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新的生产要素，

数据已成为产业互联网发

展新动能。但与所有生产

要素一样，数据也需要低

成本高效率的充分流动。

如何让数据“活”起来？

首先，在顶层设计上

仍需大量基本能力建设。

数据应用就像摩天大厦需

要坚实地基支撑，无论是

数据采集、数据使用，还

是数据交换、数据安全，

标准和机制都要迅速完

善，政策和法规也要及时

跟上，为数据流动和共享

提供保障。基本能力如果

不具备，即使企业有热

情，互联网生态也很难

建立。

其次，数据采集仍需

注重质量。产业互联网发

展具有阶段性，先要数字

化，然后才有网络化和智

能化。从目前来看，即使

完成数字化，采集的数据

质量依然参差不齐，许多

属于“垃圾数据”。随着

人工智能在产业互联网中

将发挥越来越大作用，其

训练更需要大量优质数

据。因此，开展有效的数

据清洗迫在眉睫。

同时，不同行业不同

区域数据采集水平也存在

很大差距。以医疗健康数据为例，3000 多万人

口的某省份仅有50亿条数据，而500多万人口的

某省会城市却有200亿条数据。要让数据充分发

挥效能，就必须加大数据采集力度。

此外，产业互联网数据应用不能靠某个企业

单打独斗，这是因为产业互联网服务商出身各

异，各有所长。传统制造业企业更了解工业制造

流程，能够深刻体察传统企业面临的难点和痛

点；IT 企业更擅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传

统企业嫁接好 IT 和 OT （运营技术）；互联网企

业则手握大量算力，能够帮助企业减轻投资成本

带来的压力。在产业互联网建设刚刚起步的当

下，它们应该互相取经，通力合作，共同探索产

业互联网数据应用的路径和方式。

短板补强，强板接长，新板加上，只有更好

地将数据梳理清楚，充分利用和发挥数据的价

值，产业互联网才有更为广阔和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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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助企业“强筋健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洋权益该如何保障？这
就需要建设“智慧海洋”。相关部门应集中资
本、平台、人才、科技等优势，不断增强在全国
乃至全球海洋相关领域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话语
权，努力从产学研角度助推海洋强国建设，搭建
科技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平台，联合推动海洋高
新技术创新。

南威软件集团与集美大学联合成立了集美大
学—南威软件智慧海洋技术与产业发展研究院，
就是为专门研究智慧海洋的整体解决方案、核心
技术、重要利用场景等，从产学研角度助推海洋
强国建设。

此外，南威集团加强芯片自主研发，取得了
一定成果。集团还与中科院合作，将军用传感器
技术应用到“智慧水利”“智慧海洋”等项目
中，实现了军民融合。 文文//本报记者 薛志伟

南威软件集团董事长吴志雄南威软件集团董事长吴志雄：：

向海图强需建智慧海洋

““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下半场下半场’’，，数数
字化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产业发展的方网络化和智能化是产业发展的方
向向，，推动质量变革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是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初心是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初心。。工业互联网的工业互联网的
全面实现是一个长期过程全面实现是一个长期过程，，目前仅仅是开目前仅仅是开
端端。。””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第二届数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第二届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上表示字中国建设峰会上表示。。

效能提升释放潜能效能提升释放潜能

““海尔在全球海尔在全球 1111家工厂推广工业互联家工厂推广工业互联
网平台网平台，，实现了从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定实现了从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定
制转型制转型。。””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说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说，，““如如
今今，，我们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了我们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了 26002600
万工业设备万工业设备、、44..33万家企业万家企业，，服务服务33..33亿用亿用
户户。。””

工业互联网应用正帮助传统制造业转工业互联网应用正帮助传统制造业转
换角色换角色。。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告诉记者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告诉记者，，

““工业互联网也在催生服务型制造工业互联网也在催生服务型制造。。徐工徐工
在行业内率先将工业大数据分析应用于大在行业内率先将工业大数据分析应用于大
型装备制造过程型装备制造过程，，使生产效率提升一倍使生产效率提升一倍””。。

实实在在的效能提升实实在在的效能提升，，让传统企业对让传统企业对
拥抱工业互联网充满热情拥抱工业互联网充满热情。。三一集团高级三一集团高级
副总裁贺东东表示副总裁贺东东表示，，““20172017年年，，9292%%的企的企
业还处于工业互联网测试阶段业还处于工业互联网测试阶段，，9090%%的订的订
单是十万元级单是十万元级。。今年一季度今年一季度，，已有将近已有将近
4040%%的企业开展了小批量应用的企业开展了小批量应用，，4242%%的订的订
单达到百万元级单达到百万元级””。。

““工业互联网促进了新兴制造技术与工业互联网促进了新兴制造技术与
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为供应链为供应链、、创新链创新链、、
服务链服务链、、物流链物流链、、金融链等全产业链高度金融链等全产业链高度
协同创造了条件协同创造了条件。。””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
院院长徐晓兰表示院院长徐晓兰表示。。

技术创新要供需对接技术创新要供需对接

““利用大数据分析利用大数据分析，，我们为一家钢铁我们为一家钢铁
企业降低了企业降低了 1010%%的电机损耗率的电机损耗率。。这说明这说明
工业互联网新技术应用一定要接地气工业互联网新技术应用一定要接地气，，
ITIT 服务商和传统制造业企业需要不断碰服务商和传统制造业企业需要不断碰
撞出火花撞出火花。。””紫光云总裁吴健说紫光云总裁吴健说。。

云计算云计算、、大数据大数据、、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物联物联
网网、、区块链……新技术不断被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新技术不断被工业互联网
所采用所采用，，但在专家看来但在专家看来，，技术创新必须与技术创新必须与
企业实际相结合企业实际相结合，，实现真正供需对接实现真正供需对接。。

邬贺铨说邬贺铨说：：““苏州协鑫是全世界领先苏州协鑫是全世界领先
的光伏切片企业的光伏切片企业，，在这个行业里在这个行业里，，切片越切片越
薄薄，，成本就越低成本就越低，，但同时良品率很难保但同时良品率很难保
证证。。苏州协鑫使用阿里云工业大脑分析生苏州协鑫使用阿里云工业大脑分析生
产流程产流程，，找出薄弱环节找出薄弱环节，，使良品率提升使良品率提升，，

效益增加上亿元效益增加上亿元。。人工智能不仅需要互联人工智能不仅需要互联
网企业提供算法和算力网企业提供算法和算力，，也需要在生产线也需要在生产线
部署物联网部署物联网，，用高质量数据来用高质量数据来‘‘喂养喂养’’。。””

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吴云坤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吴云坤
表示表示，，工业互联网服务商也要适应制造业工业互联网服务商也要适应制造业
企业现状企业现状。。““工业设备与电脑工业设备与电脑、、智能手机智能手机
不一样不一样，，要适配很多软件要适配很多软件，，操作系统却相操作系统却相
当老旧当老旧。。我们为比亚迪的我们为比亚迪的 11..77 万台设备提万台设备提
供安全防护供安全防护，，就不能采用同一策略统一部就不能采用同一策略统一部
署署，，而是每台设备都必须分别调试而是每台设备都必须分别调试。。””

在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CEO
陈强兵看来陈强兵看来，，技术供需对接还要解决成本技术供需对接还要解决成本
问题问题。。““最早一台工业设备接入网络的成最早一台工业设备接入网络的成
本是本是11..55万元万元，，现在虽然已经降低到现在虽然已经降低到10001000
元元，，但对中小企业来说依然难以承受但对中小企业来说依然难以承受。。因因
此此，，用友正在探索如何降低设备上网成用友正在探索如何降低设备上网成
本本，，如果能降到如果能降到100100元以下元以下，，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
就可以进入实质性推广阶段就可以进入实质性推广阶段。。””

生态构建需形成合力生态构建需形成合力

““由于越来越多主体进入工业互联网由于越来越多主体进入工业互联网
服务领域服务领域，，生态建设是下一阶段工业互联生态建设是下一阶段工业互联
网发展的主线网发展的主线。。目前目前，，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没有一家企业能够
单独完成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构建单独完成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构建，，必须形必须形
成合力成合力。。无论是工业互联网平台本身的技无论是工业互联网平台本身的技
术能力术能力，，还是在垂直行业如何落地还是在垂直行业如何落地，，以及以及
商业模式如何形成商业模式如何形成，，都需要产业界共同探都需要产业界共同探
讨讨。。””正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正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
余晓晖所说余晓晖所说，，工业互联网生态构建已成为工业互联网生态构建已成为
未来发展关键方向未来发展关键方向。。

在徐晓兰看来在徐晓兰看来，，工业互联网生态构工业互联网生态构
建建，，为不同信息化水平的企业参与产业链为不同信息化水平的企业参与产业链

合作提供了空间合作提供了空间。。““如同智能手机起步阶如同智能手机起步阶
段段，，苹果和安卓各自构建起自己的生态系苹果和安卓各自构建起自己的生态系
统一样统一样，，只有通过生态建设组成集团军只有通过生态建设组成集团军，，
工业互联网才有核心竞争力工业互联网才有核心竞争力。。特别对于处特别对于处
在自动化阶段在自动化阶段、、数字化基础非常薄弱的企数字化基础非常薄弱的企
业业，，通过融入工业互联网生态通过融入工业互联网生态，，和上游企和上游企
业打通业打通，，分享其资源分享其资源，，才能通过以大带才能通过以大带
小小、、以小托大方式实现融通发展以小托大方式实现融通发展。。””

在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柏华看来在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柏华看来，，工工
业互联网生态的构建不能贪业互联网生态的构建不能贪““大大””。。““大家大家
都想单独做平台都想单独做平台，，但工业互联网毕竟太大但工业互联网毕竟太大
了了，，谁也无法包打天下谁也无法包打天下，，还是要将细分领还是要将细分领
域先做透域先做透。。想要真正形成可以落地的生想要真正形成可以落地的生
态态，，还应该把握不同行业的特征还应该把握不同行业的特征，，抓紧细抓紧细
分领域分领域，，沿着线去打通沿着线去打通。。””

建设工业互联网生态建设工业互联网生态，，不仅需要企业不仅需要企业
牵头牵头，，更需要政府助力更需要政府助力。。““政府要推动工政府要推动工
业互联网标准化及实施业互联网标准化及实施，，指导建设工业互指导建设工业互

联网产业联盟联网产业联盟，，协调工业互联网安全监协调工业互联网安全监
控控，，制定工业互联网发展政策制定工业互联网发展政策。。特别是要特别是要
扶持中小企业扶持中小企业，，这种扶持更重要的是扶这种扶持更重要的是扶
智智。。政府可投资建设工业互联网产业技术政府可投资建设工业互联网产业技术
开发服务中心开发服务中心，，委托第三方经营委托第三方经营，，免费辅免费辅
导中小企业导中小企业，，为其提供技术支撑为其提供技术支撑。。””邬贺邬贺
铨说铨说。。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胡学同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胡学同
也表示也表示，，江苏正通过园区示范方式推动平江苏正通过园区示范方式推动平
台资源和公共服务集聚台资源和公共服务集聚。。““一方面一方面，，园区园区
吸引了网络供应商吸引了网络供应商、、平台供应商平台供应商、、安全服安全服
务商聚集务商聚集，，并为产业链上不同规模的企业并为产业链上不同规模的企业
提供便捷服务提供便捷服务；；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推动政策标准推动政策标准
先行先行，，从网络体系从网络体系、、平台体系建设平台体系建设，，到安到安
全体系全体系、、保障体系建设保障体系建设，，都提出了自己的都提出了自己的
相关标准和要求相关标准和要求，，以此推动工业互联网生以此推动工业互联网生
态的形成态的形成。。””

5月7日，在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
展上，远程驾驶、远程医疗、智慧城市、智慧
海洋、VR 实景游览等一系列前沿技术应
用展示让观众们大呼过瘾。

远程驾驶如行云流水

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 6 号展馆，记者
体验了中国移动 5G 远程驾驶。记者坐在
三面驾驶屏前，手握方向盘，通过 5G 网络
向远在十几公里外的汽车传达驾驶指令，
场外汽车即刻完成启动、加速、减速、转向
等动作，如行云流水般顺畅。

“远程驾驶是 5GV2X 重要应用场景，
充分体现了5G车联网极低时延、超高可靠
性及大带宽的特性。”中国移动工作人员介
绍，远程驾驶可通过远程控制减少车辆对
于传感器及数据分析的依赖，通过指令实

时回传，实现对车辆的控制。
“未来，远程驾驶可应用在一些特殊场

景下，例如救灾、道路抢修等，从而大大降
低营救工作的危险性，提高营救效率。”该
工作人员说。

VR体验似身临其境

“太奇妙了，终于知道身临其境是什么
感觉了！”在中国移动云 VR 体验区，参观
者争相感受VR科技带来的奇幻之旅。

“哇，仿佛置身皑皑白雪的高山滑雪
场！”市民赵伟光戴上 VR 眼镜，手持感应
器，做着各种动作。“沉浸感比较强，我感觉
自己快要摔跤了。”

在多个体验项目中，市民李忠发最感
兴趣的是“VR实景游览三坊七巷”。“原本
熟悉的三坊七巷变得更加立体。”李忠发
说。该项目运用了福建移动 5G+8K+VR
直播技术。中国移动展台负责人介绍，

“8K 清晰度是 4K 的 4 倍，画面精致细腻，
对带宽有很高要求，4G 网络无法满足。

5G网络为8K高清视频业务提供了技术基
础，也保证了用户舒适的VR使用体验”。

5G公交可秒下电影

5G应用不光在展馆展示，更已经成为
广大福州市民触手可及的新体验。

在第二次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前
夕，安装了中国电信 5G 信号发射终端的
51路公交车在福州亮相，吸引了广大市民
前来感受5G应用。

据了解，51 路公交路线全程约 11 公
里，共24个站点。作为首辆5G公交车，市
民感受到的直接应用就是在公交车上通过
5G网络高速下载，一秒钟能下载一部普通
电影。同时，可满足用户实时观看 4K 视
频的要求。

此外，5G 网络还支持多种无线设备，
包括健身腕带、智能终端等，可在每平方公
里范围内支持100万个连接设备。也就是
说，即使公交车内所有人的智能终端都连
接上5G网络，网速依旧很快。

5G 公交开通运营主要得益于福州在
5G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效显著。近
年来，福州共建设 5G 基站 990 个，福州海
峡会展中心、长乐产业园、东街口商圈等地
都实现了5G网络覆盖。此外，福州市也在
5G 远程教育、5G 直播、5G 车路协同等方
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和实践，福州的5G
网络应用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

智慧安防将大显身手

中国联通此次携“5G、智慧城市、智慧
产业”三大板块而来，通过 37 个前沿创新
应用，全面展示了中国联通在5G商用试点
及创新业务探索上取得的成果。

在“智慧安防”板块，中国联通基于5G
的无人机、移动布控球、固定摄像机、机器
人、AR 警务头盔等安防类创新产品引人
注目。其中，5G无人机搭载双光谱摄像头
等，可通过超高清视频和多种业务数据实
时回传，实现空地一体化安防保障的快速
部署；5G 智能头盔可实现无盲点全景监
控、AI 智能比对、AR 显示、语音翻译等功
能，助力智慧新警务。

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介绍，日前中
国联通正式启动“7+33+N”的 5G 试验网
络，即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
州、雄安新区7个城市城区连续覆盖，在福
州、厦门等 33 个城市实现热点区域覆盖，
等等。同时，构建各种行业应用场景，推进
5G应用孵化及产业升级。

远程驾驶、远程医疗等一系列前沿技术应用亮相——

5G 正 向 我 们 走 来
本报记者 薛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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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5月6日，参观者在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

上体验5G轻量化演播室。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大力发展工业互联

网，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

要内容，也是工业经济走

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工业互联网正为建

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

提供重要支撑

右图 在

第二届数字中

国建设成果展

上，观众可通

过三坊七巷互

动大屏现场生

成 角 色 ，“ 穿

越”到古代的

三坊七巷。

本报记者
熊 丽摄

下图 在

第二届数字中

国建设成果展

上，建设银行

的客服机器人

“小龙人”对观

众有问必答。

本报记者
陈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