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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与推广专栏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与推广专栏

打造平台体系 促进工业互联网发展

本报记者 顾鸿儒

2017 年全球半导体市场交出

了满意的答卷，WSTS（世界半导体

贸易统计组织）、Gartner 以及 IC

Insights 三大分析机构陆续上调了

半导体产业的最高增速。据WSTS

的分析数据，2017年全球半导体业

销售收入预计达 3966.5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7%，创下了 2011 年以来半

导体产业的最高增速。

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增长得益于

物联网、智能汽车、人工智能等市场

的崛起，以及 5G 商用进程的加快。

在 2017 年众多新势能纷纷崛起之

时，2018年半导体业将会呈现什么

发展趋势？《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

了主导企业、分析机构以及行业专

家，对2018年的半导体市场进行了

展望。

市场：

多元化助力拉动发展

通 过 采 访 记 者 感 受 到 ，2018

年半导体产业将依然欣欣向荣，

拉动市场发展的因素重点围绕在

汽车电子、人工智能（AI）、存储

器以及 5G 网络等多个领域上。

走过2017年“昂贵”的半导体

市场，业内人士迎来了 2018 年的

新机遇。知名信息技术研究和分

析公司Gartner预测2018年半导体

市场可望增长 4%，达到 4274 亿美

元规模，继2017年后再创新高。

推 动 半 导 体 市 场 持 续 增 长

的原因成为业内人士热切讨论

的重点。

（下转第7版）

一、背景解读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孕育兴起，全球工业互联网

正加速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

构建工业互联网生态的核心载体，

正在从商业领域向制造业领域拓

展，成为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

的重要抓手，全球主要国家、产业界

和领先企业战略布局的关键方向。

2017年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深

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

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将支持有能力

的企业发展大型工业云平台，推动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打造制造强国、

网络强国。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面向制造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需求，构建

基于海量数据采集、汇聚、分析和服

务体系，支撑制造资源泛在连接、

弹性供给、高效配置的载体，其核

心要素包括数据采集体系、工业

PaaS、应用服务体系。在数据采集

体系方面，通过智能传感器、工业

控制系统、物联网技术、智能网关

等技术，把设备、系统、产品等方面

的数据进行采集。在工业 PaaS方

面，基于平台将云计算、大数据技

术与工业生产实际经验相结合形

成工业数据基础分析能力；把技

术、知识、经验等资源固化为专业

软件库、应用模型库、专家知识库

等可移植、可复用的软件工具和开

发工具，构建云端开放共享开发环

境。在应用服务体系方面，面向资

产优化管理、工艺流程优化、生产

制造协同、资源共享配置等工业需

求，为用户提供各类智能应用和解

决方案服务。

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于打造新

型工业，促进“互联网+先进制造

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主要

体现在：一是能够发挥互联网平台

的集聚效应。工业互联网平台承

载了数以亿计的设备、系统、工艺

参数、软件工具、企业业务需求和

制造能力，是工业资源汇聚共享的

载体，是网络化协同优化的关键，

催生了制造业众包众创、协同制

造、智能服务等一系列互联网新模

式新业态。二是能够承担工业操

作系统的关键角色。工业互联网

平台向下连接海量设备，自身承载

工业经验与知识模型，向上对接工

业优化应用，是工业全要素链接的

枢纽，是工业资源配置的核心，驱

动着先进制造体系的智能运转。

三是能够释放云计算平台的巨大

能量。工业互联网平台凭借先进

的云计算架构和高性能的云计算

基础设施，能够实现对海量异构数

据的集成、存储与计算，解决工业

数据处理爆炸式增长与现有工业

系统计算能力不相匹配的问题，加

快以数据为驱动的网络化、智能化

进程。

目前，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理念

和重要性逐渐被产业界所认识，全

球推出一系列工业互联网平台产

品。根据国际有关咨询机构统计，

目前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超

过 150 个，占物联网平台总数的

32%，是第一大细分平台类型。特

别是2015年以后，企业对平台布局

明显加快。一方面，国际知名工业

企业相继推出自己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产品，基于自身在制造系统及

工业数据方面的优势，向数据驱动

的应用创新延伸。另一方面，已经

推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信息技术

企业开始对平台产品进行更新和

升级，通过重新整合内部产品、增

加新型服务能力等方式，不断完善

平台功能，特别是对于底层数据的

集成接入能力。 （下转第2版）

作为中国的煤都，太原有望成

为产生未来绿色领军者的地方。据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2017

年前 11 月山西省原煤产量 7.8 亿

吨，占全国累计产量的 24.89%。这

样一个产煤大省的省会城市，曾是

空气污染比北京还严重的唯一大城

市，现在却走在了全国出租车电动

化的最前列。以出租车电动化为支

点，太原进一步消纳过剩煤电，显著

降低了城市密集区的机动车污染排

放，不仅改善了空气质量，更提升了

城市竞争力。

太原为何要把全市出租车全部

更换为纯电动？又如何在短短一年

内完成，悄然成为全国推广电动车

的“领头羊”？“太原模式”有没有可

复制的经验？2017 年 12 月 21 日—

22 日，记者一行人一路北上来到

太原，从太原市相关负责人、专家、

企业那里开始找寻答案。

“油换电”促进产业发展

“2016 年 2 月 6 日，太原第一

批纯电动出租车上路了，当时就是

我在长风充电站为第一台纯电动

出租车充的电，这标志着太原正式

迈入出租车电动化的新时代。”谈

到太原推动出租车行业以电动

汽车取代原有燃油汽车这项计

划，青岛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太原公司市场总监任晓彤难掩激

动的心情。在他看来，太原这场

出租车“油换电”的浪潮，来的是如

此之快。

2016 年初，太原市启动了更

换纯电动出租车项目，不到一年时

间，全市8292辆出租车便全部更换

完成，华丽转身成为全国乃至全球

首个全部为纯电动出租车的城市。

不能忽视的是，太原出租车

全部改电动车的一个客观背景

是，太原大部分出租车都是 2008

年更换的，根据出租车 8年强制报

废的国家规定，太原的 8000 多辆

出租车都到了要更换的时候。“这

是深化行业改革，创新行业管理，

提升行业服务的一个难得的时间

窗口。”太原市汽车客运管理办公

室主任任选平告诉《中国电子报》

记者，综合考虑资源优势、节能减

排、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整、方

便群众出行等因素，太原决策此

次城六区出租汽车更新全部更换

为纯电动汽车。

明确了要把出租车更换为电

动车的方向之后，太原市政府并未

大笔一挥，上面批示让下面贯彻执

行了事，而是经过一系列论证与调

研之后，才正式推进。

任选平介绍，确定出租车要更

换为纯电动车以后，太原市政府对

全国推广纯电动出租车的重点城

市进行了研究，先后到深圳、西安

等多个城市进行考察学习，数次召

开出租汽车企业经理、车主、驾驶

员座谈会及发放调查问卷，力求车

辆更新工作顺利稳妥推进。

而政府最终决定太原出租车

全部更换为比亚迪 e6 也是经过一

番考量的。“我们在总结其他城市

推广经验时发现，比亚迪e6在深圳

已经有 3年的安全运营经验，在国

内装备、电池、产能都是第一，在安

全性、可靠性上都比较有保障。”任

选平表示。

（下转第8版）

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

半导体半导体：：20182018年迈入多元发展阶段年迈入多元发展阶段

太原太原：“：“煤都煤都””实现绿色变身实现绿色变身
本报记者 侯沁

本报讯 工信部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2017 年 1—11 月，我国规模以

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9%，同比加快 4.3 个百分点；快于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7.3 个百分

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7.6%。其中，11 月份增速为 15.0%，

比10月份加快2.2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2017年1—11月，出口

交货值同比增长14.6%。其中，11月

份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6.6%，比 10

月份加快9.1个百分点。通信设备行

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1—11月，生

产手机176271万部，同比增长3.6%，

其中智能手机 130182 万部，同比增

长 1.7% ，占 全 部 手 机 产 量 比 重 超

73.6% 。 出 口 交 货 值 同 比 增 长

13.0%，其中 11 月份增长 23.6%。计

算机行业生产、出口继续走低。1—

11 月，生产微型计算机设备27954万

台，同比增长 7.5%。其中，笔记本电

脑15724万台，同比增长7.7%；平板电

脑7907万台，同比增长5.9%。出口交

货值同比增长13.0%，其中11月份增

长 5.1%。家用视听行业生产明显好

转。1—11月生产彩色电视机15584

万台，同比增长 0.8%。其中，液晶电

视机 15224 万台，同比增长 0.4%；智

能电视 9795 万台，同比增长 6.1%，

占彩电产量比重为 62.9%。出口交

货值同比增长13.6%，其中11月份增

长 5.0%。电子元件行业生产持续较

快增长，出口增速继续加快。1—11

月，生产电子元件39957亿只，同比增

长 18.6%。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8.9%，其中11月份增长44.0%。电子

器件行业生产有所放缓。1—11月，

生产集成电路 1417 亿块，同比增长

19.4%。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4.8%，

其中11月份增长4.2%。 （跃 闻）

本报讯 工信部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2017 年 1—11 月，我国软件业

务收入增长稳中有升，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49020

亿元，同比增长 14.5%，增速同比回

落 0.3个百分点，比 1—10月提高 0.6

个百分点。其中11月份增长19.6%，

增速比10月提高7个百分点。

2017年1—11月，我国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总体平稳，业务收

入增长稳中有升，利润呈现良好发展

态势。分领域看，工业软件发展加

快，部分在线运营服务、电子商务平

台技术服务持续较快发展。分地区

看，主要软件大省保持稳步增长，中

西部地区部分省市增势突出，中心城

市软件业聚集领先发展。1—11月，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利润总

额 6008 亿元，同比增长 14%，增速同

比回落 5.8 个百分点，比 1—10 月提

高 0.8个百分点，比同期业务收入低

0.5个百分点。企业平均营业利润率

7.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1—11

月，软件业实现出口 448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7%，增速同比回落 5.3个百

分点，比1—10月回落0.3个百分点；

其中，外包服务出口增长 9.6%，增速

比 1—10 月回落 2 个百分点；嵌入式

系统软件出口下降0.6%，降幅比1—

10 月收窄 0.3 个百分点。1—11 月，

软件产品实现收入14983亿元，同比

增长 12.6%，增速同比回落 0.1 个百

分 点 ，比 1—10 月 提 高 0.4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信 息 安 全 产 品 增 长

14.3%，增速比 1—10月回落 3.9个百

分点；工业软件产品增长 20.3%，增

速比1—10月提高2.7个百分点。

（布 轩）

去年前11月软件业务收入

完成49020亿元

去年前11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

本报讯 中共中央、国务院 1

月 8 日在北京举行 2017 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2017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在会上揭晓。信息技术领

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其中，“中

国电子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科技创新

工程”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 （通用项目） 一等奖。

本次共评选出271个项目和9名

科技专家。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35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170项。2017年自然科学

奖获奖项目主要集中在地球科学

（17.1%）、化学（14.3%）、信息科学

（14.3%）、生物学（11.4%）、材料科学

（11.4%）和工程技术科学（11.4%）等

学科。2017 年的技术发明奖获奖项

目则集中在这五大学科：机械与动力

（18.4%）、电子信息（18.4%）、材料与

冶金（16.3%）、工程机械（10.2%）、环

境与水利（8.2%）。从近年技术发明奖

的学科分布来看，电子信息相关专业

获奖最多，占到五成。

据悉，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

山、侯云德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

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项目、

“聚集诱导发光”项目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新型半导体深能级

掺杂机制研究”等33个项目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

发及应用”项目、“高性能碳纤维复合

材料构件高质高效加工技术与装备”

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

目）一等奖。“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用石

墨和石墨烯材料”、“交互式显示关键

技术及应用”、“高效视觉特征分析和

压缩关键技术”、“智慧协同网络及应

用”等 47 个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奖（通用项目）二等奖。

“特高压±800kV 直流输电工

程”项目、“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

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

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项目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通用项目） 特

等奖。“中国电子网络安全与信息化

科技创新工程”等9个项目获得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 （通用项目） 一等

奖。“面向互联网开放环境的重要信

息系统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及应

用”等118个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通用项目）二等奖。

记者了解到，2011 年 7 月，中

国电子启动“中国电子网络安全与

信息化科技创新工程”，通过“换

道超车、替代升级”的创新模式，

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网信产业发

展之路。经过 6 年艰苦卓绝的努

力，中国电子已成为掌握自主可控

核心技术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

国家队。 （耀 文）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
中国电子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科技创新

工程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