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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017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政产学研用资各方的积极

参与、协同推进下，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步入快车道。

n经过三年起步期发展，产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基础设施加速推进、融合应

用走深向实，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带动效应显著增强，

形成战略引领、规划指导、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产业推进良性互动的局面。

n基本实现《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和《工

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确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有力支撑

网络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

（一）工业互联网发展总体评价



（二）融合应用走深向实

1、融合应用潜力逐步释放，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不断加强

应用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大中小企业各具特色，不同规模企业间融通发展不断深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作水
平快速提升。根据本次评估，大型企业的融合应用普及率为86.1%，中型企业的融合应用普及率为68.7%，小
微企业的融合应用普及率为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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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不同规模企业融合应用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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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0%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大企业数字化基础较好、应用新模式效益明显，普及率高；中小企业基础较弱、投入成本高，普及率较低。

已应用 未应用注：融合应用普及率指企业运用了至少一种融合应用新模式



2.应用模式创新持续活跃，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我国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持续活跃，各类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加速落地，工业互
联网+信贷/保险/租赁”等特色应用模式加速成型，形成驱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全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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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调查企业应用新模式占比

参与评估的企业中应用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化
延伸、规模化定制四种新模式的占比分别为33.2%、
26.8%、14.4%、8.7%。此外，其他应用模式也越来越多
地被采用。

“5G+工业互联网” 典型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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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由巡检、监控等外围环节
向生产控制、质量检测等生产内部环节延伸。



（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

企业外网建设持续加码，网络服务质量明显提升，高质量外网已覆盖全国374个地级行政区（或直辖市的下辖

区），覆盖率达89.7%。

企业内网改造加快部署，部分制造企业积极探索，“5G+工业互联网”成为改造新路径，已建在建项目超8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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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外网网络接入带宽平均达91Mbps，东、中、西部地区网
络接入带宽差距不大，东部地区略微领先。

高质量外网接入企业数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网络基础与工
业基础较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单位：Mbps

2019年高质量外网网络平均接入带宽 2019年高质量外网接入企业数

1、网络建设与改造成效显著，支撑能力持续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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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识解析体系初步建立，应用规模快速增长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实现从0到1的突破，以国家顶级节点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成效初显，“东

西南北中”一体化格局初步形成。已上线运营60个二级节点，覆盖21省26个重点行业，接入企业节点超3000个

，标识注册量突破54亿。

东部地区标识解析二级节点、企业节点建设领先全国

政府支持力度较大
工业企业需求广泛

二级节点区域分布 企业节点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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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应用全面展开，探索出多种特色应用模式

• 探索标识应用模式：产品追溯、供应链管理、产品全生

命周期管理等

• 覆盖船舶、机械、材料、食品等26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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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台体系快速壮大，赋能能力不断增强

具有一定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平台超70个，跨行业跨领域平台、垂直行业、专业领域、企业平台各具特点、优势

互补，多层级平台体系初步形成。十大双跨平台平均连接设备数量达到80万套，平均工业APP数量超过3500个。

平台体系

形成通用技术、企业级、行业级、领域级、双跨五大类平台，未来有
望形成数据互通、功能互调、服务互认的平台体系

18%

82%

工业设备 消费终端设备

平台接入工业设备空间广阔

平台接入设备数量占比 平台接入设备价值占比

平台连接工业设备数量占比不到20%，价值占比高达93%



（四）产业支撑持续壮大

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产业生态加速完善，呈现优势壮大、新兴领跑、短板追赶的差异化发展态势
——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与产业发展稳中有进、逐级突破
——解决方案供给能力不断提升：面向不同行业和特定场景的性能良好、部署简捷、成本较低的解决方案产品和
服务不断涌现并加快成熟

工业互
联网核
心产业

29.2%
2017-2019年，从1490亿元增加到2486亿元

工业互联网平台与
工业软件产业 30.7%

2017-2019年，从381亿元增加到651亿元

工业互联网网络产业

42.3%
2017-2019年，从13.4亿元增
加到27.2亿元

工业互联网
安全产业 17.8%

2017-2019年，从829亿元增
加到1152亿元

工业互联自
动化产业 26.0%

2017-2019年，从658亿元增加到
1045亿元

工业数字化装
备产业



（五）工业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快速显现

• 带动试点企业智能化、生产效

率水平显著提高

• 世界经济论坛评选44家“世界

灯塔工厂”，中国占1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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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企业数字化及生产效率提升状况
——促进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n 驱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助力企业提质降本增效

• 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保持快速

增长

• 工业互联网对国民经济各行业

的带动作用初步显现，2019年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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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及增速 工业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扩大有效投资，深挖国内
需求潜力



（六）正视问题，找准工业互联网发展面临的痛点和难点

产业支撑能力仍有不足

• 网络技术产业与基础改造有

待强化：多数企业反映设备接

口和通讯协议不统一，影响设

备互联互通

• 平台供给能力弱与应用扩展

南的问题并存：平台间集成融

合程度不够，建设落地容易先

陷入“项目制”

• 企业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仍

需进一步强化

融合应用基础亟待夯实

• “不想用”：主观能动性不足

• “不能用”：“企业内生产设

备联网率”为48.8%，“标准

化数据协议普及率” 为65.9% ，

即便是领先企业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

• “不会用”：43.8%企业表示

不了解相关技术

• “不敢用”：74.4%的企业表

示“资金投入过大，回报周期

长”

发展不均衡问题普遍存在

• 区域发展不均衡：东强西弱、

海强边弱、南北分化。东部地

区解决方案供应商占比近八成

• 不同规模企业发展不均衡：应

用企业大中小企业占比分别为

48.8%、42.5%和8.8%

• 不同行业间也存在一定的发

展不平衡：流程行业优于离散

行业，离散行业呈现两头分化

资源要素保障能力不强

• 资金保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

升：存在资金缺口的企业，

55.7%为解决方案共提供商，

44.3%为应用企业

• 人才队伍建设水平需进一步

加强：安全从业人数仅占总从

业人数的2.8%

• 数据要素资源市场仍在加快

探索：仅头部企业对数据开放

共享较为积极



（七）务实推进，构筑我国在新变革中的新优势

• 持续推进网络体系建设
• 不断完善标识解析体系
• 打造多层次平台发展体系
• 持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加强统筹，深入规划，
完善新型基础设施

• 加快核心技术标准研制
• 着力推动高端领域发展

强化优势，补齐短板，
增强产业供给能力

•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 加强要素资源保障
• 优化创新发展环境

健全制度，优化环境，
确保产业健康发展

• 拓展国际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 持续优化开放发展国际布局
• 不断提升开放合作服务能力

深化开放，拓展合作，
构建全新发展格局

• 开展融合应用模式探索与推广
• 鼓励、支持供给和应用企业对接
• 积极培育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
• 定期组织试点示范项目评选 

加强引导，释放需求，
助力产业规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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