幅回升，电气设备受贸易摩擦的影响景气度低位徘徊，但

汽车行业景气度大幅下降，与橡胶塑料行业景气度大幅下降一致，是今年橡胶行业变动的主

导因素。 

橡胶和塑料行业受设备类行业驱动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外需方面，受贸易摩擦影响的行业出口增速回落显著，是 2019 年以来出口持续放缓的

主要原因。当然，6 月份受额外的 3000 亿商品将从 9 月起被加收关税的预期，出口出现一

定抢跑，对 6-8月出口增速有一定促进。 

我们对 HS-2 位码层面的商品进行拆解，比较各个行业对 2018 年、2019 年出口拉动作

用的变化，发现相较于 2018 年四季度和 2019 年一季度而言，高技术密集型的机械设备类、

电气类，低技术密集型的家具类、钢铁及其制品、部分纺织类，以及化学类行业对出口的拉

动作用显著放缓，从而拖累整体出口增速由 2018 年四季度的 4.3%，放缓至 2019 年一季度

的 1%，又放缓至二季度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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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出口增速拉动作用显著恶化的行业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相应的，以下这些行业及其产业链的景气度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落。 

链条 4：出口导向低技术型行业 

在贸易摩擦下，家具类、纺织业等低技术密集型出口导向的下游行业景气度存在下行压

力，从而拖累化学纤维、化学原料等中游工业品。当然，化学行业本身也有多项商品也被加

收了关税，出口增速出现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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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及化学纤维景气度快速下滑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链条 5：出口导向高技术型行业 

受贸易摩擦直接影响，计算机/光学设备类、电气设备类等高技术型出口导向下游行业

景气度存在下行压力，进而拖累通用设备、金属制品。 

出口的电气设备等相关产业链景气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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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链条 6：重点产业升级行业 

虽然下游制造类行业大多因贸易摩擦或内需放缓而景气度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两

类下游制造业景气度有所回升——仪器仪表类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制造业，或

与产业升级有关。 

仪器仪表等或因产业升级而景气度改善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3 内需尚能饭否 

实际上，各个行业的景气度也同样领先于各个行业库存周期。下面我们展示几个代表性

行业：上游煤炭行业、中游有色行业、下游设备类、电气类景气度变动领先库存的变动。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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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当前，由于大多数行业景气度还在低位或者显著回落状态，因此大多数行业库存处于“主

动去库存”阶段，还有部分行业处于“被动加库存”阶段。而上述景气度提升的三个链条相

关行业，部分开启了“主动加库存”。 

后续，我们要关注的有两点： 

（1）景气度已提升，但还未开启加库存的行业 

我们发现，当前产业升级链条下“仪器仪表”和“专业设备”行业，当前景气度已回升，

但库存尚未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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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专用设备行业景气度领先库存增速变动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下游电气行业景气度领先库存增速变动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景气度未来能持续提升的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16 

从上述 6个产业链条出发，我们认为后续： 

1. 房地产基建链条将形成持续支撑 

年内降准已落地，后续专项债额度或提前下发并使用，对基建支持力度较大。按照我们

测算，发行规模可能在 7000-10000 亿左右。另外，预计财政部也会尽快下调重点基建的资

本金要求。如果 7000-10000 亿额度年内发行使用，其中 20%用于基建资本金，那么大约撬

动总体资金量在 6400-8000 亿，最终拉动基建 3.5到 4.5个点。这将持续对黑色冶炼、有色

冶炼链条继续形成支撑，黑色、有色链条补库将持续。 

2. 猪肉价格上涨还将持续，短期内食品类行业的景气度或将能继续改善。 

当前能繁母猪存栏量仍在下行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我们测算得到，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增速约领先猪肉价格 12 个月，当前能繁母猪存栏还

在继续下降，猪肉价格增速有望在高位震荡。 

3. 四季度汽车链条有望好转 

当前汽车促消费政策举措包括取消汽车限购（广深代表）、推进老旧汽车报废更新、新

能源汽车补贴与推广、农村汽车更新换代、取消二手车市场限迁、留学回国人员购置税优惠

等，上述政策或将助推汽车消费持续小幅改善。此外，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税费减免过程

中也面临正面支撑，汽车消费仍将有温和的改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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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升级链条有望延续 

在贸易摩擦下，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必然面临转移，而以自主可控等为代表的高技术密集

型产业将逐渐成为重点发展方向，预计这些行业的景气度或可延续。 

5. 出口相关链条或将受到持续扰动 

四季度将落地的 3000 亿清单，同样包含了较多的机械、电气产品，此外还包含了纺织

类、鞋靴、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将对出口导向型行业本身，及化学类等上游产业链条形

成持续的拖累。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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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后续四季度，在贸易摩擦延续下，我们较为看好内需带动的相关产业。 

 

2、8 月份外币基金募资约 120 亿人民币，外资私募登记备案得利好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9 年 8 月国内股权投资募资市场共计 158

支基金发生募集，数量同比下降 49.0%，环比下降 19.0%；披露募资金额的 155 支基金共募

集 745.85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18.5%。新设立基金共计 92支，数量环比下降 8.0%，披露

目标规模的基金 16支，计划募资 108.31亿元人民币，较上个月环比下降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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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新募集成长基金数量下降，并购基金金额占比达 20.5%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9 年 8 月国内股权投资募资市场共计 158

支基金发生募集，披露募资金额的 155支基金共募集 745.85亿元人民币，平均募资规模 4.81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3.8%，本月募集金额在 10 亿元及以上的大额基金共计 24 支，募资

约 515.62亿元人民币，占总募集金额的 69.1%。 

从基金币种来看，8 月新募集的基金中，人民币基金募集 155 支，占比 98.1%，披露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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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额的 152支基金共募集 625.80亿元人民币，平均募资规模 4.12亿元人民币；外币基金

募集 3 支，披露募资金额的 3 支基金共募集 120.05亿元人民币，平均募资规模 40.02 亿元

人民币。 

 

从基金类型来看，本月成长基金数量为 99支，占比达到 62.7%，募资金额 476.38 亿元

人民币，其中，中核（浙江）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9 年，目标规

模 100.00 亿元人民币，由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丽水市人民政府共同发起设立，由中

核产业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专注于我国核工业全产业链资源整合与协

同，本月共募集 20.01 亿元人民币；创业基金有 44 支，占比为 27.8%，此外本月还有 7 支

早期基金、7支并购基金和 1支房地产基金发生募资。 

 

从募集规模方面看，新募资基金规模最大的是 CITIC Capital China Partners IV, L.P.，

本月募资 15.0 亿美元，截止目前，总规模 28 亿美元已募集到位，该基金成立于 2018 年，

由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由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负责管理，主要关注消费、医

疗、商业服务、消费服务、信息技术、工业等领域。 

规模排名第二的是湖北长江安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月募资 60.0

亿人民币，该基金成立于 2019年，由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北长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湖北省葛店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湖北长

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 

位居第三的是滨州市重点企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月募资 30.01 亿元人

民币，该基金成立于 2019 年，目标规模 30.00 亿元人民币，由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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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邹平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由鲁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全力支持西王集团高质量发展。 

 

 

8月新设立基金，披露目标规模金额环比下降约六成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9年 8月，新设立基金共计 92支，数量环

比下降 8.0%，披露目标规模的基金 16 支，计划募资 108.31 亿元人民币，较上个月环比下

降 60.5%。 

从基金币种来看，8 月新设立人民币基金 91支，披露规模的 15支基金计划募集 101.68

亿人民币，平均目标规模为 6.78亿元人民币；外币基金有 1支，计划募集金额约 6.63亿元

人民币。 

 

从基金类型来看，成长基金共新设 76 支，占新设立基金总数的 82.6%，其中上海自贸

区临港新片区科创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于 2019 年，首期规模 20.00 亿元人民币，由上海自

贸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由上海自贸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

理，基金将重点聚焦新片区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科

创产业。数量位居第二的是创业基金，本月新设立 11 支，占比 12.0%。此外还有 4 支基础

设施基金和 1支并购基金也在本月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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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新设立的基金中，目标规模最大的是厦门北文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成立于 2019年，目标规模 28.00亿元人民币，存续期 3+2年，由深圳市凯晟信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京西

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裕元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深圳市凯晟信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重点投资以文化娱乐行业中具备产业链核心环节优势和商

业模式创新的优质企业和项目股权，包括影视文化、旅游、文旅地产、体育、科技和其他衍

生品等多元化优质项目。 

 

外资私募登记备案持续优化 基金对外开放不断加深 

2019 年 8 月 9 日，为积极稳妥推进私募基金领域的对外开放，在证监会的指导下，协

会推出四项具体配套政策，一是明确外资私募实际控制人可以是受境外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

境外机构；二是明确外资私募基金投资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标准；三是为外资私募的外籍

高管和投资经理开设英文从业资格考试；四是放开外资私募产品参与“港股通”交易的限制。 

上述举措为外资私募管理人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公平竞争的商事环境，也向国际市场传

递了我国基金行业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号。未来，协会将积极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资本市场对

外开放的各项政策，欢迎外资私募管理人在合规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华展业范围，

申请开展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协会将积极做好相关服务。 

 

3、8 月并购市场相对低迷，科创板并购重组规则落地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19 年 8 月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 111 笔并购交易，同

比下降 32.3%，环比下降 41.0%。其中披露金额的有 84 笔，交易总金额约为 253.26 亿人民

币，同比下降 84.1%，环比下降 76.9%，平均每起交易资金规模约 2.28亿人民币。从并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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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类型来看，本月国内交易共发生 106笔交易，占并购案例总数的 95.5%，其中披露金额的

案例 79 笔，披露金额是 218.80 亿人民币，占总金额的 86.4%；海外交易共发生 3 笔交易，

案例数占比 2.7%，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 3笔，披露金额是 22.58人民币，占总金额的 8.9%；

外资交易共发生 2 笔交易，案例数占比 1.8%，披露金额是 11.87 亿人民币。本月交易金额

较大的两笔并购案例为：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50%股权（交易金额 17.82亿人民币），华鑫商业保理（营口）有限公司成功受让协鑫集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5.12%股权（交易金额 15亿人民币）。 

 

 

 

 

2019年 8月并购事件在地区和行业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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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2019年 8 月并购市场共完成 111笔并购交易，按被并购企业所属省份来看，

111 笔交易分布在北上广以及江浙等 28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和海外地区。从案例数量

来看，江苏省位列第一，共完成 14 笔并购交易，占本月并购案例数量的 12.6%；北京市位

列第二位，共完成 11笔并购交易，占本月并购案例数量的 9.9%；浙江省位列第三位，共完

成 10笔并购交易，占本月并购案例数量的 9.0%。 

并购金额方面，湖北省在 8 月并购交易中表现突出，涉及交易金额达 34.38 亿人民币，

占本月总交易金额的 13.6%。本期发生在湖北省的交易金额最大的案例为湖北兴发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50%股权， 交易金额 17.82 亿元。接下来

浙江省的交易金额达到 32.65 亿人民币，占总交易金额的 13.0%，排名第二。其中诸暨市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7.91%股权一案，较大的拉高了浙江省

的交易金额。江苏省以 31.35 亿人民币占比 12.4%的成绩排名第三，发生在江苏省的交易金

额较大的案例有上海厚皑科技有限公司以 14.29 亿元成功受让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6%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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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并购交易共涉及 20 个一级行业，从案例数量来看，化工原料及加工行业位列第一

位，分别完成 17 笔并购交易，分别占本月案例数量的 15.3%；房地产行业排在第二位，共

完成 14 笔交易，占本月案例数量的 12.6%；机械制造行业排在第三位，共完成 12 笔交易，

占本月案例数量的 10.8%。 

金额方面，化工原料及加工行业位居第一，涉及金额为 46.96亿人民币，占本月总交易

金额的 18.5%；本月发生在化工原料及加工行业交易规模最大的案例为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50%股权，交易金额 17.82亿元，该案拉高了

化工原料及加工行业在本月统计中的整体水平。机械制造行业以 32.35亿人民币的交易金额

排在第二位，占总交易金额的 12.8%；排在第三位的是食品&饮料行业，共涉及交易金额 28.73

亿人民币，占比为 11.3%。 

8月 23日，证监会正式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同日上交所发

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征求意见稿）》。内容大致分

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审核主体上，科创板并购重组规则延续注册制的核心理念，重组

审核主体由证监会变更为上交所，证监会相应履行注册程序。第二个方面，审核流程上，科

创板明确并压缩并购重组的审核时限，且对不构成重组上市的并购重组开设快速审核通道。

第三个方面，审核标准上，科创板并购重组对标的资产协同效应提出较高要求、对重大资产

重组认定标准提升、明确允许符合标准的企业在科创板重组上市。 

本月金额较大的国内并购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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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兴发集团收购兴瑞硅材料 50%股权，加快战略转型升级 

2019年 8月 22日，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

50%股权， 交易金额 17.82 亿元。 

本次交易前，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磷化工系列产品和精细化工产品

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主业的上市公司，长期专注于精细磷化工产品开发，形成了品种多、

规模大、门类齐全、精细化程度、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链。湖北兴瑞硅材料有

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有机硅系列产品的生产、研发及销售。有机硅新材料是国家鼓励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国内大型精细化工企业，兴发集团一直把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

发展清洁生产、注重环境保护放在企业发展优先位置。做大做强有机硅新材料战略新兴产业，

是加快战略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交易完成后，兴瑞硅材料将成

为兴发集团全资子公司。本次收购兴瑞硅材料少数股权有利于兴发集团集中优势资源，进一

步增强对有机硅产业的投入、提升规模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向有机硅产业链下游应用领域

延伸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2.汤臣倍健收购汤臣佰盛 46.67%股权，巩固行业领导者地位 

2019 年 8 月 21 日，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以 14 亿元成功受让广州汤臣佰盛有限公司

46.67%股权。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业务为膳食营养补充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上市公

司，主要产品包括蛋白质粉、维生素系列矿物质、天然动植物提取物及其他功能性膳食补充

食品。目标公司 LSG 所持有的 Life-Space 品牌是澳大利亚的零售药店 Chemist Warehouse

中受欢迎的益生菌品牌之一，同时在除澳大利亚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开拓计

划也进展顺利。本次收购，汤臣倍健将持有汤臣佰盛 100%股权，进而通过汤臣佰盛 100%

控股 LSG，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膳食补充剂销售稳定增长，国内细分市场中益生菌补充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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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较快。汤臣倍健处于中国膳食补充剂行业领导者地位，近年来的营业收入、利润均实现大

幅增长，业绩优异。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汤臣佰盛的管理与控制力，

加强对 LSG 经营的各方面支持，形成显著的业务协同，在此基础上深化在益生菌产品领域

的布局，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场布局、综合竞争力和长期盈利能力。 

本月金额较大的跨境并购典例： 

 

1.伊利股份成功收购 Westland100%股权，品牌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2019年 8月 1日，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受让 Westland Co-operative 

Dairy Company Limited100%股权，作价 10.96亿人民币。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乳制品制造及销售的上市企业，多年来

一直坚持和推动创新战略，建立了多个领先的技术研发和产学研合作平台。Westland 是新

西兰的乳业合作社。伊利可凭借 Westland 原有的全球市场优势，逐渐渗透海外市场，向全

球输送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并将通过获取优质、稳定的新西兰奶源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竞争力。本次收购 westland 股权，可对全球市场形成辐射，拓展海外业务，提升整体品牌

影响力，同时，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对公司的长期发展和战略布局具有重要

意义，既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巩固公司乳制品龙头地位。 

2.领益智造收购 Salcomp Plc100%股权，完善产业链战略布局 

2019年 8月 28日，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受让 Salcomp Plc 100%股权，作价

6.9亿人民币。 

领益智造是国内大型铁氧体磁性材料元件制造商之一，主营业务为新型电子元器件、手

机及电脑配件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分为模切产品、CNC产品、冲压件、紧固件和组装产

品等五大类。Salcomp Plc是一家充电器、适配器的开发商和制造商，其产品线覆盖了手机、

平板、智能家居产品、个人电子产品等，已通过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的电子产品安全生产认

证。领益智造表示，本次收购实施完成后公司将协同 salcomp，完善公司在产业链的战略布

局，实现纵向整合及全制程的产业升级。同时，双方客户具有高度协同性，通过整合双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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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资源，进一步拓展客户互补，获得进入各自的新行业、新产品的机会，有助于公司抓住消

费类电子终端品牌快速增长的契机，增强持续盈利能力。Salcomp 也将以领先的技术和丰富

的经验为基础，专注于提升电源适配器和充电 器的成本效率和能效，进一步优化和开发更

高效更小型的充电器以及充电时间大幅 缩短的充电器，以应对功耗日渐增加的消费类电子

产品需求。 

VC/PE渗透金额过半，清洁技术行业交易规模拔头筹 

8 月 VC/PE 支持并购案例共有 42 笔，环比下降 2.3%，交易数量渗透率为 37.8%；涉及

并购金额为 83.45亿人民币，环比下降 82.9%，金额渗透率达 33.0%。 

VC/PE 支持的并购交易中，标的地区分布在北上广以及江浙等 19 个省市。从案例数量

来看，浙江省位列第一，共完成 6笔 VC/PE支持的并购交易；排在第二位的是北京市，共完

成了 5笔 VC/PE支持的并购交易；山东省和深圳市并列第三位，分别完成了 4笔 VC/PE支持

的并购交易。上述地域累计完成 19 笔 VC/PE支持的并购交易，占 VC/PE支持并购案例数量

的 45.2%，占本月并购案例总数的 17.1%。从交易金额来看，上海市位列第一，涉及交易金

额为 19.2 亿人民币，占 VC/PE 渗透案例交易金额的 23.0%；其次是深圳市，涉及交易金额

为 13.33亿人民币。 

VC/PE渗透的标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机械制造以及化工原料及加工行业，共完成

17笔并购交易，累计占 VC/PE 渗透案例数量的 40.5%，占本月并购案例总数的 15.3%。从交

易金额来看，VC/PE渗透的标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清洁技术、机械制造以及化工原料及加工行

业，分别涉及交易金额 15亿人民币、12.42亿人民币、12.29亿人民币，累计占 VC/PE 渗透

交易金额的 47.6%，占本月总交易金额的 15.67%。 

本月并购案例背后每家 VC/PE机构所支持的并购事件数量分布较为均衡。其中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持了 2起并购案，占本月案例总数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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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8 月份并购市场从案例数量和交易金额相较于上月来看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目前中国并购市场呈现小幅波动状态。证监会发布的《特别规定》一方面标志着并购重组注

册制的落地，进一步明确政策预期；另一方面，在重大重组认定标准、发行价格等方便做了

更符合科创板企业的灵活安排与便利重组；同时，明确授权上交所制定科创公司并购重组具

体审核标准和审核流程，进一步简政放权，也为市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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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本市场连放“大招”释放什么信号？ 

来源：新华网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近日连续迎来重大消息。证监会 9 月 10 日宣布了资本市场全面深化

改革“路线图”，涉及科创板改革、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等 12 个方面。就在同一天，国家

外汇管理局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投资额度限制。 

业内人士认为，改革“路线图”和开放“新动作”接连出台，将为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向

好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资本市场将在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纵观“路线图”，未来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将继续沿着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尊重

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把选择权交给市场。通过增量引领，

加快存量调整优化。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指出，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借鉴国际最佳实践，注重发挥各方

合力，努力探索出一条既遵循成熟市场惯例、又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特征的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乾看来，12 个重点任务的提出，意味着全面深化资本市场

改革的共识已经形成，改革路线已经清晰。“各项措施之间联系密切，形成了深化资本市场

改革的一揽子整体方案，体现了资本市场改革顶层设计的总体思路。”韩乾说，随着改革措

施的细化和落实，资本市场的环境和生态将从根本上改善，进一步助力实体经济结构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 

具体看来，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重点指向完善基础制度、法治保障、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吸引长期资金入市、加强投资者保护等几个方面，都是市场各方关注的焦点。关于改革措施，

易会满透露，证监会围绕市场反映比较集中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进行研究论证，加强资本市

场顶层设计，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以推动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为例，改革将强化证券基金经营机构长期业绩导向，推进公

募基金管理人分类监管；推动放宽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比例和范围；推动公募基金纳入个人

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金投资范围。 

“中长期资金的持续引入不仅有助于 A股韧性的增强，也有利于市场的估值体系进一步

优化。”青骊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合伙人苏雪晶认为，随着以保险资金、养老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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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增量资金进入，投融资循环有望进一步优化，让投资者更好共享中国经济和企业发

展的红利。 

同样受到市场关注和欢迎的还有开放“新动作”。随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的取消，境外资金尤其是长期资金进一步投资我国金融市场

将更为便利。此前，明晟公司、富时罗素集团等全球主要指数编制机构相继将中国 A 股纳入

其国际股票指数并提高权重，表明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带动了全球长期资本对人民币资产配

置的强烈需求。 

产融浙鑫财富首席经济学家周荣华指出，预计未来外资也将共同构成 A股市场的增量资

金来源。从上市公司 2019年半年报中 QFII持股比例来看，外资持股较高的行业主要包括金

融、通信、家用电器等业绩稳健的板块。“秉持价值投资理念的中长线资金持续入市，将推

动 A股市场形成以价值投资为导向的投资理念。”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

额度限制后，跨境证券投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预计将带来更多境外长期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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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物技术与健康产业 

【本期热点】 

1、复宏汉霖今日港股上市！独家专访 CEO 刘世高，要做中国病患可

负担的产品 

2019-09-25 来源：动脉网 

2019 年 9 月 25 日，复宏汉霖在港交所敲钟上市。复宏汉霖本次上市发行定价 49.6 港

元/股，总计发行 6469.54万股，募集资金约 32亿港元，折合人民币约 29亿元。25 日当日

开盘价 47.45港元。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复宏汉霖在 2019 年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好消息。先是国内首个生物

类似药汉利康®（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在 2月获批上市；另几款重磅产品 HLX02、HLX03先后

获得国家药监局新药上市申请受理（纳入优先审评程序）， HLX02更成为首个获得欧洲药品

管理局上市受理的“中国籍”曲妥珠单抗；9月中旬宣布与 KG Bio就 HLX10（抗 PD-1 单抗）

达成战略合作，在原本的海外市场版图上再添新章。此次港交所上市则是复宏汉霖抵达的又

一重要里程碑，是二级市场对于复宏汉霖的认可。 

 公司上市前夕，复宏汉霖总裁兼 CEO刘世高博士接受了动脉网的专访。刘世高博士在

采访中表示，公司今年推出的首款产品汉利康已经为众多淋巴瘤患者带来获益，管线中的其

他产品的研发也在稳步进行中。同时复宏汉霖的抗 PD-1单抗产品 HLX10也处在国内抗 PD-1

单抗联合用药开发进度的前列，高应答率的联合用药可能会帮助 HLX10达到更好的疗效。未

来复宏汉霖还会长期在生物类似药和创新药上深耕，并密切关注肿瘤免疫学的其他发展方向。 

复宏汉霖选择以生物类似药为先导产品，主要是基于国内医药市场的情况：“我们没有

优先做 First in Class 的创新，是因为现在国内市场的支付能力还无法负担这样高度创新

产品的成本。” 

 创新药的失败率非常高，尤其是 First in Class 的创新药。一般只有把失败药物的

成本转嫁到少数成功的新药产品上，才能最终达到收支平衡，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了 First in 

Class创新药的高定价。这样高昂价格即使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患者都难以负担，更何况是新

兴市场的患者。 

 “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比较可行的策略还是从生物类似药起步，建立生物药全产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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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能力，再逐渐从fast-follow或者BioBetter这样风险比较低的创新，过渡到创新药。

我们作为立足中国的创新药企业，还是希望能优先服务中国的病患，为他们提供质高价优的

生物药。”刘世高说。 

 

复宏汉霖目前管线里的生物类似药产品多达 10项，除已经上市的利妥昔单抗 HLX01（商

品名：汉利康）之外，还有多个产品可望快速进入商业化阶段。 

 其中 HLX03（阿达木单抗注射液）与 HLX02（注射用曲妥珠单抗）已获国家药监局新

药上市申请受理，现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此外，公司已陆续就 HLX10与自有产品 HLX04（贝

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HLX07（抗 EGFR 单抗）等单抗以及化疗联用开展多项肿瘤免疫联合

疗法，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个临床研究。 

 除了“患者可负担的创新”，“值得信赖的品质”无疑也是复宏汉霖的核心理念非常

重要的一环。对产品品质的高标准要求也成为了复宏汉霖在生物类似药行业中的关键竞争壁

垒。复宏汉霖的产品生产不仅可以达到国内的 GMP生产标准，而且可以达到美国和欧盟相关

监管部门的生产标准要求。复宏汉霖的徐汇生产基地已经通过多项欧盟质量受权人和国际商

业合作伙伴的实地核查和审计。 

 说到生物类似药，刘世高认为，“相对于化学仿制药，生物类似药技术难度和资金壁

垒都非常高。国际上知名的生物类似药企业也就 5、6 家。国家对生物类似药的质量要求非

常严格，纯度、杂质、生物学活性、免疫学活性等关键质量属性必须与原研药高度相似，每

一个质量属性无统计学差异。这其实非常困难，尤其在生产放大的过程中，从小试几升的规

模到最终工业化几千升的规模，非常容易出问题。所以生物类似药研发其实是个技术难度非

常高的过程。” 

 生物类似药与原研药之间的市场竞争也是大家长期关注的话题。但其实国内的生物类

似药市场和国外有很大的不同。国外由于成熟的支付体系，原研药已经基本将市场开发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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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美国的生物创新药，每一年的市场增长率其实都非常有限，有些甚至是个位数字，但

是中国还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趋势。虽然国内癌症新增患者全球占比高，但用药率普遍偏低，

究其原因，生物药高昂的价格仍是主要的因素。得益于国家惠及民生的医保政策和生物医药

行业的蓬勃发展，国内生物制剂价格已经明显下降。以汉利康为代表的高品质生物类似药的

快速研发和获批上市，也将进一步带来市场的良性竞争，为医生及患者提供更多治疗选择。 

 “所以国内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和国外缓慢增长的市场是不一样的。中国生物

药市场还是一片蓝海，生物创新药和生物类似药有望快速增长。”刘世高说。 

 

复宏汉霖在招股书中表示，本次上市募集资金中的 90%都将用于产品研发。关于 HLX10

及其联合疗法上的投入是其中的最大一部分，占所得款项的 30.3%。在生物类似药上的投入

主要分配在 HLX02的国外临床试验和 HLX04的相关临床试验上，这两款药物的相关投入达到

所得款项的 40%。除此之外，还有 15%的款项将用于其他的候选生物类似药的开发。 

 

【行业动态】 

1、2019年 9月 18日-22日，第二十二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2019）

召开，罗氏、华大、燃石、贝瑞基因发布多项重要研究成果 

来源：动脉网、亿欧大健康 

（一）罗氏制药中国发布多肿瘤领域重磅研究成果 

2019年 9月 18 日至 22 日，第二十二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下简称 CSCO）学术年会在

厦门召开。罗氏作为全球抗肿瘤领域领导者与个体化医疗引领者，在本届 CSCO 上将公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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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肿瘤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肺癌、乳腺癌、肝癌、白血病淋巴瘤、胶质母细胞瘤等多

个肿瘤领域，在促进国内外前沿学术交流的同时，助力我国临床肿瘤领域个体化医疗的发展。 

在一项由罗氏旗下的肿瘤基因测序公司 Foundation Medicine 在全球 11 个国家发起的

“肿瘤基因组检测公众认识调查”中，共 825位受访者参与。受访者对于“基因组检测”的

认知度普遍较低，认为其重要性远低于“活检”等传统检查手段。此外，全球约 59%的受访

者表示不熟悉“基因组检测”，64%的人不熟悉“基因组图谱”。在中国，即使在大城市大

医院，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会主动要求医生进行基因组检测。 

在罗氏制药中国 CSCO 发布会现场，罗氏制药医学部副总裁李玮女士详细介绍了罗氏个

体化医疗的理念。“作为全球个体化医疗的领导者，罗氏自 2006 年就将个体化医疗作为核

心战略。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与医疗健康的结合，个体化医疗正在从针对特定肿瘤特定基因

的靶向治疗，朝着更为精准的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的方向迈进。” 

发布会现场，李玮介绍了两个最前沿的个体化医疗研究成果。Entrectinib是罗氏在研

的一种广谱抗肿瘤药物，用于治疗由 NTRK和 ROS1这两种基因驱动的肿瘤。在临床试验设计

上，它不以肿瘤原发位置，而仅以驱动基因作为入组患者的标准。目前 NTRK 基因突变可见

于成年人的颅内肿瘤、甲状腺癌、肺癌、结直肠癌、白血病等多种肿瘤，以及儿童的神经胶

质瘤、先天性婴儿纤维肉瘤和中胚泡肾瘤等。目前 Enrectinib 已经分别在美国和日本获批

上市。另一个是刚刚完成 Ib试验的“肿瘤免疫治疗”项目——iNeST (个体化肿瘤新生抗原

特异性免疫治疗)，它将实体肿瘤活检确定的突变基因进行再造，为患者量身定制肿瘤新生

抗原的基因治疗。一期试验显示，九位黑色素瘤患者达到了完全缓解，无临床进展达到近三

年，并且仍在持续追踪中。 

在今年的 CSCO 大会上，罗氏公布多个肿瘤领域个体化研究进展，为特定患者群体带来

更合适的诊疗手段与效果，为广大患者点亮更多生命希望。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肝癌领域取

得的突破进展。肝癌是我国常见的肿瘤类型。据估计，中国每年约有 46.6万肝癌新发病例，

42.2 万死亡病例，在肿瘤致死原因中仅次于肺癌。肝癌目前治疗方案包括手术、经导管动

脉栓塞化疗（TACE）、动脉灌注化疗（HAIC）、局部消融、系统性治疗（化疗和靶向治疗）等，

但治疗结果不佳，五年生存率仅为 12.5%。对于晚期肝癌患者来说，亟需更加有效的治疗药

物。 

目前免疫疗法 PD-1 单药Ⅲ期临床研究接连宣布失败，探索免疫联合疗法在肝癌治疗中

的应用成为新的研究思路。GO30140/NCT02715531 研究是一项开放标签、国际多中心的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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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临床试验，旨在研究 PD-L1抑制剂 Atezolizumab 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贝伐珠单抗（T+A

方案）在晚期肝细胞癌（HCC）一线治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队列 A 共入组 104 例患者，中

位随访期为 12.4个月。 

此次 CSCO大会,GO30140研究公布的最新数据，令人鼓舞。有效性方面，根据实体瘤的

疗效评价标准 RECIST1.1确认客观缓解率（ORR，肿瘤缩小或消失）为 35.6%，根据 mRECIST

标准 ORR为 39.4%，分别有 75.7% 和 68.3%的持续缓解。此外，分别有 12例、16例患者获

得完全缓解（CR，肿瘤完全消失），CR率分别为 12%和 15%。安全性方面，T+A方案整体耐受

性良好且毒性可管理，除单药已知安全性事件外，没有发现新的安全性问题。蛋白尿、食欲

减退和疲劳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事件。3～4级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事件占 39.4%。 

（二）华大基因高通量测序平台肺癌多基因检测试剂盒上市 

2019年 9月 19日，华大基因的肺癌多基因检测试剂盒上市卫星会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2号会议室隆重举行。本次卫星会的主题是“领核心科技，铸匠心精品”，也是华大基因的

基于自主国产高通量测序平台肺癌多基因检测试剂盒的上市会。会议现场人气满满，大家满

怀期待，早早入座，争相目睹国产自主高通量测序技术的高光时刻。 

会上，华大基因的“华翡冉™-EGFR/KRAS/ALK基因突变联合检测试剂盒”正式亮相。中

国胸外科肺癌联盟主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支修益教授、中山大学肿瘤医院邵建永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林勇平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储天晴教授、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张新教授、河南省肿瘤医院马杰教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邱源教授与

华大基因肿瘤业务专家朱师达博士、副总裁刘娜博士，在会场共同按下手印，开启了肺癌多

基因检测试剂盒中国上市的新篇章。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张新教授，从临床实践的角度，展示了高通量测序基因检测技

术在临床的应用场景，如融合基因检测、发现少见突变、耐药监测、TMB检测等。通过一系

列临床常见的问题的展示，采用思辨的方法层层分析和探讨了与之对应的解决办法，如对报

告的全面解读，区别对待突变丰度与药效的关联，液体活检的适用范围和样本类型，等等。

基因检测技术在临床方兴未艾，且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当然也仍有可探索的空间去帮

助临床工作者解决更多实际应用问题。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林勇平教授分享了医院本地化高通量检测实验室的质量

和流程管理经验，以及与华大基因共建的联合实验室的大样本数据。林教授也表示，展望临

床肿瘤基因检测的未来，院内检测、区域中心实验室是必然趋势，这需要病理科、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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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科室的多学科协作。 

来自美国希望之城国家医学中心（City of Hope National Medical Center）的肿瘤专

家 David Berz 教授，带来了 ctDNA 检测用于肺癌等实体瘤复发监测的技术前沿资讯，如微

小残留病灶检测、复发监测、疗效监测等，分享了 Natera 公司在这些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

和技术方法。与 Natera的合作，也是华大在液体活检前沿领域的布局之一。 

最后是讨论环节，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的韩宝惠教授作为主持人，来自河南省肿

瘤医院病理科的马杰教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的邱源教授、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的黄杰研究员，他们分别从病理医师、临床医师、审评机构的角度，针对高通量测

序技术在肺癌临床的规范化应用问题，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邱源教授非常肯定高通量测序对肺癌临床的应用价值，简述了它在肺癌术前术后监测、

靶向免疫等多种治疗方式、从早期到晚期的全病程应用。马杰教授对不同检测技术做了比较，

认为高通量测序检测范围大，灵敏度高，是优选技术。黄杰研究员则从行业规范和监管的视

角，指出各种产品都应有具体明确的临床应用场景，在此前提下按照规范和标准的要求进行

技术和临床验证。 

大家一致认为肿瘤基因检测在临床的规范应用，需要可靠的分子病理技术保障、监管部

门的标准化管理、临床医师的循证应用，三方合力来促进。而检测机构也要秉持“技术服务

于产品，产品服务于临床”理念，做好质量把控，开发准确可靠的肿瘤基因检测技术和产品，

与医院协作共赢，推动中国肺癌精准医疗的进步。 

（三）中国首个肿瘤 NGS 临床实践大规模调研报告发布！燃石医学见证中国 NGS 进行

时 

2019 年 9 月 19 日，第 22 届临床肿瘤学大会暨 2019 年 CSCO 学术年会将在厦门隆重之

际，燃石医学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海峡厅召开“INGS——燃精准，应如石”主题卫星会，千

名临床专家莅临参会，在早筛的发展历程中、在“大数据”和真实世界研究中畅游，并通过

中国首个肿瘤 NGS临床实践大规模调研报告的发布共同见证了肿瘤 NGS进行时-ings！ 

液体活检在癌症全程管理中，从晚期患者一线用药伴随诊断、晚期患者动态监控及耐药

机制探索、II/III期围术期 MRD检测监控、I期围术期 MRD检测监控到早诊早筛，对血液中

ctDNA 的丰度检出的技术要求一路从 0.5%提升到<0.01%，但 ctDNA 本身在血液中含量较低，

一般只有游离血浆 DNA（cfDNA）的 0.1%-1%，因此捕捉血浆游离 DNA 中来自肿瘤的信号一

直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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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发表在 Nature 上的 TRACERx(TRAcking Cancer Evolution through therapy 

(Rx))相关研究指出，携带 1cm3 肿瘤的早期患者 ctDNA 丰度一般在 0.006%左右，而通常基

于深度测序来检测基因突变的方法一般能够达到的检测极限在 0.1-0.5%之间。这就是许多

基于深度测序的液体活检方法在晚期肺癌伴随诊断，甚至可手术患者术后复发预测领域都应

用的如火如荼，但一旦进入肿瘤的早期筛查领域就束手无策的原因。 

 当基于深度测序的 ctDNA突变检测已经无法满足早筛的临床需求时，基于多组学方法

提供了更丰富的变异事件。国际各大代表性的早筛公司从多维度针对血液中的超低 ctDNA

含量进行了技术难题的攻克，张之宏博士回顾了全球早筛技术特点和开发进展，并以

CancerSEEK、Grail和 DELFI 为例展开进行阐述。 

 其中，肿瘤在癌变初期发生的生物学行为变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DNA的甲基化，相对

于 DNA 突变，甲基化不仅可修饰位点多，并且具有组织/癌种特异性，因而作为肿瘤早筛的

标志物带来了莫大的探索空间。以 Grail为例，2019年 ACSO上发表了其所尝试的三种方法

学：基于超深度测序的靶向突变检测、全基因组甲基化检测和 CNV检测中，甲基化取得最优

的实验结果，且将甲基化的范围缩减至针对靶标基因的甲基化检测，同时在器官溯源上，甲

基化也优于另外两种方法学。燃石医学的研发与医学团队也正在进行基于 DNA甲基化的肿瘤

早筛产品的开发与大队列的临床验证。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更好的检测技术可以开始把癌症

的早诊早筛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张绪超教授现场发布了由吴一龙院长支持，CSCO 肿瘤生物标志物委员会与燃石医学共

同发起，分析超过 1000 位肿瘤医生真实 NGS 临床实践的中国首个肿瘤 NGS 大规模调研报告

结果。 

本次调研结果发现： 

 在推荐患者进行 NGS 检测的医生中，超过 30%临床医生每月 NGS 检测大于 5 个，NGS

已经成为中国临床肿瘤医生常用检测工具； 

不同医生对 NGS 检测目的、临床应用场景略有不同，但均与各癌种目前诊治现状高度

匹配； 

基因数目是临床选择 NGS 考虑的主要参数，在不考虑经济条件下，超过 300 基因的大

Panel成为临床选择趋势； 

免疫 Biomarker 如 PD-L1，TMB已经成为常用靶点之后临床最为关注的分子标志物； 

月均>10 个患者进行 NGS 检测的医生中，30.36%从未收到过送检样本不合格/样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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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提醒！ 

 国内 NGS 检测的规范化及教育仍任重道远：23%的临床医生对 NGS 实验室认证体系完

全不了解；超过 30%常用 NGS 的临床医生从未收到不合格/警戒提示；90%以上临床医生 NGS

报告需要解读-燃石医学正在开展的 NGS 大师班，旨在提升医生的 NGS 报告解读能力，协助

医生守护患者诊疗，共同做好“报告后阶段”！ 

 

2、手术机器人风口已来？“一超多强”新格局或将重塑市场 

2019-09-24 来源：动脉网 

（一）美敦力发布手术机器人，与达芬奇正面刚 

9月 24日，美敦力在投资者大会上推出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Hugo 

Ras系统。美敦力表示，比目前市面上其他系统，Hugo 将更具灵活性和成本效益。 

在手术机器人不断增长的市场规模下，美敦力通过自研+收购，终于推出了全新的手术

系统。虽然目前 Intuitive Surgical及其子公司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公司仍然是市场主导者，

但毫无疑问，他们迎来了美敦力这一强劲对手。 

美敦力表示，全球只有 2%的手术是借助机器人完成的，其他的 98%其实也需要手术机器

人来完成手术，但介于成本和使用上的种种困难，而暂时选择放弃了对机器人的使用。在未

来 10年里，Hugo Ras以及其他手术机器人将会彻底改变手术的面貌。 

虽然已经连续两年蝉联医疗器械 NO.1，但美敦力似乎并不满足现有业务的增长。此前

以 17 亿美元收购 Mazor Robotics 打响了美敦力进军手术机器人的第一枪。Hugo RAS的正

式发布意味着美敦力手术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又进一步。 

Hugo RAS系统包括手术塔、控制台、机械臂和机械手推车，主要有五大特点： 

（1）模块化。这就意味着该系统的各个部分是相互独立的，医生可以使用其中某个独

立组件来灵活满足不同的需求。比如说，医生可以在使用手术臂完成手术后，将其推开，然

后仍然使用同一个手术台开始腹腔镜手术。 

（2）通用性。该系统的手术塔、控制台、内窥镜不仅能够支持机器人辅助手术，也能

支持传统的腹腔镜与开放式手术。例如，内窥镜采用标准长度，为机器人系统提供动力的

FT10发生器与为腹腔镜和开放式手术设备提供动力的发生器类型相同。 

（3）可升级性。Hugo RAS系统能够随着技术发展完成自身的升级更新，而无需重新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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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整套设备。同时，相关软件也会不断更新。 

（4）开放式控制台。Hugo外科手术控制台的设计具有带脚踏板的开放式结构，因此医

生在手术过程中仍可与患者和 OR人员互动。 

（5）与公司其他手术器械产品完美结合。美敦力在 Hugo RAS 机械臂设计得十分灵活，

末端执行器可以兼容很多公司现有器械产品的组合。此举不仅刺激了公司其他器械产品的销

售，同时让医生使用熟悉的产品，无需花费精力适应新器械。这一点或许是美敦力 PK 达芬

奇的一个重要的优势。 

 

（二）史赛克 5 亿美元收购 Mobius Imaging 与 Cardan Robotics，涉足手术机器人领

域 

2019年 9月 4日，史赛克（Stryker）宣布以 3.7亿美元的前期现金以及 1.3亿美元里

程碑付款，合计 5亿美元收购 Mobius Imaging及其子公司 Cardan Robotics。 

 此次收购，史赛克将获得 Mobius 的 Airo CT 扫描设备，这是一种用于手术机器人的

移动诊断成像系统。FDA 于 2013 年首次向该系统的早期版本授予许可，去年为该产品增加

了儿科适应症。此次收购使将使史赛克的脊柱部门进入术中成像领域，并与公司的种植体和

导航产品保持一致。通过手术机器人为脊柱植入物市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史赛克创建于 1941 年，是全球最大的骨科及医疗科技公司之一，其业务主要分为骨

科、内外科器械、神经技术和脊柱等部分。其中脊柱产品是脊柱植入设备，用于脊柱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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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和退行性治疗的颈椎、胸腰椎和椎体间系统。 

 史赛克的整形外科和脊柱组织总裁 Spencer Stiles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收购

将为史赛克带来成像和机器人技术领域前沿的专业知识以及强大的产品线，丰富史赛克现有

的产品组合，使脊柱部门能够提供更完整的解决方案。” 

 Mobius Imaging 成立于 2008 年，致力于将先进的成像技术集成到医疗工作流程中，

从而提高临床医生获取高质量图像的能力。其 AiroTruCT 扫描仪可提供实时、移动的成像。

今年 2月，通过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WellSpan York医院的一个项目，AiroTruCT扫描仪首次

与史赛克公司的 NAV3i脊柱手术指导系统集成。 

 Mobius 首席执行官 Gene Gregerson 表示：“Airo CT 旨在让外科医生更方便的获取

CT图像，同时不影响手术进行。 

 Cardan Robotics 成立于 2015 年，致力于开发用于辅助脊柱外科手术以及介入放射

学的导航系统和硬件。以前被称为猎户座外科手术室，它辅以 Airo CT系统用于内窥镜脊柱

手术。该公司已经安装了大约 130套 Airo系统。 

 Canaccord Genuity分析师 Kyle Rose在致投资者的一份报告中对这笔交易表示赞同，

他认为这笔交易使得史赛克进入术中成像领域，并在机器人和导航产品中站稳脚跟，这些产

品将构成脊柱手术的未来。而将成像引导程序整合到史赛克的脊柱产品组合中也可提升史赛

克的市场竞争力。 

（三）医疗机器人公司 CMR Surgical 完成 1.95 亿英镑 C 轮融资，以进一步扩大国际

市场，争做下一代达芬奇机器人 

2019年 9月 16日，动脉网（微信号：vcbeat）通过外媒资讯获悉，总部位于英国剑桥

的医疗机器人公司 CMR Surgical 完成 1.95 亿英镑 C 轮融资，此次融资由 LGT Capital 

Partners领投，Cambridge Innovation Capital和 Escala Capital 跟投。目前该公司估值

已超过 10亿美元。 

 CMR Surgical 拟利用本轮融资资金在欧洲和亚洲加快推广 Versius 系统，进一步扩

大国际市场。 

 CMR Surgical于 2016年发布了其通用手术机器人系统 Versius的原型和部分设计细

节，并在 2018 年 9 月正式推出。在 2019 年 3 月，Versius 系统获得了欧盟 CE 认证。这款

手术机器人旨在满足腹腔镜手术的复杂要求，其紧凑的尺寸可轻松融入现有的手术工作流程，

而其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控制台设计使外科医生能够减轻工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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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us 是世界上最小的外科手术机器人，它的手术操作模式与达芬奇机器人相似，

但设备仅有达芬奇机器人的三分之一大小，易于转移及运送。Versius通过独特的四轴腕关

节专利实现了多功能性和便携性，提高了其利用率。 

 Versius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其优化了人机交互的过程。其控制台采用了多种符合人体

工效学的工作位置，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外科医生经常被迫的倾斜、弯腰、手臂伸展时处于尴

尬的角度，减少重复性劳损（RSI），背部、膝盖和颈部受伤，延长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涯。并

且该系统配备了 3D高清摄像头，提供身体内部的 3D可视化，还拥有触觉力反馈和阻力检测

系统，使得医生在手术中对机器人的操控更加准确舒适，确保机械臂在病人体内力度合适。 

 CMR Surgical首席执行官 Martin Frost表示：“CMR Surgical 已经在临床试验中使

用 Versius完成一系列外科手术，我们即将推动 Versius系统的商业化。我们有能力改变全

球微创手术市场，使更多的人能负担得起手术费用。” 

LGT Capital Partners 是一家领先的投资管理公司，总部位于瑞士 Pfaeffikon SZ，在

纽约、伦敦、都柏林、香港和东京均设有分支机构。该公司管理着 19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和

私募股权资产，拥有一支由来自 31个国家的 160名专业人士组成的国际团队。 

Cambridge Innovation Capital plc 与剑桥大学有着独特的关系，其业务主要是支持

剑桥集群中快速发展的知识产权公司。 

Escala Capital是一家位于西班牙的投资机构，其主要业务包括金融和企业咨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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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息科技行业 

【本期热点】 

1、一文看懂化合物半导体，机会在哪里？ 

2019-09-13         半导体行业观察 

半导体材料可分为单质半导体及化合物半导体两类，前者如硅（Si）、锗(Ge）等所形

成的半导体，后者为砷化镓（GaAs）、氮化镓（GaN）、碳化硅（SiC）等化合物形成。半导

体在过去主要经历了三代变化，砷化镓（GaAs）、氮化镓（GaN）和碳化硅（SiC）半导体分

别作为第二代和第三代半导体的代表，相比第一代半导体高频性能、高温性能优异很多，制

造成本更为高昂，可谓是半导体中的新贵。 

 

三大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中，GaAs占大头，主要用于通讯领域，全球市场容量接近百亿

美元，主要受益通信射频芯片尤其是 PA 升级驱动；GaN 大功率、高频性能更出色，主要应

用于军事领域，目前市场容量不到 10 亿美元，随着成本下降有望迎来广泛应用；SiC 主要

作为高功率半导体材料应用于汽车以及工业电力电子，在大功率转换应用中具有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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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摩尔：光学、射频、功率等模拟 IC持续发展 

摩尔定律放缓，集成电路发展分化。现在集成电路的发展主要有两个反向：More Moore 

（深度摩尔）和 More than Moore （超越摩尔）。摩尔定律是指集成电路大概 18个月的时

间里，在同样的面积上，晶体管数量会增加一倍，但是价格下降一半。但是在 28nm 时遇到

了阻碍，其晶体管数量虽然增加一倍，但是价格没有下降一半。More Moore （深度摩尔）

是指继续提升制程节点技术，进入后摩尔时期。与此同时，More than Moore （超越摩尔）

被人们提出，此方案以实现更多应用为导向，专注于在单片 IC上加入越来越多的功能。 

 

模拟 IC 更适合在 More than Moore （超越摩尔）道路。先进制程与高集成度可以使

数字 IC具有更好的性能和更低的成本，但是这不适用于模拟 IC。射频电路等模拟电路往往

需要使用大尺寸电感，先进制程的集成度影响并不大，同时还会使得成本升高；先进制程往

往用于低功耗环境，但是射频、电源等模拟 IC 会用于高频、高功耗领域，先进制程对性能

甚至有负面影响；低电源和电压下模拟电路的线性度也难以保证。PA 主要技术是 GaAs，而

开关主要技术是 SOI，More than Moore （超越摩尔）可以实现使用不同技术和工艺的组合，

为模拟 IC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道路。 

第三代半导体适应更多应用场景。硅基半导体具有耐高温、抗辐射性能好、制作方便、

稳定性好。可靠度高等特点，使得 99%以上集成电路都是以硅为材料制作的。但是硅基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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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适合在高频、高功率领域使用。2G、3G 和 4G 等时代 PA 主要材料是 GaAs，但是进入

5G 时代以后，主要材料是 GaN。5G 的频率较高，其跳跃式的反射特性使其传输距离较短。

由于毫米波对于功率的要求非常高，而 GaN 具有体积小功率大的特性，是目前最适合 5G 时

代的 PA材料。SiC和 GaN等第三代半导体将更能适应未来的应用需求。 

 

模拟 IC关注电压电流控制、失真率、功耗、可靠性和稳定性，设计者需要考虑各种元

器件对模拟电路性能的影响，设计难度较高。数字电路追求运算速度与成本，多采用 CMOS

工艺，多年来一直沿着摩尔定律发展，不断采用地更高效率的算法来处理数字信号，或者利

用新工艺提高集成度降低成本。而过高的工艺节点技术往往不利于实现模拟 IC 实现低失真

和高信噪比或者输出高电压或者大电流来驱动其他元件的要求，因此模拟 IC 对节点演进需

求相对较低远大于数字 IC。模拟芯片的生命周期也较长，一般长达 10年及以上，如仙童公

司在 1968年推出的运放 μ A741卖了近五十年还有客户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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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数字 IC 多采用 CMOS工艺，而模拟 IC采用的工艺种类较多，不受摩尔定律束缚。

模拟 IC 的制造工艺有 Bipolar 工艺、CMOS 工艺和 BiCMOS 工艺。在高频领域，SiGe 工艺、

GaAs工艺和 SOI工艺还可以与 Bipolar和 BiCMOS工艺结合，实现更优异的性能。而在功率

领域，SOI 工艺和 BCD（BiCMOS 基础上集成 DMOS 等功率器件）工艺也有更好的表现。模拟

IC应用广泛，使用环节也各不相同，因此制造工艺也会相应变化。 

 

砷化镓（GaAs）：无线通信核心材料，受益 5G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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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第一代硅半导体，砷化镓具有高频、抗辐射、耐高温的特性，因此广泛应用在

主流的商用无线通信、光通讯以及国防军工用途上。无线通信的普及与硅在高频特性上的

限制共同催生砷化镓材料脱颖而出，在无线通讯领域得到大规模应用。 

基带和射频模块是完成 3/4/5G蜂窝通讯功能的核心部件。射频模块一般由收发器和前

端模组（PA、Switch、Filter）组成。其中砷化镓目前已经成为 PA和 Switch的主流材料。 

4G/5G频段持续提升，驱动 PA用量增长。由于单颗 PA芯片仅能处理固定频段的信号，

所以蜂窝通讯频段的增加会显著提升智能手机单机 PA 消耗量。随着 4G通讯的普及，移动通

讯的频段由 2010年的 6个急速扩张到 43个，5G时代更有有望提升至 60以上。目前主流 4G

通信采用 5频 13模，平均使用 7颗 PA，4个射频开关器。 

 

目前砷化镓龙头企业仍以 IDM模式为主，包括美国 Skyworks、Qorvo、Broadcom/Avago、

Cree、德国 Infineon 等。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产业发展模式开始逐渐由 IDM 模式转为设计+

代工生产，典型事件为代工比例持续提升、avago去年将科罗拉多厂出售给稳懋等。我们认

为 GaAs衬底和器件技术不断成熟和标准化，产品多样化、器件设计的价值显著，设计+制造

的分工模式开始增加。 

从 Yole Development 等第三方研究机构估算来看，2017年全球用于 PA的 GaAs 器件

市场规模达到 80-90亿美元，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集中于 Skyworks、Qorvo、Avago 三大巨头。

预计随着通信升级未来两年有望正式超过 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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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用市场决定无需 60 nm 线宽以下先进制程工艺，不追求最先进制程工艺是另外

一个特点。化合物半导体面向射频、高电压大功率、光电子等领域，无需先进工艺。GaAs

和 GaN 器件以 0.13、0.18μ m 以上工艺为主。Qorvo 正在进行 90nm 工艺研发。此外由于受

GaAs 和 SiC 衬底尺寸限制，目前生产线基本全为 4 英寸和 6 英寸。以 Qorvo 为例，我们统

计下来氮化镓制程基本线宽在 0.25-0.50um，生产线以 4英寸为主。 

 

氮化镓&碳化硅：高压高频优势显著 

氮化镓(GaN)和碳化硅(SiC)并称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双雄，由于性能不同，二者的

应用领域也不相同。由于氮化镓具有禁带宽度大、击穿电场高、饱和电子速率大、热导率高、

化学性质稳定和抗辐射能力强等优点，成为高温、高频、大功率微波器件的首选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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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化镓：5G时代来临，射频应用前景广阔 

目前氮化镓器件有三分之二应用于军工电子，如军事通讯、电子干扰、雷达等领域；

在民用领域，氮化镓主要被应用于通讯基站、功率器件等领域。氮化镓基站 PA的功放效率

较其他材料更高，因而能节省大量电能，且其可以几乎覆盖无线通讯的所有频段，功率密

度大，能够减少基站体积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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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工艺代工厂崛起，分工大势所趋。全球半导体分为 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集成电路制造)模式和垂直分工模式两种商业模式，老牌大厂由于历史原因，

多为 IDM模式。随着集成电路技术演进，摩尔定律逼近极限，各环节技术、资金壁垒日渐提

高，传统 IDM模式弊端凸显，新锐厂商多选择 Fabless（无晶圆厂）模式，轻装追赶。同时

英飞凌、TI、AMD等老牌大厂也逐渐将全部或部分制造、封测环节外包，转向 Fab-Lite（轻

晶圆厂）甚至 Fabless模式。 

 

氮化镓射频器件高速成长，复合增速 23%，下游市场结构整体保持稳定。研究机

构 Yole Development 数据显示，2017 年氮化镓射频市场规模为 3.8 亿美元，将于 2023 年

增长至 13 亿美元，复合增速为 22.9%。下游应用结构整体保持稳定，以通讯与军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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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合计占比约为 80%。 

 

碳化硅：功率器件核心材料，新能源汽车驱动成长 

SiC 主要用于大功率高频功率器件。以 SiC 为材料的二极管、MOSFET、IGBT 等器件未

来有望在汽车电子领域取代 Si。目前 SiC 半导体仍处于发展初期，晶圆生长过程中易出现

材料的基面位错，以致 SiC 器件可靠性下降。另一方面，晶圆生长难度导致 SiC材料价格昂

贵，预计想要大规模得到应用仍需一段时期的技术改进。 

 

Die Size 和成本是碳化硅技术产业化的核心变量。我们比较目前市场主流 1200V 硅基

IGBT及碳化硅基 MOSFET，可以发现 SiC基 MOSFET产品较 Si基产品能够大幅减少 Die Size，

且表现性能更好。但是目前最大阻碍仍在于 Wafer Cost，根据 yole development测算，单

片成本 SiC比 Si基产品高出 7-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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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 IHS 预测到 2025年 SiC 功率半导体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30 亿美元。在未来

的 10年内，SiC器件将开始大范围地应用于工业及电动汽车领域。纵观全球 SiC主要市场，

电力电子占据了 2016-2017 年最大的市场份额。该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由于电源供应

和逆变器应用越来越多地使用 SiC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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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 近期产业化进度加速，上游产业链开始扩大规模和锁定货源。我们根据整理 CREE

公告，可以发现近期碳化硅产业化进度开始加速，ST、英飞凌等中游厂商开始锁定上游晶圆

货源： 

 2019 年 1 月公告：CREE 与 ST 签署一项为期多年的 2.5 亿美元规模的生产供应协议，

Wolfspeed将会向 ST 供应 150 ㎜ SiC晶圆。 

 2018年 10月公告：CREE宣布了一项价值 8,500万美元的长期协议，将为一家未公布名

称的“领先电力设备公司”生产和供应 SiC晶圆。 

 2018 年 2 月公告：Cree 与英飞凌签订了 1亿美元的长期供应协议，为其光伏逆变器、

机器人、充电基础设施、工业电源、牵引和变速驱动器等产品提供 SiC晶圆。 

两大驱动力：5G提速+汽车电气化 

5G 加速推进，射频市场有望高速成长 

海外率先商用，5G提速预期强烈 

海外 5G率先商用，国内 5G推进有望加速！4月 3日，美国运营商 Verizon宣布在部分地区

推出 5G服务；4月 5日，韩国三大运营商宣布开始针对普通消费者的 5G商用服务；4月 10

日，日本政府向四大运营商分配 5G频段，预计明年春正式商用；我们认为，在海外 5G积极

推进商用的节奏下，国内 5G 有望加速。 

 

随着 5G 的推广，从 5G 的建设需求来看，5G 将会采取"宏站加小站"组网覆盖的模式，

历次基站的升级，都会带来一轮原有基站改造和新基站建设潮。2017年我国 4G广覆盖阶段

基本结束，4G宏基站达到 328万个。根据赛迪顾问预测，5G宏基站总数量将会是 4G宏基站

1.1~1.5倍，对应 360万至 492万 5G宏基站。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54 

 

于此同时在小站方面，毫米波高频段的小站覆盖范围是 10~20m，应用于热点区域或更

高容量业务场景，其数量保守估计将是宏站的 2倍，由此我们预计 5G小站将达到 950万个。 

 

氮化镓将占射频器件市场半壁江山 

基站建设将是氮化镓市场成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Yole development数据显示，2018

年，基站端氮化镓射频器件市场规模不足 2 亿美元，预计到 2023 年，基站端氮化镓市场规

模将超 5亿美元。氮化镓射频器件市场整体将保持 23%的复合增速，2023年市场规模有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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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亿美元。 

 

氮化镓将占射频器件市场半壁江山。在射频器件领域，目前 LDMOS（横向扩散金属氧

化物半导体）、GaAs（砷化镓）、GaN（氮化镓）三者占比相差不大，但据 Yole development

预测，至 2025 年，砷化镓市场份额基本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氮化镓有望替代大部分 LDMOS

份额，占据射频器件市场约 50%的份额。 

 

汽车电气化推动碳化硅市场快速成长 

汽车半导体市场快速增长 

汽车 IC 快速增长，成半导体增长亮点。根据 IC Insights 数据，预计 2018年汽车 IC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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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 18.5%，规模可达 323 亿美元。到 2021 年，汽车 IC 市场将会增长到 436 亿美元，

2017 年到 2021 年之间的复合增长率为 12.5%，为复合增长率最高的细分市场模块，也是

未来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汽车模拟 IC增长强劲，实现对智能手机的超越。智能手机的高速增长曾经是带动半导

体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如今汽车成为下一位选手。根据 HIS 数据，从体量上看，2015

年汽车模拟 IC市场将已经超过的智能手机市场，预计 2018年汽车模拟 IC市场规模可达 102

亿美元。与此同时，由于汽车市场增速高于其他子行业，其模拟 IC销售占比也逐年增加。 

 

环保需求持续驱动汽车电气化进程 

环保节能需求推动汽车电气化，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由于各国政府对能源和环境问

题高度重视，纷纷提出禁售燃油车计划，汽车电气化几乎是必然趋势。Katusa Research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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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中国，美国和德国将成为电动汽车的主要推广者，致使 2040 年电动汽车年均销售

量可达 6千万量。新能源汽车能够有效降低燃油消耗量，而新能源汽车需要用到大量的电源

类 IC（比如升降电压用的 DC/DC），模拟 IC行业可从中受益。 

 

汽车硅含量持续提升，碳化硅市场显著受益 

汽车电气化程度逐步加深，硅价值量持续增长。各车企纷纷推出新能源车，以实现汽

车电动化的软替代，常见的新能源汽车包括混合动力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增程式电

动汽车、纯电动汽车。随着电气化程度的提升，汽车半导体价值量也水涨船高。2018 年中

度混合动力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单车半导体价值量分别达 475、740 和

750 美元，根据 Strategy Analytics 预测，2025 年度混合动力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和纯电动汽车销量分别可达到 0.17 亿、0.13 亿、0.08 亿，合计半导体市场规模可达 237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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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市场将是碳化硅器件成长的主要驱动力。根据 Yole development预测，未来几

年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铁路对碳化硅市场增长影响较大，其中增量价值最高的为新能源

汽车，包括汽车本身以及由此带动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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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处于安全性考虑，需要包含各个子系统的稳压、静电保护、信号隔绝等需求，同

时还需要众多与电力系统配套的功率半导体产品，包括充电器、电池管理、逆变器、次逆变

器、DC/DC以及各种接口等。因此汽车电动化给功率半导体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行业动态】 

1、群雄争夺百亿 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 

2019-09-21        申万宏源 

CMOS 图像传感器（CIS）增长迅速，CMOS 凭借低成本、设计简单、尺寸小、功耗低、

高集成度等优势，目前在民用消费电子市场迅速取代了 CCD（电荷耦合器件），市场份额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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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99%。目前，手机是 CMOS 图像传感器最大的终端用户市场，未来几年汽车将成为增速

最大的下游应用领域。随着下游终端需求领域的快速扩散，行业将迎来新一轮成长高峰。 

变“光”为“数”，图像传感器精密而关键 

图像传感器是当今应用最普遍、重要性最高的传感器之一。其主要采用感光单元阵列

和辅助控制电路获取对象景物的亮度和色彩信号，并通过复杂的信号处理和图像处理技术输

出数字化的图像信息。图像传感器中的感光单元一般采用感光二极管(photodiode)实现光电

信号的转换。感光二极管在接受光线照射之后能够产生电流信号，电流的强度与光照的强度

成正比例关系。图像传感器主要分为 CCD图像传感器和 CMOS图像传感器两大类。CCD 和 CMOS

都是利用感光二极管进行光电转换，将图像转换为数字信号，但二者在感光二极管的周边信

号处理电路和感光单元产生的电信号的处理方式不同。CMOS (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技术作为后起之秀，从 90 年代开始被重视并获

得大量研发资源，逐步赶超 CCD(Charge-CoupledDevice，电荷耦合器件)，当前已经在图像

传感器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CMOS传感器优势突出，已占图像传感器市场 9成份额 

CMOS 传感器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图像系统。当外界光线照射到 CMOS 传感器上的

时候: 

(1) 传感器拥有的像素阵列会发生光电效应; 

(2) 光电效应使得像素阵列上的每个像素单元产生对应外界色彩和亮度的电荷信号; 

(3) 信号会被模数转换电路转换成数字图像信号; 

(4) 数字信号经过集成于同一芯片上的 ISP处理后输出。 

简单来说，CMOS 传感器就像一组太阳能电池矩阵，每个像素就是矩阵中的一个电池，

每个电池按照前方的亮度和色彩排布进行充电，之后统计每个电池的电量，就能得出对应的

亮度和色彩，从而还原出现实的景象。CMOS 图像传感器近年来增长迅速，已接近全面替代

CCD传感器。据 ICInsights 统计，2017年 CMOS传感器销售额占整个图像传感器销售额比例

为 89%(这一数字在 2007 年仅为 54%)，出货量占图像传感器总出货量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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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 CMOS 传感器凭借优异的性价比，将继续保持绝对的优势地位，并继续挤压 CCD 的

市场空间。 

(1)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采用了适合大规模生产的标准流程工艺，批量生产时，单位

成本远低于 CCD; 

(2)CMOS 传感器将图像采集单元和信号处理单元集成到同一块基板上，缩小了体积的

同时还保持着低功耗和低发热，非常适合移动设备和各类小型化设备; 

(3)相比之下，CCD 传感器成本上不具有优势，且体积大，发热大，功耗高，基本无法

适用于现今多数电子产品上。 

 

终端应用爆发，CMOS 传感器 5 年 CAGR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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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OS传感器今年销售额有望达到 137亿美金，同时其出货量将继续保持 10%以上年均增

速。得益于车载应用、机器视觉、人脸识别与安防监控的快速发展，以及多摄像头手机广泛

普及，CMOS图像传感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根据 ICInsights 统计，2017年全球 CMOS 图像

传感器销售额为 125亿美元，同比增长 19%;预计 2018 年将达到 137亿美元，同比增长 10%。

预计 2017-2022年出货量 CAGR达 11.7%，销售额的 CAGR 为 8.8%。至 2022年，CMOS传感器

的 全 球 销 售 额 将 达 到 190 亿 美 金 。

 

手机是 CMOS传感器的最大应用市场，汽车、安防等新应用领域高速成长。2017 年手机

用 CMOS传感器市场规模占整体应用市场的 62%，达 77.5 亿美元，预估 2022年手机 CMOS传

感器的市场营收规模将可达 86亿美元。而在未来几年，汽车、安防监控、医疗、玩具/电玩

与工业等将成为带动 CMOS传感器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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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防监控领域:安防监控离不开视觉信息的获取，必须依赖图像传感器，随着整个安

防监控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预估到 2020年该领域 CMOS图像传感器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9.12

亿美元，占到行业市场份额的 6%。 

(2)汽车电子领域:是图像传感器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近年来 CMOS 图像传感器已经安

装在汽车倒车影像、防碰撞系统之内，而由于未来的新车将标配 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以及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汽车厂商将会为自家车辆产品导入更多摄像头来获取外界信息。 

而每增加一个摄像头，就需要增加一块 CMOS传感器，所以车载应用将是 CMOS图像传感器各

主要应用市场中增速最快的方向。 

根据 YOLE的最新预测，车载图像传感器市场空间将从 2016年的 22亿美金增长至 2022

年的 77 亿美金，是车用传感器(包括各类雷达、压力传感器、惯性传感器等)中增长最快、

占比最高的细分产品。同时，汽车市场也将成为仅次于手机的第二大 CMOS传感器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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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疗/科研领域:以往医疗和科研领域主要使用 CCD 传感器，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今

医疗和科研领域则在谋求使用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 CMOS 传感器来替代大部分老旧产品，这

一应用领域预计有 34%年复合增长率，2020年销售额 8.6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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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系统领域:随着机器视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业生产线会引入图像传感器来提

高生产效率和质量，预计该领域年复合增长率 18%，2020 年销售额 8.97亿美元。 

物联网落地催化，安防、汽车、工控等多领域对 CMOS传感器需求旺盛。 

虽然手机占到目前 CMOS 传感器六成的应用，其增速在明显放缓，但物联网的普及催生

了大量的图像采集需求。 

预计到 2020年，全球安防监控领域 CMOS 传感器需求量将达到 9.12 亿美元，复合增长

率为 36%；与此同时医疗、工控领域的需求量也分别达到接近 9亿美元。而最大的增量来自

于车用市场，得益于 ADAS 系统普及和自动驾驶的发展，预计到 2022年车用 CMOS 传感器市

场规模将达到 77亿美金。为满足不断丰富的应用场景，CMOS传感器正处在加速迭代的周期

中，背照 BSI、三层堆栈、全局快门等新技术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拥有最强技术实力的

索尼、三星、豪威三巨头掌握了行业的主导权，市占率合计达到 70%以上，并占据了绝大部

分高端市场。 

索尼三星领跑 

CMOS 传感器属于典型的可以进行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半导体产业，规模效应明显，需要

较大的前期投入才能产出结果，这也导致了这一行业强者恒强。目前 CMOS 传感器厂商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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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但是据 YOLE 的统计，在 2016 年行业前三的厂商索尼、三星、豪威的市场占有率之

和达到了 72%，市场集中度高。 

 

索尼稳坐 CMOS 传感器市场头把交椅，三星和豪威紧随其后。据 YOLE 统计，行业龙头

索尼在 2016年占据了 42%的市场份额，产品涵盖各个消费类电子到各类行业应用领域，主

攻高端市场，技术实力最强。其次是三星，主攻消费类电子市场，多是自产自销，在技术上

紧追索尼，已经可以提供与索尼同级别的 CMOS 产品，但三星的 CMOS 在行业应用领域相对

较少。第三位豪威科技，在行业应用上有很深的积累，尤其是在车载 CMOS 领域，市场占有

率高过索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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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 CMOS 传感器龙头厂商中，索尼在规模上有显著优势 

在下游各领域的旗舰和主流产品中，绝大部分采用了三巨头的 CMOS 传感器方案。可以

看到，近期市场热门的几款手机都是采用索尼、三星与 OV 的 CMOS 传感器，这三家厂商把

持着大部分消费类电子领域 CMOS 传感器的市场份额。而在汽车和安防等行业应用领域一般

都是选用安森美，OV 与索尼三家的产品，三星的 CMOS 一般只见于自家的终端产品上。 

 

热门手机采用的 CMOS 多为索尼与三星、豪威的产品 

除了占据主流市场的三巨头外，还有定位于特高端、 低端市场的两类玩家。但在市场

规模以及下游客户群方面，都无法和主流市场相媲美。后两小节我们先介绍索尼、 三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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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内部分厂商的 CMOS 传感器情况，关于豪威我们会在第 3 章重点介绍。 

 

CMOS 传感器三大梯队厂商在出货量、 ASP 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索尼：技术领先，稳坐头把交椅 

隶属于索尼半导体部门的 CMOS 传感器业务，已经成为索尼最赚钱的支柱业务之一。早

在在 CMOS 图像传感器大面积应用之前，索尼的 CCD 图像传感器凭借灵敏度、信噪比等优

势，在监控、交通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随着 CMOS 图像传感器逐渐成为主流，索尼依靠在 

CCD 时代积累下来的雄厚技术实力，继续领跑。其 2016 年 CMOS 传感器销售额达 48.58 亿

美元，占整个半导体部门营收的 70%。而在 2017 财年（2017 年 4 月 1 日到 2018 年 3 月 

31 日）财报中，半导体业务拜 CMOS 热销所赐，销售额达到了 8500 亿日元（折合约 77.9 

亿美元），同比增长达 10%；营业利润高达 1640 亿日元（折合 15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经过多年发展，索尼在技术上已然领跑业界，产品性能优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迭代迅

速，其他对手短时间内难以撼动其领先地位。在消费类电子领域，索尼最具代表性的技术是

堆栈式传感器技术。堆栈式传感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移动设备厂商的追捧，索尼也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研发了带 DRAM 的三层堆栈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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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率先开发出了堆栈式传感器技术 

在行业应用上，索尼有 STARVIS 和 Pregius 两个主打技术。其中 STARVIS 主要用于

安防领域，是将背照式 CMOS 的感光度进一步进行增强的技术，不仅增强了可见光的感光度，

还提高了监控摄像机利用频度较高的近红外光等宽广波长范围的光的利用效率。而 Pregius 

是索尼对自家全域快门技术（Global shutter）的称呼，其原理是在像素下部增加存储单元，

在曝光时所有像素同时曝光并将信息保存到对应的存储单元之中，以避免果冻效应。该技术

主要用于工业机器视觉领域。 

在产品上，索尼已经建立了业界最完善的 CMOS 产品线，涵盖各个领域，把持住中高端

领域的市场份额。在消费类电子领域，无论手机还是相机，索尼 CMOS 已经成了各大厂商最

常见的选择和高端产品的标配，例如 2017 年下半年发布的 IMX400 系列 CMOS，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各大厂商的追捧，今年年初因拍照能力出众而大放异彩的华为 P20 PRO，也采用了

索尼最新的 IMX600 传感器。而在多数行业领域，尤其是在安防和工业视觉这类细分领域上，

索尼也属于领导者，只有在部分高端领域仍不及 Teledyne Dalsa、安森美和 e2v 这些老牌

工业级图像传感器供应商。 

二、三星：背靠集团资源，在消费领域异军突起 

三星的消费类 CMOS 传感器一直紧追索尼不放，并逐步缩小技术上的差距。如今，索尼

面向手机的新 CMOS 一推出，三星就能紧随其后发布性能表现类似的产品，例如索尼发布三

层堆栈 CMOS 传感器 IMX400 后不久，三星就推出了对标的产品 S5K2L3，并混用在自家的 S 

和 Note 系列旗舰产品上，性能表现优异。近几年来三星对自家旗舰机主摄像头 CMOS 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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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混合供货的原则，不同地区不同版本手机分别采用索尼 IMX 系列和三星 ISOCELL 传感器。 

2013 年，三星推出了 ISOCELL 技术，使得其 CMOS 传感器性能有了质的提升。事实上，

在 Galaxy S5 之前，三星传感器基本上只会出现在入门级别千元机；其后三星在 Galaxy S5 

搭载了使用 ISOCELL 技术的 CMOS，其表现得到了市场认可，又恰逢索尼的 CMOS 出现缺货

潮，已有知名度的三星 CMOS 传感器借此推广，国内的华为、魅族、小米、OPPO 等厂商部

分机型也开始尝试使用。从此三星 CMOS 打开了通往中高端市场的大门。 

 

三星 ISOCELL 技术使得像素之间串扰现象减少 

而在行业应用领域，三星相比竞争对手较为落后。在车载 CMOS 领域，三星的份额几乎

为 0，在安防领域等其余行业应用领域，三星的 CMOS 基本处于自产自销的状态。但是三星 

CMOS 业务背靠的是整个三星集团，在各个产品条线上应用潜力很大。凭借三星集团雄厚的

财力和资源扶持，未来三星的 CMOS 传感器业务有望积累更强的竞争力。在国外厂商方面，

还有 SK海力士和安森美这样的玩家，他们同样在这个市场奋勇争先。 

奋进的国内厂商 

至于国内的 CMOS 传感器厂商方面，韦尔股份最近收购的豪威科技绝对是国内的佼佼者。 

豪威科技(Omnivision，简称 OV)于 1995 年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成立，是一家领先的数

字图像处理方案提供商。其 CameraChip 和 AmeraCubeChip 系列 CMOS 图像传感芯片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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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消费级和工业级应用。 美国豪威于 2000 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中国财团于 2016 年

完成对美国豪威的私有化交易，并计划登陆 A 股。 2018 年 5 月，韦尔股份披露公告，

重启了对豪威的收购。 

豪威在 CMOS 传感器市场占有率约 12%，与第二梯队拉开了差距。 豪威 2015、 2016

年 CMOS 传感器销售额分别达到 12.5 亿美元、 14.4 亿美元（据 YOLE 统计数据），市占

率分别为 12.2%和 12.4%。这一规模仅次于索尼和三星，是排名第四位的安森美的 2 倍。 

公司下游应用领域主要涉及智能手机、车载摄像头、医疗摄像头、监控设备、无人机、

VR/AR 摄像头等方面。 根据 BDO 编写的 CCD/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分析析报告，豪威在

安防领域的市占率达 56%，在汽车领域的市占率有 29%。除此之外，豪威在医疗影像市场、

物联网市场和特种应用市场等诸多新兴领域也表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豪威作为 CMOS 领域深耕已久的厂商，具备业内领先的技术实力。 截至 2018 年 5 月

底，豪威拥有 4060 项专利技术；2017 年研发投入超过 10 亿元，占营业收入 10%以上；

在全球多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具有和索尼等一较高下的实力。 

在规模和技术上与国外厂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产品主要用于中低端消费类电子领域。

但是，一些国内领先的 CMOS 传感器厂商如思比科、格科微等，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正逐步

扩大份额、 向中高端市场渗透。 

在 2011 年之前，豪威是 CMOS 传感器市场的老大，但此后遭遇竞争对手夹击。 索尼

在 2010 年的市场份额还仅为 7%左右，但由于豪威在 2011 年丢掉苹果手机订单，同时大

量高端旗舰手机转投索尼的怀抱，从 2011 年后索尼传感器就一路高歌猛进，市场份额不断

提升，甚至在 2014 年开始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三星成功利用这一机遇打进了供求关系

相对紧张的 1300 万像素传感器市场，得以被大量手机品牌厂商采用，一举超过了豪威成为

了市场第二。在低端市场，豪威也面临中韩厂商的冲击。好在豪威依然凭借出色的技术维持

住了市场份额。 

除了豪威外，国内还有格科微、思比科、比亚迪、思特威等从事 CMOS图像传感器企业，

他们正在卯足劲抢进这个百亿大市场。 

2、5G 能让 VR/AR 站着挣钱吗？ 

2019-09-03        镁客网 

VR／AR行业想要迎来新一轮爆发，就必须先解决产业自身的问题。 

“5G来了，VR／AR也要再次火爆了。” 

http://vr.ofw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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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 

 

从高潮迭起到跌落低谷，VR／AR经历了什么？ 

VR／AR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火的？面对这一问题，估计大多数人都会说，“是在 2014

年。” 

2014 年，扎克伯格做了一件几乎称得上是震惊全球的事情——豪掷 20 亿美元收购 VR

初创公司 Oculus，此举也被行业认为是 Facebook 在为未来买单。而这之后，HTC、索尼、

谷歌、三星、微软等大厂强势入局，Magic Leap 等创业公司被资本捧上了天。一时间，VR

／AR风头无两。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仅从 2015年初到 2016年 7月，全球 VR／AR 企业数量便从 200家

爆发至 1600余家。与此同时，资本的疯狂涌入也为这一产业再添了几把火，2015年－2016

年，我国 VR／AR产业融资金额超 50亿元，而这一数字在 2014年仅有 2．11亿元。 

这种火爆反映到市场上，仅 2016年全球 VR／AR头戴式显示设备总出货量达 200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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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国市场销售量为30万台，就连加上主机售价超万元的HTC Vive都卖出了5万台以上。 

除品牌市场外，廉价设备的市场表现更为惊人，仅 2016年 8月，深圳华强北的 VR设备

出货量就超 1000万台。 

但很快，内容匮乏、设备发热、体验时眩晕感严重等问题接踵而出，绝大多数厂商在“圈

钱”的同时却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产业迅速陷入尴尬境地，最直观的便是 VR／AR

线下体验店从万人空巷变成了门可罗雀。 

而在纯 C端市场上，就连品牌产品都或因价格高，或因沉浸感不足被用户抛弃，更不用

说那些用“塑料盒子＋2块镜片”就拼成的头显了，虽然成本极低，但体验之差也是难以用

语言描述的。 

现实给了行业一记重拳，那些曾经摆出“1年 3轮融资、3年成独角兽、5年 IPO”架势

的公司倒闭大半，即便是撑下来也基本转战到了 B 端市场，媒体、投资人口中出现 VR／AR

的次数微乎其微。 

然而 5G来了，行业的声音又多了起来，甚至不少人振臂高呼“VR／AR即将创造新一轮

狂热潮”。但 5G真的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吗？其实不尽然。 

行业有些焦躁了，VR／AR急需的并不是 5G 

可能之前的火爆太过诱人，又或者是“寒冬”太难过，所以在面对 5G 这一可能的契机

时，很多人都过于焦躁了，最直接的便是选择性忽视了“5G普及商用尚需时日”。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若要满足 5G商用需求，则我国需要建设至少 450万个基站，是 4G

的 1．5倍。而从 2013年 12 月三大运营商获得 4G牌照到 2017年实现广泛普及，我们用了

3年时间。简单而言，想要实现 5G大规模商用并非几日之工，但 VR／AR行业寻找出路却迫

http://vr.ofweek.com/KW-htcvive.html
http://vr.ofweek.com/CATList-81500-8200-vr.html
http://vr.ofweek.com/CATList-81500-8200-v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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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眉睫。 

而即便退一步说，VR／AR可以再等一等，那么 5G 究竟能提供多少帮助呢？我们可以从

5G 的三大优势来看，也就是大带宽、低时延和大规模连接，其中前两者，尤其是在面向 C

端的市场时被“广泛”认为是 VR／AR的救命稻草。 

大带宽 

我们先说 VR。小米 VR／AR产品总监马杰思在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表示，“5G 大带宽

对于 VR的作用在于提升全景视频的分辨率和码率，从而达到更好的观看体验。” 

简单来说，大带宽有助于提升 VR视频清晰度。但实际上，大带宽并非只有 5G可以做到。 

众所周知，VR 讲究的是沉浸式体验，这意味着小规模体验对周围环境的要求至少要是

安静、安全的，也就是说室内才是最佳的体验场景。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有 90％以上的用

户选择会在家里体验 VR。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室内尤其是家庭环境下，在 VR设备联网时会有多少人舍弃 Wifi

选择流量费相对较高的 5G。而更重要的是，和 5G同时发展的还有千兆宽带，也就是说等到

5G广泛普及之时，千兆宽带也已进入千家万户，大多 C端用户会做何取舍显而易见。 

但 AR 会稍有不同。相较于 VR 对沉浸感的高要求，AR 的应用环境就要开放的多了。就

当前 AR 的应用场景看，大多为手机游戏、工具类应用，比如之前火爆全球的 Pokémon Go，

以及现在比较流行的 AR导航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通过手机网络实现的。 

而AR专用硬件设备的应用思路也与此大致相同，如很多AR眼镜是通过有线连接至手机，

供电和运算都由手机负责。如此一来，AR 彷如手机大屏化的一个工具，5G 之于手机的价值

也便转移到了 AR上，当然前提是你已经可以随意使用 5G手机。 

至于原生 AR 体验（利用计算机视觉识别现实中的场景，将虚拟信息有机的叠加到现实

的场景中），虽然 5G的大带宽有助于加快 3D模型实时加载速度，但也只有在高精度建模中

才会明显差别于 4G，而且还需要硬件厂商先解决设备运算能力不足的问题。 

低时延 

相较于大带宽，VR／AR行业对 5G的低时延更加兴奋，因为很多人觉得它可以解决最让

人头疼的体验眩晕问题。但马思杰完全否认了这一点，他认为“5G 对于降低 VR／AR 时延没

有任何帮助。” 

VR／AR的时延，简单来说就是 IMU（惯性测量单元）或视觉传感器在检测到体验者运动

信息之后传达给图像引擎，继而渲染出对应画面并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时间。而在 VR／AR

http://vr.ofweek.com/KW-xiaomiVR.html
http://vr.ofweek.com/KW-vide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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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时延过长确实是导致眩晕的关键，也就是画面的渲染显示过慢，例如体验者已经转头

看向右侧，但显示屏还在显示之前的画面，刷新速度太慢，体验时间长了就会感到眩晕。但

这是硬件本身运动成像技术不达标的问题，网络对此影响有限。 

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VR／AR 硬件设备在无需联网的情况下本地处理速度已经基本控

制在 20毫秒以为，已达到人体难以感知的程度。也就是说，5G的低时延在解决眩晕问题上

作用几乎为零。 

而之所以现在部分用户在体验 VR／AR 时仍会感到眩晕，除了个人耐晕程度不同外，内

容设计不合理、光学／场景畸变、屏幕分辨率不足、辐辏冲突等也是主因。 

马思杰总结称，“5G的大带宽对于 VR的价值在于在线观看 5K以上分辨率的全景视频，

对AR现阶段作用不大；低时延则不能直接帮助VR／AR产品解决运动成像导致的眩晕问题。”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在 5G未来的主要应用场景中，VR／AR会是其中之一呢？如果说 VR

／AR行业焦躁了，难道通信行业也判断偏差了吗？当然不是。 

5G于 VR／AR的价值，是在解决现有问题之后 

毋庸置疑，5G的价值是巨大的，但这一价值在 VR／AR产业中并不是直接体现在终端上

的，而是在云端。这一点，在华为 XLabs 发布的《5G 时代十大应用场景白皮书》（以下简

称《白皮书》）中就有体现。 

在华为 XLabs 整理的 5G应用场景中，云 VR／AR位列第一，其次是车联网、智能制造、

智能能源、无线医疗、无线家庭娱乐、联网无人机、社交网络、个人 AI辅助和智慧城市。 

不难想象，为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体验需求和降低设备成本，VR／AR 内容质量将越来

越高，这势必会带来数据传输和处理问题，而上云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白皮书》中将云 VR／AR的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分别是： 

第一阶段，以 Wifi 和 4G 连接为主（传输速率为 20Mbps、50ms 时延），支持初级 VR

建模、360度 VR视频和 2D AR 场景； 

第二阶段，以 4．5G 连接为主（传输速率为 40Mbps、20ms 时延），支持云端闭环沉浸

式 VR互动以及大空间、全息可视化 AR应用，也就是当前 VR／AR产业正在努力的目标； 

第三阶段，以 5G连接为主（传输速率为 100Mbps－9．4Gbps、2－10ms时延），支持超

高精度图像的建模／渲染、大型游戏在线体验以及云混合现实应用。 

也就是说，当 VR／AR走到所有数据可以直接在云端或边缘端处理时，5G的大带宽和低

时延可以很大程度提升大型场景的渲染速度，以及建模精度，甚至可以实现大规模的虚拟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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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互动。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沁平也曾表示，“5G能够显著提升 VR／AR数据传输和移动终端

的边缘计算能力。”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都是在当前的硬件、内容、平台等问题解决之

后。 

当前 VR／AR 内容时长较短，场景范围也相对有限，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存在

清晰度不高、光学／场景畸变、辐辏冲突、内容匮乏、平台不规范等问题，而这些都是 VR

／AR 产业自身问题，网络对此影响很小。简而言之，这些问题不解决，相关性能不提升，

我们就无法进入第三阶段，5G也无法发挥真正的价值。 

举个例子，假设某一 VR设备当前时延为 20ms，本地处理的情况下人体基本是感知不到

这一时差的。但一旦上云或在边缘计算进行处理，即便是 5G也会额外产生 2－10ms的时延，

那么时延反而增加到 22－30ms 了。也就是说，想要通过 5G进云端处理，该 VR 设备本身的

时延就必须降至 10ms以下。 

可以说，VR／AR 从业者想要迎来新一轮爆发，就必须先解决来自于产业自身的问题。

而这之后，VR／AR 的应用场景和范围将有较大程度的增长，在线的户外多人大型游戏、直

播、全虚拟零售／社交，甚至是大规模的工业、军事应用，以及和无人机产业结合的移动虚

拟场景，都会在 5G的加持下创造出一片蓝海，ABI Research 预计，到 2025年 VR／AR市场

规模将达 2920亿美元。 

想必到 2025年，5G 基础设施建设早已完善，VR／AR行业要做的就是放手一搏，真正的

将科幻转为现实。 

3、2020 年 5G 产业：聚焦三大应用四大商机 

2019-09-30        摩尔芯闻 

5G 商用化脚步持续加速，2019年全球已有 32 个国家约 56 家电信商宣布部署 5G 网络，

其中 39家电信商已正式开通 5G服务，预估 2020年全球将有 170家电信商提供 5G商用服务。

展望 2020 年，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MIC）认为，随着 5G 应用持续发酵，将有三大应用

市场商机值得关注，分别为「制造、医疗、能源」，同时台湾业者也应关注全球 5G 发展带

来的终端、材料与零组件的四大商机。 

在 5G 的三大应用「制造、医疗、能源」方面，MIC 预估，全球 5G 制造市场将于 2026

年成长至 420 亿美元，其中主要应用市场分别为设备监测、AGV/AMR 与数字分身。关于 5G

医疗，预估从 2020年 4亿美元，成长到 2026年 218.8 亿美元，年复合成长率高达 77.2％，

主要应用市场为远距会诊、远距生理监控与医院专网。针对全球 5G 能源，预估将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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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8.4 亿美元，成长至 2026 年 216.5 亿美元，年复合成长率为 28.4％，主要应用市场则

为无人机巡检、能源专网与电动车充电站。 

针对 5G 带来各种终端、材料与零组件机会，MIC 表示，业者可抓紧四大商机。第一个

商机是大量 5G模块/终端产品出现，2019年 5G首度商用至今，全球供货商发布超过 100款

5G 模块/终端产品，其中手机、CPE、模块为市场主力产品，占全体产品种类八成以上。除

此，5G 垂直创新应用所需的无人机与机器人等新兴终端陆续问世，随着全球 5G 商用加速，

相关终端市场成长值得期待。 

第二个商机则是 2020 年 5G智能型手机出货带来的换机潮，在大厂 5G SoC方案带动 5G

手机价格走低，中国大陆提前 5G释照商转促使本土手机品牌受惠，加上预期 2020年苹果将

推出 5G iPhone吸引大量果粉换机之下，预估 2020年 5G智能型手机出货量可达 2.6 亿台。 

第三个商机在于材料。MIC表示，5G带来高频与能耗需求，促使新材料科技发展。其中，

5G 基地台高功率射频组件关键材料氮化镓的研发，近期进一步聚焦在以碳化硅片做为基底

的碳化硅基氮化镓技术（GaN-on-SiC）上，其高频运作与高散热能力表现更佳。PCB材料方

面，各方开发出如 PPE 混合树脂、无卤素 BMI 等替代传统环氧树脂的 PCB 填充材料，满足

5G世代低讯号延迟与低损耗的 PCB设计需求。 

至于第四大商机，在于新兴 5G应用带动关键零组件市场成长。各项新兴 5G应用带来通

讯设备以外商机，以自驾车为例，除扮演汽车核心通讯设备的「资通讯控制单元」

（TelematicsControl Unit, TCU）将在 5G 时代有显著市场成长，包含光达（Lidar）、毫

米波雷达、光学摄影机等非通讯产品，也可望成为一起成长的利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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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互联网/文化创意产业 

【本期热点】 

1、5G 时代的新商业版图 

时间：2019-09-17 来源：36kr 

一、3G之前，互联网还是以 PC为主，彼时 BAT三大巨头所向披靡。 

3G的推出具有革命性意义，先是电信运营商失去存在感，没过多久 4G进一步夯实成果，

移动互联网开始重整产业格局，百度逐渐跌落神坛，诞生出一批新兴商业形式，美团、字节

跳动为首的新型独角兽企业走上舞台，开始引领互联网潮流。 

5G 的即将到来，移动互联网也接近尾声，用户总规模已经负增长，各大产品数据都有

一定程度下滑，消费互联网整体进入了寒冬，除了短视频领域还在进行最后一场角逐，其他

方面均已乏善可陈。注定又是革命性的一代，5G 时代人与人、物与物都将连接，互联网模

式将席卷整个产业端，未来机会还是来自互联网。 

Wi-Fi的“5G（Hz）”是老技术，代表一个频段：五千兆赫，市面上大多数路由都支持，

因为 2.4GHz频段信道容量有限，设备拥挤会造成网速变慢，5GHz Wi-Fi可以更快速度运行，

缺点是覆盖范围较小。与 Wi-Fi的 5GHz完全不同，移动通信的“G”代表“一代”。1G是手

机通信，2G是短信通信，3G 开启互联网通信，4G是 3G 升级版，5G则是物联网通信，影响

力会深度波及各大产业端。 

移动互联网势衰，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宏观因素导致市场急需革命性技术推动，因此相

比 3G 来说，5G的意义也会更加不同。今年 6月 6日工信部发放了 5G 商用牌照，与曾经 3G

牌照的延后不同，提速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 

二、5G进一步延展了网络边界，互联网渗透会更加彻底。 

5G网络的三个主要优势：一、速度更快，可达到 20 Gbit/s，相比 4G快了 100-250 倍；

二、延迟更低，4G 延迟约为 30-70 毫秒，5G 低于 1毫秒的响应延迟，交互几乎实时；三、

容量更大，5G可以同时处理、连接更多设备，万物互联有了基本保障。 

根据中国移动推出的 5G体验套餐，目前 5G 网络为 NSA/SA的混合组网，仅支持 NSA 单

模手机，在只有 SA的网络环境下无法连接 5G网络，这说明 5G设备目前还需要 4G进行初始

连接，之后再进入 5G 网络，SA 是独立组网模式，会彻底放弃 4G 覆盖，达到这一步可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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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些时间。 

移动互联网的核心主要是社交，手机让人与人的连接打破了时空限制，以微信为首，再

加上直播、短视频、微商、自媒体等社交生态，对各大产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 5G 时

代，手机依然是重要设备，移动互联网的战争不会停歇，只是 App形式会发生改变，可视化

交互将更加多元。除手机之外，5G 时代的各种设备都会拥有相互连接和联网能力，数据量

将有巨大飞跃，因此云计算需求剧增，微软依仗云布局已经重新登上全球市值第一，国内巨

头目前也都纷纷在抢夺云计算份额。 

对于各大产业来说，5G将从生产端的自动化拓展开始变革，继智能手机之后，传感器+

云计算的智能设备，会成为我们未来生活和工作的主要方式。移动互联网，改变了前端销售

模式；5G互联网，从生产到销售，将会整体性变革。 

三、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未知不仅带来恐惧，也可能伴随惊喜。 

5G 根本上还是技术变革，智能设备不再停留于手机，比特和原子将深度融合，那些已

经被“定义”和“消失”很多年的传统企业，这次也许真的会被淘汰或者重生，互联网将渗

透所有产业。技术价值的 70%都是由网络效应驱动，5G 技术也一样，互联网与传统企业最大

的区别可能就是发展速度，拼多多、趣头条、瑞幸咖啡等互联网公司从初创到上市，所需时

间越来越短，依托的价值核心就是网络效应。 

1、网络效应简化定义：公司的产品或者服务，用户量增长，产品价值会指数级提升，

换个角度来讲，网络效应产品的单用户价值取决于总用户量。比如社交产品，每增加一个新

用户，所有老用户也都会有新的社交机会。 

网络效应还具有赢家通吃特性，市场最终呈现一家垄断或者双寡头格局，这在互联网已

经司空见惯，而在产业端，目前只有手机、电脑等网络效应产品有雷同现象。5G 来临，产

业端的更多产品会具备网络效应，互联网公司流行的烧钱大战，很可能会发生在更多行业，

新零售、造车新势力、互联网电视、智能手表目前已经开始。 

2、直接网络效应：微信、手机、电脑以及未来的智能设备，没有人会和自己通话，所

以每增加一个设备（用户），至少会对应另一个设备（用户），开始是倍数关系，随着使用者

增加，智能设备与使用者（用户）之间会成为平方关系，这是著名的梅特卡夫定律，网络效

应的产品价值是总用户量的平方。 

之后有人又提出来，用户平方关系只能代表单个用户群体的价值，而在某些大型的网络

产品中，比如微信，通常拥有多个类型的用户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又会形成新的梅特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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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因此用户总量事实上会指数级提升产品价值，而不仅仅是平方价值，这是后来的里德

定律，也为互联网烧钱获客埋下了理论依据。 

和 PC 时代不同，移动互联网每个人至少拥有一台手机，因此能够最大化体现出直接网

络效应，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微信，几乎吞噬移动端所有用户，腾讯系的游戏和即时通讯，都

属于直接网络效应，属于产品驱动型公司。5G 时代的手机地位会下降，因为人们拥有多个

智能设备，手机不会再像现在一样类似人体器官，届时可能更像现在的 App一样去竞争用户

时间，而 App则会发布在更多智能设备渠道，每一种设备都会是一个新的 AppStore。 

3、双边网络效应：拥有两种或者以上不同关系的用户，主要是平台化产品，比如淘宝

供需、滴滴司乘，线下专业市场、产业集散地、购物中心等，供应端用户增加，需求端用户

价值会指数级提升，反之亦然。 

双边网络效应平台，至少有一侧用户是竞争关系，同侧用户汇集之后产生的间接利益，

会超过未汇集时的直接利益。比如线下专业市场，区域内所有卖家都经营同一类目商品，彼

此之间竞争激烈，但因为同类卖家汇集，所以汇集了大量精准消费者，消费转化接近 100%，

相比零散市场来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至少一侧用户是竞争关系，所以维持网络效应，需要花费更多成本保障竞争侧的用户规

模，而且，竞争侧的用户没有忠诚度，遇到替代品便会逃离，因此双边网络效应平台，大多

属于运营驱动型公司。 

比如滴滴出行，两边同侧用户都是竞争关系，不仅司机竞争乘客，同位置乘客也竞争司

机，尤其是在打车高峰阶段，这导致同侧用户之间的互动受限，产品很难具备用户粘性，因

此也无法预防安全隐患，发生了多起顺风车事故，至今滴滴相关业务还在停摆。 

5G 时代，双边网络效应，最先确定的是云计算。网速快、设备多、无延迟的 5G 特性，

智能设备上的 App届时很可能不用下载，直接内置在云端，类似现在小程序，而且还会跨平

台、多设备共用，目前谷歌、腾讯等公司已实现云游戏的相关内测，云计算因此也成为 5G

必争之地。 

4、网络效应临界质量：无论平方还是指数级价值提升，不同产品的用户价值肯定也会

不同，很多互联网公司把用户价值预估过高，因此“坟场”历历在目。网络效应的单用户价

值随着总用户量增加而提升，早期用户价值肯定会低于获客成本，随着用户总量增加，单用

户价值超越获客成本那一刻，便代表了临界质量。 

用户价值/获客成本的临界质量，也有可能根本不会来临，总用户量增长接近封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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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价值依然低于获客成本的产品有很多。OFO、趣头条、瑞幸咖啡、蔚来汽车就是典型，用

户量增长已经趋缓，企业依旧还在巨亏，这些企业更多就是在玩资本游戏。 

5G 时代的用户拥有更多智能设备，跨平台连接的场景也更多，因此网络效应会进一步

增强，用户价值也会更高。跨平台、多设备的商业环境，同样会导致“大而全”机会变少，

“小而美”产品增多，下一个“微信”即便能够通吃手机端所有用户，也很难通吃所有智能

设备，因此 5G会带来更多创业机会。 

5、逆向网络效应：用户总量更多，并不一定总会带来更大的产品价值，用户量达到饱

和阶段以后，即便总量再增加，不仅用户价值不会提升，甚至很可能逆向运作，大大增加管

理成本，降低产品价值。 

微信很成功，也是逆向网络效应典型。微信用户量其实早已饱和，目前增长的多数账号

都是营销号，KOC、微商几度成为热门，而营销号对微信群、朋友圈生态有着不可逆的破坏

性，微信去中心化的规则设计，并没找到合适的补救措施，因此也形成了逆向网络效应，各

个栏目打开数据已经大幅度下滑。 

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于网络效应产品来说，最大价值也许不是增长速度，而是产

品上限，微信上限是移动互联网所有用户，已经做到了极致。而大多数利基市场的产品用户

上限更低，用户量会很快就会饱和，低质用户劣币驱逐良币，加速消耗产品生命周期，因此

逆向网络效应的用户价值权衡至关重要，不仅是对投机群体的筛选机制，还包括多用户群体

之间可能的冲突抉择。 

知乎早期是一个用户身份认同感极强的小众社区，集聚大量精英人群，后来知乎选择降

低内容门槛，以增加用户总量，导致曾经精英人群大量出走，但是产品价值却不断提升，最

新一轮估值达到 35 亿美元，远超国外对标产品 Quora，知乎这种选择性放弃精英人群的运

营，就是针对逆向网络效应的应对方式，虽然孰是孰非目前很难盖棺定论。 

5G 布局更广的小米公司，从零开始做手机，早期没有技术储备，研发投入相比其他竞

品也没有竞争力，能够满足中低档价位的用户需求，更多依托前端创新的爆品销售方法，拥

有了大批忠诚米粉，在中低档层面一度无敌，早期更是风靡网络。随着小米推出中高档价位

手机后，由于这个消费层的用户使用场景更多，对手机基本性能要求也更高，所以暴露出小

米技术能力不足的多重性能质量问题。当然小米擅长网络洗地，销售口碑不受影响，但却难

以维持老用户复购，属于盲目拓展用户规模，引来逆向网络效应的典型案例，上市后财报虽

然好看，股价却腰斩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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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论 5G 如何改变，围绕“不变”建构未来是最好的商业逻辑。 

网络效应利弊参半，并非长久之策，用户量饱和以后更是麻烦不断。移动互联网整体用

户量已经负增长，腾讯都开始 To B了，那些把网络效应作为核心的企业，更是迎来了寒冬，

经营直接网络效应的公司，变成了“App 工厂”；经营双边网络效应的公司，则在进一步获

取成本优势。 

腾讯、字节跳动、百度这些公司是典型“APP 工厂”，依靠明星产品大流量的优势，业

务涉及方方面面，万花筒（抓彩票）式的战略布局，期待运气的再次降临，重新打造出一款

明星产品。腾讯在 QQ 之后诞生了微信，字节跳动在今日头条之后诞生了抖音，百度则在百

度之后还是百度。 

阿里、美团、小米这些公司是典型“成本优势”，也叫做规模经济，利用规模化的管控

能力，降低供应链成本和产品定价，使得竞争对手失去利润空间。小米主打性价比，雷军承

诺手机净利润永远不超 5%，无论实际情况如何，起码小米经营理念是规模经济；美团外卖

一单涉及 3类用户，用户端选择和支付，骑手端调度和取送，商家端接单和结算，这么长流

程，美团只有不到 2%利润，一年 60多亿单，只拿 50亿毛利，并且一个环节管控差之毫厘，

就会打几百亿水漂。 

网络效应为核心，腾讯、字节跳动旗下 App都是独立发展；规模经济为核心，阿里旗下

App之间都有协同联动，还有国外的奈飞从采购到自制内容，亚马逊的飞轮效应，这些都是

为了夯实成本优势。网络效应属于发展型战略，崇尚闪电式扩张，也因此诞生出各种“坟场”，

资本退出机制的驱动下，公司目标不是亏损上市就是被 BAT收购。规模经济属于防御型战略，

业务速度看起来不够性感，后端投入远超前端，优点是长期有效，建立起来的壁垒也很高，

甚至可以吃很多年老本，比如携程、58、京东。 

5G 放大了网络效应，同样也会放大规模经济。云计算就是规模经济下的服务器分配方

式，还有滴滴出行，无人驾驶当前是独立行驶技术，5G 之后车与车、车与交通设备之间会

产生互动，无人驾驶技术一定还会变革，交通调度成本更低，用户打车甚至不需要司机，滴

滴届时只能自己运营车辆，而非对接司机服务，那时就彻底规模经济了。 

某种角度来看，互联网边际成本接近为零，本身就是数字化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概

念诞生于工业时代，万物互联又为各类设备赋予了网络效应价值，因此规模经济未来也更加

适合 5G时代。 

五、一切改变都与技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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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技术都会改善我们生活，提供新思维模式，建立新价值体系、娱乐方式和身份认

同感，5G最大的改变也许是体验经济。体验经济这个词，早在 98年就已经在哈佛商业评论

上提出，被称作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的第 4 经济体，随着 5G 技术的不断突破，这个

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数字化，没有什么再比生活体验更能代表自身个

性。农业时代，人们更多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原材料；工业时代，产能提升实现了商品差异

化；20 年前互联网开始蓬勃，服务业发展也不断标准化。如今进入体验时代，用户对体验

的驱动力，远远胜过购买商品和服务，演出、比赛、旅游等纯粹体验性质的产业开始爆发，

商品和服务成为体验经济的组成部分，未来如果不具备体验价值，商品和服务将会失去购买

价值。 

数字化向来是体验经济的催化剂，滴滴专车、神州租车、Airbnb 等共享经济，核心就

是体验而不拥有，未来更多的贵重商品和服务，用户也只需要购买体验就可以了。5G 时代

万物互联，不仅商品体验智能化，而且 AR/VR等沉浸式视觉技术也将广泛应用，体验经济会

无处不在。 

体验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却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思维体系，原因就是工业环

境限制，企业很难把供应商品和服务，转化为供应体验。5G 解决了这个问题，未来所有商

品和服务，都将围绕“数字化体验”来建构，所以真正推动了体验时代的来临。农业极致是

工业化生产，商品极致是服务链完善，服务极致就是个性化体验。 

六、技术起点重构，未来格局必将改变。 

速度快、延时低、容量大是 5G 的技术特征，网络效应、成本优势、体验经济则是 5G

时代的商业底色。通过规律推导未知事物，结果虽然还是接近迷信，但起码自己相信，因此

接下来的预测，读者权作参考。 

1、无线化，5G作为新一代无线网络技术，速度超过很多家用有线宽带，是否能够取代

Wi-Fi还很难说，但无线化一定是趋势，否则未来车联网、物联网之间的通信，没道理还需

要连接有线光纤。 

2、云计算，本身就是规模经济的服务器分配方式，再加上未来更多 App 和游戏也会直

接内置在云端，以及跨平台、多设备的网络特性，云计算和物联网完美契合，也难怪会成为

巨头眼里炙手可得的大蛋糕。 

3、传感器，从智能手机开始，传感器就开始改变世界，5G时代的传感器会植入在更多

设备中，不仅增加智能工厂的自动化节点，影响各个行业生产状态，而且还会通过大规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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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跟踪，很多前端消费流程也会实现自动化扩展，因此可能淘汰很多岗位，同时也会增加

很多新岗位。 

4、AR/VR，作者在 AR领域有过创业经历，更熟悉 5G对于 AR/VR的意义。首先，模型和

视频渲染可以在云端完成，保真度更高以及加载时间更短；其次，低延迟保障画面无颤抖和

无滞后，用户身临其境的体验感更好；再然后，定位与建图的 SLAM 技术精准度更高，用户

动作捕捉和人机交互更流畅。总之 5G能够完全激活 AR/VR的平行世界，《钢铁侠》电影中的

黑科技早晚成为现实。 

5、远程相关，5G网络的实时性，未来智能家居远程控制、各大现场同声翻译、远程医

疗手术、远程协同工作、远程高清直播，以及其他曾经难以精细化操作的远程人机交互，未

来都会拥有新的体验。 

6、智慧城市，5G的国家战略，以及技术领先地位，我国智慧城市很可能像高铁和移动

支付一样领跑全球。智慧城市是最大的物联网市场，所有公共资源都可以联网，从海量传感

器收集使用信息，然后根据即时数据决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交通调度、公用能源使用、公

共安全响应、公共服务优化等自动化管理，不仅可以节约损耗，还能切实改善城市生活。 

当前 5G依然处于早期阶段，相比 4G虽然速度提升不少，但是要完全支持以上 6 种物联

网特性，应该还需要几年，因此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还有充裕的时间准备，未来让 5G 更

多成为助力，而非灾难。改变是种负熵，新技术重建秩序，应对策略如同建大桥，桥梁的安

全边际很高，因为承重设计远超最大重量负荷，所以可以抵抗更多风险，对未知的充分准备，

甚至是安全冗余，就是应对 5G 时代的最好方式。对改变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劳有所

得。 

 

【行业动态】 

1、美团上市周年记：商家不高兴，对手不给力，王兴不再激进 

时间：2019-09-23 来源：猎云网 

“池子的鱼已经养肥了，现在已经到了开始杀的时候，但美团杀得太猛了。”曾经与美

团点评（以下称“美团”）旗下大众点评合作，后因广告费增长太大而弃用的商家说。商家

不高兴，但美团已经开始全面盈利了。今年二季度，美团首次实现整体盈利，券商机构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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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其目标价，其中高盛将其调至 97.5港元。“在 2019 年 Q2进行了战略收缩，止损，盈利

了，这也是阿里本地生活服务打仗不力的结果。”一位关注美团的互联网分析师对投中网表

示。 

“美团的成长很多时候还是看阿里战斗力，它的佣金率（抽取佣金比例）提高很快，止

损转正，这反映出阿里在业务的狙击上确实失去了行业定价能力。如果阿里能打，美团不可

能还能维持 GMV（成交总额）和佣金的共同增长。”上市一年，美团在二级市场走出了一个

漂亮的微笑曲线。今年，美团股价上涨已经超过 70%，9 月 20 日美团股价创历史新高，报

77.4港元，美团市值为 4489 亿港元，仅次于阿里和腾讯，是目前当之无愧的第二梯队互联

网公司领头羊。但对于美团来说，如何平衡与商家的利益关系，如何直面阿里的竞争都将是

长期存在的问题。 

一、盈利背后：商家不高兴 

美团的盈利是靠与商家的博弈做出来的。李江曾在 2017 年花 100 万元投资了六七个外

卖店，如今基本全部倒闭了，而且当时这些外卖店都是属于头部的。他告诉投中网，很多外

卖商家吃了美团和饿了么打价格战和补贴的红利，打得最凶的时候，一个外卖店投资二十万

元，一个月能卖三四十万元，两三个月就回本了，但是到了 2018 年，该上市的上市，该并

购的并购，美团和饿了么也不打仗了，开始做利润，商家的日子就开始难过了。  

“美团天天在涨价，每天都在涨。”李江说。对于餐饮企业来讲，尤其是纯外卖的餐饮

企业，美团和饿了么是唯一的顾客渠道，因为很多店开在一些没有人流的地方，完全依赖平

台获客。美团来自商家的收入有两方面，第一是流水收成，2018年 Q1至 2019年 Q2 其占收

入比例一直在 65%以上。过去在竞争的时候美团对商家的抽成较少，且有补贴，而据投中网

了解，现在美团给商家补贴较少，且抽成比例从前几年的百分之八，最高涨至百分之二三十。

而为了拉新客户，美团还会要求商家去做满减活动，“买多少减多少，对商家来讲其实就是

打折扣。比如这一单的利润可能有十块钱，再打折，就变成三四块了，再加上抽成可能挣不

到钱了。”有商家告诉投中网。 

美团收入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在线营销收入。美团推出的竞价排名跟百度一样，广告位是

按区域竞争，比如周边三公里内有一百个餐饮商家，大家都在竞争广告位。今年上半年，突

然有一天大众点评给李江发短信，说经过行业调整，要把广告竞价底价调成两块钱，而之前

是一块钱，“竞价是按价格高低排名，之前我都出 1 块，买排行第四，现在底价涨到两块，

相当于我推广成本涨了一倍，我直接把大众点评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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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点评管理账户的费用也在涨，对于用户评价，商家只能看，不能回复，要想回复，

只能花钱开账户。有商家告诉投中网，这个功能最早是免费的，后来就收到一年 1万 7，最

近又涨到 2万多元。这些涨价表现在财报上，则是美团来自在线营销服务的收入占比增长很

快。根据东吴证券数据，在线营销服务收入占比从 2018年 Q1的 13.2%增长至 2019 年 Q2的

16%。 

商家对美团是又爱又恨，“能让大家咬牙切齿去交钱，也是一种能力，很牛逼，这是美

团的壁垒。”李江说。美团的价值观是消费者第一、商家第二，但除了消费者，商家也是美

团的根基之一，美团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自身利益与商家利益中寻求到一种平衡。 

二、战阿里：对手不给力 

能让商家又爱又恨、咬牙切齿去交钱的美团，在本地生活已经建立起足够的壁垒。虽然

阿里一直没有放弃过在本地生活上的竞争，但未能撼动美团分毫。 

有互联网研究者在雪球分析称，阿里这些年的公司战略几乎是完美的，近年唯一大的失

误就是早期在本地生活服务上不够坚决，投资了美团但又没控制住，而美团又越做越大，成

为阿里的重要分支竞品，导致后期要花比当初高得多得多的代价来弥补。去年 4 月 95 亿美

元全资收购饿了么后，阿里紧接着就在 7 月宣布拿出 30 亿补贴打夏季战役，要将饿了么的

市场份额提升至 50%以上。饿了么在全国代理商大会上提出三大目标：第一年极致竞争，目

标外卖 50：50；第二年升维格局，目标外卖 80：20；第三年重构本地生活服务价值链，一

统江湖，舍我其谁。 

如今来看，在阿里全力以赴的情况下，饿了么的第一个目标都尚未实现。Trustdata 发

布的报告显示，外卖行业“631”格局再生变化，美团外卖交易额占比持续扩大增至 65.1%，

而饿了么则从 2018年 Q1的 35%降至 2019年 Q2的 27.4%。国金证券 9月发布的报告也表示，

阿里携饿了么+口碑对美团正面狙击的效果有限，且根据国金最新的跟踪数据，7-8 月美团

的补贴比例开始回落。美团补贴的下降正说明美团的黏性与护城河足够强，补贴比饿了么少

也能保存其商户与用户资源。 

李江则评价称，做本地生活服务，线上和线下连接起来需要地推，一旦占据市场就有很

强大的护城河。“线下这帮老板，谈感情，同时又太分散，要把它们整合起来挺难，得挨个

去说服，成本和时间都很高。另外，大众点评已经形成比较强的数据壁垒，它的历史评价都

是一个个码出来的，而口碑没有，它干不过大众点评。”近期，阿里又放出高德地图与口碑、

饿了么合作的消息。用户在使用高德地图时，搜索餐饮、亲子等门店位置，或用“探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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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搜索“美食”，将一键直达由口碑饿了么提供的门店页面，直接享受“排号”“预定”“外

卖”“预定自提”等服务。 

一位关注美团的互联网分析师对投中网评价称，高德整合入口在前几年也用过，效果并

不见得好，本地生活服务也整合了阿里资源，包括手淘入口，支付宝等等，但至今未见成果，

核心问题在于阿里本地生活服务不仅是独立部门，而且肩负阿里落地和用户增长的部分责任。

36 氪曾援引一位外卖业资深人士转述的美团高管的说法称，美团很怕饿了么补贴，跟进也

很难受，但好在饿了么补一两个月就不补了，美团很快能调整回来。可见阿里策略的持续性

和坚决性不够，背负的压力比较大。 “本地生活服务真正的成长还是要看运营以及城市毛

细血管的战斗力，这方面美团还有优势，阿里需要学习和追赶。”上述分析师称。 

不过美团并非全无压力。有商家向投中网反映，美团有逼迫商家二选一的现象，“美团

比饿了么好，但饿了么补贴比较大，美团会强制我们关闭饿了么，否则签好的抽成协议就要

涨点。“对于商家来说，如果是自配送，美团原来抽成是 8%，如果上饿了么就要涨到 15%；

如果是美团配送，原来抽成 20%，上饿了么就涨到 25%。 

三、防守反击：不再激进的美团 

上市后的美团，在扩张上已经不像以往激进，这也是美团能在第二季度全面盈利的原因

之一。美团创新业务主要包括共享单车、网约车、餐饮管理系统、生鲜零售。在网约车方面，

美团采取了投入更少的聚合模式；生鲜零售方面，美团的小象生鲜、美团买菜，相较于市场

上盒马鲜生、每日优鲜等还未表现出战斗力。 

美团将重心放在 B端商家服务和收割流量入口上。餐饮管理系统正是服务于商家，近期

爆出美团在孵化“馒头直聘”的蓝领招聘平台，也是为了帮助商户解决蓝领的招聘问题。 

王兴曾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长远看如果美团只做很浅的连接，那是没价值的。

所以我们在各个垂直行业都在做更深层次的连接，我们现在还给餐饮老板提供 ERP系统，我

们会往 B 端走，扎得更深。“另一方面，在如今线上流量越来越贵的今天，美团正在收割线

下流量入口，加强美团 APP 的用户黏性。时隔一年多，已经没有人再问美团花 27 亿美元收

购摩拜单车值不值。 

今年年初，美团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王慧文在内部信中透露，摩拜单车将全面接入

美团 App，未来摩拜单车将更名美团单车，美团 App将成为国内唯一入口。同时，美团开放

投放黄色美团单车，这些单车不能通过摩拜 APP开锁，只能使用美团 APP进行开锁骑行。 

光大证券在报告中指出，美团整体属于流量消耗型的商业模式，因此需要不断寻找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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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新增流量对核心变现业务形成支持，而出行业务能够为公司提供内生性的流量支持，从

而进一步完善本地生活服务生态。“摩拜单车、美团打车等出行业务虽然在短期内难以取得

规模化的盈利， 但是由于本地生活服务具有位置属性，出行业务对于增强用户消费频次，

提高用户对于美团平台的消费粘性具有战略意义。” 

重启共享充电宝项目也是为了获得流量。美团最早曾在2017年8月运营共享充电业务，

但仅三个月后，王慧文便面向餐饮平台发布内部信，宣布将结束“共享充电宝” 的运营。

如今，美团再次重启共享充电宝，或是为了增加线下流量入口。与其他共享充电宝项目相比，

美团的优势在于拥有众多线下商家资源，“美团是一个渠道公司，现在他的渠道已经铺到店

里，所有的店跟他是有直接交易联系的。在交易联系的基础上，美团要再在店里铺个充电宝

或其他项目，就会很容易。”有分析人士对投中网表示。如今共享业务迎来涨价潮——无论

是共享单车还是充电宝，今年开放纷纷涨价，提高收入。对于美团来说，这也将是改善创新

业务亏损情况的好机会。 

在 2019 年第二季度，其创新业务营收同比增长 85.1%至 46 亿元，毛利为 4.211 亿元，

转亏为盈，而毛利率为 9.1%，较 2018年同期的负值 76.4%有所改善。 

四、上市一年：走出微笑曲线 

去年，有两家新经济公司代表上市。一年后，小米股价在多次回购后仍然跌入谷底，而

美团从跌入谷底走向强势反弹。这与上市时散户的认购热情正相反。 

去年上市时，美团新股发行中，香港发行部分仅获得轻微超额认购，相当于香港发售原

定股数的 1.5倍，而小米 IPO 时，有超 10 万投资者参与认购，散户认购倍数达到 9.5 倍，

成为当时全球散户规模最大的 IPO。 

美团 2019年第二季度首次实现整体盈利，迎来资本市场看好。券商纷纷调高其目标价，

重申买入或者从中性调至买入级别。财报发布后，高盛发表报告认为，美团巩固在內地消费

服务市场的领先地位，也是內地互联网行业增长可见性最高的企业之一，上调目标价至 97

元，为主流券商中最乐观。 

被诟病无边界扩张、亏损成瘾的美团，用盈利证明了自己。但盈利不是美团的目的，美

团的精神偶像是亚马逊。2018 年 3 月，王兴在接受硅谷科技新闻媒体 The Information 采

访时表示，亚马逊和淘宝都是实物电商平台，而美团是购买服务的电商平台，“哪种电商平

台能够拥有上百万甚至数十亿的交易呢？”美团的目标，正是做服务电商领域的亚马逊。在

技术团队组建上，美团也是遵循亚马逊的观点，即招进来的人水准应该比现有团队 50%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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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只有按照这个标准，整个团队会越来越强。 

彭博评论称，美团正在创造亚马逊公司所享有的良性循环的迹象。“如果美团能够保持

足够的灵活性来抓住新机遇并避免失败，那么很有可能它将在中国拥有主导地位，就像亚马

逊在美国拥有主导地位一样。” 

2、战投神话：阿里赚了 180 亿，腾讯收获 60 多个 IPO 

时间：2019-09-29 来源：投资界 

2004 年冬，刘炽平接受马化腾的二次邀请，只身从曼哈顿飞往深圳。他放弃高盛的优

渥待遇，担任腾讯的首席战略官，主要管三件事儿——战略、并购、投资者关系。在此之前，

腾讯的这三件事一直没人管，马化腾在等待一个视野与他契合的人。此后，一个堪称“地表

最强”的 CVC（企业创投）崛起。据不完全统计，刘炽平执掌腾讯战略投资部十余年间，战

绩显赫：投资了超 700 家企业，收获了超 60 家 IPO。他还通过战略投资为腾讯招揽来张小

龙——当年，卖掉 FoxMail 并到博大公司任职的张小龙打算到美国闯荡，腾讯从博大手里收

购了 FoxMail，张小龙加入腾讯，才有了后面的微信传奇。 

这就是战略投资——互联网圈最神秘的军团。腾讯有刘炽平，阿里有蔡崇信，他们都是

出身风投，后来执掌巨头的战略投资部，手握巨资“买买买”，无限地扩大互联网巨头公司

的疆土版图，势头堪比红杉高瓴。 

如今，随着更多小巨头称霸，互联网的战投力量日益强大，京东、小米、字节跳动、美

团点评、滴滴等新兴巨头纷纷成立自己的战略投资部，不惜砸钱买下中意的项目，成为 VC/PE

圈一股新锐的力量。 

一、最神秘的部门：揭秘互联网大厂战略投资部 

久负盛名，但不常亮相，互联网大厂的战略投资部门堪称隐秘。CVC重要玩家——腾讯，

其战投部不但是新战略的引擎和发动机，更要负责确保业务部门与投资的合作协同。2008

年，腾讯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并购部，据说这一部门曾经拥有其他部门没有的内部主页，不承

担公司的 KPI指标，有着非常高的保密要求。 

除了腾讯，阿里的战投部也备受 VC/PE关注。腾讯刘炽平、阿里蔡崇信，这两位在集团

内部有着至高地位的人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各自的战投部门。两个投行派的代表，早早跳出

圈子加入创业公司，成为马化腾、马云背后的男人。公开资料不多，外界对于他们的认知，

除了早年从业经历和加入 BAT 后顺风顺水，一切战略投资决断上的杀伐果决、高瞻远瞩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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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都只能在腾讯、阿里的投资图谱中窥探一二。 

时至今日，对于买下互联网半壁江山的 BAT来说，战投早已成为集团一支重要至极的军

团。长久以来，国内互联网圈都与 BAT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谁产生交集、被谁来收编，

是企业做大后难免的“站队”考量。不过，BAT 三分天下已经是过去时。如果说 2017 年之

前，国内互联网 CVC 的主力军还是 BAT，但自 2016 年起，以字节跳动、京东、美团点评、

滴滴、小米等为代表的头部公司，已经成为不容小觑的买家。 

在众多互联网大厂的战投部门里，字节跳动的投资团队最为隐秘。近两年来，曾经被人

种种猜疑，不知会站队 BAT 哪一方的字节跳动，不仅没有明确投靠谁，更是摇身一变成了去

收编别人的那一个，不过收购的新闻从不主动披露。2017 年，某协作文档 APP 要宣布融资

消息，该公司 PR团队在发布的当口对记者说，能不能在融资消息里淡化“今日头条”，说是

投资方不愿意多说。 

 “这是我们最神秘的部门。”字节跳动相关人士对投资界表示。显然，这种神秘感也营

造在公司内部之中，作为字节跳动战投部的执掌人，严授的履历资料甚少，就连麾下多人如

何分工外界也无从知晓。 

二、起底掌门人背景：大厂战投部和 VC/PE，哪个更难进？ 

更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的，是各大厂战投部门的老大。今年 4 月，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曝光了字节跳动的组织架构与人员职责分工，包含 106位企业高管，和他们背

后的业务线，字节跳动战投负责人严授才浮出水面。严授是 2015 年加入字节跳动，担任张

一鸣的业务助理。据 The Information 透露，严授领导的投资团队人数不少，直接向他汇报

的员工有 16 人，堪比一个成熟的 VC/PE 团队人数。而在严授接手战略投资部之前，字节跳

动的战略部和投资部已经更换过多次负责人：褚达晨、华巍、田晓安，背景分别是前新浪集

团战略副总裁、前凤凰网投资部负责人、前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目前华巍是字节跳动副总

经理，主管人力资源，田晓安是字节跳动副总裁兼 CFO。 

经过多番调整的还有百度战投部。曾经，百度的投资并购部门承担了百度所有的投资动

作，但被质疑其投资决策比阿里、腾讯要低效得多。2016 年 9 月、10 月，百度陆续成立两

支市场化运作的基金，关注早期的百度风投、关注中后期的百度资本，负责财务投资。而原

本的投资并购部，则成为了百度的战略投资部门（百度战投）。目前执掌百度战投部的是 6

月份加入的何俊杰，任百度副总裁，负责集团投资并购部、战略投资管理部。在何俊杰之前，

与李彦宏高度绑定的马东敏曾有一年时间实际掌控百度战投，虽未任职，却是直接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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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阿里的蔡崇信有更多故事。当年辞去高薪工作加入阿里的蔡崇信被无数创业

者视为偶像，从无到有搭建阿里战略投资团队，直到今年 6月正式卸任阿里战投部负责人一

职，才告隐投资江湖。和蔡崇信一样牵动创投圈神经的，还有腾讯的“关键先生”刘炽平。

他曾在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任执行董事，2005 年以首席战略投资官一职加入腾讯，当时主

要负责战略、投资、并购方面的工作。主导了对京东、滴滴、搜狗等重要投资事件。 

说起刘炽平，外界盛传他工作事无巨细全盘管理，性情温和，也影响着整个腾讯战略投

资的风格——更加佛系。有趣的是，这些战投部的“关键人物”，大多出身 VC/PE 圈。今年

9 月 12 日，京东正式任命胡宁峰担任战略投资负责人，负责京东集团战略投资交易。在 7

月份以集团副总裁身份加入京东之前，他曾有 3年时间在鼎晖投资担任董事总经理，之后加

之了凯辉基金。 

互联网大厂的战投部门，门槛堪比华尔街。比如腾讯战投部门，很多人都是来自高盛、

贝塔斯曼投资、摩根斯坦利等知名投行，且都具有北大清华或是海外名校背景。据说 BAT

的战投部门，每年校招人数加起来不超过 10人，只收最优秀的毕业生，以致曾经引发讨论：

互联网战略投资部和 VC/PE，哪个更难进？ 

三、“地表最强”CVC：腾讯收获超 60家 IPO，阿里赚了 180亿元 

中国互联网 CVC很有特色。麦肯锡的数据显示，美国大型科技集团在其国内市场风险投

资总流量中的占比不足 5%，而阿里巴巴和腾讯在中国内地风投流量中的占比达到 40%-50%。 

今年，阿里腾讯也开始乐衷于披露投资数据。2019 年 2 月，刘炽平年披露了腾讯战投

11年来的首份成绩单：总计投资 700家企业，其中 63 家已经上市，122家成为市值/价值超

10亿美金的独角兽，2018年有 16家被投公司实现 IPO，创下纪录。刘炽平说，投资是腾讯

整个集团核心战略的一部分，投资做得好，可以让业务做得更好。9月底，在今年阿里巴巴

投资者大会上，武卫公布了一项重要数据——阿里巴巴的战略性投资价值约 830亿美元，截

至目前，阿里已经退出 50多个投资项目，实现投资收益 180亿元。 

对战略投资的理解不同，投资的方式就会有差异。马化腾曾表示，腾讯投资的基本逻辑

是，除了通讯社交和内容，其他都交给合作伙伴。刘炽平进一步介绍，腾讯投资与传统战略

投资不一样之处：以投资公司为中心，而不是以腾讯为中心；投资的是人，投资的灵魂是人

和创意。腾讯一贯的作风是，有钱大家一起赚，阿里则崇尚一家独大，所投必须是“对我们

战略有价值的投资”。武卫详解了阿里战投的策略：1、持续的战略投资；2、更注重业务协

同；3、投资组合持续审查和严格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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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过去五年来在国内外进行了约 50 笔投资，其中备受关注的案例包括战略入股总部

位于伦敦的一家时尚买手电商 Farfetch，投资中国奢侈品电商平台寺库集团和服装零售商

唯品会等。核心是电商，一切围绕的还是电商。胡宁峰的上任，意味着京东已经意识到自己

在战投层面的落后。他在任职后的沟通会上说，自己正在复盘京东的历史投资，希望未来由

业务部和战投部发起的投资并购能够达到一半一半，言语间透露出，京东未来会成为下沉市

场的大买家。 

一定程度上，战投就是流量的战争。过去 5年时间里，拼命生产爆款 APP的字节跳动通

过投资并购把触手伸向了更远的地方。内容、社交、工具、教育„„“头条系”蔚然成军。

互联网巨头之间的战火，也烧到了战投部。在投资这块疆域上，各家正面争抢项目，毫不留

情。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字节跳动当初收购 Musical.ly，正在短视频争相国际化的窗口

期，快手自己推进不顺，头条视 Musical.ly 为北美竞争对手，腾讯更是直接跳过快手联系

Musical.ly。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关键人物——猎豹的老板傅盛，他在 Musical.ly 创始人阳

陆育四处碰壁时，给了第一笔投资。尽管傅盛与张一鸣是好友，朋友间的忙也不是白帮的，

条件是，今日头条必须参与猎豹移动子公司 Live.me B 轮融资。不管怎么说，打败腾讯拿到

了 Musical.ly 对字节跳动来说都是关键一役。可以说，TMD 的战投基本围绕着自己的核心

业务展开，比起 BAT还不够成熟，但不容小觑。 

对于创业公司来说，要不要“站队”不是陌生的话题。一位一线 VC合伙人对投资界说：

“我们会跟被投企业说，要想清楚，拿 BAT的钱和跟他们业务协同是两回事。BAT的投资和

业务永远是两个部门，你怎么拿到这张可以在其内部与各个部门沟通的门票，同时还能让手

里的门票成为比赛的真正筹码，这个更重要。”回顾这些年，那一笔笔轰动江湖的投资案例，

背后大多有着互联网巨头战投部的身影，也正如此，才造就了中国科技互联网波澜壮阔的景

象。 

3、产业互联网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时间：2019-09-24 来源：腾讯研究院 作者：李晓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司晓 腾讯研究院院长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筑牢高质

量发展的实体经济根基。眼下，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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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从消费互联网阶段发展到产业互联网阶段，信息技术的“赋能

力”进一步增强，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了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重塑了全球产业链分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何

充分认识发展产业互联网的广阔前景，更好把握其重要内涵，释放其内在潜能，助力实体经

济转型升级，是我们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要课题。 

我们认为，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第一次

互联网热潮中，互联网技术主要在消费领域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门户网站、电子商务、

在线游戏等主要商业模式的终端用户几乎都是消费者，这一阶段的互联网因此也被称作「消

费互联网」。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商业化，产业互联网这一互联网发展的

新阶段正在到来。所谓产业互联网，是传统网络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产业部门的深度融

合与应用所形成的新型技术范式与经济活动。产业互联网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等信息技术建立覆盖企业生产经营各部门、各环节的广泛连接，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信息技术改善企业经营活动的精准性、敏捷性，提高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 

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相比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在支撑技术上，产业互联网的技术基

础不仅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网络连接技术，而且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数据存储、处理技术，以及虚拟现实、3D 打印等产业应用技术。在连接对象上，消

费互联网主要实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产业互联网以万物互联为目标，更强调生产设

备、产品、服务、应用场景相互之间及其与用户的连接。在数据利用上，消费互联网时期受

制于通信网络、算力和算法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对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存储和深度挖掘，数

据的价值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产业互联网则以数据为核心要素，既要求全流程、全生命周期

的数据采集、流动、反馈，又致力于实现基于实时在线数据的实时分析、自主决策、学习提

升，实现核心业务的自动化、智能化。在应用对象上，与消费互联网的服务主要面向终端消

费者不同，产业互联网提供的各种应用的主体是企业，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企业从研发设

计到生产制造、营销销售、售后服务等生产活动全价值链流程，从研发部门到财务、生产、

营销等部门的全领域，从企业本身到企业上游供应商、下游分销商和用户的全商业生态。在

应用效果上，消费互联网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信息交流，解决了企业和用户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降低了社会搜寻成本，催生出新的模式，创造出增量产业；产业互联网的着力点

在产业本身，通过在优化企业内部流程、改善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创新商业模式等方

面发挥作用，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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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还面临供给与需求不

匹配、成本持续上涨、创新发展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加快转型升级。产业互联

网的出现增强了信息技术的“赋能力”，为实体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

供了重要契机。 

助力研发，改善供给质量。创新是经济增长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动力。在传统模

式下，研发活动人力投入多、耗资大、周期长。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科研数据的深度分析，

推动科学研究从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范式进入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阶段，显著减

少研发活动的人力投入、减少资金消耗、缩短研发周期，从而加速科学研究进程与科技成果

的工程化、产业化，加快新产品上市速度，提供更多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产业互联网引发

的传统产业变革也意味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更为广泛的应用，从而可以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产业化和相关产业的高速成长，为我国发挥市场优势提供更多机遇。 

数据赋能，提高生产效率。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攀升,实

体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压力。通过发展产业互联网，发挥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和系统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企业节约工资支出，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够优化生产工艺，从而提升良品率、降

低原材料损耗、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改善生产效率。目前许多制造业已经开始在质量检测

环节采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显著提高了检测的速度和效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农业、

制造业生产参数进行优化，能够使产量、品质获得显著提高。 

打通产销，快速响应市场。供给与需求不协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供需双方存在着严重

的信息不对称，供给方无法准确了解市场需求及其变化趋势，从而出现供给与需求的错配，

造成库存积压、产能过剩。通过打通消费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连接或由实体部门建立与用户

的直接联系，实体企业能够更精准地掌握用户需求，更好地设计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并

基于数字孪生、智能制造的高度柔性重构生产系统，实现低成本大规模定制甚至按需定制。

通过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将供应链上下游连接起来，能够使企业根据需求排产，

尽可能降低库存，提高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而且能够实现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可追溯，改善供

需信息不对称状况，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业务创新，拓展增值空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既有产业的深度融合会带动各个产业在产

品、商业模式、业态等方面的创新，从而提高产品或服务的吸引力、竞争力，催生新的市场

需求。许多制造企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全面整合产品和服务，开展在线监测、个性

化定制、信息增值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解决方案等服务型制造活动，不但增加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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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黏性，而且通过把一次性的产品销售收入转化为持续的服务收入，促进了收入与利润的增

长。比如，未来，汽车的智能网联化将使汽车成为一个移动的办公、娱乐空间，催生基于智

能网联汽车的一系列新型服务。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产业互联网在我国有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将催生万亿

美元的市场，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发展产业互联网，我国在技术与市场、供给与

需求两端都具备良好的基础。 

在供给端，我国具备信息技术赋能的技术和能力储备。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居于世界第

二位，消费互联网的发展不但孕育出一批世界级的平台企业，而且数字经济领域创新创业创

造活跃，拥有一大批细分行业领军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无论是技术水平、企业数量

还是产业规模都居世界前列。一些行业领先的实体经济企业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并将信息赋能技术以平台、软件包、解决方案等形式开放共享。我国电商、社交、

搜索等消费互联网的大发展积累了大量数据，为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资源。 

在需求侧，我国具有发展产业互联网的内在动力和巨大市场需求。这些年来，随着我

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消费者对更高质量、更高品质的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

国内消费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市场拉力以及竞争优势转换的压力，亦对实体经济应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进行改造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我

国实体经济规模大、产业门类齐全、产业发展层次多样，为产业互联网发展提供了规模大、

成长性好、应用场景丰富的市场空间。 

总之，推动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根本上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包括互联网企业、

实体经济企业等各类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同时政府也需要在推动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实体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行业信息化标准建设、数据开放和数据

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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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光机电与高端装备制造行业 

【导读】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深入，两国之间的对抗逐渐由贸易领域蔓延至工业领域、制造领

域，那些“卡脖子”技术和产业再次成为业内的焦点。哪些是真正“卡脖子”的技术，怎么

尽快解决“卡脖子”之痛，值得每个人进行深思。本期行业简报我们将重点关注工业领域的

一类“卡脖子”产业---工业软件的最新相关报道。 

【本期热点】 

1、深度原创丨工业软件企业并购的史与时 

2019-09-04 微信公众号：谢克强  走向智能论坛 

内容提要：工业软件巨头的并购史就是一部企业成长史。文章围绕并购，回顾了达索系

统等国外工业软件企业如何通过并购成长为工业软件巨头，国内的中望龙腾如何通过并购实

现跨越式发展；研判了当前工业软件企业并购动向及态势；分析了工业软件企业并购背后的

逻辑；结合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工业软件发展影响，提出积极并购是绕开贸易壁垒、快

速发展的路径，并从并购主体、并购对象、并购帮扶等方面给出了建议。 

关键词：工业软件，企业并购，贸易摩擦，新动向 

一、工业软件企业并购回眸 

回顾世界工业软件巨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并购是企业成长壮大非常重要的一环。企

业并购是工业软件企业特别是行业巨头近二十年来发展的主旋律。可以说，工业软件巨头的

并购史就是一部企业成长史。 

下面以几家知名工业软件企业的并购成长情况为例予以说明。 

达索系统通过 50 多次的并购从单纯的三维 CAD 设计软件一步步发展为全流程

（CAD/CAE/CAM/CAPP/PLM）、全系统（CAE部件仿真/Dymola系统仿真/MagicDraw系统设计）、

全领域（CAD/CAE/系统模型库）的研发管理一体化、虚实融合一体化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

网络化协同研发与管理平台，成为航空航天、汽车及摩托车领域的一面旗帜和争相遵从的标

准。 

ANSYS 通过近 20 次的并购从单一的结构分析一步步发展为融合结构、流体、电场、磁

场、声场等多物理场耦合于一体的大型仿真分析软件，广泛应用核工业、铁道、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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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机械制造、能源、汽车交通、国防军工、电子、土木工程、造船、生物医学等多

个行业，成为 CAE软件的 NO.1。 

西门子通过 20 多次并购从一家机械自动化的硬件公司变身为世界十大软件公司之一，

2014 年就成立数字化工厂集团——“全球唯一一家智能制造软硬件整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并且推出工业互联网平台——MindSphere，意欲打造成工业新中枢。西门子的软件实力已经

涵盖设计，分析，制造，数据管理，机器人自动化，检测，逆向工程、云计算和大数据等领

域。 

从国内企业看，中望龙腾并购美国三维 CAD 软件 VX 公司的技术及研究团队是国内企业

通过并购实现重大发展的典范。通过收购，VX 的 CAD/CAM 全球知识产权归属中望所有，其

全部研发团队集体加入中望公司，中望美国子公司也在美国佛罗里达正式成立，特别是拥有

了三维 CAD软件的混合建模内核 Overdrive，标志着中国工业软件公司在三维 CAD软件开始

拥有了底层关键技术的雏形。正是通过整合 VX 的三维 CAD/CAM 内核及技术，把美国先进的

软件系统架构能力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相结合，中望随后推出了公司第一款三维 CAD/CAM

软件。并购 VX让中望龙腾如脚踏青云一步跨入三维 CAD 的世界。 

这些企业的并购都不是盲目进行的，而是根据自身的战略推进，运用资本手段通过并购

快速地完善了纵深的产品线与横向的战略布局，乃至实现企业转型。并购可以简单分为两类：

一类是工业软件企业如“大鱼吃小鱼”般不断并购其它工业软件公司成为工业软件巨头，如

达索系统、ANSYS、PTC、ESI、欧特克等；另一类是工业巨头并购工业软件公司，不断提升

自身的工业软件整体解决方案能力，植入软件基因变身为软硬一体的巨头，如西门子、海克

斯康、施耐德等。  

二、当前企业并购动向与态势 

行业巨头之所以是巨头，就是因为它在关键时刻能够引领行业的方向，改变行业的发展

方式。近年来种种并购迹象表明，巨头们都在大搞跨界与融合，行业的发展需要更加综合性

的解决方案。下面回顾 2018 年以来工业软件企业并购的情况，一窥产业发展全豹，把脉工

业软件发展最新态势。 

从国际看，知名工业软件企业自 2018 年以来围绕各自发展战略持续开展并购，扩展业

务布局。 

达索系统收购 No Magic，通过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来强化对工程设计的全局

优化，从而加强 CATIA解决方案的能力；收购全球十大 ERP厂商之一的 IQMS，将 3D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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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扩展到制造企业的业务运营,提升为中小企业提供云端服务管理的能力，成就

PLM-MES-ERP 的全周期覆盖；收购流体相变计算的软件商 COSMOlogic，丰富了 Biovia 的品

牌下的仿真功能；收购美国医疗管理软件公司 Medidata，通过为生命科学行业提供集成的

业务体验平台，踏步进军生命科学领域，巩固其作为科学公司的地位。这系列并购是达索系

统平台战略的延续，3DEXPERIENCE 正是达索系统的未来。这意味着商业模式的更新，制造

即服务、体验经济是这一理念的核心。这也是达索系统致力于行业扩展，并将前端的设计、

后期的制造直接打通的动机。 

PTC 收购增强现实（AR）领域的初创公司 Waypoint Labs，为工业设施提供实时的交互

式培训环境，增强在工业 AR 的能力，通过 AR 编程推进价值驱动的 AR 体验；收购创成式设

计公司 Frustum，在其核心 CAD 软件产品组合中添加 Frustum 的 AI 驱动的生成设计工具，

向智能设计软件演进，提升其 CAD的竞争力；同时与 ANSYS战略合作，发布 Creo Simulation 

Live，旨在帮助设计师利用 ANSYS技术快速获得仿真结果洞察，加速产品迭代创新。这系列

收购与战略合作是 PTC应对 CAD与 CAE的日渐一体化趋势，在 CAD做强以及扩展 CAD应用前

景与范围的战略体现。 

ANSYS收购业界领先片芯片系统（SoC）电磁串扰解决方案供应商 Helic，进一步巩固其

在电源完整性噪声分析领域的领先地位，满足 5G、AI 和云计算领域的市场需求；收购材料

信息技术供应商 Granta Design，有助于将 ANSYS的产品组合扩展到重要领域，为客户提供

各种重要的材料数据信息，使客户能够访问 Granta 丰富的材料智能数据库以及市场领先的

材料和管理解决方案。收购基于物理的光学仿真供应商 OPTICS。在该并购达成后，将为 ANSYS

的工具栏新增可视、红外线、电磁学及音效等新功能，此外，ANSYS还将获得 OPTIS 虚拟现

实（VR）与模拟平台。支持并购推动 ANSYS完成了多物理场光学领域的布局，助其更好地实

现全面仿真的理念；拓展其物联网业务；通过提供自动驾驶汽车仿真工具，虚拟再现自动驾

驶汽车激光雷达在现实中的应用，有助于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 

西门子接连收购芬兰物联网模块芯片射频测试软件 Sarokal、德国电气系统设计公司

COMSA，将二者都纳入 2016 年收购的全球三大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 EDA 之一的 Mentor 

Graphics 旗下。这系列并购反映出西门子试图重新打通机械设计与电子设计的战略目标，

也是其对传统机械设计与仿真的 CAD/CAM/CAE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 EDA，以及与其它

软件（如 MES、HMI等）融合化发展的趋势判断。此外，西门子收购了专门从事于 3D 渲染软

件开发和虚拟现实体验制作的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授权公司 Lightwork Design，Ligh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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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的产品将与西门子现有的 PLM Components业务相结合，致力于继续为可视化，渲染

和虚拟现实的 3D数据预处理提供软件工具包，为西门子增加了“鹰眼”，从而帮助西门子在

独立软件技术授权方面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反映出其对可视化和虚拟现实领域以及数字孪生

的发展关切。 

欧特克在 2008 年初完成了对软件开发公司汉略信息的收购，凭借这次收购，欧特克在

华建立了一个拥有数千名工程师的研究院，也成为跨国软件公司在华目前拥有最多工程师的

软件公司之一；7 月收购了 Assemble Systems 增加规划和运行建筑项目，以及设计人员和

工作网络的建筑信息管理( BIM )能力；在 12 月接连以 8.75 亿美元收购建筑蓝图管理应用

PlanGrid，实现将纸质的建筑设计图转移到 iPad等移动端；以 2.75亿美元收购建筑软件平

台 Building Connected，触及一个由 70万名建筑相关人员的庞大网络。这些反映其迫切向

建筑软件大举进攻的意愿。 

海克斯康收购了比利时 CAD软件厂商 Bricsys，业务范围扩大到了建筑设计领域；Altair

收购了基于 GPU 的流体动力学和数值模拟技术的公司 FluiDynaGmbh，提升空气动力学求解

能力，需要注意的是 Altair 此前曾投资过 FluiDynaGmbh，此番由合伙人变成子公司，此外

还收购了致力于全保真 CAD 装配的结构分析软件公司 SIMSOLID Corporation；工程软件开

发商 Bentley Systems收购岩土工程软件提供商 Plaxis和土壤工程软件提供商 SoilVision，

朝着岩土工程专业人员“迈向数字化”的全面提供商迈进，最终，BIM 技术进步可扩展应用

于每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基本地下工程。 

可以看出，2018年以来行业内主要是达索系统，欧特克，西门子，PTC等几家大企业在

一些细分领域基于版图完善的收购整合，大江大浪或许暂时告一段落，将会是一段时间的浪

花朵朵，等待新的突破性技术掀起巨浪。 

从国内看，国内工业软件企业之间的并购了了。 

能科股份是国内智能制造与智能电气先进技术提供商，并购了以 PLM为核心、面向智能

制造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联宏科技，加强和提升其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服务深度，完善其“智

能制造”全产业链条，提升其在智能制造系统集成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优势。 

蜂巢互联并购国内 3D 研发设计领域高科技企业新迪数字旗下的工业云服务平台“制造

云”。作为中软国际的控股子公司，蜂巢互联此次并购是中软国际整合国内工业软件领域优

势资源，探索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打造普惠智造的重要布局。 

这反映出国内工业软件企业多处于“小而散”，尚缺乏并购的基础与条件。同时也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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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趋势：一是工业企业并购工业软件企业，背后是国内智能制造发展迅猛，工业企业软

件化步伐加快；二是大型软件企业并购工业软件企业，背后是普通软件企业向工业领域拓展

布局。 

三、工业软件企业并购逻辑分析 

为什么工业软件企业的并购在近二十年如此频繁又激烈？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新一轮工业革命正蓬勃兴起，“以机械为核心的工业”正在向“以软件为核心的工业”

转变。工业软件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要素。在这一背景下，西门子、施耐德这些工业巨

头们纷纷将软件实力视为新一轮工业变革的关键竞争力，所以不余遗力地并购工业软件企业，

进行战略转型。 

同时，工业软件得到重新定位，从制造业信息化发展的辅助工具，提升为推动工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新型平台基础设施。工业软件由工具属性向平台属性拓展。大平

台、小应用成为发展趋势，即大型基础的工业软件不断下沉为大平台，小型的应用软件不断

微小型化作为平台的组件丰富平台并灵活使用。这就是工业软件巨头不断并购其它软件企业，

拓展自身版图的原因之一。 

另外从商业角度看，工业软件细分领域多、研制复杂、门槛高、周期长，企业从零开始

做非常费时费力，无先发优势，但有后发劣势。面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市场，运用资本通过

并购的方式快速获得能力是投入回报比较高的方式，同时减少了一个竞争者，并直接获得其

在行业中的位置。 

四、中美贸易摩擦下的企业并购 

国际工业软件巨头是并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对于当前弱小的国内工业软件企业有借鉴

作用。通过“买买买”的方式将工业软件公司招致麾下是快速成长和打造自有工业软件体系

最为快捷的路径。 

特别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及不确定的国际关系，工业软件也受波及，如近期中广核及其

三家子公司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名单”[1]，包括工业软件在内的产品将受

到禁运；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近期表示受“实体名单”影响，Synopsys、Cadence、Mentor

三家 EDA 公司已经停止与华为的合作[2]。围绕工业软件积极进行海外并购有助于绕开贸易

壁垒，获取紧缺技术与资源，拓展境外市场，提升管理水平，更具有战略意义。 

建议有条件的工业企业和大型软件企业，面向欧洲和日本等具备底层核心技术但市场欠

佳的中小工业软件企业开展海外并购；大型 ICT企业积极布局制造领域，并购或战略投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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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工业软件企业；国内工业软件企业围绕具体业务开展合作，以合作促合并；成立大型引导

型并购基金支持企业并购。 

 

【行业动态】 

1、大咖说 | 赵敏：工业软件发展规律及相应策略探讨 

2019-09-09 微信公众号：工业互联网研习社 

回顾国内工业软件的发展史，笔者发现有两个“无一例外”： 

任何一个工业软件发达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 

任何一个著名工业软件的起家，无一例外都是诞生于军火和汽车工业的摇篮。 

两个“无一例外”，给我国的工业软件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参考和启示，为我们发展工业

软件、补齐工业短板、消除卡脖子技术指明了方向。 

一、工业化进程的标志 

笔者认为，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几个重要标志是： 

服务业发达——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率都已经超过工业； 

提质增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与能源和资源消耗的增长脱钩，能源

和资源消耗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实现高质量发展； 

技术积累——工业技术/知识积累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与水平，工业技术/知识不断进入软

件（工业技术软件化）； 

白领过半——白领职工数量超过蓝领工人，大多数人在办公室生产知识和处理信息，而

不是在车间生产产品； 

知识工作者——他们的数量不断增加，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各种技术/知识来自由工作，

不依附、不属于任何企业或组织； 

资源优化配置——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成为企业优势，而固定资产多不再是企业

优势； 

精细化管理——企业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管理能力，可以做到“三高一低（高质量、

高效率、高客户满意度、低成本）”，实现零库存，较好应对市场变化。 

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特征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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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在工业化进程尚在半途之中时，中国在全球信息化发展的洪流（托

夫勒称“第三次浪潮”）中，不得不在未完成工业化的情况下走入了信息化进程。对“信息

化”的认识，经历了几个阶段与反复，在近些年才摸索出来两化融合的正确方向和路径。 

二、工业化进程与工业软件 

笔者涉足工业软件 36 年，一直在观察和思考中国工业软件难以振兴的问题。将其总结

为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不要小看这一点，读者可以看一下现有的工业软件强

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荷兰、瑞士甚至卢森堡等，无一不是已经完成工业

化进程的工业强国。 

由此可见，凡是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工业技术软件化都做

得比较好，作为工业技术软件化的结果之一，其中有些国家孕育出了大量的工业软件。没有

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都没有能力开发出来较好的工业软件，无一例外。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在后半程，但是尚未完成。我们还在尝试以两化融合统领的多种模

式加速发展完成。由于国内企业普遍不重视工业技术的积累和工业知识的管理，因此可用于

软件化的工业技术/知识非常缺乏，工业技术软件化的工作也是刚刚开始加速。加之极度缺

乏资金、人才、政策、市场等工业软件成功的必备要素，因此，中国工业软件的崛起还是在

漫漫长路的艰苦跋涉途中。 

笔者总结：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不一定都能开发出优秀的工业软件，但是没有完成工业

化的国家是肯定没有优秀的工业软件。 

其中道理在于：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就没有深厚的工业技术积累；没有深厚的工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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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积累，就不可能做好工业技术软件化；而没有工业技术软件化，就根本谈不上优秀的工业

软件。 

三、国外工业软件研发主体与研发形式 

工业软件的开发，是一项非常烧钱的工作。软件架构难度大，英文程序门槛高，硬件条

件开销大，编程高手难寻觅，产权保护不容易，后期维护很繁琐。 

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冷战时期，是国外工业软件开发的爆发期，但是也只有财大气粗的

军火商、汽车商才有条件独立开发或依托某厂商开发工业软件。以早期的 CAD软件为例： 

CADAM——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支持的商用软件； 

CALMA——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开发的商用软件； 

CV——由美国波音公司支持的商用软件； 

I-DEAS——由美国 NASA支持的商用软件； 

UG——由美国麦道公司开发的商用软件； 

CATIA——由法国达索公司开发的商用软件； 

SURF——由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开发的自用软件； 

PDGS——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开发的自用软件； 

EUCLID——由法国雷诺公司开发的自用软件，后成为商用软件； 

ANSYS——由 JohnSwanson创立，得到西屋核电的大力扶植； 

NASTRAN——由 NASA开发，后成为商业软件等等。 

因为国外大企业本身就是软件的第一用户，开发人员也大都来自企业本身，对自身的需

求十分了解，因此，他们开发的工业软件： 

1、在需求上不会有较大偏差； 

2、基本上都是现在企业真实的工况场景中使用，然后不断反馈回来修改意见，让软件

快速迭代修改； 

3、软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了商业化的进程，专门成立部门或独立出去成为公司，

在市场上去摔打拼杀。 

进入到新世纪以来，硬件价格快速下降，软件开发与调试工具日益增多，软件编程人员

喷发式增长，互联网爆发式普及应用等等，基于这些原因，对于工业软件的开发呈现出了百

花齐放的态势，工业软件的开发主体也是变化多端： 

原本是做操作系统软件的企业，如微软公司也开发了微软 ERP软件，力图借助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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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动优势在工业软件领域打下一片天地；老牌工业巨头西门子因为十二年前购入了原美国

UGS 软件公司而一跃成为工业软件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已经成为事实上最大的软件公司；

大众汽车公司在今年也宣称要转型成为一家软件公司。 

笔者总结：国外工业软件开发，一直是以财大气粗的工业巨头为主体按需开发，其它企

业为辅助锦上添花，高校往往是以实验室合作为主，为软件验证补充机理模型和输出使用软

件的人才，政府角色是选择性资助。 

四、国内工业软件研发主体与研发形式 

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逐渐兴起了自主开发工业软件中的基础软件——CAD

的高潮。笔者从那时就进入了工业软件行业，以青年教师的身份，参与了国家机械工业部（已

解散）和国家科委（今科技部前身）组织的“七五 CAD 攻关项目”“机械绘图软件项目”等

与二维 CAD软件有关的开发过程，亲手敲出了几万行工程绘图图形裁剪消隐程序以及软件图

形包代码。 

三十多年前国产 CAD软件开发的特点是： 

1、CAD 软件是典型的舶来品，无论是写程序还是阅读技术参考资料，都要求一定的英

文能力，因此国内软件开发主体基本上都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企业基本上不参与

软件开发，甚至连使用 CAD 软件的企业都是凤毛麟角； 

2、所开发的软件多数是二维 CAD，极少数三维 CAD，这既因为当时大家普遍的理解与追

求是解决工厂急需的精准的、可编辑的工程绘图问题，也因为三维 CAD的开发难度较大，需

要循序渐进； 

3、将引进的二维/三维 CAD软件进行菜单界面汉化，以便在更好地在企业推广也是一个

重要开发方向； 

4、因为可调用的图形能力（点、线、填充三角形等）等内部显示程序与硬件高度相关，

因此软件开发受到了硬件的严重制约，硬件具有什么图形能力，软件才能调用什么图形能力，

PC 机、苹果机、阿波罗图形工作站彼此不兼容，相互难以移植。当时笔者教研室仅有的一

台阿波罗工作站，内存为 2MB； 

5、开发软件的程序语言也以 Fortran 和 C 为主力军，这些今天看起来非常古老的程序

语言，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有很多不好用的地方； 

6、OT领域的工控软件都是伴随着机器的进口而被封装在设备内部的嵌入式软件，没人

敢拆解，事实上也极难破解，因此，工控领域的软件自主开发就更慢了一两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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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几乎没有既懂机械设计/制造又懂软件开发的复合型技术人才，因此，参与软件开发

的人员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学机械设计/制造的，要恶补 C 语言、软件工程、计算机曲线

曲面等 IT技术，而学软件的人，要恶补机械设计/制造、工艺、材料等课程。两个方向“转

型”的绝大多数结果是，从机到软，大多成功，从软到机，基本难产。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

直到今天，这一幕还在重复上演——搞 IT 的，难以进入制造业，而搞制造的，相对容易改

行入 IT。 

8、政府部门牵头指导。在国家机械部和科委两个部委的支持下，高大上的 CIMS 项目以

及接地气的“甩图版”“甩图纸”“甩账表”项目曾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大批国产工业软件

如 CAD、CAE、CAM、ERP等也一度崭露头角。 

“甩图板”是指企业应用二维 CAD技术而将千千万万的设计人员和描图员从繁重的体力

劳动中解放出来。“甩图纸”指以三维产品模型为核心，集产品设计、分析仿真、工艺规划、

数控加工以及质量检测的集成技术的应用，实现设计制造的一体化。推进三维 CAD的普及应

用。“甩账表”是针对企业内部生产、销售、成本、采购等业务提高数字化经营管理水平的

需求，实现企业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及经营管理业务的集成应用。 

“三甩”前后，国外工业软件已经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由于国内工业软件的决策者大都

不了解软件研发规律，并没有把工业软件开发作为国之重器来予以政策上的考虑（实际上今

天也没有清醒认识！），“863”专家组基本上由来自高校的专家学者主导，国产工业软件功能

改善缓慢，技术上跟不上国际发展潮流，国外软件盗版横行，国外软件迅速推广普及等多种

综合原因，国内工业软件进入本世纪后开始走下坡路。 

由于国内自主开发的工业软件第一用户往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自己，企业从开始不会使

用、不愿意使用（因为不是按照他们的需求开发），到后来不想使用（因为更好用的国外软

件都进来了），国产软件逐渐失去了企业市场，被国外软件排挤到难以生存的边缘，仅仅靠

着每年“跑部钱进”，从国家“863 项目”中拿一点钱来养活自己。时至今日，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成立的一大批国产软件公司几乎没剩几家，90 年代成立的公司能活到今天都非常不

易。 

国内有关管理层不懂软件开发与投资规律，软件投资力度普遍是“撒胡椒面”，软件研

发和使用人员的技术底蕴普遍比较低，软件开发普遍缺乏顶层架构设计和方法论，在数次的

技术升级过程中跟随较慢或者没有跟上，国外公司放任软件盗版而国内有关部门打击盗版不

利，缺乏企业作为国产软件的铁杆用户，国内企业普遍缺乏技术积累等等，都是制约国产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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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展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有两点：没有铁杆企业用户的拥趸和真实使用场景

的验证，就没有反复的软件迭代、算法改进和技术升级，是国产软件的自身硬伤。 

另外，国内有关管理层不懂软件开发与投资规律，缺乏对工业软件重要性的认知，一直

把工业软件混同于 IT 软件，是国产软件的外部硬伤。这两个硬伤叠加在一起，实在是让软

企“伤不起”，国产软件错过了过去三十多年中崛起和发展的最佳时期，让国外工业软件占

据了现在国内 95%以上的市场。 

笔者总结：国内工业软件开发，早期以高校为主体（95%放弃或倒闭），企业极少真正参

与，政府使劲撒钱呼吁，盗版横行眼睁眼闭，领导犯傻不认软件，开发团队没有头绪，软企

求生竞争乏力，至今主体仍不明晰。 

五、国外工业软件的研发与竞争组合拳 

开发工业软件，不仅是一项十分烧钱的事情，还要有恰当、精准的竞争策略，需要全面

研究和平衡考虑国家、组织、工企、软企、高校、研所、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不同利益攸

关方。国外工业软件采取过如下竞争举措。 

（1）国家专项经费支持 

如前面提及，国外工业软件从诞生到发展壮大，在其关键成长过程中都得到了官方机构

的扶持或政府基金注入，如NASTRAN、I-DEAS等著名CAE软件最初皆由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

开发和资助。对于国家急需的工业软件，美国政府也毫不吝啬，例如直接给著名的 EDA软件

Synopsys资助 610万美元。 

南山书院林雪萍院长经过大量分析后指出：“美国政府通过国家战略投资计划投资了众

多科学计算基础设施，实施了大量产业培育举措，这是 CAE产业最早在美国得到蓬勃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在国家战略层面，美国也确实是把科学计算和建模仿真作为服务于国家利益

的关键技术，从未停止过投资。” 

（2）企业自主滚动研发 

国外软企通常每年都拿出不菲的资金，少则上千万美元，多则几亿美元，用于软件的技

术更新与功能升级。以 CAE 软件为例，国内软件业界资深专家陆仲绩曾说“没有与众不同的

核心技术，就难以体现出价值的。对于工业软件中不仅要有熟悉的行业背景，CAE更要求有

各种实践经验和大量隐性的知识和判断。这个投入是天量的，全球最大的 CAE 厂商 ANSYS

每年的研发投入在 3亿美元左右，也就是每年投入 20 亿人民币。每年循环，持续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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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每年投资于工业软件的专项费用，也不过是几亿人民币或更少，还要分配给直

接拿钱（不太能成事的）政府事业单位，以及为了抢到这些经费而激烈竞争的众多国内软企，

这就是笔者前面提到的政府“撒（胡椒面）钱”模式。 

（3）市场并购技术互补 

世界上没有任何工业软件公司的解决方案能够覆盖企业的所有应用。而且，开发、打磨

好一款优秀的工业软件的过程非常漫长，因此，当大型工业软件企业发现了具有互补性的特

色软件时，往往采取并购的方式收入麾下。例如： 

2005 年达索公司收购 CAE 软件 Abacus，补齐了在 CAE 软件方面的不足，创建了自己的

SIMULIA仿真品牌。 

2013年 PTC收购了物联网平台 ThingWorx，实现了广泛的机器设备连接，建立多种工业

APP，率先转型到工业互联网领域。 

2016年西门子以 45亿美元收购了全球三大 EDA软件之一的明导（MentorGraphics）软

件，形成了机械电子并举的解决方案。 

至于其他国外软件企业的并购案例则是层出不穷，不再详述。 

（4）为高校无偿捐赠软件 

笔者在 EDSPLM Solutions 中国公司任汽车市场总监时，就曾经做过若干个由总部核准

的“高校合作伙伴项目（APP-AcademicPartnership Program）”，即选择车辆与机械专业领

先的工科高校，如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湖南大学等，每校都获

赠数百套工业软件（如 UG、I-DEAS、Solidedge、TeamCenter、iMAN、Imageware、Tecnomatix

等），每校的软件报价都在 1 亿几千万美元规模。用这些高端成熟的工业软件培养出来的工

科人才，必定是熟悉这些软件的人才。长久来看，软企和高校最终双双获益，携手共赢。 

（5）工业巨擘引领工软创新 

2007年 5月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以 35亿美元完成了对美国 UGS公司的收购，以一个近

乎完美的大手笔，让西门子公司从一个工业公司一跃变成了世界领先的工业软件公司。更进

一步，在前不久西门子公司发布了最新的工业软件产品组合 Xcelerator，整个组合中包含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软件、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 ALM软件、制造运营管理 MOM软件、电

子设计自动化 EDA 软件，以及工业物联网平台 MindSphere 的低层支撑和上层的 SaaS 应用。

一个历史上最大的工业软件生态平台诞生了。这又是一次工业软件能力与分类的巨大创新。 

笔者总结：政府不撒钱而精准支持，软企依托市场的精准并购和自主滚动研发，放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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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高校育人，工业巨擘创新引领，都是工业软件发展的竞争组合拳。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

组合拳面前，我们的行政决策者和软企，都还是初段选手。 

六、小结 

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不一定都能开发出优秀的工业软件，但是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是

肯定没有优秀的工业软件。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工业软件，也错过了有机会追

赶的窗口期。因此，只能走“工业技术软件化”这一条尚能奋起追赶的艰难道路。 

国外工业软件开发，一直是以财大气粗的工业巨头为主体按需开发，高校往往是以实验

室合作为主，政府角色是选择性资助。 

国内工业软件开发，早期以高校为主体，企业极少真正参与，政府使劲撒钱呼吁，盗版

横行眼睁眼闭，软企求生竞争乏力，至今主体仍不明晰。 

中国工业企业积极参与软件研发与迭代更新是工业软件崛起的重要因素。 

路子不对，起点较低，领导不懂，政策不灵，是过去中国工业软件三十多年的真实写照。

直到今天，贸易鏖战，芯片断供，工软卡脖，行业告急，才让某些决策者忽然对工业软件有

了一点点清醒认识。如果这点认识能不断加深，政策环境能不断向好，幸哉！中国工业软件！ 

2、工业软件大变局 | 未来软件涅槃路 

2019-09-09 微信公众号：林雪萍 赵堂钰  知识自动化 

上周三西门子的媒体和分析师会议在纽约召开。许多新气象扑面而来，耐人寻味的事情

非常之多。首先是“西门子 PLM软件”部门更名了，正式改为“西门子数字工业软件 DISW”，

全生命周期管理 PLM 如此宽大的法袍，已经不适合西门子软件事业的雄心了。DISW 包含了

更多，包括制造运营管理软件 MOM、物联网 IoT 分析和 APP 应用等，目前收入已经达到 40

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西门子软件系列正在太白金星的炼丹炉里面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

目前正是工业软件血肉模糊的过渡窗口，下一次软件重生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不会再认识它。

卡梅隆影片中《阿丽塔：战斗天使》的赛博人女主角，是一个一边分解一边重生的经典形象。

而西门子正在工业软件领域重现这个故事。 

一、分分合合的自动化 

看上去“西门子 PLM软件”更名为“西门子数字化工业软件 DISW”，就是为了迎合“西

门子数字化工业集团”这个新成立的事业部。 

但事情绝不是名称更换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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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过程自动化与仪表集团 PD，自 2014年被分离出去，独自闯荡一圈，去年底又与

“数字工厂集团”一起，回归到同一个大的屋檐“数字工业”集团之下 。乍一看，这个场

景，又像是回到了当年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 A&D和工业部门的时代：当时所有的自动化产品

都是在一个事业部体系下进行开发、制造和销售。 

1994 年西门子 PLC 的 S7 系列开始出现，广获好评。两年后，当西门子趁着 S7 壮大的

余威，开发了过程控制系统 PCS7，将 WiCC、Profibus、监控系统等整合在一起，一举将业

务扩展到过程工业领域。其实从名字上，也能看出来，PCS7 基本上等于“PC+S7”，即由原

来的 S7系列 CPU，再加上 PC端复杂的软件来实现 DCS 功能。因此西门子的 PCS7，其实是走

了一条取巧的道路，因此在化工、石油等重化工领域，无法与主流的 DCS控制系统商如霍尼

韦尔、艾默生、罗斯蒙特等抗衡。但在混合流程工业中，西门子的过程控制的业务，开始扶

摇直上。 

到了 2014年，根据西门子远景规划“Vision2020”，流程自动化和仪表部门被归为过程

自动化和驱动部门 PD，并得以独立。这使得流程自动化的部门，获得了宝贵的独立性和自

主权，来争抢蓬勃发展的能源业务。这种对能源领域膨胀的野心，同样发生在另外一个百年

老对手 GE的身上。在这条路上为了争抢并购对象，西门子与 GE也是打的头破血流。在并购

阿尔斯通意外失手之后，西门子花费 80 亿美元实现了对油田设备制造商美国德累斯顿兰德

(Dresser-Rand)的收购，总算挽回面子，扳回一局。然而，就在应该在能源麦田里收割预期

丰收的庄稼的时候，油价急剧下跌，整个行业一片萧落，惨淡至今。GE 并购阿尔斯通、尤

其是油气商贝休的结果，可以说是惨不忍睹。西门子也不例外，能源大大拖累后腿。流程自

动化 PD 部门的财务一直表现不佳，与凭借工业 4.0 清风直上、顺风顺水的兄弟部门“数字

工厂集团 DF”，不可同日而语。 

合并重组，自然是必然的命运。而在中国DF和PD两大集团总经理竞聘上新岗的过程中，

谁能上位的结果，也是很容易猜测得到。其实也并非完全是个人能力之争，而是个人背后的

行业景气度的比拼。好时代来的时候，人人都乘着浪头；坏时代来的时候，多少人跌落浪头

之下。 

然而，这样的重组会对公司的产品战略产生什么影响呢 ？最明显的是，这种重组不会

退回到旧的结构中去。统一的屋檐，再也不是以前的屋檐了。正如西门子在 2007 年公开承

认自己是一家收购 UGS的软件公司一样，现在正朝着成为一家数字公司迈出下一步。数字化

不再是一种趋势，而是决定公司未来命运的一个硬核因素，因为它将选择未来的赢家和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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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除了整合当下名目繁多的硬件、软件之外，西门子必须为数字化提供战略咨询服

务。这一大胆的战略，意味着西门子必须加速增强自己的技术咨询能力。 

随着开放平台和基于云的解决方案的出现，未来或许可能没有任何单独的自动化硬件可

供销售，或者硬件将远远没有服务那么挣钱——想象当年 IBM 抛弃硬件转型服务的那一幕。

在数字服务和技术咨询解决方案之下，业界都会清楚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价值在于软件和应用

技术的结合。硬件，必须变得更聪明，更容易连接。西门子自动化部门的整合，或者说新的

数字工业公司，正朝着对先进硬件的整合，大幅度迈进。它所乘坐的战车，就需要靠这个工

业软件的强力组合来支撑。 

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工业软件这个原点。 

二、胆大包天的升级：Opcenter 

今年 6月份，西门子正式推出了 Opcenter。简单而言，可以认为这是 MES的升级版本。

Opcenter被定义为下一代的制造软件 ，也是西门子力推“数字企业”软件套件的核心。按

照中国人喜欢的风格，Opcenter就是“智能制造的工业大脑”。 

当然，它比 MES要复杂得多，它是对西门子近几年一直推广到 MOM（制造运营管理）的

一个最新落脚点。Opcenter 的命名，终于为 MOM 找到一个最稳健的鸟窝，各种制造运营软

件的蛋都可以安稳地放在这里了。MOM与 Opcenter之间的关系，就是 MES与西门子 Simatic 

IT的关系，或者就是智能手机与苹果手机。 

Opcenter 整合了它自己的 Simatic IT（当然这也是基于 2001 年收购意大利 Orsi 而来

的）和前几年并购的 Camstar——请大家最后多读一下这个名字，它昔日独立的品牌辉光正

在逐渐消去，很快就找不到它的影子了——它正在被消化到西门子的软件血液之中。这两个

被熔化了的小铁人再次以同一面貌出现的时候，西门子之前的 MES系统已经被取代了，新铁

人名字现在叫做 Siemens Opcenter Execution （很乏味的名字，是不是？学会习惯这种命

名风格吧，以后这样乏味的名字会越来越多），Opcenter 同时包括了其它并购的排产软件

Preactor、质量管理软件瑞士 IBS等。甚至还有实验室软件。实际上，这是从过程自动化集

团 PD回归的另外一次实质性融合，西门子 PCS7也包含了很多的组件如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软件 Unilab。因此，Opcenter 将混合流程和离散这两种制造也并在一起了。如果这都算是

老药方合并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全新的时代药引子的加入，例如大数据分析软件，以及各

种工业 APP。 

这些曾各自响当当的名字，正在被融合成一个单一组合，发挥协同作用。要完成数字企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111 

业的大局，西门子需要一种统一的制造业务管理解决方案，来处理当下各自分离的信息化孤

岛，从而数字孪生的价值发挥到极致。Opcenter 打算在统一的产品框架中，提供功能和互

操作性——这意味着可以连接更多的企业员工，可以在优化生产操作的同时，与工程、自动

化和企业系统如 ERP，进行多方互动。 

三、一切为云化准备 

这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动机。一个难以觉察的而大胆的变革，充满了雄心与壮志——那

就是 Opcenter是为了应对全新的云端软件。 

所有的这次整合，都是为了软件云化做铺垫。西门子 MOM套件将更好地适应日渐智能的

硬件。面向移动性的便利性，面向物联网的泛在性，成为工业软件一个重要考量。而全新设

计的用户界面 UI/UX，可以自由地在桌面和移动端切换。统一界面，表面上是对既有软件界

面的一次大屠杀，那些收购来的品牌将加速消失个性，而背后则意味着软件的架构都在重新

续写。 

这一切，都指向了一点，所有的 MOM 套件，都已经为云化做好了准备，而 MindSphere

正是那随时垫脚的上马石；在此上面，将会是大量的云原生 Apps。 

2018 年西门子以 6 亿欧元并购了 Mendix，这次并购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一是相对动辄

几十亿美元的并购，这个显得小；二是 Mendxi的类别，相对陌生，识别度不高。然而，Mendix

虽小，却是一枚灵巧的缝纫针，自由连接各种 PLM、ERP、 CRM 和设备资产，而且不限于西

门子的产品。由于 Mendix 可以自由地创建 App，钻取资产数据，也可以跟各种物料清单表 

BOMs, CAD图形等交换数据，从而帮助用户加速在工业互联网上开发 App。 

而今天，这个刚刚并购的软件新星，再次被委以重任。移动性来自物联网的飞速发展，

而移动性的解决则正是来自像 Mendix 这类低代码编程工具的普及。素人编程，平民编程，

你我皆可上手——听起来像乌托邦一样的想法，西门子正在做这样的努力。 

不得不说，Mendix 已经被西门子推到战略级的位置上。它的战略价值，从某种意义而

言，比业界正在熟悉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Mindshpere 还要大很多。这一点，对当下中国工业

互联网平台也是一盆冷水浇下去。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在走向一条奇怪的道路——也是一

条熟悉的路径，重集成轻工具。 

这次大会上，西门子也在 IoT 平台上，意外地公开了上面的 APP 已经高达 24万。这是

一个令人质疑的数字，颇有点浮夸的意味。考虑到 Mendix 原来的范围很广，这里面真正与

工业相关的 APP，应该并不多。后续到底有多少工业 App，西门子还得证明它能够真正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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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编程”。 

四、恐龙级的软件包 

同一天，西门子发布了 Xcelerator ，是由多个跨领域的应用程序和解决方案组成。西

门子将所有的软件、服务和应用开发平台全部打包在一起。这是一次全新尝试。以前从来没

有人这么干过。 

这里要列举它所包含的软件种类，实在是一件乏味的事情。简要一点地说，就是所有学

科、所有品牌、所有功能，都要排进一个方阵队伍中，踏着同样节奏的步伐，唱着同一个曲

调的歌。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软件大合唱。无论是电子 EDA 和机械设计 MCAD（尽管二者在

早期的时候曾经短暂地在一起）、系统仿真、制造、运营和生命周期分析建立了一个深度软

件组合。Xcelerator将该组合与嵌入式工具和数据库集成在一起，连接到现有的信息技术、

操作技术和工程技术环境。 

西门子一直在致力于抹平各种工程与运营领域之间的界限，尤其是数字空间与物理世界

之间的鸿沟。而分拆和跨界，则使得工业软件的眉目，变得无比清秀。 

跨界融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Mentor 旗下的电气系统和线束设计软件 Capital，已经

正式剥离且并入到西门子 NX CAD 之中。Capital 一直是汽车、航空和国防工业等各种电气

系统设计的供应商，可以提供从上游产品规划和架构设计，一直到下游的产品维修维护。电

气与机械的融合，跨工程学科的专家协作，西门子正在做一次深度打通。 

同样 Mentor 旗下的 PCB 全流程的制造运营套件 Valor，则被拆分并整合到西门子新的

MOM软件 Opcenter之下。同样的思路，还体现在 Pave360，西门子集成了多个汽车验证工具，

这样汽车在制造前（pre-silicon）就有一个可以自动验证的环境。这种开放的集成允许通

过创建最精确的数字孪生，将模拟与测试数据和实际性能分析集成在一起。这意味着，快速

创新将成为数字企业的一种全新的竞争力。 

西门子一定有这样的软件再制造的“拆装工厂”，它用“肢解”的眼光看待所有西门子

耗费 110亿美元并购来的软件的每一部分，定位、切割、分离、再组合，重新形成一个有机

的融合体。而这背后，则是 Xcelerator打算建立一个生态，推动其中任何人(包括普通开发

人员和工程师)构建、集成和扩展现有数据和系统来推动数字转型。编程平民化，这是西门

子的一次豪赌！西门子数字工业软件总裁在解读这件事情的时候提到，以前编写应用是最慢

的一件事。而现在，编写应用程序并不需要成为一个专业的软件工程师，更接近待解决问题

场景的领域专家也可以开发应用程序。而 Mendix应用开发平台为 Xcelerator生态系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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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强大的动力。 

让我们为这个软件大包整理一下思路： 

☆ 西门子软件的世界，已经容不下各向异性的些许混乱；所有收购来的软件，都被扔

到一个熔炉里，然后重塑合体成一个各向同性的软件盔甲。前所未有的盔甲，每一片都被重

塑过。 

☆ Xcelerator包括了西门子全套软件和服务：软件与服务同心，硬件与软件合体。五

花八门的软件，将要在这里完成一次生态级的法则重建。 

☆ Mendix 是西门子软件的新当家明星，一个人人皆可上手的应用开发开发应用环境，

包括云和应用；漫无边际的知识洪流，有望找到新的明水渠道。 

☆ 工业互联网平台 MindShpere光芒不再，尽管被定义操作系统级别，但它的位置在下

沉，远离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主战场，成为物联网战略的基石。它与前锋 Mendix 构成突破与

支援的关系，PLM软件则是随后插上的尖刀。在这个级别上，MindSphere与西门子另外一个

沉静的基座：数据管理软件 Teamcenter，一起在幕后承担起对外提供数字服务的内核。二

者都不是舞台前光彩耀眼的熟角。 

五、面目全非的工业软件 

随着物联网时代形成的数据井喷，诸多新上位的物联网新星，正在颠覆着数据产生、管

理的逻辑，并进一步冲击了企业的流程再造。我们需要更好地辨识工业软件的成分和边界。

正如“空气”这个概念的存在，在工业化时代，无法解决污染的问题。需要重新回答空气的

真正成分，才会使得人们的技术手段能够回到事情本原的解决轨道上来。 

然而工业软件正在变得面目全非。 

在2017年北京PTC大会上，当时PTC的全球营销总监的粉红女郎喊出来“IoT就是PLM”，

简直是惊世骇俗。当时，现场那种震撼感，至今仍能感受到。但现在看来，这个简单的定义，

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目前西门子已经默默地这么做了。而另外一家 PLM巨头达索，则尚

未做出反应。它在物联网的探索似乎有点漫不经心，达索似乎志不在此。 

从一系列重磅动作，可以看出来，西门子的工业软件正在进行翻天覆地的融合（相信软

件部门会被折腾死）。以前互相不挨着的软件，现在都凑到一起来了；西门子全新软件品牌

Xcelerator成为如此庞大的恐龙软件包，而 Mendix则起到了穿针引线的重要战略作用。西

门子新的软件部门 DIS（数字工业软件），已经把 Mendix 推到了战略级的位置上，就是为了

迎合 OT与 IT 的融合，完全实现 OT人编码——这个对未来软件和工业 APP的实现速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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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将是极其深远的。这也意味着，工业软件正在受到自动化端的强烈影响。而西门子六月份

推出的 MOM新品牌——Opcenter，则远远超越了 MES的传统版图，实验室套件，也都与质量

管理、排产等一起整合在 MES之中；而 EDA软件 Mentor 大量的软件元素，也在被不断切割，

分解到 NX CAD中和 Opcenter 中。 

工业软件正在剧烈融合，原来的边界大大模糊，准确的定义再也难求。当下计算辅助设

计工具 CAD、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 EDA的样子，其实都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形状。就像两件兵

器被扔到熔锅里，毁了容，然后各取所需，又重塑成两件更加合手得多的兵器。因此现在提

起的 CAD，CAE，都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小记：各种大胆的和小胆的 

西门子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胆子似乎变小了。MindSphere 的重要性将大幅度下降，它

收缩到底层支撑，而工具本身成为显眼的主力前锋。这跟中国工业互联网的大浪之中，舍我

其谁地把“工业互联网平台”本身推向最前沿阵地，形成鲜明地对照。没有工业软件工具层

面的支撑，任何工业互联网平台都或将沦落到一个平庸的外壳。Predix 的警钟已经长响过

一段时间，中国人觉得这是 GE 太冒进，不当回事；而西门子则将 GE Predix 的痛苦深看在

眼里，大为敬畏，并用实际行动做了一次大尺度的转舵。警钟再次长鸣，中国工业互联网平

台那些喧嚣的热浪，那些正在远离工业基础的抢滩，需要停下来听听那些不和谐的钟声，到

底来自何处。 

西门子正在大胆地拥抱一切软件的云化。传统 MES系统的云端化，已经完全就绪。火箭

发动机正在点火之中，下面将是承受 5个 G、8个 G重力加速度的时刻。 

西门子数字工业化集团的四驾马车是 PLM+MOM+TIA+IIoT。现在 MOM 尘埃落定，工业互

联网 IIoT定位折腾好几年终于搞清楚了，全集成自动化 TIA途博已经运转有序，下一步 PLM

或许还会继续“沸腾”，除了既有的仿真品牌 Simcenter，或许下一步会把 NX也整合到一个

类似“Decenter”的品牌之下。如果到了那一步，就意味着西门子软件所有的整合全部完成。

你我都需要清空哪些对工业软件历史的记忆。换一个小白视角，重新面向一个重生的工业软

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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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消费品/现代服务行业 

【本期热点】 

1、1、百威亚太成功 IPO：市值超 3600 亿港元，接近 6 个青岛啤酒 

2019-9-30       文章来源：投资界 

 

卖油郎，现在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卖咖啡，从粗狂的第二产业向小清新的第三产业延伸。 

百威亚太成功 IPO，中国市场上的前三大啤酒品牌——华润、青岛、百威在港股聚齐，

它们将在同一起跑线上竞赛。 

一波三折，全球啤酒“巨无霸”终于来了。 

9 月 30 日，百威英博旗下百威亚太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01876。发行价

27港元，发行规模 14.52亿股，首日开盘 27.3港元，截至发稿前，市值超 3600亿港元。 

至此，中国市场上的前三大啤酒品牌——华润、青岛、百威在港股聚齐。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 IPO预计募资 392亿港元（约 50亿美元），虽然较两个月前的募资规模缩减近一半，但

仍然是今年全球第二大 IPO，仅次于 Uber 5月上市时的 81亿美元。 

这并非一起寻常的 IPO。近年来，百威英博的资本运作手段多次震惊华尔街，而背后的

操盘手则是神秘“巨鳄”——3G资本。这家由巴西首富执掌的 PE巨头，不经意间鲸吞了百

威、汉堡王、卡夫、亨氏、提姆霍顿等全球耳熟能详的公司，缔造了一个超级帝国。 

从名不见经传到世界啤酒巨头，揭秘背后神秘操盘手 

百威与啤酒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 1852年，彼时一位名叫乔治·施耐德的德国移民，

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圣路易斯市创建了一家小型啤酒厂。同为德国移民的肥皂制造商艾伯哈

特·安海斯是这家酿酒厂的股东之一。 

1860年，啤酒厂发生财务危机，股份被安海斯全资收购，成为啤酒厂唯一掌门人。同

年，安海斯的老乡，21岁的德国移民阿道夫·布希开办了一家酿酒原料厂，成了安海斯的

供应商。15年后，阿道夫·布希成为安海斯酿酒厂的合伙人，随后这家酿酒厂改名为安海

斯-布希公司。 

而 3G资本和百威的故事要从 2008年说起。 

安海斯·布希公司是百威英博母公司的前身，这个家族企业的 CEO一直都是由布希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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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来担当。但掌权的布希四世是个纨绔子弟，喜欢排场、好面子。布希四世的心思也从来

没放在经营企业上，百威啤酒笼罩在享乐主义乌云下，员工怨声载道。 

这时，巴西首富雷曼（3G资本 CEO）目光锐利锁定了安海斯·布希，意在将其纳入麾下，

将自己的英博啤酒集团（3G资本子公司）版图扩展到全球。但因为动了权贵的奶酪，收购

安海斯·布希的路途道阻且长。 

为了实现这一收购目标，泰列斯、雷曼和斯库彼拉三位 3G资本核心人物步步为营：1999

年收购圣保罗的南极洲啤酒，并创立美洲饮料；2004年与比利时的英特布鲁合作成立英博。 

直到 2008年，收购计划才正式启动。英博集团撬动银团贷款，利用杠杆以 520 亿美元

现金交易拿下公司。这是一场震惊全球的具有高度争议的并购案，也是史上最大的全现金并

购案。收购完成后，3G资本就血洗旧管理团队，挤压了不必要的成本，新管理层还抛售那

些虚荣性资产，包括以布希家族命名的公园、球场等。 

从此，百年 AB正式变成了 AB Inbev，即是百威英博，安海斯-布希家族基本退出了经

营百年的啤酒行业。 

并购之殇：分拆 IPO 为了“替母还债” 

百威英博成立之后，已然是全球最大的啤酒生产商。但为巩固行业地位，集团依然采用

激进并购的手段扩张。 

2015年 11月，百威英博和当时排名第二的啤酒厂商 SAD米勒酿酒公司达成《收购协议》，

百威英博将收购南非米勒全部股权。消息一出，世界哗然。两大啤酒巨头的合并，无疑涉及

市场反垄断审查。 

而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反垄断审查及业务剥离后，2016年 10月，百威英博最终以超过

1000亿美元的代价完成了对 SAD米勒的并购，并购后的百威英博以 450亿美元的年收入成

为仅次于雀巢、宝洁、百事、联合利华的全球第五大消费品公司，另外包揽了全球啤酒业约

46%的利润及 27%的销量。 

与此同时，百威英博资产负债表膨胀了近一倍，其中长期借款从 400多亿美元飙升至

1100多亿美元，并新增了 700 亿美元的商誉，每年光是利息支出就要消耗 60亿美元。 

对于公司过于激进的杠杆式并购，市场投下的是反对票。百威英博的股价曾在 2016年

9月达到 129美元每股的巅峰，到 2018年 12月却腰斩至 64.5美元，100多亿美元的市值在

两年间灰飞烟灭。 

除了现象级并购事件，实际上近二十年里，百威英博在亚太地区一直未停下买买买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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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百威英博前身安海斯-布希公司 1995年试水中国市场，最初水土不服迅速扑街；2004 

年开始在中国市场发力，一举收购哈啤，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并拿下湖南白沙、湖北金龙

泉、浙江 KK等区域啤酒品牌。 

百威英博在收购的同时也在华积极建厂，2017年百威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啤酒厂在福建

莆田竣工，主要生产百威、雪津等品牌。耗资 58亿元收购福建最大啤酒企业雪津啤酒有限

公司，也创下了外资在中国啤酒市场资金最多的一笔收购纪录。 

百威亚太主动调整、火速重启 IPO的背后，是其母公司百威英博巨额债务压顶的现实。

截至 2018年，百威英博的净债务为 1028.4亿美元。 

百威亚太曾在上市路演时坦陈，此番香港 IPO，“所得款项用途”还是给母公司偿债

——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将全部即时用于偿还应付百威英博附属公司的贷款。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顺利上市，百威英博还以 160亿澳元（约合 113亿美元，含债务）

将其澳大利亚子公司 Carlton & United Breweries（CUB）出售给朝日集团（Asahi Group 

Holdings Ltd.）。 

剥离澳洲业务，百威亚太做出的调整不止于此。今年 7月，百威亚太首次冲刺 IPO时，

最多募资 764.7亿港元。这将是年内全球市场规模最大的 IPO，也有望成为全球食品行业有

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一时风光无两的百威亚太，却在公布定价前踩了急刹车。仅隔 2个月，百威亚太宣布重

启 IPO，但募资额度几乎腰斩。 

三大啤酒巨头齐聚港股，谁能坐稳亚太“头把交椅”？ 

百威亚太成功 IPO，中国市场上的前三大啤酒品牌——华润、青岛、百威在港股聚齐，

它们将在同一起跑线上竞赛。 

最大的变动或将出现在市场层面。中国市场在 2018年喝掉的 488亿升啤酒中，百威占

据 16.2%，位居第三，前两位分别是华润雪花和青岛啤酒，市场份额分别为 23.3%和 16.4%。 

但若按照销售额计算，百威排名第一。招股书显示，百威亚太旗下 50多个啤酒品牌中，

有近 60%是高端及超高端品牌。2018年中国市场消费的 80亿升高端及超高端啤酒中，百威

占比为 46.6%，远超青岛啤酒和华润雪花的 14.4%和 11.0%。 

而百威英博出售澳洲业务后，其亚洲业务将更侧重于中国等增长更为迅速的市场，且高

端啤酒将成为“三巨头”鏖战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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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Data数据显示，高端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啤酒市场的结构性趋势。

2013-2018年，亚太地区的高端及超高端啤酒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7.9%，远高于特价以及主流

啤酒的增速。 

具体到中国，啤酒的高端化趋势更加明显。数据统计，中国高端及超高端啤酒的消费量

占比由 2013年的 10.9%升至 2018年的 16.4%。不过，这一占比仍低于成熟啤酒市场，这说

明高端啤酒的增长空间依然很大。 

事实上，华润、青岛也早已加码高端啤酒。比如，青岛啤酒一直都主打国产品牌的自主

高端化，先后研发出“经典 1903、全麦白啤、原浆、皮尔森、青岛啤酒 IPA”等产品。华润

啤酒在收购喜力后，中高档啤酒给其利润提升贡献了很多力量。另外，华润还对勇闯天涯系

列进行升级，推出中档以上的 Super X提高售价，之后又推出匠心营造高端啤酒。 

目前，中国啤酒市场已从高度分散化过渡到相对整合，前五大酿酒商华润雪花啤酒、青

岛啤酒、百威英博、燕京和嘉士伯占 2018年啤酒市场总量的 70.4%。其中，华润、青岛和

百威已成为第一梯队，燕京和嘉士伯落后明显。而如今，伴随百威亚太 IPO，我国啤酒行业

的市场格局或将改写。 

 

【行业动态】 

1、近 10 年农业及食品行业投融资：887 起事件，千亿资金进入，向

上游迁徙 

2019-9-25   来源：35斗 

 

未来农业定义 

农业是一个覆盖面广，内涵丰富的行业，我们认为同其他行业一样，技术是推动农业行

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两类技术： 

其一是数字化技术，即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其衍生出的信息化、大数据、人

工智能技术，同时还包括遥感测绘、精准导航、精密机械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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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生物化学技术，如基因工程、生物工程、化学合成等。以这两类技术为主线，结

合硬件技术、机械技术、信息技术等，构成了推动农业发展的核心技术集群。 

未来农业是技术驱动下的农业发展新阶段，从产业链而言，通过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

融合，能够开发更加优质的农业生产物资，包括更好的种子、更有效的作物保护产品；在种

植和养殖环节，过程得到优化，更加精准高效，设施农业和智能机械普遍推行；在流通环节，

冷链物流技术能够保证农产品的品质，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锁鲜。当然，与此相伴的还有更

加营养、健康的新型食物，如人造肉、植物蛋白奶等。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从技术驱动农业及食品行业全产业链发展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创新企业及大型企

业投融资事件的梳理，发现中国农业及食品行业的创新脉络，以展现农业生态的变革。 

同时，我们还将对行业内活跃的机构和创新企业进行“画像”，分析他们在行业趋势转

变中的表现，为行业从业者及新进入者提供参考思路。在多因素影响之下，对中国未来农业

及食品行业走向作出预测，揭示行业发展方向。 

数据来源&处理原则 

报告数据来源于多个公开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工商信息查询服务提供商企查查，创投数

据提供商投资界、创业邦、IT 桔子、烯牛数据等，同时引用了企业官方信息和公开报道中

的信息。 

数据洞察一：2010-2019 年农业及食品行业投融资概览 

 

从投资事件数看 

2010-2013年，国内农业及食品行业投融资趋势较为平稳，从 2014年开始有一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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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爬坡期，并于 2016年达到投资事件数的峰值。 

从行业总融资金额看 

2013年之前是相对低谷期，2014-2016年快速增长，2017年小幅回落，2018年迎来峰

值。 

2016年之前，融资公司数、融资事件数、投资者数量三者呈现正相关关系，但相对而

言，投资者数量变化更大，这意味着在国内农业及食品领域，对创新企业予以支持的资金来

源较为多样化，不断有新投资者进入该领域。 

预计后续投资机构数量将进一步稳定，新增公司数保持稳定，随着中后期项目增多，带

动行业融资总金额升高。 

数据洞察二：融资事件数量变化，2015 年为分水岭，智慧农业、食品饮料渐成

新宠 

 

农业及食品行业投资主题越来越多元化。在 2014年以前，投融资事件主要集中在农资、

农业生产、产品流通零售等领域，这些都是相对传统的领域。2014年之后，行业投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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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元化，智慧农业系统、信息技术服务、零售等行业事件增多。 

2014-2017年农业生产型企业的投资相对稳定，保持在 15%左右的比例。相对而言，零

售更加引人关注，包括超市卖场，连锁门店，室内货架，B2C电商等。 

以物联网、智能硬件、决策分析系统为代表的智慧农业系统从 2014年开始进入投资者

视野，意即 2015年可能是“智慧农业”的关键一年，目前这一领域的投资占行业总投资数

的 10%左右，科技已经成为行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因素。 

从最近 3年的趋势看，食品饮料行业的投资比例在增加，这可能是因为消费升级后，大

众对创新食品饮料、高端食品有了更多期待，市场提供了更多供给，而资本也注意到这一领

域的潜力。 

数据洞察三：从融资金额看，零售领域为“吸金王”，产品流通、信息技

术服务短暂爆发 

 

细分领域的融资规模呈现明显的阶段性，2011年之前，农业生物技术、农业种植/养殖

企业拿走了行业绝大部分融资，企业类型主要是种药肥等传统企业。2011-2013年，零售行

业成为了热门投资领域，2014年之后各个细分领域融资较为均衡。 

对零售行业的资金追捧在 2011年爆发，2013年达到峰值，2018年再次迎来小高潮，零

售行业的两轮高潮背后是 2012年左右的“新零售”以及 2018年的室内货架热，今年以来热

度有明显的下滑趋势。 

2015-2017年间出现过一轮对产品流通的关注，主要是解决大宗农产品交易和农产品直

接触达用户的问题，活跃的公司包括天天果园、链农、食行生鲜、易果生鲜等，这些企业在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122 

这 3年间拿到了 100亿以上的行业融资。 

数据洞察四：早期项目比例长期占一半以上，2017 年之后中后期项目增多 

 

初创企业融资高峰出现于 2016年，之后一直到 2017 年天使轮投资事件在行业占比为

30%左右，意即每年获得融资的公司中有 1/3是初创公司；2018年初创公司融资数量有所下

滑，初创公司融资事件数占比为 14%，下滑 6个百分比；2019年有所回升。 

A轮融资事件数占比一直较为稳定，同样约占行业 30%左右的比例；C轮及以后融资事

件占比走势呈明显的倒“V”型，2014、2015年是底部，目前有所回升。 

2010-2017年，C轮及以后融资事件数比例偏少，说明创业公司大多没有走到较为后期

的阶段，这一趋势在 2018、2019两年有所改观。 

一般而言，创业公司融资轮次约为每年 1次，以此推算，2014、2015年创业的公司有

很大比例走到了后期，这一时期除了零售较为火爆之外，农业物联网、大数据、信息系统等

也是重要分枝。 

数据洞察五：单笔融资金额变化，以 2014 年为界，小规模融资数先升后降，

中后期比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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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500万元以下对应天使轮融资，500-1000万元之间对应 A轮融资，1000-5000

万元对应 B、C轮融资。以此来看，2011-2017年 A轮及以下融资比较多，表明此时初创企

业比较活跃。2018、2019年 1000-5000万元规模的融资占比较大，意即融资轮次在 B轮及

以后的事件较多。 

5000万元以上的大额融资事件占比一直比较稳定，仅在 2011、2012两年有较大的变化。

2019年以来，融资规模较为均衡，早期项目融资事件约占行业 25%左右的比例，中期项目

60%左右，后期项目占 10%。 

数据洞察六：每轮融资间隔 5-20 个月为“黄金时间”，1/7 企业抓住了这

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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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企业在成立的 18个月内完成了天使轮融资，成立两年以内几乎所有的公司都

完成了天使轮融资。 

约有 14%的企业在完成天使轮融资的 5个月内进行了 A轮融资，天使轮之后 5-24个月

是再次融资的黄金时间，这段时间也是大部分企业完成 A轮融资的时间。天使轮到 A 轮的最

远时间间隔是 59个月，在这之后已经没有企业能够再进行下一次融资。 

A-B轮融资间隔为 5个月的公司数同样占比为 14%，60%左右的企业从 A轮到 B轮融资间

隔在 5-20个月，绝大部分企业在 32个月之内完成了 B 轮融资；B轮以后的融资间隔期分布

较为均衡，从 2个月到 40个月皆有。 

数据洞察七：三分之一投资者多次出手，七分之一机构是“重度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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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投资事件数中，我们梳理出了投资机构参与的活跃度。以数量而言，63%的投资

者只出手了 1次，出手 2-5次的投资者占比为 30.83%，14.26%的投资者出手次数在 6次以

上。 

从机构与企业的亲密度看 

70%左右的投资者只投资了 1家企业，27%的机构投资了 2-5家公司，投资 6-10 家公司

的机构仅占 2.51%的比例。这一方面说明农业及食品行业的投资较为分散，尚未出现能够把

握“赛道”的强有力机构，也未形成投资机构；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行业存在的巨大整合空间，

可以在产业赛道培育、孵化方面深度布局。 

从行业活跃的投资机构数量看 

2010年以前较少，2010-2015年进入稳定期，2016年有比较大的爆发，意即此时投资

者大量融入农业及食品领域。目前看，行业活跃投资机构数量虽然较 2016年峰值低，但依

然为 10年以来较好的一个阶段。 

数据洞察八：智慧农业兴起于 2014 年，目前热度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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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农业领域，活跃企业类型有大数据、物联网、无人机、管理决策、智能温室等几

类，2012年以前，投资事件数偏少，2013年之后投资事件数增多。 

无人机是智慧农业赛道最热门的细分领域，占到所有投资事件数的 40%，大数据次之，

事件数占比为 36%，管理决策和物联网领域事件数接近，智能温室最少。 

从融资金额看，大数据及综合解决方案企业拿走了智慧农业赛道 80%左右的资金，物联

网 17%，智能温室 2%，这一方面说明了大数据企业极强的吸金能力，另一方面也表明通过数

据驱动农业创新是资本和市场认可的方向。 

数据洞察九：零售领域投融资趋势变化，生鲜电商热度持续，食品电商崛

起 

 

生鲜电商、食品电商、酒类电商、连锁门店等与农产品和食品零售相关的赛道在近十年

一共拿到了近 400亿元的融资，各个细分领域依次占比为生鲜电商（61.40%）、连锁门店

（16.23%）、酒类电商（11.51%）、社区团购（3.3%）、智能货架（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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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2013年三年生鲜电商就获得了 140亿元左右的融资，之后迅速收缩。2014

年仅 2亿元投入该领域，之后不断爬坡，于 2018年再次迎来峰值 42.8亿元。 

生鲜电商赛道活跃的公司包括京东生鲜、每日优鲜、彩食鲜、爱鲜蜂、呆萝卜、极鲜网、

本来生活网等，这些明星公司的超大规模融资拉高了这一领域的总体融资金额。 

社区团购一共拿到了 12.7亿元融资，活跃公司包括小区乐、松鼠拼拼、同程生活、选

好货等，依次融资 8.6亿元、2.8亿元、1.6亿元。2018年该领域完成融资 9亿元，2019

年截至 8月完成融资 3.85亿元，从融资情况看该领域热度聚集和发散相对较为迅速。智能

货架与之类似，活跃于 2016、2017、2018三年，目前热度亦较低。 

数据洞察十：最活跃投资机构 

 

数据洞察十一： 

重要 IPO-农林牧渔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128 

重要 IPO-食品饮料 

 

重要 IPO：港股、美股上市 

 

A股上市门槛较高，一般“新经济”公司很难达到这一要求，尤其是净利润一项，故在

A股上市的多为传统型企业，一般有 10年-2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 

从企业类别看，禽畜养殖类企业较多，市值规模也较大，如温氏股份、牧原股份等，粮

食种植、食用菌、糖等企业市值相对较小；食品饮料行业则较为均衡，发行规模和市值都较

为接近。 

港股、美股上市则与企业类别和所在行业关联度不高，跨越餐饮连锁、咖啡连锁、卤制

品等行业，主要和企业融资意愿及上市需求比较关联，类似于创造“最快上市”记录的瑞幸

咖啡，是极为稀缺的样本。未来，新农业企业和新食品饮料企业可能在融资便利、上市条件

宽松的条件下进一步进入港股、美股市场。 

未来农业黄金赛道 

从 2010-2019年农业及食品行业投融资趋势我们发现，科技正在改变传统农业，创新企

业成为了推动产业前进的强大引擎，从资本热度、模式创新、产业影响等维度出发，我们梳

理了“未来农业”系列智慧农业、产品流通、电商零售、食品饮料、产业服务 5大赛道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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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值得关注公司。 

智慧农业  评价标准 

模式创新 

智慧农业指的是利用物联网、大数据、无人机、人工智能、精准导航等技术的综合应用，

改进农业生产流程，提高产业效率。 

产业热度 

国外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研究精准农业暨智慧农业，国内智慧农业研究开始于本世纪

初，2012年前后大量创新公司出现，推动这一模式发展。 

模式验证 

目前，智慧农业模式已经在大田作业、设施农业、养殖等领域有深入应用，如植保飞防、

精准导航、水肥管理、决策分析等。 

产业影响 

智慧农业改变了 “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模式，让农业生产更加高效、智能，推进农

业现代化建设。 

未来潜力 

在已有成熟案例和区域经验的基础上，智慧农业综合应用有望在全国持续铺开，预计未

来几年，产粮大区、高经济作物种植区将全面推广。 

未来农业 · 智慧农业赛道关注公司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130 

流通供应链 · 评价标准 

模式创新 

涉农产品流通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农资流通、农产品批发、农产品电商、供应链等，通过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渠道，解决农产品流通领域信息不畅的问题，实现“农资下行，农产

品上行”。 

产业热度 

从 2014年开始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创新模式就不断涌现，比如农资线上采购，大宗农产

品批发，服务商贩的农产品批发，服务终端用户的农产品电商等，以及伴生的仓储、物流等

供应链方面的创新。 

模式验证 

在涉农产品流通的各个细分领域都已经有较为成熟的模式，涌现出了一批得到市场和资

本认可的企业。 

产业影响 

提高涉农产品信息透明度，减少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真正实现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

者双向受益。 

未来潜力 

涉农产品流通创新还将进一步发展，区域性平台、全国性平台和垂直品类平台将继续保

持旺盛的生命力。 

未来农业 · 流通供应链赛道关注公司 

 

电商零售 ·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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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创新 

主要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类，线上以生鲜电商为主，线下以新零售门店、智能货架、社区

拼团为辅。 

产业热度 

农产品到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一直是业内争夺的焦点，从电商一直到新零售，为

用户提供了更好的消费体验和产品供给。 

模式验证 

生鲜电商、社区团购、食品电商、新零售、海淘等细分领域已经出现较为成熟的公司，

头部企业市场占有率已经较高。 

产业影响 

通过海量市场数据的分析整理可以为生产端提供辅助建议，帮助生产企业优化产品结构

和种植过程。 

未来潜力 

“以销定产”的模式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涉农产品零售的主题。 

未来农业 · 电商零售赛道关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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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 ·评价标准 

模式创新 

食品饮料行业和农业关联性较强，较为传统的有酒、糖、茶，目前比较热门的是“人造

肉”、“植物奶”等，模式创新从新品类、新理念出发，提供新型食物供给。 

产业热度 

创新食品饮料一直是资本和消费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人造肉、植物奶、包装食品等获得

了巨额的融资，甚至造成了二级市场的概念炒作。 

模式验证 

创新食品饮料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如凉茶类饮料、休闲食品、网红产品等，品牌运

营往往优先于具体产品品质。 

产业影响 

食品饮料创新涉及农产品原料利用、加工工艺演进、渠道建设、品牌建设等环节，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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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食品饮料整个产业链均有深入影响。 

未来潜力 

情感价值、个性化、营养、健康是未来食品饮料创新的主要趋势。 

未来农业 · 食品饮料赛道关注公司 

 

产业服务 ·评价标准 

模式创新 

产业服务模式非常多样，包括信息发布、土地流转、市场信息、金融服务、知识服务、

培训服务、品牌服务等，这些创新模式解决生产、流通中的许多问题，促进了农业及食品行

业的发展。 

产业热度 

从产业热度看，品牌农业、市场信息、金融服务是目前较热的几个细分领域，获得了市

场和资本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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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验证 

在以上提到的细分领域，各自有较为成熟的模式，已经跑出了一些成功的样本。 

产业影响 

产业服务是持续且深入的，随着新农业的发展，将渗透到农业及食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未来潜力 

随着模式验证成功，产业服务领域有望跑出一系列专业公司，共同助推强技术驱动、科

技创新为先导的未来农业。 

未来农业 · 产业服务赛道关注公司 

 

技术、政策双轮驱动，资本起加速作用 

近十年“一号文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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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乡村治理密不可分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业吸纳了 26.1%的就业人口，农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为

7.5%，这就意味着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乡村治理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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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主要的细分行业中，畜牧养殖规模占比最大，接下来依次是种植、水产和林业，

以及种药肥等农资行业。从小农经济转向规模化经营、建立产业化平台，有助于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促进收入水平提升。 

（2）以科学技术为主导，推动农业现代化 

2012年之后，每年的“一号文件”着重强调了科技的重要性，发力的方向包括生物种

业、现代农机、智慧农业、绿色投入品等，希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装备创制应用。 

生物种业、现代农机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同时有进入门槛和审批限制，相对而言，智

慧农业解决方案、绿色投入品等，主要突破点在于应用场景和市场意愿，区域模式跑通可以

大范围复制。 

（3）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新的生产组织模式、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在满足主要粮食和果蔬作物

供给的基础上，农业已经开始与其它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的产业链在不断延伸，农业的功能

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 

结束语 

与其它行业相比，农业是一个相对传统、变化较慢的行业，同时它又是一个基础性产业，

关乎民生和生活质量。2010-2019年农业及相关行业的投融资数据是反映行业发展的一个指

标，同时还有大量的个人或机构之间的未披露交易。农业生产的区域性、分散性，与规模化

经营之间需要长期的平衡，才能找到好的经验输出路径和模式。 

新技术是农业从依靠自然资源向标准化种植/养殖迁移的主要推动因素，农业生物技术、

智能硬件、物联网、管理决策等方面的创新会带来更成熟、高效的农业发展模式，变化是沿

着产业链发生的，包括生产要素的拆解和重新组织，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流通路径和产品质

量的管控，以及产业链整合的能力，这其中也会产生大量的投资机会可供挖掘。 

 

2、无人零售两年考：从概念风口到零售本质 

2019-9-15   来源：创业邦 

2017 年被称为无人零售的元年，据创业邦研究中心统计，这一年共有 138 家无人

零售企业，其中 57 家获得融资，国内这一领域的创业公司融资总额达到了 48.47 亿

元。以无人便利店、无人货架为代表的无人零售一度成为投资创业企业的热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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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风口只持续了不到 1 年时间，曾经被资本追捧的公司就像多米诺骨牌般

纷纷倒下。从 2018 年年初开始，果小美、猩便利、“GOGO 小超市”、七只考拉、缤

果盒子等明星企业就接连不断被曝出亏损、裁员等消息，还有的已经倒闭。有媒体甚

至称，“发生于 2017 年的第一代无人零售，已死。” 

无人零售短时间内大起大落的变迁，无疑给这个行业增添了一层戏剧色彩。如今

再看这个赛道，当资本不再轻易加注之后，企业或倒闭，或转型（如从 to C 转型 to B，

转做技术解决方案输出；或从无人货架转做无人货柜等），当然也有继续坚持在原本

方向上的。 

但潮水褪去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无人零售两年之际，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再

往回看，活下来的公司做对了什么？倒下的项目又是因为什么？ 

资本助推下的大起大落 

回顾无人零售行业这两年的变化，身在局中，F5 未来商店联合创始人林小龙的感

受是：“感觉坐了一轮过山车。” 

F5 未来商店（以下简称 F5）2014 年成立，是相对比较早进入行业的公司，其模

式是将互联网与传统便利店相结合，以 24 小时智能化机械手臂代替传统便利店的人

工售货员，用户利用微信、支付宝、现场终端等方式选购商品并支付购买，全程自助

完成。 

据 F5 投资方之一、创大资本合伙人何云湘回忆，2014、2015 年左右是 O2O 与互

联网+风口最盛的时期，彼时很多线下产业在忙着转线上，出现了线下门店关门潮，

少有投资机构会去看线下连锁生意。当时的 F5 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在资本市场并不

怎么受欢迎。 

到了 2017 年，随着移动支付和配套设施逐渐完善，无人零售行业似乎一夜之间

被推上风口，资本、创业者瞬间涌进。 

“从宏观层面看，2017 年前后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增长达到一个瓶颈，行业在尝试

寻找‘高频、刚需、海量市场’的新增长引擎。于是无人零售这种用互联网、数据手

段为行业赋能的领域开始受到关注。”林小龙说，再加上微观上接连几个事件的推波

助澜，比如 2016 年底马云提出新零售的概念，2017 年包括 F5 未来商店、缤果盒子、

猩便利等几家企业接连拿到巨额融资，这才让整个行业突然火了起来。 

林小龙认为，早期很多机构进入赛道砸钱的时候会带有一定的不理智性，更多是

“花钱赌未来”。等到过了一波热潮之后，投资者也开始回归理性。“而一般过度疯

狂之后也会伴随着一定的恐惧，当整个盘子被拉得很高的时候，摔的也很惨。” 

互联网的风口来了又走，存活下来的是少数，而无数风口中的明星项目被高高捧

起又重重落下，不到终局，谁也不知道哪家能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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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F5 不同，在楼下进入行业时正是无人零售风口最热的 2017 年，创始人张赢此

前曾创办“掌上一小时速达便利店”爱鲜蜂。在楼下主要通过智能无人货柜的形式，

为社区（占 80%）、学校、CBD、产业园区等场景下的人群提供零食、生鲜、日用品等

新鲜便利即时的零售服务。 

彼时整个行业融资、抢点位正如火如荼。趁着风口，在楼下在成立的短短 1 年时

间里（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迅速拿下 4 轮融资。不过在资本关注度上，在楼

下与早期的京东境遇相似，又重又累，处于创业公司的灰度区域。当时的明星项目猩

便利、果小美......是被资本和媒体追逐的热门。 

回想当时情形，张赢觉得，当公司处在资本风口下时，可能会被资本“绑架”，

要承受快速扩张的压力，这也许会让公司死得非常快。而张赢深知慢就是快，“在楼

下是颗粒度最小的社区零售业态，一定要仔细打磨软件， 硬件，供应链的精细化运

营，才能规模化加速扩张。” 

林小龙也认为，虽然资本催生／加速了行业发展，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将点位铺进

各个城市，但可能这种情形并不是可持续的。“无人零售归根结底还是零售，跟大部

分互联网创业项目还是有区别的。” 

很多创业公司普遍的发展路径是，拿到足够大的资本后，快速跑马圈地把规模做

起来，抢占地盘，再去做精细化运营，带动需求的提升，进一步扩大规模。但零售行

业恰恰与之相反，这是一个短供应链半径的事，很多优势是区域性体现出来的，这也

决定了其正确的发展路径应该是要先把单店模型跑通，再去增加区域内的密度，最后

才是做规模。 

“当后端供应链没有做好支撑的时候，就迅速在全国各地铺开，运营会跟不上，

单店就会更差，单店越差，运营就越跟不上，就容易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林小龙说。 

单位经济模型跑不通？ 

无人零售早期市场上大家都在讲的故事是，能够节省人力。但其省去的人工成本

是否真的能覆盖后端的技术等成本，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单位经济模型很难正向跑通。 

不过虽然同属无人业态，这个行业还是分很多路径，比如有 RFID 派（射频识别

技术，如缤果盒子、A 便利）、视觉识别派（如 Amazon go、简 24 无人便利店）、重

型机械派（如 F5 未来商店），以及无人货架、无人智能货柜（如在楼下）等，并且

不同的路径不论在运营还是营收结构上都存在本质的区别。 

首先无人货架早已被证明是一个伪命题，伪命题的点不是在于需求（无人货架在

办公楼等场景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而在于其履约方式，供给的形式和补货成本高

于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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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无人货柜是一个更容易跑得通的模型。以在楼下举例，张赢告诉创业

邦，其实早先在楼下也对无人的形态做过很多探索，包括货架和盒子的形式也都做过，

最终才确定了无人货柜的形式。“以我们的认知，目前来看这是一个性价比相对合理

的解决方案。” 

在张赢看来，对于货柜模式，是不是智能化以及是不是无人，其实并不是最重要

的，重要的是满足用户真实需求的供给，以及实现的路径是否做到成本够低、效率够

高。 

在楼下相当于用 Vending machine（自动贩卖机）的模型来卖生鲜产品，并且让

Vending machine 有了人机互动的功能，用产品技术和电商能力来改造这个行业，从

而摸索出了在无人零售领域特殊的打法。 

在相比一些外卖生鲜平台和传统夫妻老婆店，在楼下的机器履约形式，可以以更

高性价比的方式来完成最后一公里的交付，满足用户即时性的需求。且另一个核心的

点是，其人货分离的形式，保证了商品的品质和安全性。 

 

在楼下的盈利方式除了卖货，还有一部分的广告收入。成本方面主要是机器的成

本，柜子由在楼下自行研发，找上游厂家代加工，因此成本不高。而据张赢介绍，其

整套软件系统可以支持 1 万个点位，且随着点位的铺开，其边际成本是不断降低的。

因此一般情况下，一个柜子 12-15 个月就可以收回成本。 

张赢告诉创业邦，从今年 4 月开始，在楼下前端已经实现全线盈利，并会开放部

分城市加盟，以进一步验证模型。 

再看无人便利店模式。目前来看，视觉识别的解决方案确实存在单店投入成本过

高，节省的人工成本，覆盖不了技术成本的问题，并且短期内很难降下来。因此也有

一些企业选择把店型开得更小，比如以智能货柜的形式呈现，通过收窄应用场景，让

它的复杂度降低提升识别准确率，同时进一步降低成本。 

RFID 模式目前也被证明是跑不通的。林小龙告诉创业邦，这种模式的单店投入成

本其实并没有很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店型品类结构上的缺失导致营收能力有

限，而 RFID 标签的成本居高不下，因此模式很难正向运转。 

举例来说，一个 RFID 标签的价格要 3-6 毛钱，贴在一瓶水上，而那瓶水的毛利

可能也就 1 块钱。对于便利店来说，客单价普遍偏低，RFID 无人模式虽然在前端节省

了部分人力成本，但因为标签成本太高，整体营收能力又有限，所以基本都是亏损的。

且人货不分离的呈现形式，还涉及到食品安全及商品损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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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无人零售的解决方案，虽然也能降低成本，但营收能力大打折扣，因此单

店模型没法跑通。”林小龙说。而同样是无人便利店，F5 未来商店之所以能够跑通模

型的关键在于其高频次、高毛利的熟食品类做支撑。 

对照传统便利店里面做的比较好的，如 7-11、罗森、全家等，熟食都是其利润的

主要来源，鲜食品类占比甚至过半。受此启发，从第一个门店测试开始，F5 就已经支

持用机械臂来现做鲜食，迭代到目前，鲜食品类已经能覆盖粥、粉、面、饭、小吃，

场景覆盖早餐、午餐、下午茶、宵夜。 

除了鲜食为 F5 带来比较好的营收能力，F5 的成本相对来说也比较低，主要包括

机器设备及开店的成本。其机械臂的形式看起来很贵，但林小龙告诉创业邦，由于 F5

做这个事情已经有接近 5 年的时间，且其机器设备都是自己设计研发生产的，因此可

以有效地控制成本。目前 F5 开一家店，包括所有设备加装修成本不到 20 万（市面上

单一个机械臂可能就要十几万），并且已经在高校、工厂、CBD 三个场景跑通，门店

在 3-10 个月能收回成本。 

而相比传统 7-11 和全家等便利店，F5 的优势是投入成本低，营收能力却也不输。 

7-11、全家目前开店的成本基本在几十万左右。特别在人力管理方面，24 小时 3 班倒，

以一家店 7-8个人算，平均每个月的人力成本在 3万左右。F5的店型空间利用率更高，

加上无人，从运营数据看，其无论在投入成本还是运营成本上，几乎可以做到传统便

利店的 1/4 左右。据林小龙透露，随着前面模型的跑通，其近半年开的店均已实现盈

利。 

回归商业与零售的本质 

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少人化、无人化对于重复性工作的替代会越来越成为趋势，

毕竟重复性的工作创造的价值有限。而对无人零售这样一个万亿级的市场来说，需求

是真实存在的，关键是谁能做到。 

张赢认为，无人零售行业的关键是零售不是无人。无人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最后

真正比拼的还是后端的成本和效率。即通过精细化的运营管理，让单店/单点模型跑

得更好，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个细节。 

“技术只是帮你更有效地提升运营效率，关键是用户是不是真的有足够的理由，

走到这台机器面前。大家还是要多一些耐心，尊重商业本质。” 

而在他看来，无人零售行业要实现大规模的落地，目前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数字

化的能力，包括商品数字化（对库存进行精准管理）和用户数字化（通过小程序、微

信、人机互动等方式进行分析，对用户不断地触达和运营）。 

另一方面，在何云湘看来，随着我国没有接受教育或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的锐

减，无人零售业也将进一步迎来爆发，并可能逐渐取代一部分传统便利店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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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解释道，目前中国劳动力供给还是比较充足的，因为 60 后、70 后、80 后那个

时代中国人受教育程度还没被完全普及。而 1996 年是个分水岭，1996 年以后无论是

大学或是中专都在扩张，这个时间点之后出生的人，大学普及率在 50%，还有 30%上

了中专，可能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就会变成全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 

而随着整个人口知识结构的改变，愿意干像便利店服务员等重复单调的劳动力工

作就越来越少。这时候无人业态就会越来越呈现出价值。 

“日本的 7-11 已经宣布只营业到晚上 23 点，并不是 23 点之后没有客人，而是

没有越来越少员工愿意在晚上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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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节能环保行业 

【本期热点】 

1、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报告：2019 

文：任泽平   来源：泽平宏观   

新能源汽车是战略性新兴行业之一。习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中国

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以 2009 年“十城千辆”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示范工程为起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2018 年销量突破百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 50%。当前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政策、技术、市场有何发展趋势？在补贴退坡、外资进入的背景下，行业

面临怎样的挑战？前景如何？ 

摘要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导入期迈入成长期，保有量渗透率不到 2%，未来

发展空间巨大。自 2001 年我国正式启动“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至今，行

业经历了战略规划期（2001-2008 年）、导入期（2009-2015 年）、成长期（2016

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201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仅 8159 辆，2018 年销量达

到 125.6 万辆，九年内复合增速达到 87.5%。2018 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共销售

200.1 万辆，其中中国市场占 105.3 万辆，超过其余国家总和。从渗透率来看，

2018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125.6 万辆，约占全部汽车销量的 4.5%；截止

到 2019 年 6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 344 万辆，而传统燃油车保有量达到 2.5

亿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渗透率不到 1.4%，成长空间广阔。 

从政策端看，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政府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先后出台了全方位的激励政策，从研发环节的基金补助、生产环节的双积

分，到消费环节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再到使用环节的不限牌不限购，运营侧

的充电优惠等，几乎覆盖了新能源汽车整个生命周期。目前行业政策主要包括三

方面导向：1）补贴加速退坡，2020 年后完全退出，补购置转向补运营与基础设

施。2）提高能耗要求，以双积分政策为核心构建行业发展长效机制。3）放开外

资股比限制，扩大整车与动力电池行业对外开放，鼓励高质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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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端看，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具有五方面特征： 1）分场景：乘用车为

主、商用车为辅。2019 年上半年乘用车销量占比超过九成。2）分技术：纯电动

为主、插电混动为辅。2019 上半年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近八成。3）分地区：乘

用车销量主要集中在一二线、限牌城市，正逐渐往二三线、非限牌城市渗透。2019

上半年我国非限牌地区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占比 52.1%，自 2017 年起连续两年多

超过限牌地区销量。4）分级别：A00 级车占比下降， A 级车占比上升。 2019 上

半年 A 级车市占率达 52.7%，已取代 A00 成为 EV 乘用车市场主力。5）分终端：

私人消费者已成我国新能源汽车领域购买主力。 2018 年我国私人领域新能源汽

车销售 55.5 万辆，占比 53.9%，连续两年占比过半。 

从供给端看，新能源乘用车生产企业按照背景可分为三大阵营：传统自主品

牌、造车新势力、外资品牌。1）造车新势力：目前造车新势力仍处于量产初期，

仅蔚来、小鹏、威马、理想等少数几家企业实现量产交付，不过销量都均未超过

2 万辆。2）外资品牌：受此前股比限制与补贴影响，外资新能源车企发力较晚，

当前主要以合资形式进入本土市场，如大众与江淮、宝马与长城、奔驰与比亚迪

等。3）传统自主品牌：目前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仍是传统车企主导。根据中

机中心合格证数据统计，2019H1 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销量前十名皆为传统汽

车品牌，排名从高到低依次是比亚迪、上汽、北汽、吉利、长安、江淮、长城、

奇瑞、广汽、华晨。 

从技术端看，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取得较大进步。 1）整车：续

航里程增加、电耗降低。 2017 年第 1 批推广目录纯电动乘用车型平均续航里程

仅 202.0km，到 2019 年第 7 批推广目录时增加到 361.9km，两年半时间续航里程

提升 71%。2）电池：能量密度提升，处于全球第一阵营。纯电动乘用车配套动

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平均值从 2017 年第 1 批工信部推广目录的 100.1wh/kg 攀升

到 2019 年第 7 批的 150.7wh/kg，同比提升 50.5%。3）电机：基本实现国产替代。

2018 年我国驱动电机自主配套比例达到 95%以上，新能源公交、纯电动卡车、纯

电动物流车等领域全部实现国产化。4）电控：部分核心零部件取得国产突破，

但对外依存度仍高。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中整车控制器和电池管理系统（ BMS）

相对成熟，电机控制器相对落后，核心零部件 IGBT 90%以上仍依赖进口。5）智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144 

能网联：取得一定进展，但部分领域技术较为薄弱。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数

据平台计算芯片等领域仍依赖国外芯片。 

从基础设施端看，我国充电桩保有量从 2014 年的 3.3 万个快速增长到 2018

年的 77.7 万个，4 年复合增长率 220%，对应车桩比从 2014 年的 6.7：1 降低到

2018 年底的 3.4:1。但目前行业仍存在充电桩布局不合理、供需错配、充电桩不

互通共享、整体利用率偏低、停车难充电时间长等问题。 

后补贴与后合资时代，我们认为行业正面临降成本与提升自主品牌竞争力两

大迫切挑战。部分成本控制较好、掌握核心技术的整车企业，将掌握主动权、进

一步扩大领先优势。整车企业降成本主要有四条路径： 1）商务降成本：产业链

上下游分摊降本压力，尤其是电池厂和核心零部件厂；2）技术降成本：集成化

驱动系统和模块化部分零部件；3）结构降成本：整车朝轻量化方向发展、削减

部分设计、部分材料低成本替代，或使用标准化产品；4）规模化降成本：通过

整合产线、扩产产能、批量采购等规模效应摊薄成本。本土企业提升竞争力主要

有三种途径：1）降成本提升经济性，实现不同价位竞争；2）智能化、网联化赋

能，扩大差异化优势，加快对燃油车的替代；3）扩大主场作战优势，提升服务

体验。利用更熟悉消费者偏好、产业链布局更完善、售后服务响应更快等主场作

战优势，提升满意度。 

 

风险提示：政策支持不达预期、产业链成本降幅不达预期、数据统计口径不

同等。 

目录 

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由导入期迈向成长期，产销规模全球第一  

2  政策端：双积分接力补贴构建长效机制，扩大对外开放鼓励高质量竞争  

2.1 补贴加速退坡，补购置转向补运营与基础设施 

2.2 以双积分政策为核心构建新能源汽车发展长效机制 

2.3 放开外资股比限制，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国际竞争 

3  需求端：纯电动乘用车成为主流，大型化高端化趋势显现  

3.1 分场景：乘用车销量占比超过九成 

3.2 分技术：纯电动车型销量占比近八成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145 

3.3 分地区：销量集中于一二线与限牌城市，逐渐往二三线与非限牌城市渗

透 

3.4 分级别：新能源乘用车呈现大型化、高端化趋势 

3.5 分终端：私人消费占比提升 

4  供给端：乘用车市场形成三大阵营，外资车企开始发力  

5  技术端：三电技术水平快速提升  

5.1 整车：续航里程提升明显，百公里电耗下降显著 

5.2 电池：技术水平持续提升、处于全球第一阵营 

5.3 电机：基本完成国产替代，三合一是未来发展趋势 

5.4 电控：核心器件 IGBT 已实现国产突破，但对外依存度仍高 

5.5 智能网联：已取得部分进展、核心技术尚不成熟 

6  基础设施端：充电桩保有量快速提升，充电难问题有所改善  

7  挑战与展望 

7.1 后补贴时代，产业链降成本是当务之急 

7.2 后合资时代，自主品牌急需提升自身竞争力 

 

正文 

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导入期迈向成长期，产销规模全球第一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产销规模突破 100 万辆、跃居全

球第一。自 2001 年我国正式启动“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至今，行业经历

了战略规划期（2001-2008 年）、导入期（2009-2015 年）、成长期（ 2016 年至

今）三个发展阶段。201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仅 8159 辆，2015 年新能源汽车

销量达到 33.1 万辆、渗透率首次超过 1%，2018 年销量突破 100 万、达到 125.6

万辆，九年内复合增速达到 87.5%。从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来看，我国已连续

四年占据全球第一。据 EV Sales 统计，2018 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共销售 200.1

万辆，其中中国市场占 105.3 万辆，超过其余国家总和，全球销量前十大厂商中

本土品牌共五席，合计占据全球 31.7%的市场份额。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导入期迈入成长期，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2015 年

后，由于销量基数变大与补贴退坡等原因，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增速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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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处于快车道。据中汽协数据， 2019 上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售 61.7 万辆，

同比增长 49.6%，其中乘用车 56.3 万辆，同比增长 57.7%。从渗透率来看，2018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125.6 万辆，约占全部汽车销量的 4.5%；截止到 2019

年 6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 344 万辆，而传统燃油车保有量达到 2.5 亿辆，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渗透率不到 1.4%，成长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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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端：双积分接力补贴构建长效机制，扩大对外开放鼓励高质量竞争

2.1 补贴加速退坡，补购置转向补运营与基础设施财政补贴自 2017 年开始明显

退坡，2019 年继续加速退出，2020 年后完全退出。从 2013 年至今，工信部联合

其他部委先后发布 6 份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通知文件，4 次调整财政补贴标准引

导市场走向：1）退坡力度加大。以 150≤R＜250km 纯电动乘用车为例，相比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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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程补贴标准 2014、2015、2016、2017、2018、2019 分别退坡 5%、10%、

10%、28%、52-70%、100%，逐年加大；且规定从 2017 起地方补贴不得超过中央

50%；2）鼓励高能量密度、低电耗技术。以纯电动乘用车为例，2013-2016 年财

政补贴只考核续航里程，2017、2018、2019 年分别增加了单位载质量百公里电

耗、电池系统能量密度、车辆带电量这三项指标，补贴向高能量密度、低电耗新

能源汽车倾斜。3）补贴转向运营端和基础设施建设。 2018 年 11 月四部委印发

了“关于《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能力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引导地方财

政补贴从补购置转向补运营，逐渐将地方财政购置补贴转向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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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双积分政策为核心构建新能源汽车发展长效机制 

相比需求侧的财政补贴而言，双积分政策发力于供给端，既有节能油耗、新

能源汽车积分占比的硬性约束，又有积分交易、转让的价格信号引导，将在后补

贴时代对促进行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2017 年 9 月工信部发布《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

行管理办法》，并于 2018 年 4 月开始实行传统燃油车平均燃料消耗量（CAFC）

积分和新能源汽车（NEV）积分并行管理政策。然而由于标准较为宽松，行业 NEV

正积分出现过剩、价格交易价格偏低。乘联会数据显示 2018 年 NEV 积分比例达

到 17%，远高于 10%的目标值，国内首批交易积分均价仅有 300-500 元/分，远低

于中汽中心 1000-1500 元/分的指导价格。2016 年至 2018 年国内 CAFC 负积分从

-124.47 万分扩大到 -295.13 万分，企业实际油耗不降反升，有违双积分政策初

衷。2019 年 7 月工信部发布《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

行管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点变化：1）传统燃油车油

耗趋严，鼓励发展低油耗车型。新《积分办法》将传统燃油车测试方法从 NEDC

调整为 WLTC 工况，中汽中心数据显示其油耗将较 NEDC 工况恶化 10%。燃料消耗

量目标值计算公式调整，目标值较现行办法下降约 10%；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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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中 2021-2023 年新能源乘用车和油耗不大于 3.2L/100km 车型倍数变为

2.0/1.8/1.6 和 1.4/1.3 /1.2，下调 40%以上。这些举措让企业面临更大的油耗

挑战，促使企业提升节能技术水平或增加新能源汽车生产。2）NEV 积分下调，

比例要求提高。根据新《积分办法》，2021 年至 2023 年新能源积分比例分别为

14%、16%和 18%，逐年上调 2%。单车积分公式变化，同等技术条件下纯电动和燃

料电池汽车积分减半。积分上限做出调整，纯电动、燃料电池和插电混动积分上

限分别调整为 3.4、6 和 1.6 分，较当前办法变动-32%、+20%和-20%。3）NEV 积

分允许结转，延续中小企业考核优惠。之前由于 NEV 积分无法结转，削弱了发展

新能源汽车积极性。新《积分办法》允许 19 年 NEV 正积分等额转接，20 年正积

分按 50%比例结转，一定程度上增加 NEV 积分结转与交易灵活性，助推传统车与

新能源车同步发展。新《积分办法》的出台意味着新能源汽车发展重回节能减排

本质，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战略不变，但对能耗要求提高，鼓励低油耗车型，插

电混动车型等多技术路线发展。新办法将推高新能源积分价值，托底新能源汽车

增速，为行业长期发展保驾护航。合理假设情况下，新 NEV 积分政策可提升 2021、

2022、2023 年新能源乘用车产量 70、75、80 万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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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放开外资股比限制，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国际竞争 

 

外资车企股比限制放开，将提高外资新能源车企在华建厂的积极性。 2018

年 6 月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18

年版）》指出，从 2018 年 7 月 28 日起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

该政策极大刺激了外资新能源车企在华建厂的积极性。以特斯拉为例，2018 年 7

月，特斯拉掌门人马斯克亲赴中国，与上海临港签署纯电动车项目投资协议，年

产 50 万辆纯电动整车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将落户临港。 

国内动力电池市场也将重新迎来 LG、三星等海外巨头。 2019 年 6 月工信部

发布公告称，自 2019 年 6 月起废止《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以下简

称《规范条件》），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批符合规范条件企业目录同时废止，

动力电池领域竞争彻底放开。此前共 57 家电池企业入围四批符合《规范条件》

的企业目录,包括宁德时代、沃特玛、天津力神、国轩高科等知名企业，但三星、

LG、松下等日韩电池巨头始终未进入目录，搭载这些企业动力电池的新能源汽车

也无法获得补贴。而目录废止后，动力电池领域将迎来更加激烈的行业竞争。

3  需求端：纯电动乘用车成为主流，大型化高端化趋势显现 3.1 分场景：乘

用车销量占比超过九成据中汽协数据， 2019H1 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分别

销售 56.3、5.4 万辆，各占据 91.3%、8.7%的市场份额；与传统燃油车市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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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是市场绝对的主角。从增速上看，自 2016 年起，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增速

一直超过商用车，且优势不断扩大；2019H1 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销量同

比增速 58.7%、-6.6%，商用车销量负增长。 

2015 年之后行业增速放缓，作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主要阵地，新能源

乘用车增速稳定，而新能源商用车销量持续下滑，主要有两个原因：1）2016 年

发布补贴新政，新能源客车退坡力度更大，不仅最高补贴从 50 万下滑到 30 万，

而且还增加了“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和“累计行驶里程超过 3 万公里”硬性

要求，补贴金额降低、获取难度加大，商用车企业热情大减；2）商用车是政府

采购，基本是替代需求，总量比较固定，且受政府开支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地

铁、城轨、氢燃料公交等交通工具取代了部分商用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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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技术：纯电动车型销量占比近八成 

据中汽协数据， 2019H1 我国纯电动汽车（ EV）、插电混动汽车（PHEV）分

别销售 49.1、12.6 万辆，各占据 79.6%、20.4%的市场份额；其中乘用车、商用

车领域 EV 分别占比 78.2%、94.3%。2012 年 3 月，科技部发布《电动汽车科技

发展“十二五”专项计划》正式确立“纯电驱动”技术转型战略，之后从未动摇。

受益政策倾斜，历年 EV 无论是销量还是增速一直高于 PHEV（2018 年由于市场传

言上海、深圳会取消 PHEV 新能源车牌导致抢装是个例外），迅速成为市场的主

流车型。2019 上半年 PHEV 乘用车销量同比增加 37%，而 PHEV 商用车销量同比下

滑 25%，除由于整个新能源商用车、乘用车市场增速差异之外，还有两个原因：

1）PHEV 技术难度更大：PHEV 结合了电动技术和燃油技术，难度更大。2）厂商

缺少动力：PHEV 商用车补贴远少于 EV 商用车。以 2016 年客车补贴为例，EV 客

车补贴上限 50 万元，PHEV 客车上限 25 万，相比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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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分地区：销量集中于一二线与限牌城市，逐渐往二三线与非限牌城市渗

透 

当前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主要集中在一二线、限牌城市。 2019 上半年国内新

能源乘用车销量前六名皆是限牌城市，从高到低依次是深圳、北京、广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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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津，分别销售 5.3、4.9、4.7、3.5、2.2、1.6 万辆，远高于其他城市。

跨区域看，高度集中于东南部沿海省份。从趋势来看，新能源汽车销售逐渐往二

三线、非限牌城市渗透。 2019 上半年我国非限牌地区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占比

52.1%，自 2017 年起连续两年多超过限牌地区销量，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主

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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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分级别：新能源乘用车呈现大型化、高端化趋势 

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逐渐往大型化、高端化方向转型。根据乘联会数据，2019H1

共销售 50.7 万辆 EV 乘用车，其中 A00、A 型车分别销售 13.7、26.7 万辆，A 型

车市占率 52.7%，已取代 A00 成为 EV 乘用车市场主力；2019H1 共销售 13.7 万辆

PHEV 乘用车，其中 A、B、C 型车分别销售 7.4、4.9、1.4 万辆，A 型车市占率

54.0%，较 2017 年下降 27.5 个百分点。EV 乘用车往高端车型转变，主要受政策

和市场两方面因素驱动：1）补贴政策要求续航里程门槛提升。以 100≤R＜150km

纯电动乘用车为例，2017 年财政补贴 2.0 万/辆、2018 年过渡期只有 1.4 万，过

渡期后没有补贴；2）市场端代步车销量下滑，蔚来 ES8 等大型车上市。 A00 车

型主要是代步车，之前因成本小、价格低、叠加共享汽车市场爆发，销量大增。

后由于安全系数低、质量较差，销量下滑。2018 年蔚来 ES8 等大型车上市，C 型

EV 乘用车销量开始增长。 

PHEV 乘用车往高端车型转变也受政策和市场两因素驱动，不过驱动因素有

所不同：1）双积分政策倒逼部分高端车企生产 PHEV 乘用车；2）明星车型出现，

2018 年上市的宝马 530Le 和 2019 年上市的奥迪的 A6Le 皆为 C 型车，获得市场

青睐，推动了 PHEV 市场 C 型乘用车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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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分终端：私人消费占比提升私人消费者已成我国新能源汽车领域购买

主力。2018 年我国私人领域新能源汽车销售 55.5 万辆，占比 53.9%，连续两年

占比过半。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销售 47.5 万辆，其中出租租赁、企事业单位、

城市公交占大头，合计占据 39.4%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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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给端：乘用车市场形成三大阵营，外资车企开始发力  

新能源乘用车生产企业按照背景可分为三大阵营：传统自主品牌、造车新势

力、外资品牌。目前造车新势力仍处于量产初期，仅蔚来、小鹏、威马、理想等

少数几家企业实现量产交付，不过销量都均未超过 2 万辆。受此前股比限制与补

贴影响，外资新能源车企发力较晚，当前主要以合资形式进入本土市场，如大众

与江淮、宝马与长城、奔驰与比亚迪等。目前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仍是传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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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主导。根据中机中心合格证数据统计， 2019H1 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销量前

十名皆为传统汽车品牌，排名从高到低依次是比亚迪、上汽、北汽、吉利、长安、

江淮、长城、奇瑞、广汽、华晨。2019H1 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前三、前五、前十

名市占率分别为 48.1%、63.6%、87.2%，从趋势上看，前三名份额稳定，前五、

前十名份额持续下降， 前十名市场份额相比 2016 年下降 7.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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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机中心合格证数据披露， 2019H1 商用车市场前十名占据 76.0%的市场

份额，相比 2016 年上升 4 个百分点。新能源客车市场集中度一直在提升，主要

是由于存量市场的龙头品牌效应，尤其是龙头宇通客车，份额从 2017 年的 17.6%

提升到 2019H1 的 28.6%。此外，部分厂商的市场份额变动较大和地区的替换周

期有关，如北汽福田，2017 年市场份额 5.9%、2018 年市场份额 2.0%、2019H1

市场份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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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端：三电技术水平快速提升 5.1 整车：续航里程提升明显，百公

里电耗下降显著 

近年来我国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续航能力和电耗水平进

步显著。 2017 年第 1 批推广目录纯电动乘用车型平均续航里程仅 202.0km，到

2019 年第 7 批推广目录时，该数据暴涨到 361.9km，两年半时间续航里程提升

71%，有效缓解了里程焦虑。此外，我国纯电动乘用车电耗水平也有很大提升，

单位载质量百公里电耗不断下降，平均值从第 1 批免征目录的 12.7 Wh/100km*kg

下降到第 25 批的 8.6Wh/100km*kg，节能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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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电池：技术水平持续提升、处于全球第一阵营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

三大核心零部件之一，不仅占据整车 40%左右的成本，且其性能直接决定了整车

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增长，直接催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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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动力电池的技术进步。一方面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从磷酸铁锂转向三元材料，

另一方面由普通三元往高镍方向转变，两方面共同促进了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

的提升。 

我国新能源汽车用动力电池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从工信部推广目录统计数据

来看，新能源纯电动乘用车配套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平均值从 2017 年第 1 批

的 100.1wh/kg 攀升到 2019 年第 7 批的 150.7wh/kg，同比提升 50.5%。从合格证

统计数据来看，2019H1 动力电池装机三元材料占比 72.0%，是 2015 年的 2.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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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动力电池厂商已处于全球第一阵营。SNEResearch 数据显示，2016 年全

球动力电池前十厂商市占率 73.6%，本土品牌占据六席，合计市场份额 44.8%。

之后市场竞争加剧，优胜劣汰，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2019 年 1-5 月全球动

力电池市场，前十名本土品牌占据五席，前五名本土品牌占据三席，CATL 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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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市占率 25.4%，比第二名松下高 5 个多点，领先优势突出。

 

 

5.3 电机：基本完成国产替代，三合一是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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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驱动系统是新能源汽车行使中的主要执行结构，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

其性能决定了汽车的加速、爬坡能力以及最高车速等，主要参数有峰值效率%、

功率密度 kW/kg、峰值功率 kW、最高转速 rpm 等。按工作原理划分，主要有直流

电机、感应电机、永磁电机、开关磁阻电机，其中永磁电机以其高功率密度、高

峰值效率等优势成为市场的主流。据工信部统计，2018 年 12 月，中国新能源乘

用车搭载电机超过 16 万台，其中永磁同步电机占比高达 92.3%。 

多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电机配套供应商中，自主品牌一直占据绝对份额。据

2018 年中汽协统计，我国驱动电机自主配套比例达到 95%以上，新能源公交、纯

电动卡车、纯电动物流车等领域全部实现国产化。 

目前集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减速器三合一的动力总成产品成为行业发展

趋势。2018 年我国多家电机企业如上海电驱动、汇川技术、比亚迪、精进电动

等纷纷推出三合一动力总成产品。相比传统驱动电机而言，三合一电驱动优势明

显：1）成本大幅度下降；2）结构紧凑，重量轻，体积小，方便布局；3）电机

和控制器共用一套水冷却系统，散热好，工作效率高。 

在 2018 北京车展上，比亚迪发布了 33111 全新 e 平台三合一驱动系统，据

介绍，可实现扭矩密度提升 17%、功率密度提升 20%、重量降低 25%、体积降低

30%，总成本降低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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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电控：核心器件 IGBT 已实现国产突破，但对外依存度仍高 

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包含三部分，分别是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和电池控

制器（BMS），其中新能源整车控制器、 BMS 相对成熟，电机控制器相对落后，

主要是因为核心零部件 IGBT 90%以上依赖进口。 

电机控制器作为新能源汽车中连接电池与电机的电能转换单元，在电动车行

驶过程中，电机控制器将动力电池提供的直流电，逆变成驱动电机所需要的交流

电，驱动电动车前进。其主要由 IGBT 功率半导体模块及其关联电路等硬件部分，

以及电机控制算法及逻辑保护等软件部分组成。其中，IGBT 占据电控系统成本

40%以上，折合到整车上约占总成本的 5%左右，如果加上充电系统中 IGBT，成本

占比更高。纯电动新能源汽车中 IGBT 的成本占比大概在 7-1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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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用 IGBT 本土厂商已实现突破，但整体仍然严重依赖进口。 2018

年 12 月 10 日，比亚迪发布了在车规级领域具有标杆性意义的 IGBT 4.0 技术，

其综合损耗比主流产品低 20%、电流输出能力高 15%、温度循环寿命做到了同类

主流产品的 10 倍以上，产品性能不输国际大厂。目前国内能够量产高压大功率

IGBT 芯片并用于车辆生产的企业，只有中车时代和比亚迪两家。2018 年我国 IGBT

领域进口依存度约 90%左右，仍面临“卡脖子”风险，国产替代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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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智能网联：已取得部分进展、核心技术尚不成熟 

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天生互补互融、相辅相成。电动汽车反应时间短（电

动车约 30 毫秒、燃油车约 500 毫秒）、电池容量大（停车时可长时间给车联网

通信模块供电）是汽车智能化、网联化最好的载体，反过来智能化、网联化可极

大提升电动汽车驾驶体验，扩大新能源汽车差异化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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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节能与新能源技术路线图战略咨询委员会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在发

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中提出了智能网联汽车“三横两纵”技术架

构，之后又在 2017 年修改为“三纵三横”新技术架构。三横强调技术，包含：

车辆/设施技术、信息交互技术、基础支撑技术；三纵强调场景，对应：公路自

动驾驶、城区自动驾驶、共享自动驾驶。 

 

目前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还不成熟，核心原因是部分关键技术未突破，如传感

技术、车载操作系统、数据平台技术、高精度地图与定位技术等。  

1）传感技术：用于环境感知，主要分两种，以摄像头为代表的视觉派和以

毫米波、激光为代表的雷达派。其中摄像头成像识别能力强，但是有盲区，且受

雾霾雨雪等恶劣天气影响大，目前从单目朝着多目摄像头方向发展。雷达目前仍

以毫米波雷达为主，并从 24GHz 朝着 77GHz、79GHz 中长距离发展。由于两者各

有优劣，整体朝着相互融合方向演变：从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

头为主，雷达为辅。目前我国雷达芯片对外依存度仍然很高。毫米波雷达市场，

博世、大陆、德尔福等企业占据 60%以上份额；激光雷达市场，Velodyne 一家独

大，市占率 70%以上，国内厂商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2）车载操作系统：作为驾驶员与汽车交互的接口，备受各大厂商关注。目

前国内以百度、阿里、华为三者较为领先。2017 年初，百度推出 Duer OS，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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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发布 Apollo；2017 年 9 月，阿里与上汽合资的斑马公司推出 Ali OS，并在荣

威、名爵等多款车型中使用；2019 年 8 月，华为发布手机、车载设备、PC 端皆

可使用的鸿蒙 OS 操作系统。3）数据平台技术：数据平台需要对前端输入的大量

数据进行实时处理以实现环境感知，必须具有超高的计算能力。智能网联汽车硬

件平台由计算处理、接口通信、V2X 通信、存储单元四部分构成，计算处理芯片

是核心。按计算处理单元类型不同，计算处理芯片可分为 GPU、FPGA/ASIC、DSP

三大类。目前，GPU 领域被 Intel、NVIDIA、AMD 三家垄断，据 JPR 数据统计，

2017 年三家 GPU 市场份额分别是 71.1%、15.8%、13.1%，国内目前仅有景嘉微部

分实现 GPU 产业化。FPGA 芯片亦呈现三寡头格局，据 Gartner 统计，2018 中国

市场 Xlinix、Altera、Lattice 分别占比 52%、28%、13%、国产厂商如紫光同创、

上海复旦、华微电子等合计占比只有 4%。DSP 领域基本也被 TI、ADI、Motorola

三家垄断，国内国睿科技、四创电子有所涉及。4）高精度地图技术：普通电子

地图用于导航，忽略道路细节，将道路直接抽象成一条直线，精度在 10 米左右。

高精度地图用于自动驾驶，除道路拓扑关系更精准外，还包含道路的坡度、斜率、

航向等信息，精度需达到 20cm，其难点在于多源数据的融合、提取、规模化制

图与更新升级。目前国内四维图新、高德、百度、腾讯等布局较早，基本与国际

同步。5）高精度定位技术：准确描述当前车辆位置，是实现复杂环境下自动驾

驶的关键技术，尤其是在 L4、L5 级体系下，对实时动态高精度定位要求是刚性

的。当前我国北斗导航系统已在全国推广，预计 2020 年全部建设完成后可为我

国智能网联汽车提供高精度、低成本的定位方案。目前国内智能网联汽车已取得

部分进展：1）智能端：上汽、广汽、长安、吉利等主流车企已实现 L2 级新能源

乘用车量产，计划 2020 前后推出 L3 级新能源汽车；2）网联端：上汽、吉利、

荣威、比亚迪等主流车企皆已推出人机交互系统，不过当前仍以语音控制、娱乐

导航为主。据《2018 年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市场报告》披露，2017 年我国自主品

牌手机互联、4G 互联汽车分别占比 34.5%和 17.8%。6  基础设施端：充电桩保

有量快速提升，充电难问题有所改善  

受益国家政策激励和下游需求拉动，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充电

桩保有量从 2014 年的 3.3 万个快速增长到 2018 年的 77.7 万个，4 年时间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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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长 23.5 倍，年复合增长率 220.2%。对应车桩比从 2014 年的 6.7：1 减少到

2018 年底的 3.4:1，充电难问题大幅改善。 

 

 

2015 年 10 月工信部联合其它部委发布《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2015-2020）》指出，到 2020 年我国将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 1.2 万座，分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 
 

 

174 

散式充电桩超过 480 万个，以满足全国 500 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截止到

2019 年 6 月，我国公共充电桩 +私人充电桩刚过 100 万，还有很大差距。 

2019 年 7 月，充电联盟发布采样 913172 辆新能源车搜集的车桩相随信息统

计数据，结果显示未能配建充电桩占比 33.79%。其中居住地业主不配合、居住

地没有固定停车位、居住地报装接电难度大等，是未能配建充电桩的主要问题。

此外充电桩布局不合理、不互通共享、充电桩被占用、整体利用率偏低、充电时

间长等问题，也需要重视。 

 

7  挑战与展望 7.1 后补贴时代，产业链降成本是当务之急 

补贴退出后，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新能源汽车购置成本上升，如何缓冲其对

市场销量的负面冲击，是政府和车企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相比传统燃油车而言，

新能源汽车整车成本更高、使用成本更低，整体经济性与行驶里程、使用寿命高

度相关。以当前纯电动乘用车主流 A00 和 A 型车为例，根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推

演，在补贴退出情况下，2030 年可以实现与传统同级别燃油车整车成本持平，

考虑到使用成本、税收减免、路权优惠等政策，预计可在 2025 年取得经济性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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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 2020 年后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与后补贴时代的政策力度和车企本

身的降成本节奏高度相关，由于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部分降

成本节奏较快的整车企业，会进一步扩大其优势。整车企业降成本主要有四条路

径：1）商务降成本，产业链上下游分摊降本压力，尤其是电池厂和核心零部件

厂；2）技术降成本，集成化驱动系统和模块化部分零部件；3）结构降成本，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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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朝轻量化方向发展、削减部分设计、部分材料低成本替代，或使用标准化产品；

4）规模化降成本，通过整合产线、扩产产能、批量采购等规模效应摊薄成本。  

商务降成本关键在于电池和电控，两者成本占比高，撬动效应明显，尤其是

动力电池。以年度畅销车型 EU R500 智风版为例，其补贴后售价 13.29 万，电池

包容量 53.60kWh,按 1 元/Wh 计算，电池价格在 5.36 万左右。假设电池价格下降

10-20%，其整车成本可下降 4-8%。技术降成本关键在于系统集成化，为降成本

各大车企纷纷推出“三合一动力总成”和“三合一充配电总成”。以“三合一动

力总成”为例，据比亚迪公开披露，相比传统新能源汽车企业将电机、电控、减

速器分开设计，三合一集成化后成本可下降 40%左右，折合整车成本可降低约 10%

按照电机、电控、减速器约 25%左右的整车成本占比，预计可降低整车成本 10%

左右。结构降成本关键在于轻量化减重和使用标准化产品，前者可减少材料增加

续航，后者可减少设计实现批量化生产和采购，预计可降低成本 2-5%左右。规

模化降成本关键在于整合产线、联合采购，不仅企业内部能够整合产线减少固定

资产开支，而且中小企业之间也可联合生产、采购，提升规模效应。 

7.2 后合资时代，自主品牌急需提升自身竞争力 

据中汽中心评估，在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五个国家中，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整体竞争力排名第三，而基础竞争力排名第五、企业竞争力排名第五、

产品竞争力排名第四。尽管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已取得部分先发优势，但如果自

主品牌不及时提高核心技术与产品竞争力，在外资发力电动化转型后仍可能重演

国内传统汽车市场大而不强、低端同质化竞争的历史。外资进入首先冲击的是

PHEV 乘用车市场，之后 EV 乘用车市场也将面临较大挑战。在国内，无论是体量

还是增速，PHEV 乘用车比 EV 乘用车都要小得多。2019 上半年国内 EV 乘用车销

售 44.4 万辆、同比增长 70.1%，而 PHEV 乘用车只有 13.0 万辆、同比增长 36.8%。

而与国内不同的是，海外新能源车企除特斯拉外，像宝马、大众、通用、奥迪等

世界一流车企，其结合自身传统汽车平台优势，皆优先发展 PHEV 乘用车，如 530 

Le、帕沙特、VELITE5、A6 e-tron 等。当前国内 PHEV 市场外资品牌暂时只有宝

马和奥迪，后续外资全面进入后，本土厂商压力巨大。我们认为本土企业保持竞

争力主要有三种途径：1）降成本提升经济性，实现不同价位竞争。以比亚迪宋

Pro 为例，纯电动补贴后的售价比燃油版高出了整整 1 倍，而大众朗逸只高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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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相比外资品牌大众朗逸，自主品牌电动车经济性稍差。2）智能化、网联化

赋能，扩大差异化优势，加快对燃油车的替代。截止到 2019 年 6 月我国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仅 344 万辆，而传统燃油车保有量达到 2.5 亿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渗透率不到 1.4%，假设通过智能网联赋能推动新能源汽车每年多渗透 0.4 个百

分点，可增加 100 万销量。 

3）扩大主场作战优势，提升服务体验。利用更熟悉消费者偏好，产业链布

局更完善，售后服务响应更快等主场作战优势，提升满意度。 

 

 

【行业动态】 

1、丰田电池局：多技术路线并进 

作者：NE时代/Leon  来源：NE时代 

从镍氢电池到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还有丰田已经投放市场的 Mirai 搭载

的氢燃料电池，丰田在“稳”的基础上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无论未来风吹向

哪里，丰田都能赶上，甚至能凭技术带起一股风潮。  

马斯克一直对外界表示：固态电池并不是动力电池的未来，而氢燃料更是“蠢

得令人难以置信”。 

而丰田却坚持：我们不会放弃氢电力燃料电池技术。 

相比于马斯克的决绝，丰田在动力电池行业，似乎更愿意尝试多种可能。  

从镍氢电池开始，丰田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布局电池业务。 

丰田为什么如此钟情于镍氢电池  

但是有一个规律是，丰田一直没放弃镍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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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混合动力技术见长的丰田，最先开始着手的是适用于油电混合车使用

的镍氢电池。 

第一代普锐斯，搭载的就是 PEVE 生产的圆柱形镍氢电池，产自日本爱知县

的丰田工厂里。 

等到第二代普锐斯上市，圆柱电池就被换成了方形镍氢电池，丰田称是为了

优化电池包内部空间，提升系统能量密度。 

但是无论是圆柱还是方形，从 1997 年第一代普锐斯到如今的卡罗拉、凯美

瑞，丰田都一直这么钟情于镍氢电池。 

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丰田独有的混动技术。  

目前，丰田推出的车型中，主要车型为油电混合车。 

 

对于油电混合车来说，电池最主要的工作不是续航里程，而是配合电机辅助

发动机达到最佳状态，两者结合省油控制成本才是关键。  

油电混合车在运行过程中，发动机的作用是在高速状态下保持平稳运行，而

电动机工作时间主要在启动阶段和低速行驶阶段，此外电动机还会自动转化为发

电机将车身运转所产生的能量转化为电能储存在电池中。 

这样一来，油电混合车在行驶过程中能否更安全、快速充放电以及成本预算

才是丰田要考虑的事情。 

首先从安全性来看，镍氢电池采用的是不可燃的水溶液，不会出现像锂电池

那样析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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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镍氢电池的比热容、电解液蒸发相对较高、能量密度较低，即使

发生短路、刺穿等极端情况，电池升温也不大会引起燃烧。 

此外因为镍氢电池不含剧毒物质，主要成分为镍、稀土，回收起来比较安全，

难度较小，回收再利用程度比较高。 

成本上来看，有报告显示，在 2010 年之前，镍氢电池每瓦时电池成本几乎

是与镍氢电池持平的。 

 

所以在早期来看，使用镍氢电池相对来说成本是比锂离子电池低的。 

此外，由于混合动力系统在合理动力输出下，行驶过程中一般用到的电池容

量在 10%左右，极端情况下最大用电量也只能到 40%，所以电池剩下 60%电量是

用不到的。 

这种“浅充电”的电池管理方式能极大延长电池寿命，充放电循环次数可到

10000 次以上。所以在长期成本控制上，镍氢电池相对来说很有优势。 

此外，镍氢电池技术相对较成熟，产品质量控制难度低，良品率较高，成本

相对较低。 

技术上来看，镍氢电池快速充放电能力及放电平稳的特性也适合混动动力车

的工作模式。 

有数据显示，在满电存放的情况下，镍氢电池每月电量会自行释放 25%-35%，

而锂离子电池每月自放电率只有 5%-9%。镍氢电池如果只在容量的 40%-6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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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可以充放电上万次。普通锂离子电池充放周期在 500 次左右，镍氢电池

大概两千次左右。 

在无需考虑充电时间的情况下，镍氢电池具备快速充放电和发热量小、放电

平稳的特性比较适合混合动力系统的工作方式。 

所以，一向稳健的丰田选择了更适合与其混动技术配套的镍氢电池。 

但是，丰田并没有把整个生命线全放在镍氢电池上面，丰田在第四代普锐斯

高配版及插电版搭载的就是锂离子电池。 

为何转战锂电池 

(1)镍氢电池被限制 

既然镍氢电池能满足油电混动车的需求，为什么丰田又开始研究锂电池了

呢? 

有人说，当然是为了抢占纯电动市场，其实不然，因为 2006 年丰田还没公

开说要布局纯电动车。 

有一种说法是，被逼的。  

2006 年通用推出纯电动汽车 EV1，但是市场表现不如 RAV4，所以就将其持

有的镍氢电池专利子公司 Ovonics 卖给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随后，雪佛龙起诉

丰田、松下及 PEVE 侵犯专利诉讼。 

最后，双方达成和解，但结果是丰田不能在纯电动车上使用镍氢电池。 

所以如果丰田发展纯电动，就不能依靠镍氢电池了，这是一部分原因。 

(2)镍氢电池成本逐渐走高 

此外，2010 年镍氢电池成本开始高于锂离子电池。 

成本驱动也是丰田进行转型的一个关键因素，毕竟丰田一直认为锂离子电池

的高成本是阻碍其技术市场化的重大因素，所以如果在锂离子电池技术上有突破，

丰田也算是实现另一个突破了。 

不过，转型的底气还是在其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积淀和发展决心。 

(3)锂离子电池技术的前期积淀  

丰田最开始研发锂电池技术，拉上了松下。 

2008 年，松下通过收购三洋电机，将其锂电池、镍氢电池、汽车导航等业

务 “松下化”，进一步增加了丰田和松下合作背景下在锂电池领域的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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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下旬，丰田设立“电池研究部”，专注于研发超越锂离子充电电池的新

一代电池。 

2009 年，丰田汽车发言人 PaulNolasco 表示，公司与日本东北大学共同研

发了一项能使锂离子电池能储存 10 倍于当时同类电池的电量的技术——单晶体

锂钴氧化物的加工。使用单晶形态后，丰田可以减少石墨的使用量，产生电流的

锂离子有更大存储空间。 

不过那个时候，丰田依旧认为，当时锂离子电池含电量无法为全电力驱动系

统的车辆提供足够的续航里程。 

彼时，丰田已经开始对锂离子电池进行少量生产。 

2010 年，丰田章男投资 5000 万美元购入特斯拉 3%股份，又以 4200 美元的

价格把加州的 MUMMT 工厂卖给特斯拉，合作目的就是为第二代 RAV4 EV 开发锂离

子电池系统。 

2010 年，丰田锂离子电池实现量产。 

时隔 6 年， “东京第 7 届国际二次电池展”上，丰田展示了新款“普锐斯”

采用的锂离子电池单元，由 PEVE 负责电池和模块制造，日本静冈县的大森工厂

部分生产线负责生产电池正极为三元系材料(镍、钴、锰)的锂离子电池，预计年

产能可满足 20 万辆车使用。 

该电池由 2011 年 5 月上市的“普锐斯α ”采用的电池改进而来。通过削减

电池单元的尺寸，将电池组容积减小了 6%。因电池单元小型化，载流量由原产

品的 5.0Ah 减至 3.3Ah。 

2018 年，PEVE 宣布将兴建 HEV 用锂离子电池新厂房，目标在 2020 年上半年

将年产能扩增至现行的 3 倍至 60 万台。 

至此，在与各方的合作过程中，丰田关于锂离子电池的技术也有一定的积淀。 

(4)丰田针对锂离子现有问题作出的改善  

丰田表示，要从 2020 年起陆续推出 10 款纯电动车型，到 2025 年要实现旗

下所有车型都拥有电动化版本。 

但是，尽管锂离子电池技术在不断升级，但是锂离子电池安全性问题一直饱

受诟病。通常情况下，锂离子电解质溶液一般在 80 度以上就会分解产生气体膨

胀，甚至导致爆炸或火灾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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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纯电动汽车销量目标，丰田必须掌握更安全的技术。 

所以，针对锂离子充放电过程中发生的锂离子偏移导致的实际可用容量变小

问题。丰田发明了一种观测方法。 

该方法利用同步附属的高强度 X 射线，实现每像素 0.65 微米的高分辨率及

每帧 100 毫秒的高速测量，可观察到锂离子运动状态。 

由于 X 射线很难穿透重金属元素，所以当锂离子与其结合的时候，就可以通

过观察重金属元素的运动来了解锂离子的运动。 

通过这种方法，研发人员可以观察到正负极、隔膜、电解液材料与构造等不

同所导致的锂离子运动，从而观察不同材料、工艺、方法对提高电池性能的作用，

还可以分析电池性能降低的机理，为提高车辆续航及电池寿命做针对性研究。 

虽然不能直接改变锂离子偏移的问题，但至少丰田能了解锂离子运动的规律，

这对于解决该类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但是很多企业，尝试把液体电解质改变成固态电解质来解决锂电池存在的问

题，丰田也在此领域进行了尝试。 

因为在全固态电池中的固态电解质，即使在 200 度的情况下，也具有无法燃

烧的阻燃性，并且可以承受 80-150 度高温的耐热性。 

 

据日本 NEDO 研究数据表明，现有的锂离子电池 pack 中电芯的体积比率大概

为 20%-50%，如果采用全固态电池，电池 pack 不需要冷却系统，体积能减小一

半左右。 

此外，刨去排气和冷却系统，能减少部分成本。 

所以无论是从性能、安全和成本上考虑，固态电池成了丰田另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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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曾公开表示，计划在 2020 年前半阶段实现固态电池的商业化应用。目

前丰田在固态电池领域的专利达 252 件，整个日本在该领域的专利占世界总量的

75%。 

另一种技术尝试：固态电池  

但是，早期研发的固态电池由于输出密度和能量密度都很低，远远没有达到

商业化水平，而主要问题就是内部阻抗上升。  

基于以上事实，丰田认为，造成内部阻抗上升主要有 4 个问题：(1)正负极

的正级活性材料与固体电解质界面会产生电阻层； (2)固体电解质层会变厚;(3)

正负极内的活性材料凝集 ;(4)构成正负极或者电解质的固体颗粒之间会形成空

隙。 

对此，丰田进行了降低全固态电池的电芯内阻技术的研发。 

 

首先针对电阻层的问题，丰田的对策是对正极活性物质进行涂覆，形成一层

保护罩防止形成电阻层，但是为了更高的传导性，丰田将涂覆层控制在 10nm 左

右。 

而固体电解质层变厚，就会导致无法完成大量生产的循环。 

主要是因为正极混合材料、固态电解质、负极混合材料分别在干粉状态下混

合，被依次投入圆筒容器内，插入作为集电器的不锈钢板，上下拧紧螺丝加压。

在运作过程中，干粉会蓬松乱飞，无法高速运转。 

针对此问题，丰田祛湿法提炼原材料。用干燥的粉末在溶剂中分散制备成浆

料，将浆料涂布在箔材上然后进行干燥，通过干燥去溶剂分别形成正极，固体电

解质和负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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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正负极材料及固体电解质在各自形成的浆料中，混合粘接剂。颗粒

间紧密粘接的同时，粒子也被牢固地固定在箔材上，运输过程中不会发生难以循

环生产的问题。 

而此前提到的正负极活性物质凝集，会造成活性物质表面积减小，而活性材

料是通过表面接触电解质颗粒或导电助剂来交换 Li 离子和电子，如果表面积减

小，Li 离子和电子导电性会降低。对此，丰田采用的方法是在浆料阶段就将活

性物质进行均一分散，防止凝集。 

另一方面，正负极间空隙所造成的的问题则是因为 Li 离子和电子导电性降

低，这方面通过电极的电极的致密化以及对电极的加压来实现。 

基于以上技术，丰田将全固态电池的体积功率密度提高到了近 2.5kW/L，体

积能量密度提高到 400wh/L，相当于 2010 年左右锂离子电池 2 倍的水平。 

虽然在能量密度上，丰田已经走在前列，但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是，丰

田选择的硫化物在制程过程中会因不当操作产生硫化氢，毒性高，并且容易爆炸。 

所以在安全方面，难以保证。 

据此前 NE 时代从辉能科技了解到，丰田为了规避此类问题，选择在硫化物

里面加入部分氧化物，但是在量产上，目前商业化还有待考究。 

但是在固态电池方面，丰田已经宣布计划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上推出其搭

载固态电池的纯电动示范车。 

对于固态电池不同路线，丰田这样的走在前面的企业还在商业化阶段，实现

产业化还需要时间。 

不论是从镍氢电池到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还是丰田已经投放市场的 Mirai

搭载的氢燃料电池，丰田在电池业务上的布局总体趋向于在“稳”的基础上尝试

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无论未来风吹向哪里，丰田都能赶上，甚至带起一股风潮。 

 

2、第三方 BMS 企业“岌岌可危” 

来源：高工锂电新智驾  

微信号 AI-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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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雷锋网旗下智能驾驶频道，专注报道汽车智能化与电动化。在这里，

读懂汽车的未来。 

 

三分天下、势均力敌的 BMS企业格局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三方 BMS企业生存现

状岌岌可危。 

国内 BMS企业主要有三种：一是比亚迪、北汽新能源、上汽集团等主机厂；二是包括

PACK企业在内的电池厂，代表企业有 CATL、卡耐、华霆动力等；第三种是专业生产 BMS的

第三方企业，包括亿能电子、均胜电子、科列技术等。 

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像高工电动车透露，BMS市场“三分天下”格局正在倾斜，主机厂

和电池企业不断蚕食第三方 BMS企业的市场份额。由主机厂和电池企业主导的 BMS企业占据

绝大部分乘用车市场，能够与之抗衡的第三方 BMS企业凤毛麟角。 

数据给了最真实的反馈。有行业数据显示，2019上半年 BMS企业装机量 TOP 10 企业占

据了 73%的市场份额，当前 BMS生产企业近 130家，意味着其余 120家企业需要在不到 30%

的市场份额中厮杀，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在上述 TOP10企业中主机厂和电池企业市场占比超 6成，这其中比亚迪、宁德时代、北

汽新能源（北京航博代工）3家市占率就达到了 44%。而第三方 BMS企业仅亿能电子、东软

睿驰、德国 Zollner三家，市场占有率也只有区区的 12%。 

不难看出，第三方 BMS 企业的生存现状岌岌可危。高工电动车了解到，造成第三方 BMS

企业这种现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补贴大幅退坡，倒逼动力电池降本，第三方 BMS企业承受的压力更大。有业内

人士向高工电动车透露，有车企要求他们 BMS降价 10%-20%，几乎无法完成。 

BMS是电池能量管理和控制的重要纽带，可有效提高电池利用率，防止电池出现过度充

电和过度放电。据悉，乘用车 BMS模块单价大概在 2000-3000元，占据整个动力系统价格的

比例不足 10%。 

而 BMS主要电子元器件依然靠进口，这些元器件占据了 BMS约 6成的成本，本就利润空

间不大的 BMS降本空间微乎其微，第三方 BMS企业叫苦连天。有 BMS企业负责人直言：“根

本没有降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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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主机厂和电池企业“上挤下压”，蚕食第三方 BMS企业市场份额。有实力的整

车厂都希望整合资源，掌握 BMS技术，打造一条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电池企业同样希

望将 BMS技术“收入囊中”，增加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其实，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自上而下的“洗牌”，未来无论整车企业、电池企业还是第

三方 BMS企业都会经历优胜劣汰的过程，第三方 BMS企业市场占比逐步分化。当前第三方

BMS企业市场份额降至不足 3成。要知道，2016年第三方企业占据近 60%的市场份额。 

三是，外资品牌抢食。随着外资新能源车型的在华的不断量产，众多外资零部件厂商挤

入供应链，加剧中国 BMS企业市场竞争。 

同样在上半年 BMS企业装装机量 TOP10企业中，德国 Zollner挤进前 10，主要为大众

旗下新能源车型提供配套。而 7月装机量 TOP 10企业，外资品牌形势更猛，法可赛、德尔

福两家企业挤进，分别为一汽大众、福特供应。 

BMS初期壁垒相对较低，市场集中在客车、专用车、叉车、特种车等领域，而要在 BMS

市场立足绕不开乘用车市场。而乘用车技术壁垒十分高，加上车企原供应链体系内电子供应

商更具优势等，只有优质第三方供应商才有机会突围。 

当前，仅东软睿驰、均胜电子、亿能电子、科列技术等少数第三方 BMS供应商实现乘

用车配套。而包括国新动力、科工电子等企业则自寻出路，如国新动力被收购，科工电子

掘金储能市场等。 

退潮之后，方知谁在“裸泳”，未形成真正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必将消亡。业内人士分

析，BMS行业正在加速淘汰，第三方 BMS企业想要存活活下来，必须要苦练内功提升自身技

术，发展可持续的稳定客户，并积极发掘 48V、HEV、储能等市场需求空白点。 

12 月 11-13 日，由利元亨总冠名的 2019高工锂电&电动车年会将在深圳机场凯悦酒店

隆重举行，此次年会主题为“全球电动化的至暗时刻与远大前程”。500+锂电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800+企业高层将齐聚深圳。 

届时，针对 BMS市场的机遇变局与发展趋势，细分行业领军人物也将分享其对企业的布

局节奏和市场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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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材料行业 

【本期热点】 

1、获半导体大厂重视，芯粒会是后摩尔时代的技术明星吗？ 

来源：中国电子报 

日前，台积电在美国举办的开放创新平台论坛上，与 ARM公司共同发布了业界首款采用

CoWoS封装并获得硅晶验证的 7纳米芯粒(Chiplet)系统。 

不同于以往 SoC芯片将不同内核整合到同一芯片上的做法，台积电此次发布的芯粒系统由两

个 7纳米工艺的小芯片组成，每个小芯片又包含了 4个 Cortex- A72处理器，两颗小芯片间

通过 CoWoS中介层整合互连。 

随着半导体技术不断发展，制造工艺已经达到 7nm，依靠缩小线宽的办法已经无法同时

满足性能、功耗、面积以及信号传输速度等多方面的要求。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半导体

厂商开始把注意力放在系统集成层面。 

而芯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形成的一种解决方案。其依托快速发展的先进封装技术，可将

不同类型、不同工艺的芯片集成在一起，在实现高效能运算的同时，又具备灵活性、更佳良

率、及更低成本等优势。 

 

何为芯粒? 

近年来，芯粒逐渐成为半导体业界的热词之一。它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延缓摩尔定律失效、

放缓工艺进程时间、支撑半导体产业继续发展的有效方案。 

根据半导体专家莫大康介绍，芯粒技术就是像搭积木一样，把一些预先生产好的，能实

现特定功能的芯片裸片通过先进的封装技术集成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芯片。而这些基本的

裸片就是芯粒。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芯粒又是一种新形式的 IP复用。将以往集成于 SoC中的软 IP，固

化成为芯粒，再进行灵活的复用、整合与集成。未来，以芯粒模式集成的芯片会是一个“超

级”异构系统，为 IC产业带来更多的灵活性和新的机会。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居衍在发表题为《复归于道：封装改道芯片业》的报告时曾指

出，后摩尔时代单片同质集成向三维多片异构封装集成技术“改道”是重要趋势，因为三维

多片异构封装可以提供更高的带宽、更低的功率、更低的成本和更灵活的形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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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居衍院士还表示，芯粒的搭积木模式集工艺选择、架构设计、商业模式三大灵活性于一体，

有助力活跃创新，可以推动微系统的发展、推进芯片架构创新、加快系统架构创新、加速

DSA/DSL发展、推动可重构计算的发展和软件定义系统发展。 

 

大厂重视 

由于芯粒技术在延续摩尔定律中可以发展重要作用，因而受到了半导体大厂的高度重视。

台积电在今年 6月份举办的 2019中国技术论坛(TSMC2019 Technology Symposium)上，便集

中展示了 CoWoS、InFO、SoIC 等多项先进封装技术。先进封装正是芯粒技术得以实现的基础。

在 7月初举办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讨会 (VLSI Symposium)期间，台积电展示了自行设计

的芯粒(chiplet)系列“This”。 

而在 9月底举办的“开放创新平台论坛”上，台积电与 ARM公司共同发布了业界首款采

用 CoWoS封装的 7纳米芯粒系统。台积电技术发展副总经理侯永清表示，台积电的 CoWoS

先进封装技术及 LIPINCON互连界面能协助客户将大尺寸的多核心设计分散到较小的小芯片

组，以提供更优异良率与经济效益。 

英特尔针对摩尔定律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超异构计算”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

解为通过先进封装技术实现的模块级系统集成，即通过先进封装技术将多个芯粒装配到一个

封装模块当中。 

在去年年底举办的“架构日”上，英特尔首次推出 Foveros 3D 封装技术。在 7月份召开的

SEMICON West大会上，英特尔再次推出一项新的封装技术 Co-EMIB，能够让两个或多个

Foveros元件互连，并且基本达到单芯片的性能水准。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表示，英特尔在制程、架构、内存、互连、安全、软件等

诸多层面均具有领先优势，通过先进封装集成到系统中，使高速的互连技术进行超大规模部

署，提供统一的软件开发接口以及安全功能。 

国内在系统集成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长电科技是中国营收规模最大的封装公司，

在先进封装技术和规模化量产能力中保持领先，在 eWLB、FO、WLCSP、BUMP、ECP、PoP、SiP、

PiP等封装技术已有多年的经验与核心专利的保护，对于芯粒技术的发展已奠定了应对基础。 

华进半导体成功开发小孔径 TSV工艺，进而研发成功转接板成套工艺，并且可基于中道

成熟工艺实现量产，实现多颗不同结构或不同功能的芯片系统集成。 

华天科技开发成功埋入硅基板扇出型 3D封装技术，该技术利用 TSV作为垂直互联，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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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异质芯片三维集成，互连密度可以大大高于目前的台积电 InFO技术。工艺已经开发完成，

与国际客户进行的产品开发进展顺利。通富微电拥有 wafer level先进封装技术平台，也拥

有 wire bond + FC的 hybrid 封装技术，还成功开发了 chip to wafer、Fan-out WLP、Fan-out 

wafer bumping技术。 

 

挑战仍存 

从本质上讲，芯粒技术是一种硅片级别的“复用”。设计一颗系统级芯片，以前的做法

是从不同的 IP供应商购买一些 IP、软核(代码)或者硬核(版图)，再结合自研的模块，集成

为一颗芯片，然后在某个芯片工艺节点上完成芯片设计和生产的完整流程。 

未来，某些 IP芯片公司可能就不需要自己做设计和生产了，只需要购买别人己经做好的芯

粒，然后再在一个封装模块中集成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芯粒也是一种 IP，但它是以硅

片的形式提供，而不是之前以软件的形式出现。 

但是，作为一种创新，芯粒这种发展模式现在仍然存在许多挑战。许居衍院士在报告中

强调，芯粒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芯粒的标准或者说是接口。目前芯粒的组装或封装尚缺乏统

一的标准。 

    目前各大玩家都有自己的方案，尽管各家的名称不同，但归总离不开硅通孔、硅桥和高

密度 FO技术，不管是裸片堆叠还是大面积拼接，都需要将互连线变得更短，要求互连线做

到 100%的无缺陷，否则整个芯片将无法工作。 

其次，芯粒的质量也十分关键。相对于以往的软 IP形式，芯粒则是经过硅验证的裸芯

片。如果其中的一颗裸芯片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会受影响。因此要保证芯粒 100%无故障。

第三，散热问题也十分重要。几个甚至数十个裸芯片被封装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当中，互连线

又非常短，这让散热问题变得更为棘手。 

此外，作为一种新兴技术以及一种新的产业模式，它的发展对原有产业链如 EDA 工具提

供商、封测提供商也会带来一定影响。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演讲中指出，因为不

同的芯粒需要协同设计，从而为封装代工公司提供了机会，未来封装代工公司可以提供更多

的公用 IP来支撑芯粒模式。 

中芯长电 CEO崔东则表示，所谓芯粒，仍是属于异质集成封装，或 3D IC的大范畴，产

品成功与否具体还是要从其实现集成的工艺手段和应用来分析，才能看出高下来。这对传统

封测厂应该是有巨大冲击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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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芯粒是摩尔定律演进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技术与产业模式，它的发展将为相关企业

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对企业来说，就看如何能抓住这样的发展机会了。 

 

2、特期拉即将国产 四大材料供应商都有谁？ 

来源：起点锂电大数据 

摘要：特斯拉上海工厂全面投产除了对中国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带来巨大冲击之外，对供

应商的提振作用将十分明显。 

进入第 4季度的 10月份，新能源产业链因欢度国庆而较为平静，但特斯拉是例外。 

10月 2 日，特斯拉公布了第三季度销量。期内，特斯拉共交付了 9.7万辆汽车，略高

于今年第二季度的 9.52辆，创下了单季度交付量新高。 

其中，Model S和 Model X 在第三季度的交货量为 1.74万辆，较第二季度减少了 200

多辆；而 Model 3的交付量则从第二季度的 7.755万辆增长到了 7.96万辆。 

10月 3 日，特斯拉宣布与招商银行签署了货款协议，获得 50亿元额度为期一年的无担

保循环贷款。未偿还借款浮动利率将不超过央行一年期利率的 90%。 

10月6日，据外媒报道，特斯拉悄悄收购了总部位于加拿大的电池制造和工程公司Hibar，

似乎旨在自己制造电池„„ 

新闻满天飞的特斯拉，最吸引国内受众的还是其上海工厂的情况。最近有消息称，特斯

拉上海 3号超级工厂已经进入生产线最终测试环节，一辆 Model 3电动汽车出现在特斯拉上

海Gigafactory 3工厂附近的一条新的测试跑道上，而该辆Model 3很可能由上海工厂生产。

这可能意味着特斯拉正在进行最终测试，并为本月全面投产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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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视频 

据起点锂电大数据了解，特斯拉上海工厂计划于 10月 14日开始全面投产，有望在年底

前实现 3000辆的周产能。 

根据特斯拉的产能规划，预计特斯拉上海工厂 2020/2021年产销 15万/30万辆。 

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全面投产，除了对中国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带来巨大冲击之外，对产业

链的提振作用也将十分明显，特别是特斯拉供应链上的本土企业，将受益于特斯拉的快速发

展。 

此外，从更长远看，有投资机构判断，国内优质供应链有机会从中国本土供应，提升至

特斯拉的全球供应，最后进入全球一线电动车企。 

起点锂电大数据梳理发现，在锂电池相关体系中，虽然在动力电池部分特斯拉将采用

LG化学的 NCM电池，但在四大材料及其它原材料领域中，为 LG化学提供配套的企业也就顺

理成章地打入了特斯拉供应链。 

 

正极材料 

据了解，在正极材料领域，当升科技、杉杉股份、格林美等皆为 LG化学生产的动力电

池提供配套。 

早在 2012年的时候，当升科技就已经与 LG化学加大动力电池方面的合作。最近的 9

月 24日，当升科技在回复投资者关于公司“是否为 LG 化学的 NCM811电池供货”的提问时

表示：“LG化学是公司的客户，因双方签有保密协议，具体合作信息不便透露。”言下之

意，就是该公司已签订为 LG 化学的 NCM811电池供货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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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当升科技 2018年为 LG化学提供了 600吨正极材料。 

杉杉股份的正极材料业务排名全球第一，其早已进入 LG化学的供应链。 

格林美则是 LG的三元前驱体供应商。格林美董秘于 8月 26日回复投资者提问是称，公

司多个规格的三元前驱体已通过 LGC论证，并已构建“格林美-LGC”市场合作链。 

 

负极材料 

为 LG化学提供负极材料的企业包括贝特瑞、璞泰来、杉杉股份等。 

贝特瑞是国内目前少数打入海外产业链的公司之一。客户方面，贝特瑞采取大客户战略，

重视与国内外大客户的联系与合作。目前，公司客户包括 LG、三星、松下、SONY、宁德时

代、比亚迪等。 

数据显示，贝特瑞 2018年为 LG化学提供了 4000 吨负极材料。 

璞泰来已实现锂电行业上游关键材料和设备的产业链布局，覆盖负极材料、自动化涂布

机、隔膜、铝塑包装膜、石墨化加工、纳米氧化铝等多个业务，产品得到 LG化学、ATL、宁

德时代、三星 SDI、比亚迪、中航锂电、天津力神等国内外客户认可。 

数据显示，璞泰来 2018年为 LG化学提供了 1250 吨负极材料。 

杉杉股份负极材料的产销规模国内第一，也在 LG化学的供应链之中。 

数据显示，杉杉股份 2018年为 LG化学提供了 1200吨负极材料。 

 

隔膜 

为 LG化学提供隔膜的企业包括星源材质、恩捷股份等。 

从 2013年开始，星源材质与韩国 LG化学既是战略合作关系，同时也是韩国 LG化学唯

一的干法隔膜供应商。 

随着星源材质常州基地建设的完成和投产，与韩国 LG化学将进入全面合作的局面，并

将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扩大合作力度，包括干法隔膜合作进一步扩大、湿法隔膜和涂覆隔

膜进一步加强合作。 

数据显示，星源材质 2018年为 LG化学提供了 7200万平米隔膜。 

恩捷股份 2018年公司完成上海恩捷的并购，湿法隔膜出货量 4.68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60%，在全球隔膜市场占 14%的市场份额，在中国湿法隔膜市场占 45%的市场份额。其中，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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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恩捷股份的战略大客户之一，2018年公司对 LG 化学及其子公司湿法隔膜营业收入

1.53亿元，占公司隔膜业务的比例为 11.50%。 

今年 5月 19日，恩捷股份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与 LG化学就采购锂电池隔离膜产品事宜

签署了《购销合同》，合同生效日为 2019年 4月 4日，合同总金额不超过 6.17亿美元，合

同期限为 5年。 

 

电解液 

为 LG化学提供电解液的企业包括新宙邦、天赐材料等。 

新宙邦在国内电解液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公司成功供货于日韩（LG化学、三星、松

下、索尼等）电池巨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宙邦已规划在波兰投建 2万吨电解液产能基

地，该产能主要配套 LG化学。 

数据显示，新宙邦 2018年为 LG化学提供了约 4000万吨电解液。 

天赐材料 2019年上半年锂电材料营收 7.4亿，毛利率为 25.4%，其主要客户包括 LG化

学、宁德时代等。 

数据显示，天赐材料 2018年为 LG化学提供了约 2400万吨电解液。 

江苏国泰则在 2018年为 LG化学提供了约 5700万吨电解液。 

 

【行业动态】 

1、深入探索边缘计算：物联网和 5G 时代的技术趋势 

来源：全球半导体观察 

随着物联网规模的快速增长，集中式的数据存储、处理模式将面临难解的瓶颈和压力，

此时在靠近数据产生的网络边缘提供数据处理的能力和服务，将是推动 ICT产业发展的下一

个重要驱动力。 

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的概念由此而生。边缘计算成为新兴万物互联应用的支撑

平台，目前已是大势所趋。本文旨在介绍边缘计算与云计算的关系、基本特点和属性、参考

架构、主要应用场景，以及在 5G通信中的作用。 

一、边缘计算与云计算形成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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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的定义，多接入边缘计算是在靠近人、物或数据源头的

网络边缘侧，通过融合了网络、计算、存储、应用等核心能力的开放平台，就近提供边缘智

能服务，来满足行业数字化在敏捷联接、实时业务、数据优化、应用智能、安全与隐私保护

等方面的关键需求。它可以作为联接物理和数字世界的桥梁，使能智能资产、智能网关、智

能系统和智能服务。 

 

图：边缘计算成为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间的重要桥梁 

 

在有了云计算的同时，为什么还需要边缘计算？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原因：1） 网络带宽

与计算吞吐量均成为云计算的性能瓶颈：2） 物联网时代数据量激增，对数据安全提出更高

的要求：3） 终端设备产生海量“小数据”，需要实时处理。 

如果说“云计算”所能实现的是大而全的话，那么“边缘计算”更多则是“小而美”，

从数据源头入手，以“实时、快捷”的方式完成与“云计算”的应用互补。比较两者，云计

算聚焦非实时、长周期数据的大数据分析，能够为业务决策支撑提供依据；边缘计算则聚焦

实时、短周期数据的分析，能更好地支撑本地业务的实时智能化处理与执行。 

 

二、边缘计算的基本特点与属性 

参考边缘计算联盟（ECC）与工业互联网联盟（AII）在 2018年底发布的白皮书中对边

缘计算的定义，作为连接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间的桥梁，边缘计算具有联接性、约束性、分

布性、融合性和数据第一入口等基本特点与属性。 

联接性：联接性是边缘计算的基础。所联接物理对象的多样性及应用场景的多样性，需

要边缘计算具备丰富的联接功能。联接性需要充分借鉴吸收网络领域先进研究成果，同时还

要考虑与现有各种工业总线的互联、互通、互操作。 

数据第一入口：边缘计算作为物理世界到数字世界的桥梁，是数据的第一入口，拥有大

量、实时、完整的数据，可基于数据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与价值创造，将更好的支撑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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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资产管理与效率提升等创新应用；同时，作为数据第一入口，边缘计算也面临数据实

时性、确定性、完整性、准确性、多样性等挑战。 

约束性：边缘计算产品需适配工业现场相对恶劣的工作条件与运行环境。在工业互联场

景下，对边缘计算设备的功耗、成本、空间也有较高的要求。边缘计算产品需要考虑通过软

硬件集成与优化，以适配各种条件约束，支撑行业数字化多样性场景。 

分布性：边缘计算实际部署天然具备分布式特征。这要求边缘计算支持分布式计算与存

储、实现分布式资源的动态调度与统一管理、支撑分布式智能、具备分布式安全等能力。 

融合性：OT与 ICT的融合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边缘计算作为“OICT”融合

与协同的关键承载，需要支持在联接、数据、管理、控制、应用、安全等方面的协同。 

总体而言，云计算聚焦非实时、长周期数据的大数据分析，能够为业务决策支撑提供依

据；边缘计算则聚焦实时、短周期数据的分析，能更好地支撑本地业务的实时智能化处理与

执行。下面将介绍边缘计算联盟提出的边缘计算参考架构和边缘计算的主要应用场景。 

三、边云协同总体参考架构 

为了支撑上述边云协同能力与内涵，需要相应的参考架构与关键技术。参考架构需要考

虑下述因素：连接能力、信息特征、以及资源约束性。 

根据上述考量，边云协同的总体参考架构应该包括下述模块与能力：（1）边缘侧：基

础设施能力、边缘平台能力、管理与安全能力、应用与服务能力。（2）云端：平台能力、

边缘开发测试云。 

 
图：边云协同总体参考架构 

四、边缘计算主要应用场景 

从细分价值市场的维度，边缘计算主要分为三类：电信运营商边缘计算、企业与物联网

边缘计算、工业边缘计算。 

围绕上述三类边缘计算，业界主要的 ICT、OT、OTT、电信运营商等玩家纷纷基于自身

的优势构建相关能力，布局边缘计算，形成了当前主要的六种边缘计算的业务形态：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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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工业边缘计算、智慧家庭边缘计算、广域接入网络边缘计算、边缘云以及多接入

边缘计算(MEC)。 

 
图：边缘计算分类及主要业务形态 

物联网边缘计算主要由电信运营商、ICT厂商、OT 厂商提供， 典型的解决方案如华为

EC-IoT， 思科 Fo g Computing，SAP Leonardo IoT Edge等。 

工业边缘计算主要由 OT厂商提供，典型的解决方案如西门子 Industrial Edge、和利

时 HoliEdge等。 

智慧家庭边缘计算主要围绕智慧家庭网络、智慧家居、智慧家庭安防等场景，使能家庭

内的网络、家电、家具等智能化，改进和提升用户体验，深度挖掘并匹配家庭客户需求与价

值。 

广域接入网络边缘计算主要为企业客户提供灵活弹性的广域网络接入能力(WAN)，自动

识别区分企业客户的不同业务流，并自动匹配相应的服务质量保障(QoS)；同时支持按需的

网络增值业务自动化部署。 

边缘云主要是由公有云服务商提供，一般作为其云服务在边缘侧的延伸，同时具备实时

响应、离线运行等能力，从而延伸云服务的覆盖领域和范围。 

多接入边缘计算(MEC)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和价值链。MEC使能电信运营商可以在网络

边缘分流业务；向第三方应用及服务开放边缘网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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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欧洲电信标准协会关于多接入边缘计算（MEC）的标准进度 

五、边缘计算在 5G 通信中的作用 

5G时代的多元化应用催生了边缘计算的快速发展，传统的数据中心将向边缘侧延伸，

边缘计算将加速 ICT融合落地。 

5G通信时代中边缘计算的第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部署边缘计算服务器满足催生的边缘

侧增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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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G时代的边缘化应用催生了边缘侧增量需求 

在万物互联的 5G智能化时代，如果仅采用中心云计算模式（中心云），已经不能满足

高效地处理网络边缘端所产生的海量数据。因此分布在网络边缘端，提供实时数据处理、分

析决策的小规模云数据中心的边缘云和边缘计算服务器显得尤其重要。 

5G通信时代中边缘计算的第二个重要作用是通过新的网络拓扑架构——核心网下沉和

边缘数据中心满足 5G超低时延、大带宽和海量连接的需求。 

边缘计算的第三大重要作用是通过部署边缘云和多接入边缘计算快速带动这些重要应

用领域的发展。 

边缘计算具有聚焦实时、短周期数据的分析能力，能更好地支撑本地业务的实时智能化

处理与执行。作为数据的第一入口能够实时、安全、高效地处理工业自动化中的低延时数据

处理要求，是能够同时满足 5G和智能制造发展需求的关键核心技术。 

 

2、委发文盖章 储能技术即将迈向商业化 

来源：起点大数据 

摘要：“十三五”期间实现储能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期过渡。 

作为未来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前瞻性技术，储能妥妥滴站在了新能源的风口上。事实

上，早在 2017年 10月，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能源局就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储

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未来 10年内将分两个阶段推进储能的发展。 

第一阶段即：“十三五”期间实现储能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期过渡；第二阶段即：“十

四五”期间实现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 

具体来看，第一阶段要实现的目标有：建成一批不同技术类型、不同应用场景的试点示

范项目；研发一批重大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主要储能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初步建立储

能技术标准体系，形成一批重点技术规范和标准；探索一批可推广的商业模式；培育一批有

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基于此，国家能源局联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储能技术

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2020年行动计划，为下一阶段推动储能产业工作做出明确职

能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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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锂电大数据记者根据文件整理出了如下要点：加强先进储能技术研发和智能制造升

级。首先，加强先进储能技术研发，集中攻克制约其应用与发展的规模、效率、成本、寿命、

安全性等方面的瓶颈技术问题；其次，加大储能项目研发试验验证力度；再次，继续推动储

能产业智能升级和储能装备的首台（套）应用推广。最后，提升储能安全保障能力建设，采

用响应速度快、稳定性高、具备随时启动能力的储能系统。 

完善落实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政策。 

首先，推动配套政策落地，引导地方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

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规【2018】943 号）；其次，规范电网侧储能发展；最后，

建立储能项目备案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指定地方备案机关，督促地方备案机关建立备案流

程、出台相关规定，指导企业进行储能项目备案。 

推进储能项目示范和应用 

首先，组织首批储能示范项目，推动储能在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消纳、分布式发电、微网、

用户侧、电力系统灵活性、电力市场建设和能源互联网等领域的示范应用；其次，积极推动

储能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建设；再次，推荐储能与分布发电、集中式新能源发电联合应用，在

条件具备地区，鼓励实施可再生能源+储能项目；另外，开展储能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示范工

程建设，当电网供电不足或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储能为用户提供应急电源，保证重要用户

稳定不间断供电；最后，推动储能设施参与电力辅助服务市场。 

推进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化应用 

首先，开展充电设施与电网互动研究；然后，完善储能相关基础设施，为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储能化应用奠定基础。 

加强推荐储能标准化 

完善储能标准体系建设，开展重点储能技术标准研制，推进储能技术创新与标准化协同

发展，提高标准质量，提升我国储能标准国际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