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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春节放假，本报2月13
日、2月16日、2月20日、2
月23日停刊。祝广大读者春
节快乐！ 中国电子报编辑部

敬告读者

一、建设平台标准

体系的重要性

当前，全球工业互联网正加速

深化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凭借其

对资源的汇聚作用及生态构建能

力，具有天然的垄断性和依赖性，

正成为全球产业界布局的关键方

向。一是装备制造和自动化巨头

发挥工业制造技术、产品、经验和

数据等积累优势，纷纷推出工业互

联网平台；二是信息通信企业依托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领域技术产业优势，着力将各自

已有的平台产品向工业领域延伸，

增强平台对工业互联网的兼容和

支撑；与此同时，为了快速产品迭

代，不同的平台厂家之间也不断加

深合作，形成强强联合的格局。

从平台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

当前全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尚处

于发展初期，各种平台独立发展，

平台研发、建设、运行和服务的相

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尚未建立，无

法满足平台长期有序发展需求。

一是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尚缺少

顶层设计指导。2016 年工业互联

网产业联盟发布了《工业互联网标

准体系框架（版本 1.0）》，其中平台

与支撑标准是工业互联网标准体

系框架中重点标准化方向之一，

平台面向不同的工业应用场景提

供服务，在业务需求、架构、功能、

接口、应用等方面涉及众多关键技

术，亟须在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框

架的总体指导下，针对工业互联网

平台制定细化的标准框架，明确工

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总体思路、基

本原则、重点标准化方向及标准化

推进建议等。二是支撑工业互联

网平台发展的关键技术标准亟须

加快研制。当前，由于数据采集接

口、数据转换与互认、应用开发部

署、应用系统间互操作等平台发展

关键技术还缺乏统一的标准，各个

平台各自为战，制约了平台规模化

发展。同时，当前全球工业互联网

平台相关标准竞争加剧，围绕平台

相关的接口协议、数据互认等标

准，正在成为全球标准化布局的重

点，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创新领

域全球标准化布局加剧，开源理念

正在向工业互联网平台延伸。我

国亟须围绕工业互联网平台相关

的技术标准，加紧战略布局，加快

标准化进程，协同推进国内国际标

准制定。

《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

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基

本形势部分强调，“标准体系不完

善”是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与发达

国家相比的重要差距之一。平台

作为工业互联网的核心功能体系，

急需完善标准体系建设，加快相关

关键技术标准制定。

（下转第3版）

本报讯 记者张鹏报道：2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离退休

干部情况通报会。部党组书记、部长

苗圩出席会议，向老同志介绍工业通

信业发展情况，并代表部党组向广大

离退休干部致以新年祝福。通报会由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罗文主持。

苗圩指出，2017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攻坚克难，扎实工作，圆满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全年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6.6%，单位工业增

加值能耗下降 4.6%，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收入增长 13.9%，电信业务

总量增长 76.4%，互联网行业收入增

长40%以上。

苗圩强调，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统领新时代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

设，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自觉运用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工业和信息

化事业发展提升到新高度、新境界、

新水平。

苗圩指出，做好 2018 年各项工

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

“四个自信”，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特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着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立足

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全局，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制造

业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深入实

施“中国制造 2025”和网络强国战

略，强化创新驱动、改革推动、融合带

动，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

传统动能，实现工业通信业持续健康

发展。

苗圩强调，老领导、老同志为工业

通信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创造了不

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部党组高度重视

老干部工作，过去一年，我们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老干部工作的

系列重要指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始终坚持政治为本，通过多种方式迅

速在广大老同志中间掀起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热潮，与时俱进提高老

同志思想政治觉悟，发挥好老同志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感情

为先，聚焦老同志“两高期”实际需求

创造性开展工作，以满腔热忱做好日

常服务保障，让老同志离退休生活更

加舒心安心暖心，老同志对离退休干

部工作的满意度连续多年持续提升；

始终坚持责任至上，研究制定了部党

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

部工作的实施意见》，开展了以“畅谈

十八大以来工业通信业发展变化、展

望十九大胜利召开”为主题的正能量

活动。 （下转第2版）

工信部组织召开

离退休干部情况通报会

两周前，位于西雅图亚马逊总

部 办 公 楼 下 的 无 人 商 店 Amazon

Go 正式面向公众开放。经过漫长

的14个月内部测试，Amazon Go终

于向公众敞开大门，吸引了全球“尝

鲜”群众一品无人商店的黑科技。

如珍妮纺织机于第一次工业革

命一般，无人商店的实质是用技术

代替零售场景中的一些原本由人工

完成的工作。不知是借了 AI 的光

还是蹭了亚马逊、阿里、京东、苏宁

的流量，“尝鲜”群众给无人店挣足

了面子、撑足了场子。

无人商店背后的黑科技

与Amazon Go一样，入局无人

商店的京东、阿里巴巴、苏宁强调技

术提高效率和便利购物体验优先。

而实实在在撑起这些理念的则是人

脸识别、移动支付、大数据、物联网

等信息技术。

在无人商店的众多技术中，移动

支付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

“第三方平台软件+一台移动终端”

的便利支付方式令世界瞩目。目前，

无论是Amazon Go、淘咖啡、京东X

无人超市以及苏宁Biu店都需要完

成与其相关账号绑定，而无人商店

中人脸识别技术替代了移动终端，

没有手机也可以“刷脸”买单。

进门刷脸、结账刷脸，人脸识

别技术作为无人商店的最重要支

撑技术之一，无论是成熟速度还是

精准度都令人惊讶。自从2015马

云在德国汉诺威 IT 博览会上展示

最新扫脸支付技术“Smile to Pay”

开启国内人脸识别技术商用的大

门以来，人脸识别技术已渗透到包

括零售在内的金融、交通、娱乐等

多个领域。根据场景的不同，人脸

识别技术的精准率也有所不同，并

不能保证100%的精准度。

据旷视科技翦单艾介绍，人脸

识别技术已完全能够满足无人商

店的要求：其精准度早已超过人

眼，“毫秒级”解锁可实现非配合无

感知，这意味着顾客无需停顿来配

合镜头。 （下转第6版）

1 月，华润微宣布将在重庆打

造全国最大的功率半导体生产基

地；去年年底，士兰微发布公告在

厦门建设两条 12 英寸特色工艺生

产线，主要产品为MEMS和功率半

导体。两个大型项目将国内功率

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推向高潮。作

为半导体产业的一大分支，功率半

导体对实现电能的高效产生、传

输、转换、存储和控制作用巨大，是

实现节能减排、绿色制造的关键。

2018 年功率半导体市场将如何发

展？中国功率半导体产业能否像

集成电路产业一样取得高速成长？

应用市场：

汽车、工业双轮驱动

功率半导体可以用来控制电

路通断，从而实现电力的整流、逆

变、变频等。一般将额定电流超过

1安培的半导体器件归类为功率半

导体，其阻断电压从几伏到上万

伏。常见的功率半导体有金属氧

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MOSFET）、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芯片（IGBT）、

快恢复二极管（FRD）、垂直双扩散

金属-氧化物场效应晶体管（VD-

MOS）、可控硅（SCR）、大功率晶闸

管（GTO）等。

从市场角度看，功率半导体从

2016年下半年开始行情回暖，此后

需求持续旺盛。根据IHS Markit的

数据，2017 年包括功率离散元件、

功率模组在内的全球整体功率半导

体市场销售额达 383 亿美元，增长

率约达 7.5%。在接受采访时，英飞

凌工业功率控制事业部中国区负责

人于代辉表示，继续看好2018年功

率半导体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功率

半导体市场规模迅速增长。

功率半导体广泛应用于汽车、

家电、光伏、风电、轨道交通等领

域，渗透进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业界普遍认为，带动功率半导

体旺盛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下

游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增长。我国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2017 年前十月新能源汽车产量达

51.7 万辆，同比增长 45.63%，预计

全年 70 万辆销售目标有望完成。

而汽车电子是功率半导体器件最

主要的应用领域之一。根据行业

研究数据，新能源汽车所用的 IG-

BT 约占电动汽车总成本的 10%。

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

知》：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实现当

年产销 200 万辆以上，累计产销超

过500万辆。

另一个预计将呈现爆炸性增

长的市场是工业物联网。威世半导

体亚洲区销售高级副总裁 Johnson

Koo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制造 2025》是中国版的工业

4.0，是中国在建成制造强国三个十

年“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个十年的

行动纲领。工业 4.0 的实现本身就

需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些新兴

的需求将为半导体公司提供更多

市场机会，包括工业传感器、微控

制器、电子标签和功率器件等。

新产线：

士兰微、华润相继投资

中国功率半导体市场增长虽

然很快，厂商实力与国际巨头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不过近年来国内的

企业也在积极追赶，并取得了一定

成果。赛迪顾问报告指出，目前我

国功率器件龙头企业处于加速整

合海外优质资源，加速向中高端市

场迈进的进程中。（下转第8版）

无人商店：未来已来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开展信息消费

试点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旨在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

费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

见》，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充

分释放内需潜力，壮大经济发展内生

动力。

《通知》指出，本次试点示范内容，

围绕生活类信息消费、公共服务类信

息消费、行业类信息消费、新型信息产

品消费、信息消费支撑平台等方面，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提升服

务供给、加快服务创新和优化消费环

境等方面着力，遴选一批信息消费试

点示范项目，通过试点先行、示范引

领，总结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做法，加

快拓展和升级信息消费。

《通知》指出，示范项目申请主体

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具有较好的技术服务

实力和融合创新能力。应具有较强

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积极推

进社会信用建设，切实保障消费者合

法权益，积极维护公共利益。

《通知》指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

依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组织行业专家

对《信息消费试点示范项目申报书》

进行评审，根据审核意见或咨询评估

报告研究确定拟支持项目，并对拟支

持项目进行公示。 （布 轩）

本报讯 近日，工信部对外公布

了第二批绿色数据中心先进适用技

术产品目录，涉及能源效率提升、废

弃设备及电池回收利用、可再生能源

和清洁能源应用、运维管理等4个领

域28项技术产品。为持续引导数据

中心积极采用先进绿色技术产品，进

一步推动数据中心绿色化建设与改

造，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了第二

批绿色数据中心先进适用技术产品

筛选工作。经企业申报、各地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推荐、专

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最终遴选

确定了该目录。

在能源效率提升方面，目录分为

制冷/冷却、供配电、IT设备、优化控

制四类技术产品。其中，在 IT 设备

部分，目录列出了以下几种技术产

品：一是基于 ARM 64 位架构低功

耗服务器技术，该技术已规模化上线

承载真实业务，未来预计潜在普及率

10%以上。二是基于 GPU 加速的异

构计算技术。三是温水水冷服务器，

该产品已经过多年实践应用，预计未

来 5 年内国内的水冷服务器市场规

模将成倍数增长。四是冷数据存储光

盘备份系统，该产品在数据存储、备

份、归档市场已得到实际应用。五是

磁光电融合大容量光盘库，该产品目

前已用于存储大量温冷数据，预计

2020 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达 44ZB，其

中，中国将达到 8.6ZB，市场的总量

在百亿元以上。六是大容量智能蓝光

安全存储系统，该产品已用于数据存

储，预计未来几年存储装机容量将保

持40%以上的增长速度。（耀 文）

工信部启动信息消费试点

示范项目申报工作

绿色数据中心先进适用

技术产品目录公布

图为京东无人超市图为京东无人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