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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走向万物互联新阶段
本报记者

张心怡

物联网被视为第三次信息产业浪潮和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支撑。自我国提出“感
知中国”至今，物联网发展已经走过 10 个年
头。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2018—2019 中
国物联网发展年度报告》显示，我国在芯片、
传感器、智能终端、中间件等领域取得大批研
究成果。光纤传感器、红外传感器技术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超高频智能卡、RFID、北斗芯
片技术水平大幅提升，MEMS 传感器实现批
量生产，物联网中间件平台、多功能便捷式智
能终端研发取得突破。赛迪顾问预计，
2019—2021 年，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将保持
20%以上的增长速度，2021 年市场规模将达
到 26251.3 亿元。
2019 年 ，我 国 物 联 网 产 业 生 态 继 续 完
善，应用成果惠及民生，技术开发不断推进。
国家相关部委持续优化物联网发展环境，工
信部、国资委指出，要推动移动物联网应用蓬
勃发展。面向物流等移动物联网应用需求，
进 一 步 升 级 NB-IoT 网 络 能 力 ，持 续 完 善
NB-IoT 网络覆盖。建立移动物联网发展监
测体系，促进各地 NB-IoT 应用和产业发展。
组织 NB-IoT 优秀应用案例征集活动，推广
典型应用。鼓励行业间、产业链各方加强合
作，推动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应用规模发
展，
支撑智能制造。在《关于开展 2019 年 IPv6
网络就绪专项行动的通知》中，工信部指出，
要鼓励典型行业、重点工业企业积极开展基
于 IPv6 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和应用改造试点
示范，促进 IPv6 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
兴领域中融合应用创新。各地积极推动物联
网项目，国家电网无锡供电公司正式运营配
电物联网系统，无锡已有 30 个居民区配电站
完成了泛在电力物联网系统的建设或改造。
广州市积极推进物联网智能燃气系统创新试
点应用，部署投放的物联网智能燃气表已超
过 100 万台。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建
设市内最大规模窨井安全防御物联网，实现
各类窨井的智能监测。同时，企业不断推动
对物联网产业的技术支撑。华为发布首款面
向工业领域的商用 5G 工业模组 MH5000，以
满足行业应用的高带宽需求；紫光展锐发布
新一代物联网芯片平台春藤 8910DM，这也
是全球首颗 LTE Cat.1 bis 芯片平台；在国际
电信联盟智慧城市与物联网研究组全体会议
上，腾讯牵头推动“物联网异构设备的数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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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中国物联网发展需解决六个问题
我国物联网发展已走过 10 个年头，在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联网场景应用两大
领域的成就最为突出。但当前仍存在六大
问题，
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国物联网才
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是建设成本急需下降。二是数据挖
掘的价值尚未完全体现。需要与行业相结
合，加强各垂直行业人才及物联网应用人

才建设。三是安全方面的挑战较大。四是
商业模式仍需进一步探索拓展。要找到一
个合适的商业模式，并进入良性循环。五
是相关法律法规急需完善。六是缺乏以物
联网为主营业务的龙头企业。
5G 的快速发展将推动物联网应用实
现质的飞跃，未来有望出现一批新的应用
场景。

中兴通讯总裁徐子阳：

5G 有望破解物联网发展难题

2019—2021年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及增长预测

5G 能够发挥推进剂和催化剂作用，有
效赋能各行各业。一方面，5G 可以有效推
动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相结合，给人带来
良好的体验，进而提升日常工作效率；另
一方面，
通过不断增强人和物的相互交织，
极大提升工艺精确度。
5G 能够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破解物联
网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难题。首先，
通过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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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打造面向全连接的算力平面，为
行业客户提供近身智能化服务，
以较低成本
从碎片化应用中抽取出行业价值。其次，
以人工智能赋能网络，
通过灵活高效的处理
方法推动人治网络迈向数字驱动的自治网
络，实现云网融合和产业智能化管理。此
外，
网络切片通过提供低成本试错方案，
有
效驱动建立开放能力，
增强行业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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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顾问物联网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韩允：
全要求”国际标准立项，旨在为智慧城市物
联网的数据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5G 的到来，将为物联网的规模化发展
铺路。中兴通讯总裁徐子阳表示，5G 能够
破解物联网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一是
通过移动边缘计算打造面向全连接的算力
平面；二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推动人治
网络迈向数字驱动的自治网络；三是 5G 网
络切片技术通过提供低成本试错方案，增
强行业经营效率。
赛迪顾问预测，2019—2021 年，在物联
网层级市场中，传输层将持续占据最大份
额。随着各领域市场需求的释放，平台层、

应用层市场增长速度将持续呈上升趋势。
在产品侧，硬件销售仍然占据最大比重，硬
件企业仍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智能工业
依旧是最大的物联网应用领域，智能安防、
智慧电力、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物流、
智能家居等领域的物联程度也将持续提升。
目前，我国物联网发展仍面临成本、标
准、安全等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指
出，我国物联网建设成本急需下降、数据挖
掘的价值尚未完全体现、安全方面挑战较
大、商业模式仍需拓展、相关法律法规急需
完善、缺乏龙头企业引领，解决了这些问题，
才能实现物联网的跨越式发展。

5G 开启万物互联时代
物联网市场发展阶段可分为概念、研
发、实验和应用四个阶段。在市场化推进
中，我们习惯把它分成孤岛阶段、封闭阶
段、
有限物联和全部物联。
目前，物联网处于从局部互联向万物
互联发展的阶段。5G 将提供一个融合网
络，
以融合、
统一的标准，
提供人与人、
人与
物、以及物与物之间高速、安全、自由的联

通，
真正开启万物互联时代。
为抓住 5G 机遇，推动物联网健康有序
发展，应积极构建物联网及传感器发展生
态环境；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公共设施
和服务系统应用落地；加大研发力度，
完善
协同创新体制；以重点领域为突破，
加快进
军高端传感器市场；推广成熟应用模式，
培
育新兴商业模式。

智能网联汽车：
迎来高速发展新时期
本报记者 顾鸿儒

2019 年，上汽集团与阿里巴巴达成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重组斑马网络公司，打造面向未来的下一代智联网
汽车。在 2019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上汽、宝马、滴滴获得了上海市有关部门颁发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牌照。
目前，中国已有约 20 个地区发放超过 200 张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牌照，预计到 2020 年，中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市
场规模可达到 1000 亿元以上，
迎来持续高速发展新时期。

智能网联汽车的核心技术主要包含智能
化与网联化。在智能化方向上，2019 年国内
整车厂、互联网企业积极进行研究。在网联
方面，2019 年中国 5G 通信正式商用，LTE-V
技术解决方案也被提出，C-V2X 技术加强研
发力度。截至 2019 年 9 月，全球车联网领域
专利申请累计 114587 件，中国占 25%，居第二
位。在 C-V2X 车联网通信技术方面，中国
的专利申请量占比达到 52%，成为 C-V2X 技
术最大的专利原创国家和布局目标国家。
驱动智能网联汽车的快速发展，离不开
人工智能、通信技术以及市场需求的拉动。
然而，中国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在一些关键领
域基础还很薄弱，核心技术仍落后于世界先
进水平，产业链仍需进一步完善，通信、汽车、
交通和产业跨界融合亟须加强。智能化的基
础设施还需要建设，特别是路、网、车的联系
仍需巩固，车路协同仍是车联网目前需要解
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此外，我国智能网联汽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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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场缺乏大型国家项目支撑，尚未形成国
家层面的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战略。智能网
联汽车相关的零部件企业规模小，行业缺乏
有效协同研发机制。智能网联汽车标准法
规及设施建设也较为落后。
2019 被视为“5G 元年”，其低功耗、低延
时等特性将带来智能网联汽车新变革，通过
利用车辆间无线连接，5G 技术能够更好地

让多个车辆进行协作式决策。然而，目前
5G 通信网络在国内刚刚正式商用，一些关
键产品，如芯片、车载终端、路侧基础设施等
还在试验阶段，且 5G 车联网自身在安全性
和干扰管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
产学研单位的深入研究。
华为预测的数据显示，预计 2020 年，中
国车联网连接数量将达到 6000 万规模。据

中国联通数据，预计 2020 年，全球 V2X 市场
将 突 破 6500 亿 元 ，中 国 V2X 用 户 将 超 过
6000 万户，渗透率超过 20%，市场规模超过
2000 亿元。而位于车联网整个产业链上的
服务商、服务提供商、硬件商、通信运营商分
别占有 61%、12%、17%和 10%的市场份额。
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激光雷达将成为
未来发展的主流传感器，激光雷达等先进传

感器将会加速向低成本、小型化发展。 自
主式智能技术与网联式智能技术有趋势加
速融合，实现在车辆行驶中提升自主式系统
的感知能力的目的，克服时间与空间的限
制，实现不同系统的协同工作。在智能网联
汽车的未来发展过程中，未来驾驶系统将可
以根据道路情况进行驾驶模式的调整，比如
高速公路与低速区域的自动驾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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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李克强：

长安汽车董事长张宝林：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自动驾驶的产品形态将发生改变

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变革深度前所未有

智能网联汽车将成为价值创造平台

新一代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
是自主式的自动驾驶和网
联汽车的结合。目前汽车企业都在做自动驾驶产品，
这些产
品还是分开的，
辅助驾驶是辅助驾驶、
车联网是车联网，
两者
结合对所有汽车企业，
包括新兴企业都是机遇和挑战。
未来中国要真正推动自动驾驶，产品形态将发生改
变。这个产品形态，
包括了五个基础平台，
分别是云控基础
平台、高精度动态地图基础平台、车载终端基础平台、计算
基础平台、信息安全基础平台。这五大技术平台是基础部
件也是产品，怎么把这个产品开发出来、生产出来，怎么使
用，是推动产业化时必须思考的。
未来任何一个平台，
车和车连、
车和人连、
车和云连，
改
变产品的形态只靠一家不行，
需要协同。在此情况下，
基础
设施由于连接以后产品形态会对产业链发生影响。

智能网联汽车引起的行业变革的深度前所未有。第
一，
产品形态变革之深令人惊叹，
智能网联汽车将重新定义
汽车的属性，使汽车逐步从配备电子功能的机械产品向配
备机械功能的电子产品转变，
成为大型智能移动终端、
数据
采集载体、
能源储能单元和移动多功能的空间。第二，
出行
方式变革之深令人向往。智能网联汽车将逐步降低我们驾
驶接入的时间和强度，
使人、
车、
生活更加融为一体。第三，
交通体系变革之深令人瞩目，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新型交通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新型综合运输体系方面将发
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智能交通、
智慧城市的重要支柱。
智能网联汽车解决方案的实现难度前所未有。第一，
难在实现的周期长；第二，
难在技术瓶颈多；第三，
难在协同
范围大。

智能网联汽车将对人类社会、
对汽车产业、
对人的出行
带来巨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五点：第一，智能网联汽车将
成为持续价值创造的平台。汽车从传统汽车走向智能网联
汽车之后，
将为产业界持续创造价值、
为消费者持续提升体
验。第二，未来整个社会应该是拥有车与出行服务相结
合。第三，汽车领域的智能座舱也好，其他系统也好，应该
跟智能终端的产业链、生态有机地融合起来。也就是把手
机的体验带到车上，把手机的硬件生态与应用生态带入到
智能座舱里面。第四，传统的汽车是基于 E/E 架构，也就是
总线+分散控制的架构，我们认为要走向智能网联汽车，应
该是一种分布式网络+域控制器的架构。第五，连接起来
以后，
车就是一类网络终端了，
面临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问
题。所以，
车的安全观念要从传统安全要走向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