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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工业数字底座

卡奥斯备受资本青睐

根据《2019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

告》，独角兽企业分布于26个领域。其中，智

慧物流、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新文娱、新零

售、互联网教育领域独角兽企业数量分列前

五。那么，2020年新晋独角兽企业榜单为何

首增工业互联网？业界认为，这是因为随着

新基建的发展提速，工业互联网已成为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底座，地位与作用将与日俱增。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推动制造

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大幅增加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

众所周知，工业互联网通过实现工业经济全

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支撑

服务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重

塑工业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进而可实现工

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相关政策的落地，工业

互联网发展不断提速，产业进入快速发展

期。在今年年初疫情防控和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方面，工业互联网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

议提出，要加快包括工业互联网在内的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工业互联网发展再一次

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工业互联网作为实现人、机、物全面互

联的重要载体，将在此轮新型基础设施的建

设过程中再次迎来发展‘东风’，成为加快制

造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基础支撑。”赛迪工业互联网首席研究员袁

晓庆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工业互联网已成为投资界青睐的

领域。赛迪顾问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工

业互联网市场规模总量达到6109.1亿元，同

比增长14.0%。中国工业互联网市场未来三

年将以14.4%的年复合增长率稳定增长。到

2022 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将达到

9146.5亿元。

此次卡奥斯登上独角兽榜单，其超 10

亿美元的估值也证明了资本市场对卡奥斯

模式的强信心。事实上，3 月 31 日，卡奥斯

首次 A 轮融资便创下了工业互联网平台融

资规模之最，一举跃入独角兽企业行列；后

又获得了“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在工

业互联网领域的首笔投资，诠释了工业互联

网领域领军者的实力。

通 过 采 访 ， 记 者 了 解 到 ， 卡 奥 斯

COSMOPlat是海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

30多年制造经验沉淀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工信部认定的“双

跨”平台，它通过整合技术、资金、市

场、用户、产业等因素，实现了以用户为

中心的大规模定制模式。与此同时，卡奥

斯COSMOPlat更是一个共赢增值平台，通

过泛在物联能力、知识沉淀能力、大数据

分析能力、生态聚合能力、安全保障能力五

大能力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卡奥斯 COSMOPlat 始终致力于构造

一个用户全流程参与的新型工业生态体系，

其平台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边

交互、增值分享的赋能平台。在这个平台

上，小企业共享资源，大企业共建平台，沿着

企业→产业→生态的路线赋能，最终实现

的是攸关各方的价值最大化，实现共同成

长。二是新物种不断涌现的孵化平台。即

这个平台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调用能力，迅

速聚合资源，创造新的产品和体验。三是

各类创客进行创业和创新的双创平台。这

个平台是开放开源的，各类创客、一流资源

可以无障碍进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动

态优化。”卡奥斯相关负责人向《中国电子

报》记者介绍。

灯塔示范效应显现

卡奥斯赋能产业转型

加快新动能培育和新旧动能转换已成

为时代主题，越来越多的独角兽企业、新领

军企业相继涌出，成为这个时代的风景

线。相较于其他独角兽企业，具备赋能价

值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卡奥斯 COSMOPlat

也有望成长为独角兽的孵化平台。如今，

卡奥斯 COSMOPlat 依托强大的平台赋能

能力和创新生态模式的持续驱动，在高度、

广度、速度上不断绽放“灯塔”光芒。

行业发展，标准先行。参与标准制定

是一个企业迈向行业高端、掌握产业链话

语 权 的 重 要 手 段 。 在 高 度 上 ， 卡 奥 斯

COSMOPlat 模式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

可，被 ISO、IEEE、IEC 国际三大标准组

织指定牵头制定关于大规模定制的全球标

准，牵头编写首个家电行业工业互联网标

准，真正实现了中国工业互联网在世界范

围的引领。

“从建成第一个互联工厂——沈阳冰箱

互联工厂至今，用户全流程参与的大规模定

制模式已在全球25个工业园和122个制造中

心以及15大互联工厂样板中落地实践，在此

基础上我们积极牵头行业标准的制定。”卡奥

斯COSMOPlat平台相关负责人向《中国电子

报》记者表示。

据悉，卡奥斯COSMOPlat先后主导的国

家标准、国际标准，已经覆盖大规模定制、智

能制造、智能工厂、智能生产、工业大数据、工

业互联网 6 大领域，成为全球公认的大规模

定制领域标准的制定者和主导者。

今年 7 月 14 日，由青岛海达维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和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牵头起草制

定的《深紫外LED杀菌器》标准获得中国标准

化协会批准发布。该标准适用于居家、商务

办公、旅行等全场景用途的深紫外 LED杀菌

产品，填补了深紫外 LED标准领域空白。卡

奥斯在标准制定方面更进一步。

在速度上，卡奥斯COSMOPlat不断助推

青岛“工业互联网之都”的建设。在相关政策

的支持和推动下，青岛正在加速形成集聚效

应，拓展工业互联网发展优势。同时，卡奥斯

COSMOPlat 积极参与山东瞪羚和独角兽企

业地孵化，通过高效专业的全流程智能平台，

赋能山东企业，进一步推动全国乃至全球智

能制造的发展。

在广度上，卡奥斯COSMOPlat更是从全

领域拓展到全球视野，通过开放生态实现与

大企业共创、与小企业共享，实现跨行业、跨

领域生态赋能。如今，卡奥斯COSMOPlat作

为全球最大的大规模定制解决方案平台，基

于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大规模定制模式，已

孕育出建陶、房车、农业等15个行业生态，在

全国建立了 7 大中心，覆盖全国 12 大区域，

并在 20 个国家复制推广，为全球用户提供

衣、食、住、行、康、养、医、教等全方位的美好

生活体验。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卡奥斯在高

度、广度、速度三个维度上取得的成绩离不

开海尔自身切实有效的实践。

今年5月22日，2020中国标杆智能工厂

榜单（第一批）在 2020中国智能制造高峰论

坛上发布，卡奥斯 COSMOPlat 赋能的海尔

中德滚筒互联工厂成功当选。该互联工厂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柔性最高的滚筒洗衣

机模块化制造基地，具备 400余种型号产品

的制造能力，产品覆盖5kg~13kg不同容积的

全 系 列 产 品 。 该 互 联 工 厂 依 托 卡 奥 斯

COSMOPlat，可根据用户需求实现大规模定

制生产，满足用户最佳体验。

事实上，一直以来海尔积极探索和实践

自身数字化转型。目前，已经前瞻性布局了

智能制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VR/AR）、大数据等关键领域，进行关键共

性技术的研发，孵化出一系列核心科技产

品，为卡奥斯争创世界级工业互联网生态品

牌抢占科创引领先机。

“工业互联网是全球生产力变革的关键

基础，正在不断赋能全社会的价值链创新。

卡奥斯 COSMOPlat 起步于制造业升级，却

又不止步于工业领域。作为工业互联网领

域独角兽，下一步卡奥斯将在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技术链‘四链合一’生态布局的

引领下，持续发挥赋能价值。”卡奥斯相关负

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钟强

7月28日，长城战略咨询对外发布《2019年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及2020年新晋独角兽企业榜单。根据榜单，
记者发现工业互联网领域2020年新晋独角兽只有一家企业上榜，即估值超10亿美元的卡奥斯。独角兽企业指的是成立
10年以内、估值超10亿美元，并且极具发展潜力的少数企业。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COSMOPlat主营业务涵盖工业互
联网平台运营、工业智能研究、智能控制、智能装备和自动化等业务板块，成立仅3年多的时间便晋升为工业互联网平台
领域的独角兽，恰恰证明了该平台的实力。

“蓄力多年的工业互联网，即将成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卡奥斯独家上榜，也证明了它在工业互联网领
域的科技、生态与模式的引领性，也是‘灯塔’示范效应的再次显现。”业界专家向记者表示。

（上接第1版）华为也表示，VDI是移动固

定办公融合的最佳方案，中国市场潜力

大，需要高质量、高体验的方案。

DaaS市场将进一步扩大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办公模式发

生改变，很多企业不得不要求员工居家办

公，以减小病毒传播风险，从而引发了很

多企业对于新办公模式的思考。Flexen-

tial云计算和管理服务公司首席运营官迈

克·福尔曼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远

程办公劳动力从 10%增加到预估的 70%，

意味着IT部门必须迅速重新架构IT基础

设施，以实现分布式劳动力上岗，提供硬

件和 SaaS 应用，同时确保安全性、可访问

性以及工具和设备的采购。

Gartner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2%的公

司领导计划让员工在一定时间段进行远

程办公，42%的领导表示他们会让员工在

疫情后全面进行远程办公。

突然改变的办公模式让 DaaS应用一

时走俏，虽然其发展至今只占据公有云市

场的一小部分，不过随着近几年企业数字

化转型步伐加快，DaaS市场已呈现出强势

上涨的趋势。

有分析人士认为，受疫情影响，桌面

云的趋势将提前两年到来，并向“一端通

用、多端复用”等应用方向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疫情对于云计

算的影响已经从交付层面深入到了理念

和技术层面，疫情之前云还是传统的 IT

模式，是标准的技术驱动按需服务、资源

调度型，疫情之后或变为由业务驱动、整

体化变革、数据驱动价值、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带动的统筹应用。李昭指出，随着网

络质量提升，用户对 DaaS 信任度提高，

DaaS市场也将进一步扩大规模。

从技术层面来讲，与 IDV、IOV 架构

不同，VDI云桌面架构是一种后端计算架

构。所有的客户机数据运算都集中在服

务器端管理，不会在云终端进行任何存储

和计算，十分依赖网络传输，因此网络质

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 DaaS 服务的优劣。

业内分析人士告诉记者，5G 网络建设的

不断推进，将为 DaaS 提供优质的支撑。

此外，随着云服务不断成熟，用户的认可

度与信任度也将随之增高。

据了解，DaaS目前已在政府、医疗、教

育、金融、酒店等各行业办公场景中应用。

值得一提的，DaaS的发展并不会一帆

风顺。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

所研究室主任蒲松涛告诉《中国电子报》

记者，DaaS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三个挑战，

一是技术成熟度有待进一步提升，DaaS的

发展既依赖云计算、微服务等技术的创

新，同时与行业应用的场景和特点密切相

关；二是服务的稳定性值得关注，DaaS服

务对于传输网络、软件系统等均提出了新

的挑战；三是DaaS可能存在安全风险，一

方面是数据层面的风险（如数据被盗取、

被篡改），另一方面是操作层面的风险（如

指令被截取或篡改）。

（上接第1版）2004年，我国家用空调产量

7046万台，冰箱产量3033万台，洗衣机产

量 2349 万台；2010 年，家用空调产量 1.12

亿台，冰箱产量 7546 万台，洗衣机产量

6208万台；2019年，家用空调产量超过1.5

亿台，冰箱产量超过 7600万台，洗衣机产

量超过 6500万台。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平

均每百户拥有空调约为 142台，冰箱和洗

衣机都超过了100台。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表示，

近年来，我国轻工业消费品正在从“有没

有”向“好不好”转变，品种丰富度、品牌认

可度、品质满意度正在大幅提升，呈现出

多层次、多元化的升级新趋势。

以空调、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家电

耐用消费品，成为我国人民品质生活提升

的印记。

产品结构持续升级。中高端家电产

品份额不断提高，智能、变频、节能、大容

量、嵌入式产品加速增长。2019年变频空

调、一级能效空调零售量份额分别达到

77.3%、46.9%；三门、多门、对开门冰箱零

售量比重合计超过 70%；变频洗衣机、滚

筒洗衣机零售量占比分别达到 67.1%、

54.2%。

“智能”概念越来越热。众多家电厂商

都在着力开发智能化产品，为用户带来全

新的消费体验。空调不再是简单制冷制

热，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融

合空调+除湿+新风+净化功能，可以为母

婴、老人、男性、女性等不同用户定制不同

场景的空气方案。

冰箱成为家庭食材的智能化管理中

心，不仅让食物始终保持最佳存储状态，

用户还能通过手机随时随地了解冰箱里

食物的数量、保鲜保质信息，并提供健康

食谱和营养禁忌。

洗衣机既要洗得干净，还要洗得健

康。智能洗衣机可以自动判断衣物的材

质、数量、脏污情况，从而决定投放洗涤剂

的用量和洗涤程序。能够效仿人类洗涤

动作的“智能手洗”，还有自动烘干、预约

洗涤等功能，都可“一键”实现。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姜风表示，

当前，家电产品正在从单机智能到多设备

互联互通，再到以家庭生活场景的智能化

升级，家电企业构建起可多设备接入、多场

景联动，跨品种、跨品牌、跨平台的智能家

电应用场景和合作生态。下一步，还将实

现智慧家庭与智能社区、智能车联等互联

互通。智能化为新消费打开广阔的空间，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白色家电从“一张白纸”成长为中国

少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之一，涌现出

海尔、美的、格力、海信等一批有知名度和

影响力的自主品牌。中国自主品牌加大

技术投入，不断增强竞争力，一些外资品

牌原来占优势的市场，国内品牌竞争力显

著提升。2019年，在空调、冰箱、洗衣机市

场中，国内品牌合计零售额份额分别为

89%、76%和68%。

无论外观还是功能，空调、冰箱、洗衣

机都已经焕然一新，不仅变得轻巧纤薄，

功能亦越发丰富多彩。未来在物联网技

术的加持下，家电产品还将互相交融渗

透，不断为品质生活赋能。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家用电
器协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上接第1版）
一位不愿具名的多媒体标准业内人士告

诉《中国电子报》记者：“超高清视频为何需要

更高效的压缩标准，可以通过‘Jevons 悖论’

来解释。虽然我们尝试通过更好的压缩标准

提高压缩效率、降低带宽压力，实际上压缩效

率的提高会进一步刺激视频应用需求的不断

增长，整体来看就是更高效的压缩标准推动

了视频行业的持续发展。”

编解码器的升级加速了超高清视频产业

前进的步伐，那么需要终端和芯片如何支

持？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秘书长温晓君

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编解

码标准的演进，对网络侧基本没有影响，但是

对设备和应用的影响很大。旧设备基本无法

兼容，性能也无法达到新标准的要求。从芯

片来看，解码芯片的推出将真正让标准落地、

开放应用，目前，华为海思、高通、联发科都在

部署新一代视频解码芯片。至于应用侧企业

是否愿意从芯片端部署，则取决于企业提升

用户使用体验的紧迫程度。

三大阵营多元化发展

近年来，不同的行业组织针对这一数字音

视频产业的共性基础标准展开了各自的探

索。当前，业内有三大主流的视频编解码标准

——国际视频编解码标准（H.26X）、中国的第

二代信源编解码技术标准（AVSX），以及近年

来谷歌主导的开放性视频编码标准AV1。

标准的多样化，将为 5G 时代视频体验的

提升带来更多想象空间。H.26X 是国际通用

视频标准，标准的前身可以追溯至1996年，高

通、三星、索尼、华为、腾讯、大疆、英特尔、诺基

亚、爱立信等多国巨头皆参与到标准制定中。

日前，新一代国际视频编解码标准（H.266/

VVC）正式出炉。从目前来看，相比上一代标

准（H.265/HEVC），H.266/VVC在不影响主观

质量的情况下，将压缩比例提高了50%。

除了国际标准，我国也拥有具备自主知识

产权的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AVS3。

AVS 工作组成立于 2002 年，2016 年被国家批

准为广电行业标准。据中国工程院院士、AVS

工作组组长高文介绍，AVS3视频标准是全球

首个已推出的面向 8K 及 5G 产业应用的视频

编码标准，且专利清晰，是目前5G+8K中最合

适的视频编码标准。

温晓君指出，从技术上看，对于国际标准

H.266/VVC，我国 AVS3 标准并无较大差距，

部分环节如解码复杂度方面，AVS3甚至更优；

H.266的优势在于全球生态支持度更为成熟，

而 AVS3 的发布时间早于 H.266 一年半，抢到

了时间先手，目前已有成熟的 8K实时编解码

器和芯片。

温晓君介绍，第一代音视频国家标准

AVS+已实现了全国地面数字电视覆盖，在卫

星高清频道均有应用；AVS2 已于 2018 年在

CCTV 4K 超高清频道使用，各地新上的 4K

超高清频道均采用 AVS2。华为、腾讯深度参

与了AVS2标准制定和应用推广。

马思伟表示，AVS3基准档次的制订工作

于 2019 年完成，下一阶段的增强档次将加入

AI 技术，这也是 AVS 区别于国际标准的最大

亮点之一。AVS3增强版主打智能编码，编码

效率将比国际最新的视频编码标准 H.266/

VVC提升20%。

那么，对于国际标准 H.266/VVC 和我国

的 AVS3 标准，各个厂商在应用时该如何选

择？是否使用我国的技术标准才会对我国超

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思伟指

出，要客观看待两种技术标准之间的共存关

系，两者能够很好地满足各个层次消费者和各

个产业的差异化需求，目前我国各应用厂商已

经实现对于两种标准的兼容，不存在冲突；而

且多标准之间的竞争是一件好事，这样能促进

各标准收费更加合理化，推动专利权的尽快发

布，让标准尽快应用在产业中。

业内专家表示，多年来 H.26X 标准之所

以能够顺利推进，是因为全世界不同公司和

各个大学贡献出了成千上万个专利，使得标

准基于较高的技术水准，并朝向多元化发

展。然而，有着众多的参与方有时也会为应

用带来弊端，例如各公司阵营不统一、专利技

术难达成一致，这将影响应用侧对标准投入

研发的决心。

相比之下，AVS的收费相对低廉，专利使

用相对友好，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尽管收

费低能为厂商降低开发和应用的门槛，但从长

期发展来看，应该增大研发厂商的利润回报。

如果一直免费，企业将失去推进的动力。”业内

专家进一步表示。

目前全球的第三大技术标准——2017年

诞生、以谷歌等公司牵头的全新视频编码标准

AV1，近期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据介绍，

AV1是完全独立于国际标准的一个全新互联

网视频编解码标准，致力于提供一个开放、免

专利的影片编码格式，专为通过网络进行串流

传输而设计，创始成员包括谷歌、亚马逊、苹

果、思科、英特尔、微软、Netflix、英伟达、IBM

等美国巨头厂商，包括了半导体企业、视频供

应商和网页浏览器等大厂。

虽然谷歌 AV1“资历不老”，但牵引力很

大。谷歌免费开放AV1，可并不意味着参与进

来的厂商将免费拥有全部的专利，这或许又是

谷歌发展其生态闭环的一张牌？“谷歌AV1形

成的生态作用大于其技术标准在业界的影响

力，美国企业之间往往具有标准策略和产业的

强大协同力，我国企业也要形成合力，就像发

展5G一样，把媒体标准做好，进而提升我国的

音视频产业标准的影响力。”马思伟表示。

白电“三件套”，小康从品质生活开始

“桌面云”走进大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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