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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互联网的现状与未来



n Internet的出现和发展

¨当今的Internet规模巨大

n到2016年1月，全球网民达到34.2亿，互联网
渗透率达到46%

n到2016年1月，社交媒体用户23.1亿，移动用
户37.9亿，移动社交媒体用户19.7亿

n仅在中国大陆，到2016年6月，互联网普及率
51.7%，网民7.10亿，手机网民6.56亿，网络
视频用户5.14亿，网购用户4.48亿，网上支
付用户4.55亿，网络直播用户3.25亿，网络
游戏用户3.91亿，网络预约出租车用户1.59
亿，网上订餐外卖用户1.5亿



n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网络技术与系统不断融合、发展、拓展

n固定与固定

n无线与无线

n固定与无线

n陆地与空天

n从消费到生产

¨互联网+
n“+”表达的不是加号，而是“化”的意思

n互联网+各个产业，不是简单地用互联网从“物理”上
连接各产业，而是通过连接，要产生互动、融合与创
新，形成“化学反应”式的效果



n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普惠泛在的网络体系

n 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

n Internet of Services（务联网）

n Internet of Enterprises
n Internet of Communities
n Internet of Media
n Internet in the Space
n Universal、Ubiquitous、User-oriented and User-

Centric

¨网络论（网络科学）

n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



n大数据的由来与发展



什么是大数据？
n 大数据(big dat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
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
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采集、管理、处理并整
理成为帮助决策的信息

n 早在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就在
《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将大数据热情赞颂为
“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

n 大约从2009年开始，“大数据”才成为信息技
术领域的流行词汇

n 互联网上数据每年约增长40%，大约每两年翻
一番



大数据的特点

n 4个"V"+8个"V"
¨数据量(Volume)巨大，呈几何级数增长

¨数据类型(Variety)多，从结构化、半结构化到
非结构化

¨价值密度低(Value) ，以视频监控为例，在连
续不间断监控过程中，可能有用的数据仅仅一
两秒

¨处理速度快(Velocity) ，1秒定律，秒杀



大数据的特点

n 4个"V" +8个"V"
¨变化性(Variability)，数据随着事物变化而变
化

¨真伪性(Veracity)，数据不完全可信

¨效度(Validity)，收集的数据是否为所预期的
，是否可适用

¨价值易失性(Volatility)，数据的价值有一定的
时效性



大数据的特点

n 4个"V" +8个"V"
¨冗余性(Verbosity)，数据对事物过量的描述
，或者对同一个意思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易损性(Vulnerability)，数据可能丢失，可能
被篡改

¨可视化(Visualization)，数据需合理的呈现和
表达

¨可验证性(Verification)，数据和数据分析结果
是否可验证



大数据提供的机遇和挑战
n机遇

¨大数据已经很快成为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IT界又一次
重大变革，提供了难得的洗牌机会

¨数据成为国家的财富、单位的核心资产，影响深远，而
非限于IT界，对国家治理模式、对企事业单位的决策、
组织和业务流程、对个人生活方式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n治理与管理层级更加扁平

n网民和消费者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

n充分利用大数据，高效分析信息，准确捕捉需求，满
足受众

n单位界限变得模糊，业务模式、文化和组织都需重构



大数据提供的机遇和挑战

n挑战

¨亚马逊前任首席科学家安德烈亚斯维真德：数
据是新的石油

¨ IBM执行总裁罗睿兰：数据将成为一切行业当中
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最终数据将成为人类至关
重要的自然资源

¨大数据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
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
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大数据提供的机遇和挑战

n挑战

¨把握机遇，需要从四个层面迎接挑战

n大数据科学：关注在大数据发展和运营过程中
发现和验证大数据的规律及其与自然和社会活
动之间的关系

n大数据技术：关注解决在大数据收集、处理、
存储、传送、管理和维护过程中需要突破和发
展的关键技术

n大数据工程：构建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大
数据的系统工程

n大数据应用：基于大数据解决现实问题



大数据提供的机遇和挑战

n大数据思维在各领域的应用

¨大数据思维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

n淘宝网建立了“淘宝CPI”，它通过采集、编制淘宝网上
成交额比重达到57.4%的390个类目的热门商品价格来
反映网络购物市场整体状况，以及城市主流人群的消
费态势，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还提前半个月预测
经济的走势。

¨大数据在制造业的应用

n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通过对所生产的２万台喷气引擎的
数据分析，开发的算法能够提前一个月预测其维护需
求，准确率达到70%。



“大数据”的启示和要求
n启示

¨研究与开发的超前性

n1980年，托夫勒就指出了大数据的重要性和美
好的未来

n如果我们在1980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
要，超前部署，局面会怎样？

n寻求跨越式发展和弘扬后发优势呼唤极具战略眼
光的前瞻性战略思维和战略视野！

n高等学校必须做“明天”的研究，企业必须做超
前的技术储备

n华为智能手机研发的启示



n互联网+的内涵、外延与国家行动



n “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
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
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
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
会发展新形态

n 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推
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到2025
年（与中国制造2025同步），网络化、智能化
、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
基本完善，“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
“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量



n重点行动

¨“互联网+”创业创新

n强化创业创新支撑
¨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基础电信企业向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
开放平台和资源等

¨完善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

n积极发展众创空间
¨支持创新工场、创客空间、社会实验室、智慧小企业创业基
地

¨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
商贸企业集聚区、小微企业创业示范基地等现有条件

¨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
，形成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
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

n开放式创新



n重点行动

¨“互联网+”协同制造

n大力发展智能制造

¨云计算、物联网

¨智能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等

n发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n提升网络化协同制造水平

n加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n实现产品个性化、定制批量化、流程虚拟化、
工厂智能化、……



n重点行动

¨“互联网+”现代农业

n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n发展精准化生产方式

n提升网络化服务水平

n完善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n例如，“网上菜篮子”，产业基地专门培育特
色农产品、交易平台保证客户信息和支付渠道
的安全、物流快递确保货运迅速到达世界的任
何角落……



n重点行动

¨“互联网+”智慧能源

n推进能源生产智能化

n建设分布式能源网络

n探索能源消费新模式

n发展基于电网的通信设施和新型业务

¨“互联网+”普惠金融

n 2014年支付机构共处理互联网支付业务215.3亿笔，业
务金额达到17.05万亿元

¨“互联网+”益民服务

n群众办事，网络跑腿



n重点行动

¨“互联网+”高效物流

n物流智慧化

¨“互联网+”电子商务

¨“互联网+”便捷交通

n Google的自动驾驶汽车，拷贝人的行为。通过大量的
雷达、传感器、摄像头，将周围的环境反应过来，看到
红灯亮了，它就自动停下来，绿灯亮了，它就继续前行
，看到有车了，它就会踩刹车，完全模拟了人的动作

n Connected Car，“联网汽车”，“互联网汽车”。汽车联
到网络里面去了，而不仅仅是模拟人来驾驶。通过云来
控制。所有的设备都联在网络上，通过网络来自动地调
节整个交通状况。也许就不需要红绿灯了。没有了交通
拥堵。自动驾驶汽车合法，人工驾驶汽车非法



n重点行动

¨“互联网+”绿色生态

¨“互联网+”人工智能

n智能家居、智能终端、智能汽车、机器人、
……

n“互联网+”动力之源

¨新基础设施—云+网+端
¨新生产要素—数据资源

¨新分工体系—大规模社会协同



n强化创新驱动

¨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加快制定融合标准

n提高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
国际电信联盟(ITU)、IEEE等的话语权

¨强化知识产权战略

¨大力发展开源社区



n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新一轮科技
与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n世界现代化与科技革命的关系

¨18～21世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

n两个阶段
¨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经济和工
业社会的转变

¨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和知
识社会的转变

n六次浪潮 
¨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仿生化和体验化

¨18～20世纪的科技重点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
满足人类需求，21 世纪的科技重点是认识人类自
己、改变自身以及适应宇宙环境和宇航时代的需
要



n 第六次科技革命很可能发生在生物学领域，是
一次新生物学革命，2020年前后有可能获得重
大突破

n 第七次科技革命有可能发生在物理领域，可能
是一次新物理学革命，它将突破现有的物理观
念，开辟新的物理领域，为人类的新能源、新
运输、新时空等提供全新的物理知识，发生的
大致时间是2050～2100年



n 16世纪以来已经和将要发生的科技革命

科技革命 主要标志 主体部分 扩展或带动部分

第一次科学革命

第二次科学革命

近代物理学

相对论和量子论

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力学

相对论、量子论、射线和电子

近代科学的全面发展

天文、遗传、地学等

第一次技术革命

第二次技术革命

第三次技术革命

 

蒸汽机和机械

电力和内燃机

电子和计算机

信息和互联网

纺织机、蒸汽机、工作母机

发电机、内燃机、电讯技术

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

微电脑、信息技术、数据库

冶金、轮船和火车等

石化、钢铁和运输等

核能、航天、自动化

生物、材料和制造等

第六次科技革命

第七次科技革命

再生革命

时空革命

信息转换、仿生创生再生

新时空、新能源、新运输

材料、信息和智能等

生物、材料和制造等



n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预测）

¨人体再生和永生的路线

起点 路径 终点 效果

人体

（自然人）

人格信息包+ 信息转换器+ 互联网 网络人 网络性永生

人格信息包+ 信息转换器+ 两性智能人 仿生人 仿真性永生

人格信息包+ 信息转换器+ 人体再生 再生人 复制性永生

人体再生和永生的路线图



n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挑战

¨伦理挑战

n人造生命、人造子宫、两性智能人、人
体再生等，将极大冲击人类对生命、家
庭等的认识，引发重大伦理争论

¨副作用

n生命工程、再生工程和仿生工程的技术
和成果，既可以促进文明发展和人类进
化，也会产生许多新型武器和犯罪形式
等，严重威胁人类的命运



n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晚期制造业的“机械化
”所催生的“工厂制”，彻底荡涤了家庭作坊式
的生产组织方式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早期制造业的“自动化
”所创造的“福特制”，流水生产线使得“大规
模生产”成为制造业的主导生产组织方式，产品
的同质化程度和产量实现“双高”

¨人类正在迎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制造业的“数
字化”，以此为基础的“大规模定制”可能成为
未来的主流生产方式，发达国家都在推行“再工
业化”



n第三次工业革命

¨另一种划分

n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取代人力

n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大批量取代单
件流

n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自动取代手动

n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由自动化升级
为智能化



n德国工业4.0
¨德国政府在2013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
式推出，目的是为了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
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

¨建设一个网络：信息物理系统网络

¨研究两大主题：智能制造+智能工厂

¨实现三项集成

n企业内部所有生产、运营环节信息的纵向集成

n企业之间通过价值链以及网络实现资源的横向集成

n围绕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价值链的端到端集成



n德国工业4.0
¨从互联开始

n所有的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实现
万物互联(Internet of Everything，IOE)

¨推动生产方式大变身

n物联网和务联网渗透到工业的各个环节，大规模定制、
服务型制造、创新驱动成为主流



n德国工业4.0
¨工厂里并非空无一人

n人的体力劳动减少，工作内容集中于创新与决策领域

n人行使创新与决策的权力，牢牢把握对机器的指挥权
，机器则主要负责自我调节和完善

¨灰领取代蓝领

n传统蓝领的工作不再重要，员工的职责将从简单的执
行层面转为更加复杂而重要的控制、操作和规划等多
个层面。除了编程，灰领还要能解读复杂数据，与管
理人员组成团队，协同工作

¨经理和工人的界线趋于模糊







n中国制造2025
¨我们已经有了载人航天、有了歼20/31战机、有了
航空母舰，却不能生产让老百姓满意的马桶盖。

¨我们用着进口的装备，雇请外国技术专家和管理
者，按照国外的标准生产产品，贴上跨国公司的
标签，直接运到国外。随着土地、劳动力、资源
、环境等要素成本的迅速提高，这种发展方式已
经走到尽头。



n中国制造2025
¨最先进的国家从没放弃过制造业

n除了极个别人口少、面积小的发达国家（或者说高
收入国家）依靠的是金融、旅游等第三产业，几乎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强国。

n美国虽然整体淘汰了一些传统制造业部门，但资源
却不断向新的产业聚集，形成新的增长点，在新兴
产业领域，美国占全世界的比重其实并不低。

n日本企业虽然将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转移到国外，
但仍然将核心部件的生产和新产品、新工艺开发的
“母工厂”保留在国内，以至于在遭受地震和海啸
之后，全世界电子信息和汽车产业的供应链都受到
影响。



n中国制造2025
¨最先进的国家从没放弃过制造业

n美国制定了“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
“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

n德国制定了 “工业4.0”
n日本制定了“再兴战略”

n韩国制定了“新增动力战略”

n法国制定了“新工业法国”

¨中国制造面临着两面夹击





n中国制造2025
¨一条主线

n体现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制造

¨四个转变

n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n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竞争优势转变

n由资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多的粗放制造向绿
色制造转变

n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n中国制造2025
¨八项战略对策

n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

n提升产品设计能力

n完善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

n强化制造基础

n提升产品质量

n推行绿色制造

n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和优势产业

n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



n中国制造2025

¨中国版工业4.0

¨德国工业4.0是在顺利完成工业1.0、工业
2.0，基本完成工业3.0之后，提出的发展战
略，是自然的串联式发展

¨中国制造尚处于工业2.0和工业3.0并行发展
的阶段，中国制造2025必须走工业2.0补课
、工业3.0普及、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展
道路

¨任重道远



n网络空间安全



n网络空间安全

¨制网权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对广义上的计算机互联
网世界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主要包括国家对国际
互联网根域名的控制权、IP地址的分配权、互联
网标准的制定权、网上舆论的话语权等

¨互联网时代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n政治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难以控制的网上“政治动员”

¨“颠覆性宣传”防不胜防

¨国家形象更易遭受攻击和歪曲



n网络空间安全

¨互联网时代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n经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数字鸿沟”加剧了世界贫富差距

¨对信息系统的依赖使国家经济金融核心系统变得更
加脆弱

n军事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网络战可以破坏传统的武器和指挥系统

¨网络战可以毁瘫关系国计民生的战争潜力目标

§ 网络战是信息时代的核武器

¨网络战可以摧毁人心和斗志

¨震网病毒开启了网络攻击的新纪元——从网络空间
攻击物理世界



n网络空间安全

¨互联网时代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n文化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受重大威胁

¨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遭受冲击

¨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遭到挑战

¨网络空间面临的严重威胁的主要表现 
n外部与内部安全威胁并存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

n自然与人为安全威胁并存

n物理与内容安全威胁并存



n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空间面临的威胁形成的原因

n利益博弈是根本原因

n技术差异是关键因素

¨信息技术被垄断

¨网络格局被掌控

¨安全机制被定制

§发达国家在对手网络设备中暗设“后门”
§ “漏洞”被不对称利用

n管理不善是重要原因

¨思想认识不到位，制度落实不到位

¨技术防范不到位，责任追究不到位

¨工作机制跟不上，缺少统一领导、统一组织、分工
负责、密切协同的工作机制



n网络空间安全

¨加强网络空间安全的措施

n凝聚战略共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

¨网络空间完全可以视为“第一空间”
¨“重发展、轻管理、重建设、轻防护”现象必须克服

n完善相关立法，加强网络空间法律监管，建立长效监
控机制

n健全组织机构与工作机构
¨网络保安，网络警察，网络部队，……

n加快网络空间安全技术的研发、网络空间安全产品研
制、全国产网络空间安全平台与工具的推广

n强化安全保密管理

n注重舆情分析与疏导，实施舆论反击



n网络空间安全

¨加强网络空间安全的措施
n开展教育培训，加强网络道德建设

n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最大限度减少误判，共同维护网
络空间安全

¨网络冲突中对人类可能产生最大危害的并不是国家
间的网络战，而是国家间因为网络误判而产生并升
级的实体战争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