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推

进，5G 与工业互联网的加速融合将为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能。”10 月 15 日，在 2021 世界数字经济

大会暨第十一届智博会主论坛上，中国工业互联

网研究院院长鲁春丛发表主题演讲时如是说。

他认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5G+工业互

联网”赋能千行百业、深化融合应用的关键期。

5G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

工信部数据显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工业

互联网产业生态不断壮大，2020 年产业规模达

到 9164.8 亿元。目前，全国已培育 100 个以上具

有行业特色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连

接工业设备数量超过了 7300 万台，工业 App 突

破 50万个，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在世界范围内，我国 5G 发展存在网络、产

业能力以及融合应用的领先优势。尤其是制造

业，为 5G 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应用场景。”

鲁春丛说。截至 8 月末，我国已建成 5G 基站

103.7 万个，占全球 70%以上，5G 在生产生活领

域的融合应用全球领先，网络切片、边缘计算、核

心网云化等新型技术也正在加快商用。

2019年 5月，中国移动携手国内汽车铝压铸

件制造企业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以 5G SA 专

网+边缘计算技术（MEC）规划建设全国首个 5G

全连接工厂，落地 5G 数字车间、AI质检、室内定

位等 15个应用。

“数智化升级以来，爱柯迪人均产值提升了

12%，总体库存下降 10%。这只是 5G赋能工业的

一个缩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大春认为，今年 5G正式开始赋能垂直行业，相

关案例经验已从“样板房”向“商品房”快速转变。

今年 5 月，工信部发布《“5G+工业互联网”

十个典型应用场景和五个重点行业实践》，向更

多行业和企业应用“5G+工业互联网”提供了具

有借鉴意义的模式和经验。

未来推进“5G+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重点方

向在哪里？对此，鲁春丛表示，我们需要正视制

造业数字化基础薄弱，数据模块共享较少，部分

自动化设备被国外厂商垄断等挑战，做好问题盘

点，更多深层次应用还要结合生产实践打“长期

战”和“攻坚战”。

坚持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核心芯片、智能传感器、底层的可编程逻辑

控制器（PLC）、分布式控制系统（DCS）等设备多

数来自国外，50%的工业 Pass平台采用国外的开

源结构，我国工业互联网的新型技术设施支撑能

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论坛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如是说。

鲁春丛认为，改善相关现状，需要加快共性

技术，特别是 5G 和 TSN 等新型网络的关键共性

技术的研发，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动芯片、模

组及终端系统设备的产品自主研发和生产制造，

特别是加快定制化、经济型 5G 工业芯片模组产

品的自主研发。

“未来，工业数字化、智慧化发展，要从嵌入

式系统过渡至自主无人系统。”图灵奖得主、国际

著名嵌入式系统研究中心 Verimag 实验室创始

人约瑟夫·斯发基斯提出，从“单任务、单目标、单

领域”转至能协同处理多项任务的“反应式/主动

式智能系统”，需要通过建立学科交叉的科学与

工程体系逐步实现。

不久前，《浙江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2021 年

工作要点》发布，提出到 2021 年底，数字经济综

合应用上线运行，全省产业大脑数据中枢基本建

成，选择细分行业开展产业大脑应用试点，创建

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200个以上，公共资源优化

配置机制初步构建，数字贸易管理服务平台体系

迭代升级。

“作为我国首个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操

作系统，浙江蓝卓自主研发的 supOS工业操作系

统已开展广泛应用。”刘文强认为，国内企业已逐

渐开始重视底层芯片、软件基础的核心技术研

发，具备发展优势的区域也将涌现出更多像蓝

卓一样的案例，从而缩小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

数智基建驱动5G与工业互联网加速融合

新华社讯 （记者邹明仲 丁非白）2021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 10 月 18

日在沈阳召开，此次大会以“赋能高质量，打造新动能”为主题，旨在顺应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实现融合发展。

此次大会将聚焦数字赋能，围绕产业发展、工业安全、工业软件、融合

应用等方面组织了 14场专题会议、2场专题夜话，并安排展览展示和工业

互联网专业赛等活动，探讨如何抓住工业互联网深入发展的机遇，推动工

业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实现“数字蝶变”。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在致辞时说，从行业看，我国 40 个工

业经济大类开展了工业互联网的实践，“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过

了 1600个，工业互联网在采矿、电力、钢铁、装备、电子等行业快速发展。

开幕式上，相关部门发布了我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成果、未来产业

全球学术产出趋势，以及辽宁省工业互联网场景资源、发展方向和支持政

策等内容。与往届相比，2021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规模更大，展览面积 2

万平方米，为历届之最，共有 100余家企业参展。

据介绍，2021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办。

聚焦“数字赋能”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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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摄影未来的发

展方向是在基础画质上

对标专业设备，在场景优

化上对标修图师，在表达

创作上对标摄影师，唯有

如此，才能让用户体验的

“噪点”越来越小。

赵明
荣耀 CEO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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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艳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我 国

5G 发展存在网络、产业能

力以及融合应用的领先优

势。尤其是制造业，为 5G

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

应用场景。

鲁春丛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

近日，每帧画面都通过智能手机拍摄的《寻

找我们的国家公园》系列纪录片于全网首映，让

网友不禁感慨，手机的摄像头真的太“卷”了，都

已经开始拍电影了。

就在不久前，荣耀大张旗鼓推出的“多主摄

融合计算摄影技术”，正是手机摄影在消费侧不

断升级换代，从比拼硬件发展到比拼软件应用的

一个缩影。

以底层技术推动和应用层面优化为主要特

征，智能手机影像功能逐渐成为手机厂商争夺高

端市场的重要砝码和衡量手机价值的权重指标。

消费者在购买手机时最关注什么？据资料显

示，2020年消费者最关注智能手机的拍照功能。

遥想 20 多年前，手机的主要功能就只是

通话。

当时，高通现任 CEO安蒙（Cristiano Amon）

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他举着摄像机、照相机、

录音机等众多设备，只为了说明一件事——手机

绝不仅仅是个通话工具。如今，安蒙当时举着的

东西被全部“塞”进了手机里。

也是在 20 多年前，夏普推出了世界首款内

置摄像头的手机，虽然只有 10万像素，却开启了

拍照手机的先河。

2010 年 ，苹 果 FaceTime 视 频 通 话 功 能 随

着 iPhone4 的发布一起亮相，推动了前置摄像

头的发展和成像质量的大幅提升，人们的拍

照和分享欲望被激发，影像功能自此成为手

机的标配。

2016年，华为与徕卡联手发布华为 P9手机。

自此，专业相机大厂逐渐成为手机厂商冲击高端

市场的重要助力。2020年末 vivo与蔡司联名，今

年 3 月一加手机以 3 年投资 10 亿的力度联手哈

苏，都是为了让手机在摄影上能够变得更加专业。

智能手机的摄像头也从双摄升级到三摄甚

至五摄；像素从千万起步甚至过亿；摄像头的位

置布局也从“规规矩矩”开始变得五花八门，甚至

可能移至手机侧面边框。

手机拍照功能渐成消费者关注重点

不过，在拍照这件事上，消费者最易感知的

还是像素。各大品牌无不以此示好消费者。

随着智能手机日渐轻薄，传感器尺寸与整机

厚度间的矛盾越发突出，智能手机影像硬件越来

越难突破物理边界，成像质量提升进入瓶颈。

以苹果提出计算摄影概念为标志，手机厂商

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和竞逐点：通过优化影像算

法，改善对特定物体、夜景等的拍摄效果，以满足

人们不同场景下的拍摄需要，手机厂商的竞争从

硬件向软实力升级。

9 月 22 日，荣耀宣布将为其 Magic3 系列旗

舰机披挂“多主摄融合计算摄影技术”，智能手机

影像功能比拼的赛场被再次搅动。

因为按照荣耀的说法，荣耀 Magic3 系列在

不增加传感器尺寸的情况下可大幅提升主摄的

成像质量，直击行业痛点。

当品牌厂商绞尽脑汁想要提升智能手机硬

件与软件的综合能力时，承担智能手机大脑职责

的芯片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便愈发重要。高通公

司全球副总裁侯明娟说：“骁龙 888 5G旗舰移动

平台没有拇指盖儿大，计算功能却已超过几年前

的大型计算机。”

受限于体积，手机镜头所捕获的信号很差，

若想实现可比肩单反等传统影像设备的成像效

果，必须借助高吞吐量的计算，图像信号处理器

正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把噪点、亮度、色度及各种

畸变数据矫正，还原出高质量影像。

如今，计算摄影已进化到支持 8K、高清、高

画质、高动态的拍摄。

按照高通公司技术人员的解释，一个处理器中，

图像信号处理器、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AI引擎

等所有的处理器单元联起手来才能实现8K实时处

理每帧3300万个像素、每秒30帧的要求。8K技术

所需要的计算吞吐量已把处理器能力推到了极限。

打破智能手机成像质量瓶颈

◎新华社记者 姜辰蓉 李 华 张 斌

智能手机影像能力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

靠的不是哪一个环节的“独步天下”，任何一个环

节的停滞不前都有可能影响智能手机影像功能

的进步。

“人们通常以‘十年一迭代’来阐述移动通

信技术及产业的进步。但是技术的进步没有

一天停止过。所谓日拱一卒，点滴的进步累积

成质变，视频技术的进步也是如此。”侯明娟对

科技日报记者说，“需要强调的是，智能手机影

像功能的进步，得益于相关产业链的共同推

动，彼此促进。”

通信行业独立分析师柏松说：“当前，智能手

机的影像竞争已进入到综合实力与研发深度的

比拼，这是一场以摄像头组合为代表的硬件及软

件层面的协同创新。”

就像柏松所说的那样，智能手机影像功能的

实现和进步需要一整套软硬件的合力推动，哪个

环节都不能拖后腿。

柏松说：“虽然各家的软硬件综合整合能力

及基于芯片底层技术的开发能力不同，但智能手

机影像系统的协同创新成果给了品牌厂商足够

的底气，让它们生产的手机既能拍超级月亮，也

能拍全景银河，影像能力成为厂商们拼市场、争

用户的主要手段。”

在发布“多主摄融合计算摄影技术”时，荣耀

CEO 赵明透露，荣耀手机国内市场份额已回升

至 16.2%。这个数字已接近荣耀历史市场份额

最高水平，从 3%起底回升仅用了 3 个月时间，而

帮助荣耀站稳高端市场这片低容忍度领地的正

是荣耀 Magic3系列旗舰机。

智能手机堆料与堆参数的游戏难见终局，传

感器、镜头等硬件和 AI算法等软实力相融合，依

然是手机拍照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比拼方向。

但正如赵明所言，摄影的本质是记录和表

达，手机行业的竞争不是一个登顶的游戏，而是

用户体验的提升。

赵明认为，手机摄影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在基

础画质上对标专业设备，在场景优化上对标修图

师，在表达创作上对标摄影师，唯有如此，才能让

用户体验的“噪点”越来越小。

影像功能进步是一场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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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5G”时代的到来，网络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但网络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陷阱与隐患。正在陕西西安

举办的“2021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上，与会专家就如何筑牢网络安全防

线，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各抒己见；参会的上百家相关企业，也带来不

少先进技术和前沿产品，全力为智能时代保驾护航。

“2021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

靠人民”。与会专家们认为，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

进，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深刻改变

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重构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动力，网络

空间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网络安全的威胁和风险漏洞也日益

凸显，已经成为当今最复杂、最严峻的现实问题之一。

2016年开始，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国家网信办

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以大家能愿意看、看得

懂、记得住的形式和内容，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

如何建立起新模式、新框架，让人们能够更好、更放心地享受网络应

用带来的便利，是摆在网络安全人士面前的课题。

在宣传周分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部

主任管晓宏表示，现代网络储存、关联信息的功能，可能导致用户隐私数

据的泄露。“希望能提出一种新的网络计算范式，数据可以合法使用，但不

能储存、获取，也不能进行关联。我们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不少专家表示，今年国家颁布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对

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应以此为基石，不断

推进技术创新，建立起自主可控的数据安全生态。

网络安全领域的新热点、新技术、新成果等在宣传周上纷纷亮相。在

互动展区，工作人员向人们展示，一台普通扫地机器人是如何秒变窃听、

偷窥工具的。

“这是市面上非常常见的一款扫地机器人。研究发现，扫地机器人对

外的端口服务存在漏洞，通过这个漏洞可获取扫地机器人的控制权，控制

其运动轨迹，还可以进行录音、拍照等。在购买物联网智能设备时，要尽

可能选择有安全保障的产品。”

展馆内，一位高级安全工程师向参观者展示一项用来保护隐私的“雁

过不留痕”技术。“在传统的查询场景里，服务器会知道我们查询的数据和

结果，很可能被人利用。而通过这项新技术，实现了隐私保护的查询。比

如，用户要查询酒店，他的位置坐标就会以加密形式上传到服务器。用户

隐私得到了有效保护。”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蒋亚非说：“原来手机都是可以通过

指纹、人脸识别来识别机主的，但可靠度达不到百分之百。未来鸿蒙操

作系统可以带来一种新的可能，可从多个设备、多个维度检测人体特

征，从而使身份变得多维化，使多个设备信息协同组合在一起，让身份

认证更可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

到 10 亿多人，占人口总数 71.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在全国各地深

入开展。与会者认为，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只有更好统筹发

展和安全，数字文明才能更好地造福民众。

筑起“为民”防线

护航网络安全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著 名 导 演 史 蒂 文·索 德 伯 格 曾 用 3 台

iPhone 7 拍了部悬疑惊悚片《失心病狂》。尽管

他不是第一位用手机拍电影的人，但作为奥斯卡

获奖名导演，这部影片算得上当代电影拍摄的重

要里程碑，更是对手机影像技术进步的极大背书

与肯定。

就像史蒂文·索德伯格在接受采访时所说：

“我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把镜头放在任何我想放

的位置。”以先进便捷的移动科技替代传统设备，

在消费侧已是现实，但在专业领域，是不是仍多为

噱头？

事实上，著名野外动物摄影师徐健接到《寻

找我们的国家公园》这一拍摄任务时，第一个想

法是，用智能手机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

拍摄林间跳跃的金丝猴、捕食并喂给小宝宝

的猢狲妈妈、隐身于树干的北部湾棱皮树蛙……

智能手机在各场景下的表现超出了徐健等野外

摄影师的意料。

徐健对记者说：“要对智能手机有信心，它已

经可以拍出同大片一样的效果。”

智能手机已如此强悍，但在徐健看来，尽管

手机拍摄更加灵活，但单反相机短时间内也难以

被取代。

摄影圈中有“底大一级压死人，一寸大底一

寸金”的说法，“底”指的就是传感器。

徐健说：“智能手机的成像元器件只有小指

甲盖儿那么大甚至更小，无法跟单反等大型专业

设备相比，对画质要求非常苛刻时，还要使用专

业器材拍摄。”

他强调：“20 年前，人们甚至怀疑相机的自

动对焦技术，很多人坚持使用传统手工对焦，但

现在自动对焦已经成为相机必不可少的一种功

能。很难断言明天的智能手机影像功能将怎样，

因为技术的进步难以预测。”

单反短时间内难以被手机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