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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王晗

坐在虚拟驾驶舱， 前面的电脑屏
幕显示自动驾驶状态下的卡车， 正在
按照规划路线行驶， 到达指定地点后
自动装卸矿石， 遇到障碍自动反应避
让……这不是在玩电脑游戏， 而是希
迪智驾将内蒙古某矿区正在使用的智
能远程驾驶矿卡驾驶舱， “复制” 到
了湖南湘江新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展
的现场。

自动驾驶是什么样子？ 11月28
日至30日，湖南（长沙）网络安全·智
能制造大会上演一场特殊“车展”，希
迪智驾的速物流L4级自动驾驶重卡、
百度阿波罗智行的Robotaxi、 中国中
车的智联共享电动车、 东风汽车公司
Sharing-VAN、中联“酷哇”无人驾驶
扫地车等8台整车一字排开，智能驾驶
“车队”酷炫登场。

参展的湘江智能、 华为、 舍弗

勒、 大陆集团、 希迪智驾、 星云互
联、 纳雷科技等10多家企业， 连接
起一条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链。 纳
雷科技的毫米波雷达， 可以帮助车辆
精准“分辨” 距离； 北云科技的车载
定位模块， 定位精度精确到1厘米；
地平线的Matrix自动驾驶计算平台，
可为自动驾驶提供高性能的感知系
统。

有了感知层面的“眼睛”和“耳朵”，
还需要执行层面的“手”和“脚”。“传统
驾驶中， 车辆转向需要人的手脚操作
来实现；而在自动驾驶中，转向的活儿
可以交给线控技术。” 数天前与湖南
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合作协
议的舍弗勒， 带来了未来智能驾
驶的核心技术———线控转向技
术。

在2018中国（长沙）网络安
全·智能制造大会上，位于湖南湘
江新区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成

功跻身“国家队”，被国家工信部授予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的牌
照。

一年来， 测试区已开展测试业务
2000余场； 开放路测， 开通了国内
首条城市开放道路智慧公交示范线，
启用了全国首条基于5G+V2X技术、
支持L3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测试与示
范应用的智慧高速， 100平方公里城
市范围的开放道路； 发放了53张自动
驾驶路测牌照， 位居全国第二。

目前， 湖南湘江新区已洽谈对接
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重点项目70多个，
其中世界500强企业8家， 产业生态
枝繁叶茂， 产业前景令人期待。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黄利飞）
5G已经成为世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
重要支撑。 在今天举行的“5G赋能工业
制造”主题论坛上，与会嘉宾们围绕“如
何加快5G与工业制造深度融合” 进行
了深入探讨， 致力让5G技术应用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G技术切合了传统制造企业智能
制造转型对无线网络的需求， 能充分
满足工业环境下设备互联和远程交互
应用需求，在物联网、工业自动化控制、
物流追踪等领域起着支撑作用。

基于公司智能化转型升级实践经
验， 中联重科流程与IT部部长杨辉表

示，利用5G网络将生产设备连接，并打
通设计、采购、仓储、物流等环节，能够
使生产更加扁平化、定制化、智能化。

中国电信长沙分公司副总经理秦
永俊认为，5G赋能工业制造的第一阶
段是万物互联， 第二阶段是无人工厂，
第三阶段是智慧工业， 最终实现工业
场景中的元素能自诊断、自适应、自调
整等，这其中连接是基础、数据是关键、
安全是保障。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黄微） 在今天举行的“工业互联
网赋能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上，与会嘉宾
激情碰撞， 共同探讨分享了工业互联网建
设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新理念、 新观
点， 为我省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新思
路。

省工信厅党组成员、 总经济师熊琛介
绍， 近年来， 我省大力实施工业互联网创
新发展战略， 平台建设不断推进。 全国工
业互联网平台50强中， 湖南占3席； 工信
部发布的10大双跨平台中， 湖南拥有1个；
2019年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
中， 我省共中标7个项目， 领先中西部地
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朱立锋表示， 湖南多措并举推动工
业互联网发展， 相关产业发展基础扎实、
发展势头强劲， 中国电子将不断深化与湖
南的战略合作， 助力湖南建设成为国家工
业互联网发展高地。

论坛上， 北汽蓝谷信息、 中电工业互
联网有限公司和奇安信科技集团举行了车
联网安全体系实验室揭牌仪式。

� � � � 湖 南 日 报 11月 29日 讯 （记 者
胡信松 ）在今天举行的智能装备与物联
网技术创新应用主题论坛上， 业内专家
学者和企业家齐聚一堂， 探讨如何借助
物联网技术赋能智能装备产业， 推动智
能装备与物联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物联网作为信息产业的第三次革
命性创新， 将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并催

生新兴产业。 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合的潮流中， 物联网技术将成为未
来促进智能装备产业升级的核心技术
之一。 中南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龙
军教授说， 要关注物联网产业前沿技
术发展， 结合物联网技术在各产业领
域的纵深发展及应用， 推进物联网相
关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会上， 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发
布了《湖南省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白
皮书2019》， 该白皮书在省工信厅指
导下编制， 系统阐述了我省在大力推
进平台建设、逐步完善基础设施、构建
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平台供给能力、加
强平台产业应用、 构建产业发展生态
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与成效。

5G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我省致力建设成为
国家工业互联网发展高地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杨冬梅）
工业互联网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阵地， 其安全关系到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为提升工业互联网安全公共服务能
力， 今天举行的2019湖南 （长沙） 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
“工业互联网安全” 分论坛， 发布了工业互联网安全公共服
务平台。

中国信通院安全研究所所长魏亮介绍， 该平台可以从安
全风险监测、 安全检测评估、 安全众测、 教育培训、 安全咨
询五个方面， 为所有工业互联网相关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安全
服务。

论坛还正式公开了全国工业互联网安全评估机构名录，
通过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17个月的初审和复审， 最终遴选出
55家工业互联网安全评估评测机构， 评测机构覆盖全国19
个省， 涉及电力、 航空、 航天、 核工业、 石油石化、 化工、
船舶、 轨道交通等重点行业。

工业互联网安全
公共服务平台发布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卢志理）“智
造湘军”再添新力量。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2019年湖南智能制
造对接合作推进会上获悉，今年我省新认定38家省级智能制
造示范企业、车间，全省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车间总数达
到127个。

建设制造强省，我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今年，金驰
能源、长沙比亚迪、联智桥隧等10家企业被认定为湖南省智
能制造示范企业， 湖南普菲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饲用微生态
制剂数字化车间等28个车间被认定为湖南省智能制造示范
车间，推进会现场对10家示范企业进行授牌。 从2015年至今，
全省已创建认定了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53家、示范车间74
个， 其中有16家企业列入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28个项目
列入国家智能制造专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湖南样
板。

制造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升级，离不开智能制造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 会上发布了首批30家湖南省智能制造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名单。 现场， 一批制造业企业与智能制造系统
解决方案供应商签署合作协议。

“智造湘军”再添新力量
新认定38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

业、 车间， 发布30家智能制造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名单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陈淦璋）今天召开的2019湖
南（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区块链技术应用与落地
主题论坛”透露：长沙将立足中部地区首个区块链产业园—
“星沙区块链产业园”， 加快构建区块链产业发展生态圈，全
力培育打造数字经济产业集群。

星沙区块链产业园自去年8月成立以来， 相继出台了支
持区块链产业发展的政策和实施细则，从培育、平台、创新、
金融、人才5个方面共15条，对入园企业予以支持。 目前，园区
已入驻企业33家、科创平台5家，预计明年入驻企业有望突破
百家。 一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园区、智能工厂及金融科
技等应用项目，正陆续落地。

此次论坛，火币中国CEO袁煜明、伏羲智库资深架构师
蒋平、嘉楠耘智区块链总经理邵建良、天河国云副总裁杨征
等业内代表相继发表主题演讲，共同探讨区块链技术在数字
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
领域的产业应用。

长沙加快构建区块链产业
发展“生态圈”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曹娴）如何让人工智能技术
与产业升级融合，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今天举行的
2019湖南（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人工智能应用与
创新主题论坛”，围绕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人才培养、应用前
景、产业赋能、生态建设等展开探讨。

中国工程院院士、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主任王耀南认为， 当前亟需推进高端制造机器人技
术， 让我国制造业加速由中低端向高端转型升级。 高端制造
机器人需要攻克环境感知适应性较弱、机器人在线规划和自
主决策以及多个机器人协同作业这三大核心问题。 今天的机
器人是1.0自动化，有感知机电控制系统；机器人的2.0数字化
是具备视觉、认知、人机交互功能以及自然语言的理解；机器
人3.0能够智能协作，有学习的功能；最终要进入到4.0时代，
让机器人拥有自主的学习认知分析判断的能力。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融合落地

借助物联网技术
发展智能装备产业

《湖南省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白皮书2019》 发布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胡信松）在今天举行的大数
据创新应用与网络安全主题论坛上，来自科技、能源、制造、超
级计算、医疗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分享了对于大数据应用
和网络安全建设的思考。

与会嘉宾认为，大数据正通过与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等技术协同发展， 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
引擎；大数据与智能制造、交通运输、地理信息、医疗健康等产
业领域的融合发展，安全应用至关重要，要坚持“本质安全”
“过程安全”相结合，走“综合防护”之路。全力打造基础关键软
硬件产品和网络安全综合防护解决方案， 瞄准网络安全“命
门”问题，大力发展自主核心技术，做到可发现、可防护、可控
制，为网络安全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化奠定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说， 大数据正处于融合发展和变
革创新的重要关口，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
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大数
据时代， 要有科学的网络安全观， 建立网络安全技术保障体
系，保障我国核心关键信息技术的安全。

推动大数据应用
与网络安全协同发展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黄晗） 今天上午，2019湖南（长
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举行
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与发
展主题论坛， 与会专家学者就网
络安全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和发
展进行探讨。

“为什么要建网络空间一级
学科？怎么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带来的
《以科学网络安全观做好网络空
间安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主
题演讲， 阐释了安全可信是科学
的网络安全观， 没有网络安全就
没有国家安全， 并就网络空间安
全学科建设的相关情况进行介
绍， 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网络安全
人才培养， 争创一流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 做好网络安全普及教
育。

论坛上，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
息安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
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空间安
全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李建华
以《双一流院校的学科建设与人
才培养》为题做主题演讲。 中国网
络空间安全人才教育联盟秘书
长、 广州大学方班班主任鲁辉以
《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
探索》为主题，分享了广州大学网
络空间先进技术研究院开展人才
培养的实践经验。 北京邮电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专业负责人、 灾备
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辛阳
就《黑客心理学———社会工程学
原理》做了汇报演讲。 华中科技大
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执行院长兼
计算机学院副院长邹德清就《华
中科技大学网络安全综合实践能
力培养及靶场建设》进行了介绍。
奇安信集团合伙人、 副总裁左英
男以《产教融合培养实战型网络
安全人才》为主题，介绍了奇安信
集团实战型安全运营人才、 跨领
域安全研究人才的培养实践。

论坛上还举行了湖南大
学———奇安信网络空间安全研究
生实践基地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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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驾驶“车队”
惊艳亮相

体验智能制造
的“新奇特”
11月 29日， 观众坐在

KUKA工业机械臂上进行动感
体验。 2019湖南（长沙）网络
安全·智能制造大会上展示的
一批新型智能装备，让观众大
开眼界。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李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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