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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如何推动制造业迈向“工业4.0”？

5月下旬的波士顿大部分时间

是阴冷的，不过，这里的一场全球

性物联网技术大会却让业界人士

心头不断涌现暖流，他们清晰地看

到了行业的发展方向。LiveWorx

大会是一年一度的全球性物联网

行业盛会，主办方 PTC 公司是全

球 知 名 的 物 联 网 解 决 方 案 提 供

商。透过现场的技术展示和主题

论坛，记者深刻感受到物联网技术

已成为连接虚拟的数字世界和真

实的物理世界之间的纽带，更是推

动制造业企业迈向“工业 4.0”的强

大技术动力。

物联网融合制造业

“阴阳两极”

一场酷炫的激光秀拉开 Live-

Worx 大幕，随即在 PTC 公司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Jim Heppelmann 的

演讲中，记者欣然看到了中国的“太

极图”。在这个太极图里，一极指的

是物理世界，真实可以触碰；另一极

指的是数字化世界，其并非无中生

有，而是物理世界的数字化映射。

在PTC看来，将物理系统与数字化

系统融合是未来工业4.0的基础，而

3D打印、智能制造、AR/VR等技术

应用让物联网很好地扮演了“融合”

这一角色，物联网成为了物理世界

和数字世界的“融合剂”。

埃森哲资深董事总经理 Eric

Schaefferza在现场论坛中也表示，工

业 4.0 结合了 AI、机器人和智能制

造等新兴技术的应用。随着硬件变

得越来越简单，这些代表新兴技术

的软件则为硬件提供了“结缔组

织”，创造了新的价值。

不过，融合并非易事，因此把虚

拟世界和物理世界打通变得非常关

键。以前所谓的信息化的体系、架

构等，更多的是在虚拟世界，即数字

化系统层面，很少有和实体世界真

正互通的。例如，ERP、MES、PLM

之于数字化系统，传感器、自动化技

术之于物理系统。因此，制造业企

业需要一个平台，作为载体，把虚和

实、数字化技术和物理技术结合，从

而真正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消除“两张皮”的弊病。（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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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4.4%

苗圩出席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并宣读李克强总理贺信

2017年全国产业政策工作
座谈会在大连召开

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产业政策司在辽宁省大连市组织

召开了 2017 年全国产业政策工作

座谈会。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张

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张峰指出，2016 年以来，工业

和信息化部的产业政策工作紧紧围

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局，全面贯

彻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中国

制造 2025》各项部署，着力构建横

向联动、纵向贯通、各方协同的政策

体系，有力地支撑了工业和通信业

的提质增效与转型升级。

张峰在讲话中深入分析了国内

外产业发展总体形势和当前工业通

信业运行态势，提出新时期产业政

策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

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围绕全面实施《中国制造

2025》，重点加强产业政策系统谋划

和整体设计，进一步明确政策定位

和方向，完善政策体系，实现精准发

力，为加速产业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加快建成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提供

政策支撑。

张峰强调，2017 年是实施“十

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要加强产

业政策的研究和实施，持续推动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一是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

着力推动制造服务协同发展；二是

加快推进工业设计，着力提升综合

设计服务能力；三是加快推进淘汰

落后产能，着力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四是加快推动企业做强做专做精，

着力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五是加快

推进产业转移和布局调整，着力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六是加快推进工

业文化发展，着力提升工业发展软

实力。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

策司司长许科敏对去年以来产业政

策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对下

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并

强调指出，各地要积极贯彻“产业政

策要准”的要求，认真落实会议部署

和要求，充分发挥新时期产业政策

作用，加强沟通和交流，结合实际，

扎实开展各项工作。 （布 轩）

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发改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的 2017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在贵阳市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

部长苗圩出席开幕式并宣读了李克

强总理的贺信。贺信指出：“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

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数字

经济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

活方式，作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作

用日益凸显。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

字经济的发展，坚持深入推进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着力激发社

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同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

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

制造2025等相结合，加快新旧动能

的接续转换，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

升级和社会不断进步。中国愿同世

界各国一道，聚焦前沿，聚焦共赢，

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合作，共享发展

机遇，开创人类社会更加智慧美好

的未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马凯出席开幕式，并作重要

讲话。

本次博览会以“数字经济引领

新增长”为主题，围绕国家大数据试

验区交流、数字经济、区块链、数字

安全与风险控制、数据共享与开放、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7个方面，设

置专业论坛 50 余场，参会人员超 5

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指导了

14场论坛和活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信息

化和软件服务业司等参加了本次博

览会。 （耀 文）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

数据显示，1~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780.3亿元，

同比增长24.4%，增速比1~3月放缓

3.9个百分点。

1~4 月，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1619.2 亿元，上年同期亏损 71.1 亿

元；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19990.7亿

元，同比增长 19.9%；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1170.4亿元，下降31.3%。

1~4 月，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

中，38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3

个减少。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

农副食品加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8.4%，纺织业增长 5.3%，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增长 46.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39.7%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增 长

26.8%，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增长1.4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增长 74.5%，通用设备制造业

增长 20%，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4.4%，汽车制造业增长 11.8%，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4.4%，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增长 1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由同期亏损转为

盈利，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

总额同比下降36.9%。

1~4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37.7 万亿元，同比

增长13.5%；发生主营业务成本32.2

万亿元，增长 13.4%；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率为 6.04%，同比提高 0.53 个

百分点。

4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

产 总 计 105.4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9%；负债合计 59.2 万亿元，增长

6.7%；所有者权益合计46.2万亿元，

增长 9.4%；资产负债率为 56.2%，同

比下降0.6个百分点。 （跃 文）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
集成电路促进中心（CSIP）在京发
布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
书（2016-2017）》。这是我国首部集
成电路产业人才专题的白皮书，
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的供需
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

近年来，中国集成电路产业
可谓蓬勃发展，根据中国半导体
行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2016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
4335.5 亿元，同比增长 20.1%。其
中，设计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销
售额为 1644.3 亿元，同比增长
24.1%；制造业受到国内芯片生产
线满产以及扩产的带动，2016年销
售额 1126.9 亿元，同比增长达
25.1%。复合年增长率为44.91%。但
另一方面，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自

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对外
依存度高、人才缺乏等问题依然十
分突出。根据《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推进纲要》，产业规模到2030年将
扩大5倍以上，对人才需求将成倍增
长。目前我国集成电路从业人员总数
不足30万人，但是按总产值计算，需要
70万人，人才培养总量严重不足。

对此，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丁文武表示，《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发布
以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得到快速发
展，与此同时，人才匮乏的问题凸显出
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集成
电路处副处长龙寒冰表示，人才是集
成电路产业的第一资源，人才匮乏是
制约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现存的人才缺口问题呢？
来源途径无外乎两条：一是自身培
养，二是外部引进。由于我国集成电

路人才缺乏的主要原因是产业人
才的供给与产业发展的增速不匹
配，因此单纯依托高校或者企业自
身培养 IC 人才，难以在短期内实
现大量人才的快速供给，扭转当前
人才需求紧张的局面。特别是分析
当前我国 IC 产业人力供需状态，
除总量不足以外，结构性问题也十
分突出——企业对设计研发与工
艺制造领域的高端领军人才十分
渴求。因此，从外部引进就成为一
项非常重要的、改善集成电路人才
不足矛盾的有效途径。其实，历史
上那些集成电路产业进入起飞期
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都引进过大量外
部人才。这是快速弥补人才缺口，改
善人才队伍结构的通行手段。

然而，目前有部分海外媒体却
借机炒作夸大，称中国 IC 企业在
大肆地不正当“挖角“，借以阻止行
业人才的正常流动。其实，理性分

析可以发现，一家大型企业是由不
同人员组成的，包括技术研发、生
产制造、生产管理、品质管理与销
售、投融资等多个方面，如果扩大
到整个产业层面，需要的人才类型
就会更多。光靠“挖角”如何能够满
足需求？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首先必须立足自身的人才培养，否
则根本解决不了系统性的问题。

事实上，目前中国政府相关部
门与集成电路企业已经认识到人
力资源方面问题的重要性。此前，
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支持有
关高校建设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的
通知》，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9所高校建设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等17所高校筹备建设示范性微电
子学院，就是旨在尽快满足国家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
迫切需求。 （下转第2版）

VR/AR 概念的兴起促使我国

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企业加大相关

技术研发投入，在企业、高校和研究

机构等的共同努力下，我国 VR/

AR产业在关键核心技术和重点应

用领域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有的

甚至走在世界的前沿。

显示终端：视场角、

轻薄设计引领潮流

在 VR/AR 显示终端方面，不

管是从部分参数上看，还是按照轻

薄设计来衡量，我国企业已经可以

和世界巨头比拼。在2016 ChinaJoy

上，Hypereal 展示的 VR 头盔 Pano，

采用2K分辨率的OLED显示屏，拥

有 110°视场角、90Hz 刷新率以及

11ms的延迟率，在部分参数上已经

超越了Oculus Rift、PS VR。

同样，我国 AR 眼镜产品在某

些参数上也不输于微软的 Holo-

Lens。其中，耐德佳 AR 眼镜 NED+

X1 视 场 角（FOV）超 过 40 度 ，比

Hololens视场角提升20%以上；其光

学分辨率高达 1920×1080，是国际

上首款全高清AR智能眼镜。影创一

款兼具 AR/VR 的头盔 Halo，70 度

视场角，整体时延控制在13ms内。

从轻薄设计上看，我国 VR/

AR 眼镜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多哚

V1 智能眼镜仅重 88g，厚度 16mm，

搭载 2K 高清解析，实现 105度的视

角场。悉见科技SeengeneX1的重量

为166g，比HoloLens轻410g。

而且我国虚拟现实眼镜已经应

用于航空航天领域。中国航天员科

研训练中心与北京理工大学等研制

的虚拟现实眼镜，成功应用于33天

“太空之旅”中的航天员心理舒缓。

交互技术：

技术和理念走在前沿

在交互技术上，我国企业已经

走在世界前列。传送科技的 TP-

CAST 是全球第一个无线 VR 显示

商 业 产 品 。该 设 备 解 决 了 HTC

Vive一直以来被线缆束缚的问题，

可以支持 2K@90Hz 高清内容，传

输速度可以达到3.5GB/s，最低延迟

可以达到15ms。

七鑫易维是国内首家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眼球追踪和眼动控制技

术的科技公司，去年发布了全球首

款VR眼球追踪模组aGlass。其追踪

范围是垂直30°和水平50°，追踪

速度最高可达 380Hz，追踪精度小

于 0.5°，延迟低于 5ms。英伟达全

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张建中认

为，七鑫易维眼球追踪技术超过全

球其他科技公司。

Hypereal自主研发的激光定位

方案，可以让使用者在一个30平方

米的范围内，准确定位到头部和双

手控制器的位置（毫米级精度）。

还有Ximmerse和诺亦腾等。前

者 旗 下 有 VR 输 入 控 制 设 备

MACE、VR 万向移动平台 Teleport

以及光学手势跟踪设备和触觉反馈

设备。后者开发了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的“基于 MEMS惯性传感器的动

作捕捉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一系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低

成本高精度动作捕捉产品。

此外，我国交互技术理论的突

破也值得关注。中山大学人机互联

实验室提出 ER（Expanded Reali-

ty）即“扩展现实”的概念，为业界

首创。 （下转第 3版）

中国VR/AR技术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
本报记者 林美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