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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引领发展 未来触手可及

智能家电唱金秋

9月27日，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

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以下简称

通信展）在北京开幕。5G的脚步日

渐临近，今年的通信展主角无疑是

5G，各大巨头重点展出5G研发新进

展。除了5G，窄带物联网（NB-IoT）

在 5G 环境下给物联网带来的无限

想象，以及围绕 5G 的各类应用，特

别是VR/AR，也同样风头无限。

5G端到端商用技术

更成熟

5G 进程已经走到第二阶段的

技术研发测试全面启动阶段，今年

年初在北京怀柔进行的规模最大的

5G 外场测试，是 2017 通信展上各

大巨头引以为傲的事情。

华为展出了自主研发构建的

5G 端到端预商用系统，包括芯片、

CPE、无线网、承载网、核心网在内

的核心产品和技术。依托于该 5G

预商用系统，华为在北京怀柔的5G

系统测试验证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打破了多项行业记录。华为还展示

了 5G 测试环境下的无人机远程控

制与实时图像传输。

大唐电信在怀柔的测试中，有

三项指标都大幅度优于 5G 测试标

准。现场，大唐电信展示了从无线

网、核心网，到传输网，再到测试终

端全系列产品。特别是构成无线网

的小型化5G预商用BBU产品、大规

模有源天线阵列设备、用于超密集组

网场景的小型化4通道PAD RRU、

25G~27G 频段的毫米波产品，无论

是设备形态、体积、重量、功耗还是

性能都有大幅提升。（下转第5版）

本报讯 记者闵杰 美炳报道：

9 月 26 日，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

委会办公室指导下，由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虚拟现实产业联

盟、国科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

同举办的首届中国虚拟现实创新创

业大赛（简称大赛）在北京正式启

动。大赛以“科技创新，成就未来”为

主题，旨在搭建中国虚拟现实领域

最大的产融对接平台，支持虚拟现

实领域中小企业和团队创新创业。

在启动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虚拟现实产业联盟理事长赵沁

平，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处调研

员隋志强致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虚拟现实产业

联盟秘书长王鹏作大赛情况介绍，

赵沁平、王鹏、隋志强、中国虚拟现

实产业创新创业公益基金管委会主

任/中国电子报社执行社长刘东、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公益基金管委会办

公室主任程刚、陕西省现代科技创

业基金会常务秘书长徐斌、国科创

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大

威共同启动大赛。

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管理

委员会、上海张江虚拟现实与人工

智能产业协会、福州市 VR 产业基

地项目推进小组办公室、南昌市红

谷滩新区管委会等分赛区承办单位

负责人，威胜集团、HTC、新华网等

虚拟现实产业联盟相关部门领导，

中关村虚拟现实产业协会、广东省

虚拟现实产业联盟、黑龙江省虚拟

现实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上海虚拟

与增强现实产业联盟、深圳市虚拟

现实行业协会、深圳市虚拟现实产

业联合会、东莞虚拟现实产业联盟、

厦门市虚拟与增强现实产业协会、

成都市虚拟与增强现实产业协会、

天津文创协会VR/AR分会等地方

虚拟现实产业协会和联盟代表，大

朋、网龙、晶核教育、猫眼视觉等业

内知名企业代表，中科招商、合生创

展、招商银行、北文投等投资机构代

表及媒体代表参会。（下转第2版）

首届中国虚拟现实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大赛官网（www.cvriec.com）即日开放报名

本报讯 记者张心怡报道：9

月27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中国

贸促会共同主办的“2017年中国国

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在北京开幕。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总工程师张峰主持

开幕论坛，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少华

发表主旨演讲。

陈肇雄指出，当前，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已成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和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抓手。近年来，

我国信息通信业实现了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有力地支撑了数字经济的

蓬勃发展，促进了实体经济的转型

升级。

陈肇雄强调，促进信息通信业

持续健康发展，深化信息通信技术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是建设网

络强国的重要内容，希望大家积极

投身“互联网+”、数字经济、共享

经济等带来的创新发展浪潮，把握

创新发展大势，筑牢产业根基；把

握融合发展大势，繁荣数字经济；

把握改革发展大势，营造良好环

境，促进信息通信业不断实现新的

跨越。

本届展会以“促融合创新，筑网

络强国”为主题，展出规模约4万平

方米，共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余家知名企业参展，全面展示

信息通信业在网络设施、信息消费、

数字经济等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

以及在支撑双创、融通发展方面的

热点、亮点。主要展示内容涵盖移

动通信（5G）、NB-IoT、卫星通信、

量子通信、SDN/NFV、移动转售、

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区块链、

数据中心、物联网、网信安全、智慧

城市、智能家居、车联网、工业互联

网、互联网+、各类新型互联网应用

及智能硬件等。

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网信办、

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工商

总局、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

有关负责人，部分参展国驻华使节，

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司局负责

人，共约30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报讯 记者吴丽琳报道：9

月 26 日，工信部召开离退休干部

“正能量之星”表扬大会。对今年以

来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传承党

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播向上向善精神力量作出贡

献的部机关和部属单位234名离退

休干部进行表扬。工信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部离退休干部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刘利华，以及老部领导宋

直元、刘平源、李雪莹出席会议。

部人事教育司司长韩占武宣

读了工信部办公厅《关于表扬 2017

年度离退休干部“正能量之星”的

通报》，刘利华和部离退休干部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领导为 40 名

“正能量之星”代表进行了颁奖。

部机关、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等单位的 8 名“正能量之

星”发言，他们结合自身学习实践，

从各个方面深情谈了为党和人民

事业增添正能量、为国家发展点赞

喝彩、为工信部中心工作顺利开展

加油助力的感人事迹，会场不时响

起热烈掌声。

刘利华在会议上代表工信部党

组，向受到表扬的离退休干部“正能

量之星”表示热烈祝贺，并强调，做

好离退休干部工作是党的优良传

统，是党中央的一贯要求，也是推进

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部

党组和苗圩部长对离退休干部工作

高度重视，带头尊老爱老，营造了敬

老爱老良好环境。离退休干部工作

部门和工作人员，按照党中央和部

党组要求，围绕“让部党组放心，让

老同志满意”目标，以大力宣扬“正

能量之星”精神为契机，深入推进为

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以

全面落实《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党

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

部工作的实施意见》为抓手，不断提

升离退休干部工作水平；以学习贯

彻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精神为重

点，持续推动离退休干部工作科学

发展，振奋精神，扎实工作，用心用

情服务，开创部离退休干部工作新

局面。

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书记、局

长吴亚军主持会议。在京部属单位

领导、“正能量之星”代表、部机关离

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部属单位工

作人员代表200余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 9 月 26 日，2017 中国

国际大数据大会在北京召开。工业

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张

峰出席大会并致辞。

张峰指出，大数据作为国家重

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成为驱动经

济社会发展和智能化转型的新引

擎。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接

续转换的关键时期，推动大数据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改

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符合我国

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对实现创新驱

动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意义重大、前

景广阔。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

政策的推动和各界共同努力下，我

国大数据产业迎来全面良好发展新

局面，大数据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关

键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重要行

业领域应用不断深化，区域布局持

续优化。

张峰强调，要齐心协力为推动

大数据产业发展作出新贡献。工业

和信息化部将围绕实施国家大数据

战略，落实《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和《大 数 据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 年）》，深入推进大数

据技术和产业发展，加速在各领域

的应用，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地方要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资

源条件，合理定位、科学谋划，做好

大数据产业“十三五”发展工作，突

出特色和优势，避免重复投资和建

设。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之间要

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打造上下一心、

协同发展的工作氛围。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

服务业司相关负责人参加大会，人

民邮电出版社社长顾翀、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国杰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来自全国的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参

加了大会。 （耀 文）

通过图像识别、动态识别实现

按需制冷的冰箱，结合语音操控、手

势控制、人体追踪的空调，实现声纹

识别、家居控制的音箱——随着人

工智能技术向家用消费电子集成，

智能家电的阵容不断壮大，产品渗

透率稳步提升，这成为今秋家电卖

场的最大亮点。

冰箱：实现远程控制和

按需制冷

相对定频、直冷、机械控温的普

通冰箱，智能冰箱通常采用变频、风

冷、电脑控温，通过 WiFi 模块绑定

手机，实现远程控制和按需制冷。

采用图像识别技术的智能冰箱

通常在冷藏室放置摄像头，在开门

瞬间抓拍图像，并结合深度学习算

法提取图像特征点、判断食物品类，

配置相应的保鲜策略；结合动态捕

捉的智能冰箱通过放入、取用食物

的动作判断用户习惯，进行食谱推

荐、健康管理等配套服务。

鉴于智能冰箱在对接、整合冷

链物流方面的天然优势，京东、海

尔、三星通过提醒补货、推荐菜谱等

方式，将在线购物、物流资源、美食

网站资源与冰箱系统打通。

24 小时待机的冰箱能持续性

产生交互内容，LG推出的全球首款

搭载 Windows10 的智能冰箱支持

语音控制、动作识别和体感识别，嵌

入柜门的21.5英寸半透明触摸屏会

在被敲击时变成透明橱窗显示冰箱

内部食材，感应到用户靠近时会自

动打开柜门。该款冰箱与三星智能

冰箱都搭载了观看视频、听音乐等

娱乐功能并引入流媒体资源，进一

步提升与用户的交互频率。

京东用户在智能冰箱上的周数

据显示，用户对智能冰箱的购买好

评率在 96%以上，智能冰箱的激活

率在 82.5%已上，屏幕端的用户活

跃度在 67.75%以上；回访用户好评

价主要集中在购物、广播、音乐、调

温、收音机、智能控温、杀菌模式、智

能中控屏、过期提醒、双摄像头等功

能。差评则集中在冰箱内部有污

渍、机身有划痕、冰箱里有碎片。京

东已督促产线整改，加强品控管理。

目前，智能冰箱的产品渗透率

明 显 低 于 智 能 电 视 、智 能 空 调 、

WiFi 智控洗衣机和智能厨电。一

方面智能冰箱居高不下的价格限制

了产品的大范围普及；另一方面，冰

箱的本质是保鲜，用户对于厂商将

冰箱打造为厨房交互中心的“壮志”

并不热衷。培养用户的认知和使用

习惯仍然任重道远。

空调：引入了语音、手势、

体感控制

同样以制冷为己任的空调在

智能化领域起步较早，智能互联

和远程控制技术相对成熟并趋向

多元。

在本月的世界物联网博览会

上，海尔展示了NB-IoT智能空调，

为基于窄带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家庭

方案提供了应用范本。窄带物联网

能覆盖墙体边角、地下室等WiFi盲

区，空调与手机的绑定可通过扫码

完成，相对WiFi模块更加简单。

在交互方面，智能空调也引入

了语音、手势、体感控制，但用户期

待值最高的智能技术是人体感应和

人体追踪，即通过侦测人体温度、状

态、数量、位置调节温度和风量。

由于室内的温湿度与采光、通

风相关，空调与窗帘、窗户的智能

联动也进入厂商的功能设计范围，

但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需先行解

决。目前已有厂商利用空调的悬

挂高度优势，为智能空调搭载监

控、安防功能。

（下转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