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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承载人工智能（AI）技术创新融合应用的综合性载体，也是人类与 AI 技术产

生全面感知的集中体验地。过去几年，全球各地的主要城市都在 AI 技术的发展中发挥了

差异化作用，构建了各自的生态体系，并在赋能产业应用、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实现

初步效果，掀起了人类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思考、认知和行动。随着 AI 应用纷纷落地于

城市层面，城市逐渐成为 AI 创新融合应用的主战场。

人工智能技术迈入商业化阶段后，全球各主要城市的创新融合应用将对金融、

教育、政务、医疗、交通、零售、制造等各行业带来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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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全球各地 AI 技术的关键成功要素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都构建了有利于技术与

城市融合的生态发展体系。我们对超过 50 个 AI 技术应用细分领域、100 多所 AI 技术相

关的大学及研究机构、200 多家头部企业、500 多个投资机构、7 000 家 AI 企业、10 万名

AI 领域核心人才进行了持续跟踪观察，总结了以城市为主体的 AI 技术及产业生态体系的

特点、框架及发展路径。经过综合考虑，我们认为一个城市的 AI 技术创新融合应用程度

由以下五方面决定。 

顶层设计，即 AI 产业扶持政策、特殊立法、资料开放政策及开放程度等。

算法突破，即 AI 芯片等人工智能核心软硬件的研发环节等。

要素品质，即 AI 领军人物、资本支持力度、科学家薪酬水平、行业会议影响力等。

融合品质，即前沿学科联结性（AI+Cloud/Blockchain/IoT/5G/Quantum Computing 等前

沿技术）、创新主体多元性（头部企业、学术机构等）、文化多样性等。

应用质量，即金融、教育、医疗、数字政务、医疗、无人驾驶、零售、制造、综合

载体发展等。

根据全球城市在上述五项指标中的评估表现，德勤评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三大类共计

20 个全球 AI 创新融合应用城市（见图 1）。

一、综合枢纽型

（一）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湾区作为全球知名的 AI 创新地，在

AI 创新融合应用城市评选的五个方面均表现亮

眼（见图 2）。其中，在要素质量方面，旧金山

湾区是全球 AI 资本的集聚地，数据显示，2000-

2016 年吸引了全球 38% 的 AI 投资，美国超过 1/3

的人工智能企业诞生于此 1 。此外，旧金山湾区

还积极承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论坛 2018

年 AAAI Conference，进一步提高城市在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领域的影响力。在融合质量方面，旧金

山湾区汇集了美国斯坦福、伯克利、圣地亚哥等

全球顶尖研究型高校，为脸书、领英、亚马逊、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输送了大量 AI 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 2，上述企业为机器学习科学家提供的平均年收入高达 293 000 美元，对 AI

人才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应用质量方面，硅谷是湾区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载体，包括

IBM、谷歌、英伟达、英特尔在内的头部科技企业目前在智慧家居、智慧交通、智慧医疗、

智能零售、智能能源和智能水资源等不同应用领域中积极布局。

（二）伦敦

伦敦作为欧洲创新密度最高的 AI 枢纽，一直

走在 AI 产业创新的前沿。在应用质量方面，总部

位于伦敦的 AI 明星企业——DeepMind 公司制造

的 AlphaGo 围棋机器人击败了排名世界第一的围

棋选手柯洁，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

件。目前 DeepMind 已与英国医疗机构和电力能源

部门达成合作，寻求将人工智能运用在医疗、电

力等领域的方案，以此提高疾病防治和能源适用

效率。在融合质量方面，伦敦是欧洲 AI 投融资的

火车头，数据显示，2000-2006 年英国累计 AI 融资规模占欧洲的 49%，其中超过 60% 的

资金集中在伦敦 3 。英国人工智能企业融资规模达 12.51 亿美元，融资 145 次，平均每笔

融资 862.76 万美元 4 。在人才方面，来自剑桥、牛津和国王学院等英国顶级学府的大量

AI 人才推动了伦敦在云计算和 AI 硬件方面的发展，如知名半导体公司 ARM 就是从剑桥

大学剥离而来。

（三）波士顿

波士顿是人工智能的诞生地，在学术界及业界拥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在要素质量方

面，除了定期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AI World Conference & Expo）之外，波士顿学术

界更是诞生了“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卡锡 (John McCarthy) 与马文 ·李 · 闵斯基 (Marvin 

Lee Minsky)。两人在达特矛斯会议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 ”的概念，并因在人工智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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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 年 20 个全球 AI 创新融合应用城市

资料来源：德勤研究。

图 2  综合枢纽型 AI 城市

资料来源：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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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突出贡献而获颁图灵奖。在融合质量方面，

波士顿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学府，包括哈佛大学、

波士顿大学、马萨诸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在

内的 35 所大学为波士顿地区的人工智能产业持续

提供高端人才。此外，麻省理工学院指出，波士

顿还拥有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包括全球最

大的校园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

人工智能实验室 (CSAIL) 以及 IBM 在波士顿地区

投资 2.4 亿美元设立的 MIT-IBM Watson 人工智能

研究所。在应用质量方面，受益于在机器人和生

物科学领域积累的研究经验，波士顿在这两个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较为领先。根据人工

智能研究院 Emerj 的统计，超过 90% 的美国军方所使用的陆地移动机器人研发于波士顿。

（四）东京

东京是日本人工智能产业的首府。在顶层设计方面，政府为了推进东京人工智能产

业的发展，专门成立了人工智能战略委员会，为鼓励企业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制定各项政策。

在应用质量方面，东京偏向于无人驾驶及机器人的发展。本田近年已在东京设立人工智

能研究基地，着重加强在无人驾驶汽车上的竞争力。而在机器人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则

是安川电机公司生产的工业机器人，目前已经广

泛用于汽车、机械等领域的组装与焊接。在要素

质量方面，东京积极承办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 AI 

EXPO，展览会聚集了包括阿里巴巴、赛富时、富

士软件在内的行业领军者。在融合质量方面，不

但政府设立多家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包括人工智

能研究中心、高级智能项目中心等，东京大学、

大阪大学、早稻田大学在内的 20 多所大学也均已

设立人工智能专业，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二、融合应用型

（一）纽约

纽约是美国的金融和科技中心，在人工智能

的融合质量和应用质量方面表现尤为出色（见图

3）。在融合质量方面，纽约良好的投资环境和

畅通的融资管道为 AI 初创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

要的支持。纽约州公布的报告显示，2016 年纽约

市一共拥有 7600 家科技公司，相比 2010 年增长

了 23%，除了来自硅谷的科技巨头外还包括众多

市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科技产业独角兽公司，如

Warby Parker,Blue Apron,Buzzfeed,FanDuel,OscarHeal

th,ZocDoc 等，企业创新氛围浓厚。在应用质量方面，纽约是美国智慧城市发展的领头羊。

纽约市政府与思科互联网商业解决方案事业部合作推行 Smart Screen City 24/7 计划，将传

统的电话亭改装成具有触摸和影音功能的智能屏幕，为市民提供信息查询服务的同时作

为 WiFi 热点构建全美最大的城市 WiFi 网络。此外，纽约还在曼哈顿西部建设商住区并

大量安装电子探测仪，利用数码技术实时监测区内交通、能源和空气质量等数据。 同时，

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之都，在金融科技的发展上也独树一帜。众多全球知名金融机构如花

旗银行、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近年来已在智慧投顾、智慧信贷等金融场景下推出金

融服务产品。

（二）上海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 AI 技术

创新融合应用上持续发力，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

“上海高地”。在顶层设计方面，上海不断完善

和细化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继《推

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之后，上海

于 2018 年 9 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了《关

于加快推进上海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

法》，办法围绕人工智能人才队伍的建设、数据

资源的共享和应用、产业的布局和集群、政府资金的引进与支持等方面提出了 22 条具体

政策。在融合质量方面，上海作为世界闻名的金融中心，已成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投资

基金组建运作的核心地区。从投资项目来看，上海拥有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的空间载体，

入驻项目涉及医疗、教育、大资料等多个热门领域，具备极佳的投资环境。目前上海不

仅拥有人工智能核心企业近 400 家，启动了微软—仪电创新平台、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

究中心等基础研发平台，还吸引了亚马逊、BAT、科大讯飞等行业创新中心和 AI 实验室

落户。在应用质量方面，上海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致力于发展无人

驾驶、AI+5G、智能机器人、AI+ 教育、AI+ 医疗、AI+ 工业等应用场景，如特斯拉在上

海建设超级工厂，将全面应用智能化和自动化生产技术。此外，上海还积极建设马桥人

工智能创新试验区，将成为未来上海 AI 场景落地的典范载体。

图 3  融合应用型 AI 城市

资料来源：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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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

作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北京在中国 AI

技术创新融合应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

顶层设计方面，自 2016 年以来，北京已经发布了

《关于促进中关村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

干措施》《关于加快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的指导意见》

等多项加快人工智能产业落地的政策。其规划目

标与国家基本一致，领先于其他城市。在融合质

量方面，不仅清华、北航、北大等国内顶尖高等

院校为北京 AI 产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首都的人

才集聚效应还使其汇集了中国 43% 的 AI 初创企业和国内外科技巨头的 AI 研究中心，如

谷歌 AI 中国中心、百度深度学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在应用质量方面，在 2019 年 6

月召开的北京市应用场景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北京市科委发布了首批 10 项应用场景清单，

明确未来将投资 30 亿元用于城市建设和管理、民生改善等领域，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物

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场景，以此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和公共安全水平。目前，

在无人驾驶应用场景方面，北京已经向百度颁发无人驾驶测试牌照并为其提供测试场地。

（四）特拉维夫

人工智能创新植根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城市

基因中，促使其在要素质量、融合质量、应用质

量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要素质量方面，

特拉维夫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维持着高水平的融

资额，并且不断实现增长。根据非营利组织 Start-

Up Nation Central 的报告，2018 年以色列人工智

能公司共获得了 22.5 亿美元的融资。在融合质量

方面，以色列已拥有 1 150 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涵盖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

言处理等技术领域。同时，以色列拥有希伯来大学、以色列理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等

人工智能顶尖研究型大学。在应用质量方面，特拉维夫人工智能企业应用方向涵盖了众

多面向企业、面向消费者的服务领域，涵盖社交媒体、电商、农业、石油、天然气、采

矿业、制造业等领域。以在社交媒体领域的应用为例，Cyabra 通过用户画像积累、语料

情感分析等技术为社交媒体公司识别及预测虚假社交账户。

（五）洛杉矶

洛杉矶是美国另一重要的人工智能之都，在

顶层设计、要素质量、应用质量等方面均有突出

表现。在顶层设计方面，美国发布了《国家人工

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为人工智能培训创

建公共数据集，并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在要素质

量方面，洛杉矶已举办美国人工智能峰会、洛杉

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论坛、南加州人工智能与数

据科学峰会等众多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大会，如

2018 年南加州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峰会吸引了赛

富时、IBM、Redis Lab 、微软、优步等人工智能知名机构在大会上发布行业报告。在应用

质量方面，洛杉矶在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数字政务、数字安全等方面已有较为成功的应用。

以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应用为例，洛杉矶通过建设自动交通监控系统，包括一系列道

路传感器、数百个摄像头、4 500 个已实现系统控制的交通信号灯，成功地将交通流量减

少 12%，车辆行驶速度提高 16% 。

三、创新引领型

（一）多伦多

多伦多作为承接加拿大政府泛加拿大人工智

能战略的三个人工智能枢纽之一，是全球推动人

工智能创新的典范城市（见图 4）。在顶层设计

方面，相较于美国近年来趋严的移民政策，多伦

多宽松友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的 AI 研究

人员和工程师，极大地促进了本地人工智能的发

展。在要素质量方面，强大的本地投资者、孵化

器和技术专家，如多伦多 AI 产业的领军人物杰弗

里·辛顿（Geoffrey Hinton）等，正在积极推动多伦

多人工智能产业的进步和发展。在融合质量方面，

多伦多大学和滑铁卢大学这两所世界顶尖学术机

构每年都为多伦多不断地培养出工程师、开发人员、计算机和数据科学家等核心 AI 产业

人才。此外，位于多伦多的世界最大的创新中心之一——Mars Discovery District、多伦多

大学的 Vector Institute 以及非营利组织 Creative Destruction Lab 三个机构正共同致力于将本

地技术和商业人才汇集在一起从而推动城市的人工智能创新。在应用质量方面，多伦多

图 4  创新引领型 AI 城市

资料来源：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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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 阿姆斯特丹新加坡

蒙特利尔 斯德哥尔摩柏林

都柏林悉尼

巴黎多伦多 深圳 达拉斯 阿姆斯特丹新加坡

蒙特利尔 斯德哥尔摩柏林 都柏林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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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金融、生物制药、电子商务等行业的应用场景并打造人工

智能小区为重点工作。以生物制药为例，多伦多 AI 企业 Cyclica 成功地开发了一个新型生

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平台，该平台被制药业用于研发更好的药物。

（二）深圳

深圳作为中国的科技产业重镇，拥有中国

20% 的 AI 企业，在制造和硬件领域积累了大量的

产业发展经验。在算法突破方面，过去的几十年中，

深圳培育了世界互联网巨头——腾讯和世界知名

移动设备提供商——华为。此外，旷视科技、依图、

商汤、优必选、碳云智慧等一大批 AI 算法及软硬

件初创企业均在此设立了办公室。事实上，深圳

作为华南 AI 人才的集聚地，吸引了众多来自中山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一流高校的人

才，为本地 AI 产业链各环节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智库储备。在应用质量方面，作为全国人工智能专利贡献最多的城市，深圳是名副

其实的科技产业巨头。工业机器人、民用无人机、智能手机等产品的产量均位居全国前列，

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慧农业等一批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三）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座典型的由政府公共部门与私营

单位一起引导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城市。在顶层

设计方面，政府积极引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在 2018 年出台了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交通法规，

从而推动该应用场景的投资与发展。同时，新加

坡政府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搭建亚洲首个人工智

能伦理责任管理构架，推动企业及社会在相关问

题上的思考。在要素质量方面，新加坡政府在近

年推出 AI.SG 计划。根据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

的数据，该项目包含国家研究基金会等公共单位及民间企业，将投资 1.5 亿新加坡币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在融合质量方面，SAP、赛富时等龙头企业均在新加坡设立了人工智能研

究中心，为当地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行业的领军人物也较为出众，

包括在顶级行业会议及杂志中发表超过 200 篇研究论文的史蒂文·霍伊（Steven Hoi）教授

等科研人才。在应用质量方面，新加坡着力发展包括医疗保健、交通、金融和商业服务、

制造业在内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当地经济发展。

（四）巴黎

巴黎是欧洲最具投资吸引力的人工智能中心

之一，在顶层设计、要素质量和融合质量等方面

具备较强优势。在顶层设计方面，法国人工智能

战略的推出将人工智能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未

来还将建立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数据分享平台以

提高数据共享程度。在要素质量方面，法国政府

将拨款 15 亿欧元以支持科技研发。巴黎大区政府

也通过财政支持众多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在融合

质量方面，IBM、谷歌、三星、脸书等头部企业

的人工智能总部已在巴黎建立。巴黎还拥有众多尖端实验室、上千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以及巴黎第一大学等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已形成了繁荣的人工智能创新基地和生态

体系。

（五）达拉斯

达拉斯是美国人工智能代表城市之一，在要

素质量、融合质量和应用质量等方面较为领先。

在要素质量方面，达拉斯人工智能的领头人物

Vibhav Gogate 教授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颁发

的 CAREER 荣誉，并获得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

署 180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2019 年初的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大会（Big Data & AI Conference）更是吸

引了包括谷歌、亚马逊、甲骨文、IBM、Verizon

在内的人工智能行业龙头参与。在融合质量方面，

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为达拉斯提供了顶尖的

人工智能研究实力，其计算机科学在人工智能及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排名世界第六，发布

了一系列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的研究报告。在应用质量方面，达拉斯在人工智能零售

应用方面的表现相当出色，领头企业包括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Symphony Retail AI，曾获得

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评审机构 Awards.AI 颁发的“最佳人工智能零售应用”奖项。

（六）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正在发展为欧洲重要的人工智能

城市，在算法突破、要素质量、应用质量等方面

具有领先实力。在算法突破方面，阿姆斯特丹在

运算智慧、感知智慧、认知计算等核心技术领域

已实现了阶段性的突破。在要素质量方面，荷兰

国际人工智能博览会与荷兰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是

欧洲最大的人工智能行业盛会，2018 年 6 月在

阿姆斯特丹 RAI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大会吸引了

IBM,DHL,KLM 等世界人工智能知名机构以及众多

人工智能专家。在应用质量方面，荷兰众多人工

智能初创公司集聚阿姆斯特丹，应用方向涵盖金融服务、零售、医疗保健、制造业、房地产、

传媒、农业等领域，如企业 BI 平台公司 Pyramid Analytics 提供的适应现有系统的机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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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模型和可视化系统被西门子等多个行业客户所采用。

（七）柏林

柏林是德国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实力最为雄厚

的城市，在算法突破、融合质量、应用质量方面

表现突出。在算法突破方面，柏林拥有目前世界

最大的非营利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德国人工智能研

究中心（DFKI），其股东包括谷歌、英特尔、 微软、

宝马、SAP 等全球科技龙头企业。同时柏林拥有

享誉世界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研

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下辖共有超过 80 个

研究所，因此柏林在基础研究领域具备全球领先

的科研实力。在融合质量方面，众多人工智能人才、

占德国 40.2% 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众多科研机构的集聚形成了柏林多元化的融合创新

氛围。在应用质量方面，柏林在无人驾驶领域极具国际竞争力，如奥迪等德国汽车制造

商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八）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是新兴的人工智能中心，被称为人

工智能的“新硅谷”，在顶层设计、要素质量、

融合质量等方面优势明显。在顶层设计方面，魁

北克省政府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倾斜、投资优惠、

贷款优惠等措施吸引了众多人工智能公司落户。

在要素质量方面，蒙特利尔在人工智能行业的发

展得到了政府的资本支持，5 年内人工智能行业

将得到来自魁北克省政府总共 3.3 亿加元的投资，

其中约有 3 800 万加元将用于吸引人工智能人才，6 500 万加元将用于投资人工智能应用 

。蒙特利尔的人工智能领军人物尤舒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

研究吸引了脸书、微软、谷歌等高科技巨头公司的科研资金。此外，极具国际影响力的

人工智能顶级会议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也创立于加拿大。在融合质量方面，蒙特利尔

拥有谷歌、脸书、三星等国际人工智能巨头设立的研究中心，同时拥有算法学习人工智

能实验室、AI 实验室、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等众多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九）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是北欧领先的人工智能代表城市，

在顶层设计、要素质量等方面具有较强表现。在

顶层设计方面，瑞典政府已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确定为“能够增强瑞典的竞争力和福利”的优

先领域，参与欧洲 25 国签署的《人工智能合作宣

言》，并参与丹麦、芬兰等八个北欧和波罗的海

国家的代表在斯德哥尔摩签署的《加强人工智能

合作宣言》，以国家战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在要素质量方面，斯德哥尔摩已举办了国际人工

智能联合会议、欧洲人工智能会议、机器学习大会、北欧商业论坛等众多国际人工智能

大会，大会讨论方向涵盖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多实体系统、自然语言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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