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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Insight预计，2019年全球电子系统市场将增长4%，达

到16.8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预计将下滑

12%，至4438亿美元，去年首次超过5000亿美元。如果2019

年的预测得以实现，在去年创下31.1%的历史纪录后，电子系

统中的平均半导体含量将降至26.4%。

从历史上看，与电子系统市场相比，半导体工业的年均增

长率较高，背后的驱动力是半导体在电子系统中的价值或含量

的增加。在过去10年中，全球的手机、汽车和个人电脑的发货

量表现出了成熟和放缓，2008至2018年在电子系统市场上统计

的3%的CAGR与同期半导体市场显示的7%的CAGR之间的差

距直接归因于电子系统中半导体含量/价值的增加。

尽管过去30年半导体含量增长的趋势很明显，但2017年

和2018年电子系统平均半导体含量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DRAM和NAND闪存的ASP大幅飙升，以及去年电子系统的平

均销售额增长。过去两年内存IC ASP的跳升(2017年为56%，

2018年为29%)今年可能逆转(-33%)，从而降低半导体含量的

百分比。不过，从2020年开始，半导体含量百分比预计将再次

回升，最终在2023年达到31.8%的新高。

半导体在电子系统中的价值越来越高的趋势是有限度的。

无限期地推断半导体数字的年增长率，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将

导致电子系统的半导体含量达到100%。无论最终的上限是多

少，一旦达到上限，半导体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便会紧跟电子

系统市场的增长——即每年约4%至5%。

6月10日，中国

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环

境互联网+专委会成

立大会暨第一届委员

代表大会、首届环境

互联网+高峰论坛举

行。生态环境部信息

中心副主任杨子江在

论坛上介绍，“互联

网+”已经成为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有力武器。环境监测方面，这两年在地方平台上

开始了新一轮的建设。

2018年数据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环保行业的重视，环境监测仪器设

备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经前瞻数据网初步测算，2018年

中国环境监测行业销售额约71亿元。其中，2018年烟尘烟气

设备、水质设备均超20000台(套)，环境空气类监测设备将近

10000台(套)，合计将近70000台(套)。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环境监测仪器市场还将

迎来更大的生机。对于以往传统的、烟囱式的系统来水，随着

空气质量监测设备、污染源监测设备、排放监测设备、流动监

测、移动终端、遥感等的加入，可以变成更平台化、系统化、

规模化。

政策纷纷出台
2019年3月，江苏省印发《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

三年建设规划(2018-2020年)》计划到2020年，实现环境质

量、重点污染源、生态环境状况监测全覆盖，各级各类监测数

据系统互联共享。同时，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建设总

经费概算为46.93亿元。

2019年5月份，贵州省发布《2019年生态环境工作要

点》，将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执法智能化办案系统、污染源排污

总量控制管理平台、全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环境应急智

能感知系统、生态保护卫星遥感综合监管系统和运用“三线一

单”等推进各类信息系统建设。

2019年6月份，山东省发布《关于加强全局地下水及地质

环境监测工作的意见》，将通过全面提升地下水及地质监测工

作的质量和手段，逐步建成地质环境监测网络和区域地下水及

地质环境监测信息管理服务系统，为地质灾害防治、地质环境

保护、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预警等提供技术支撑，为水文地质

调查评价和地下水演化研究奠定基础。

随着这些大规模项目的开展，环境监测仪器作为平台建设

的重要前端，势必会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杨子江提到，现

在一个中等的地级市，上马的监测项目就两个多亿，其中，1.7

亿元左右在下端，六七千万元是上端的机房平台等改造。

为了推动仪器仪表行业发展，2018年，工信部公布《环保

装备制造行业(环境监测仪器)规范条件》，力求通过发挥规范

企业示范带头作用，引领环境监测仪器行业向高质量规范化发

展，对环境监测仪器制造企业的基本要求、技术创新能力、产

品要求、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人员培

训、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6月底，工信部公示了符合《环保装备制造业(环境监测仪

器)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第一批)，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冷杉精密仪器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登榜，有利于

推动着优势资源向行业龙头企业进行靠拢，进一步提高国产仪

器仪表行业的实力。

对于仪器仪表企业来说，面对环境监测行业的发展，要重

视平台建设的巨大潜力，强化数据挖掘，数据系统服务方面的

能力以及溯源等技术的发展。

7月1-3日，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博鳌召开，在

为节能减碳和应对气侯变化交出不俗成绩单的同时，中国新能

源汽车的下一站又该如何“进化”？现场多位重量级嘉宾的演

讲给出了答案：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是变革大势所趋。

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球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突破

564万辆，中国占比达52.8%，连续4年居世界首位。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表示，全球的汽车产

业正进入百年未遇的大变革。科技部副部长王曦表示，新一轮

科技革命带来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的变革，在这

一变革驱动下，科技创新呈现出平台化、开源化、场景化、融

合化、颠覆性新趋势。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说，

智能汽车是长了腿的

手机，但汽车的传感

器、控制权远远多过

手机，未来汽车可以

是移动的游戏机或是

移动KTV等，未来的

应用场景非常丰富。

研究报告表明，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的电动汽车将使

共享出行的“人公里成本”下降45%—82%。人、车、路实时

共享交通信息，可使出行效率提高。

当前，我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显著。工信部数据显示，

今年 1－5月，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

入4282亿元，同比增长19.4%。

围绕下一步发展，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新时期“宽带中

国”战略，酝酿出台“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其

中，加强5G网络部署，支持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扩大有效投资，创新产品和服务供给，培育智能经济新业态

等将成为施策重点。

工信部表示，下一步将加强网络治理，优化发展大环境。

强化安全保障，全面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数据、个人

信息等安全保障能力。

业内预计，网络安全产业有望成为万亿元规模的社会支柱

产业。奇安信董事长齐向东表示，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突飞猛进使得网络安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的世界里，网络遭受攻击所产生的后果有时会超过承

受限度，网络安全的投资将会越来越大。预计未来几年，网络

安全的产业规模将超

过万亿元。

央地也已经加快

相关产业布局。7月中

旬，《国家网络安全

产业发展规划》正式

发布，工信部与北京

市将建设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计划到2020年，依托产业园

带动北京市网络安全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拉动GDP增长超

过3300亿元，打造不少于3家年收入超过100亿元的骨干企业。

陆峰表示，伴随5G、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渗透至经济

社会发展各领域，网络安全的基础保障作用和发展驱动效应日

益突出，特别是to B层面的网络安全愈发重要。下一步，车联

网，能源、交通、制造业等工业互联网将成为安全产业发展的

重点领域。

近年，中国激光产业不断发展，目前整个产业的市场规模

怎样？未来有哪些发展趋势？以下为你提供专业的分析参考。

1、激光产业链上游行业分析
激光产业链上游为激光器件，包括激光芯片、泵浦源、特

种光纤、晶体材料、光学元器件、电子元器件、机械元器件、

激光控制系统。以激光晶体为例，激光晶体由基质晶体和激活

离子两部分组成，基质晶体主要是为激活离子提供合适的晶格

场，激活离子是掺杂在基质晶体中的化学元素离子。激光晶体

中利用不同的激光离子可以产生不同波长的激光，应用在不同

领域。

目前，激光晶体的增长点主要来自OLED投资扩张周期带

动的紫外激光器需求，主要参与者包括福晶科技、美国贰陆、

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美国科学材料公司、Raicol Crystals、

EKSMA、Cristal Laser S.A、VLOC、Inrad、高意光学等。

激光晶体领域主要参与者统计情况

2、激光产业链中游行业分析
激光产业链中游为激光器，包括光纤激光器、二氧化碳

激光器、其他固体激光器等。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

激光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激光器市场规模已达58亿元，截止至2018年底中

国激光器市场规模

超过80亿元，达到

了83亿元，占全球

光纤激光器市场总

规模的45%，预测

2019年中国激光

器市场规模将接近

百亿元，并预计到

2020年中国激光

器市场规模将增长

至121亿元左右。

市场竞争方面，激光器市场集中度较高，国内CR3占据了

75%的市场份额。其中IPG占49%、锐科激光17%，创鑫激光

9%;相干、恩耐、杰普特、飞博占比也在2%以上。

3、激光产业

链下游行业分析
激光产业链下

游为激光装备，包

括激光切割、激光

打标、激光焊接、

激 光 清 洗 、 激 光

熔覆、激光3D打

印、激光显示、激光

测量、激光武器、激光美容医疗等。根据Laser Focus world统

计，2018年全球激光装备市场规模约为931.6亿元，其中中国

激光装备市场规模占比超过一半，约为605亿元。

市 场 竞 争

方面，激光装备

竞争格局较为分

散 ， C R 3 仅 为

3 2 . 6 % ， 其 中

大族激光市占率

1 8 % ， 华 工 科

技市占8.6%，

通 快 中 国 市 占

6%。这主要是

因为区域性和下

游离散型制造企

业的特点，泛制

造业领域的激光

加工市场难以形

成较为集中的竞

争格局。

2018年中国激光装备市场竞争格局分析情况

激光产业链发展趋势
对于上游激光器件而言，仍以激光晶体为例，未来发展趋

势主要有：面向先进制造技术、激光武器等应用的高功率、大

能量激光晶体;面向人眼安全、遥感、光通讯、医疗等应用的红

外激光晶体;面向全色显示、光刻等应用的蓝绿紫和可见光激光

晶体;LD泵浦超快激光增益和放大介质材料。

对于中游激光器而言，未来发展趋势有：脉冲光纤激光器

向高平均功率、高峰值功率方向发展;连续光纤激光器向超高功

率方向发展;固体激光器向高功率、超快方向发展;向更高亮度方

向发展;向模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对于下游激光装备而言，未来发展趋势有：一是大功率激

光设备应用广、发展快。与小功率激光加工设备相似，大功率

激光设备同样用于激光焊接、切割等功能，还可进行金属表面

的硬化;大功率激光加工设备应用领域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汽车、健身器材、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和农业机械等领域。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随着我国光谱仪技术水品的提升，以及我国近年来我国在

食品检测、环保监督等多个领域对光谱仪需求的增加，我国光

谱仪行业规模不断扩大，未来随着应用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和应

用加深，光谱仪行业市场规模仍将保持稳定扩大态势。

据初步统计，目前国际上的光谱仪器达20多种。但是，使

用最多、覆盖面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光谱仪器是紫外光谱、

红外光谱、原子吸收光谱等。此外，如今的激光拉曼光谱和近

红外光谱的发展也非常火爆。

光谱分析仪器科学仪器的重要分类，具有功能齐全、操

作简便、分析准确等优点，是诸多领域的理想检测设备。现如

今，光谱分析仪器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日益凸显。据中国

分析测试协会数据分析，2015-2018年之间，我国光谱仪器市

场 年 复 合 增 速 达 到

7%，2018年市场规

模达到8.52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56.38亿

元(按照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2018年人民

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

6.61741折算)。

2015-2018年中国光谱仪器市场规模统计情况

虽然中国光谱仪行业规模提升，但是全球光谱仪器最大

的市场仍是北美洲市场，其次是欧洲和日本市场。实力最强

的企业分布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中

国在全球市场中只占有较小的市场份额，根据中国分析测试协

会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光谱仪市场规模为82.81亿美元，

其 中 中 国 占 比 仅 为

10.29%，而北美(美

国和加拿大)市场规

模为27.17亿美元，

占比32.81%，欧洲

市场占比25.65%，

日 本 市 场 占 比

12.27%。

2018年全球光谱仪市场规模占比统计情况

中国光谱仪行业行业技术水平整体提升
在科学仪器中，光谱仪器占有较大比重，也是国内起步较早

发展迅速的一类仪器，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受

益于我国多领域对光谱仪需求的增加，国产光谱仪企业不断提升

技术水平，部分国产光谱仪器已达到国外同类仪器水平。

根据SOOPAT网站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光谱仪行

业专利申请量为2445项，为近年来最高值，2018年为2179

项，虽然较2016/2017年有多下滑，但是仍高于2015年水平。

而从专利公开量来看，2011-2018年我国光谱仪专利公开量不

断提升，随着专利的公开，可以实现技术的扩散，提高行业内

小型企业的技术实力，实现行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2011-2018年中国光谱仪行业专利申请、公开量统计情况

智能便捷趋势愈加明显
分析仪器属于高新技术领域，从其应用到工业和生产中

后，一直处于快速的发展和变更中。随着技术发展带动的产业

升级，未来光谱仪检测中，对检测物的数量和重量限度将进一

步降低，同时检测的精确度将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市场上已经

出现了便捷的手持式光谱仪，国内外知名品牌已在便携式光谱

仪领域进行竞争，未来在应用加深下，便携式、手持式和个性

化光谱仪将进一步发展;同时万物互联的5G时代和物联网时代到

来，光谱仪领域单个装置微型化、智能化趋势较为明显。

目前我国光谱仪已经在环保、电子电器、食品、医药、矿

产、考古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产品应用领域广泛，同时各行

业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未来随着光谱仪技术的提升，下游

应用将进一步普及。在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智能硬

件等领域也有着更多的机会，未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增长将高

于全球水平，大量充电桩将被安装在公路上，而这些设备的电

池、新材料都需要用到光谱检测，同时充电桩生产过程的质量

监控也需要用到光学检测技术。随着我国光谱仪下游需求的扩

张，在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下，未来行业发展向好。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9 年电子系统半导体器件含量将降至 26.4%
预计 2020 年将再次回升

专家看好环保行业：
“一个中等地市上马的监测项目可达两个多亿”

截至 2018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 564 万辆

网络安全或将催生万亿产业

今年中国激光器市场或达近百亿

2018 中国光谱仪市场超 8 亿美元 近年保持增长

2016-2020年中国激光器市场规模统计情况及预测

2013-2018年全球及中国激光装备市场规模统计情况

2018年中国激光器市场竞争格局分析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