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二季度快包市场研究报告——AI/IoT 主

板、PLC模组方案备受业界关注

中国电子方案开发供应链平台----我爱方案网发布“2021 年第二季度快包市场研究报告”。本报告从行业

市场观察、平台数据分析，线下客户走访等多维度阐述平台硬、软件方案商、算法公司、系统集成商等需

求和供给情况，并进一步阐明行业趋势和预测，为平台用户提供导引。

【报告摘要】

2021 年 Q2季度，平台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主板备受市场关注。AI 视觉主板、IoT 主板、商

显主板、工业控制主板等方案需求量比较大，有多家方案商月出货量超过 1万台。如RV1109 和 RV1126

AI 视觉主板、C100 刷脸门锁模块、RK3288 人工智能主板、RK3399 智能识别面板。

2021 年 Q2我爱方案网平台数据总结：统计出如“2021 年 Q2AI 主板类方案 TOP10 畅销榜”、“2021

年 Q2 产品方案 TOP10 大热榜”、“2021 年 Q2 平台方案 TOP10 需求榜”、“2021 年 Q2 产品方案

关键词 TOP10 热搜榜”等数据分析。

Q2产品方案及需求项目主要分布领域涉及人工智能（AI）22%、物联网（IoT）、20%、工业控制 14%、

智能家居 12%、智慧商显 10%、安防监控 7%、无线通讯 6%、工业 app4%、汽车电子 3%、智能穿戴

2%及其它等场景应用。

方案采购人群包括设备终端客户、系统集成商、运营商、出口商、方案商、代理商，产学研机构等。其中

设备终端客户、系统集成商、方案商和运营商占比接近 80%，环比增长了 10%。

【正文报告】

AI/IoT 主板、PLC模组方案上热搜榜

与Q1季度相比，2021 年 Q2 季度我爱方案网方案平台热搜方案转向 AI/IoT 主板、电力线通信 PLC 模

组、充电桩、新能源等方案。热搜关键词 TOP10 依次为 AI 主板、物联网（IoT）、充电桩、新能源、工

业 APP、工业控制、视频监控、数据采集、智能家居、LED照明。

数据显示，AI 主板、物联网（IoT）两大关键词搜索量超过 5万，充电桩和新能源次之，分别是 4.5 万和

3.6 万的搜索量。另外，从方案产品销量来看，本季度平台有多加企业方案商月销量破万，包括：RV1109

和 RV1126 AI 视觉主板、C100 刷脸门锁模块、RK3288 人工智能主板、RK3399 智能识别面板、

HCK-3288H1商显自助终端主板、RK1808 边缘计算核心板。



图 1：2021 年 Q2AI 主板类方案 TOP10 畅销榜

2021 年 Q1平台方案 TOP10 大热榜为：AI 边缘计算主板、PLC 电力线载波通信方案、A33 物联核心主

板、工业 APP方案、气体检测报警仪、非触摸式红外电梯按钮方案、新一代 LED路灯专利技术方案、楼

宇可视对讲、LED手术无影灯方案开发、智能视频分析边缘网关(AI 边缘计算盒）。

图 2：2021 年 Q2产品方案TOP10 大热榜

AI 一直是行业内的一个热门话题。如，AI 门禁、AI 视觉、AI 控制、AI 工厂等。随着近几年资本的投入和

新兴科技的促进，AI 产品加速落地应用。快包数据显示，平台人工智能产品方案备受关注，设备终端厂商

对 AI 视觉主板、边缘计算主板的需求居高不下。

通信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出现，万物互联不再是梦想。围绕物联网设备通信市场，一些

常见的通信协议，如蓝牙、Wi-Fi、Zigbee、NB-IoT 及电力线通信 PLC 的应用得到拓展。在智能家电领

域，基于 PLC 的 PLBUS 电力线通信通过已有供电线进行数据传输，无需布线，具有穿墙越壁，不受阻拦

优点引发市场关注。

AI主板、物联核心板类产品方案需求旺盛

根据快包市场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1 年 Q2我爱方案网产品方案询价或销售次数最高依次是 AI 主板、



物联核心板类产品方案、无线NB-IoT 插座式室温监测方案、智能语音遥控器方案 PCBA、电力线通信 PLC

模块、边缘计算主板方案、智能定位锁主控板方案、工业 app 方案、数据采集主板方案、充电桩方案、通

用工业控制器板解决方案。

图 3：2021 年 Q2产品方案TOP10 需求榜

在 AI 主板、物联核心板类畅销产品方案中，RV1109 和 RV1126 AI 视觉主板、C100 刷脸门锁模块、

RK3288 人工智能主板、RK3399 智能识别面板、HCK-3288H1 商显自助终端主板、RK1808 边缘计算

核心板、RK3399Pro AI 边缘计算主板、ZC-328E 安卓主板、A33 物联核心主板、RK3568 AI BOX卡

片电脑主板等十款方案平台需求趋势更加明显。

图 4：2021 年 Q2产品方案关键词 TOP10 热搜榜

快包市场研究分析认为，促使其需求快速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企业开始在图像识别、自主材料处理、预

测维护和最终设备人机接口等领域寻找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因此，他们需要基于 AI 来解决有关数据隐私、

效率、低延迟和强大的设备计算性能的问题。市场趋势方面，人工智能与越来越多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相结

合正成为一种趋势。

平台方案商再添优质新方案



步入 2021 年 Q2，半导体市场 IC 缺货持续，对终端方案商 IC 供应采购产生影响，部分方案商产品方案

主推力度减弱，甚至放弃，怒而转型。在Q2我爱方案网平台新添加的优质方案产品中，如C100 刷脸门

锁模块、RK3288 人工智能主板、RK3399 智能识别面板、RK3568 AI BOX 卡片电脑主板等 AI 和物联

网（IoT）新技术方案热度不减，用户浏览和询价量长期保持上升态势。进入Q2 季度、AI 主板和边缘计

算主板等一系列产品方案出货明显。

图 5：平台方案超市优质新品方案

根据快包市场研究调查数据显示，本季度基于 AI 技术和 PLC通信模组方案持续热销，客户需求呼声较高。

同时根据线下客户走访数据得知，AI 视觉主板、商显主板、边缘计算主板为主要需求产品，并在方案超市

平台上传数量有显著增多。AIOT 方案与人脸识别方案持续保持热度，项目雇主竞价人数刷破纪录。热搜

方案如，AI 边缘计算主板、PLC 电力线载波通信方案、A33 物联核心主板、工业 APP 方案、气体检测报

警仪。

采购人群：终端客户、系统集成商、运营商、方案商等

询价是需求方对方案的初步意向，方案超市运营人员在跟进方案询价后，对需求进行筛选后产生采购意向。

这些采购意向直接对接给方案商进行方案交易。从方案商的反馈情况来看，采购意向的需求方通常是有真

实需求，采购需求明确具体，很有价值！

快包市场研究分析了询价用户的构成，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设备终端客户、系统集成商、运营商、出口商、

方案商、代理商，产学研机构等。其中设备终端客户、系统集成商、方案商和运营商占比接近 70%。设备

终端客户对人脸识别、AI 主板等产品上对方案也有很大需求。



图 6：方案采购人群分析

快包市场研究发现设备终端客户采购方案的趋势逐步显著，它能减少设备新品上市时间，降低研发成本，

特别是减少找人用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本期平台成交的批量方案交易有 AI 人脸识别主板，主要是门禁

和商显应用；AI 边缘计算主板，主要是电力检测应用。平台将继续推动方案进入设备终端客户，建设方案

供需生态。

快包项目和雇主项目价位区间分析

2021 年 Q2 我爱方案网平台运营数据显示，方案商承接快包项目3057 个，项目选中率超过 22%。其主

要增长因素缘由平台项目价格审核更严格，更标准，更透明；零容忍拒绝虚假报价；其二是方案商会员接

包价位制度划分更明确，优质方案商竞标、被选中的概率大大提高。

图 7：项目主要价位区间分析

本季度，平台梳理了承接项目的价位区间图表（如下图）。该季度平台雇主发布的项目价位主要集中于 4

万元~15 万元区间，占比达到 60%，适合方案商或个人承接；5000 元~3 万区间，占比 25%；4万~10

万区间，占比 25%，适合个人开发；10 万~15 万以及大于 15 万元的项目价位占比 50%，适合大型优质

方案商承接。

产品方案与项目需求应用领域分布

从最近Q2平台数据显示，在我爱方案网平台发布产品方案数量略有增长，主要分布领域涉及人工智能（AI）



20%、物联网（IoT）18%、工业 app5%、智能家居 12%、工业控制 14%、智慧商显 10%、安防监控

8%、汽车电子3%、无线通讯6%、智能穿戴 2%及其它等场景应用。

图 8：方案与项目需求重点应用领域分布

总结：在 2020 年，我爱方案网平台针对个人和企业店铺进行了中电认证，从线上调查到线下拜访验证平

台用户及项目需求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经调查数据显示，截至目没有发现一例虚假用户竞标案例，平台注

册用户真实性已经达到 100%，项目需求虚标价格现象已完全被禁止。2021 年新会员体系的出台，不仅

满足了平台优质方案商更多承接项目的需要，更是在项目权限导入上满足了付费会员需求。

步入 2021 年 Q2 季度，平台积极聚焦新兴市场，在人工智能、物联网、汽车电子及工业等领域助力。平

台项目需求数量同比增长了 26%，大量的新增项目需求不仅为平台方案商创造了可观的收入，方案商主推

的产品方案，平台也免费提供推广的服务，从新闻稿内容到视频宣传，积极助力平台方案商产品方案大卖。

总体而言，新冠疫情影响对平台用户影响不太明显。根据快包市场研究分析数据显示，2021 年 Q2 平台

AI/IoT 主板的 TOP10 畅销排名中，AI 视觉主板、IoT 主板、商显主板、工业控制主板等方案需求量比较

大，有多家方案商月出货量超过 1万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