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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功发射试验性气象卫
星“风云一号”，这是中国自行研
制和发射的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
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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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点客户端

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场 景
未来应用场景已成为“现在时”

这是一场“科技盛宴”。本届物博
会内外场总展出面积达6万平方米，较
去年增加 20%，为历届展出规模最
大。展会内场沉浸式体验、互动式体验
目不暇接，展会外场营造“物联网公园”
沉浸式互动体验展区，未来应用场景就
在眼前。

拿个“镜子”照在文物上，浮雕和纹
饰竟“活灵活现”动了起来。在中国移动
展台上，记者注意到这神奇的一幕。工
作人员介绍，这是采用了“5G+AR”混合
现实技术的数字画屏。用户只需拿起画
屏，在互联网上随便搜索一张古画或文
物，照一照就能让文物活起来，足不出户
即可深度学习历史文化。该项技术依托
音视频流媒体、精细3D模型与实景高精
度叠加，经过大量的智能运算交云端承
载，在终端设备上集中超清显示，最终实
现“把博物馆带回家”的应用场景。

打开医护机器人，量一量血压，测
一测血糖，数据便实时传输到医护工作
站，身体状况是否健康立马就得到反
馈。华云数据展台前，市民排队体验家
庭医护工作站。“智能医护工作站为患
者诊治的过程就是一次医疗物联网实
践，它将每次测量数据存储、分析并形
成报告，便于患者了解病情发展趋势，
也便于医生进行连续性的管理与及时
干预。”华云数据集团首席技术官谭瑞
忠介绍，随着诊断病例的增加，逐渐形
成一个大规模数据库，通过精准分析，
就可以帮助家庭和小型的社区医院建
立智能辅助诊疗体系，帮助基层医院对
慢病患者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进行更加
规范和个性化的诊治，提高基层医院的
诊疗水平。在医疗物联网的背后，支撑
它的是华云数据最新发布的国产通用
型云操作系统安超OS。这款操作系统
打破国外软件“一家独大”的局面，使得
传统产业物联网更容易实现，大数据分
析更快更精准。

移动肺癌筛查车、智能扫码餐厅、
无人监管超市、3D虚拟试衣镜……场
馆内外，互动沉浸式体验触手可及，充
满智慧的未来城市生活场景正在成为

“现在时”。

观 点
物联网，下一个产业竞争制高点

“20年前，物联网概念正式问世。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
续推进，物联网从抽象概念到场景落
地、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离我们越来
越近。”在博览会主峰会上，工业和信息
化部副部长王志军表示，物联网为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融合创新
提供了重要平台，正在成为互联网之后
又一个产业竞争制高点。

“物联网的蓬勃生长，有力推动了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有效带动了
无锡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
动能。”无锡市委书记李小敏认为，未来
将看到，生产场景向“智能”加快重构，
生活场景因“智联”加快重绘，城市场景
靠“智慧”加快重塑。

“目前航天技术已经在智能交通、
智慧能源、智慧政务、智慧民生、安全
应急管理、大数据应用等领域获得广
泛应用，成为物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
支撑力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
袁洁认为，应发掘航天技术转化应用
于物联网行业的可能性，如北斗导航
等技术可为智能交通提供支持，为解
决城市交通道路“多而堵、事故多而
频”等典型问题提高可靠、可落地、可
持续产品与解决方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梅宏在演讲中表示，
中国是制造大国和互联网大国，作为物
联网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工业互联网创
新发展具备丰富的应用场景、广阔的市
场空间和巨大的推进动力。

梅宏认为，发展工业互联网需要新
思路。像传统消费互联网那样以烧钱、
聚人气、圈用户、攒流量、广告和会员费
来支撑收入的商业模式难以复制到工
业互联网；在技术研发方面，不同于互
联网技术已高度成熟(TCP/IP协议)，工
业互联网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技术路线
并不明朗；在实施主体上，与消费互联
网赢者通吃的格局不同，工业互联网需
要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因此，发展工
业互联网更需要‘蹄疾步稳求实效’，要
防止‘政府热、企业冷’，不宜一味追求
规模，要高度关注问题导向，并且技术
与应用两手抓，从而推动工业互联网更
快、更好地发展。”梅宏说。

机 遇
推动物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

当前，5G通信、边缘计算、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加速迭代和演进，高速率、
大带宽、广覆盖、低时延、强算力，推动
物联网迎来规模化发展的窗口期和新
一轮生态布局的机遇期，王志军认为，
物联网发展呈现“融合创新、万物智联、
生态布局”的新特点。

谈及构建良好的物联网生态体
系，王志军提出5点建议。其中包括，
加强科技创新，优化技术供给；深耕行
业应用，以应用促发展；深化机制改
革，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培育新动能；夯实安全基
础，强化保障水平。应始终将安全问
题放在首位，加快构建物联网安全保
障体系，增强物联网基础设施、重大系
统、重要信息的安全保障能力，构建泛
在安全的物联网。

“5G 在互联网的连接速度将在
2021年迎来爆发拐点。”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华认为，
在5G时代，共建共享将成为网络快速
铺开的助推器，有利于推动5G高质量
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王传君提出，车联网是新的发展方
向。他说，以车联网为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的物联网，将会是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之后新的发展方向。通过把车
和车、车和行人、车和基础设施、车和
云端、车和指挥中心相连，车联网可以
有效提升出行效率，把目的地周边地
区的交通状况更准确及时告知车主。
车联网实现了车和车的实时通讯，车
辆便能以更高的速度、更短的车轮时
距更快地通行；车联网可以精确发现
道路上的危险状况、弯坡、违法行为
等，实现车辆行驶的安全。

“无锡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物联
网发展的高地，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
机理研究，在话语权上都已经占领了
全球的制高点。从产值上面来看，无
锡也当之无愧是中国物联网产业的高
地。”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刘海
涛表示，下一个十年将是物联网推升
第三次信息产业浪潮的十年，这个十
年，无锡能抓住机遇定会成为中国信
息产业的领军者。

本报记者 张 宣

指 纹 识 别 、
人脸识别、智能
控制、智能机器
人……近年来，
人工智能犹如一
柄魔杖，激活了一

个个丰富生动的应用场景。9月5日
举行的国际（南京）人工智能技术前沿
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人工智能大咖纵论
人工智能时代的“无限可能”。

未来最好的家庭护理可能是
情感机器人

机器人会跳舞、会聊天、还会做家
务，但它会不会像人类一样有情感呢？
日本工程院院士任福继认为，人工智能
有三个层次，分别是计算智能、感知智
能、认知智能。在计算智能中，机器人远
超人类；在感知智能上，机器人和人类各
有千秋；而在认知智能，也就是理解能力
和情感上，机器人远远不及人类。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日本留学，
负责工业机器人项目。那时，全世界
2/3的工业机器人都在日本。不管是
政府官员、公司老板还是大学教授，都

希望把机器人引入家庭，但很遗憾，到
现在都没能如愿。”任福继说，因为机器
人没有情感，人类不需要一个冷冰冰的
机器作伴，那时科学家们就开始在研究
机器人的情感。

“机器人虽然没有意识，没有自我价
值观，但是可以从外界信息的模拟来感
知，反而可以让人感觉它是有情感的，这
个是我们的目标。”任福继说，目前，团队
已经使用大数据分析赋予机器人的情感
模块，通过脑科学认识人的脑活动、情感
机制，然后把它覆盖到机器人上，制作出
情感机器人，它有与人相似的表情、情
绪、情感，代替人类在某些地方进行工
作。未来，或许每个人生下来就可以有
一个ID，这个ID由机器人给你管理，提供
给你最完整的情感信息、最好的家庭护
理，医生可能是情感机器人。

主流研究不支持让机器拥有
自主意识

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科
学伦理问题依然受到关注。近期，一
款换脸软件的诞生让社会再度广泛讨
论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问题——伦理

规范、法律约束一片苍白，隐私能不能
得到保护？

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理事长杨强
说，换脸软件是让人上传自己的图像，
然后以假乱真把一个小视频换成上传
的人脸，这对金融行业的安全提出了挑
战。“我们如何来识别一个人是真人
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人工智能
合成的人呢？如果不能突破这个技术
壁垒就会有大量的安全事故发生。”

造假的数据攻击是怎么形成的
呢？杨强说，这其实也可以数学化，在
输入的数据和模型两方面进行造假，所
以反欺诈就要针对这两者进行保护。
人工智能在应用方面有一个最新的研
究领域——对抗学习和反欺诈。研究
人员做各种数学演算，框架叫对抗学
习，最后可以形成各种模型，针对不同
的攻击方法可以形成不同的白盒模型，
使得造假完全通不过网关。

强人工智能“不能做、不该
做”

“关于人工智能有很多不同的观
点，常见的有两种观点：强人工智能和

弱人工智能。”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理
事长、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周
志华说，所谓强人工智能，就是希望研
制出和人一样聪明，甚至比人更聪明
的机器。科幻界、文学小说和电影中
就有不少，它们有自主意识，全面达到
甚至超过人类智能水平。而弱人工智
能，就是想让机器做事的时候聪明一
点就好了，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人
工智能的学术界，主要是在科学技术
发展方面。

此前，韩国科学技术院大学与军工
企业合作研发自主武器，遭全球50多
名人工智能学者联名抵制，周志华是唯
一一名中国内地学者。周志华认为，强
人工智能“不能做、不该做”。霍金、马
斯克等担忧的“人工智能威胁人类”，即
指强人工智能。迄今为止，主流研究都
不支持让机器拥有自主意识。

周志华说，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
剑”，如何合理利用技术造福人类，又能
更好地规避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这
是政府和社会应该考虑的问题，但目前
界定人工智能是否构成滥用还具有比
较大的争议。 本报记者 王 拓

持“人工智能”魔杖并非无所不能——

伦理规范，研究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成功试制新型喷气式
飞机。

人类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心
脏外科手术——德国法兰克福市
立医院的路易斯·雷恩医生对患
者进行了心脏缝合手术，在以后
的十几年中雷恩共进行了124例
心脏外科手术，手术成功率是
40%，而在此之前，心脏受伤者
的死亡率几乎是100%。

9月5日，2020年突破奖及新视
野奖公布，总额2160万美元的奖金
被用于奖励“制作第一张黑洞图像”等
科学突破。

突破奖，被誉为“科学界的奥斯
卡”，也被称为全世界最慷慨的科学
奖，单奖为300万美元，现已经是第八
个年头。突破奖每年都会表彰在生命
科学，基础物理学和数学领域的成就。

2020年突破奖基础物理奖颁发
给事件视界望远镜合作组织的347
位成员，他们为人类拍下了首张（超大
质量）黑洞照片。

2020年突破奖数学奖颁给亚历
克斯·埃斯金（Alex Eskin），他在阿贝
尔微分模空间的动力学和几何学上取
得了革命性突破。

2020突破奖生命科学奖颁发给
杰弗里·M·弗里德曼等四人，这些获
奖者的发现被认为解答了一些重要和
受到瞩目的科学问题，其中包括“确定
肥胖症的生物学基础”“发现痛觉的生
物化学机制”等。

此外，还有6个新视野奖（每个价
值10万美元）颁发给12位处于职业
早期阶段的青年科学家。其中，加州
理工学院陈谐，因“为理解物质的拓扑
态，以及物质与其拓扑态之间的关系
作出重要贡献”获得2020年新视野
物理学奖；加州理工学院朱歆文，因

“在算术代数几何中做出重要工作”获
得2020年新视野数学奖。

科学突破奖的奖金由谢尔盖·布
林，普莉希拉·陈和马克·扎克伯格，马
化腾，尤里·米尔纳和茱莉亚·米尔纳，
以及安妮·沃希斯基共同赞助。

（综 合）

2020年突破奖公布
黑洞拍摄团队等获奖

由浙江大学倡议，复旦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共同发起的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7
日在浙江大学发布首批五个项目。联
盟高校将发挥学科、人才与创新优势，
服务支撑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首批发布的五个项目为：复旦大
学牵头的智库论坛项目，上海交通大
学牵头的教学实践基地共建共享项
目，南京大学牵头的量子材料与物态
调控创新创业中心项目，浙江大学牵
头的知识产权协同转化创新平台项
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牵头的“面向未
来”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培
养项目。

当天，浙江大学还发布了《数字
长三角战略》（2019），从数字经济、数
字创新、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四个维度
构架数字长三角。报告指出，数字驱
动战略支撑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最终构建形成以数字经济、数字创
新、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为构架的数字
长三角。 （新华社）

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

发布首批合作项目

未知大于已知，聪明远超想象—

万物智联：
下一个“十年奇迹”极速开启

融合创新之城无锡，“万物智联”之声激荡太湖。9月7日，2019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如期而至。

十年前，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落户无锡，这枚神奇的石子激起了物联网发展的阵阵涟漪，如今

已激荡为滚滚波涛，汇聚成物联网发展的时代浪潮。

与会专家表示，机遇在前，抓住机遇即可以开启物联网发展的下一个“辉煌十年”。物联网发展

未知远远大于已知，物联世界的“聪明”远超想象。

题图为物博会现场。 贾军松摄

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