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抖音要做外卖。此消息一经传出，

掀起全网热议。

据业内人士透露，近日，抖音已成

立一个针对外卖业务的团队，并且在

APP内开始了内测。目前这项外卖业务

的名称为“心动外卖”，其标语也朗朗上

口：“心动外卖，点你所爱。”而抖音的“心

动外卖”小程序将于近期正式上线。

从“心动餐厅”到“心动外卖”

一直以来，对于万亿蓝海的外卖市

场，不少平台都想分一杯羹。

虽然美团、饿了么已经在这个领域

“称霸”多年，但随着消费持续升级，外

卖细分市场依然被不少平台注意到。

2020年 5月，顺丰上线“丰食”微信小程

序，采取“曲线救国”——只发展B端业

务，主打企业团体订餐。

业内认为，此次外卖行业迎来抖音

的入局，其实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抖音

自身拥有出色的流量优势，现在需要一

个转化方式，帮助平台进行流量转化。

毕竟外卖市场依然是令众多资本垂涎

的庞大市场。

今年 5月，中国饭店协会联合饿了

么发布的《2020-2021 年中国外卖行业

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餐饮

收入近十年来首次下降，与之相反的

是，2020年中国在线外卖市场规模同比

增长 15%，2020年中国在线外卖用户规

模达4.56亿人，同比增长7.8%。

在进入外卖之前，抖音已经上线过

“心动餐厅”。从“心动餐厅”到“心动外

卖”，抖音想要掌握用户的“吃”。深圳

市思其晟公司 CEO 伍岱麒对记者表

示，这显示出抖音没有把自己定义为一

个媒体平台，而是在构建一个完整的商

业生态的野心。

“以抖音短视频传播的方式，做线

上线下打通的新零售模式是合适的，现

在抖音进军外卖领域并不奇怪，通过这

样的方式，让小店加快进驻平台，前期

可以提点低一点，借助平台流量帮助商

家来争抢用户。”伍岱麒说。

手握流量路在何方

外卖市场的规模很大，是一个万亿

级市场，还有继续增长的空间。而字节

的优势就是手里有大把流量。

数据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抖音日

活数据：峰值约 7亿、平均值超 6亿，人

均每日使用时间超过1个小时。“抖音的

用户群除了量多之外，用户的品质较

高，黏性也较强。”易观分析研究中心高

级分析师李应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抖音用户大部分属于一二三线城市，一

二三线城市一般来说也是外卖的“重

镇”。

除此之外，李应涛认为，抖音更大

的优势在于其自身形成的短视频场景，

这种生态特色可以对传统的外卖业务

进行一种体验的升级，这是一种从静态

到动态的体验冲击。“通过视频的呈现

方式，可以让消费者更直观真实地了解

产品，动态的推荐信息也比静态的图片

文字更具感染力。直播带货等模式，能

够有效激发用户的冲动消费心理，从而

带动转化。”

“在与美团、饿了么竞争的过程中，

抖音有两个最大的优势：一个是体验升

级，另一个是品质更高，黏性更强。”李

应涛说。

对于抖音而言，如果想要做好外

卖，业内认为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沿着

美团、饿了么的路径，做外卖 O2O 平

台，把业务做重做深，这意味着需要大

量地推团队，大量招募骑手团队，组建

自己的外卖骑手体系，解决配送问题；

二是做外卖聚合平台，即字节不亲自下

场做外卖，只做聚合平台，邀请抖音内

的餐饮商家入驻，由商家自主提供配送

服务。

“如果要走第一条路，那意味着抖

音要把外卖业务做深做重，搭建本地

生活地推团队，这意味着很高的运营

成本。送外卖是一个极其依赖人力

的行业，而抖音以及它的母公司字节跳

动是一家信息技术的平台，与美团等传统

外卖平台这种以商业运营为核心的实体

业务有很大的不同。”李应涛说。

“抖音进入外卖平台，会成为一个

搅局者，但要成为本地生活服务平台，

线下团队是很大的投入，所以构建起整

个系统还是相当有难度。”伍岱麒也这

么认为。

前京东新通路战略负责人孟奇认

为，抖音可以部分参考到家美食会的做

法，同有自配送和有相关服务能力的头

部餐饮品牌合作，基于LBS进行社区突

破，也可以与闪送类的企业联合在头部

城市服务部分高净值人群。

新领域有喜亦有忧

对于抖音进入外卖平台，也有部分

业界人士提出担忧。深度科技研究院

院长张孝荣认为，抖音入局外卖，无疑

像八爪鱼，这种盲目多元化而又缺少创

新的模式，会令抖音迷失核心竞争力的

打造而走上歧路。

孟奇对记者表示，抖音做外卖的优

势就是流量以及营销的助力，而对于外

卖最核心的履约环节甚至系统环节，抖

音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而且市场上也

没有相当体量的外卖公司可供合作或

收购。“所以只有在流量引导和商家营

销上做一些差异化的竞争。”

“毕竟，基于内在基因衍生出来的

产品，想要做大做强会比较容易，一旦

跨界到其他领域，有可能这个基因就会

成为它自身的束缚。”李应涛说。

未来如何，李应涛抱谨慎乐观的态

度，“作为个人消费者的话，我当然希望

它能成为外卖市场的第三级，但是就目

前来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巨头，

确实少有企业能够打破这个基因的束

缚”。

有消息人士透露，“心动外卖”大概

率会邀请抖音内的餐饮商家入驻，由商

家自主提供配送服务；也有可能会成为

一个聚合模式的外卖平台，和美团或者

饿了么进行外卖业务导流的工作。

伍岱麒说，作为后发者，抖音的优

势还在于短视频更容易让用户沉浸。

此前抖音平台已聚合的大批量美食视

频博主，对于探店等宣传形式都是相当

有帮助的。这是抖音很大的优势，是其

他外卖平台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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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吴莹莹） 近日，

位于广东省阳江市离岸 30公里的阳西沙扒海

域上的全球首台抗 17级台风型漂浮式海上风

电机组——“三峡引领号”完成安装。这台风

电机组中的位姿监测系统由咸阳高新区企业

陕西中科启航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

据悉，陕西中科启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以惯性传感器、海洋仪器及测控设备的研发为

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这组风电机组

中，中科启航结合漂浮式机组技术特点，基于

公司核心的惯性导航技术，定向研发了水上漂

浮式平台组合位姿监测系统，为漂浮式风电机

组提供低延时、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多维度位

姿数据。

这套系统的研发使用，可以为漂浮式机组

控制系统提供基础平台测量反馈及 32个实时

参量数据，为机组的安全控制提供数据基础，

也为漂浮式风机研究提供数据支撑，进一步为

机组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中科启航项目现场负责人代创正表示：

“此次安装是在持续高温的环境下，施工人员

通过人工携带设备爬上 107米高的塔顶，相当

于近 37 层居民楼的高度，最终顺利完成了此

次任务。漂浮式风机的晃动基于海面幅度可

达正负 16 度，此次我们的位姿监测系统不仅

实现了实时数据监测，也为风机晃动提供了实

时预警，进一步为全球海上风机安全健康运行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全球首台漂浮式风电机

组装完成后，每小时发电量可达 5500度，每年

可为3万户家庭提供绿色清洁能源电能。”

中科启航技术总工刘毅表示：“未来，我

们会利用惯性传感器的先天优势，参与到更

多的现代化建设当中。同时我们也希望把

已经研发出来的智能传感器，向更小型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在保证更小体积、更低成本

的基础上，更高效率地保证精度，让人们生活更

加智能化。”

首台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的成功安装，标

志着我国已具备大容量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

自主研发、制造、安装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

越，是实现海上重大装备国产化、打造海上风

电大国重器的重要成果。

北京移动推出

“一号双终端”业务

本报讯 为了让智能手表实现

更多可独立于手机使用的功能，近日

北京移动正式推出“一号双终端”业

务。该业务能够让智能手表与手机

共享一个号码，智能手表可以独立接

打电话，并具备移动数据功能，还能

共享手机号码的话费及流量套餐。

有了“一号双终端”业务作为支

撑，智能手表的使用功能将大幅提

升，用户可以体验到智能手表脱离手

机后独立使用的便利性。无论是有

意不拿手机或是无意间忘带手机，使

用已绑定的智能手表均可独立接打

电话，或照常使用数据上网功能。例

如大家在跑步、健身、游泳时，一方面

可以继续用手表保持通信上网不耽

误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手机遗

失或者进水等问题。

在开车驾驶等场景，抬腕即可通

话的方式也会更加安全一些。值得

一提的是，“一号双终端”业务不需要

用户办理实体卡，也无需前往营业

厅，登录APP便可直接操作。北京移

动作为优质通信服务的提供者，通过

“一号双终端”业务让智能手机和智

能手表二者实现更好的协同和互融，

使得手表成为手机服务生态的延伸

和补充，最终惠及千万用户畅享智能

生活。 王查娜

中移金科超级SIM亮相

中国互联网大会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互联网协

会主办的第二十届中国互联网大会

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移动金融

科技有限公司超级 SIM 最新研发成

果在会上展出。

为支撑超级 SIM 卡业务有序发

展，中移金科构建了超级 SIM卡全网

统一管理平台，打造超级 SIM卡安全

域空间管理、制卡数据管理、用户统

一入口、合作伙伴接入渠道四项关键

能力。通过与政府、金融、交通、企业

等重点行业合作，引入数字身份、数

字人民币两大国家级应用，配合支撑

和包出行等 N 类行业应用的场景覆

盖，构建超级SIM“1+1+N”生态。

SIM数字身份是以超级SIM卡为

应用载体，具有身份共识、人证合一、

线上线下、一卡通行等优势，现已在

运营商业务办理、访客、文旅等场景

下得到了应用。

SIM硬件钱包是将数字人民币币

串及离线账簿存储在 SIM卡上，借助

NFC近场通讯进行数据传输，完成数

字人民币离线交易。它与现有移动

支付最大的区别是支持双离线支付，

这是数字人民币实现全地区无缝隙

覆盖、全人群服务、全场景适用目标

不可或缺的补充。 王查娜

聚氯乙烯行业

绿色低碳发展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国家节能中心于

北京组织聚氯乙烯行业绿色低碳发

展研讨会暨“无汞催化合成氯乙烯绿

色技术”评价会，来自国家发展改革

委、生态环境部、清华大学等单位的

领导、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分别就当前

聚氯乙烯行业现状及汞污染防治工

作进展、无汞催化剂研发与工业化应

用等内容进行了主题报告。大家表

示，聚氯乙烯行业是氯碱工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行业的绿色转型是大势所

趋，要实现聚氯乙烯行业的绿色低碳

转型，重点要在电石法聚氯乙烯生产

工艺上进行改进，在节能减排技术开

发应用上下功夫。

专家组成员认为，“无汞催化合

成氯乙烯绿色技术”采用高活性、高

选择性的无汞触媒技术生产高性能

树脂，从工艺源头实现无汞化，节能

降碳效果明显，是对传统工艺的重大

技术革新。积极推动无汞绿色技术

研发应用有助于履行相关国际公约，

有效避免汞对环境的污染，对促进行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晓川

抖音送外卖 能否让你“心动”

近日，空中客车

宣布，空客天津宽体

机完成和交付中心

A350项目正式运营，

其首架 A350 飞机正

式交付中国东方航空

集团有限公司。这也

是首架在中国完成交

付工作的空客 A350
飞机。图为空客工作

人员在空客 A350 飞

机前留影。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全球首台漂浮式海上风机闪耀咸阳高新元素

近日，由索尼（中国）有限公司教育事业部与AI探
索赛共同打造的 2021AI探索城市选拔赛——北京站

Koov选拔赛举行。赛事以“探索地心世界”为主题，采

取“创意展示+任务挑战”的形式进行，旨在激发青少年

学习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趣，提升青少年综合科学

素质。图为孩子们在进行编程比赛。

科技日报记者 洪星/摄

我国自主研制成功
电子变压器测试仪

本报讯 7月 21日常州大学发布，该校科研团队研制出

由软件算法、硬件驱动、智能治具构成的电子变压器测试仪，

实现测试频率 2MHz到 5MHz的技术突破，填补了国内高频

段电子变压器测试领域空白。

常州大学华罗庚学院机器人产业学院副教授莫琦介绍，

这是国内唯一可测试 20赫兹到 5兆赫兹宽频条件下电子变

压器参数的测试仪，可在千兆网卡、变压设备、微型电机等应

用场景进行使用。目前，已申请发明专利3项，样机通过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会科技成果鉴定，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我国电子行业发展迅猛，预计到2023年，仅电子元器件

市场规模将达2.1万亿元。而电子变压器作为电子行业基本

的元器件之一，其性能参数直接影响电子产品的性能、安全

性等指标，电子变压器测试成为电子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环

节，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医疗器械等领域。”常州大学华罗

庚学院薛子盛说。

据了解，该团队研发的测试仪能够在 20Hz-5MHz宽频

带范围内，实现宽频条件下电子变压器性能参数的高精度自

动测试，样机在四川长虹器件科技有限公司、常州瑞博电气

有限公司试用报告显示：最快可达到 13ms的测量速度，且能

保证测试的稳定性，同—产品的重复测试值一致性好，大大

提高了批量测试效率，而且在高速测试的同时，能够保证测

试的稳定性，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

“目前，我们正在加快该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今后形成量

产后，将有效解决我国相关产业实际测试情景人工误差大、

测试耗时长等问题，推动电子变压器测试仪走向中高端，为

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装备支撑。”莫琦说。

孙嘉隆 包海霞 过国忠

本报讯 （记者 李争粉） 7 月 22 日，

2021年中关村创新创业季系列精彩活动——

网络安全行业发展交流论坛暨未来智安

XDR2.0新品发布会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举办。

红杉资本中国董事总经理翟佳、国网联研院网

络安全技术分析中心数据安全负责人高阳春、

腾讯玄武实验室负责人于旸、未来智安 CEO
唐伽佳进行了主题演讲和分享，共同讨论网络

安全资本市场现状与变化、企业侧威胁检测创

新实践和最新攻防研究成果等，为推动网络威

胁检测与响应最新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建言献

策。

于旸在攻防研究层面主题演讲中提到，网

络安全的本质是一个对抗，网络安全核心就是

对抗，这是个不变的主题，攻防双方都会想方

设法比对方更强，从而导致攻防双方技术层面

的不断演进。

论坛上，未来智安正式发布了国内首个

XDR扩展威胁检测平台产品XDR 2.0。该平

台通过部署在服务器&主机终端的“EDR终端

威胁检测与响应”Agent 和流量侧的“NDR网

络威胁检测及响应”及其他异构安全设备,利
用统一数据接入总线汇集主机和流量的各类

安全事件日志(Event)和告警(Alert),基于未来

智安自研的基于跨终端、跨网络、多数据纬度

的攻击事件(Incident)挖掘引擎完整回溯攻击

链。威胁分析和溯源效率更高，告警频率降低

50倍，安全运营效率提升8倍以上。

“XDR 技术解决的是网络安全中威胁检

测不精准、告警海量响应效率低下的核心痛

点。”唐伽佳表示，知名咨询机构 Gartner 近两

年也将XDR评为十大安全项目之一，国际一

流厂商如 CISCO、PalAlto 等都发布了相应的

XDR产品，客户接受度极高，未来智安核心产

品XDR已经在国家电网、电信运营商等客户

实际部署应用。

国内首个XDR扩展威胁检测平台产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