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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科研體制改革六階段 

科技管理
體系和科
研組織體
系形成的
時期 

恢復科技體系 

啟動試點改革 

簡政放權，
支持基礎研
究和高技術
發展 

調整科研體系，
突出企業創新
主體地位 

建設創新體系，
増強自主創新能
力 

全面深化改革中推進
科技體制改革 

1978 1949 1985 2001 1995 2012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第六階段 

2015年 自然出版集團發布首份《轉型中的中國科研》白皮書，針對中國科研領域
進行三個層面的調查： 

近年來中國大陸科研制度改革已有一定成果，從人才外流轉為人才海歸、研發總投
入已超過GDP 2%等。然而在行政制度、評價機制、研究領域等諸多問題上仍有許
多困難。 

1. 科研資助：整體規模及增長率、效率與公平性、資助對象與成效 

2. 科研實施：人才培養、人才結構、科研合作、道德規範 

3. 科研傳播：數據開放、論文發表、科學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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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大陸科研體制改革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習近平主政時期 

2013年11月15日 十八屆三中全會 

第十三項改革目標：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1. 強化市場主導、企業為主體的科研創新 

2. 加強智慧財產權運用和保護、建立知識產權法院 

3. 打破行政主導和部門分割，建立由市場決定技術創新
專案和經費分配、評價成果的機制 

第十五項改革目標：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 

加快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加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力度，
推動公辦事業單位與主管部門理順關係和去行政化，創
造條件，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
級別。建立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推進有條件的事業
單位轉為企業或社會組織。建立各類事業單位統一登記
管理制度。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
規劃綱要（2006—2020年）》 

2012年《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 

提出加大政府科技投入、稅收激
勵、金融支持、政府採購、技術
引進、保護知識產權、培養人才、
教育改革、建設平台、統籌協調
等10大目標 

提出「十二五」計畫目標，包含
全社會研發經費佔GDP達2.2％、
大中型工業企業平均研發投入佔
主營業務收入比例提高至1.5％；
推進科研院所和高等學校科研體
制機制改革、改革科技管理體制，
推進科技項目和經費管理改革、
科技評價和獎勵制度改革等。 

胡錦濤主政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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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科研體制改革歷程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 

2015年9月24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 

2020年 

成為創新型國家 

2030年 

打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1. 研發投入占GDP2% 

2. 科技進步貢獻率70%以上 

3. 對外技術依存度30%以下 

4. 高效的創新體系 

世界上公認的20個左右的創新型國家所擁有的
發明專利數量占全世界總數的99%。例如美國、
日本、芬蘭、韓國、德國等。 

1. 鼓勵企業先行投入、政府獎勵 

2. 國有企業改革，納入技術創新考核 

3. 改進科研人員薪酬和崗位管理制度、研究單位與企業相互流動與保障 

4. 下放科技成果的使用、收益、處置權給予承辦單位 

5. 對現有科技計畫（專項、基金等）進行優化整合，成立國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統 

6. 鼓勵在華的外資研發中心、人員參與 

7. 改革市場准入制度 

具體政策 

習近平主政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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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科研體制改革歷程 

《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 

《關於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 

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 

習近平主政時期 

2016年5月20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 

2016年11月7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 

1. 落實創新型國家目標 
2. 2020年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

產總值的20% 
3. 2030年形成引領全球學術發展的中國學派 
4. 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 

1. 擴大科研機構、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權 
2. 加強科技成果產權對科研人員的長期激勵 
3. 允許科研人員和教師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 

十三五規劃綱要 

2016年3月17日 國務院 

轉變：中國經濟邁入新常態階段，科研體
制改革逐漸與其他目標結合。重點包含 
 
1. 改革科研經費管理制度；增強企業家

在國家創新決策體系中的話語權；擴
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權 

2. 實施科技成果轉化行動，全面下放創
新成果處置權、使用權和收益權 

3. 結合《中國製造2025》計畫，將科研
體系與產業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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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科研體制發展歷程 
習近平主政時期 

科研體制改革成效(截至2016) 

向國外引進技術經費仍維持在400億元人
民幣，向國內採購技術經費則無太大波動。 

1 

至2016年，基礎研究在整體從事研
發人員當中占比仍相當低。 

2 

3 

企業佔整體研發比重接近80%，
政府則持續下降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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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科研體制發展歷程 

政府支持 

行政改革 

創新激勵 

研發自主 

市場領導 

習近平主政時期 

彙整至今科研體制改革方向 

1. 成立國家科技管理信
息系統，整合政府基
金、專項補助計畫 

 
2. 建設國家級實驗基地 

 
3. 鼓勵科技研發與產業

發產結合，納入一帶
一路、中國製造2025
計畫，提供參與企業
及研究機構合作、稅
收減免、研發獎勵 

 
4. 財政與金融單位支持 

 
5. 教育改革 

1. 減少科研經費申報
流程、電子化申請 
 

2. 整併官方科研單位 
 

3. 改善科研人員社會
保障制度 
 

4. 改善科研人員考核 
 

1. 落實研發成果轉化 
 

2. 賦予科研人員對成
果的所有權、收益
權與處置權，加強
智慧財產保護 
 

3. 改善科研人員就業
制度、薪酬獎勵制
度等 
 

1. 增加科研單位
自主權，包含
經費運用、收
入分配等 
 

2. 減少自上而下
的行政干預、
改善驗收與監
管流程 

1. 以企業和市場機
制為主，政府為
輔的腳色 
 

2. 開放外資、外國
人才參與科技研
發計畫 
 

3. 鼓勵科研人員創
業 
 

4. 改革市場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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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科研體制發展歷程 
習近平主政時期 

科研體制改革仍面臨挑戰 

創新 

誘因 

評價 

機制 

官僚 

體制 

1. 基礎研究仍然相當缺乏 

2. 國內外人才流動並不暢通 

3. 單位自主權、人員所有權仍不到位 

4. 市場開放緩慢，應加強市場機制作用 

1. 行政干預混亂、學術自由過少 
2. 經費審核過嚴、不重視成果 
3. 人才評價機制受限於外國標準 
4. 應增加審查、評價透明度 

1. 事業單位改革推進遲緩，阻礙
科研人員薪酬、保障、升遷等
制度改革，人才流失嚴重 

2. 賦予事業單位自主權，但並無
改革行政架構，成效不彰，必
須解決其法律地位 

3. 科研任務過多，無法集中基礎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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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規劃科技發展方向 

 目標：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製造與服務融合發展 

 經濟成長以6%為目標，強化科技指標 

 2019年中國大陸開展第六次國家技術預測。圍繞信息、生
物、能源、製造等16個重點領域開展技術競爭評價，加強
科技發展態勢研判，預測未來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關
鍵技術，為規劃編制提供支撐 

習近平主政時期 

十三五規劃綱要 
十四五規劃2021-2025（仍在研擬） 

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2021—2035） 

 

1. 航空發動機及燃氣輪機 

2. 深海空間站 

3. 量子通信與量子計算 

4. 腦科學與類腦研究 

5. 國家網絡空間安全 

6. 深空探測及空間飛行器在軌
服務與維護系統 

7. 種業自主創新 

8. 煤炭清潔高效利用 

9. 智能電網 

10. 天地一體化信息網絡 

11. 大數據 

12. 智能製造和機器人 

13. 重點新材料研發及應用 

14. 京津冀環境綜合治理 

15. 健康保障 

16. 新一代人工智能 

16項重點研究領域 

 針對2006-2020計畫進行總結評估 

 未來將更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更注重培育創新生態，
更注重激發全社會的創新創業活力，當然也應更注重開放合
作，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 



貳   中國大陸科研發展下的  
  智慧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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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規劃綱要(2016-2020)》產業政策 

創新 協調 綠色 共享 開放 

五大發展理念 

推動中國大陸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實現高端創新領域 

實施製造強國戰略 

加快推動服務業 

優質高校發展 

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 

第五篇 優化現代產業體系 第六篇 拓展網路經濟空間 

構建廣泛高校的資訊網路 

發展現代互聯網產業體系 

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 

強化資訊安全保障 

實施製造業強國戰略、發展現代互聯網產業體系為《十三五規劃》所關注的現代產業
目標，同時也是《中國製造2025》實現中國大陸成為製造強國的產業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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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規劃綱要》與《中國製造2025》  

《十三五規劃綱要》相關產業工程 《中國製造2025》十大重點產業 

高端裝備創新發展工程 

1.航空航天裝備   5.機器人裝備 

2.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  6.現代農機裝備 

3.先進軌道交通裝備  7.高性能醫療機械 

4.高檔數控機床  8.先進化工成套裝備 

新興產業 

新一代資訊技術、新能源汽車、生物技術、綠
色低碳、高端裝備與材料、先進半導體、機器
人、智慧系統、新一代航空裝備、智慧交通、
精準醫療、智慧材料、虛擬實境與互動影視 

戰略性產業 

空天海洋、資訊網路、生命科學、核技術 

1. 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 
2. 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 
3. 航空航太裝備 
4. 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 
5. 先進軌道交通裝備 
6.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 
7. 電力裝備 
8. 農機裝備 
9. 新材料 
10. 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 

《中國製造2025》十大產業當中有5項
與《十三五規劃綱要》的「高端裝備創
新工程」相同，其他產業項目也可見於
新興產業及戰略性產業當中，顯見《中
國製造2025》與《十三五規劃綱要》相
符相成，旨在改變過往製造業生產方式，
實踐智慧製造 



中國大陸智慧製造背景 

勞動成本上漲: 

中國大陸最低法定薪資逐年成長 

缺工問題嚴重: 

人口政策、城鎮化使城市勞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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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Smart Manufacturing) 
結合資訊、技術與人工智慧等，對產業的研發與應用，帶來革命性的影響 

智慧製造為《中國製造2025 》下的五大工程之一，針對中國大陸製造業的所有行
業，提升製造業的效率與產品的質量，將重點產業導入智慧製造應用。 

2025年 2035年 2045年 2020年 2030年 2020年 

成為創新型
國家 

打入創新型
國家前列 

成為世界科
技創新大國 

《中國製造2025 》與中國大陸科技體制改革進程相輔相成 

製造強國 

行列 

世界製造強國 

中等水平 

世界製造強國
前頭 



各國亦推出「智慧製造」政策 

資料來源:2017-2018中國智慧製造年度發展報告 

2011《美國先進製造夥伴計畫》四大目標 

• 強化攸關國家安全的關鍵產品的本土製造
能力 

• 縮短先進材料由開發、製造產品，至市場
應用推廣的時程 

• 開發下世代機器人，建立美國的產業領先
地位 

• 研究開放創新的節能製造技術、提升製造
過程能源的使用效率 

2013《英國製造2050》 

英國製造業的長期戰略計畫，
運用新科技、新材料將帶領
製造業走向個性化的低成本
產品需求增大、生產重新分
配和製造價值鏈的數字化 

2011《德國工業4.0》 

統合所有工業相關的技術、
銷售與產品體驗，是建立具
有適應性、資源效率及人因
工程學的智慧工廠。 

2018《日本製造業白皮書》 

日本自2002年開始已連續十七年推出
《日本製造業白皮書》，2018年版本
提到現今製造業進入「非連續創新」
階段，要提高附加價值必須有效融合
自動化與數字化，強調互聯工業的重
要性。 

16 



深入分析標準化需求的基礎，將生命週期、系統層級兩維度組成的平面，自上
而下的應用到智慧特徵維度的五個層級，形成智慧裝備、智慧工廠、智慧服務、
智慧技術、工業網路等五類關鍵技術標準，此五類關鍵技術標準與基礎共生性
標準、行業應用標準共同購成智慧製造標準體系結構。 

生命週期 
(設計、生產、物流、

銷售、服務) 

智慧特徵(資源要素、互聯互通、融合共享、系統集成、新興業態) 

系統層級 
(設備、單元、產線、企業、協同) 

基礎共性 
(通用、安全、可靠性、檢測、評價) 

行業應用 
(訊息技術產業、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等) 

關鍵技術 

智
慧
裝
備 

智
慧
工
廠 

智
慧
服
務 

智
慧
技
術 

工
業
網
路 

17 

2018年中國大陸《國家智慧製造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智慧製造標準體系建設三步驟 



為落實《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國製造2025》、《國務院關於深化
製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而制定本規劃，將發展智慧製造作為長
期的戰略任務，打造製造業競爭新優勢。 

智慧製造2020年具體目標 

智慧製造技術與裝備突破 
研發智慧製造關鍵技術裝備，滿足國內超過50%

市場，核心關鍵技術也要超過30% 

增強智慧製造發展基礎 
制定智慧製造標準200項以上，並建立工業互聯
網及訊息安全保障系統 

形成智慧製造生態體系 
培育40個以上主營業務收入超過10億人民幣的
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建立智慧製造人才隊伍 

重點領域發展成效顯著 製造業重點領域企業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
超過70%、數字化智慧工廠普及率超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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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發展規劃（2016-2020年）》 



2019中國政府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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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針對2018年進行工作回
顧，李克強表示2018年面臨多年少有的國內外複雜嚴峻形勢，經濟全球化遭
遇波折、多邊主義受到衝擊、國際金融市場震盪，特別是美中貿易摩擦對一
些企業生產經營、市場預期帶來不利影響。 

堅持創新引領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 

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 
• 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強化工業基礎與技術創新能力 
• 打造工業互聯網平台、拓展「智能+」 
• 支持企業加快技術改造與設備更新，將折舊優惠擴大至全

部製造業領域 

促進新興產業加快發展 
• 深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研發應用，培育新興產業集群 
• 促進平台經濟、共享經濟健康成長 
• 加快各行業各領域推進「互聯網+」，推動網絡提速降費 

提升科技支撐能力 
• 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支持力度 
• 加快建設科技創新資源開放共享平台，強化對中小企業

的服務 
• 擴大國際創新合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參      中國大陸智慧製造市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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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智慧製造市場產值持續成長 

2018年智慧製造系統解決方案市場規模達1,560億人民幣，較2017年成長2.18

個百分點，預估2020年將成長至2,380億人民幣。 

《中國智慧製造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至2017年，中國大陸智慧製造市場規模達1兆5,150億人民幣，較2016年同期
成長22.6%，預估2019年中國大陸智慧製造市場規模將超過1.9兆人民幣。 

 《中國智慧製造系統解決方案市場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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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國大陸工信部開展
智慧製造示範計畫 

中國大陸智慧製造示範項目 

智慧製造試點示範項目進程 智慧製造試點示範項目涵蓋領域 

傳統 

汽車 

食品 

飲料 

化工 

服裝 

紡織 

家居 

電纜 

電池 

遠程 

運維 

新材料 

儀器 

儀表 

機器人 

農業深
加工 

12項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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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鄰選99個項目 

2016年遴選超過60個項目 

2017年遴選97個項目 

資料來源:德勤:2018中國智慧製造報告 



《中國製造 2025 》分省市指南各區域產業發展方向 

地區 產業發展方向 

東部 

 發展先進軌道交通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和高端船舶、新型電力裝備、航
空航太裝備等《中國製造 2025 》的十大重點發展領域 

 發展機器人、3D列印製造、工業互聯網等智慧製造產業 

 選擇優勢領域建設省級製造業創新中心，打造區域製造業創新平台 

中部 

 深化能源開採設備、煤化工裝備、農機裝備、基礎工藝設備等原有優勢
產業 

 優化製造業結構，提升高技術產業在整體製造業的占比，淘汰高耗能、
高汙染產業 

西部、 

老工業區 

 淘汰落後產能、培育新興優勢產業 

 陝西、四川、重慶等地繼續發展資訊技術、航空航太等優勢產業，並視
情況發展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 

東北、 

西北部 

 支持東北、西北製造業發展相對優勢，以及重點產業的轉型升級 

 提出「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指導外商向相關地區投資，並引導國
內沿海地區產業有序轉移 

 支持東北、西北地方率先啟動一批基礎條件好、短期有望突破「中國製
造 2025」的重點專案，發展一批規模效益突出之優勢產基地和專業細分
領域競爭力強的特色優勢產業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 23 



中國大陸智慧製造四大集聚區 

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中西部地區畫分為四大智慧製造集聚區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台經院製表。 

• 長三角地區(上海、江蘇、
浙江)，25家企業參與。 

• 產業包含：石化、航空發
動機、鋼鐵、面板、光纖、
家用電器、電子產品、多
晶矽、監控設備、汽車、
電池、農業乳製品、生化
等 

• 環渤海地區(北京、天津、
遼寧、河北、山東)，24家
企業參與。 

• 產業包含：家具、醫藥、
汽車、石油、電池、太陽
能、生物科技、鐵路、煤
鋼、電機、海運、紡織等 

• 珠三角地區(廣東)，5家企業參與。 

• 產業包含：汽車電子、印刷、塗料、精密機
械、特種計算機 

• 中西部地區(橫跨14省，
以四川、陝西、湖北
為主)，38家參與。 

• 產業包含：積體電路、
汽車零件、通訊、紡
織、物流、鐵路、醫
療、電子代工、食品、
多項重工業等 

• 環渤海地區的科研能力與人才較突出 

• 長三角地區裝備供應鏈較平衡 

• 珠三角地區則以機器人為目標發展 

• 中西部地區則較為落後，仍處於自動化階段 

24 



中國大陸地方積極參與推動智慧製造 

2018年最新示範試點項目遍及全中國大陸，總數達99項，其中以山東省11項最多 ，
其次為浙江8項、江蘇、安徽、湖南等地各7項，北京、上海則各有4項及3項 

山東省 11 

浙江省 8 

江蘇省 7 

安徽省 7 

湖南省 7 

河北省 5 

湖北省 5 

廣東省 5 

北京市 4 

福建省 4 

貴州省 4 

陝西省 4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4 

遼寧省 3 

上海市 3 

江西省 3 

河南省 3 

四川省 2 

甘肅省 2 

天津市 1 

重慶市 1 

雲南省 1 

西藏自治區 1 

寧夏回族自治區 1 

內蒙古自治區 1 

山西省 2 

0                          >10 

示範試點項目個數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台經院製表 25 



肆      中國大陸智慧製造市場  
     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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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智慧製造 

中國大陸2017年推動製造業強國戰略，為達成其核心的智慧製造目標，必須大
力發展「機器人產業」，並結合「工業互聯網」、「人工智慧」兩項重要元素，
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加速當地產業朝智慧製造發展，以健全生態體系運作。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 27 

工業物聯網 
透過工業物聯網平台，打造
人、機、物全面互聯，建立
從設計、生產、管理到服務
產業鏈的生產環節互聯，如
同人體內的「血液循環系
統」。 

人工智慧 

將人工智慧技術結合
製造業，將數字化資
訊自主化，使機器可
以在複雜的情況下實
現自主生產。 

機器人 

透過發展工業及其他機器人
設備，結合人工智慧與工業
物聯網，建立智慧工廠設計
解決方案 

機器人 

人工 

智慧 

工業 

互聯網 

智慧 

製造 

機器人 





中國大陸製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試點示範 

2017-2018 年中國大陸製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試點示範 

2017年 2018年 

工業雲平台 兩化融合管理體系貫標 

工業大資料服務平臺 工業互聯網平臺解決方案試點示範 

工業電子商務平臺 重點工業產品和設備上雲試點示範 

資訊物理系統 資訊物理系統（CPS ）試點示範 

行業系統解決方案 工業大資料應用服務試點示範 

工業電子商務平臺試點示範 

中德智慧製造合作試點示範 

推動兩化(工業化與資訊化)融合試點示範中，2018年除延續平台建置作業外，
更加強平台上的服務，並以交通、航空、汽車、機械等產業為主，與2017年
相較，2018年更進一步擴大到大數據應用服務、產品雲端等。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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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工業互聯網技術優勢領域 

平台能力 
行業、平台企業、平台名稱 

設備連接 設備管理 
數據儲存/

處理 
數據分析 

軟體 
應用管理 

平台 
應用開發 

整合 

製造 

樹根互聯 根雲               

美的 M.IoT               

富士康 BEACON               

徐工信息 Xrea               

華為 FusionPlant               

石化盈科 ProMACE               

海爾 COSMOPlat               

寶信 寶信               

航天雲網 INDICS               

自動化 

華龍訊達 木星雲               

中控 supOS               

明匠 明匠雲               

信息技術 
服務 

藍光 LONGO-IIOT               

浪潮 浪潮               

紫光雲引擎 UNIPower               

元工國際 元工               

東方國信 Cloudiip               

寄雲 NerSeer               

用友 精智               

互聯網 阿里雲 supET               

資料來源:中國工業物聯網平台創新發展白皮書。 30 



中國大陸工業互聯網平台應用案例行業分布 

33% 

14% 14% 
13% 

9% 
8% 

5% 5% 

機
械 

電
子 

交
通 

電
力 

鋼
鐵 

服
裝 

石
化 

家
電 

機械、電子、交通等行業技術累積成熟，發展較快。 

 

以交通為例，徐工信息基於Xrea工業互聯網平臺為新能源汽車主機廠提供車輛遠端
監測與資料分析服務，減少了80%由於客戶使用而造成的車輛品質事故，減少40%

車輛出現故障後返廠維修的情況，有效提高客戶滿意度。 

31 資料來源:中國工業物聯網平台創新發展白皮書 



中國大陸八大行業工業互聯網平台應用情況 

行業 行業特點 業務瓶頸 典型應用場景 主要成效 

電力 技術密集和裝備密集型
行業 

發電設備維護成本高、並網
協調難度大 

預測性維護 降低運維成本 

遠程運維 提高功率預測準確率 

電力調度優化 

石化 產業鏈條長、產品覆蓋
面廣、設備資產密集 

安全生產是重中之重，工藝
技術傳承難 

安全管理 降低事故發生概率 

員工賦能 縮短員工培養週期，降低培養成本 

預測性維護 降低設備保費和大修費用 

鋼鐵 工序繁多、工藝複雜；
前端流程，後端離散 

高能耗、高排放；設備和工
序管理難度大；下游行業需
求多元化 

能源管理 節能減排，降低成本 

設備狀態監測與工藝優化 提升產品品質 

供應鏈協同 縮短供應鏈週期，降低庫存 

交通設備
製造 

技術密集，多品種小批
量，混線生產，工藝複
雜 

工序複雜，產品研發週期長，
產品品質不穩定，產品出廠
後運維難度大 

協同研發設計 縮短產品研發週期 

工藝優化 提高生產效率 

遠程運維 降低次品率 

協同製造 降低車輛運維成本 

機械 
市場規模大、覆蓋範圍
廣，集中大量生產設備
製造企業 

設備維護水準低、轉型需求
迫切 

生產製造優化 降低維修成本 

資源調度優化 提高設備使用率 

分享製造 優化設備後市場服務 

產融合作 

家電 
市場競爭激烈，產品多
元化、高端化、服務化、
智慧化需求不斷提升 

市場需求回應慢、產品研發
週期長、庫存壓力大 按需定制 

縮短產品研發週期，實現產品創新 

提高採購效率、降低庫存 

縮短交付週期 

提高消費者滿意度 

服裝 中小企業主導，勞動密
集 

預估生產無法滿足多元化需
求，積壓庫存；市場需求回
應慢 

按需定制 

協同製造 

快速回應需求，降低庫存 

縮短訂單交付週期 

電子 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 
設備先進但通訊方式各異，
人工調機耗時長，工序銜接
回應時間長 

遠程運維 

生產製造優化 

減少生產過程人工干預和用工人數 

實現智慧調機 

縮短生產環節回應時間 

資料來源:2018工業物聯網平台創新發展白皮書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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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民幣億元 

中國大陸企業智慧製造部署重點與市場規模 

21% 

36% 

48% 

62% 

6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人工智能 

重構商業模式 

工業物聯網 

設備及用戶價值深挖 

數字化工廠 

中國大陸企業智慧製造部署重點領域，依
次為數字化工廠、設備及用戶價值深挖兩
者最受企業關注，其次為工業物聯網、重
構商業模式、最後是人工智慧 

未來2019年中國大陸工業互聯網市場
規模將突破6000億元，未來五年(2019

至2023年)年複合成長率約為13.32%，
並於2023年突破一兆。 

資料來源:德勤 資料來源:前瞻經濟學人 33 



智慧製造產品和服務利潤貢獻率顯著提升 

德勤調查中國大陸200家製造業企業，發現智慧製造在這五年當中已產生顯
著變化，2017年認為智慧製造對利潤貢獻率為11%至30%區間的企業為大
宗，占41%，認為超過50%的企業則高達33%。 

11% 

41% 

14% 

19% 

14% 

55% 

14% 

9% 

9% 

5% 

0% 10% 20% 30% 40% 50% 60%

0-10%

11-30%

31-50%

51-80%

81-100%
利潤貢獻率調查 2013

2017

資料來源:德勤:2018中國智慧製造報告 34 

利潤貢獻率 製造過程中的效率以及產品服務價值的提升。 



中國大陸智慧製造系統解決方案 

2016智慧製造系統解決方案細分行業市場 

智慧製造系統解決方案市場規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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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規模(人民幣億元) 當前中國大陸能提供約
600家企業智慧製造系
統解決方案，年成長率
達20%、預估2020年市
場規模將過2,000億人
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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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鐵道交通 

農業機械 

電力裝備 

航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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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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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 

食品飲料 

石化 

機床 

電子製造 

汽車 

市場規模(人民幣億元) 

2016年，系統解決方案
市場分布較懸殊，以汽
車與電子製造類占大多
數，而農業、電力裝備、
鐵道交通規模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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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成立於深圳，是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互聯網公司，2004年在香港掛牌上市 

• 騰訊致力於透過社交平台QQ與新聞、視頻、遊戲、音樂、動漫、影音等數位內容
實踐人與人、服務及設備的智慧鏈結 

騰訊事業版圖龐大，主要分成7個
事業群，涵蓋社交網絡、微信互聯
網、互動娛樂、移動網際網路、網
路媒體、技術工程、金融支付，與
人民生活息息相關。近年更運用雲
計算、人工智慧、大數據等，協助
企業建立工業互聯網。根據2018

年全球市值企業排名調查，騰訊名
列第5，為中國大陸最大企業。 

案例1:智慧製造 X 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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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智慧製造 X 互聯網 

中國海爾集團 

• 海爾集團創立於1984年，從傳統製造家電產品企業成功轉型成為互聯網企業 

• 2018年建立全球唯一工業互聯網平台COSMOPlat，讓消費者可以全程參與產
品設計、研發、生產製造、物流配送等，建立客製化的家電製造生態體系 

「人單合一」雙贏模式，「人」指
員工、「單」指用戶資源，以消費
者需求為導向，將員工與用戶結合
在一起，讓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
的需求利用製造資源生產自己想要
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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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智慧製造 X 互聯網 

富士康工業物聯網 

• 1974年鴻海精密集團成立，1988年在深圳成立富士康 

• 2010年開始在鄭州、昆山等部分工廠導入自動化生產體系，建立無人工廠 

• 2015年成立富士康工業互聯網，並在2017年開發工業互聯網平台BEACON 

BEACON利用大量的製造數據，
提供傳統製造走向智慧製造的解
決方案，目前已可提供5000種類
型以上的測試設備、17萬台以上
的CNC及模具加工設備、1500條
SMT線、6萬台的工業機器人及近
十萬以上的傳感器。 





中國大陸人工智慧相關政策與方向(1/2) 

AI政策 政策方向 

2015年7月 

《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 

“互聯網 ++”行動的指導意見》 

 規劃與公布11項重點推廣方案，包含協同製造、綠
色生態、AI等 

 培育發展AI新興產業、推進重點領域智慧產品創新、
提升終端產品智慧化水準 

2016年3月 

《十三五規劃》 

 深入實施《中國製造2025》，提高製造業創新能力
和基礎能力，推進兩化融合 

 將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定位為戰略性產業，培育集
成電路產業體系、AI、智慧硬體、新型顯示、移動
智慧終端、5G等 

2016年8月 

《“互聯網++”人工智慧 

三年行動實施方案》 

 打造AI基礎資源與創新平台 

 推動互聯網與傳統行業融合創新，加快AI在家居、
汽車、無人系統、安全防護、智慧機器人等領域的
推廣應用 

2016年11月 

《“十三五”國家戰略性 

新興產業發展規劃》 

 加速建設「數位中國」，推動物聯網、雲計算和AI

等數在各行業的應用 

 加強大數據、物聯網、AI等技術在數位文化創意生
產領域的應用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 40 



中國大陸人工智慧相關政策與方向(2/2) 

AI政策 政策方向 

2017年7月 

《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 

 確定AI成為國家戰略產業，目標在2030年成為世
界主要AI創新中心 

 提出六項重點任務，包含建構開放協同的AI創新體
系及基礎設施體系 

2017年12月 

《促進新一代人工智慧產業發展
三年行動計畫2018 2020 年）》 

 培育已有較好技術、產業基礎領域之產品，再由
點到面的進一步深入 

 發展智慧感測器、神經網路晶片、開源開放平台
等關鍵環節，強化AI發展軟硬體基礎 

 深化發展AI製造，提升智慧製造關鍵技術裝備創
新能力 

 建構行業訓練資源庫、標準測試及智慧財產權服
務平台、智慧化網路基礎設施、網路安全保障等
公共支撐體系 

2018年 

《關於加快推進虛擬實境產業發
展的指導意見》 

 訂定虛擬實境產業發展目標 

 推動VR+製造，構建工業大資料、工業互聯網和虛
擬實境相結合的智慧服務平台，提升製造業創新
能力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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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政策數量及示例 

北京 

北京市頒布政策23例 
• 《關於促進中關村智慧機器人產業創新發展的若干措施》 
• 《關於共同推進建設人工智慧硬件創業創新平台合作框架建議》 
• 《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人工智慧產業培育行動計畫(2017-2020年)》 
• 《北京市加快科技創新培育人工智慧產業的指導意見》 

上海 

上海市頒布政策44例 
• 《關於促進人工智慧和大數據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 《關於本市推動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的實施意見》 
• 《上海市人工智慧創新發展專項支持實施細則》 
• 《徐匯區關於建設人工智慧產業集聚區實施意見》 

深圳 
廣東省頒布66例，主要集中在深圳市 
• 《關於組織實施2018年”互聯網+”、人工智慧創新發展和數字經濟試點重大工程的通知》 
• 《深圳市科技創新”十三五”規劃》 

廣州 《廣州市加快IAB產業發展五年行動計畫(2018-2022年)》 

杭州 

浙江省頒布44例，主要集中在杭州市 
• 《杭州西城創大走廊規畫》 
• 《杭州市科技創新”十三五”規劃》 
• 《杭州未來科技城(海創區)引進海內外高層次人才、加快高層次人才、加快人工智慧產業發展

的若干政策意見》 

重慶 
重慶市頒布15例 
• 《重慶市以大數據智慧化為引領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行動計畫(2018-2020)》 
• 《渝中區以大數據智慧化為引領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行動計畫實施方案(2018-2020)》 

資料來源:《中國人工智慧發展報告2018》、清華大學、政府官網、德勤研究 

中國大陸各城市人工智慧相關政策數量(2009-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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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開資料、德勤研究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透過相關發展
規劃、激勵政策，通過資金補貼、
人才獎勵、稅收優惠等手段吸引
人工智慧巨頭進駐，也透過建立
產業園區發群聚效應。 

 

目前，中國大陸人工智慧產業園
區總數量超過60家，大部分聚集
在沿海地區，其中廣東省數量最
多，達到7家，其次為上海6家。 

 

中西部也有一部分人工智慧產業
園區，其中以貴州省最多，達到
6家。 

廣東 貴州 

上海 

中國大陸各省市人工智慧產業園區數量 

43 



368 

185 

131 
95 

39 25 16 12 10 9 6 6 5 5 3 1 1 1 1 1 1 1 

北
京 

廣
東 

上
海 

浙
江 

江
蘇 

四
川 

福
建 

湖
北 

天
津 

安
徽 

遼
寧 

山
東 

河
南 

陝
西 

重
慶 

貴
州 

西
藏 

香
港 

廣
西 

湖
南 

黑
龍
江 

山
西 

單位:家數 

中國大陸人工智慧企業分布情況(2017) 

資料來源:億歐智庫、德勤研究、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國大陸人工智慧企業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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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人工智慧企業分布前三位分
別是北京、廣東、上海，占全國比例
約74% 

• 企業融資額也是北京居冠，達550億元
人民幣，其次是上海與深圳，重慶則
擠進前六名 

• 中國大陸信息通信研究院預估至2020
年人工智慧市場規模將達到710億元人
民幣 



行業 應用場景 

汽車 

 智慧生產：自動化與人工智慧結合提高生產線效率和產品質量 

 智慧車載系統：智慧語音助手、人臉識別、疲勞監測、導航、人機介面、車家戶聯、智慧安全等 

 駕駛輔助：在感知層面，利用機器視覺、語音識別感知駕駛環境、理解乘客；在決策層面，利用機器學習深度學 

       習模型建立駕駛決策系統 

 智慧銷售：透過手機APP了解新車功能、詢問車輛相關問題，透過手機攝像頭掃描，了解存疑的控制元件或顯示 

       屏的問題 

 預測性維修：透過接入汽車的插劍和一個附屬手機的APP，蒐集實時發動機和傳感器數據及其他監測信息，通過 

        運行狀態信息和預測模型實現零配件的提前維修更換 

 汽車金融保險：結合人工智慧與大數據，輔助汽車金融、保險企業進行風險決策 

高端裝備
製造 

 智慧生產：協作機器人和自動化生產線改造融合，確保離散行生產過程的效率、安全質量、自我糾錯 

 智慧型設備：自主設計和優化運行狀態、自主評估和優化能耗、評估診斷重要系統設備、自身和環境等數據信息 

        的自動感知等 

 預測性維修：蒐集實時運行數據，通過運行狀態信息和預測模型實現零配件的提前維修更換 

電子 

電器 

 智慧移動設備：語音互動、增強用戶體驗、手機AI芯片 

 智慧家居：圍繞”智慧”、”便捷”、”安全”等屬性。結合智慧家居設備和智慧家居平台 

 可穿戴設備：面向不同群體的人工智慧+多種穿戴形式，如手環、手錶、眼鏡、耳機、衣物等 

航空航天 

 智慧型飛機：自主設計和優化運行狀態、自主評估和優化能耗、評估診斷重要系統設備、自身環境等數據信息的 

        自動感知等 

 空間站機器人：空間站組裝建造、航天器捕獲、輔助太空人出艙活動、維修維護、載荷照料等空間智慧操作 

製藥與 

生命科學 

 縮短藥物研發時間：結合人工智慧、大數據、生物模型分析、基因組學等多種工具的藥物研發平台 

 病理研究：利用人工智慧研究基因、環境等多種因素了解發病機理及每項因素的相對貢獻 

 防治傳染病：將當地醫院所有病例出現的時間和地點包括風向、溫度、濕度、人口密度等大量可變因素結合，分 

        析並預測疫情 

 病人的招募和鑑別：運用機器學習並將病人與正在進行的最適合床實驗進行匹配 

資料來源:公開資料、德勤研究 

中國大陸人工智慧行業應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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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內涵 應用場景 代表企業 挑戰 

計算機視覺 

計算機代替人眼對
目標進行識別、跟
蹤和測量的機器視
覺 

智慧居家、語音視覺交互
AR.VR、電商搜圖購物標籤
分類檢索、美顏特效、智慧
安防、直播監管、視頻平台
營銷、三維分析 

曠視科技、格靈深瞳、
地平線機器人、
Minieye、摩圖科技 

• 產業鏈：主要集中在中下游
的技術提供層和場景應用層 

• 業務：B端同質化，主要集中
在人臉和圖像辨識 

自然語言處理 

理解文本詞彙的涵
義，理解這個詞與
在語句、篇章中所
代表的意思 

搜尋引擎：知識圖譜、深度
問答、推薦引導 

機器翻譯：預料處理、模型
處理、翻譯方法 

出門問問 

• 技術：數據量直接影響語意
理解技術的準確性 

• 應用：新場景開發和技術人
才儲備上存在斷檔 

語音識別 

通過信號處理和識
別技術讓機器自動
識別和理解人類口
書的語言，並轉換
成文本和命令 

智慧電視、智慧車載、電話
呼叫中心、語音助手、智慧
移動終端、智慧家電 

思必馳、雲之聲 

• 技術：降噪、與視覺結合及
方言口音式語音識別在技術
上面面臨的三大挑戰。此外，
語音識別的目的是將語音信
號轉化為文本，而該識別的
準確率並不如指紋、虹膜辨
識 

機器學習 
模擬人腦進行分析
學習的神經網絡 

壓縮技術、安防(視覺)、數
據中心(視覺和語音)、智慧
家居、ADAS攝像頭和軟件、
公共安全 

第四范式、寒武紀科
技、深鑒科技、云天
勵飛 

• 技術：數據標註價格高，移
動設備限制較大 

• 數據：需要基於海量的數據
學習和推斷 

資料來源:公開資料、德勤研究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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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 
MOMENTA  馭勢科技  縱目科技  MINIEYE 

基礎層支持層 技術層 應用層 

硬件 軟件 軟件 硬件 軟件 

雲、數據
和算法 
 

深鑒科技 
CloudMinds 

量子金融 

傳感器 
 

禾賽科技 

鐳神智能 

速騰聚創 

思嵐科技 

芯片 
 

聯發科 

海思 

地平線 

寒武紀 

雲天勵飛 

西井 

嘉楠耘智 

悅和科技 

 

語音識別 
 
科大訊飛   聲智科技   雲之聲   

出門問問   捷通華聲   思必馳 

語意識別和分析 
 
圖靈機器人  出門問問  玻森 

今日頭條     中譯語通  三角獸  

驀然認知     海知智能 

圖像識別    
商湯  Viscovery  竹間  曠視 

品果  北京文安    依圖  圖森 

深醒  閱面科技    圖普  Yi+ 

PERCEPTIN  云從科技 

中科奧森  LINKFACE  布柯思 

中科視拓  FaceThink Faceall 

馬龍科技   碼隆科技 

其他  
   第四范式  中科虹霸 

   勢必可贏  虹識技術 

楚天 

天智航 

暖芯迦 

健康醫療 

銳達醫療 半個醫生 12Sigma  

匯醫慧影 翼展智慧影像  健培 

科大訊飛 雅森科技  推想科技 

無人機 

大疆創新 Yuneec 

Zerotech 

HerCamera 

客服 

小i機器人 

雲問科技 

智齒科技 

個性化推送 

今日頭條 妙計 

商狀元    聽劃 

倉儲物流 

靈西智能 水岩科技 

立鏢機器人 Geek+ 

工業合作 

深之藍  塔網科技 

AUBO 

智能機器人 
UBTECH  科沃斯 

roobo        小魚在家 

Rokid        康立優藍 

甲昊科技 

其他 
 

祈飛 

極限元 

諸葛找房 

金融 

平安科技 同花順 

海鯨金融 天天投 

理財魔方 商湯 

鼎富數據 CreditX 

星橋數據 

營銷 

Appier  掌貝 

教育 

猿題庫        學教育 

小知           作業盒子 

百子尖科技 

綜合性公司         阿里巴巴           騰訊      百度      小米    京東       360   搜狗    獵豹移動     華為 

易 

難 

中國大陸人工智慧產業鏈 

資料來源:德勒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白皮書 



領域 阿里巴巴 騰訊 百度 京東 

智慧健康  

• 碳雲智慧 
• 經泰科技 
• 體素科技 
• 思派網絡 

• 一脈陽光 
• 至真互聯 

 

金融 • 眾安保險 
• 螞蟻金服 

• 眾安保險  
• 泰倉科技 
• 數庫 
• 聚信利 

機器人  • 優必選 
• 雲跡科技 

 • 馬路創新 

汽車 • 小鵬汽車 
• 思必馳 

• 蔚來汽車 
• 四維圖新 

• 蔚來汽車 
• 智行者科技 
• 中科慧眼 

• 蔚來汽車 
• 智行者科技 
• 樂駕科技 

零售  • 掃貨星球 
• 互道信息 

• YI Tunnel 
• 甘來信息 
• 圖靈同諾 

 

安防 

• 商湯科技 
• 曠視科技 
• 中科虹霸 
• 魔點科技 

   

中國大陸科技巨頭人工智慧領域投資(1/2) 

48 資料來源:德勒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白皮書 



領域 阿里巴巴 騰訊 百度 京東 

教育 • 校寶在線 

• 阿凡題 

• 猿題庫 

• 洋蔥數學 

• 作業盒子 

• 智客 

• 作業幫 

 

基礎元件 

• 寒武紀科技 

• 深鑿科技 

• 奧比中光 

• 耐能 

• 中天徽 

 • 禾賽科技 

• 聲智科技 
 

智慧家居 • 微鯨科技 • 微鯨科技 

• 渡鴉科技 

• 小魚在線 

• 古北電子 

• 古北電子 

• 聚熵智慧 

• 叮咚音箱 

工業製造   • 阿丘科技  

企業服務 
• 小i機器人 

• Video++ 

• 明略數據 

• 永洪科技 
• 個推 • 合合信息 

教育 • 校寶在線 

• 阿凡題 

• 猿題庫 

• 洋蔥數學 

• 作業盒子 

• 智客 

• 作業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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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科技巨頭人工智慧領域投資(2/2) 

資料來源:德勒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白皮書 



案例1:智慧製造 X 互聯網 X 人工智慧 

阿里雲 

• 阿里雲為阿里巴巴旗下，2009創立的雲端運算服務科技公司，總部位於杭州 

• 2017年阿里雲總裁胡曉明在廣東雲棲大會上宣布設立阿里雲廣東研發中心 

• 2018年阿里雲於廣東設立飛龍工業網際網路平台，幫助廣東打造新能源、電器
裝備等八大工業網際網路產業群，範圍涵蓋粵港澳大灣區 

廣東 

廣東為中國大陸製造業大省，產業規模
全球第五。飛龍工業網際網路平台基於
領先的雲計算、工業互聯網、人工智慧
等技術，與華為、騰訊、廣東聯通等10

家企業，一同協助廣東超過一萬家以上
的製造業，打通製造業企業的訊息系
統，構建雲端工業大數據平台。 

50 



案例2:智慧製造 X 人工智慧 

北京智行者科技有限公司 

• 2015年5月成立，主要發展無人駕駛汽車領域，為中國大陸首批將無人駕駛技
術及產品實現商業化的企業 

• 為實踐北京市建設智慧校園，智行者科技推出無人駕駛清掃車「蝸小白」及無
人駕駛物流車「蝸必達」參與北京清華大學「5G+智慧校園」建設工程 

51 

結合汽車、人工智慧、電子、互聯
網、智能製造等各領域人才所組成的
開發團隊，智行者科技公司主要聚焦
於智能汽車產業鏈中的決策控制算法
開發，透過人工智能方案的擬人化控
制，實現半駕駛及無人駕駛的人工智
能產物。 





中國大陸機器人市場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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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機器人市場銷售額及年增率 

2019年中國大陸機器人市場
規模以工業機器人57.3億美
元主導，占比超過66%，其
次服務機器人22億美元、特
種機器人7.5億美元。 

2019年，全球機器人市場規模將達294.1億美元，
其中工業機器人為159.2億美元、服務機器人94.6

億美元、特種機器人40.3億美元，2014年至2019

年平均成長12.3%。 

53 資料來源: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報告(2019) 

工業機器人 

66% 

服務機器人 

25% 

特種機器人 

9% 



中國大陸機器人產業集聚區發展特色 

主要城市：上海、昆山、無錫、常熟、徐州、南
京。2018年營收高達124億元人民幣，具有15座
各類規模的機器人產業園區，研發及生產企業為
主、專利申請數最高。 

規模效益 

結構水平 

創新能力 聚集情況 

發展情況 

主要城市：深圳、廣州、佛山、東莞。2018 年營收高
達 108.5 億元，其中深圳達67億元。 
製造業企業分佈較為集中，包括電子製造、食品包裝、
陶瓷生產等勞動密集型產業 

規模效益 

結構水平 

創新能力 聚集情況 

發展情況 

長三角地區 

珠三角地區 

龍頭園區/產業: 
上海教科松江科創園 
昆山高新區機器人產業園 

龍頭園區/產業: 
中國(廣東)機器人集成
創新中心 

54 資料來源: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報告(2018) 



主要城市：洛陽、蕪湖、武漢、長沙。2018 年營收為
62億元人民幣，與其他地區相比仍處於起步階段，高
端產品較少、也依賴外國進口核心技術。目前依賴政
府更大的資金投入與配套措施支持 

主要城市：西安、成都、重慶。2017 年營收為44.2 億
人民幣，居於全國排名末端，產業布局較為分散，大部
分企業以組裝和加工為主，整體落後 

中部地區 

西部地區 

龍頭園區/產業: 
洛陽機器人智慧裝備產業園 
蕪湖機器人產業園/埃夫特智
慧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龍頭園區/產業: 
重慶兩江新區機器人產業園 
重慶永川鳳凰湖產業園 

規模效益 

結構水平 

創新能力 聚集情況 

發展情況 

規模效益 

結構水平 

創新能力 聚集情況 

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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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機器人產業集聚區發展特色 

資料來源: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報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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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智慧製造 X 機器人 

新松機器人 

• 成立於2000年，隸屬中國科學院，本部位於瀋陽，在上海設有國際總部，在瀋陽、
上海、杭州、青島、天津、無錫建有產業園區，為中國大陸2018年50大機器人企業
第一位。5000多名員工中，研發團隊達4000餘人。 

• 產品累計出口3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全球3000餘家國際企業提供產業升級服務。 

2019年6月協助長飛公司完成
光纖行業首個智慧製造工廠 

2019年1月與中船工業旗下
廣船國際、中船黃埔合作開
發焊接機器人，協助船舶行
業達成智慧製造。 

2019年3月，
新松開發智
慧修井裝備，
降低人力需
求、勞動強
度、井口高
風險區域作
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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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智慧製造 X 機器人 

埃夫特智能裝備 

• 2007年8月成立，位於安徽蕪湖。主要從事提供工業機器人產品以及跨行業智慧製造
解決方案。是中國大陸工業機器人領導企業之一，擁有19家子公司。 

• 自2015年起陸續收購義大利多家企業，產業涵蓋塗裝企業CMA、金屬加工企業
EVOLUT、運動控制零件Robox、以及汽車裝備商W.F.C ，並在義大利及美國成立研
發中心。 

2016年埃夫特與義大
利EVOLUT合作成立
子公司埃華路，至今
為止已成功交付近
200例機器人集成項
目，市場擴及全世界。
2019年1月將埃華路
柔性機器人打磨生產
線出口印度。 

2018年埃夫特收購
品牌W.F.C獲得通
用汽車、大眾汽車
的焊裝生產線項目，
達7千萬歐元，以上
兩個項目自動化率
皆高於90%，預計
集成機器人數量將
超過400台。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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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貿易戰  
     對中國大陸科技產業之影響  



美、「中」貿易戰雙方談判歷程(1/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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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拒絕承認中國大陸「市場經濟
地位」 

2017年12月 

美國發布301調查報告，川普簽署
「中國經濟侵略備忘錄」 

2018年3月 

川普政府宣布對500億中國進口商品課
徵10%關稅，並對大豆、汽車等106美
國商品加徵25%關稅 

2018年4月 

7/6、8/23、9/24，美國對中國三份關
稅清單逐一生效 

2018年7-9月 

美國在G20高峰會上同意暫緩對2,000
億美元產品的關稅稅率提高至25% 

2018年12月 

雙方發表《中美貿易磋商聯合聲明》同
意採取有效措施減少貿易逆差 

2018年5月19日 

05/03-04，第一輪貿易談判
05/16-17，第二輪貿易談判 
但皆無實質進展。 

08/22-23，第三輪貿易談判 
無實質進展，雙方溝通中斷。 

2017年08月18日美國對中國
大陸啟動特別301調查 

• 中國大陸限制外資持股比例、
強迫美商技術轉移 

• 非市場價格要求美商技術授權 
• 政策性支持陸企在美投資以獲

取尖端技術 
• 網路竊取美商營業秘密 

調查結果 



 
 
 

 
 
 

美、「中」貿易戰雙方談判歷程(2/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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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日 

中國大陸發表《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
白皮書，將談判破裂則責任全數歸咎美方。否
認智慧財產權偷竊與技術轉讓等議題，並開展
其他報復手段。 

川普總統宣布美「中」貿易談判具實質進展，
將延長原定為3月1日的關稅休戰期限。 2019年2月 

2019年5月10日 

01/07-09，第四輪貿易談判重啟 
具體涉及農產品、能源、製造業與市
場開放等議題 

01/30-31，第五輪貿易談判 
具體涉及智慧財產權偷竊、強制技術
轉讓、政府補貼、市場開放等方面 

02/14-15，第六輪貿易談判 
貿易協議草案初步成形 

02/22-24，第七輪貿易談判 
談判密集，除前述議題更提及農業、
服務業、貨幣與其他結構性議題 

03/28-29，第八輪貿易談判 
談論執行機制的落實 

04/03-05，第九輪貿易談判 
雙方已取得新進展，協議接近完成 

川普總統宣布將2,000億美元產品關稅稅率
提高至25%，談判中斷。 

04/30-05/01，第十輪貿易談判 
按照既定安排談判檢證機制 

05/10-11，第十一輪貿易談判 
雙方談判中斷 

2019年5月13日 
中國大陸宣布針對600億美元產品課徵5%-
25%關稅報復。 

美國不滿中國大陸對於美國農產品的購買進
程，川普總統宣布自09/01起，對其餘3,000
億美元中國大陸輸美商品再加徵10%的關稅。 

2019年7月31日 

第十二輪貿易談判。雙方會談「坦承」及
「高效」，並有建設性地深入交流，討論農
產品採購事宜，將於2019年9月舉行下一輪
貿易談判。 

2019年9月1日 

2019年9月1日 
對其餘3,000億美元中國大陸輸美商品加徵
15%的關稅，10月初舉行下一輪談判 



 
 

2019年10月底 中國方面希望再舉行一輪貿易談判 

 
 

2019年11月 雙方希望於今年11月的APEC峰會上與習近
平見面，並簽署正式貿易協議 

 
 

 
 
 

美、「中」貿易戰雙方談判歷程(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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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2日 
10/10-12，第十三輪貿易談判重啟 
雙方達成部分貿易協議 

雙方終於取得一部分共識，達成第一階段貿
易協議，但成果仍相當有限，未來談判將持
續進行。初步協議包含以下五點。 

1. 貨幣政策和匯率問題更加透明 

2. 金融領域擴大開放 

3. 知識產權、技術轉讓問題得到進一步保障 

4. 中國大陸同意購買400-500億美元農產品 

5. 接下來五周落實協議 

2019年10月15日 

川普曾在中國十一國慶前宣稱，若談判本次失敗，則會再將
2,5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從 25% 上調至 30%。
如今此計畫取消。 

川普取消更進一步增加關稅的決定 

12 月 15 日，美國仍保留對第四份清單中 1,560 億美元
中國商品加徵 15% 關稅的計畫。 

第一階段協議所遺留的問題： 

1. 並沒有協議文本 

2. 中國答應購買的農產品金額不一
定真能落實 

3. 執行與監督機制仍然沒有共識 

Next：接下來5周的時間美中雙方持
續落實協議內容。 

1. 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 

2. 川普彈劾案與民主黨總統參選人
拜登的烏克蘭醜聞 

3.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緩 

4. ＮＢＡ等社會事件影響 

可能影響貿易戰的其他因素： 



美、「中」貿易戰關稅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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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宣布美「中」貿易談判具實
質進展，將延長原定為3月1日的關稅
休戰期限。 

2019年2月 340億美元商品 
關稅25% 

160億美元商品 
關稅25% 

2,000億美元商品 
提高至25% 

3250億美元商品課
徵關稅10% 
(2019年09月01日
實施) 

清單一 清單二 清單三 其他所有商品 

清單一 清單二 清單三 

美方 
措施 

鍋爐、機械器具、電機、
汽車、飛機、船舶、醫
療儀器設備和零件等
818種產品。 

潤滑油/製劑、化學品、
石化材料、鋼鐵製品、機
械、電子電機等279項產
品。 

農漁畜、加工食品、化學品、汽車零件、
塑橡膠、紡織品、機械、電子及其零件、
光學儀器及其零件、運輸設備等5,745項
產品。 

中方 
措施 

大豆、農產品、汽車、
水產品242種產品課徵
25%關稅。 

礦物燃料、銅以及鋁廢碎
料、運輸設備等333種產
品加徵25%關稅。 

飛機、電腦、紡織品、化學品、爐具、
紙類、肉品、小麥、葡萄酒等5,207項產
品，600億美元加徵10%關稅。 

相應關稅清單內容 

關稅 
清單 



14項新興科技 

1.生物科技 6.資料分析 11.腦機介面 

2.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 7.量子資訊及感應技術 12.極音速 

3.定位導航授時技術（PNT） 8.物流技術 13.先進材料 

4.微處理器 9.積層製造 14.先進監控技術 

5.先進運算 10.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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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科技管制措施 

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IS）提出14項可能在未來實施出口管制的新興
科技，包括人工智慧、資料分析及機器人等創新領域，並開放1個月公開
諮詢期讓各界人士提供意見 

通過「2019年國防授權法(NDAA 2019)」，要求美國政府機構禁止使用
涉及華為提供之通訊設備及服務，自2019/8/13起生效 

川普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發布「保護資訊科技與服務供應鏈」行政命
令，封鎖華為、中興公司進入美國市場，並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 

2019年5月15日 

美國司法部以涉嫌違反「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美國對伊朗的貿易制
裁)」及金融詐欺起訴華為美國公司及其副董、首席財務長(CFO)孟晚舟  

2018年11月19日 

2018年8月13日 

2019年1月28日 

1. 美國四大電信運營商Verizon、AT＆T、T-Mobile、Sprint不在5G的任何部分使用華為設備 
2. 14項科技出口管制措施即將落實，並限制企業聘僱外國工程師和科學家在相關領域工作 
3. 五年內將使560億美元出口和7.4萬個就業機會面臨風險 



中科曙光 

美國制裁實體清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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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務部公布科技黑名單，禁止購買美國的關鍵設備和零組件。 
2019年6月22日 

成都海光集成電路 

成都海光微電子技術 

無錫江南計算技術研究所 

天津海光先進技術投資有限公司 

5家中國大陸科技機構 

中科院旗下的公司 

設計晶片的關聯企業 

研 究 單 位 

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第
56研究所，其使命是支持「中
國的軍事現代化」。 

結合大陸科技部、資訊產業部，以國家「863」
計畫重大科研成果為基礎組建的高新技術企業。
將中科院成果轉化，政產學研一體化發展。 

這些單位是中國大陸研發超級電腦的一環，與軍事用途有關或
與中國大陸軍方合作。 

 這些企業正在參與開發超
級計算機的軍事應用軟體 

 是核武器研發、飛彈防禦
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國制裁實體清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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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務部進一步擴大科技黑名單，新增28個對象。 
2019年10月7日 

海康威視 

曠視科技 

商湯科技 

新增對象包含： 
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公安廳 

2. 該公安廳19個下屬縣市公安局 

3. 8家商業公司 

浙江大華 

深圳科大訊飛 

廈門美亞柏科 

深圳頤信科技 

依圖科技 

 這些企業被認為涉及人道主義問題，商務部以避免美國高科技技術被中國用以鎮壓新
疆、西藏等等少數民族為由禁止出售。 

 本次實體清單對象所採用的技術，將包括英偉達、英特爾和高通等美國企業所製造的
高效能電腦晶片，這些被視為是打造和操作許多AI系統的關鍵技術。 

以海康威視為例: 

總部位於杭州，銷售攝影機、錄影機和相關監控
設備，協助中國政府「天眼」系統，在新疆部署
臉部辨識攝影機，監控穆斯林等少數民族。 



台灣供應
鏈影響 

美國科技管制對全球供應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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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出口管理條例 

「美國最低含量標準」規定，只要企業產品中含有美國元件超
過25％，不得與實體名單企業往來且海外適用，違反將受到美
國制裁 

全球市場
衝擊 晶片龍頭之一的博通失去華為客戶後，損失約9億美元，6月發

布季報下修全年營收財測，從245億美元改為225億美元 

3D感測供應商Lumentum 也下修會計年度第 4 季財測，營收由 
4.05-4.25 億美元，下修至 3.75-3.90 億美元，調降幅度 7-8% 

英特爾、英飛
凌、瑞薩、德
儀等下修財務
預測 

華為2018年手機出貨量為2.06億台，全球第二 

華為內部估計2019年海外手機出貨量恐將面臨40%至60%下滑 

華為手機 
出貨驟降 

南亞科、大立光、台積電是國內上市公司當中華為佔總營收比重最高的
前三大企業，美國對華為的管制將影響直接供應商的營運，此外，美商
Lumentum也宣布停止供貨給華為，此也將影響主要台灣代工廠穩懋 



ARM 是英國的晶片設計廠，掌握全球約 90% 的晶片設計業
務。本身不製造，也不販售晶片，而是銷售技術授權。 

ARM 暫停華為授權，將帶給華為根本性的衝擊，使其難以跟上
處理器演進 

美國科技管制對華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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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在智慧型手機、伺服器等產品將面臨訂單流失，而其他競爭者
如三星、小米、ViVo、Oppo、聯想、惠普等可望受惠。 摩根大通 

Nokia、Ericsson、三星將受惠於基礎建設的訂單轉移；智慧型手機
部分，三星陣營的供應鏈獲益可能大於蘋果。 瑞士信貸 

衝擊華為訂單轉移，供應商斷貨 

與華為在涉及需轉換軟、硬體和技術服務等業務上終止合作。 

華為新一代手機只能使用公開版本的Android系統，無法再使用
Google Play、Gmail、 YouTube、Google Drive與Chrome等
Google專有的應用程式和服務。 

目前google對華為往來「臨時許可證」效期僅到今年8月19日 

Google 

市場分析 

華為 
供應商 
相應舉措 

ARM 

英特爾 (INTC-US)、高通 (QCOM-US)、賽靈思 (XLNX-US) 和博通 (AVGO-US) 等
晶片製造商皆已向員工表明將不再向華為供貨，直到另行通知為止。 



2018年12月，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發現「千人計畫」活動疑似竊取美國科學研究資料，交給中
國大陸科學家或政府機構發表或將其商業化，NIH據此向全美超過1萬所大學和科研機構致函，要求各機
構調查旗下的外國科學家是否違反相關智慧財產權規範。 

2017年開始，美國聯邦調查局開始關注「千人計畫」，認為該計畫與中共軍方有關，目的
是吸引在美國受教育和美國的科技人才，是中國最終趕上美國軍事和商業技術的主要部
分，通過合法及非法的手段，將美國技術、知識產權和知識轉移到中國。 

美國阻止中國大陸的「千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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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出台「千人計畫」，規劃5至10年時間，針對高科技、國家重點計畫領域引進海外人才、外國
專家赴中國大陸發展。至2019年已逾6千人參與計畫。 

2008年12月 

2018年10月，FBI於比利時誘捕中國大陸國家安全部高官徐燕軍，被控企圖竊取美國航太公司的商業機
密。同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暫停訪問學者計畫。 

2018年12月1日，美籍華裔科學家、史丹福大學教授張首晟跳樓身亡。根據11月20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
室更新的《301調查報告》中，曾點名張首晟2013年參與創立並任董事長的丹華資本等基金，「涉嫌幫
助中國大陸獲取美國技術」。 

2019年4月，安德森癌症中心開除3名原本獲終身聘用的華裔科學家；5月22日，中國籍終身教授李曉江
位於埃默里大學的實驗室遭到關閉，並遣返多名中國籍學生； 

2019年9月16日，美國逮捕負責中共「千人計畫」的官員柳忠三，並指控其涉嫌協助大陸人取得美國簽證，
讓簽證持有人到美國學術或研究機構遊說和聘請人才為中國政府工作，轉移科研技術機密到中國大陸。 

同日，美籍華裔夫婦周宇和陳莉被控從俄亥俄州州哥倫布市全國兒童醫院的研究機構竊取科學商業秘密。 

伴隨著美中貿易戰的升溫，美國從政府至各大學術機構開始加強力道
阻擋中國籍學者、留學生在美求學、研究、就業的空間 



外商撤離對中國大陸高科技發展造成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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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國商會發布的最新的會員調查顯示，在中國大陸運營的美國企業對自己的
盈利和未來五年投資展望看法抱持悲觀態度，為2015年來首次 

2019年9月11日 

惠普已將2019年的筆電產量預測降至1000萬
台以下，大約是兩年前產量的一半。並考慮逐
步在泰國或台灣建立新的供應鏈，將中國大陸
以外的產量提高20％至30％。 

微軟、谷歌、亞馬遜、Sony和任天堂也在考慮將部分
遊戲機和智慧揚聲器製造撤出中國。知情人士表示，
其他大型PC製造商如聯想集團、宏基、華碩電腦，也
在評估遷移計劃。 

數據中心伺服器製造商廣達、富士康和英業達
都已將部分產品從中國大陸轉移到台灣、墨西
哥和捷克，以避免額外關稅的威脅與風險。 

夏普子公司Dynabook考慮將目前在中國大陸杭州市的
部份筆電生產線從中國大陸轉移到越南新建的工廠，
或台灣母公司鴻海的工廠。 

理光（Ricoh）7月底將外銷美國的多功能印表
機從中國大陸轉移到泰國 

蘋果公司已經通知主要供應商，應將15％至30％的
iPhone產品轉移到中國大陸以外地區。9月24日宣布
Mac Pro部分零件的進口關稅，已獲得白宮關稅豁免，
將會把生產線從中國大陸轉移至美國德州 

服裝和消費品公司Xcel Brands計劃在2020年完
全離開中國大陸市場。 

戴爾科技（Dell Technologies）也正計劃將其30%的
產業鏈移出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科技發展與智慧製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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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衝突持續下，美國2018年秋季開始針對不同面相採取「美中經濟脫鉤政策」 

通信基礎建設 美國通信基礎建設中排除中國大陸企業 

企業投資併購 限制中國大陸對美企投資以及美國企業對中企出售 

技術研究人員往來 美國限制中國大陸學生及研究人員赴美簽證 

金融產業 

對中國大陸出口至美國商品課徵關稅 貨品貿易 

將人民幣資產納入美國公司投資基準、限制美國政府退休基金 

投資中國大陸股票市場 

軍用產品 產品若有軍用及民用的雙重用途，將限制這些產品的中國大陸
製造商取得重要元件 

高科技合作 美國以維護國家安全及人權為由，提列科技黑名單，禁止特定
中國大陸企業購買美國產品 

為降低對美依賴，中國大陸欲持續透過「中國製造2025」等政府計畫協助企業自力更生， 
未來也有可能公布針對美國企業的「不可靠實體清單」 



美中經濟脫鉤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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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必須調整產業供應鏈 

2019年中國大陸商業報告 

1. 中國大陸市場准入障礙仍是不少外資企業在華發展的主要絆腳石，超過25%的受訪企
業計畫將原在華投資轉至海外。22.5%製造業表示將減少在華投資 

2. 2019年有47%企業計畫增加對華投資，相較於2018年減少14.6% 

3. 未來對華投資保持樂觀的企業占比為61.4%，比2018年減少19% 

美國將華為列入制裁名單，影響美國供應商收益 

1. 根據華為2018年公告的供應商名單，92個核心供應商中有33家為美國公司、25家
來自中國大陸、10家來自台灣等，以美國公司占比最高 

2. 美國供應商包含英特爾、高通、博通、美光、偉創力等大型公司，其中也包含美國
中小企業新飛通光電(NeoPhotonics)，其47%營收業務來自華為 

「中國製造2025 」政策支持下，持續強化高科技產發展 

1. 華為設計專有操作系統「鴻蒙OS」，作為取代安卓系統的備用品 

2. 華為5G技術獲得多項專利，依然領先全球 

3. 中國大陸積極且廣泛運用人工智能，自動駕駛、人臉辨識、無人機等，打破西方國
家保護隱私權的限制 

4. 中國大陸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多的數據資料來強化人工智能系統 



譚瑾瑜 
現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研究員兼所長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大陸事務委員會委員 
經濟部經新聞名家論專欄作家 
中央廣播電臺兩岸ING電訪專家 
 
學歷  中央大學經濟學博士 
 
重要經歷 
台灣經濟研究院新興市場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主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 
中時報系特聘主筆、中時電子報名家視評評論員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技經濟組研究員 
經濟部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暨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會助理研究員 
中華臺北亞太經濟合作（APEC）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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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pptrade.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