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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乔宇

奇安信2020年三季报业绩喜人，
这是公司上市以来的首份成绩单。数
据显示，公司第三季度营业收入达8.63
亿元，同比增长89.25%，继续领跑网络
安全板块。公司前三季度营收为18.7
亿元，同比增长30.41%。

作为国内网安领域龙头企业，奇
安信于今年 7月 22日在科创板挂牌
交易，实际募资达 57.19亿元，创同类
型企业A股募资额新高。

奇安信专注于网络空间安全市
场，主营业务为向政府、企业客户提
供新一代企业级网络安全产品和服
务。凭借持续的研发创新和以实战
攻防为核心的安全能力，公司已发
展成为国内领先的基于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安全运营技术的网络安全
供应商，助力数百家机构数字化转
型。

由于网络安全行业性质，奇安信
在公众视野中一直颇为低调，默默助
力传统机构和企业实现数字化转
型。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抗战胜利
70周年、澳门回归20周年等重大活动
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APEC、G20、金砖国家峰会、上合
峰会等重大国际会议上，奇安信均作
为主要技术保障单位，参与网络安全
保障工作。2019年12月份，经过层层
筛选，奇安信一举成为奥运网络安全
服务与杀毒软件官方赞助商，将为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系统的网
络安全保障。

“5G、新基建、数字化转型，让网
络安全场景进入多元化发展期，网络
安全技术进入升级换代转折期，网络
安全需求也进入了爆发式增长期，形
成了创新的网络安全技术产品新赛
道。”奇安信董事长齐向东曾如此预
判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趋势。

新基建浪潮进一步加速了对新
一代网络安全的需求。为此，奇安信
于今年8月份正式推出了以系统工程
方法论结合内生安全理念的内生安
全框架，该框架已经纳入到近百家央
企及重要行业客户的“十四五”网络
安全规划中。

“内生安全”理念是齐向东在

2019北京网络安全大会（BCS2019）上
首次公开提出的，他认为，面对不断
变化的网络威胁，网络安全已经进化
到了“内生安全”时代，需要依靠聚
合，从信息化系统内不断生长出自适
应、自主和自成长的安全能力。内生
安全框架是奇安信结合“内生安全”
理念和系统工程方法论提出的安全
解决方案，已在40多家大型政企机构
进行了落地实践并取得良好效果。
作为顶层网络安全设计指导，内生安
全框架抛弃“事后补救”型建设思路，
为万物互联时代创建网络安全协同
联动防御体系。

在很多业内人士眼中，奇安信展
现出了极具前瞻性的技术能力，不仅
及早将目标押注在新基建的产业浪
潮中，更投身于产业信息化对新一代
网络安全需求的供给上。在工业互
联网安全领域，奇安信相继发布安全
态势、安全监测、主机防护等三大类
产品，工控安全实验室已经具备多场
景的演示能力；政法、金融等行业公
司的零信任安全解决方案全面落地；
第三代天狗引擎整体装机量突破 100
万台……

国际权威咨询机构 IDC近期发布
的相关研报显示，2020上半年，奇安
信在安全分析和威胁情报行业的市
场份额位居第一。在国内终端安全
检测与响应市场，公司的终端安全检
测与响应（EDR）产品获得策略和市场
份额双第一，并且仍处于上升阶段。
赛迪顾问的研报也显示，奇安信在安
全管理平台、终端安全、安全服务以
及云安全等四大领域的市场占有率
均居国内第一。

无论是前瞻布局带来的市场想
象，还是强研发带来的技术创新成果，
无不体现着奇安信在网络安全领域的

“护城河”。多家券商研报都给予奇安
信“买入”评级。

中信证券近日在研报中表示，中
国电子是公司第二大股东，奇安信有
望在中国电子的“PKS”体系中承担重
要角色。奇安信凭借其网络安全“国
家队”的战略定位，以大数据为核心的
数据驱动产品体系以及精细的打法升
级，有望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并巩固行
业龙头地位。

“网安一哥”奇安信
服务数百家机构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李乔宇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社会经济
造成巨大冲击，同时也促使各产业加快
转型。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被广泛应用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中，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数字化手段”
已影响到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十四五”规划再次强调了数字化
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性。与此同时，
随着《生物安全法》的出台，生物安全被
正式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国民健康、生
物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催生了一大
批致力于以科技创新解决民生困局的
生物安全企业。作为全球领先的物联
网生物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海尔生物
以物联网科技赋能健康生态圈构建，引
领数字化转型驶入生物安全赛道。

加码新基建：
打造健康生态圈

日前，海尔生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
物联网生物安全云生态。基于用户对

生命健康的需求，运用物联网、大数据
等技术，以网器为基础链接场景，通过
生态共创的方式，海尔生物不断创新迭
代物联网生物安全场景解决方案，探索
构建生物安全大数据中心，不断加码国
家生物安全新基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
低温存储龙头到物联网生物安全解决
方案服务商，海尔生物已走出了一条中
国科技企业创新的引领之路。截至目
前，海尔生物共计拥有 288项专利，34
项美国能源之星认证，牵头或参与起草
9项国家、行业标准，1项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标准。上月底，在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王浚院士等十余位行业专家鉴定下，
海尔生物智慧疫苗网、智慧血液网等四
项科研成果获得国际领先认证。

在不断攻克技术难题的同时，海尔
生物立足物联网科技生态战略，拥抱新
发展格局，通过生态共创的模式吸引全
球优质资源不断耦合。进博会期间，海
尔生物一天之内联合珀金埃尔默、赛诺
菲巴斯德两家生物安全领域顶级资源，
分别就诊断和生命科学领域、疫苗智慧

管理与服务达成战略合作，实现了生态
边界的进一步拓展。

编织民生网：
创新数字化应用

目前，基于生物安全技术与物联网
技术的深度融合，海尔生物的场景服务
已触达生物样本安全、血液安全、疫苗
安全、药品及试剂安全以及实验室安全
等生物安全的各个领域，通过输出可持
续迭代的全场景物联网解决方案，编织
成一张以数字化为基石的生物安全大
网。

海尔生物智慧血液网就是物联网
技术与生物安全科技结合的一个缩
影。通过搭载RFID无线射频、智慧芯
片等技术，智慧血液网让每一袋血液都
有了自己的“身份证”，让从采血端到用
血端的全流程血液信息可实时追溯，解
决了用血时间长、用血安全无法保障、
血液无法调配等问题。日前，海尔生物
通过整合重庆三大伟业在全系列采浆
产品上的优势资源，将场景服务从以前

的医院、血站延伸到了采浆站，成为包
括血站、医院、采浆站等在内的血液安
全全场景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目前，
血液网已在北京、上海、天津、青岛、长
沙等多个城市落地应用，保障血液的存
储安全和科学规范使用。

在疫苗接种领域，海尔生物创新
“海乐苗”智慧疫苗网，人、机、苗互联互
通，确保“人不错、苗不错”，实现了精准
取苗零差错、问题疫苗秒冻结、追溯接
种全过程，破解了疫苗接种“最后一公
里”难题。聚焦偏远地区接种困难的现
状，海尔生物迭代推出全球首个移动接
种平台。目前，“海乐苗”智慧疫苗网已
累计覆盖全国近2000家接种网点，并与
深圳、青岛联合共创城市智慧疫苗网，
为全市百姓和儿童筑起安全接种屏障。

物联网时代，用户体验为先。海尔
生物在探索物联网转型的道路上始终
以用户需求为驱动，通过生态共创，进
行科技创新和场景迭代。生态无界，进
化不止。未来，海尔生物将不断释放生
物安全生态活力，让生命健康数据流
动，创造用户最佳体验。

首创物联网生物安全云生态
海尔生物加速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向炎涛

建筑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之一，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逐
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传统相对
粗放的发展方式，已无法满足时代需
求，唯有扎实推进数字化变革，才能从
根本上提升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提
高生产效率，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建筑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必然

对建筑行业来说，传统的开发方式，
项目各阶段相对割裂、缺乏协同，设计阶
段未充分考虑到施工的可实施性与运维
阶段的实用性，造成大量返工、延期和成
本超控。在数字化时代，未来每个房子
都将“建两遍”，首先全数字化虚拟建造
一遍，再工业化实体建造一遍。

在广联达西安研发中心的建造过程
中，就利用数字建筑平台进行了“逆推式
集成设计”。利用数字建筑平台的集成

设计将装饰设计、户型设计建筑、机电和
结构设计提前，以逆推式设计逻辑驱动
建筑、装饰装修、机电、结构等设计语言
的统一，解决设计不合理及冲突之处，并
在此基础上，以建筑、内装到部品、软装
的正推式施工流程，极大地减少变更，提
升建筑使用功能，提高空间利用率。

在建造过程中其同样实现了数据驱
动的精益建造，通过数字建筑平台赋能，
基于工序最小管理单位，对影响项目成
功的进度、成本、质量、安全、环境等五要
素进行精益管理。通过数据驱动的精益
建造，达到进度动态优化、费用及时支
付、质量零缺陷、安全零事故。目前，已
实现80%的工序任务有明确作业标准，
建成后建筑将达到工业级品质。

“多快好省”助力项目成功

我国新基建发展按下快进键。传
统的基建支撑起了实体经济产业生态，
而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

施”将支撑起数字经济的产业新生态。
广联达旗下数字建筑平台正是基

于建筑产业，着力打造服务于建筑全生
命链的“数字基础设施”。它贯穿工程
项目全过程，升级产业全要素，连接工
程项目全参与方，提供虚拟建造服务和
虚实结合的孪生建造服务，系统性地实
现全产业链的资源优化配置，最大化提
升生产效率，赋能产业链各方，实现让
每一个工程项目成功的产业目标。

概括来说，数字建筑平台的价值在
于，赋能企业“多快好省”的实现工程项
目成功。

“多”——资源高效配置，多项目集
约化管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充分
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打通项目与企
业间的数据盲点，基于数据驱动进行科
学决策，实现企业多项目集约化管理。

“快”——大幅度缩短项目工期，实
现进度加快 50%。企业通过数字化转
型，先模拟再施工，零成本试错，实现设
计方案最优、施工方案可行、经济方案

合理，提升生产效率，减少窝工、返工和
变更。实现按期交付甚至进度提前的
目标。

“好”——实现建造过程“零”质量
缺陷、“零”安全事故，交付工业级品质
的建筑产品。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在
工程现场借助AI，对上百万张影像和现
场照片进行智能识别，杜绝安全事故，
消除质量缺陷。

“省”——将建造成本降低 1/3，碳
排放量减少50%。通过数字化转型，实
现节本降耗，最大化减少浪费，提高企
业利润。

毫无疑问，建筑领域的数字化建设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更是一场伟大的变
革。在数字建筑平台的推动下，未来建
筑产业生产关系将会随生产力提升而
变革，现有岗位将会升级，新的产业角
色将会产生，企业与客户、组织与组织
间的关系将会重塑，最终产业全新的生
产关系将建立，从而更深刻的推动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

广联达：数字建筑平台赋能企业项目“多快好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