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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机器视觉是十分重要的

分支之一。机器视觉是一种基础功能性技术，是机器

人自主行动的前提，能够实现计算机系统对于外界环

境的观察、识别以及判断等功能。目前，中国的机器

视觉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是世界机器视觉发展

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受益于配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制造业总体规

模持续扩大、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政策利好等因素，

中国机器视觉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未来，随着行业技

术提升、产品应用领域更广泛，机器视觉市场将进一

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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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机器视觉是十分重要的

分支之一。人工智能的应用技术主要包括语音类技

术、视觉类技术、自然语言处理类技术和基础硬件

等。其中，机器视觉是一种基础功能性技术，是机

器人自主行动的前提，能够实现计算机系统对于外

界环境的观察、识别以及判断等功能。对于人工智

能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人工智能范畴最

重要的前沿分支之一。

目前，中国的机器视觉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是世界机器视觉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1.1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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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优势

机器视觉在人工智能技

术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

具备的优势凸显。

与人类视觉相比，机器

视觉是用机器代替人眼，其功

能范围不仅包括对信息的接受，

同时还延伸至对信息的处理与

判断。机器视觉相较于人工视

觉有许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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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应用

机器视觉技术是实现设备精密控制、智

能化、自动化的有效途径和实现计算机集成

制造的基础性技术之一。目前，工业是机器

视觉应用中占比最大的领域之一。

具体来看，机器视觉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包括尺寸与缺陷检测、智能制造以及自主导

航。

尺寸与缺陷
检测

智能制造 自主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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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产业链

机器视觉是一种基础功能性技术，整体包括相机、镜头、视觉控制器、图像处

理、传感器、算法平台等。此外，一个典型的机器视觉应用系统应包括图像捕捉模块、

图像数字化模块、图像处理模块、决策模块、机械控制执行模块以及光源系统等。

上游

中游

下游

机器视觉技术

机器视觉下游应用领域多，随着核心技术的不断完善，场景不断拓展。机器视

觉的应用场景包括消费电子、汽车、半导体、虚拟现实、智能安防、健康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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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产业链全景图

机器视觉

传感器 镜头 控制器 算法平台 图像处理 相机等

虚拟现实 无人驾驶 消费电子 智能安防 健康医疗等

天准科技 旷世科技

商汤科技 海康威视

……

康耐视 基恩士

海克斯康 海德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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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经济因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8年中国经济外部受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制造业景气度持续降低到50临界点，

全国经济依旧持续健康发展。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我国人工智能行业、机器视觉市场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经济方面——中国GDP首次突破90万亿元，达实际增

速达6.6%。

 

贸易方面——中国对外进出口外贸总值达30.51万亿

元，同比增长9.7%，稳坐全球第一贸易国位置。

贫困与收入——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上年末减

少1386万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28228元，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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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策因素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中十分重要的分支之一，机器视觉市场的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行业的支撑。近年来，我国在

人工智能领域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更在2017、2018以及2019年连续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人工智能，可以看出

在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在人工智能领域出台国家战略，抢占人工智能时代制高点的环境下，中国政府把人工智能上升

到国家战略的决心。

此外，全国已有多个省市发布人工智能规划，制定了具体的产业规模发展目标。通过一系列政策与资金扶持，

各省市不断强化当地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与应用，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广阔发展前景。

2017年
政府工作报告

“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新材料、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
等新兴产业，另一方面要应用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加快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

人工智能连续两年被列入政府工作
报告：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
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
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
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

2018年
政府工作报告

将人工智能升级为“智能+”，要打造工业
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
型升级赋能。同时要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兴能
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2019年
政府工作报告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13

2.2  政策因素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9年3月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将人工智能升级为“智能+”，要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
“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同时要促进新兴产业加
快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兴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
壮大数字经济。

2018年11月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

榜工作方案》

部署智能产品、核心基础、智能制造、支撑体系等重点任务
方向，征集并遴选一批掌握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
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企业、科研院所等，开展“揭榜”攻关，
力争在标志性技术、产品和服务方面取得突破。

2018年3月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
人工智能连续两年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加强新一代人工智
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
进“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

2017年12月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

从推动产业发展角度出发，结合“中国制造2025”，对《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相关任务进行了细化和落实，以信
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
的产业化和集成应用为重点，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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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策因素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7年10月 十九大报告
人工智能写入十九大报告，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17年7月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的通知》

到2020年，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
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
元；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
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带动相关
产业规模超过5万亿元；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
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
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

2017年3月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新
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新
兴产业，另一方面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加快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

2016年11月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

发展人工智能，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
各行业全面融合渗透。具体包括：加快人工智能支撑体系建设；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应用，鼓励各行业加强与人工智能
融合，逐步实现智能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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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策因素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6年9月
《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

（2016-2018年）》

以推动终端产品及应用系统智能化为主线，着力强化技术攻关，
突破基础软硬件、核心算法与分析预测模型、先进工业设计及关
键应用，提高智能硬件创新能力。着力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智能
硬件应用普及进程，加强行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夯实智能硬件
发展基础。着力繁荣产业生态，建立标准、知识产权、创业创新
平台、应用示范间的联动机制，培育新模式新业态。

2016年4月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到2020年，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年产量达到10万台，六轴及以上
工业机器人年产量达到5万台以上。服务机器人年销售收入超过
300亿元；工业机器人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机器
人用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等关键零部件取得重大突破。

2016年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人工智能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加快信息网络新技术开发应
用，重要突破大数据和云计算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操作系统、高
端工业和大型管理软件、新兴领域人工智能技术。

2015年5月 《中国制造2025》
加快推动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把智能制造作为
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着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推进
生产过程智能化。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16

2.3  行业因素

近年来，人工智能行业得到利好政策支持，

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

标，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

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

增长点。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科技、制造

业等业界巨头不断深入布局。2018年中国人工智

能市场规模约为238.2亿元，增长率达到56.6%。

机器视觉在人工智能大行业支撑的背景下，也迎

来发展机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4-2018年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统计情况
（亿元）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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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业因素

中国人工智能市场上以生物识别、图像识别、视

频识别等技术为核心的机器视觉市场规模最大，占比

近35%。

2018年，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能力的增加

进一步促进了计算机视觉、语音技术不断突破。另外，

核心计算芯片也成为巨头们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阿

里、华为、小米纷纷推出AI芯片产品。

机器视觉

中国人工智能市场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



全球市场

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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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球市场占比

全球人工智能行业正在快速发展中，其

中机器视觉技术在国外人工智能企业应用技

术中占比达到40%。机器视觉是全球人工智能

技术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

视觉

语音

自然语言处理

基础硬件

国外人工智能企业应用技术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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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球市场规模

全球机器视觉技术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

消费类电子行业的发展。随着下游应用中的消费电子市

场、汽车市场、半导体市场、医疗市场等行业规模持续

扩大，主要国家的工业自动化水平稳步提升，机器视觉

的市场规模也持续扩大。

据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机器视觉市场规模超88

亿美元。随着应用市场的进一步扩大，未来市场需求将

进一步放量。预计2019年，全球机器视觉市场规模将近

100亿美元。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全球机器视觉市场规模及预测

市场规模（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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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市场发展阶段

中国的机器视觉行业是伴随中国工业

化进程的发展而崛起的，自90年代末开始

起步，经历了启蒙阶段、初步发展阶段。

目前，国内机器视觉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

期。
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中国市场正处于
快速成长阶段

销量

时间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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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市场规模

目前，中国的机器视觉行业正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是世界机器视觉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受益于配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制造业总

体规模持续扩大、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政策利

好等因素，中国机器视觉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据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机器视觉市场规模首次超

过100亿元。随着行业技术提升、产品应用领域

更广泛，未来机器视觉市场将进一步扩大，预计

2019年市场规模将近125亿元。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中国机器视觉市场规模及预测

市场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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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市场企业

中国机器视觉市场保持增长，企业数量也在

持续攀升。随着中国机器视觉技术的发展，在工

业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据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市场中国际机器视觉

企业和本土机器视觉企业（不含代理商）数量合

计超200家。其中，专业的机器视觉系统机器企

业超7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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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市场细分领域

消费类电子行业元器件尺寸较小，检测要求

高，适合使用机器视觉系统进行检测。同时，消费

类电子行业对精细程度的高要求也反过来促进了机

器视觉技术的革新。

行业向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据数据显示，

2019年消费电子及半导体领域的机器视觉市场规模

突破20亿元。消费类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需求量

大，带动机器视觉市场需求，预计2019年市场规模

或将近30亿元。

电子、半导体领域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中国电子及半导体机器视觉市场规模预测

市场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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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市场细分领域

中国作为全球汽车产销大国，汽车市场体量十

分之大。作为传统制造业，在人工智能的热潮下，

近年汽车的智能化得到快速发展。

国内无人驾驶汽车市场虽处于起步阶段，在构

建的未来蓝图中已布局到多个适用领域，中国有望

成为最大的无人驾驶市场，而这一趋势为汽车领域

使用机器视觉带来巨大的需求量。据预测，2019年

我国汽车领域机器视觉市场规模或超10亿元，未来

还将稳步增长。

汽车领域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中国汽车机器视觉市场规模预测

市场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天准科技

商汤科技

麦仑

海康威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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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天准科技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总部位于

中国苏州。天准公司致力于以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工

业转型升级。具体而言，天准以机器视觉为核心技术，专

注服务于工业领域客户，帮助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智能

化发展。

主要产品为工业视觉装备，包括精密测量仪器、智能

检测装备、智能制造系统、无人物流车等，产品功能涵盖

尺寸与缺陷检测、自动化生产装配、智能仓储物流等工业

领域多个环节。

国家重大
仪器专项

国家高新
科技企业

江苏省科技
进步奖

国家火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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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天准科技

精密测量
仪器

智能检测
装备

智能制造
系统

无人物流
车

公司专注服务工业领域客户，主要产品为工业视

觉装备。目前拥有精密测量仪器、智能检测装备、智

能制造系统、无人物流车等四大产品线。 

近年来，公司市场占有率逐年稳步提高，行业竞

争力较强。

数据来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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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商汤科技

作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公司，商汤科技SenseTime

是中国科技部授予的“智能视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

新平台。同时，商汤科技也是全球知名AI创新企业，总融资额

及估值在业内均大幅领先。

商汤科技自主研发并建立了全球领先的深度学习平台和超

算中心，推出了一系列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包括人脸识别、

图像识别、文本识别、医疗影像识别、视频分析、无人驾驶和

遥感等。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30

4.2  商汤科技

商汤科技在多个垂直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居领先地位，涵盖智慧城市、智能手机、互联网娱乐，以及广告、

汽车、金融、零售、教育、地产等多个行业。目前，商汤科技已与国内外700多家世界知名的企业和机构建立合

作，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高通、英伟达、本田、SNOW、阿里巴巴、苏宁、中国移动、OPPO、vivo、小米、

微博、万科、融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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