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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医学、教育、制

造、文旅、交通等诸多领域的产业

化应用，对我国加速产业转型、催

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工厂、Cloud VR、混合现

实等新技术正在渗透各行各业，推

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同济大学企业数字化技术教

育 部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张 浩 表

示，数字化工厂对其规划设计、

建造施工、运行维护、改造升级

的全生命周期进行支持，但也存

在 模 型 不 能 共 享 、 缺 乏 动 态 更

新、智能应用不足等短板。对于

制造业而言，可以用现代数字化

工厂的组织方式即数字孪生方式

来弥补数字工厂的不足。数字孪生

工厂能够将虚拟工厂与实际对象结

合起来，实现机器工件和组建之间

的点对点信息通信，实现同步一

致、实时反馈。数字孪生工厂与企

业互联后，在管理层、服务层、

数据层、物理层、模拟层等全面

支持企业业务的构建和发展。

Cloud VR 的核心在于把大量

的计算和渲染的工作移到云上完

成。从 PC VR 到 Cloud VR 是商

业模式创新、系统架构创新以及

头盔无绳化、Wi-Fi 创新的综合

提升。Cloud VR 的业务发展逻

辑 和 发 展 路 径 可 以 归 结 为 2B、

2H、2C 三种模式。2B 模式面向

垂直行业，促进影视、游戏、教

育 、 医 疗 等 行 业 应 用 的 推 广 落

地；2H 模式依托 IPTV 规模，打

造巨幕、直播、重交互游戏等，

促进 VR 进入千家万户，重点解

决家庭娱乐问题；2C模式结合5G

建设，发展轻交互游戏、社交和

巨幕影院等。

“Cloud VR 的商用路径为从

2B模式切入，瞄准2H、2C模式逐

渐做大规模。”华为公司中国区副

总裁董明表示。

VR/AR应用与

行业结合越发紧密

VR/AR 行业应用一直致力于

解决行业的痛点问题，以达到提升

工作效率、节约成本和提高安全性

的目的。从 2019 年第一季度 VR/

AR 行业应用相关新闻不难看出，

VR/AR 应用更加务实，与行业的

结合愈发紧密，具体表现来说就是

VR/AR 应用越来越以解决实际问

题为核心。

以医疗行业为例，近日，英国

伯恩茅斯大学的科研团队基于虚拟

现实等科技，研发出能让外科医生

在虚拟现实中模拟真实手术的培训

系统，该系统可以帮助外科医生在

低风险环境下进行反复的外科手术

训练，从而让他们在真实手术中的

操作更加熟练和精准。此外，VR/

AR助力我国临床医疗的应用也越

发普及。3 月 6 日，黑龙江哈医大

二院运用AR技术，为12岁的患者

做二次心脏手术，为患有先天性主

动脉瓣下狭窄的患者成功手术。医

生通过塑造 3D 模型，实现虚拟图

像和手术现实的 1：1 匹配，医生

表示AR技术可以实现精准切除和

防止周围组织损伤，助力了手术的

成功。

而 VR/AR 也在教育的应用上

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各类形式和主

题的 VR/AR科普活动在全国各地

开启。VR/AR 技术可以逼真地还

原具体场景，为学生们带来了全感

官式的体验，提升了教育科普的教

育作用。3 月起，南昌 VR/AR 科

技 馆 发 起 的 “VR/AR 科 普 进 校

园”系列活动正式开启，活动包括

《圆明园的毁灭》 教学、VR 心理

教育、VR航天系统、交通安全宣

传 VR 《安全教育数字体验馆》 等

六个部分，给南昌市中小学生带来

了全景、浸入式的教育。以VR交

通安全为例，体验者可通过VR技

术模拟体验安全走路、人行横道标

志、信号灯科普、横穿人行道被

撞、人行道选择，VR技术沉浸式

交互体验模拟，模拟训练贴近实

际，模拟弯腰、移动等动作，让体

验者在“实际”中边体验边学习。

5G网络催生将更多

杀手级应用

5G 浪潮滚滚而来，5G 带来的

高质量信息通信环境，将为 VR 技

术应用的突破提供能量：5G为VR/

AR内容的采集传输提供大容量通

道；5G 增强了 VR/AR 应用内容与

硬件的联动效应，将引发行业应用

和消费级应用共同加速爆发。未

来，人们还将看到更多的 AR/VR

应用在5G试验田中大放异彩。

在5G技术的加持下，AR/VR

在传媒领域的应用十分引人注目，

新形式、新技术给用户带来前所未

有的“沉浸式”体验。在刚刚结束

的全国两会报道中，依靠5G+AR/

VR的技术结合，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不仅进行了VR直播，还在网站

上开设了“VR 带你看两会”、在

客户端设立“带你走进政协联组会

场”等 VR 栏目。央视网则首用

“VR+AR”推出 《全景沉浸看报

告》，运用“VR+AR”聚焦 2019

政府工作报告中主要议题，提炼重

点数据进行解读，在VR实景视频

的基础上，在真实场景中糅合进三

维动画，辅以李克强总理同期声，

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生动具象地可

视化展现。山东省、河南省等地方

媒体集团今年也实现了 5G+VR报

道，通过全景摄影机为家乡观众展

现全方位的两会盛况。

在 5G 网络的高带宽稳定性的

加持下，让 VR/AR在服务于精准

度、差误率和数据量都有严格要求

的工业领域时更游刃有余和有保

证，VR/AR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或

将实现突破。

比如，在 5G 网络更好提供远

程信息交互及支援功能的情况下，

AR在电力业和制造业的巡检将得

到发展和普及。5G环境下，AR技

术和物联网的结合就可以实现工业

领域的可视化管控，工作人员能够

通过AR设备直观获取目标设施的

关键实时信息，同时可根据异常提

示快速定位问题以及制定解决方

案，从而有效降低设备事故率，提

升市政设施运维巡检效率。5G 网

络在巡检过程中提供了高质量的信

息通信环境，可以保证操作人员在

AR巡检过程中的实时音视频交互

以及数据传输等多任务处理。

在 5G 的协助下，更多需要实

时交流、实时交互的行业应用将被

实践和推广。3月12日下午，深圳

市人民医院利用 5G 通过 AR/VR

技术成功实施了一例肝胆外科手

术，清华大学长庚医院的专家在北

京通过国 5G 网络给这次手术团队

进行精准指导，实现了 AR/VR+

5G 协同远程手术。据了解，手术

借助AR一体机和远程仿真渲染工

具，通过 5G 传输技术，手术影像

实时传输给北京会诊间的专家，专

家在手术画面上做标记和提示，实

时远程精准指导手术进行，不到

0.2 秒的延时让整个远程手术交流

十分流畅，仅用6个多小时，手术

团队便为患者顺利实施了手术，并

且准确避开重要血管，避免了出血

量过大的风险。这一应用若得到普

及，将提升医疗次发达地区的医疗

能力，造福更多医患病人。

AI+5G成为行业转型催化剂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综述

本报实习记者 卢梦琪

3月29日，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在烟台举行。政府主管领导、著名专家学者、知名企业家等与会人士深入探讨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方向，讨论人工智能如何实现更强的信息承载能力和更具潜力的普及应用价值，为消费升级、行业创新、社会治理
提供新场景、新要素、新工具，带动更多产业的升级和业务发展，创新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和新一轮科技变革的重要力量，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重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我
国人工智能创新日益活跃、产业规模逐步扩大，应用领域逐步拓展，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对于打造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体系和促
进社会进步等各方面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沁平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促进其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创新创业企业在促进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

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态势旺盛。从

“全球人工智能初创百强企业榜

单”（AI100） 来看，中国正在成为

全 球 AI 创 新 创 业 的 重 要 力 量 。

2019 年入围榜单的 AI 企业中，77

家来自美国，中国、英国、以色列

各占6席，德国、加拿大、瑞典各

占1席。

2017年至2019年，中国有近20

家初创企业入围榜单，核心应用场

景由分散转向集中，企业科技等热

点逐渐明晰。2017 年人工智能的

应用领域相对分散，底层技术和应

用场景相互交糅。2018 年出现一

批跨行业的平台型AI初创企业，以

及一批无法准确分类的的明星级

AI初创企业。2019年，AI初创企业

被明确归为13个应用场景，全球人

工智能核心应用场景趋向明晰。

中美两国正在成为 AI 独角兽

的诞生地。在入围的100家企业中

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独角兽有 11

家，中国和美国平分秋色，各占五

家。但我国在专利申请和知识产权

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我国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态势旺

盛，然而仍存在问题。中国人工智

能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安晖将其归

结为 “浮”、“散”、“茫”。“浮”

是指，将简单的数据应用认为是人

工智能的“伪人工智能”、仅有宣

传但难以实现产品落地的“概念人

工智能”和目标设定过高或者性价

比 设 定 过 低 的 “ 不 可 及 人 工 智

能”。“散”主要表现在创业创新项

目重复化、碎片化，浪费产业创新

资源，颠覆性创新产品少。“茫”

主要体现在要解决好人工智能有何

用、谁愿意用、谁会用的问题，才

能够促进人工智能的落地、普及和

深化。

针对以上问题，安晖建议推动

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创业要从四个

方面入手，一是精选特色领域，各

企业寻找擅长的、又是蓝海的细分

领域，实现聚焦并加速发展；二是

深化技术创新，例如从人脸识别发

展到动作识别等；三是把准应用需

求，真正了解实体经济的具体需

求，例如优化效率、降低成本、人

机和谐，根据不同需求来实现人工

智能的创新；四是注重系统性创

新，让更多技术与更多应用和场景

结合起来。

AI与 5G 技术深度结合，在十

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作

为一种基础设施能力，为人类生产

生活方式带来长远变化。

“在 5G 众多典型应用当中，

70%以上是与人工智能和AR、VR

相关的，5G 不再是主要为人服

务，而是面向机器和计算。”中国

移动首席科学家冯俊兰表示。

AI 时代多种多样的应用对网

络提出了不同的需求，例如智慧城

市需要海量的连接、智慧交通需要

超低的时延、智慧家庭需要超大带

宽。不同 AI 应用需要专属的网

络，根据应用需求实时调整，满足

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而 5G 核心

网构建逻辑隔离的网络切片，能提

供网络功能和资源按需部署的能

力，为每个 AI 应用打造私人定制

网络，满足未来行业多样化的业务

需求。

冯俊兰强调，5G的传输特性将

为AI技术的大规模、普适性应用提

供基础和保障，降低AI技术应用的

成本，5G切片技术为AI应用提供定

制化的网络，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然而AI与5G的结合发展也面

临 AI 技术的高成本和技术局限、

5G 无线侧的技术挑战、超大规模

数据、5G 网络安全、管理运营模

式的改变等诸多挑战，有待逐一

攻克。

促进行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工厂对工厂规划设计、建造施工、

运行维护、改造升级的全生命周期进行支持，
但也存在模型不能共享、缺乏动态更新等短板。

贴合行业需求

VR应用加快落地
本报记者 王伟

AI与5G深度结合

创新创业态势旺盛

本报讯 出于看好大尺寸面板

在多社交场合的创新应用前景，

BOE（京东方）继续深入布局交互

式电子白板市场。3 月 29 日，BOE

（京东方）在合肥发布了交互式电子

白板创新产品及解决方案，可广泛

应用于教育、会议等领域，为用户带

来更好的触控交互体验。

BOE（京东方）高级副总裁、显

示与传感器件事业群 CEO 高文宝

表示，未来5年，电子白板市场将实

现爆发性增长趋势。据咨询机构

Wainhouse Research 发布的数据

显示，全球共有大小会议室超过

6000万间，教室超过4000万间；全球

液晶交互式电子白板出货量在2012

年之前均不足26万套，到2018年已

经超过155万套。作为最大的细分市

场，教育市场的出货占比稳步成长，

截至2018年已经达到83%。

BOE（京东方）此次推出了 65

英寸、75 英寸、86 英寸三种不同尺

寸产品，可根据客户的定制化需求，

提供一整套成熟的交互式电子白板

解决方案及服务。

《中国电子报》记者了解到，通过

采用纳米银线触控技术，这套交互式

电子白板能实现更好的触控精度，最

大支持40点触控和4支多色主动笔

同时书写，触控响应时间小于 8 毫

秒，让书写体验更加细腻流畅。

同时，该系列产品搭载了 BOE

（京东方）自主研发的 4K ADS 超

高清液晶显示屏，采用全贴合技术，

可视角度达到 178°，透光率可达

92%，能最大限度减少光线反射率，

即便处于教室、会议室中较偏远位

置的用户也不会受到环境光线影

响，可在交互式电子白板上看到清

晰的显示内容。 （江 勇）

BOE发力交互式电子白板

格兰仕中国市场年会在广东顺德举行

本报讯 3月28日，一年一度的

格兰仕中国市场年会在广东顺德举

行。27年间，随着格兰仕的发展升级，

“328年会”已经由一个产品的订货会

发展为跨行业的品牌年会，成为家电

业最具影响力的年度峰会之一。

格兰仕集团副董事长梁惠强在

会上表示：“格兰仕的核心优势在

于，我们敢于围绕创造更好的用户

体验、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地

否定自我，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地投

资于我们认为正确的业务和技术。”

事实上，格兰仕早在 2012 年，

就已经实施全产业链精品战略，对

标国际一流的质量标准，从磁控管、

变压器、电子元件等核心配套到整

机生产线，引进一流的精益制造人

才和管理理念，以超越国际品质标

准，全面打响全产业链智造升级战。

近 5 年来，格兰仕持续进行智

能化升级改造，投入超过 30 亿元。

定制全球第一条微波炉全自动化装

配生产线、引进全球领先的滚筒洗

衣机箱体和内筒自动化生产线、定

制全球第一条电蒸炉腔体全自动化

生产线。自动化制造升级的完成，

为格兰仕向数字科技型企业的转型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外，近年来，格兰仕还在

AIoT 方面进行了超常规的前期投

入，建立了一个集中处理格兰仕全

产业链和全球用户大数据的息中心

“Galanz+智慧家居”系统，。

（王 伟）

2019年第一季度，VR/AR应用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之
势。VR/AR应用在过去几年的实践和积累中不断发展和成
熟，随着应用与行业的紧密结合，VR/AR应用的实用性得到
提升，也真正解决了行业中的痛点问题，不再是“雷声大雨点
小”的存在。展望未来，随着5G商用脚步的临近和VR/AR硬
件设备与相关技术的逐渐成熟，VR/AR在教育、医疗、工业和
传媒行业的商用场景被进一步挖掘，不仅能提升工作效率，
还能造福更多百姓。

5G 将为 AI 的大规模、普适性应用提供基
础和保障，降低AI应用的成本，5G切片为AI
应用提供定制化的网络，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2017年至2019年，中国有近20家初创企业
入围“全球人工智能初创百强企业榜单”，核心
应用场景由分散转向集中等热点逐渐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