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推进智能制造，需要数据驱
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在云物大
会上作报告时指出，在传统制造向智
能制造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数据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说，要实现智能制造，离不开数

据。数据与互联是智能制造的基础。
分析制造过程中方方面面的数据，就
可能发现影响制造质量的各种因素；
掌握企业各种活动的相关数据，就能
降低认识的不确定性。

可以说，企业的一切过程、一切目
标和一切事务，如设计、生产、管理等，
都需要数据驱动。只有靠数据驱动，
才能顺利推进智能制造。

譬如，海尔依靠数据驱动，将用户
的碎片化需求进行整合，使其研发模
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从过去的

先有产品再找用户，转变为先有用户
再研发产品。用户可以全流程参与海
尔产品的设计、制造，从单纯的消费者
变成了“产消者”。

“但目前大多数企业都没有像海
尔一样意识到数据驱动的重要性。”

对此，李培根建议，企业要转变观
念，积极从数据中学习，从数据中提取
知识，实现数据驱动。产品数据、运营
数据、企业内部数据、供应商数据和价
值链数据等各种各样的数据，都可以
供企业挖掘利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

靠数据驱动才能顺利推进智能制造

智能化时代，企业如何提升核心
竞争力？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
兰在云物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建议：发
展工业互联网。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蓬勃兴起，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工
业互联网则是这轮产业变革的重要基
石。

在她看来，工业互联网是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性基础设
施，能够进一步促进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和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智能化
进程。

其原因是：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制
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核
心支撑，向上对接工业优化应用，向下
连接海量设备，承载着海量工业经验
与知识模型，是工业全要素链接的枢
纽及工业资源配置的核心。发展工业
互联网，有利于企业提质、增效、降成
本，提升核心竞争力。

徐晓兰介绍，目前，美国的微软、
霍尼韦尔，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日立
等跨国企业，都在加快布局工业互联
网。其中，日本更是从国家战略层面

提出“互联工业”，大力推动工业互联
网发展。

在中国，已在工业互联网平台、
IPv6建设及工业互联网应用等重点
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工业互联网
应用方面，部分企业已取得了明显成
效。

比如，河南航天智能工厂项目
依靠工业互联网平台航天云网，运
营成本降低 30%，机床主轴利用率
提高 50%，产品质量合格率提高
15%，操作工人减少60%，能源利用
率提高 15%；东方国信工业互联网
平台应用于钢铁冶炼行业，可提升
冶炼效率 10%，提高铁水质量稳定
性 20%，降低单座高炉年运行成本
2400万元。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

用工业互联网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大科学、大技术、大产业、大社会
已经进入大交叉时代。”5月14日，在
云物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
松以《迈向智能化的数字经济》为题进

行了分享。
他表示，互联网及包括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都将成为基础设施，“只有网络和
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基础设施，成为
随时都可获取的资源，我们才能在这
样的大平台上构筑数字经济。”

在他看来，如果过去10年是以
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作为基础设
施，把人和商品连接起来，带来以
App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大发展。

那么未来10年，云、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将共同构成新的技术
环境，数字技术和物理世界会进一步
融合，推动实体经济的产业变革，从
而迎来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产业
互联网大发展。

“一切智能皆服务，边缘智能无处
不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无缝融合，
这是全球智能科技热点，也是未来发
展趋势。”他说，在此背景下，中国将迎
来非常难得的创新发展机遇。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

未来10年将迎来产业互联网大发展

云计算、物联网蓬勃兴起，智能驾
驶、无人支付、智慧医疗等新技术新应
用加速落地，新产业带动新发展形成
新市场，万物互联、万物智能时代正在
到来。

云物智联的渐行渐近，不断改变
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昨天开幕
的 2019 中国云计算和物联网大会
（以下简称云物大会）上，诺贝尔奖获
得者布赖恩·大卫·约瑟夫森、中国科
学院院士梅宏、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
根等专家学者，围绕云计算和物联网
的产业发展、融合趋势、研究应用等
展开研讨，从技术、产业、生活等诸多
方面，带领我们走进美好的智慧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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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极大推动了信
息技术向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渗透，也
开启了应用创新和面向应用的技术创
新发展主线。”5月14日，中国科学院
院士梅宏在云物大会上发表演讲时
说。

“大数据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
础资源，蕴含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
和应用的新思路。”梅宏认为，大数据
应用还呈现出初级发展阶段特征，还

处于一种尝试阶段，这也给信息技术
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在他看来，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
性战略资源，对大数据的存储、处理和
传输，我们要建立在自主可控的云计
算平台之上，必须提高我国云计算、大
数据核心技术水平和自主可控能力。
这也是国家启动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
专项的原因。

他介绍，国家启动该重点专项，是
要形成自主可控的云计算和大数据系
统解决方案、技术体系和标准规范；在
云计算与大数据重大设备、核心软件、
支撑平台等方面突破一些关键技术；
基本形成以自主云计算与大数据骨干
企业为主题的产业生态体系、具有全

球竞争优势的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集
群；提升资源汇聚、数据收复、存储管
理、分析挖掘、安全保障、按需服务等
能力，实现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重点专项在人机交互、智能应
用、核心软件、关键装备四个方面都设
置了重点任务，实施两年多来，已经取
得了一些成果。”他介绍，比如，在软件
定义的云计算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方
面，提出了低熵云计算理论框架，指出
了未来10年第三代云计算发展方向，
也就是高品质云计算；建立了云OS
生态体系，实现了与华为云、阿里云等
典型云平台的对接。共申请专利451
项，提交标准提案41项，部分成果已
得到示范应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

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

云物智联更懂生活 把握万物互联时代新机遇
云物大会上专家学者为云计算和物联网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其实我平时不太上网，使用最多
的互联网产品是电子邮件。”

5月14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布赖恩·大卫·约瑟夫森（Brian Da-
vid Josephson）应邀出席云物大
会，并作主题演讲。他在接受采访时
幽默地表示，自己和互联网“交集”不

多，但相信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应用会
让人们的生活更方便和舒适。

在主题报告中，约瑟夫森还提出，
通往物理学研究的路径是多样化的，
引入符号学、化学、生物学等多学科视
野，会为物理学带来更多的机遇。

“在此，我想和各位分享我40年

来研究的一些学术成果。”约瑟夫森
在主题演讲中介绍，他在早期研究
中，就曾将心理学等学科引入物理学
领域。

“有科学家认为，数学是通往物理
学的路径。但我认为它不是唯一的路
径。”约瑟夫森举例说，人体的各个器

官是彼此独立的，但它们可以自发地、
协调地工作，共同维持人体的正常机
能。推而广之，我们使用的许多机械
系统等，也由多个独立部分组成。借
鉴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或许可以为物
理学领域中系统的单元互联、动态协
调等提供新的思路。

“如果你们对某方面的科学观点
有兴趣，可以进行延伸阅读，获取更多
的知识。”约瑟夫森表示，吸收知识不
必限于某一行业或学科，希望大家都
能了解科学前沿动态和新的概念，保
持知识的更新和进步。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布赖恩·大卫·约瑟夫森：

云计算和物联网让生活更方便和舒适
布赖恩·大卫·约瑟夫森（Brian Da-

vid Josephson），1940年1月生，英国物理
学家，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因其在超导现
象和量子穿隧效应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
闻名于世。1973 年，凭借“约瑟夫森效
应”的相关研究，他与另外2位科学家共
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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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工业正面临转型升
级，迫切需要将大数据融合到经营管
理与生产运营过程中，促进制造企业
向服务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中国工
程院院士何友发表演讲时称。

他说，工业大数据来源于产品全生
命周期各个环节的机器设备数据、工业

信息化数据和产业链跨界数据。除了
内部数据外，市场需求、市场变化、客户
需求、竞争对手、国家政策等外部数据
也是工业大数据的重要来源。

“如何将数据统计分析的能力转变
为大数据分析、预测和决策能力，促进
传统工业升级改造和产业整合，是目前
需要解决的核心关键问题。”他表示。

不过，他也坦言，工业大数据仍面
临不少挑战，比如，大数据技术的运用
仍存在数据不足、数据信噪比低、数据
分析难度高等问题；大数据给信息安
全带来新挑战，加大了隐私泄漏风险，

“黑客”若要发起攻击也有了更多机

会，这些都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挑战。
何友认为，工业大数据是新一轮

产业革命的核心，是“中国制造”向“中
国智造”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工业
大数据具有无限的潜力和机会，更有
可能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我们需要用
全新的大数据思维模式，开辟工业化
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途径。

演讲中，何友还介绍了工业互联
网在6个方面的应用：一是加速产品
创新设计，二是产品故障诊断与预测，
三是供应链的分析和优化，四是产品
销售预测与大数据营销，五是生产计
划与排程，六是产品质量管理与分析。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

大数据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云、5G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已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数字
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上云’。即将
到来的5G时代，将是云的时代，云可
为5G创新赋能。”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云计算分公司CMO（首席营销
官）王彦丹在云物大会上发表演讲时
认为。

为什么这么说？王彦丹表示，无
论是5G应用、5G核心网，还是5G主
要目标客户，都需基于“云承载”。

从4G到5G的一个最大变化，就
是核心网络架构的变革。未来，5G的
核心网将全面云化。同时，从5G的
应用和主要目标客户来看，有了云，才
能更好地实现5G灵活组网的目标，
更好地满足企业对5G的应用需求。
未来，5G+云计算+人工智能+垂直行

业，将催生很多新模式、新业态、新产
业，改变生产生活，为社会进步注入活
力。

比如，中国电信正通过“云+5G+
边缘计算”的战略布局，承接国家“数
字战略”。目前，基于天翼云等，中国
电信可向公众客户和产业互联网提供
各类创新应用。如白洋淀智慧水务、
深圳无人机警务、雄安自动驾驶、杭州
马拉松直播、成都5G公交环线等项
目的成功实施，都是中国电信以云赋
能5G试验网、有力支撑业务应用的
生动实践。

中国电信云计算分公司CMO王彦丹：

5G时代是云的时代将改变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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