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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导航、快递外卖、在线问诊、网络购物……作

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基础支撑，提供位置服务的地理信

息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新技术的加入，地图应用大显身手，在疫情防控、智

慧交通、自动驾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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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互联网大咖秀

逐渐“嵌入”各行各业

当下，地图应用正在与各行各业融合，助力打
造更加智能的生活：在上海洋山深水港码头，自动

引导运输车在堆场中来回穿梭，实现了装货卸货的
“自动搬运”；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大佘太镇，沿预设路线自行作业的无人机在农田
上空播种，每千米播种偏差不超过2厘米；在许多景
区，地图应用能实时定位到景点位置，然后自动开
启讲解服务……

近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
借助超过 2000个地基增强站，北斗系统具备为用户
提供分米级、厘米级甚至是毫米级定位精度的能
力。可以预见，基于北斗导航服务的行业应用将进
一步加速落地。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地理信息系
统、智慧城市建设、不动产管理等领域，地图应用
将发挥更大作用。

孙玉国表示，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理信息在与其他领域和技术的融合方面拥有巨大
潜力与空间。中国正推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高精度时空基准服务、智
慧汽车基础地图、道路交通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攻
关，服务智能医养等各类新需求。

点燃更多人对科学的热情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今年 3月，中国网络
视频用户规模达8.5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7.73亿，
占网民整体的 85.6%。随着短视频蓬勃发展，涌现出越
来越多拥有知识、热爱分享的科普达人。

人大附中物理老师、知名科普视频创作人李永乐近
日联合中科大副研究员袁岚峰等发起科普超能计划，他
们将依托西瓜视频平台，挖掘和培养更多科普创作新
人。自2017年5月入驻西瓜视频以来，李永乐长期分享
物理、数学等方面的科普知识，凭借有趣、独特的讲课
风格迅速走红。他已制作逾 400 部科普短视频，拥有超
过 1000 万粉丝，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超过 2000 万次。

“我感到自己的价值被互联网最大限度地放大了。”李永
乐说。

四川省广元中学化学老师、抖音科普达人向波通过
生活化的选题、趣味性的讲述、专业化的内容传递“万
物皆化学”的理念，深受学生和网友的喜爱。“原本自己
一堂课只能影响教室里的四五十名学生，但现在我是抖
音上 600多万粉丝的老师。”他坦言，“是学生帮我拍的
第一个抖音视频启发了我，用好传播工具，能够消弭知
识传播的时空壁垒，点燃更多人对于化学的热情。”

让抽象的科学“接地气”

相较于传统的图文形式，用短视频传播知识具有四
大特性：知识传播的即时化、知识呈现的人格化、隐性
知识的显性化、复杂知识的通俗化。专家表示，短视频
可以把知识点浓缩，以更加形象的方式传递给受众，生
动、有趣、互动性强，一改知识艰深枯燥的外貌，拉近
了大众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距离。

如何让知识解析变得好玩？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模
型师老原儿”本名叫宁原，原是央视科普节目的出镜实
验员。从传统媒体从业者到抖音、西瓜视频上活跃的科
普达人，宁原在做科普这件事上从不含糊，他把大量时
间花在查资料、做实验、找权威信源上，只为确保视频
内容的正确性。为了展现“双叉犀金龟如何把猎物挑
飞”，他特地从国外购买超高清昆虫视频，在家看了一遍
又一遍，就为了研究双叉犀金龟的准确动作。

“让抽象的科学‘接地气’”“让更多人知道科普和
生活密切相关”是宁原时常挂在嘴边的话。相比传统的
科学讲解，他擅长通过手工制作的逼真模型来呈现科学
原理，更喜欢“用实物，给镜头，让观众清晰地感知细
节”，这源于他曾从事的电视节目制作经验。宁原制作的
短视频通俗易懂、妙趣横生，包括山火为何复燃、小龙
虾的生理构造、蚊子为啥叮你等主题。“科普视频做得过
于高深或者晦涩，就达不到科普的效果，失去意义。”宁
原认为，“既能让小学生看懂，也能让成年人感到有趣，
这才是成功的科普视频。”

进一步推动“全民科普”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近日发布的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2020）》 显示，
直播和短视频将会持续发挥公益价值、社会价值。以短
视频为纽带的知识分享，可以满足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
了解和学习新知识的需求，在拓宽知识边界的同时，让
知识触达更多的受众。

在宁原看来，做科普视频的最大难点不在“科”，而
在“普”，即如何最大程度地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普及
给最广泛的受众。有位粉丝曾私信宁原，说在学校考试
的地理题中有一道是“山火”，她立刻想到了宁原发过的
视频并顺利解题。宁原得知后颇有成就感，他希望在课
本教育之外，用科普方式挖掘身边的细节，让大家尤其

是孩子们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心。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卢

静认为，短视频让她找到了一条与世界进行知识分享的
超级链接，“感觉短视频让在互联网上做知识的路子越来
越宽了”。

目前，许多短视频平台都构建了各有特色的科普内
容池。如抖音单个科普视频时长较短，知识点更聚焦，
讲解更直白，趣味性更强。而西瓜视频侧重于时间较长
的科普视频，内容信息量更大，观众接收到的知识更全
面、更连贯。

字节跳动副总裁张羽表示，对知识内容的大幅投
入，将有利于整个互联网内容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据
悉，截至今年 2月，抖音平台上粉丝过万的知识创作者
达9万个，共发布逾2586万个知识视频，累计播放量超
过2.4万亿次。业内人士指出，短视频平台打破知识传播
和理解的壁垒，有望成为“知识普惠”的助推器，推动
全民科普时代的到来。

北斗导航等相关服务将加速落地北斗导航等相关服务将加速落地

地图应用正在大显身手地图应用正在大显身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叶 子子

构建防疫“保护圈”

“您好！请出示健康码。”如今，进入商场、小
区、公园，健康码成为防疫标配。健康码背后，正
是大数据与地理信息的融合。

今年人们普遍因疫情减少外出，但地图应用的
使用频率仍居高不下。疫情发生后，各大地图平台
上线了一批助力疫情防控的新功能。例如，公交、
地铁客流量满载查询功能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所选线
路的乘车拥挤程度，提前做好线路安排，避免人群
扎堆；无接触酒店查询功能可以让用户筛选合适的
酒店资源，从而安心入住；新上线的热力图，则能
帮助大家查看实时人口流量密度；查看疫情小区、
搜索发热门诊、寻找附近的核酸检测点等功能也满
足了人们居家隔离、自我防控的信息需求。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孙玉国表示，今年
以来，数字化防疫经验表明，从卫生防疫到医疗养
老，地理信息的新需求不断释放，成为新基建的重

要内容。从国家发改委明确的新型基础设施范围
看，地理信息服务相关的物联网、智能交通基础设
施均涵盖在内。

打通导航“最后几米”

每晚下班后，北京的姚女士习惯了打开地图应
用，点击“打车”，自动定位出发地，手动输入目的

地，各种选择呈现在眼前：省钱的快车、传统的出
租车、服务较好的专车等都有，所需费用也预估出
来了，这正是地图应用提供的多平台多车型“一键
打车”服务。

“我感到现在地图应用越来越精细化，不管是
打车、骑车，还是乘公交地铁、开车自驾，都离
不开地图应用导航。”姚女士说，“尤其是 3D 实景
地图功能，以前在商场里找一家奶茶店，得靠一
双脚实地走、一张嘴不停问，现在靠地图就能循
着找过去。”

确实，除了远距离的驾车路线、中短距离的骑
车路线，关系人们“最后几米”的步行路线也有了
优化。地图应用的精度提高后，使用场景大大拓
展，用户体验也更好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龚健雅表示，室内与地下的导
航定位可以利用蓝牙、蜂窝基站等无线信号及各
类传感器，来解决地理信息应用“最后几米”的
问题。不为“最后几米”所阻隔，地图应用才能
更智慧。

助力自动驾驶发展

近日，拿到新车的刘先生体验了一把自动驾
驶。他说：“车会完全根据地图导航来行驶，再加
上全车 8 个摄像头 360 度识别周围的路况，自行变
道等都可以顺利完成。”自动驾驶离不开地理信息
服务，最重要的是高精地图、高精定位和实时路
况信息。

今年 2 月份，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科技
部、工信部等 11 部委联合发布 《智能汽车创新发
展战略》，其中明确提出了“智能汽车基础地图”
的概念。

业内人士称，根据目前各大车企公布的自动驾
驶规划及产业调研情况，2021年或是 L3 （有条件自
动驾驶） 级别自动驾驶汽车的量产元年，当下高精
地图供应商们正在抢抓机遇，与车企进行合作，提
升自动驾驶的水平。

有专家认为，伴随高精度地图搭载应用于自动

驾驶车辆，地图的更新也将成为自动驾驶汽车所需
的一项持续服务。此外，在高速路口复杂的匝道、
城市里人流车流聚集的路口、信号和光照都较差的
地下车库等场景下，地图应用如何保证安全出行，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Three UK是一家英国电信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总
部设在英格兰梅登黑德。该公司于2003年启动，通过网
络基础设施提供 3G、4G 和 5G 服务。罗伯特·芬尼根

（Robert Finnegan） 是公司首席执行官。
加入 Three UK 之前，芬尼根 2005 年开始担任 Three

Ireland公司的首席执行官。Three Ireland是爱尔兰领先的
移动运营商之一，拥有 35%的市场份额，客户逾 230万人。
在他的领导下，Three Ireland完成了 IT 和网络整合计划，
将业务转变为爱尔兰最大的数据网络。

由于芬尼根出色的领导能力和丰富的移动运营经
验，今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Three UK首席执行官。芬
尼根负责利用英国领先的频谱投资组合，为其1000万客
户带来独特的体验。据悉，Three Ireland与Three UK不
断展开资源整合。“Three Ireland 与 UK 合作，这对两家
公司的运营和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作为这两家公司
的首席执行官，我很高兴接受这一挑战。”芬尼根说。

一直以来，芬尼根都致力于通过有意义的产品、一流
的服务和互联互通的网络体验，为客户提供更好的网络生
活。如今，Three UK正在改造其网络和IT基础设施，以提
供市场领先的客户体验，成为英国人民和客户最喜爱的品
牌之一。自推出5G网络以来，Three UK在伦敦的5G基站
数量增加了1倍，覆盖数十万家庭。“我们的使命是为客户
提供更好的互联网通讯服务。”芬尼根说。

Three UK不断加大 5G 在英国的推广力度。2019年 8
月，Three UK 在伦敦市中心推出了 5G 网络，并开始在英
国其他地区推广5G网络。网络技术使用英国领先的5G频
谱组合，这使得Three UK有其他运营商无可比拟的优势。
芬尼根表示：“我们是唯一能确保国家最佳5G 100MHz频
谱的移动运营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
客户提供同样的服务。5G在智能城市、联网家庭和固定无
线宽带接入方面，无疑具有巨大潜力。”

图片来源于网络

罗伯特·芬尼根：

提供更好的5G网络体验
海外网 陈菲扬

拉近大众与科学知识的距离

科普短视频，让“高冷”知识更好玩
海外网 李雪钦

从美食美妆到科学教育，中国短视频内容正从泛娱乐休闲类向知识分享等专业化、垂直化的方向拓展。知识

科普类短视频渐成热门领域，以抖音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让科普更个性化、场景化，也使知识的普惠、分享和

共创成为可能。

科普达人宁原正在录制短视频。 曲 新摄

在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社区出入口，疫情防控
志愿者宋春娟 （右） 指导进入社区人员扫描健康宝
二维码。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副驾驶座上的测试员手持设备记录监测自动驾
驶车辆数据。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用户正在使用地图软件进行导航。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黑龙江省农垦红兴隆管理局友谊农场的一块
水田里，采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智能导航无人驾
驶水稻插秧机正在插秧。 刘帅冶摄

在黑龙江省农垦红兴隆管理局友谊农场的一块
水田里，采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智能导航无人驾
驶水稻插秧机正在插秧。 刘帅冶摄

在陕西省汉中市在陕西省汉中市，，无人机驾驶员操控多旋翼无人无人机驾驶员操控多旋翼无人
机机，，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ⅠⅠ级防洪点危岩山体进行级防洪点危岩山体进行
视频和图片数据采集视频和图片数据采集。。 杨静龙杨静龙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