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6月26日 星期一12 值班总编：蒋斯乔 值班编辑：梁丽春 值班校对：符莉萍
www.sanyarb.com.cn

网事网闻

图片及稿件被采用的
作者，请及时与本报联
系，以奉稿酬。

关注

物联网“飞跃”
见证中国创新动能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王敏

物物相联，激发经济新业态

在江苏无锡一家快递公司，海量的
包裹被 24 小时不间断地扫码识别、数据
处理、配送定位。公司负责人介绍，一
小时可以分拣包裹 7 万件，准确率高达
99％。

机器的大规模快速自动分拣，源于
物联网技术实现智能连接、运行。中国
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智能制造电子研
发中心主任李功燕介绍，这是目前完全
国产的物流自动化分拣系统，一台机器
不间断运转，可节省数百名工人的劳动
力。

物物相联，给物流业带来彻底变
革，有力支撑了电子商务。不仅如此，
物联网技术也在共享单车、新能源汽
车、生态农业、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发
挥重要作用，激发经济新业态。

通过手机定位，找到距离最近的电
动汽车，用手机开锁后就可以驾驶，直
至停下来留给下一位客户使用——在
一个国际论坛上，科技部部长万钢描绘
了这样的场景。物联网技术被视为新
能源汽车发展进一步提速的助推剂。

利用卫星定位芯片和物联网通信
芯片，共享单车在短时间内火遍大江南
北，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也同时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全新市场；一
种结合物联网技术的“果蔬多源信息融
合超大型分选设备”，可实现果蔬按重
量、颜色、瑕疵、含糖量等特征的自动分
级……

“物联网技术发展为商业模式创新
开辟了广阔空间。”中科院副秘书长汪
克强说。

智能智慧，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电网可以变得“聪明”起来：电脑屏
幕上直观呈现着电网运行的全景，薄弱
环节一目了然，能更好地保障电网“健
康高效”运行。在浙江，物联网技术与
电网建设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了电网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

从电网到工厂，从家居到医疗，传
统产业正在物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加速
转型升级。

用户下单、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物
流配送，所有环节都可以在海尔公司推
出的智能制造平台上完成。这个被称

为“智能工厂操作系统”的平台，试图满
足不同制造能力企业的差异化需求，让
传统企业尽快融入智能制造体系。

随着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大城市
病日益突出，“智慧”成为当前城市建设
的迫切诉求。物联网技术正在助力全
国各地打造智慧城市，提供能够引导车
辆进入空余车位的“智能停车”、具备监
控环境状况和安防功能的“智慧路灯”、
更加高效安全的“智慧机场”等多种服
务。

自 2013 年初首批智慧城市试点设
立以来，中国智慧城市遍地开花。工信
部有关负责人说，国家高度重视智慧城
市建设，努力扶持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为智慧城市提供
有力支撑。

自主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

相关统计显示，2015 年中国物联网
产业规模超过 7500 亿元，物联网盈利规
模仅次于美国。目前中国物联网及相
关企业超过 3 万家，其中 85％为中小型
企业，已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物联网产业
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说，这几年
我国多地加快建设智慧城市，开展了一
系列物联网应用试点和示范项目，我国
物联网应用推进效果相对要优于国外。

从 2010 年的“政策引领”，到 2013 年
的“应用示范”，再到 2015 年的“融合发
展”，专家分析，我国物联网发展已初步
确立了政策供给、标准制定、协同创新、
产业发展和市场应用的系统性竞争优
势。

在各项技术中，传感器技术是物联
网的基础和核心。鉴于一般中小型企
业没有能力研制功能差异性大、技术含
量高的传感器，我国规模最大的物联网
专业研发机构——中科院物联网研究
发展中心几年前已启动建设世界一流
的传感器公共服务平台，依托中科院研
发力量，实现网络化的传感器生产服
务。

同时，我国积极参与物联网国际标
准制定，有力把握物联网标准话语权。
工信部科技司有关负责人说，我国已完
成 200 多项物联网基础重点运用国际标
准立项，并主导完成多项物联网国际标
准，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显著提升。

（新华社北京６月 25 日电）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化”时
代的重要发展阶段。其英文名称是：“Internet of things（IoT）”。顾
名思义，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有两层意思：其一，物
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
展的网络；其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
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也就是物物相息。物联网通过智能感知、识
别技术与普适计算等通信感知技术，广泛应用于网络的融合中，也
因此被称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
潮。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应用拓展，与其说物联网是网络，不如说物
联网是业务和应用。因此，应用创新是物联网发展的核心，以用户
体验为核心的创新 2.0 是物联网发展的灵魂。

物联网用途广泛，遍及智能交通、环境保护、政府工作、公共安
全、平安家居、智能消防、工业监测、环境监测、路灯照明管控、景观
照明管控、楼宇照明管控、广场照明管控、老人护理、个人健康、花
卉栽培、水系监测、食品溯源、敌情侦查和情报搜集等多个领域。

（百度百科）

什么是物联网？

相关链接

“618”电商们年中大促狂欢还未平
息，骗子们搭车“促销”的“成绩”也吓
人一跳——360 手机卫士日前公布的近
两周内大数据显示，在“618”期间，骚扰
电话识别总量达 1.25 亿次，拦截手机端
钓鱼网站达 1.16 亿次，除了传统的诈骗
形式外，仿冒知名电商 APP 也成为最新
的欺诈手法。

安全专家告诉记者，近日检测出的
假冒电商 APP 的恶意软件，其图标和应
用介绍几乎与真实电商 APP 一模一样，
购物界面也高仿真实购物网站，用户极
容易误认下载。而用户一旦安装，它就
会私自发送短信到用户指定的号码，窃
取用户短信息内容，造成用户隐私泄露
和 资 费 消 耗 。 此 外 ，由 于 高 仿 电 商
APP，还会涉及账号登录、密码支付等
功能，用户一旦登陆，银行卡账号、支付
密码等就可能被窃取，造成财产安全风
险。从下载假冒电商网站 APP 用户所
在省份来看，重庆、山东、广东、江苏、
北京、山西、云南、贵州、甘肃、河北和
四川位居前列。

大数据统计显示，据 2017 年“618”
前后数据对比显示，骚扰电话识别拦截
量从 6 月 13 日开始增加，高峰期前置现
象明显。6 月 5 日—6 月 18 日，骚扰电
话识别拦截总量高达 1.25 亿次，高峰出
现在 10：00-11：00，次高峰出现在 15：
00-17：00。近两周仅 360 手机卫士就拦
截手机端钓鱼网站达 1.16 亿次，比平时
激增约 40%。

钓鱼网站所属地最多的省份均在
南方，其中，广东省是钓鱼网站拦截量
最高的省份，诈骗损失较高。TOP10 省
份 分 别 是 广 东 、福 建 、广 西 、浙 江 、海
南、四川、湖北、江西、江苏和重庆。

（据《扬子晚报》）

针对国内媒体报道的“App Store 大
量应用下架”事件，6 月 23 日苹果官方
回应称，为了确保提供最优秀的 App 和
游 戏 ，同 时 也 为 了 保 障 用 户 的 安 全 ，
App Store 会 评 估 并 移 除 不 能 在 App
Store 上发挥作用、年代久远或是不符合
审核规定的 App。这项持续性举措于
2016 年下半年推出，迄今为止全球范围
内已经有超过 10 万个 App 被移除。

苹果在回应中还表示，自 2016 年 6
月起，Apple 宣布对审核进行了革新，极
大减少了审核的时间，目前可以达到约
50%的 App 审核在 24 小时内完成，9 成
的 App 审核在 48 小时内完成。更快的
审核使开发者得以快速修复问题，并更
加顺畅地整合用户的反馈。这一举措
已经对开发者创造和更新他们的 App
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样也为用户带来
了巨大的好处。

（据《南方日报》）

微闻

“618”电商大促
骗子“搭车”

苹果全球下架
超10万个App
回应：为保用户安全

让每个物体实现智能连接——物联网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被越
来越多国家确定为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重点。从数年前的一个“洋概
念”，到如今自主制定标准、推动多个产业“脱胎换骨”，物联网的“飞跃”
见证了创新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的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