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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产业互联网（Industry Internet 1）作为一个概念，在国内已经提

及了很多年，早期主要是 IT 企业 2 在涉足到行业应用的时候，通常会

提出利用互联网手段，帮助行业企业解决一些具有行业属性的问题，

而不是仅仅解决一些财务、OA 和 ERP 等较为通用的管理问题。

     客观的讲，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具有产业特征的问题并不是互

联网企业所希望解决的核心问题，它们大都专注到市场规模更大，标

准化程度更高的互联网业务，例如即时通信、门户、电子商务等。随

着这些大众消费市场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不管是互联网公司，还是

其他类型的企业，都有深入挖掘行业需求的动力。

     工业 4.0 研究院一直关注国内外各种概念范式的发展，包括德国

工业 4.0、美国先进制造、中国的两化融合、智能制造、互联网 +、

产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等，它们体现了概念提出者和拥戴者的立场

和利益，甚至跟其商业模式也息息相关。

     各种概念和范式体现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同时也是它们核

心价值的体现。产业互联网作为国内重要的概念，一直吸引了行业研

究机构的关注，工业 4.0 研究院也不例外。

1 按照工业 4.0 研究院胡权院长在《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是不同的概念》一文中的分析，工业互联网
应该翻译为 Industrial Internet，而产业互联网可以翻译为 Industry Internet。原文链接：http://www.innobase.
cn/?p=1731 

2 据工业 4.0 研究院观察，早期提及产业互联网主要以 IT 企业为主，同时提及的概念还有企业互联网等，而
当时互联网公司还主要提及互联网 + 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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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7 日，工业 4.0 研究院胡权院长应互联网经济学研

究联盟 3 邀请，为互联网经济学领域的 50 位经济学家做了题为《产

业互联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分享。

      众所周知，由于腾讯举全公司之力，力图进军“产业互联网”4，

吸引了行业内外人士的注意力。按照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说法，

      “移动互联网的上半场已经接近尾声，下半场的序幕正在拉开。

伴随数字化进程，移动互联网的主战场，正在从上半场的消费互联网，

向下半场的产业互联网方向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互联网概念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行业人士

关注，但客观上这个概念仍然处于发展中。

      工业 4.0 研究院希望通过《产业互联网白皮书》的发布，阐释工

业 4.0 研究院的立场和观点，以便行业人士进一步对该概念进行探讨

和研究。

 3 互联网经济学研究联盟（Research Alliance for Internet Economics, RAIE）是由一批对互联网问题有兴趣和

有研究实力的经济学者发起成立的一个学术研究团体，是集中互联网经济学研究领域高端人才并广泛联系
各方面经济研究力量的综合性社团组织。联盟致力于推动互联网经济学领域的基础理论创新与公共政策研
究，近期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包括：双边市场理论与平台竞争；平台治理经济学；开源、开放与互联网创
新经济学；竞争、垄断与互联网市场的竞争政策；大数据权属与大数据经济学；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对经
济的影响；互联网统计及其对 GDP 贡献的定量测度；互联网经济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等等。

4 2018 年 11 月 14 日，在香港上市的腾讯公司发布了 2018 财年 Q3 业绩报告，其中，首次公开了云服务的

收入（60 亿元），这成为腾讯公开提出转型产业互联网之后的重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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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互联网的定义

     虽然行业人士对产业互联网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产业互联网是针对消费互联网提出的，体现了互联网时代的延续性。

从互联网发展历史阶段来看，互联网主要经历了科研互联网、消费互

联网和产业互联网三个阶段 5。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主要应用场景是科研领域，随着科研领域的

电子邮件、论坛等应用替代人们日常生活的信件和报纸等，逐步渗透

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大规模应用，直接对人们的

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促使互联网进入了消费互联网阶段。

     目前，消费互联网的成就斐然，大量的创新应用已经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包括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移

动资讯、在线视频等广为人知和广泛应用的业务。更值得行业人士津

津乐道的是，在各个细分的互联网业务领域，大都成就了一个或几个

独角兽或巨头，这也是激励大家不断创新的驱动力。

        工业 4.0 研究院认为，产业互联网可以定义 6 为：

      产业互联网（Industry Internet）是消费互联网对应的概念，

它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数字孪生体 7 等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促使传统产业链的优化和重组，更好提供产品和服务。

5 这是一种粗略的分类方法，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阅读专门的书籍或文章，了解更为详细的情况。

6 根据工业 4.0 研究院了解，行业内目前主要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和腾讯明确提出
了产业互联网概念，同时也有部分行业专家提出产业互联网概念，但基本上没有明确声称自己为产业互联网
专家的。

7 数字孪生体是美国国防部提出的概念，英文为：Digital Twin，它是为了对物理世界进行交互而设计的概念，
具有较完整的工程基础，可能成为产业互联网很重要的科学工程基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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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的讲，如果把产业互联网作为一种流派来看，它还缺乏成熟

的体系。按照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对范式的阐释，产业互联网

还谈不上一个范式，因为它并不具有以下两个条件：

• 任何范式需要有基本概念和体系，奠定基本的理论基础，便于

后面的研究学者进一步研究。

• 任何范式需要形成固定的拥趸，它们愿意去传播这个概念，同

            时也愿意去尝试概念倡导的做法。

     既然如此，工业 4.0 研究院认为，产业互联网在中国实体经济发

展过程中具有实际意义，特别是互联网巨头腾讯的加入，它完全有能

力去引导这个概念 8。

     《产业互联网白皮书》希望通过对产业互联网基本问题的阐释，

利用工业 4.0 研究院过去的一些研究成果，解决一部分库恩所提及的

“基本的理论基础”问题，便于行业人士和专家继续进行研究 9。

8 甚至于可以认为，腾讯基本上不用花费什么精力或创意，就可以获得一个可以“望文生义”的好概念。因
为阿里巴巴已经选择了“新制造”来描述它所做的工作，其他企业主要跟着工信部倡导的“工业互联网”发展，
对于互联网巨头的腾讯，它也需要一个具有自己印记的概念。

9 在《产业互联网白皮书》即将发布之际，我们了解，腾讯研究院的司晓和吴绪亮在 FT 中文网发布了《产
业互联网的商业逻辑》一文，阐释了腾讯研究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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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互联网核心技术

       消费互联网发展了 20 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但大都可以

用一些较宽泛的概念进行描述。阿里巴巴把自己的技术主要描述为云

计算和大数据，百度把自己的核心技术定位为人工智能，在腾讯研究

院最新发布的《产业互联网的商业逻辑》10 一文，也明确提出了互联

网技术这个概念。

      毫无疑问，为了更好完善产业互联网这个概念和体系，必然需要

对其核心技术进行阐释，以便引导行业企业对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进

行总结，以达到更好的创新速度和质量。

2.1 杀手级应用技术 

      工业 4.0 研究院把产业互联网相关的核心技术分为四大类，按

照传统的互联网思路，可以把这些技术命名为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s），充分体现了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征。

      具体来讲，按照佩蕾丝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11 一书所言，

技术革命通常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构建范式、基础设施、市场扩张

和潜力受限（市场成熟）。

10 该文是由腾讯研究院司晓和吴绪亮在 2018 年 11 月 15 日发布在 FT 中文网上的，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产
业互联网的一些认识。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0229 

11 佩蕾丝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阐释了技术革命的大周期论，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工业革命以来
的五次技术革命，具有四个阶段，与之对应的是其技术成熟度和市场饱和度。工业 4.0 研究院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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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 4.0 研究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分析认为，在构建范式期间，

企业家不会停止相关的探索，这种探索也是有规律可言的。借鉴互联

网发展初期的说法，杀手级应用可能是探索者最感兴趣的。

      通常我们认为，杀手级应用不是全新的产品或服务，它主要是替

代某个传统的业务或服务，属于熊彼特所讲的颠覆性创新范畴。

      在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探索杀手级应用的时候，有一些精明的

企业家和投资家会发现新产业的基础设施不完整，同时会把这种基础

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 12。当新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

齐备之后，杀手级应用将迈向一个新台阶。

12 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出售工具的企业家，就属于这种类型。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初期，类似支付工具、
廉价的物流、信用体系等，都是电子商务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也会遵循类似的规律，
应该得到重视。

图 1 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佩蕾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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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四大核心技术群

     据工业 4.0 研究院观察，目前参与产业互联网的企业，还处于各

个产业非核心价值创造环节创新阶段，也就是它们的应用场景，如果

放到具体的产业价值链领域去分析，大都不是该产业的核心价值创造

环节。

     如果产业互联网要深入到产业的核心价值创造过程，需要一些具

有创新潜力的技术。工业 4.0 研究院把这些技术分为四大类别，分别

是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数字孪生体。

13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是数字孪生体产生的基础，同时也是应用的基础。国内大部分提及数字孪生
体的行业人士，需要关注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否则只有其形，而无其实质，这会给中国推动产业

互联网发展造成基础不牢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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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家颇为关注的制造业，目前已经有一些产业互联网应用，

诸如设备监控等应用，这都是在设备运行期间的服务，还没有深入到

设备制造流程中去。

      事实上，如果以设备全生命周期来看，其产业链的核心价值创造

环节还是在生产制造中，这个过程决定了该产品的核心价值，但是，

通常制造该产品的企业并没有广泛使用互联网技术。

2.3 开源技术的核心作用

       如果以1998年网景公司发布开源浏览器为现代开源运动的开始，

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 20 年时间。早在 1999 年，开源社区曾经发

布了一份报告为《开源：来自开源革命的声音》，后来到 2006 年，

开源社区又发布了《开源 2.0：正在进行的演进》。

       大家可能关注到，不到7年时间，开源已经从一场革命转化为演进，

其中也意味着开源相关认识成为了共识。事实上，这样的说法颇为夸

大，再往后发展，2018 年微软收购 GitHub 和 IBM 收购 Linux 的分

发商 Red Hat，开源已经成为了互联网业内公认的成熟商业模式。

      对于中国国内的互联网来讲，开源是一个颇为小众的话题，据工

业 4.0 研究院调研的结果，大量的 IT 或互联网从业人士，对于开源

大都抱有悲观的态度，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开源没有成熟的盈利模式。

但是，对于所有 IT 和互联网从业人士来讲，开源又是他们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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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如果缺乏了开源，他们几乎难以开展工作。

        当然，大量的 IT 或互联网人士只是开源的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

甚至于 BATJ14 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也只做了与之体量不相符的

开源贡献——毕竟开源是一种自愿行为，而不是一种强制行为。

        现在进入产业互联网时代，如果要为产业提供更深入的解决方案，

行业从业者显然没有少用开源，甚至于目前全国上下都在开展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浪潮，几乎所有模块都是开源，包括 IaaS15、

PaaS16 和SaaS17，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并不对外声张应用了开源软件。

14  BATJ 即为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和京东（JD），它们通常认为代表了中
国互联网的势力。

15 IaaS 即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中文通常翻译为基础设施即服务。

16 PaaS 即 Platform as a Service，中文通常翻译为平台即服务。

17 SaaS 即 Software as a Service，中文通常翻译为软件即服务。

图 2 开源工业互联网平台首页



8

工业 4.0 研究院撰写和发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产业互联网白皮书（2018年版）

      但是，美国的产业互联网发展不仅悄然继续应用开源软件 18，同

时一些大型企业早就建立了完善的开源战略，前面提及的微软和 IBM

是利用资本力量打造开源战略的案例，诸如 Google、Facebook 等

一流的互联网公司，更是开源软件的拥趸。

       在国内，目前除了码云等传统的消费互联网开源平台，还有工业

4.0 研究院针对工业互联网推出的“开源工业互联网平台”，目前已

经成为了工业互联网发展赛道中一支独特的力量，引起了各界人士和

企业的关注。

      总而言之，工业 4.0 研究院相信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开源软件将

扮演核心的作用，只是这次浪潮中，中国是不是还只扮演一种旁观者

和消费者的角色。

18 美国在推动产业应用互联网的创新方法中，也是把开源软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例如，GE 在推动
Predix 平台的时候，就开启了数字制造共性项目，即 Digital Manufacturing Commons，并且在美国制造业创新
网络中进行内部成员开源分享，形成了很好的协同创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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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互联网的生态

      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消费互联网形成了平台的核心地位，这也

促使产业互联网参与者借鉴平台经济的概念，他们纷纷认为产业互联

网也会由平台做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互联网巨头介入

产业互联网，就具有商业逻辑了。

      从国内主要的互联网巨头参与产业互联网的举动来看，它们纷纷

把平台建设作为了其战略核心，特别是利用云计算投入较大的特点，

纷纷加入云服务竞争 19 领域。

3.1 平台的经济学原理

      对 于 平 台 生 态 的 定 义， 通 常 我 们 用 双 边 市 场（Two-Sided 

Market，TSM）20 来描述，这主要是针对传统的供销这样的单一方

式来讲的，它通常用利益相关者来描述参与者。当然，平台运行者是

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是平台生态的主导者。例如，搜索引擎、

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等平台，就形成了成熟的生态。

      不过，对于要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业互联网，目前还看不到成规

模的平台生态，特别是跟实体经济融合度高的平台生态，更是少之
又少 21。

 19 最近腾讯也公布了云服务收入，加上早期浪潮宣布加入公有云竞争，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了一股大型互联
网公司和 IT 公司争夺公共云平台地位和份额的态势。

 20 双边市场经济学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通常被行业专家用来解释平台经济或平台生态的战略构想，但
双边市场的种类比较多，企业家的创新手段也比较丰富，需要了解该领域的知识，可以阅读相关专业书籍及
文章。
21 如果这个问题（产业互联网平台规模化）解决了，诸如 BAT 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就有机会深度介入到产
业互联网了。因为 BAT 这些互联网巨头，它们具有资金、互联网技术和人才等优势，它们介入显然具有其
他参与者难以比拟的竞争优势。



10

工业 4.0 研究院撰写和发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产业互联网白皮书（2018年版）

22 通用目的技术是针对技术革命来讲的，它对于解决制造业或产业内的非标问题，具有很好的启发价值，产
业互联网要真正成为一个革命性力量，必须找到通用目的技术。

23 从传统互联网经济学专家的认识来看，互联网技术就是一种通用技术（原文含义），这是有一定疑问的，
一是互联网技术是什么？二是通用技术是通用目的技术吗？三是这种通用技术可以带来什么？是可以适配各
个行业的技术吗？

       值得关注的是，传统的互联网巨头拥有力大无穷的消费互联网平

台，它们自然想把这些平台领先地位移植到产业互联网领域，但从阿

里巴巴在过去几年的实践来看，这种努力是否可行，还值得推敲。

        之所以大家对平台颇为关注，是因为它蕴含的网络效应。工业 4.0

研究院认为产业互联网平台确实符合网络效应，但是，实现网络效应

的路径在行业内可能有迥然不同的理解。

      从阿里巴巴、航天云网、树根互联等行业曝光度较高的平台运行

者公布的信息来看，它们纷纷把平台上的注册数或使用量作为卖点，

但这种的认识有一个假设，那就是流量的认识。在传统的消费互联网

平台上，流量是可以变现的资源，这种商业模式逻辑到现在也是成立

的，但是在产业互联网领域，这种逻辑不是总是成立的。

     工业 4.0 研究院认为，产业互联网平台的经济学原理还是应该回

归到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GPT）22，

只有当我们找到了这种通用目的技术 23，才可能释放平台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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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企业为核心的模式

       从佩蕾丝指出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五次技术革命 24 来看，每

次技术革命都由具体的行业的具体企业引发的。互联网发展的所谓下

半场产业互联网也许要遵循这样的规则，既然要与产业共舞，自然要

去认识产业价值链的主导者。

      从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 25 公布的 50 多个案例来看，几乎所有的

平台都深耕某个具体产业，一些运行规模较大的平台，大都是因为该

产业的主导者参与了。

      例如，美国 GE 的 Predix，它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自己（及自

己的产品）；航天云网也主要服务航天科工集团，其上百亿的收入，

大都是航天科工集团各种采购业务支撑的。

      目前大量的平台案例表明，产业互联网的运行机制可能是围绕企

业来发挥作用的。工业 4.0 研究院认为，围绕企业的商业模式，可能

是目前产业互联网平台发挥作用的切入点，是否会出现独立的第三方

平台，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不会是普遍现象。

       如果这样的结论成立，那么即便 IT 和互联网公司介入，也是很难

在短期内跟这样的规律对抗。

24 佩蕾丝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革命进行了梳理，总结为五次技
术革命，并对每次技术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讲，佩蕾丝是大周期理论的持有者。

25 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的网址：https://www.iireadin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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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的专业化分工

      随着产业互联网的深化发展，新的专业化分工将出现，这种专业

化分工，可能是以某种我们目前无法认识的方式发生。从全球技术革

命的发展史来看，每次技术革命发生之后，都会对原有的产业价值链

进行重构，并且会产生新的专业化分工。

        260 年前 26，正是因为纺织业的专业化运行，形成了专业的纺织

工人，促进了进一步的专业化运行，这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

到来。

      其后，汽车的出现，使得工厂的规模更大，流水线的形成，工人

队伍也扩大到了一个需要专业管理层的阶段，这使得管理资本主义成

为现实，从钱德勒的《规模与范围》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德国

和美国迅速接受了管理的专业化分工，促使它们超越了英国。

      在人类社会进一步的发展中，工业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例如，在

离散领域的 PLC27，代替了传统笨重的继电器，流程领域的 DCS28，

也代替了传统的现场仪器仪表控制，这些技术的投入都非常大，不是

传统的融资方式可以解决的，从而促使了专业投资机构的出现。

     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IIC，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29

曾经发布了一份工业互联网领域的投资报告，报告指出工业互联网领

域需要新的投资方式，而不是传统的投资方式。

26 通常，人们认为纺织机的发明，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

27PLC，即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28DCS，即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分布式控制系统。

29 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的官方网站为：https://www.iiconsorti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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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4.0 研究院也认为，随着产业互联网的到来和应用，各种技术、

各种角色、各种模式等都会跟过去有较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背后真正

的驱动力是专业化分工。随着这种专业化分工的完成，产业互联网会

呈现一种全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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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互联网的未来

        在 2018 年 11 月 7 日互联网经济学研究联盟举办的“产业互联网：

开启数字经济下半场”小型高端研讨会 30 上，来自工业 4.0 研究院、

中国社科院、中科院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等知名机构的专家济济一堂，对于产业互联网的未来进行了颇

有成效的探讨。

       虽然与会专家对于产业互联网具体的做法有不同见解，但大家对

于产业互联网是消费互联网接下来的下一场革命（Next Chapter）

几无异议，只是各自认为工作重点不尽相同。

      工业 4.0 研究院认为，产业互联网的未来是由多股力量在重塑，

除了大量的企业家参与，还有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在进行仔细的思考

和研究。为此，我们重点介绍国内的四股力量 31，它们在进行产业互

联网相关的研究。

        以下对它们进行简要的介绍，详细内容建议到各自官方网站查看。

4.1 中国互联网协会

       中国互联网协会 32 成立于 2001 年 5 月 25 日，由国内从事互联

网行业的网络运营商、服务提供商、设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以及科研、

30 工业 4.0 创新平台也有发布该活动，活动链接为：https://www.innovation4.cn/event/128 

31 工业 4.0 研究院认为产业互联网跟工业互联网不同，当然也跟智能制造、互联网 + 等概念不完全相同，因
此在介绍产业互联网的未来时，重点选择了有组织和有专家团队的研究机构，其他个人没有介绍，大家可以
从互联网上找到相关内容。

32 中国互联网协会的官方网站链接为：http://www.is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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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等 70 多家互联网从业者共同发起成立，是由中国互联网行

业及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自愿结成的行业性的全国性的非营利

性的社会组织。中国互联网协会现任理事长为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

贺铨院士，现有会员 1000 多个，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工业和信息

化部，会址设在北京市。

图 3 中国互联网协会官方网站首页

      中国互联网协会对产业互联网颇为认同，在其会员支持下，建设

了多个研究院及促进中心，具体情况如下：

         • 中国产业互联网研究院

         • 中国产业互联网研究院（浙江）

          • 产业互联网促进中心（山东威海）

          • 产业互联网促进中心（上海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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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腾讯研究院官方网站首页

4.2 腾讯研究院

      腾讯研究院 33 是腾讯公司设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旨在依托腾

讯公司多元的产品、丰富的案例和海量的数据，围绕产业发展的焦点

问题，通过开放合作的研究平台，汇集各界智慧，共同推动互联网产

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围绕互联网法律、公共政策、互联网经济、大

数据等研究方向，与国内外研究机构、智库开展多元化的合作，不断

推出面向互联网产业的数据和报告，为学术研究、产业发展和政策制

定提供有力的研究支持。腾讯研究院坚守开放、包容、前瞻的研究视野，

致力于成为现代科技与社会人文交叉汇聚的研究平台。

      在 2018 年，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给合作伙伴的一封信》中，

明确指出，

      “我们认为，移动互联网的上半场已经接近尾声，下半场的序幕

正在拉开。伴随数字化进程，移动互联网的主战场，正在从上半场的

33 腾讯研究院的官方网站为：http://www.tis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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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互联网，向下半场的产业互联网方向发展。”

      这意味着腾讯将正式把产业互联网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支

撑腾讯战略的内部智库，腾讯研究院 34 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4.3 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

      中 国 产 业 互 联 网 发 展 联 盟（Internet+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IDAC）35 是由从事产业互联网融合创新（互

联网 +）的技术、产品研发、研究、服务及相关业务的企业、科研院所、

服务机构自愿组成的全国性的非营利社会组织。

图 5 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官方网站首页

34 在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宣布要进军产业互联网不久，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就牵头撰写了《产业互联网的商业
逻辑》一文，提出了产业互联网的基本认识。

35 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的官方网站为：http://chinaidac.org 

      2015 年 4 月 9 日，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



18

工业 4.0 研究院撰写和发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产业互联网白皮书（2018年版）

情报研究所、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等发起单位举办中

国产业互联网发展研讨会暨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发起倡议仪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巡视员李颖、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

委员会副主任贾兴东、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国家信息化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宁家骏等出席研讨会并发言，三十多家企业和机

构代表参会并进行了讨论交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

究所副所长李新社宣读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发起倡议。

      2015 年 6 月 18-29 日，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成立暨首届理

事会、2015 中国“互联网 +”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峰论坛在青

岛成功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国家信息中

心、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亚信集团、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等 38 家发起单位代表到会。会议审议通过了联盟章程，表决生

了首届理事会组织架构。在 2015 中国“互联网 +”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发展高峰论坛上，举办了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启动仪式，中国

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正式成立。

4.4 工业 4.0 研究院

      工业 4.0 研究院 36 是面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独立研究机构，主要

研究工业 4.0 相关的技术、专利、战略、模式和实践等内容，设计并

提出了中国版工业 4.0 概念和体系。不仅如此，工业 4.0 研究院还通

过跟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产业企业等深度合作，推动中国的工业 4.0

36 工业 4.0 研究院的官方网站为：http://www.innob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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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相关工作，促进中国工业 4.0 创新生态的形成、完善和发展。

经过长达三年（2013-2015 年）的研究，工业 4.0 研究院首次提出

了判断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三个技术特征：高度自动化、高度数字化（信

息化）和高度网络化，在三个高度化基础上，工业 4.0 研究院提出了

第四次工业革命认知体系、两大核心驱动力和三大演进路径等重要观

点，形成了中国版的工业 4.0 概念和体系。

图 6 工业 4.0 研究院胡权院长谈产业互联网 37

        自 2013 年成立以来，工业 4.0 研究院就把“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作为使命。只要跟这个时代有关的重点概念和流派，工业 4.0 研究院

都会进行跟踪，产业互联网这个概念也不例外 38。

 37 工业 4.0 研究院胡权院长的演讲稿已经公开，可以通过链接申请下载：https://www.innovation4.cn/library/
r33111 
38 虽然早期国内有中国互联网协会和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它们大都没有对产业互联网这个概念或范式
进行学术研究，工业 4.0 研究院采用了跟进的做法。随着腾讯正式宣布进入产业互联网，工业 4.0 研究院迅
速展开了正式的研究，并判定 2019 年产业互联网会成为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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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互联网和工业两端的接近程度不同，更接近互联网这一端的

概念，工业 4.0 研究院主推产业互联网，在更接近工业这一端的概念，

工业 4.0 研究院选择了工业互联网概念。

       我们相信两者各自视角和应用方式有差异，主体参与者也各不相

同，解决的行业问题也各具特点，因此，产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将

形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的两个重要流派 39。

39 我们主要认为主推工业互联网的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AII，Alliance of Industrial Internet）和主推产业互联
网的腾讯研究院都是颇具资源和实力的机构，它们将促使我国理论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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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产业互联网的建议

      秉承开放式创新理念，工业 4.0 研究院迫切希望产业互联网形成

一个具备创新特质的流派，通过产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两大流派从

不同着力点推动，可以形成中国制造蓬勃发展之势。

         为了促进产业互联网良性发展，工业4.0研究院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加强相关研究机构的协作，完善产业互联网概念和范式，

以指导和引导产业互联网的具体实践。

      目前国内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腾讯研

究院、阿里研究院等组织机构，它们都或多或少参与了产业互联网概

念的解释，可以建立行业研究的常态机制，便于大家共同交流研究成

果，促进产业互联网的良性发展。

       （二）加强经济学家参与的力度，重点解决技术问题的抽象问题，

让不懂技术的研究者也可以理解。

      目前国内研究领域有一个困难，那就是大量的新研究领域涉及到

跨学科，特别是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融合，迫切需要有专家团队就

基础的技术或经济问题进行抽象，形成一个对方可以理解的核心知识

库，便于沟通和持续推进。

     （三）以第四次工业革命视角，研究通用目的技术，以及带来的经

济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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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佩 蕾 丝 对 过 去 200 多 年 技 术 革 命 的 研 究， 总 结 了 每 次

技 术 革 命 的 根 本 原 因 是 有 通 用 目 的 技 术（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GPT）的产生。

      对于任何一位学者和行业人士，及早了解和认识这种通用目的技

术，掌握其应用的规律，都是一件好事情。产业互联网领域的学者和

专家，应该逐步探索这方面的答案，行业实践者也可以探讨如何找

到在多个领域应用的技术，这对于商业模式的创新，也颇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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