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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4 年，全球物联网及传感器产业保持活跃态势，产业规模与

市场空间不断扩大，产业化应用逐步深入，技术创新与结盟发展趋势

明显，尤其在国际巨头的引领下，新产品、新应用层出不穷。我国物

联网及传感器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形势、新情况，产业集聚发展

效应凸显，众多产业发展平台初步形成，随着应用的落地与可挖掘数

据的逐渐积累，物联网产业的价值开始显现，在信息技术企业引领下，

创新型企业、产品不断涌现，金融资本竞相追逐。同时，产业链分散、

标准不统一、趋同化竞争以及技术发展的不均衡等问题也越来越突

出。 

在此形势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编写了《物联网及传

感器产业发展白皮书（2015 版）》，全面梳理全球和我国的物联网及

传感器产业发展的近况，对我国 2014年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创新进展、

应用推广、企业发展、产业投融资、政策环境及相应特点进行了详细

阐述和归纳总结。在提出当前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 2015 年的产

业发展进行展望，并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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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物联网及传感器产业发展状况 

（一）产业规模 

1．物联网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联网设备高速增长 

当前，物联网产业的界限仍不统一，导致各方面对其理解存在不

同。但综合来看，整体发展态势十分明朗。 

IC Insights数据显示，2014 年具备连网及感测系统功能的物联

网整体产值约 4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到 2018 年规模可望达到

1036亿美元，2013年至 2018 年复合成长率也将达 21%。 

图1 2013-2018年物联网市场规模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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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C Insights，2014.12 

Gartner研究显示，2014年全球联网设备有 37.5 亿台，比 2013

年增加 24%，预计到 2020 年时，物联网安装基数将达到 250 亿，同

时增加收入将达到 3000 亿美元。Radiant Insights 则更为乐观的表

示，连接到网络的设备数量在 2014 年达到 90 亿台，并有望在 2020

年时快速飙升至超过 1 千亿台。 

 



 

2 

图2 2013-2020年物联网联网设备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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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Gartner，2014.11 

2．传感器市场规模稳步提升，产品需求大幅增加 

物联网的大力推进和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使传感器产品需求大

幅增加，并且重心逐渐转向技术含量较高的 MEMS传感器领域。 

IC Insights 数据显示，MEMS 传感器市场规模在 2014 年可达到

80 亿美元，增速达 13.8%，与 2012 年-1.13%，2013 年 0.14%的增速

相比大幅提升。 

图3 2008-2018年基于MEMS技术的传感器/执行器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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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C Insights，赛迪智库整理，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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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2-2019年全球MEMS传感器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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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Yole Developpement，2014.4 

Yole Developpement 数据显示，全球 MEMS 传感器产品需求近年

增势迅猛，2014 年 MEMS 传感器市场规模超过 130 亿美元，平均以

12%-13%的增长率增长，2019 年预计将达到 240亿美元。 

（二）产业结构 

按照应用市场，物联网产业可划分为智能工业、智能农业、智能

物流、智能环保、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医疗、智能安防、特种

装备、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但由于界限模糊，对各细分领域统计

较为困难。 

由于传感器是物联网的重要基础，传感器的应用市场最终将与物

联网应用趋同，故本白皮书参考传感器产品的应用市场结构进行分

析。 

2014年，消费类应用依旧是 MEMS传感器市场的主要推动力。Yole 

Developpement 数据显示，占比最大的消费类应用规模达到 59 亿美

元，占传感器产品市场的 45%，到 2019 年预计将超过 100 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约 11.2%。而成长最快的医疗服务市场，将从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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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4.5亿美元增长至 2019年的 72亿美元左右，年复合增长率近 30%。 

图5 2014年全球MEMS传感器应用市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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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Yole Developpement，2014.4 

（三）区域分布 

全球物联网产业发展的集聚态势明显。物联网产业的技术与应用

主要集中分布在美国、欧盟、韩国、日本、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此外，

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物联网产业也已具备一定的

发展基础。 

1．美国 

美国依托其技术优势，率先开展了物联网及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应

用。无论是基础设施、技术水平还是产业链架构发展程度，美国都领

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先进的硬件设计制造技术，已经趋于完善的通信

互联网络均为其物联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目前美国已经开始

在工业、农业、军事、医疗、环境监测、建筑、空间和海洋探索等领

域开展物联网应用积累。 

2．欧盟 

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体，在技术研发、指标制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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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领域、管理监控、未来目标等方面陆续出台了较为全面的报告文件，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物联网政策体系。同时，欧盟在技术研究上还设立

了专门的基金促进欧盟内部的协同合作。尤其在智能交通应用方面，

欧盟依托其车企的传统优势，通过联盟协作在车联网的研究应用中遥

遥领先。 

3．韩国 

韩国十分重视物联网产业化发展，不断加大其在物联网核心技术

以及微机电系统（MEMS）传感器芯片、宽带传感设备的研发。目前韩

国物联网产业主要集中在首尔、京畿道和大田地区，其中首尔集中了

全国 60%以上的物联网企业，其主要代表企业有三星、LG、SKT、CEYON、

ATID、KIC Systems等。韩国物联网的优势在于其消费类智能终端、

RFID、NFC 产品与相应的领先技术解决方案。据估算，2014 年韩国物

联网微机电系统传感器的总产值约达 830 亿韩元。 

4．日本 

从日本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最热门的业务是自动贩卖

机、交通运输管理、监控及电子钱包业务。东京和大阪是日本物联网

产业主要聚集区。日本物联网产业的主要企业有大型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富士通、日立、NEC 等，除此之外，还有 TDK、瑞萨等元器件企业，

佳能等整机企业，Toray、Nikko、Marubeni等 RFID 企业。2014年日

本物联网产值为 9.36 兆日圆（约 798 亿美元）。 

（四）主要特点 

1．市场空间不断拓展，产业化应用逐步深入 

受各国新兴经济战略的推动，全球物联网发展呈现加速态势，其

产业化应用对行业和市场的冲击和影响越来越明显。从产业链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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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硬件、软件企业和系统集成商不断增多，下游开展物联网应用的

企业已遍及各行各业，极大地拓宽了市场空间。从应用看，智能物流、

智能交通、智能电网、安防监控、智能卡系统等应用领域逐渐成熟，

尤其是公共服务市场的应用开始显现。 

2．技术创新持续活跃，结盟发展成为趋势 

面对物联网产业带来的新兴市场，各国的信息技术企业不断深化

技术研究。随着物联网研究和创新的持续活跃，物联网的标准化进程

也在不断加速。物联网体系架构因对推动物联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而备受关注。当前，互补共存的多种短距离通信技术，跨异构传

输机制的网络层和应用层协议研发、自动识别处理和共享的语义技术

及其在重点行业领域的特殊需求受到普遍重视。大企业为抢占市场，

纷纷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结成联盟，通过共同制定标准增强竞争力，

把握市场话语权，保证其领先地位。 

3．国际巨头引领增长，企业规模优势明显 

从全球看，物联网产业的加速发展，主要是由覆盖产业链上下游

多环节资源的综合型企业或某环节的龙头企业带动的。2014 年半导

体巨头纷纷推出适应物联网技术需求的专用芯片产品，为产业快速发

展提供了巨大的硬件保障。信息技术产业巨头通过生态圈建设融合创

新应用领域，带动产业发展势头明显。国际巨头凭借其规模优势，资

金与技术实力雄厚，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与资金投入到新产品的开发

与市场的培育中，因此在当前已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的工业物联网、

车联网、消费智能终端等市场中，国际巨头均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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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物联网及传感器产业发展状况 

（一）产业规模 

1．物联网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14 年我国整个物联网的销售收入达

到 6000 亿元以上。近几年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综合增长率达到了

30%以上，充分体现了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尤其是智能制造领域的工

业物联网以及智能交通领域的车联网，市场前景良好，增长速度不断

攀升。 

图6 2009-2015年我国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2．国产化需求带动传感器产业复苏 

我国传感器产业整体素质参差不齐，高端产品自给率不足。截至

2013年底，我国从事传感器的研制、生产和应用的企事业单位共 2000

多家，从事微系统研制、生产的企业有 50多家，产品种类共计 6000

多种，年总产量 40多亿只，市场销售额突破 1000亿元。但我国传感

器小型企业占比近七成，产品以低端为主，高端产品进口占比较大，

其中传感器约 60％，传感器芯片约 80％，MEMS 芯片基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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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在智能化电子产品不断涌现，物联网智能终端与整机

产品制造市场稳定发展的带动下，传感器产品国产化需求不断增大，

为国内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自主 MEMS 传感器产品的研发及产

业化成为 2014 年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例如，在新型电声传感器、

指纹传感器等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产业化技术突破，开拓了巨大的应用

市场，为传感器产业的复苏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产业结构 

从应用领域角度看，2014 年占据我国物联网市场主要份额的应

用领域包括智能交通、智能工业、智能物流、智能电网、智能医疗、

智能家居、智能农业和智慧城市。其中智能家居领域由于和日常生活

高度融合而受到广泛关注，成为发展最快的应用领域。智能交通中的

车联网以及智能医疗领域，由于需求空间广阔、产品附加值高，在

2014年获得了大量的市场投资，预计在 2015 年其市场份额将会进一

步提高。 

（三）产业集群 

我国物联网产业已初步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以及中西

部地区四大区域集聚发展的产业空间格局。其中，长三角地区产业规

模位列四大区域的首位，是硬件传感器、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企业的

主要聚集地和应用推广地。 

1．长三角地区实力雄厚，应用示范率先落地 

长三角地区因其深厚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在发展物联网产业方

面拥有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是我国物联网技术和应用的起源地。该

地区以上海、无锡、昆山、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通过引进国外

高技术公司，重点发展 MEMS 传感器及产品线，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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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生产体系及产业配套。长三角地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主要定位于

产业链高端环节，从物联网软硬件核心产品和应用两个核心环节入

手，集聚了一大批物联网产业的核心与龙头企业。尤其是无锡市作为

我国物联网产业的重点城市，2014 年其核心产值突破 1000 亿元，随

着应用的深入，预计 2015 年无锡市物联网总产值将实现 2500 亿元的

目标。 

2．珠三角地区重在制造，以产品带动应用 

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整机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在物联网领域，以

智能设备制造、软件及系统集成、网络运营服务三类产品带动应用示

范。珠三角地区以深圳中心城市为主体，由附近中小城市的民企及外

资企业组成传感器产业体系，服务于周边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成

为下游应用市场最广阔的地区，2014 年珠三角地区重点进行核心关

键技术突破与创新能力建设，中小型创新企业逐渐增多，智能应用不

断深化,智能家居应用尤其火爆。 

3．环渤海地区以研发设计为主导，培育良好产业发展环境 

环渤海地区是物联网产业重要的研发、设计、设备制造及系统集

成基地。该地区主要以清华、北大、中科院等高等院校为主，从事新

型传感器、网络通信等物联网相关研发，同时拥有航天、兵器等军工

集团，其技术团队在关键支撑技术研发方面实力强劲。2014 年环渤

海地区在教育及智慧城市领域行动明显，智慧校园建设引领物联网应

用加速落地，同时以京津冀一体化为契机，迅速建设综合化平台，形

成物联网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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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西部地区结合自身优势，发展标准化试点应用 

中西部地区各重点省市纷纷结合自身优势，加快布局物联网产

业。郑州、武汉、太原等地在仪器仪表、工业领域、煤矿安全、石化、

冶金、汽车电子等方面积极发展物联网应用。四川、重庆、云南等省

市重点培育芯片设计、网络通信、自动控制、软件及信息服务等产业，

大力推广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并且在原材料、生产设备等领域也有

所建树。其中重庆市南岸区建成国家物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并成为全

国首个物联网应用服务标准化试点区域。 

（四）主要特点 

1．众多企业自主应用平台初步形成 

物联网产业初步形成，各企业产品已具有自身的定制化特点。物

联网应用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行业领域，而行业需求的差异性使

得企业各自开发了自己的应用平台。虽然为降低成本、扩大应用范围，

企业通过联盟形式合作开发的平台陆续出现，但由于产业发展尚未成

熟，市场上多数平台依旧刚刚成型。 

2．园区为核心的集聚发展特征明显 

我国已有 28 个省市将物联网作为新兴产业发展重点之一，不少

一二线城市都在建设或筹建物联网产业园，并通过招商引资积极聚拢

相关企业。为加快发展物联网产业技术发展与应用推广，国家建立了

多个产业示范基地，例如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重庆南岸区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电子信息•物联网）、杭州高新区（滨江）

电子信息（物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广东省物联网应用产业基地、上

海嘉定、浦东物联网产业基地等。得益于产业与应用相互促进形成的

良性循环，资源要素将进一步向优势地区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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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技术企业引领物联网与新兴技术协同发展 

百度、阿里等互联网巨头的纷纷涉足，推动了物联网产业与设备

制造业、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产业相互融合协同发展。与此同时，各

领域的初创型技术公司也积极投入创新，加快了物联网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家电行业借力物联网发展，率先将新兴技术投入到新产品开发

中，催生了融合物联网元素的多种智能产品，如可穿戴设备、智能汽

车设备、医疗健康设备、智能玩具等等，并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技术

使产品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 

4．创新创业热潮推动产业蓬勃发展 

物联网作为战略新兴产业，拥有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小到智能

家居，大到智慧城市建设，都为创业者提供了很好的市场条件。近两

年物联网尤其是智能硬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欧瑞博、博联、

华米科技等纷纷成立。在孵化政策的鼓励与投资资本的支持下，这些

公司在科研技术、营销推广、金融管理服务方面都已步入正轨。2014

年，这些创业公司均已初步获得了稳定的市场空间，并通过资源整合

以及交流推广活动，真正开始推动物联网产业向前发展。可以说这些

创业型公司将会在重构旧技术，研发新技术的活跃氛围中推动产业进

步，并产生极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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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进展 

（一）技术与产品创新 

1．技术创新贯穿于物联网发展各个层面 

物联网创新发展涉及众多技术，并存在于产业架构的各个层面。 

表1 2014年物联网产业涉及的主要技术与目标 

技术

层级 
主要技术 研究方案 目标评析 

感知

技术 

高性能低

成本智能

传感技术 

开展低功耗、高宽带、实施应用智能传感

器，先进制造工艺，低成本封装集成的开

发 

实现传感器的新型化、智

能化、多应用场景、多功

能产品 

标识技术 
开展基带芯片、射频芯片等产品，解析与

寻址，多协议，多表示转换技术研究 

实现位置感知模块的多

模兼容、高性能、低功耗 

传输

技术 

无线传感

器网络 

开展传感器节点及操作系统、近距离无线

通信协议、底层通信协议互操作技术。 

开发出高性能、低功耗、

适用范围广的服务型传

感网系统和产品 

异构网络

融合 

开展传感网、通信网、互联网等各种网络

间相互融合，研究适用于固定、移动、有

线、无线的多层次组网技术，多源设备、

服务协同融合技术 

实现异构网络的稳定、快

捷、低成本融合 

信息

处理

技术 

海量数据

存储 

开展海量数据新型存储介质、网络存储、

虚拟存储技术与数据管理技术的研究 

实现合理化的安全、稳

定、可靠海量数据存储 

数据挖掘 

针对各种领域，开展各种数据挖掘理论、

模型和方法研究，研究自主性数据搜索和

中间件融合技术 

实现国内自主数据挖掘

技术在物联网重点应用

领域的全面推广。 

图像视频

智能分析 

开展图像处理、视频数据的智能分析与方

法研究 

实现图像视频智能分析

技术的广泛应用 

信息

安全

技术 

构建安全

体系架构 

开展物联网安全等级保护与安全测评等

关键技术研究，建立读取与传输的高校安

全机制 

提升信息安全保障水平，

构建可管、可控、可信的

安全体系架构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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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异构集成成为传感器最明显发展趋势 

感知技术方面，2014 年最明显的技术方向是元器件的异构集成。

集成化是感知传感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传感器集成化包括三种： 

第一种是同类型多个传感器的集成，即同一功能的多个传感元件

用集成工艺在同一平面上排列，组成线性传感器阵列（如 CCD 图像传

感器）。 

第二种是多功能一体化集成，即几种不同的敏感元器件制作在同

一硅片上，制成集成化多功能传感器，集成度高、体积小，容易实现

补偿和校正，是当前传感器集成化发展的主要方向。2014 年意法半

导体开发出的一种 9 轴惯性测量传感器 LSM9DS1，集成了一个 3 轴加

速度计、一个 3轴陀螺仪和一个 3轴磁强计，封装尺寸仅 3.5mm x 3mm，

非常适合手机、平板电脑与数码相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应用。在手机市

场，“环境光传感器+接近传感器+红外发射器”的三合一组合传感器

既便宜又易于设计，具有较大市场需求。把多个功能不同的传感元件

集成在一起，除可同时进行多种参数的测量外，还可对这些参数的测

量结果进行综合处理和评价，可反映出被测系统的整体状态。可见，

集成化为固态传感器带来了许多新的机会，同时也成为多功能化的基

础。 

第三种是将配套电路与传感元件同时集成在一块芯片上，使之具

有校准、补偿、自诊断和网络通信的功能，形成可完成测量及模拟信

号输出功能的专用集成传感器。模拟集成传感器的主要特点是功能单

一（仅测量某一物理量）、测量误差小、价格低、响应速度快、传输

距离远、体积小、微功耗等，非常适合远距离测量、控制，且不需要

进行非线性校准，外围电路简单。传感器与 MCU 的结合发展趋势就是

这一类集成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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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物联网传感模块的技术演进也遵循集成化、智能化趋势。当

前处于传感器件与其它电子元器件封装集成，以提供新的功能的状

态。封装集成无需花费大量精力，重点在于为市场提供新的功能。类

似的物联网设备有很多，如智能手环、智能温控器、智能路由、智能

插座等可穿戴设备、家庭和楼宇自动化设备。下一步物联网传感模块

将步入专用集成电子元器件时代，这意味着更具针对性的设计出适合

用于批量生产应用的低功耗、低成本多功能 MEMS集成传感器。 

（二）发展模式创新 

1．物联网对各领域的改造本身就是产业模式创新 

物联网的发展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各领域现有的产业模式，创造新

的服务、新的场景、新的体验以及新的商业价值。以工业物联网为例，

工业物联网目前表现出两个根本性的产业模式转变。一是改变大规模

流水线的生产方式，转向定制化的规模生产，出现大量个性化生产以

及分散式生产。二是制造业引入多种工业互联网应用，使产业形态从

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服务型转变带来了多种附加的经济价

值，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新产业模式的引导下，物联网改造后

的制造业必将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2．价值链初现从硬件到云端，再到数据分析的转移 

物联网是硬件、云端存储和数据分析处理的结合，涵盖各种应用

领域。物联网的价值链表现为：通过传感模块采集数据，通过网络传

输到云端，再将数据加工处理，使其增值后出售给第三方。早期的物

联网价值反映在硬件设备上，如元器件、RF 协议、功耗、成本等，

随着应用落地、数据的积累以及市场环境的成熟，2014 年开始，物

联网的价值重心逐渐转向对数据的挖掘，且其市场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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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成性创新逐渐成为物联网发展新趋势 

2014 年开始，随着业务拓展，物联网企业逐渐感觉到一个单独

的企业难以独立完成整套解决方案，一个技术成熟、产品类型齐全、

服务完善、应用交互友好的应用，将是由设备提供商、技术方案商、

运营商、服务商协同合作的结果。由此，物联网的创新表现出应用集

成性的创新。随着产业的成熟，企业联手合作开发出支持不同设备接

口、协议以及可集成多种服务的共有技术平台将是物联网产业发展的

趋势。当然，无论是终端产品生产商、网络运营商、软件制造商、系

统集成商、应用服务商，都需要在合作开发后的平台竞争中重新寻找

各自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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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推广 

（一）重点应用 

1．物联网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物联网在钢铁冶金、石油石化、机械装备制造等工业领域的应用

效果较为突出，传感控制系统在工业生产中逐渐成为标准配置。工程

机械行业中采用 M2M（Machine to Machine）、GPS 和控制技术，可实

现对百万台重工业设备在线状态监控、软件升级、故障诊断和后台数

据分析，使传统的机械制造效率得到提升。M2M 是率先形成完整产业

链和内在驱动力的应用。 

M2M 市场发展非常迅猛。2014 年，全球 M2M 连接数从 2013 年的

1.95 亿增加至 2.5 亿。我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M2M 市场，连接

数量达到 5000 万，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以大庆油田等大型油田

中的规模应用为例，采用基于无线传感器技术的温度、压力、温控系

统，在油田单井野外输送原油过程中彻底改变了人工监控的传统方

式，大量降低能耗。此外，物联网技术还被广泛用于监控工业企业的

污染排放状况和水、气质量。 

2．智能交通利用物联网优化资源、提升效率 

车联网是智能交通潜力最大的应用之一，可以实现智能交通管

理、智能动态信息服务和车辆智能化控制的一体化服务。2014 年，

全球车载信息服务市场非常活跃，成规模的厂商多达数百家。 

表2 2014年车联网市场部分产品开发及合作事件 

序号 时间 事件类型 事件详情 

1 1月 合作 

雪佛兰、AT&T和 OnStar宣布密切合作，通过 AT&T的 4GLTE

网络，由 OnStar为雪佛兰汽车提供音乐、天气、新闻、汽车

健康检测等多项应用程序商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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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事件类型 事件详情 

2 3月 合作 
汽车改装厂商 Alpine以及汽车外设厂商先锋宣布旗下新品将

支持苹果 CarPlay；苹果宣布任意车型都会支持 CarPlay 

3 5月 产品 
腾讯发布首款车联网入口级产品“路宝”:APP+盒子+线下服务，

关注行车安全及绿色出行 

4 7月 合作 
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宣布携手英特尔共同推进 Project 

Mobii项目 

5 7月 投融资 
阿里巴巴全资收购高德，同时有意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合资成

立北斗运营服务公司 

6 7月 合作 
上汽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发布双方就互联网汽车达成战略合

作，打造基于“云、管、端”的车联网生态圈 

7 7月 合作 
欧盟近 50个直接参与或辅助执行的企业或组织构成的 Drive 

C2X 项目联合会宣布 Drive C2X实测数据的揭晓 

8 9月 合作 

腾讯和四维图新联合发布了一款基于联网车载系统的解决方

案“WeDrive”，这是业界首次具备全方位优质互联网服务和云

端跨屏同步能力的整体车载解决方案 

9 9月 合作 
阿里巴巴与捷顺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搭建可以使用支付宝公司

各类支付产品进行停车等费用支付的环境 

10 10月 投融资 
小米科技以 8400万元包揽 GPS导航软件企业凯立德定向增发

股票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ETC 是解决公路收费站拥堵的有效手段，为交通运输行业在路网

规划、运行监测、出行服务等工作的开展供强有力支撑，到 2014 年

年底，我国 ETC 系统用户数量已突破 1400 万。2015 年将实现全国 29

个省份 ETC 基本联网，主线收费站 ETC 覆盖率达到 100%，未来将建

立完善周到的客户服务体系，适时推出微信、微博和手机客户端应用，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为广大 ETC 用户提供多元化服务。 

3．智能电网市场相对成熟，应用进入高峰期 

全球智能电网应用进入发展高峰期。2014 年，全球智能电网联

网市场规模达到 71.2 亿美元。智能电网的应用可实现电网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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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经济、高效使用。以宾夕法尼亚州电力照明公司智能电网项目

为例，在安装了智能电网传感器后，当地停电事故与过去三年的平均

值相比，减少了 9%；停电持续时间减少了 11%。 

我国智能电网项目逐步开始落地。2014 年，国家电网启动建设

50 座新一代智能变电站项目，完成 100 座变电站智能化改造，全年

安装新型智能电表预计达到 6000 万只。南方电网的发展规划中也明

确要推广建设智能电网，到 2020 年城市配电网自动化覆盖率达到

80%。 

4．智慧医疗、物流追溯等应用开始服务民生 

通过充分应用 RFID、传感器等技术，物联网可以应用在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医疗卫生方面，集成金融支付功能的一卡通系

统推广到全国 300多家三甲医院，使大医院接诊效率提高 30%以上，

加速了社会保障卡、居民健康卡等“医疗一卡通”的试点和推广进程。

在食品安全方面，我国大力开展食品安全溯源体系建设，采用二维码

和 RFID 标识技术，建成了重点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国家平台和 5

个省级平台，覆盖了 35个试点城市，789 家乳品企业和 1300 家白酒

企业。目前药品、肉菜、酒类和乳制品的安全溯源正在加快推广，并

向深度应用拓展。在农业监测方面，国家粮食储运物联网示范工程采

用先进的联网传感技术进行跟踪监测，每年可以节省数亿元的清仓查

库费用，并减少数百万吨的粮食损耗。 

5．智能家居融入家庭，打造便捷舒适生活 

智能家居作为重要的物联网数据入口，硬件厂商和平台厂商正加

速布局。以谷歌 Nest 平台应用为例，当传感器应用在自动调温器、

门锁、灯具、电视/娱乐系统及安全系统中后，传感器将能识别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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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动，可实现当我们快到家时自动开门、开灯，并根据我们的喜好

对娱乐系统进行好设置。国内小米发布的智能家庭套装则包括：多功

能网关，人体传感器，门窗传感器，无线开关等。以小米多功能网关

为中心，通过 Zigbee 协议及 WiFi 网络，搭配其人体传感器、门窗传

感器和无线开关进行智能控制，并与小米生态链体系下其他智能设备

联通。结合小米已推出小蚁智能摄像机、小米智能插座、Yeelight

智能灯及小米智能遥控中心等产品，小米正在试图打造一个智能家居

系统。 

6．智慧城市承载物联网发展 

智慧城市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将信息化有机融合到新

型城镇化的一种新思维模式。遍布城市各处的物联网感知终端构成城

市的神经末梢，对城市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从地下管网监测到路

灯、井盖等市政设施的管理，从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到不停车收费，从

水质、空气污染监测到建筑节能，从工业生产环境监控到制造业服务

化转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工程，为物联网集成应用提供了

平台。2014 年 8 月，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

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聚集和辐射带动作用大幅增

强，综合竞争优势明显提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创新社会管理、

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二）应用特点 

1．物联网应用正融入日常生活与工作各方面 

物联网改造后的日常生活中，家电甚至可以告诉我们食物已经用

完，需要再次购买。水杯、牙刷等日常用品也可以追踪记录生活规律

和健康情况。在工作中，物联网也将会让工作场所的氛围和商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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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有效率。例如在医院里，物联网使设备定位追踪变得很简便，

已经联网的设备设施会被标记出位置，这样就减少了医务人员寻找设

备的时间及设备丢失的可能性，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2．公共服务与个人应用同步发展 

在物联网应用中，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应用领域重

在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从管网、线路检测到环境监测通常都由政府主

推并提供相应保障，为群体提供便利。而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等领域

都是以个人应用为主，定制性强，受用户市场影响大。整个物联网产

业在各个领域均有所进展，表示公共市场与个人市场正同步发展，而

从当前市场看，价值较大的应用还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 

3．市场为主导，终端为入口，以平台及服务取胜 

市场是产业得以发展的基础，用于改善日常生活、提升工作效率

的物联网产品更是以市场需求为主导。面对初期大众市场，物联网企

业着重入口布局，常以应用丰富、处理能力强、娱乐性强的终端产品

吸引消费者，抢夺终端入口。然而随着应用的深入，终端产品的大量

出现将会使竞争越发激烈，为增强自身产品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提

升销量，企业必须提供更为便捷的应用平台以及优质的服务来增加用

户使用粘性，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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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发展 

（一）总体发展状况 

1．跨界转型成物联网企业发展路径 

总体看来，物联网产业的总体特点就是跨界转型。当前国内涉足

物联网领域的企业主要有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以及联想、

华为等硬件企业。除了 IBM 等本身业务领域覆盖已经很广阔的大型企

业外，其他企业的发展态势表现为互联网巨头转型到物联网业务时，

开始做硬件产品，而传统的硬件公司转型到物联网业务时就要涉足软

件集成及云平台领域。 

2．龙头企业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 

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方向由国际巨头把控。以传感器产品为例，

MEMS 传感器产品市场主要由欧美企业把控，全球前五大厂商就占据

整体市场营收的 40%以上。这一垄断趋势增加了新进者的发展难度，

因此中小企业往往最终归入大企业旗下。 

图7 2014年全球传感器企业营收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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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Yole Developpement，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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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生态圈聚集态势明显 

2014 年在各物联网的领域都出现了企业通过战略合作，组建联

盟、构建生态圈等形式开发产品，抱团发展趋势明显。例如，苹果与

阿巴斯、阿尔法·罗密欧、克莱斯勒、道奇、菲亚特、吉普、马自达、

Ram 等多家汽车厂商整合苹果 CarPlay；ADI、飞思卡尔、PNI Sensor

公司以及 MEMS 产业集团联手成立了“加速创新联盟”（AIC），致力于

为传感器提供开放原始码演算法。支付宝已发起成立未来医院生态联

盟，与金蝶医疗、东华软件等公司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海尔联合中国

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专业气象台、途家等战略合作伙伴正式启动

家电业最大的“智慧空气生态圈”。 

（二）国外主要企业发展状况 

2014年，以谷歌、英特尔、意法半导体、IBM、德州仪器（TI）

等企业为代表的物联网产业界都在强化自身核心技术，不断加大用于

物联网软硬件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投入，并通过融资并购及合作等方

式不断拓展其物联网业务。 

1．谷歌：主打网络平台 

智能家居与无人汽车是谷歌物联网布局的两大方向。在继续研发

无人汽车的同时，谷歌斥资 32亿美元收购智能家居设备制造商 Nest，

创建物联网行业最大并购案，之后其进军智能家居的势头可谓雷厉风

行，接连收购多家企业，并联合硬件（芯片）巨头强势推出 Thread

物联网协议，依托其平台优势，立志打造智能家居生态系统。 

表3 谷歌公司2014年主要物联网进展情况 

主要技术产品 安卓平台、Thread联盟、无人汽车 

发展战略 依托开放的软件平台打造物联产品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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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 

收购智能恒温器制造商 Nest Labs 

收购在线家庭水、电、天然气使用管理方案提供商 MyEnergy 

收购家居安防摄像头制造商 DropCam 

收购智能家居自动化控制中枢制造商 Revolv 

联合 ARM、三星、菲思卡尔等硬件厂商成立 Thread联盟，推出全新的物

联网协议 Thread 

发布最新的无人驾驶汽车原型 

打造 Android Auto系统车联网平台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2．英特尔：定位系统硬件 

英特尔认为可穿戴和物联网将成未来市场热点，为此开发出包括

英特尔 Edison（内置无线功能的邮票尺寸大小的计算机）、智能手环

MICA（由英特尔生产）等产品。通过英特尔物联网网关解决方案开发

工具包、英特尔伽利略主板和英特尔物联网开发工具包等集成的解决

方案和开发工具包，使开发者可以开发新型智能设备。 

表4 英特尔公司2014年主要物联网进展情况 

主要技术产品 Quark系列处理器、Edison物联网平台 

发展战略 转型物联网和可穿戴，依托硬件打造物联发展环境 

热点事件 

收购 Wind River软件公司，通过该公司设备平台，提供完整的物联网应用

的发展环境，使其客户在开发物联网技术时更具管理型和安全性 

与 Opening Ceremony 合作，联合开发高端智能手镯 

与 AT&T 合作，实现 M2M云解决方案 

与 GE合作，把英特尔的网关和嵌入式系统组件等技术与 GE的 Predix 平台

集成 

携手 Accenture、戴尔、SAP等公司，打造全新的物联网平台 

推出英特尔物联网网关解决方案开发工具包、英特尔伽利略主板和英特尔

物联网开发工具包等集成的解决方案和开发工具包 

携手美国福特汽车共同推进 Project Mobii 项目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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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法半导体：专注元器件 

意法半导体（ST）作为为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制造厂商之一，2014

年宣布 MEMS传感器出货已突破 50 亿颗。而且该公司的微执行器累计

出货量超过 30 亿颗，表明该企业已掌握全系列微加工硅产品技术。

ST 没有收购或并购任何生产 MEMS 产品的公司，而是完全通过其在美

国、欧洲以及中国的合作伙伴策略做大市场，实现多元化的产品组合。

依托其硬件生产制造技术，意法半导体积极加入物联网战场，希望以

领先的半导体技术奠定下一代电子产品的发展基础。 

表5 意法半导体公司2014年主要物联网进展情况 

主要技术产品 物联网关键零组件：控制器、感测器、无线传输 

发展战略 让开发者和设备厂商以意法半导体的零组件和技术作为开发时的解决方案 

热点事件 

扩展 STM32L0 开放生态系统，推出 Bluetooth Low Energy扩张板、MEMS

感测器扩张板、STM32 Nucleo开发板 

推出 STM32微控制器、MEMS麦克风、各种集成惯性传感器等硬件产品 

与 Bluechiip 合作开发 MEMS追踪卷标 

举办 STM32 物联网设计竞赛、iNEMO校园设计竞赛，以及赞助穿戴式技术

创新世界杯，推广产品 

与多家初创创新公司合作，为其提供适合的硬件选择建议，分享软件开发

的经验，助力产业发展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三）国内主要企业发展状况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我国科技企业纷纷布局，争相抢占市场，其

中就有百度、联想、小米等科技巨头，2014 年各种智能硬件产品的

推出颇为抢眼，投融资事件层出不穷，各种软硬件生态圈不断形成。 

1．百度：抢占网络数据接口 

百度作为国内最大的网络平台，打造了多个物联网细分领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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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并不断推出新的硬件产品。2014 年，百度推出的 Baidu Inside

智能硬件合作计划，旨在通过数据接口等为硬件创业者提供百度自家

的云服务，包括云储存、大数据分析等，同时又细分出了专注可穿戴

智能硬件的数据平台 Dulife，此间又推出车联网产品 CarNet 等，可

以说百度是国内互联网公司中布局物联网动作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家。 

表6 百度公司2014年主要物联网进展情况 

主要技术产品 物联网平台、智能家居产品、车联网产品 

发展战略 连接人与服务 

热点事件 

推出 Baidu Inside智能硬件合作计划 

推出可穿戴智能硬件的数据平台 Dulife 

推出车联网产品 CarNet，实现移动语音搜索、地图位置搜索等相关应用 

发布 BaiduEye、筷搜等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硬件 

百度和联想 NBD联手推出新路由 newifi mini，它一方面集合了联想的硬

件设计与制造优势，另一方面又深入结合百度的软件和“云服务”，是基

于云的智能家居的真正核心 

推出百度智能家庭软件平台，希望为传统厂商在开发成本、设备互通用

户操作体验、智能化分析、服务变现等方面提供全套解决方案。帮助厂

商以极低的成本快速切入智能家居市场 

推出智能自行车 DuBike，提供基于百度地图的路线设计、推荐和分析功

能，为骑行者打造锻炼计划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2．小米：打造硬件生态圈 

小米打造物联网产业链动作迅猛，不仅推出多款低价硬件产品，

而且一年之内相继投资美的集团、世纪互联、爱奇艺、优酷土豆、积

木盒子、迅雷、一起作业、51Talk 等 25 家相关企业，同时积极入股

上游的内容产业和云服务产业，并和美的等传统家电业巨头牵手，试

图围绕智能家居、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新兴市场打造自己的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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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小米公司2014年主要物联网进展情况 

主要技术产品 智能硬件产品、MIUI系统、智能家居生态圈 

发展战略 
定位年轻人，采取互联网营销、社会化营销、饥饿营销等营销方式，创

造利润空间 

热点事件 

发布小米路由器，定位为小米智能家居的核心产品 

投资华米推出智能手环 

通过智能灯泡、智能摄像头、智能插座、空气净化器等构建完备生态圈 

入股美的，共同推进智能家居生态平台发展，预计首推智能空调 

投资 Misfit，开展国际合作 

1年内投资了 25个项目，金额超 50亿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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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产业投融资 

（一）国外投融资情况及特点 

2014 年全球物联网设备市场快速增长，对物联网设备企业的投

资也在加快。2014 年用于收购物联网相关供应商的资金超过过去 3

年资金总投入的一半，典型的投融资企业有谷歌、思科、三星电子、

沃达丰和 Verizon等等。这些投融资案例大多集中在智能硬件、无线

连接算法模块两大领域。 

表8 2014年国际物联网领域主要并购事件 

序号 时间 企业 收购金额 收购企业 收购细节及可能的战略目的 

1 1月 谷歌 32亿美元 Nest 表明谷歌决心进入物联网 

2 3月 谷歌 未披露 
Luxottica 

Group 

收购意大利知名眼镜制造商，进一步

完善谷歌眼镜的外观和使用舒适度。 

3 3月 英特尔 1亿美元 
Basis 

Science 

主要产品是腕带，可记录心律、排汗

量、运动和睡眠情况，英特尔加快扩

张可穿戴市场的实力并能够获得第

一手的终端用户体验 

4 3月 微软 1.5亿美元 

Osterhout

设计集团

（ODG） 

服务于军队和政府机构的可穿戴设

备开发商，涉及增强现实技术和头戴

式设备等 

5 4月 
飞兆半

导体 
6千万美元 Xsens 

Xsens从事开发传感器融合技术。电

源与移动半导体芯片供应商飞兆半

导体，通过收购 Xsens正式涉足物联

网市场。 

6 5月 
Micro 

chip 

3.28亿美

元 

台湾 ISSC

技术 

Microchip收购 ISSC为的是获得在

蓝牙解决方案方面的无线技术，成为

物联网领域中的重要芯片厂商。 

7 6月 Nest 5.5亿美元 Dropcam 

率先推出了面向家庭的新型无线网

络协议“Thread”，逐步将大数据与

物联网终端设备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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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企业 收购金额 收购企业 收购细节及可能的战略目的 

8 7月 
Face 

book 
20亿美元 Oculus VR 

虚拟实境眼镜制造商，Facebook抢

夺穿戴式设备入口位置的重要举措 

9 7月 

爱特 

梅尔

Atmel 

1.4亿美元 
Newport 

Media 

得到低功耗 WiFi和蓝牙解决方案两

项连接技术，使得 Atmel能够扩展用

于家庭与楼宇自动化设备及消费设

备的物联网产品 

10 7月 
Invens

ense 

8100万美

元 

Movea/ 

Trusted 

Positionin

g 

目标是在音频、运动和软件基础上打

造内容敏感的平台 

11 7月 
Audien

ce 

4100万美

元 

Sensor 

Platforms 

目的是为了进入声音加运动内容识

别领域，向传感器融合中枢控制领域

扩张 

12 8月 三星 2亿美元 SmartThings 

三星拥有众多产品线，还有一个家庭

自动化平台。此次收购表明了三星今

后的主要发展方向。 

13 10月 高通 25亿美元 CSR 

收购 CSR的蓝牙技术以及室内定位

技术主要用于便携、汽车和可穿戴设

备之中，从移动产业向汽车、智能家

居和物联网方向扩展 

14 11月 恩智浦 未披露 
昆天科

Quintic 

NXP得到可穿戴蓝牙低功耗技术，完

善其物联网体系标准 

15 11月 
Mega 

Chips 
2亿美元 SiTime 

收购有助于 MegaChips为客户群和

市场提供多样化服务，成为 MEMS领

域的技术领导者 

16 12月 
赛普 

拉斯 

约 40亿美

元 
Spansion 

实现组合用于物联网的系统芯片技

术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二）国内投融资情况及特点 

由于国内企业发展起步较晚、硬件核心技术缺失，国内企业的规

模整体较之国外企业略逊一筹，没有出现国外那样规模巨大的并购事

件。但国内物联网应用市场的火热还是催生了一波对新兴企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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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可穿戴和智能家居成为 2014 年投融资主流。众筹平台的兴起

也给很多新创意带来了产品化的可能。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4 年

底，在可穿戴、智能家居等领域有 68笔资金注入，共有 58 家新兴创

业公司获得融资，融资总额约 5 亿美元，同时传统硬件行业投资并购

总额超过 15亿美元。 

表9 2014年可穿戴设备市场部分投融资事件 

序号 融资方 时间 金额 投资方 融资细节及可能的战略目的 

1 
土曼 

百达 
1月 百万美元 光速创投 

主要产品是手表，提供血氧、

血压、脉搏等实时监测功能 

2 
华米 

科技 

1月 

12 月 

1000万元 

3500万美元 

小米、 

顺为资本、 

红杉资本等 

延续高性价比路线，手环的

功能包括查看运动量，监测

睡眠质量，智能闹钟唤醒等 

3 

Darma 

智能 

坐垫 

1月 数十万美元 
HAXLR8R 硬件

创业孵化器 

通过蓝牙和手机连接对用户

坐姿监测提醒 

4 
泽普

Zepp 
1月 1500万美元 

君联资本、纪

源资本等 

通过分析运动人员的运动力

度、频率等数据，来对运动

员的训练进行矫正 

5 咕咚 
4月 

11 月 

6000万美元

3000万美元 

深创投、 

软银中国等 

形成“运动社交”模式，使

用户和朋友、亲人及时分享

运动数据。 

6 

Fineck

智能 

项链 

6月 4000万美元 创新工场 
为颈椎健康、坐姿健康等提

供检测和提醒服务 

7 诺亦腾 8月 数百万美元 未披露 

开展动作姿态捕捉系统的研

发，为用户提供全天候的动

作姿态数字化平台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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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2014年智能家居市场部分投融资事件 

序号 融资方 时间 金额 投资方 融资细节及可能的战略目的 

1 欧瑞博 3月 千万元 软银赛富 

专注于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与家装企业携手拓展住前市

场 

2 极路由 7月 1000万美元 联发科、KPCB 

从互联网化、平台生态化、

增值服务化三个方向重定义

路由 

3 极米 8月 1亿元 
创东方、成都

技术转移 

米 3D投影电视，打造家庭影

音娱乐生态 

4 广和通 10月 1亿美元 英特尔投资 

为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提供

无线通讯和位置服务解决方

案 

5 Peel 10月 5000万美元 阿里巴巴 

转向开发智能遥控器，基于

用户的看电视习惯推荐订制

内容 

6 
火乐 

科技 
12月 6000万元 

IDG资本、 

陈兴创投、

StarVC 

凭智能家庭影院坚果走“硬

件、系统、内容”垂直整合

模式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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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策环境 

（一）主要国家和地区政策 

物联网在生产生活各领域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具备发展成为新经

济增长点的巨大潜能，因此被各国政府作为振兴经济、确立竞争优势

的关键战略。目前世界各国的物联网基本都处于技术研究与试验阶

段：美、欧、日、韩等都正投入巨资深入研究探索物联网，并启动了

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地球”、“物联网行动计划”、“U-Japan”、

“U-Korea”等国家性区域战略规划。 

1．美国 

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物联网的发展。2008 年 IBM提出“智慧地球”

理念后，迅速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响应，《2009 年美国恢复和再投资

法案》提出要在电网、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

物联网技术的研发应用，发展物联网已经成为美国推动经济复苏和重

塑其国家竞争力的重点。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发表的《2025

年对美国利益潜在影响的关键技术报告》中，把物联网列为六种关键

技术之一。此间，国防部的“智能微尘”（Smart Dust）、国家科学基

金会的“全球网络研究环境”（GENI）等项目也都把物联网作为提升

美国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之后，美国政府提出的“先进制造伙伴计

划”以及“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中也把信息物理系统

（Cyber-Physical System，CPS）纳入创新计划扶持重点，持续推进

物联网在各行业的部署。 

2014年美国政府正在大力促进一些物联网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

这些领域包括云、无线网络、IPv6 和虚拟化技术等，这些领域的发

展均有利于提高信息技术资源的使用效率，推动物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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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盟 

欧盟执委会在 2009年发表《欧盟物联网行动计划》，以确保欧洲

在构建物联网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行动计划在世界范围内首次系统

地提出了物联网发展的管理设想。欧盟发布的《物联网战略研究路线

图》明确了物联网愿景和通用定义的细化，重点对十二项物联网关键

技术进行了全面分析。欧盟第七框架计划陆续实施了一系列项目，积

极部署智能电网、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物联网关键领域的研发。为

了加强政府对物联网的管理，消除物联网发展的障碍，欧盟制定了一

系列物联网的管理规则，并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分布式管理架构，使全

球管理机构可以公开、公平、尽责的履行管理职能。为了完善隐私和

个人数据保护，欧盟提出持续监测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问题，修订相

关立法，加强相关方对话等；执委会将针对个人可以随时断开联网环

境开展技术、法律层面的辩论。此外，为了提高物联网的可信度、接

受度、安全性，欧盟积极推广标准化，执委会将评估现有物联网相关

标准并推动制定新的标准，确保物联网标准的制定是在各相关方的积

极参与下，以一种开放、透明、协商一致的方式达成。 

2013年以后，欧盟通过的“地平线 2020”计划将传感器、架构、

标识、安全和隐私、语义互操作性等方面列为物联网领域的研发重点。

同年，德国提出了工业 4.0理念，将软件及通信系统集成于 CPS，相

当于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引入了真正的物联网技术，通过实时的对系

统层面的感知，重构全新的生产体系，形成新的产业革命。 

3．日本 

日本的物联网发展以泛在网络为核心。2004 年日本政府在两期

E-Japan 战略目标均提前完成的基础上，提出了“U-Japan”战略，

其战略目标是实现无论何时、何地、何物、何人都可受益于计算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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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技术（ICT）的社会。物联网包含在泛在网的概念之中，并服务于

U-Japan及后续的信息化战略。通过这些战略，日本开始推广物联网

在电网、远程监测、智能家居、汽车联网和灾难应对等方面的应用。

2009年 3 月，日本总务省（MIC）通过了面向未来三年的“数字日本

创新计划”，物联网广泛应用于“泛在城镇”、“泛在绿色 ICT”、“不

撞车的下一代智能交通系统”等项目中。2009年 7 月，日本 IT 战略

本部发表了《I-Japan 战 2015》，作为 U-Japan 战略的后续战略，目

标是“实现以国民为中心的数字安心、活力社会”，强化了物联网在

交通、医疗、教育、环境监测等领域的应用。 

2014年日本政府已准备开始采用大数据作为新的经济判断指标，

内阁府将根据网络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搜索情况和推特网站上所发

帖子来分析实时消费动向。 

4．韩国 

韩国政府非常重视物联网发展。1997 年推动互联网普及的

“Cyber-Korea21”计划。2004 年，韩国提出为期十年的 U-Korea 战

略，目标是“在全球最优的泛在基础设施上，将韩国建设成全球第一

个泛在社会”。2006年，韩国《U- IT839 计划》提出要建设全国性宽

带（BcN）和 IPv6网络，建设泛在的传感器网（USN），打造强大的手

机软件公司；把发展包括 RFID/USN 在内的 8 项业务和研发宽带数字

家庭、网络等 9 方面的关键设备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2009 年，

通过了《基于 IP 的泛在传感器网基础设施构建基本规划》，决定促进

“未来物体通信网络”建设，实现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智能通信，

由首尔市政府、济州岛特别自治省、春川市江原道三地组成试点联盟，

建设物体通信基础设施。2013 年韩国政府发布 ICT 研究与开发计划

“ICT WAVE”，并将物联网平台列为 10大关键技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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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为增强韩国传感器产业竞争力，减少进口依赖，韩国

政府宣布到2020年，投资约500亿韩元用于物联网核心技术以及MEMS

传感器芯片、宽带传感设备的研发及商用化。其中，韩国未来科学创

造部和产业通商资源部投资 370 亿韩元（约合 2.26亿元人民币），私

营部门投资 123亿韩元（约合 7512 万元人民币）。另外，政府对物联

网领域相关技术人员的培训计划也在逐步进行当中。 

（二）我国及地方产业政策 

1．2014 年部分国家和地方物联网政策文件 

2014 年我国的物联网政策偏重于各领域的应用落实计划，旨在

利用物联网这一契机推动具体应用领域的繁荣发展。 

表11 2014年部分国家物联网政策文件梳理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配套举措 

4月 29日 

2014年食

品安全重点

工作安排 

国务院 

办公厅 

推进食品安全信息惠民行动计划，利用物联网、溯

源、防伪、条码等技术，实施信息惠民工程。 

4月 30日 

关于实施宽

带中国

2014专项

行动的意见 

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

14部委 

拓展宽带网络在农业各领域的应用，推动信息进村

入户和农业物联网发展 

5月 21日 

工业和信息

化部 2014

年物联网工

作要点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办公厅 

加强物联网工作统筹协调；加强对地方和行业物联

网发展的指导；推进传感器及芯片、传输、信息处

理技术研发；支持物联网标识体系及关键技术研

发；开展物联网技术典型应用与验证示范；构建科

学合理的标准体系；推动工业生产与经营管理智能

化应用；开展农业、商贸流通等重要领域和交通、

能源等重要基础设施领域应用示范；推进公共安

全、医疗卫生、城市管理、民生服务领域应用示范；

推动电信运营等企业开展物联网应用服务；培育和

扶持物联网骨干企业；引导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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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0日 

国家物联网

发展及稀土

产业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

工业和信

息化部 

一、支持物联网关键核心技术、共性技术以及重点

产品研发和产业化项目等。二、支持以物联网应用

的试点示范和物联网产业基地建设等为主要内容

的应用示范。三、支持标准体系研究、关键技术标

准制定、编码标准制定和若干应用标准制定，以及

标准验证、测试和仿真等标准研究与制订项目。四、

支持以推动物联网共性技术验证测试、知识产权保

护、产学研合作、信息服务等为目的的物联网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五、支持示范区内物联网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产业化和应用等。 

8月 27日 

关于促进智

慧城市健康

发展的指导

意见 

国家发展

改革委、

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

八部委 

加快重点领域物联网应用。支持物联网在高耗能行

业的应用，促进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和能源利用智

能化。鼓励物联网在农产品生产流通等领域应用。

加快物联网在城市管理、交通运输、节能减排、食

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民生服务、公

共安全、产品质量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提高城市管

理精细化水平，逐步形成全面感知、广泛互联的城

市智能管理和服务体系。 

12月 18日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 701部

分：传感器

接口 信号

接口》 

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

员会 

信号接口标准作为国家物联网基础标准之一，规定

了传感器与传感节点信号接口的信号类型、电气参

数及表述格式，旨在方便传感器和传感节点之间的

系统集成，实现软件复用。本标准已通过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正

式发布，标准号为 GB/T 30269.701-2014。 

12月 31日 
6项通信行

业标准通过 

工业和信

息化部 

标准名称分别为：手机支付基于 2.45GHz RCC（限

域通信）技术的非接触射频接口技术要求；手机支

付基于 2.45GHz RCC（限域通信）技术的非接触射

频接口测试方法；手机支付基于 2.45GHz RCC（限

域通信）技术的智能卡技术要求；手机支付基于

2.45GHz RCC（限域通信）技术的智能卡测试方法；

手机支付基于 2.45GHz RCC（限域通信）技术的非

接触式读写器终端技术要求；手机支付基于

2.45GHz RCC（限域通信）技术的非接触式读写器

终端测试方法。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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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2014年部分地方物联网政策文件梳理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配套举措 

1月 10日 

湖北省物联

网发展专项

行动计划

（2014—

2017年） 

湖北省人

民政府办

公厅 

全力突破智能传感器及芯片技术、物联网标识、管

理与安全技术、物联网通信与组网技术、物联网智

能信息处理技术四大核心关键技术，着力发展物联

网器件及终端制造业、物联网软件开发和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业、物联网运营服务业三大重点产业领

域，积极构建三大产业公共平台，重点推进四类试

点示范工程 

2月 25日 

山东省物联

网专项行动

计划 

山东省发

改委、科

技厅等部

门 

从顶层设计、标准制定、技术研发、应用推广、产

业支撑、商业模式、政府扶持措施、人才培养八个

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划。 

4月 28日 

杭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促

进健康服务

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 

杭州市人

民政府 

健康信息产业。鼓励发展与智慧医疗相关健康信息

的加工、处理、分析、开发利用等服务产业。加强

与物联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融合，支持开展适

用于个人及家庭的健康检测、监测与健康物联网等

产品的研发，不断提升自动化、智能化健康信息服

务水平。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2014 年，我国物联网基础标准工作，尤其是物联网通讯标准方

面取得突破，整体研究工作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截至 2014 年，我

国已有 47 项物联网国家标准正式立项，79项物联网国家标准立项完

成立项公示。 

2．2014 国家资金支持情况及结果 

自 2011 年工信部会同财政部设立“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以来，

累计安排物联网专项资金 20 亿元，年均 5 亿元资金，支持 600 多个

研发项目，重点对企业为主体的物联网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项目进行扶

持。其中 2011年至 2014年分别支持 110、149、122 及 101项，一般

单个项目获得支持资金在 300 万至 500 万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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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领域中小企业的发展。然而在所支持的项目中多数为系统集成及应

用项目，只有极少数是用于硬件及其关键技术研发。 

表13 2014年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公示支持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1 
符合国（军）标的超高频（UHF）读写器国产

化芯片的研发及产业化 

南京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符合国家标准的超高频 RFID读写器芯片研发

及产业化 

上海坤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 超高频 RFID读写器芯片及模块研发 

成都九洲电子信息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4 车载多功能识别和处理模块研发 上海物联网有限公司 

5 车载多功能智能识别模块研发及产业化 浙江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车载多功能识别和处理模块研发 四川奥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 MEMS多功能传感器研发 西安定华电子有限公司 

8 MEMS新型多功能运动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 贵州中科汉天下电子有限公司 

9 物联网用高性能水质监测传感器的研制 惠州市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10 
MEMS工艺多功能红外气体传感器的研发及产

业化 

杭州麦乐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1 MEMS多功能红外气体传感器研发 煤科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 

12 
年产 5000支面向物联网的 NDIR红外气体传感

器研制 

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 

13 
基于制造物联网的汽车行业生产运行智能化

管理系统研制及应用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油气生产物联网用油井智能监控系统研发及

产业化 

贵州航天凯山石油仪器有限公司 

15 
基于物联网的煤矿安全生产综合管理系统研

发与应用 

浙江图讯科技有限公司 

16 
基于物联网煤矿安全生产综合监控系统研制

及应用 

徐州中矿大华洋通信设备有限公

司 

17 
基于物联网的菱镁矿冶炼智能化管理系统研

制与应用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294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294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362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362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892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795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239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253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908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982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753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263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263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796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886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886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521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521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186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186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729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729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432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432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967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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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18 
基于物联网的煤矿安全生产协同管控系统研

制及应用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

司 

19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煤矿安全生产综合管控系

统研制与应用 

陕西山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 基于物联网的电网安全防御与预警决策系统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智慧矿山综合监控管理系统 山东能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2 智慧油田生产指挥管理系统 丹东华通测控有限公司 

23 汽车零部件制造“智慧工厂”管理系统研制 宁夏巨能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24 TST输送带钢绳芯探伤（机站）系统 洛阳泰斯特探伤技术有限公司 

25 
基于大数据管理的异地锅炉集中监测物联网

系统 

宁波艾利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6 物联网铝加工精细化质量管控平台 

青海西北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7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风电场管理系统研制及应

用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

司 

28 
基于物联网的石油石化三维可视化生产及安

全综合管理系统应用与示范 

新疆美特智能安全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29 
基于物联网技术构建铅酸电池物流作业管理

物联网应用示范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30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钞票物流智能化管理系统

研发与应用示范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31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企业物流作业管理系统研

发及示范应用 

成都普什信息自动化有限公司 

3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乳品行业智慧物流服务系

统的研制与应用示范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 

33 
大型家电企业物流作业管理物联网关键技术

及应用示范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4 粮食物流与食品安全管控信息平台 北大荒粮食物流有限公司 

35 
应用超高频识别技术的智能化物流管理平台

建设推广 

天津市盘石纳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36 
广域式家居钢铁及家居建材智能物流综合服

务平台 

武汉市中胜泓润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389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389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000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000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291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805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685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676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249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084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084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248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241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241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984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984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206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206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123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123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996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996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254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254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510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510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4263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442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442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655
http://localhost:8080/iotfund/ImportcsvAction/getTotalListByproid.do?proid=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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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37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仓储及物流全程管控

系统 

新疆天山智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8 
国家汽车物联网车载安全监控与节能系统研

发及应用示范 

福建福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39 
面向 ITS的车载安全监控及节能系统研发及

应用示范 

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 

40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重卡远程管理服务平

台开发及应用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 
智能车载信息终端及车联网监管服务云平台

的研发与应用 

南京联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 车载信息安全监控系统研发及应用示范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3 
面向工程机械和重卡发动机及整机远程监控

与服务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石家庄开发区天远科技有限公司 

44 
合肥区域空气质量监控物联网系统研制和应

用示范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5 
基于物联网的西北区域空气质量监测及分析

系统研制及应用示范项目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46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系统研

制及应用示范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 
重庆市三峡库区水环境监控预警物联网系统

研发及应用示范工程 

重庆耐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8 
基于多种传感器在湖南环洞庭湖水域的水质

监控报警系统平台应用服务示范工程 

国信军创（岳阳）六九零六科技有

限公司 

49 
江西省重要河湖的水质量监测系统研制和应

用示范 

思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北戴河近岸海域环境污染 实时监测及综合管

理系统平台开发  

秦皇岛燕大燕软信息系统有限公

司 

51 
饮用水源多传感器集成水质实时监测系统研

发与应用 

贵州江月兴科技有限公司 

52 
北方寒冷地区河湖水质量监测系统研制和应

用示范 

哈尔滨工业大学水资源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53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 新疆矽感科技有限公司 

54 民爆物品动态监控物联网系统 葛洲坝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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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55 
牦牛奶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追溯系统项

目 

西藏高原之宝牦牛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 

56 肉类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研制及应用示范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57 
婴幼儿乳制品全周期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58 
呼伦贝尔市肉类质量安全追溯公共服务平台

和电子商务平台研发和应用示范 

呼伦贝尔市中荣食品有限公司 

59 
面向肉类食品的物联网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及

管理平台 

西安雷迪维护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60 婴幼儿乳粉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银川奥特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61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肉品质量安全全程追溯与

监管平台研发及产业化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62 高寒地区牦牛肉质量追溯系统建设（一期） 

青海省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

限公司 

63 西藏牦牛肉制品可追溯平台建设项目 

西藏牦牛王生态食品开发有限公

司 

64 
金华猪及优质猪肉质量安全全程可追溯系统

研制与应用示范 

浙江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65 羊肉全程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研发和应用示范 

新疆五家渠鑫宝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66 
云南蚌孔高原万亩天然草山肉牛（羊）养殖物

联网应用示范工程 

云南如意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67 电梯物联网安全监控服务平台研制与应用 北京信城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68 
电梯运行状态安全监控物联网系统研制和应

用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69 
电梯运行状态安全监控物联网系统研制和应

用 

浙江海康科技有限公司 

70 
新疆电梯安全动态监管物联网系统研发与应

用 

新疆西北星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71 
基于物联网的城市电梯安全综合监管应用与

示范 

南京物联网应用研究院有限公司 

72 智能化燃气管网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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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73 
重庆物联地下管网安全运行监管系统研制与

示范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 
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地下管网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 

河北汉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5 
城市地下管网危险气体、污水流量及管网财产

监控管理系统研制与应用 

重庆多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6 
城市集约化信息基础设施监控管理系统研制

和应用示范 

上海市信息管线有限公司 

77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综合监控管理软件研发及

产业化 

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8 
基于智能井盖的地下管网监测与安全管理系

统 

福建三鑫隆新材料技术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79 基于物联网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昆明雄越科技有限公司 

80 
物联网水务综合运营管控平台的研制 及应用

示范 

福建智恒电子新技术有限公司 

81 
中新天津生态城城市感知综合能源监控管理

系统 

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82 
智慧社区的家庭安防及监护系统研发和应用

示范 

山东中创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3 
基于物联网视音频智能分析技术的远程家庭

安防及监护系统研制和应用示范 

深圳国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84 
物联网技术在远程家庭监控系统中的研发与

应用 

赤峰巨安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85 远程家庭安防及监护系统研制和应用示范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 
基于 Hospot平台的远程家庭安防及监护系统

研制和应用示范 

活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7 远程家庭安防及监护系统项目 安徽华融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8 远程家庭安防及监护服务系统研制及应用 西安佳信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89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家庭安防及监护系统研制

和应用示范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90 智慧社区综合平台研制和应用示范 广西瀚特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91 远程家庭智能监护系统的研制与应用示范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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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92 
智慧家居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应用示范及产业

化 

河南信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93 
支持社区医疗及健康服务的云平台和智能终

端的开发及示范应用 

上海诺诚电气有限公司 

94 
社区与家庭医疗检测及健康服务系统研发与

示范应用 

北京麦邦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95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社区智慧医疗健康服务系

统研制及应用示范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96 
基于物联网的第三方面向社区及家庭的远程

医疗健康服务平台 

云南山灞图像传输科技有限公司 

97 
应用于社区医疗及健康服务的全科诊断信息

集成系统的研制及应用示范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98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医疗健康管理服务平

台研究与应用示范 

天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99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健康医疗服务 哈尔滨乐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移动医疗管理系统研制和

应用示范 

宁夏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101 
社区一体化智能医疗与健康服务平台研发与

应用示范项目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6 

除“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累计投资超过

120 亿元，开展“物联网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信息安全”两大

专项。在此支持下，国家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在警用装备管理、监外

罪犯管控、特种设备监管、快递可信服务、智能养老、精准农业、水

库安全运行、远洋运输管理、危化品管控 9 个重点领域进展顺利，已

经逐步发挥出增强行业生产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提升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和民生改善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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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问题 

（一）有效的发展推进机制尚未建立 

我国物联网产业已开展 5 年多，涉及面较广，但物联网产业的概

念、内涵、范围、分类尚不明确，行业管理和企业布局分散，每个产

业环节都拥有众多的企业，行业统计不完全，都给建立清晰有效的推

进机制增加了困难。以物联网核心产业之一的传感器为例，我国传感

器产业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形成了千亿产值的规模，但多种传感器中

真正属于物联网范畴的产值却无法准确统计，小而散的特性使得无法

建立统一的物联网传感器推进方法。 

（二）标准缺失制约应用水平提升 

目前，物联网的技术标准已经包括条形码、NFC、蓝牙、WiFi和

4G 等，还有很多来自家庭自动化和工业市场的模糊标准。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较新的、应用尚不广泛的标准，如主要用于低耗电设备的

WiFi标准扩展 802.11ah；为远程电力设置的新标准 weightless；主

要用于车内的 802.11p。由于标准繁杂，给物联网的数据传输乃至数

据应用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这也使得我国物联网在安防、电力、交通、

物流、医疗、环保等诸多领域开始应用，但多停留在项目试点、局部

应用层面，行业应用自成体系，行业间呈现出分散的信息孤岛态势。 

（三）同领域服务的同质化竞争严重 

在硬件产品上，一款产品或者技术一问世就会出现众多模仿者，

造成各厂家的产品种类和性能差别其实并不大，这点在门槛较低的智

能卡、电子标签、读写器市场尤其明显，而在智能手表等功能性产品

上也有趋同迹象。在应用系统领域，同领域内物联网应用系统在软件

架构上的具有相似性，这也导致了同行业内各信息服务与软件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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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时进行了大量的重复性工作，同质化竞争趋势明显，造成了大量

的资源浪费。 

（四）传感器成为物联网发展瓶颈 

我国物联网产业各环节在 2014 年发展的过程中，国产化传感器

及芯片的缺失显得更加明显。国内企业在基础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

等领域的支撑能力较弱，制约了传感器、短距离无线通信芯片等感知

层关键环节竞争力的提升，造成了我国传感器基础薄弱，技术跟发达

国家差距大，产业偏重中低端市场的局面。缺乏瞄准市场需求的前瞻

性眼光成为发展方向的一大问题，布局脱节限制了物联网产业的发

展，高端传感器芯片基本依赖进口影响高端综合集成服务能力，导致

国内尚未形成骨干带头企业。 

（五）定制性阻碍产品推广与企业成长 

物联网应用表现出的多样性和定制性，使得企业在技术与市场方

面发展空间受限，单一产品无法实现有效互通，企业实现跨越式突破

难度大。在硬件感知层面，企业发展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 MEMS

传感器前端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与时间，风险较高，融资难度大；二

是各领域采集信息的不同造成了传感器的差异，由于每种传感器的前

期投入、工艺等都是独立事件，导致生产不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不仅难以形成主打品牌，而且产品也无法跨领域通用。在信息处理层

面，各领域的基础信息不同使得需要分析和决策的内容不同，数据分

析和处理软件的独立性也限制了企业初期的成长。 

（六）信息安全限制大规模应用 

大规模推进物联网的主要障碍之一是信息安全问题。物联网应用

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庞大信息量，而如此丰富的信息中又包含许多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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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的内容，如何有效、合理的筛选区分和保障此类

敏感信息也是当前物联网技术发展的研究重点。当前，物联网大多数

应用在不太敏感的领域，包括服装、食品、公共交通、工业升级等，

大规模的工程化应用，特别是在重要基础设施领域的大规模应用还很

少，也是顾忌到安全问题。因而，只有信息安全得到保障，才可能实

现物联网的大规模应用。 

 



 

46 

九、2015年物联网及传感器产业发展展望 

（一）总体发展展望 

2015 年，全球物联网设备将出现大幅增长。据 Gartner 研究显

示，到 2015 年时，全球联网设备将有 49 亿件，比 2014年增加 30%；

IC Insights 则预计 MEMS 传感器市场也将进一步成长 16%。 

2015 年，我国物联网产业整体仍将保持高速增长。产业规模持

续扩大，预计 2015年，我国物联网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7500 亿元，

同时传感器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200 亿元以上。随着应用开始落地与

可挖掘数据的逐渐积累，数据的真正价值将开始显现。 

技术方面，我国在物联网自主技术标准和共性基础能力上将进一

步突破，在物联网通用架构、数据与语义、标识和安全等基础技术方

面取得进展，在国产传感器产业化生产方面获得提升。 

应用方面，智能产品种类将继续增多，设备与设备之间的交互连

接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有望将现有的星形结构扩展到网络结构，将

物联网提升到新高度。 

（二）创新态势：融合创新步伐不断加快 

硬件领域，传感器与控制器融合将是各大国际半导体厂商 2015

年的技术研发主流。传感器的集成化早已成为趋势，在物联网智能化、

低功耗的要求下，虽然传感器的 MEMS 工艺与集成电路制程有差异，

但在一些相对容易实现整合的传感器类型，比如触摸屏控制器、加速

度计、陀螺仪中，已有传感器与 MCU融合的技术出现。 

系统领域，云计算、大数据不断深入，产品制造将向内容服务、

运营服务和生产服务等领域继续渗透，相互融合。以智能家居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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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以多样化应用服务为核心，新一代显示、人机交互、云计算、

信息安全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加快推动了制造业与服务业更深层次的

融合发展。 

（三）应用态势：车联网、智能家居产品大规模上市 

汽车电子领域，具备更多智能传感器的无人驾驶技术正在成为当

前热点。奥迪、奔驰、宝马、福特、大众和丰田等全球汽车巨头预计

将在 2015-2018 年期间集中推出以汽车自动驾驶为主要亮点的智能

汽车。近两年，互联网巨头纷纷与车企组成产业联盟跨界车联网，其

产品也将在 2015 年融入大众市场。车联网的兴起使得智能检测控制、

射频识别、车内娱乐系统成为新型汽车必备的功能，催生了惯导、压

力、环境、播放控制、联网通讯等大量的传感器应用市场。 

智能家居领域，小米、百度、联想、腾讯、海尔等企业投入大量

的人力和财力开发的智能家居产品与应用平台，将在 2015 年纷纷进

入百姓家庭，市场步入导入期。大量众筹产品到期上市也将扩充智能

家居产品种类。企业与市场的利好决定了 2015 年智能家居产品的大

规模上市应用。 

（四）企业态势：小企业借力大平台态势出现 

涉足物联网的大企业无一例外均推出了自己的物联网平台。百度

智能互联开放平台、阿里健康云医院平台、“QQ 物联”平台、海尔 U+

平台、小米 MIUI 平台等都已成型，然而在平台之上需要大量的产品

丰富其应用。在此契机之下，众多初创型硬件公司以及众筹产品正好

找到了市场推广的平台。小企业加入大企业的生态圈，大企业通过投

资、并购网罗更多市场前景好的产品，携手共进物联网，将成为 2015

年企业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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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融资态势：众筹平台推出更多物联潮品 

2015 年，将有更多的企业和团队通过众筹模式参与到产品的研

制生产当中，这与物联网产品需要更贴近消费者才能获得市场的评判

标准相契合。企业借助众筹平台可加快产品实现商业化，首先产品经

过众筹预先验证后已具备相应的市场空间，其次众筹过程可以在消费

市场起到先期宣传效果。在早期的开发过程中，将各种奇思妙想的物

联网产品与项目的思路在众筹页中公之于众，不但可以从侧面审视与

评估项目的风险，还可以吸收参与者的建议，对产品进行优化和改进。

经此正式推出的物联网产品相比之下市场优势明显。 

（六）政策态势：政策出台向行业应用偏重 

2015 年是我国五年规划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多项国家和地方

物联网政策成果的验证年。预计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对先前工作进行考

核的基础上，将调整阶段性任务及目标，并启动下一轮规划政策的制

定。从政策的内容上看，物联网的推进内容将会逐渐向具体领域深入，

各种行动计划将成为重点。而在细分行业政策中以主要目标和任务的

形式落实物联网应用，将成为物联网政策出台的主要方式。同时，政

策内容中加大力度补齐软硬件自主知识产权短板的态势也将更加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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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15年我国物联网及传感器产业发展建议 

（一）积极构建物联网及传感器发展生态环境 

物联网及传感器产品千差万别，涉及行业众多，产业布局分散。

这就要求产业发展必须积极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紧密结合产业链各

环节，拉进产品与市场的距离。企业为提高定制化制作满意度，提高

产业效率，就要构建自身产业发展的生态圈，依托互联网的平台服务

以及移动互联网，积极融合产业链各环节，形成开放式的产业生态环

境。积极引导消费者参与，使众包设计、定制生产真正成为可能。 

（二）以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应

用落地 

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领域的物联网建设能够创造更高效的

通勤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智慧城市建设涉及

社会管理、应用服务、基础设施、智慧产业、安全保障、建设模式、

标准体系等内容，由此联通了包括智慧医疗、智慧政务、智慧教育、

智慧园区、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智慧物流等应用领域同步发展，从

而有效的聚集资金、人力以及社会各类资源推动整个产业迅速扩大。

以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为突破口肯定是当前政府推进物联网的

最佳选择。 

（三）加大研发力度，完善协同创新体制 

避免同质化竞争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推动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

同创新体系，支持产业联盟发展。鼓励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给予地方财政资金配套支持。建立公共研发平台并给予项目资金补

贴，完善创新体制机制，鼓励高校研究所科研成果转化，尤其是传感

器硬件产品的产业化，加快推动自主可控技术的国产化。加快形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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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连接标准，占据产业技术竞争的制高点，充分发挥技术标准的作用，

扩大联网设备种类与范围。鼓励集成电路企业培育核心知识产权，引

导建立省内知识产权战略联盟，对企业获得国内外集成电路专有权或

授权的发明专利，有关专项资金给予优先支持并适当奖励。 

（四）以重点领域为突破，加快进军高端传感器市场 

我国现阶段对众多传感器产品的开发应更具针对性，首先瞄准市

场需求广、领域带动效果明显的惯性传感器、环境传感器等产品进行

重点投入。在以技术攻关实现突破，大力发展自身技术实力的同时，

还应认识到，一般 MEMS 传感器开发应用周期较长，短期内我国难以

通过技术路径实现批量化生产以及进入高端市场竞争，因此，鼓励企

业通过国内外并购重组在短期内解决技术壁垒问题，是实现我国向高

端传感器市场跨越式迈进的途径之一。 

（五）推广成熟应用模式，培育新兴商业模式 

物联网的产业生态系统十分复杂，从当前物联网产业的发展状况

来看，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商业应用模式已取得了阶段性突破。现阶

段物联网产业发展模式与信息技术产业非常相似，产业上下游受益具

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物联网企业的健康发展，关键是要探索稳定的多

方共赢的商业应用模式。建立商业模式创新体系，营造商业模式交流

环境，拓展物联网增值服务，可以显著增强各方参与物联网建设与应

用的积极性，不断提升物联网应用的广度与深度，有力保障我国物联

网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只有在已成熟的商业应用模式上，培育新兴

商业模式，使所有参与产业链建设的环节都能从中获益，才能为推动

物联网产业长远发展提供核心动力。 

（六）加快建立并落实信息安全保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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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联网设备的增多，其所包含的信息量将更为巨大，所面临

的信息安全挑战前所未有。因此要早日着手信息安全保障工作落实，

确保安全和发展主导权。及早对物联网产品面临的信息泄露和个人隐

私保护及安全威胁进行评估。加强对公共基础设施及服务体系，个人

医疗健康监测诊断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增强国际合作，积极建立并落

实物联网产品等级保护、安全检测和风险评估制度。 

 



 

52 

附录 

附录 1：研究对象与范畴 

物联网简单的来说就是物物相连的网络。早期的物联网是指依托

射频识别（RFID）技术的传感网络，随着技术和应用的发展，物联网

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阶段，物联网是指在物理世界的实

体中部署具有一定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执行能力的各种信息传感设

备，通过网络设施实现信息传输、协同和处理，从而实现大范围的人

与物、物与物之间信息交换需求的互联。 

概括起来物联网具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互联网特征，即需要使

物体互联互通的网络；二是识别与通信特征，即终端设备要具备自动

识别与物物通信功能；三是智能化特征，即网络系统具有自我反馈与

智能控制的能力。 

物联网依托多种信息获取技术，包括传感器、RFID、二维码、多

媒体采集技术等；多种信息传输技术，包括有线传输、蓝牙传输、移

动网络传输等；多种信息处理技术，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物联网的几个关键环节可以归纳为“感知、传输、处理”。 

传感器作为感知层信息获取的基础，处于物联网产业链上游，在

物联网发展之初受益较深；同时传感器又处在物联网金字塔的塔座，

是整个物联网产业中需求量最大、最基础的环节。 

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感受到

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

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它是实现

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MEMS 传感器则是采用微电子和微

机械加工技术制造出来的新型传感器。与传统的传感器相比，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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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功耗低、可靠性高、适于批量化生产、易

于集成和实现智能化的特点。同时，在微米量级的特征尺寸使得它可

以完成某些传统机械传感器所不能实现的功能。随着信息技术对传统

产业逐步渗透，传感器应用范围被大大拓宽，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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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物联网产业体系架构 

物联网分为三个层次。首当其冲的就是感知层，感知层负责信息

采集及一部分信息传输功能，即利用传感器随时随地获取物理世界的

信息；其次是网络层，网络层负责信息传输，即通过各种电信网络与

互联网的融合，将物体的信息实时准确地传递出去；最后是应用层，

应用层负责信息处理，即把感知层取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并通过反馈

操作，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等实际应用。 

图8 物联网体系架构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物联网的应用离不开对大量信息的挖掘、分析，这就依托于大数

据与云计算技术的发展，这方面的内容在本系列其他白皮书中有专门

介绍；信息传输领域涉及的网络及通信设备也在本系列其他白皮书中

有介绍；感知层的传感器作为信息传输、处理的最前端，是一切后端

应用的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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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5 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形成涵盖感知制造、传输网络、软件

与信息处理、应用服务等门类的相对齐全的物联网产业体系。本书在

整体介绍物联网产业的同时侧重于硬件感知层，以传感器产业为重点

开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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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2010 年-2013 年我国主要物联网政策 

表14 2010年-2013年我国主要物联网政策 

出台

时间 
政策名称 政策内容摘要、作用 

2010

年 10

月 

《国务院关于

加快培育和发

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决定》 

加快培育和发展以重大技术突破、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对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

国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必须坚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引导推动相结

合，科技创新与实现产业化相结合，深化体制改革，以企业为主

体，推进产学研结合，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

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2011

年 3

月 

国家“十二五”

规划纲要 

要推动重点领域跨越发展，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高度集成和综合运用，已被国务院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升为国

家发展战略。 

2011

年 4

月 

《物联网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 

明确了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包括：物联网的技术研发与产业

化、标准研究与制订、应用示范与推广、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的

项目。 

2011

年 5

月 

《工业和信息

化部 2011年标

准化重点工作》 

加强标准战略研究，加快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等重要领域标准制

定和修订，为保持工业通信业平稳较快发展做好支撑。 

2011

年 6

月 

当前优先发展

的高技术产业

化重点领域指

南（2011年度） 

与物联网有关的分布式感知、拓扑控制、信息资源调度、协同计

算等关键设备和产品；物联网感知技术及无线射频（RFID）产品；

基于物联网技术等的智能城市管理、智能环保、智能交通等信息

服务解决方案及服务平台。 

2011

年 8

月 

《关于促进物

流业健康发展

政策措施的意

见》 

提出要推进物流技术创新和应用，加强物流新技术的自主研发，

重点支持货物跟踪定位、无线射频识别、物流信息平台、物流管

理软件、移动物流信息服务等关键技术攻关，适时启动物联网在

物流领域的应用示范，加快先进物流设备的研制，提高物流装备

的现代化水平。 

2011

年 12

月 

6项国家标准征

求意见稿 

包括《总则》、《术语》、《低速无线传感器网络网络层和应用支持

子层技术规范》、《信号接口规范》、《信息安全通用技术规范》、《标

识传感节点编码规范》。对物联网识别层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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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

时间 
政策名称 政策内容摘要、作用 

2012

年 2

月 

《物联网“十二

五”发展规划》 

提出要在智能工业、智能农业、智能物流、智能交通、智能电网、

智能环保、智能安防、智能医疗、智能家居等 10 个重点领域完

成一批应用示范工程，力争实现规模化应用。 

2013

年 2

月 

《国务院关于

推进物联网有

序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 

提出到 2015 年，实现物联网在经济社会重要领域的规模示范应

用，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初步形成物联网产业体系，安全保障能力

明显提高。为实现目标，将加强财税政策扶持、完善投融资政策，

鼓励金融资本、风险投资及民间资本投向物联网应用和产业发

展。 

2013

年 9

月 

国家发展改革

委投资百亿支

持物联网发展 

设立物联网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信息安全两大专项支持物联

网发展。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整理，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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