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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莫斯科航展中国主宾国活动
拉开帷幕

智能技术加速为产业赋能智能技术加速为产业赋能
——2019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侧记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侧记

本报记者 张心怡

近日，由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重庆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的 2019 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在重庆举行。同期举办
的展览设置综合展区、智能技术与
产品展区、智能制造展区、智能化应
用展区、智慧生活互动体验区、区域
创新展区六大展区。百度、阿里巴
巴、腾讯、华为、三大电信运营商、英
特尔等国内外重点企业展示最新智
能化成果。从展会现场来看，5G技
术及相关应用成为焦点，大数据、人
工智能热度不减，如何将智能化技
术与产业、生活融合继续成为各大
企业的探索方向。

5G生态蓬勃发展

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本届智博会，重庆国际博览中
心所有场馆和室外智慧体验区实现

了5G网络全覆盖。记者在区域创
新展馆用SPEEDTEST测试网速显
示，下载速度达到1.03Gbps，上传速
度达到81.1Mbps。5G相关的设备、
网络技术、应用体验吸引了大批观
众的目光。

中兴通讯带来了先进的 5G

AAU（有源天线处理单元）基站，现
场设置的增强现实、云游戏、高清视
频等 5G 体验专区也排起了长队。
据工作人员介绍，4G的天线通道数
量以4、8为主，而5G升级为16、32、
64通道，传输速率远超4G。此外，
现场展示的5G+智慧文娱、5G+立

体安防、5G+智慧金融等应用场景，
都是基于5G智能化切片技术，能根
据用户需求提供包括无线网络、接
入网、承载网、核心网在内的专属网
络资源，以满足不同场景对时延、带
宽等网络参数的需求。

（下转第3版）

1955年秋，清华大学根据高教
部的规划，聘请列宁格勒航空仪表
学院教授康斯坦丁·萨普雷金来华
讲授电视原理，为我国培养第一批
电视专业人才。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当即成立了电视教研组，当时全国
有关单位纷纷派人来向专家学习。
不久广播事业局一批派往捷克学习
的同志回国，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
电视技术的开拓者。这是我国首次
由苏联专家集中培养的第一代电视
技术人才。

电子管电视机发展时期

我国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始于
1957年，为了创办我国广播电视事
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第二机械
工业部等单位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共
同组成试制小组，其中大部分科技
人员是由苏联专家培养的第一代电
视技术工作者。经过一年多努力，
建立起新中国第一座广播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的
前身），并于1958年5月1日晚开始
黑白电视试播。

同年9月2日，我国第一套黑白
电视节目用第二频道正式开播，开
始每周仅广播两次，以后逐渐增加
到每周四次、六次，最后才保证每晚
7点到10点广播。那时电视机还是
奢侈品，北京城也只有极少数家庭
才有电视机，电视节目大都是新闻
和记录片，那时其他省、市自治区还
没有建立广播电视台。

我国电视广播接收机的研制、
生产始于1958年，当年5月18日，国
营天津无线电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

批北京牌 14 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
机。不久由上海广播器材厂试制成
功上海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开创
了我国广播电视接收机发展历史。

为了完成黑白电视机的配套，
成都红光电子管厂完成 14 英寸黑
白显像管的生产；北京电子管厂完
成 14 英寸黑白电视机所需的全部
电子管生产，由我国著名电子技术
专家罗霈霖等主持的国营华北无线
电器材厂完成了 14 英寸黑白电视
机所需的大部分元件生产，实现了
14 英寸电子管电视机主要配套件
的生产、制造。以后，随着各省、市、
自治区电视台的开播，电视机的数
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北方各电视
机厂大部分仿制天津无线电厂生产
的北京牌 820 型 14 英寸黑白电视
机，南方各电视机厂则大多仿制由
上海广播器材厂生产的上海牌104
型 14 英寸黑白电视机，形成我国
南、北两大派系，但其基本电路形式
大同小异。

上世纪80年代，我参观了我国
第一条引进日本日立公司技术建成
的陕西咸阳彩色显像管总厂（即
4400厂）和引进日本松下公司技术
建成的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总厂，
采用流水线自动装配、封装，其现代
化程度很高，属于当时世界最高水
平，大大缩短了与世界彩色显像管
水平的差距。

2016年，我又在北京参观了京东
方平板显示器的生产线，其现代化水
平更高，采用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技
术，实现液晶显示屏的生产，偌大的
生产车间几乎见不到几个工人。当
时一个成品显示屏，可以裁成16个
24英寸显示器，如今京东方的液晶平
板显示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平板
显示器企业，并已成功生产出世界最
先进的柔性显示屏和4K、8k超高清
晰度显示屏，领跑世界平板液晶显示
器技术的发展，我国也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彩色电视机生产国和最大的彩
色电视机消费市场。（下转第4版）

我我眼里的电视机
70年变迁

以测促用以测促用，，从工控本质看工业互联网安全从工控本质看工业互联网安全
——《加强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系列解读之一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 黄子河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互
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
网的指导意见》指出，工业互联网
通过系统构建网络、平台、安全三

大功能体系，打造人、机、物全面互
联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形成智能
化发展的新兴业态和应用模式，是
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
要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力支
撑。

近年来，两化深度融合催生互
联网在工业控制系统中的应用，打
破了传统工业控制系统相对封闭可
信的环境，将互联网上的传统安全
威胁渗透进了工业领域，使得网络
型攻击可以直达生产现场，造成生
产中断甚至危及人员生命。针对工
业控制系统的各种安全事件日益增
多。例如，乌克兰氯气站被攻击、委
内瑞拉全国性断电等安全事件，目
前通过网络攻击，“勒索病毒”可以
直接利用被控制的控制器进行勒
索，在工厂侧，被“锁屏勒索”的安全
事件也屡见不鲜。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
委共同印发的《加强工业互联网安
全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工业互联网

安全能力建设提出了有效的发展思
路，遵循其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结
合自身测评服务实践，不断强化能
力建设，为我国工业互联网安全进
行保障。

从工控本质看

工业互联网安全挑战

工业控制系统的本质目标是控
制，互联网的核心目标是交换。相
较于传统互联网采用平等关系的点
对点传输模式，工业互联网多采用
基于主从关系的非对等网络。工业
互联网面临的安全挑战需从工业控
制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的视角来
看。从工业控制系统设计思路上
看，工业控制系统的传统设计都是
使用专用的相对封闭可信的通信线
路。但随着工业控制系统向互联网
的转移，与企业其他业务应用程序
的整合，也越来越容易遭遇来自互
联网的攻击，暴露了许多先天缺

陷。比如基于离线系统技术要求的
设计思路，没有考虑规划设计安全
防护机制；比如由于控制器的弱计
算力，只设计了对于弱计算力的防
护机制。从工业控制系统运维来
看，很多企业出于工业控制系统是
封闭的考虑，开放了远程调试功能，
同时没有考虑远程调试的访问控
制，很多攻击是利用了远程调试的
访问控制漏洞实现渗透。从工业控
制系统通信协议看，绝大多数的工
业控制系统通信协议，设计之初都
未考虑机密性问题，基本采用明文
传输，且国内尚未建立自有的、安全
的工业互联网通信协议、数据交换
协议。

当前，面临严峻的工业互联网
安全挑战，很多工业控制系统查漏
补缺存在难度，是长久战。明确责
任，建立规范安全规程、操作准则和
安全管理体系，加强意识宣贯和人
才培育，逐步完善工业互联网安全
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8 月 27 日，为期 6 天
的 2019 年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
览会在莫斯科郊外的茹科夫斯基市
拉开帷幕。我国受邀担任该航展举
办以来的首个主宾国，设立中国馆，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多家中国企业
和科研机构以“中国展团”形式参
展，集中展示中国航空航天领域的
国际合作成果和创新发展成就。俄
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开幕式并参观中
俄联合研制远程宽体客机（CR929）
展示样机。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
圩出席开幕式，随后与俄罗斯工

业和贸易部部长曼图罗夫出席中
国主宾国活动开馆式并致辞。中
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主持开馆式。

苗圩表示，中俄两国是携手走
过风雨历程的老朋友，也是关系历
久弥坚的好伙伴。今年，在中俄
两国建交 70 周年之际，两国元首
共同签署了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实现了两国关系提质升级，
共同开启了中俄关系更高水平、
更大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愿以本
届展会为契机，同世界各国一道，

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和经贸合作，共
同推动世界航空航天事业发展，为
世界各国人民共享航空航天技术
发展成果、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更大
贡献。

曼图罗夫在致辞时表示，今
年莫斯科航展在模式上做了改
变，第一次设立主宾国，很高兴
中国朋友能接受邀请，担任此次
航展的主宾国。我们将以此进一
步推动和加强双方在航空航天制
造领域的合作。

此次航展上，在约3000平方米
的中国馆和400多平方米的室外展

区，“中国展团”以实物、模型、视频、
展板等方式，携航空航天相关领域
重要创新成果、国际合作成果或具
有良好国际市场前景的多种产品精
彩亮相。其中，我国自主研制的大
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首次走出
国门，“翼龙”Ⅱ无人机首次亮相莫
斯科航展。ARJ21 新支线飞机、新
舟700涡桨支线飞机、C919大型客
机等也展示了视频和模型。西北工
业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两所高校分
别展示了在无人机研发和微纳卫星
研究方面的成果。相关企业也携特
色展品精彩亮相。 （布 轩）

国家广播电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整机检测室原主任 安永成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人工智能应用创新
揭榜赛道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李佳师报道：8
月29日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发
展改革委、科技部、国家网信办、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上海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9 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志军出席大
会开幕式，宣布启动智能网联汽车、
医疗影像辅助诊断、视频图像身份
识别、智能传感器等4条“人工智能
应用创新揭榜赛道”，瞄准产业需
求，集聚行业资源，搭建更加规范、
丰富的技术应用迭代创新测试环
境，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创新技术与
产品落地应用。

当天下午，王志军出席大会“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主论坛并致辞。
王志军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
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近年来我国
人工智能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
好态势，部分关键应用技术跻身世

界先进水平，产业整体实力显著增
强，与实体经济融合不断深入。中
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同发
展，开展务实合作。为此，王志军提
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创新合作，共享技术
发展红利，共同努力产出更多创新
成果。二是加强产业生态合作，实
现多方互利共赢。鼓励、支持国内
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产业
生态建设，促进创新成果和技术的
落地应用，赋能产业，增进民众福
祉。三是加强安全合作，构建良好
产业秩序。携手推动人工智能国际
治理，共同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
安全、就业、伦理等方面的新课题，
不断优化产业创新发展环境。

王志军参观了人工智能创新应
用展览，赴深兰科技、依图等人工智
能重点企业开展现场调研。工业和
信息化部科技司负责人陪同参加相
关活动。

编者按：近日，工信部
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加强
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作的指
导意见》，明确了构建工业
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的主
要任务。提出了具体目
标，到2020年底，初步建
成国家工业互联网安全技
术保障平台、基础资源库
和安全测试验证环境。本
报特邀行业专家撰文解读
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