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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人工智能时代，当自动驾驶成

为可能，你以为司机就可以彻底脱
离驾驶，甚至在开车时闭眼睡觉了
吗？答案显然是：不能！

日前，一起发生在美国的车祸
让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陷入舆论漩
涡。一位华裔苹果工程师不久前在
加州驾驶特斯拉车时发生车祸，工
程师丧生。据特斯拉方面称，事前
系统曾提醒司机重新操控车辆，但
司机没有刹车，也没有采取任何措
施避免撞车。事后认定，这位身亡
的司机负有全部责任，可是关于自
动驾驶的安全性，却值得人们反思。

事实上，此前自动驾驶在国内
也发生过车祸致死事故。尽管特斯
拉中国官网的宣传页上强调了“所
有”车型“均配备全自动驾驶功能
的硬件”，但从多起车祸中能够发现
一个问题：车辆使用中仍然需要人
来配合操作，目前尚未实现完全的
无人驾驶。

由此带来一个问题：自动驾驶汽
车，是不是该给司机单独设个驾照？

不过，现行 《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 所规定的机动车驾
驶人准予驾驶的车型中并不包含自
动驾驶汽车，现有驾照使用规范同样未详细规定持
有何种驾照可驾驶自动驾驶车辆。

既然目前自动驾驶并不能完全脱离人的驾驶，
那么司机就该接受相应的技能培训，交通执法部门
也该有配套的驾照体系来作为执法依据。毕竟是涉
及人命，每一个自动驾驶车辆上的司机都应该考个
驾照，这样“持证上岗”，才能给路人以安全感。

自动驾驶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产物，社会的确
应该给予包容。然而，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
动驾驶车辆上路，不仅仅关乎司机本人安全，也关
乎他人安全，甚至关乎社会秩序的保持。

现行的驾照体系里，关于“自动驾驶”的条文
尚是空白。科技发展迅猛，政策相对滞后可以理
解。但在自动驾驶车辆频繁发生车祸后，如何保护
公众安全，值得人们高度重视和谨慎对待。在自动
驾驶已经上路的今天，单独为自动驾驶司机进行特
定培训和发证，既是可行也是必行的。

引领新零售潮流

小陈住在广州市的超级物种漫广场
店附近，最近她通过“永辉生活”小程
序下单购买了一条鱼，原本以为要等几
十分钟，没想到配送员 10 多分钟就送
到了。

送得这么快，原因在于多了一名
“无人机”快递员。工作人员收到小陈订
单后，马上拣货，将鱼放入位于起降台
的无人机中，点击“起飞”按钮，无人
机即按照预定航线将鱼送到小陈所在的
小区。飞机降落前，收到提示的配送骑
手早已提前到达小区内的飞机降落点，
取走商品，完成“最后100米”配送。

这是国内第一批获批的无人机物流
配送常态化运行飞行航线。迄今，负责
运营该航线的亿航物流无人机团队已在
这条固定航线上完成了 600 多架次的零
故障安全飞行试运营。经测算，无人机
配送可节省 40%-60%的配送时间。待航
线扩充、形成空中物流网之后，规模化
运营的配送成本可降低50%。

其实，这并不是唯一开展无人机即
时配送的企业。早在 5 月 29 日，网络外
卖送餐平台饿了么便宣布获准开辟一批
无人机即时配送航线，送餐无人机正式
投入商业运营。据了解，饿了么本次获
准飞行的无人机航线共 17条，服务外卖
商家 100 多家。这些航线最远的飞行距
离为 3.5 公里，最短的为 1.5 公里，平均
2.2公里。无人机投入使用后，本地即时
配送时效将从30分钟缩短至20分钟。

无人机送餐、送生鲜好处很多，既
降低了送餐成本和风险，又能在天气恶
劣或地形复杂的送餐条件下尽快把外卖

送到消费者手中。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行
业专家张健表示，从提高效率、增强体
验度来说，无人机即时送餐业务符合新
零售的特征。

苏宁金融研究院新产业研究中心评
论称，首批无人机航线启用，标志着

“未来物流”战略的落地迈出重要一步，
即时配送行业加快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
密集型进化。

受多种因素制约

相对于中国迈出实践步伐，海外无
人机即时配送还在计划之中。

在印度北部最大城市勒克瑙，一家
名叫鹰利的科技企业与当地网络送餐
平台合作，推出了无人机送印度奶茶
服务。目前，该送餐无人机航程为 10

公里，技术人员正计划将其提升至 50
公里；同时致力研发 6 轴无人机，以提
高负载重量。不过，该服务航线目前
尚需当地民航局批准。在美国，著名
送餐服务企业优步餐饮正计划在圣地
牙哥开展无人机送餐业务，送餐时间
为 5 至 30 分钟。

海外媒体评论，无人机配送相比传
统物流，配送时间极大缩短，适合小批
量、高端、定制化配送，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高品质、个性化追求，是未来物
流的大趋势。

张健认为，国外实施无人机送货是
基于国外很多地方地广人稀，商业区与
居住区距离较远，导致配送距离远，加
上国外发达国家的人力成本高，发展无
人机能够降低成本。在中国，无人机送
货成本与人工送货成本相比尚无绝对优

势。因此，从目前看，国内无人机送餐
更像是一种噱头。

专家表示，目前有许多因素制约无
人机即时送餐业务发展。首先是低空航
线是受国家管制的区域，无人机航线不
会规模性开放。其次是无人机成本很
高，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加大。同时，如
何确保无人机不会因故障导致货物坠落
造成人员伤亡，也是需要关注的。

商业化还有多远？

目前，无人机即时配送业务的政策制
定和技术可行性测试已经取得很大突破。

从航空管制政策条件来看，2017 年
10 月，中国民航局和亿航、华为等企业
在上海成立国内首个低空数字化应用创
新基地。今年 2 月，由中国民航局、亿
航、华为、中国移动等共同发布 《低空
联网无人机安全飞行测试报告》，通过实
施联网无人机监管项目技术测试，深度
研究测试蜂窝网络在无人机监管方面的
有效性，进一步验证了国际电信联盟提
出的“利用现有蜂窝网络对低空轻小无
人机进行监管”的技术可行性。

对于人们在安全方面的担心，一些
研发企业宣称正在进行技术升级。亿航
物流无人机的研究人员称，其无人机采
用内置通信模块，让无人机联上 4G 网
络；然后通过专门的基站动态实时计
算，使系统定位精度可达 30厘米级，可
以实现安全精准送达。

更多专家认为，新零售强调“快”
和“鲜”，随着无人机配送的安全技术升
级，政策配套跟上，无人机的配送重量
会增多，运营成本将大幅降低，未来其
商业化潜力将会充分显现。

6 月 11 日，学而思网校正式发布“1+X”大科学课程体
系，成为国内首家上线“大科学”课程的课外教育机构，标
志着学而思网校在素养教育方面的探索又迈进了一大步。大
科学课程体系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威曼教授担任高级教研
员，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共同参与研发。图为卡尔·威曼教授与
大科学学生交流。 徐 成摄

不久前，马克·扎克伯
格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就

“脸书信息泄露事件”接受
近百位议员的发问，最终在
鏖战 10 小时后顺利通关，
一时间再成焦点人物。如今
谈及脸书和扎克伯格，多数
人会自动将两者画上等号。
鲜为人知的是，脸书这家坐
拥 近 20 亿 用 户 的 社 交 帝
国，当年在哈佛大学宿舍内

蹒跚起步时，也有扎克伯格的大学师哥埃德华多·萨瓦林的一
份功劳。

萨瓦林 1982年出生于巴西圣保罗并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
阿密长大。他的父亲从事出口和房地产生意，母亲是一位心
理学家。萨瓦林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展现了惊人的经商头
脑：他利用巴西宽松的内幕交易规则，投资石油生意并赚取
了 30 万美元。当然，这对天才的萨瓦林来说只是牛刀小试，
重头戏还在后面。

萨瓦林读大三时，结识了小他一届的扎克伯格。在注意到
哈佛学生缺少一个专门的社交网站后，两人一拍即合，于 2004
年推出脸书网站。作为联合创始人，彼时萨瓦林担任首席财务
官和业务经理。不过，未能亲历脸书的疯狂扩张，萨瓦林就因
利益问题与扎克伯格对薄公堂。最终二人庭外和解，萨瓦林签
署了一份保密合同，其联合创始人的身份也获得了脸书的承
认。2010年好莱坞电影《社交网络》上映，这部电影记录了脸书
的发家史以及萨瓦林与扎克伯格二人分道扬镳的故事。

自 2009年以来，萨瓦林一直住在新加坡。他宣称“对新
加坡的工作和生活感兴趣”，于2011年宣布放弃美国国籍，正
式成为新加坡公民。如今的萨瓦林，显然已变成一位活跃的
风险投资者。他与别人联合创办了风险投资基金“B 资本”，
并以印度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投资区域。在萨瓦林
看来，他可以为这些地区创造重要的价值。

带来三维新体验

在太空中翱翔是不少小朋友的愿望，但目前却
没有小朋友能够实现它。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小朋
友过把太空瘾。最近，北京王府井的某个游乐场就
引进了“中国神舟返回舱虚拟现实体验科普设备”。
该设备的真实感完全可以媲美专业的飞船模拟器。
据了解，小朋友坐进“船舱”后，能够以杨利伟的
视角体验“飞船”起飞时的震动感，还可以欣赏到

“舱外”璀璨的“星空”。登陆“月球”后，小朋友
们还可以驾驶“月球车”漫游“月球”。

虚拟现实技术又被称为“科技之眼”，因为其主
要是利用电脑模拟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
调动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通过情景模拟，让
使用者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在最初阶段，虚拟现实技术大都应用在娱乐领
域。电影院的观众利用该技术可以完全沉浸于电影
故事中；体育爱好者可以在家里与朋友们“比”一场足
球赛；小朋友们也能足不出户地看马戏团表演……
但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已不再限于娱乐领域，医疗、工
业、教育、广告、文化等领域也开始出现虚拟现实的

“身影”。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就通过虚拟现实设备
对伤患进行止痛和安抚；中国制造的虚拟现实眼镜也
已成功应用在航天员的心理舒缓上；在贵州惠水五所
小学，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课堂教学中。

行业融合正当时

网络时代，线上购物已成为人们主要的消费方
式之一。但因为照片二维展示的局限性，顾客不能
全方位地考察商品。与实体店购物相比，线上购物
的体验并不完美。但虚拟现实购物可以弥补线上购
物的不足。顾客只需戴上一副虚拟现实眼镜，就可
以在家虚拟试衣、配色，犹如逛实体店一样。

“在工业领域，虚拟现实眼镜可以参与远程指
导、可视化装配、操作培训、数据采集、透明管理
等多个生产环节。在新闻直播领域，国内众多知名
媒体已经成功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新闻报道中。”
在 2018 世界 VR 产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电
子信息司副司长吴胜武在谈及虚拟现实对各行各业
的影响时作了上述阐述。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虚拟现实技术正逐渐走进
百姓生活，它的高度仿真模拟能力给人们带来全新

的体验。它与医疗、教育、文化等行业的“亲密互
动”，也会对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产生深远的影
响。最重要的是，它还会给现存的服务模式和商业
模式带来改变。未来，人们生活将会因虚拟现实技
术的应用而变得更加美好。

“造梦空间”市场广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虚拟现实风
潮。与此同时，中国的虚拟现实技术也有了长足的
发展，在核心关键技术、产品研发等方面取得了突
破，部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技术在改变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广阔的市场。
据工信部副部长罗文透露，2017 年我国虚拟现实产
业市场规模达到 160 亿元，同比增长 164%。此外，
在关键核心技术和重点应用领域，中国的虚拟现实
技术已经在工业、军事、医疗、航天、教育、娱乐
等领域形成较为成熟的应用。未来，虚拟现实技术
将撬动上万亿元的新兴市场。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22年虚拟现
实行业发展前景及投资机会分析报告》 数据显示，
在中国虚拟现实行业收入构成方面，随着中国消费
者的内容消费习惯逐渐养成，虚拟现实软件收入将
逐渐提升，预计 2018 年中国虚拟现实行业总收入
中，软件收入将占到30%，硬件收入占比为70%。

有观点认为，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为人类“造
梦”，它能使一些原本遥不可及的事情变得“触手可
及”。也正因如此，它的市场也许是下一个蓝海。

自
动
驾
驶
莫
变
﹃
无
证
驾
驶
﹄

海
外
网

庞

晟

埃德华多·萨瓦林：

半路分手的脸书创始人
海外网 刘 强

首批送餐航线获准 配送时间缩短近半

无人机送餐，这个可以有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如果有一天您在网上下单定一份外卖或生鲜如果有一天您在网上下单定一份外卖或生鲜，，几分钟内配送员提着餐盒来敲门几分钟内配送员提着餐盒来敲门，，不要惊不要惊

讶讶，，配送队伍里加入了无人机配送队伍里加入了无人机。。机器人代劳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了吗机器人代劳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了吗？？专家表示专家表示，，如今无人机商如今无人机商

业应用在海内外蓬勃发展业应用在海内外蓬勃发展，，总体来看未来前景美好总体来看未来前景美好；；但是要将目前看起来更像是噱头的事物真但是要将目前看起来更像是噱头的事物真

正转变为一种新趋势正转变为一种新趋势，，需要解决好面临的多重困难需要解决好面临的多重困难。。

虚拟现实技术撬动新兴市场

用“科技之眼”看别样“风景”
海外网 孙任鹏

虚拟现实技术撬动新兴市场

用“科技之眼”看别样“风景”
海外网 孙任鹏

不久前，北京市民王瑜第一次感受到了虚拟现实技术 （VR)的力量。她坐在蛋壳一样的机器中，戴上头显设备，
在1平方米的范围内就体验了以往只能在大型游乐场才能玩到的“云霄飞车”。体验结束后，她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连声
说道：“太真实了！就像真的在坐‘云霄飞车’一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虚拟现实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不少
人也像王瑜一样，通过不同的方式体验了虚拟现实并被其带来的真实感所震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在很
多行业得到运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和行业的格局。

中国民用无人机制造快速发展中国民用无人机制造快速发展，，给给生活带来改变与惊喜生活带来改变与惊喜。。 胡高雷胡高雷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互联网大咖秀

河北省廊坊市的学生利用河北省廊坊市的学生利用VRVR技术体验技术体验““太空穿越太空穿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史自强史自强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