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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网络安全 共话智能制造
——2020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开幕峰会嘉宾演讲摘登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黄利飞

11 月 28 日，在 2020 长沙网络安
全·智能制造大会开幕峰会上，院士专
家、行业大咖齐聚一堂，聚焦网络安全
前沿动态，共话智能制造发展之路，汇
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智能制造需要数据驱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培根

传统自动化是基于模型的固定模式，
但制造系统里要面对大量不确定性问题，
没有固定模式，要想办法提升性能、降低
成本，就需要有大数据、人工智能。

现在说的智能制造，最基本的要素
是数据，从设计、生产到供应链的物流
过程等，都需要数据驱动。德国一家化
工企业，做液体肥皂和洗发水，批量生
产，但它不同的是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进
行个性化生产。比如洗发水需要添加
某种特别香味、特殊颜色，都可以单独
配，但不是手工去配，否则成本太高，而
是在生产线上由机器去配，系统自动读
取，机器自动执行。这样的生产过程正
是依靠数据驱动的。

现在的装备制造和以前很不一样
的是什么？服务制造。把装备的全生
命周期都包下来，包括运行维护。比如

生产柴油机的公司，柴油机出厂以后马
上就接入到工业互联网平台，传感器收
集到大量的数据，都可以送到互联网云
端进行实时分析，从而了解机器的运行
状态等。

智能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要有数据驱
动的意识，更要注重数据安全。数据从产
生、采集到传输、存储乃至应用，多个环节
都有可能发生安全问题，需要平衡数据共
享与隐私保护的关系。

坚持工控系统
自主化发展道路

中国电子总经理助理，中国长城党委
书记、董事长 宋黎定

工业控制系统是智能制造的基础，
是涉及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基础通
用核心设备。

中国是制造大国，还不是制造强
国。我国工业领域高端系统 90%以上
被国外厂商所垄断，大量使用的进口可
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产品，存在后门
不可知、漏洞不可防的隐患，还面临着
被断供、禁运和“卡脖子”的风险。同
时，数据的开放、流动和共享，使工业系
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工业大数据作
为企业核心资源面临严峻的安全风险。

中国电子依托 PK 体系，飞腾+麒
麟，具有全面支撑工
业控制系统自主创新
发 展 的 完 整 产 业 生
态。面对 2025 智能
制造的目标，中国电
子构建了超御分布式
可 编 程 工 业 控 制 系
统，通过工控自主安
全技术等形成工控产
品体系，实现自主创
新本质安全、安全可
信过程安全、实效可
用功能安全，最终解

决产业发展的痛点。
围绕芯片、软件、平台、系统这四个

层次开展相关工作，突破工业软件、工
业语言编程编译、专用芯片等核心技
术，构建工业控制系统核心技术完整体
系，坚持自主化发展道路。同时开展工
业控制系统等级保护的标准制定工作，
实现我国自主发展的工控目标。

网络安全不再只是
虚拟空间的问题

绿盟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 叶晓虎

数字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网络安全
问题越来越突出。有关媒体今年上半
年评选的十大网络事件，60%跟生产有
关，这与十几年前做网络安全时的状况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网络安全不再只
是虚拟空间的问题，而是反映到企业生
产、家庭生活中。

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不仅能够控
制网络安全风险，还能去溯源、分析并
持续性优化；同时，以新基建为代表的
产业数字化的一些新技术，对安全行业
提出了很多新要求。

过去从一个企业角度看安全，可能
在实验室里搭建一个环境就可以开展
安全研究。现在进入 5G 时代，越来越
多的大型装备及智能制造领域当中，没
有办法进行单体的研究，需要进行虚实
结合的网络空间安全仿真技术研究。
比如，从一个制造城市的视角看，从电
厂到工厂，到交通控制中心、通信基站
状态等，结合 VR、AR 相关技术去构建
一个数字城市，这对未来进行对应的科
学研究、攻防演练、测试验证等都可以
提供很好的基础。

网络安全本质上是对抗，有几个关
键要素：一是要梳理自身环境、资产，然
后建立对应的档案；二是要了解可能存
在的攻击者的情况，给他们“画像”；再

一个是在技术应用上，要以数据为驱动
去建设相对应的安全中台，以提高现场
安全运维团队的工作效率。

未来对全球产业链、
价值链和供应链来说，
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

过去几十年，在超级全球化和IT革命
的推动下，全球形成了国际工序分工，一个
产品可以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完成，还可
以做到零库存、即时供货，那个时代是工业
发展的黄金浪漫时代；但现在是全球的产
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越来越短、越来越分
散、越来越本地化。我认为当前一个浪漫
的时代结束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开始了。

神奇在何处？一是未来对全球“三
链”来说，安全比什么都重要；二是政府
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将上升，全球的竞
争一定程度体现在国家领导力的较量
上；三是当前世界的需求、供给、创新、
服务、资本等正在东移，未来东亚生产
方式将发生重大转型，在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收到的国际专利申请中，超过50%
来自亚洲，生动诠释了这一点。

现在的网络安全和智能制造，不再
是过去 40 年的继续，而是未来 30 年新
的起步和开局，我们需要不断推动数字
全球化，服务、创新、人文交流全球化。

对湖南来说，目前的发展阶段仍处
于投资驱动发展阶段，但已到了向创新
驱动发展阶段冲刺的关键时期，湖
南的网络安全和智能制造要力争
一流，顺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需
要在建立和完善科技创新驱动高
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营造科技创
新和全方位国际合作的生态环境
以及建设跨境创新网络三大方面
着力。

全省工业互联网平台近100个
连接工业设备超过100万台

湖南日报11月 28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秦杰）2020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
造大会主题论坛之一——工业互联网赋
能智能制造主题高峰论坛今天举行。中
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中国电子总经理助
理、中电互联董事长朱立锋等行业领域知
名专家以及相关企业代表等500余人，共
同探讨5G时代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发展
新趋势。

据悉，我省拥有各类型工业互联网平
台近100个，连接工业设备超过100万台，
接入设备价值超6000亿元，树根互联、中
科 云 谷 、中 电 互 联 荣 膺 全 国 前 30 强 。
2019年底全省中小企业上工业互联网平
台数量达到5136家。工业互联网已广泛
应用于机械、装备、轨道交通、钢铁冶金、

陶瓷轻工、家电服装、电力能源等行业。
近年来，长沙抢抓工业互联网产业发

展“窗口期”，以应用场景为牵引，牵手行
业重点企业落棋布子，紧紧围绕“三智一
芯”和“软件业再出发”战略，构建了良好
制造业产业生态。长沙将加强对网络安
全、5G、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及高端装备等核心产业发
展的支持力度，有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企业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会上，长沙市5G产业促进会揭牌，旨
在促进相关主体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供
需对接、技术革新、知识共享，形成优势互
补，加强应用推广，有效推进 5G 产业发
展。

新基建带来新机遇

长沙今年将建成5G基站超3万个
湖南日报11月 28日讯（记者 奉永

成）今天，在 2020 中国（长沙）网络安全·
智能制造大会“2020新基建助力产业互联
网发展”主题论坛上，新基建（指 5G 网
络、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
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城市建设等）行业
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人工智能、网络安全
及智能制造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
探讨在新基建形势下，如何释放互联网
产业新势能。大家一致认为新基建将带
来新机遇。

今年，长沙市将建成 5G 基站超 3 万
个，破解通信设施建设领域存在的进场
难、租费高、用电贵等诸多难题，助推新基
建项目建设，为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慧
化经济，打下基础。

论坛上，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陈世卿
以“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脑科学+
AI+网格边缘超算的应用场景”为题，分享

了在医疗、教育、农业、交通等领域充分运
用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2020年是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元年，它将呈现‘高度自动
化、高度数字化和高度网络化’的特征”，
工业4.0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胡权
说，要瞄准新技术带来的增长机遇。

5G车联网是“人-车-路-云”协同的
纽带，可助力实现自动驾驶和交通智能化
发展，是智能交通领域“新基建”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
准研究所副主任葛雨明说，5G车联网未来
将形成跨行业和技术的深度协同。

“小飞小飞，请开灯。”论坛上，“科大
讯飞”演示的会说话的机器人，萌翻了与
会者。让机器人会说话，“科大讯飞”研发
的机器人不仅会发声，还可通过听声音诊
断故障、开展质检等工作，改变传统工作
方式，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工业互联网，
释放互联网产业新势能。

构建“码+链”机制
打造数字基建新高地

——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技委主任张超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数字经济本身是实体经济的一部
分，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动能。”11月28
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技委主
任张超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数字经济通过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又能为实体经济赋能，对传统产业
实施数字化改造升级，可以有效解决实
体经济转型最为关键的“成本、质量、效
率、效益”等痛点问题。

“民盟以科技、教育、文化为主要
界别特色，关注社会的难点、热点、痛
点，2020年民盟中央的重点调研课题
是二维码和区块链融合发展。”张超
说，“作为重要的数字经济技术，二维
码和区块链是非常重要的网络入口，
中国虽然起步晚，但正在加速超赶。”

张超认为，相比已有国际标准的
条形码，二维码尽管目前已有广泛市
场应用，但在代码上尚未使用统一标
准，这使得二维码的应用出现了“小、

散、乱”的现象，既存在安全、真伪等
问题，也难以符合物联网时代“一物
一码”可溯源、可积累数据等要求。

“区块链本质上解决的是数据的难
以篡改，但并没有解决数据的真实性来
源问题。二维码和区块链两种技术性
能、优势互补，‘码+链’二维码的身份识
别机制，解决了区块链上链数据的可信
来源问题，而数据链技术保证了上链数
据的安全性和不可篡改性。”张超说。

“‘码+链’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技术形
态，为了抗击疫情，今年我们倡议组建全
球性的健康码互认互通，目前已经有十
几个国家发函要参与。”张超举例说。

如何进一步搭建“码+链”机制？
张超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将“码+
链”技术协议提升至战略层面；二是加
大基础研究，加强数学在关键核心技术
的应用研究；三是加大推广力度，提升
应用广度和深度，构建形成“码+链”生
态；四是加强跨学科融合人才的培养，
将“码+链”打造为数字基建新高地。

湘企“智造”转型步伐提速
10家企业集中签约发力数字化转型升级

湖南日报 11月 28 日讯（记
者 黄利飞）智能制造深刻地改变
着各行各业，企业的“智造”转型意
识进一步增强。在今天举行的
2020 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
会专项活动“智能制造推介暨供需
对接会”上，湖南共有10家企业与
智能制造服务供应商签约，发力数
字化转型升级。

湖南蓝天智能物流装备有限
公司、湖南福瑞印刷有限公司、长
沙开元仪器有限公司分别与树根
互联合作，建设大数据云平台或数
字化工厂；湖南大禹神工防水科技
有限公司、湖南中岩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分别与湖南金蝶软件签约，合

力打造“智慧工厂”；湖南碳谷新材
料有限公司、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
限公司等5家企业，与第三方专业
机构合作实施企业智能化改造战
略。

为丰富智能制造服务供给，提
速企业“智造”转型步伐，长沙智能
制造研究总院在对接会上发布了工
程机械、食品行业、生物医药、印刷
包装和新材料行业，在售后服务、产
品追溯、智能装备等方面智能制造
的共性需求和模式差异。中国工程
院院士孙玉则建议，企业要进一步
认识物联网、大数据对智能制造的
支撑作用，只有用“活”数据、盘“活”
网络，转型升级才能顺利。

夯实网络安全人才培育根基
——访湘潭大学计算机学院、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院长李澄清
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网络安全的落实最终要靠人来
做，所以人才培养是网络安全最重要的
着力点。”11月28日下午，参加2020长
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网络安全高
峰论坛的湘潭大学计算机学院、网络空
间安全学院院长李澄清，从夯实人才培
育根基的角度提出了推动网络安全发
展的相关意见建议。

李澄清说，当前，网络安全人才需
求总体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但市场供给
相对疲软，到2020年，我国网络安全人
才缺口达到140万。“传统一线城市依
旧是网络安全人才需求最大的地区，而
长沙、重庆、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对网络
安全人才的吸引力也在逐步提升。”李
澄清说，因为人才相对缺乏，培训资源
跟不上来，自学成为当前求职者获取网
络安全和技能的主要方式，用人单位对
网络安全求职者学历和工作经验要求
也不高，而该行业当前的平均薪酬仅次

于金融和互联网行业。
正是基于网络安全事业发展需要，

今年10月，湖南省委网信办与湘潭大
学共建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正式揭
牌。作为湖南省目前唯一的网络空间
安全学院，湘潭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物联网与安全、密码
理论与应用、人工智能与应用、智能优
化及其应用、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等。“网
络安全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仅包括计
算机，还涉及公共管理、法学等学科领
域，这就要充分发挥湘潭大学综合性大
学优势，利用好各类基地平台，不断深
化与各类网络安全企业的合作，共同推
动这一学科的协同运营。”李澄清说。

目前，湘潭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正在建设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完整网
络安全人才培养体系。李澄清表示，学
院将通过对接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
(长沙)、与企业建设联合实验室等形式，
从产、用、学、研四个方面推动网络安全
学科的良好发展。

▲ ▲（上接1版）
6月18日，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

（长沙）揭牌，继北京后国家认定的第二
个网络安全产业专业园区正式落户长
沙高新区。这里集聚了文思海辉、麒麟
软件、长城科技、中国长城、景嘉微、奇
安信、惠而特等一大批优质企业。

于东东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生
活对互联网日益倚重，网络安全问题也
逐渐浮出水面。在看似云淡风轻的网
络背后，有着阴云密布的“暗网”，你死
我活的缠斗厮杀不时发生。

近年来，长沙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产
业发展，坚持以智能制造为统领，大力发

展“三智一自主”产业，形成了中国电子
“PK体系”、华为公司“鲲鹏体系”共融发
展的产业生态。在网络安全上的率先布
局，也是长沙的产业布局先手棋。

“防护理念要从被动防护转向主动
防御，将态势感知作为重要技术手段，
通过建立健全运转灵活、反应灵敏的信

息共享与联动处置机制，打造多方联动
的防御体系。”惠而特总经理谭曙光说。

谭曙光和参展的一些专业人士认
为，这次大会是业界交流发展的优质平
台，将为网络安全和智能制造带来更多
有效的解决方案，也将为长沙制造业新
时期的再出发,带来新思想和新动力。

创新引领
智造未来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世界是一个
加速的、正在用一种新的情况到来的
数字世界。今年6月，国家网络安全
产业园区(长沙)揭牌，这是继北京后
工信部认定的第二个网络安全产业
专业园区，在引领我国网络安全产业
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作
用。”11 月 28 日，工信部网络安全产
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新社在接受湖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数字化时代必须处理好安全和发
展的关系。”李新社认为，当前，信息技术
和现实世界加速融合，推动了整个社会向
数字化快速演进，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加
速转型。顺应数字化转型潮流，加快发展
网络安全产业、夯实国家网络安全基础，
对于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在李新社看来，中国在新一代信息

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方面具有优势，这种
优势在未来还将会继续扩大。“信息技
术和社会生活深度融合背景下，我们国
家正在加快推进新一代数字经济发展，
安全可靠、开放创新的新兴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将会形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新支撑。”李新社说。

李新社表示，中国的网络信息技
术产业发展迅速。随着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等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
信息安全的风险暴露越来越多，网络
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要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加快推动新基建背景下网络安全产业高
质量发展。”李新社建议，以国家安全产业
园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国产网络安全产
业生态；推动国家安全产业技术创新，建
立新型网络安全技术适配平台；以需求为
导向，建立新网安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推
进新网安标准化建设，筑牢网络安全之
堤，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筑牢网络安全之堤
——访工信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新社

“5G+XR”赋能工业数字化跨越发展
主题论坛举行

数字虚拟人现场“带货”
湖南日报 11 月 28 日讯（记

者 奉永成）一台高达 4 米的卡车
从屏幕上疾驶而出，稳稳地停在
跟前，借助 VR 眼镜，可从不同角
度观看，卡车上的每个零部件清
晰可见。今天，在 2020 长沙网
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5G+XR

（指通过计算机技术和可穿戴设备
产生的一个真实与虚拟组合、可人
机交互的环境，是AR、VR、MR等
多种形式的统称）”赋能工业数字
化跨越发展主题论坛上，嘉宾的演
讲配合现场虚拟场景，让与会者惊
呼：虚拟技术让生活越来越精彩。

进入虚拟直播展厅，盐津铺子
的“带货”数字虚拟人让人眼前一
亮。数字虚拟人皮肤纹理、眼睛、
毛发制作逼真，他（她）根据不同产
品、不同场景虚拟出个性化语音，
甜美动听，带货方式新颖独特，让

人赏心悦目。
今年4月，长沙宏达威爱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与湖南大学王耀南院士
领衔的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发布“长沙先
进制造业 5G 云 VR 公共服务平
台”。能快速进行超高清产品建模，
开展5G实时场景应用，帮助企业展
示拳头产品和科研技术，推动产品
销售，5G云平台在展会上大放异彩，
受到工程机械、汽车制造、食品制作、
制药装备等行业领域企业的青睐。

“数字虚拟技术正在改变我们
的生活，不仅被运用到娱乐生活当
中，还被广泛运用到工业领域。”中
南大学教授邹北骥在演讲中说，随
着关键技术的突破发展，在5G的助
推下，5G+XR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
域，将在各个行业领域掀起一场创
新变革。

湖南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
智能制造典型样板

全省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60家、省级
示范车间100个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曹

娴）“全省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达到
60家、省级示范车间达到100个，遍布
各行业各市州，打造出一批可参考、可
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制造典型样板。”在
今天举行的2020年湖南智能制造对接
合作推进会，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
曹慧泉介绍。

对接会上，今年新认定的省级智能
制造示范企业、示范车间进行授牌，包
括景嘉微电子、加加食品等7家湖南省
智能制造示范企业，湘丰智能装备、世
邦通信等企业的26个智能制造车间。

为提升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给能
力，培育省内优秀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
应商，对接会发布了第二批湖南省智能
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推荐目录，湖
南东软软件有限公司等36家供应商进
入目录。中国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

供应商联盟湖南分盟在会上宣告成
立。一批湖南优势制造业产业集群、具
备条件的工程机械产业链企业与智能
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在大会现场
签署对接合作协议。

对接会邀请专家作智能制造主题演
讲。中国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张相木认为，智能化
制造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制造系统具备了
认知和学习能力，将重塑设计、制造、管
理、服务等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
融合是一个长过程，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开
展智能化制造技术的研究和探索。

曹慧泉表示，从产业变革大势看，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首先必须是
智能制造的高地，我省将全面实施智能
制造升级工程，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
出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