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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为何如此重视AR？

张心怡

第三次中德智能制造及生产过程
网络化合作副部长级会议举办

热热 评评

2019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在泉州召开

自动驾驶从“芯”出发

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三维度：技术、市场和制度
——《加强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解读

中国工程院院士 倪光南

本报记者 陈炳欣

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陈肇雄与德国联邦经济

和能源部国务秘书努斯鲍姆在德

国柏林共同主持第三次中德智能

制造及生产过程网络化合作副部

长级会议，并出席合作论坛。

中德智能制造及生产过程网

络化合作机制于2015年7月建立，

旨在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

共识，深化中德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方面的政策沟通、产业对接与科研

合作。该合作机制由中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与德国经济和能源部牵

头，中国科学技术部与德国教育和

研究部共同参与。中德两国政府

主管部门、企业、行业组织、专家学

者等代表积极开展交流合作，至今

已召开3次副部长级会议，促进了

中德智能制造及生产过程网络化

合作取得务实成效。在产业合作

方面，共遴选试点示范项目四批

46个；在标准化方面，就智能制造

标准体系和参考架构达成70多项

共识，发布10项联合成果；在科研

合作方面，双方共同出资支持 10

余项联合研究项目。

会议认为，智能制造及生产过

程网络化作为信息通信技术与制

造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是制造

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方向。与会双

方表示，将共同把握制造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进一

步扩大在智能制造及生产过程网

络化领域的对话与务实合作，为深

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双方联合发布了

《中德智能制造/工业4.0功能安全

白皮书》《中德工业互联网白皮

书》《中德智能制造人才教育培训

白皮书》等成果。

陈肇雄、努斯鲍姆及中国驻德

国大使吴恳共同出席了中德智能制

造及生产过程网络化论坛。论坛以

“工业的数字化未来”为主题，双方

产业界代表300余人参加了论坛。

陈肇雄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德国总理默克

尔会见时指出，要把中德合作的蛋

糕做得更大，在自动驾驶、新能源

汽车、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

和 5G 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共同

培育和开拓未来市场。陈肇雄希

望双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

识，进一步加强对话交流，巩固战略

互信；提升开放水平，优化营商环

境；深挖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推动中德智能制造与生产过程

网络化合作行稳致远。（耀 文）

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
苹果在 10 月份召开的内部会
议上公布了 AR 眼镜路线图，
预计 2022 年推出兼具 VR 和
AR 功用的头盔，2023 年推出
AR 眼镜。随后彭博社在报道
中称，苹果在 AR 项目投入了
千人左右的团队，由苹果副总
裁 Mike Rockwell 领导，苹果
高管十分看好 AR 设备的前
景，甚至认为 AR 眼镜有望在
十年内替代iPhone需求。据统
计，苹果在AR领域有着10 年
左右的研发历史。苹果为何看
重 AR，AR 眼镜能否如约而
至，成为苹果下一个拳头产品？

早在2010年，苹果就申请了
AR地图专利，让用户通过通信
设备看到周围环境的AR视图。
通过自研和收购两条路线，苹果
AR在技术侧、软件侧、硬件侧持
续积累，AR野心从未间断。

苹果为何如此重视 AR？
赛迪顾问电子信息产业研究中
心分析师袁钰向记者指出，其
根本原因是高科技企业对于新
兴科技的敏锐。从1984年的麦
金托什机到2001年的iPod，再
到2007 年的 iPhone，苹果抓住
计算机操作系统、数字资源平
台和移动通信生态等新兴科
技，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AR
是产业界期待的下一代通用计
算平台，苹果自然不会错过这
一 机 会 。而 直 接 原 因 则 是
iPhone市场影响力下滑。AR与
iPhone等苹果产品的衔接较为
自然，又有HTC、Valve等生态
合作伙伴的支持，AR有望成为
苹果新的拳头产品。

北京耐德佳显示技术有限
公司 COO 段家喜向记者表
示，苹果基于手持触控技术的
手机，在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
展之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技术
瓶颈，没有更多的技术亮点能
够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或者换机
的意愿。加上全球手机市场逐
渐趋于饱和，由于没有革命性
的产品诞生，消费者换机的生

命周期越来越长，全球手机市场
总销售量出现逐年下滑，苹果手
机也不例外，急需 AR 等新的革
命性的产品来提振自己的业绩。

自从2012年谷歌发布AR眼
镜Google Glass，用AR眼镜替代
手机的设想一直被消费者津津乐
道。据报道，苹果高管在内部会议
中表达了对 AR 设备的预期，相
信 10 年 之 内 AR 眼 镜 将 替 代
iPhone需求。

但是，要达到比肩手机的普
及程度，AR 眼镜要解决的问题
还很多。袁钰认为，十年内实现
AR眼镜对手机的全面替代不太
可能，但 AR 眼镜和 iPhone 全面
配合倒是有望在10年内实现。目
前来看，成本过高、内容生态薄
弱、售后空白、缺乏杀手应用、开
放性较差等问题都在限制AR眼
镜的发展。

显然，AR 眼镜的进一步普
及，还需要对产品形态、核心成
本、用户体验进行优化。段家喜向
记者表示，AR眼镜首先要解决轻
量化和小型化的问题，这就需要
芯片、通信模块等电子部件在体
积、重量、功耗上进一步优化；光
学模块要和普通眼镜片一样的轻
便；电池密度要进一步提升，采用
最小的重量和体积达到一个长续
航时间。其次，关键核心器件的成
本需要进一步降低，如果AR眼镜
要替代iPhone的需求，那其产品
成本应该达到或者接近iPhone的
成本。AR眼镜目前的两部分核心
器件，如微型显示器件和光学引
擎是iPhone上完全没有的，这一
部分的成本需要产业链上的核心
器件供应商进一步努力。另外，需
要解决视度的问题。目前所有的
AR光学引擎技术，都无法让近视
或者远视的人群只佩戴一副眼镜
来同时看清真实世界和虚拟图
像，解决的方案，要么是佩戴隐形
眼镜，要么是额外佩戴一副处方
眼镜，这对用户体验都是至关重
要的挑战。

工业互联网引领数字世界与实

体世界的深度融合，是统筹推进制

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重要结合点。

在5G技术的助力下，工业互联网在

各个行业中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

成熟，我国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即将

由概念普及阶段迈入落地实施阶

段，这使得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需求

更加迫切。如果我国工业互联网在

安全方面无法提供充分的保障，将

在民生、企业乃至国家层面造成极

大的隐患，工业领域的智能化变革

更是无从谈起。

我国一直以来对工业互联网安

全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工信部联合

多部委发布的《加强工业互联网安

全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安

全指导意见》），提出了总体目标和

主要任务，明确了企业主体、政府部

门等的关键职责。建立完备可靠的

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需要各方

的紧密合作，从技术、市场、制度三个

维度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安全保障是工业互联网

建设应用的基石

在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中，安全

作为基本需求之一，其本身是一套独

立的功能体系，同时又渗透于网络、

平台建设运行的全过程，为工业互联

网的网络体系和平台体系提供基础

保障。

随着 5G 技术的普及应用，工业

互联网的边界将迅速扩展，整个体系

的安全也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工

业互联网由于接入了更多对象，不仅

安全防护目标的类型更加复杂多

变，每个目标的网络连接范围也成

倍地扩大了，因此其安全问题既有

传统安全的要素，也包含一些传统

安全不太受重视或不需被强调的问

题。总的来说，工业互联网安全包

括设备安全、网络安全、控制安全、

应用安全和数据安全五大重点。

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一旦在安

全方面失守，可能全盘皆输。构建

自主、完整的工业互联网安全体系，

是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基础。

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作亟须

体系化统筹推进

在万物互联时代，工业领域所面

临的安全风险全面升级。工业互联

网安全涉及工业控制系统安全、企业

信息管理系统安全、企业控制网络及

管理网安全、互联网宽带网络安全、

工业云安全和工业大数据安全等内

容。仅仅依靠传统的安全防御体系

及技术手段，将其直接移植应用于工

业互联网安全问题，将难以应对上述

提到的一系列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在工控系统等传统领

域的安全防御体系建设已经滞后于

国际领先水平，在工业互联网安全

方面并不具备能力基础和先发优

势。面对这样的压力，只有在国家

战略指导下，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政

府监管责任，积极引导各参与，方可

形成工作合力，方能加快建设责任

清晰、制度健全、技术先进的工业互

联网安全保障体系，全面提升我国

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能力。

（下转第3版）

随着各国政府一系列路测牌照

的陆续颁发，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也进入加速阶段，有人甚至宣称

2019 年为自动驾驶元年。这也吸

引了越来越多半导体厂商的注意，

开始加快布局自动驾驶芯片领域。

不过根据专家的评估，目前的自动

驾驶技术仍处于 L3-L4 之间，距离

实现完全的自动驾驶仍然有一段不

短的距离要走。作为该领域的技术

核心之一，自动驾驶芯片也有诸多

需要突破地方。

自动驾驶已达L3+水平

近日，国内首条自动驾驶商用

运营线路正式落地武汉。据悉，承

担运营任务的智能公交车已经拿到

武汉市智能网联测试牌照和商业运

营牌照。这也是全球首张自动驾驶

商用牌照。与此同时，美国在自动

驾驶路测推进方面也十分积极。加

州是全球首个自主为自动驾驶汽车

制定法规的州，截至去年年底加州

已为至少 60 家企业颁发了自动驾

驶路测牌照。

随着一系列路测牌照发放，车辆

路测被实施、基础数据被收集，自动驾

驶路技术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根据专

家的评估，目前的自动驾驶技术大约

处于L3-L4（L3+）之间，也就是具有

了相对较弱的“高度自动驾驶”能力，

在某些特殊环境下，自动驾驶车辆可

以在无需驾驶员干预下正常行驶。

恩智浦资深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Lars Reger 介绍：“L3+的车辆已经可

以实现在高速公路上自动驾驶的场

景。从上高速起行车系统就可以接

管，驾驶员就可以手脚放开，让汽车进

行自动行进，到接近自动驾驶要下高

速的时候，车辆会给驾驶员发一个

通知，要求驾驶员接管回来。在未

来一两年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场

景普及开来。”

至于中国市场，业界预计自动

驾驶的发展速度可以更快。

（下转第3版）

本报讯 11 月 18 日，国家制造

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办的

“2019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

在泉州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

委主任周济、福建省副省长林宝金

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苗圩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

主体，是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

心引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定要

把我国制造业搞上去”的重要指示，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是一项重要

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必须坚持新兴产

业培育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并

重，把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作为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苗圩强调，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要把握好五个方面：

一是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不能铺新摊子，更不能

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要紧扣高质量

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强化创新驱动，提升质量和品牌，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

向。深化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

展，对制造业进行全要素、全流程、全

产业链的改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

三是要抓好技术改造这个重要

途径。以智能、绿色、质量、安全等为

重点，持续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

更新，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升级。

四是要注重保持产业链完整

性。通过改造提升，促进企业技术

进步和降本增效，提升抗风险能力，

积极引导大中小企业形成稳定合作

关系，建立紧密协作的产业生态。

五是要重视劳动力素质的提

升。加强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营造有利于充

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长

效机制和政策环境。

论坛开始前，苗圩与周济、林宝

金等参观了泉州传统产业智能化升

级小型展览。论坛开幕式后，苗圩

一行赴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

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西人马联合

测控科技有限公司、九牧厨卫股份

有限公司调研。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装备工业司、电子信息司等有

关司局负责人参加论坛开幕式并陪

同调研。 （李佳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