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科教观潮 责编：张保淑 邮箱：beijing2008@people.cn责编：张保淑 邮箱：beijing2008@people.cn

2018年9月19日 星期三2018年9月19日 星期三

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支撑

对“智慧城市”这一概念的起源，中科院院士尹
浩在论坛发言中介绍说，2010 年，IBM 公司首次提
出“智慧城市”愿景，认为城市由关系到城市主要功
能的不同类型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环境 6个核心系
统组成：组织（人）、业务/政务、交通、通信、水和能
源。它们之间相互协作衔接，组成宏观系统。此
后，各类有关“智慧城市”的概念和模型架构及建设
实践在世界各地纷纷出现。

在尹浩看来，智慧城市的特征，是利用先进
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
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
谐、可持续发展。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引用了联合
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国际电信联盟联合给出的定
义，认为“智慧城市”就是创新城市，采用信息
通信技术和其他技术，改进生活质量、城市运行
与服务效率和竞争力，同时保证满足目前和未来
对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对智慧城
市的具体定义和描述虽然不同，但是就其涉及到
的技术创新层面有基本共识，认为以大数据、人
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

依托大数据构建虚拟城市

城市中最远的距离莫过于是红绿灯和摄像头，
虽然二者物理空间上近在咫尺，但是毫不关联。杭
州市萧山区基于城市大脑，实现了红绿灯与摄像头
之间的数据联结，优化红绿灯控制策略，大幅提高
了行车速度，特别是特种车辆的行车速度。邬贺铨
用这个例子来诠释充分挖掘交通大数据资源给城
市交通带来的重大变革，而这正是破解城市拥堵痼
疾的一帖良方。

邬贺铨提出，城市大数据是智慧城市的宝贵
资产。对于城市治理者来说，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
各类城市大数据，包括人口大数据库、法人大数据
库、地理信息大数据库、经济大数据库等。这些数

据库的共享、融合和充分挖掘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
要的信息基础设施，不仅可以大幅提高政府电子政
务水平、促进政务公开透明，而且可以借助大数据提
高交通通行效率、环保检测监督水平、社会治安保障
能力等。建设智慧城市要求不断增强对城市大数据
的搜集、储存、共享、挖掘、保护和利用的能力，提高信
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挖掘利用的集约性。

除了基于传统政务管理和服务形成的数据之

外，打造智慧城市所需的各类数据信息往往需要创
新性的采集和生成技术和手段。工程院院士、雷达
和信息处理专家毛二可告诉记者，像彭州这样的山
区城市，预防山体滑坡这类地质灾害是智慧城市建
设的必然内容，而引入边坡雷达技术，进行实时数
据收集和监测至关重要。

物联网联通城市的虚拟与现实

大数据对智慧城市建设而言当然很重要，但是
数据的来源和采集更为根本，基于数据分析进行的
反馈和控制才是目标所在，这就需要打造旨在实现
万物互联的物联网。这些年来，不同的行业已经开
始了相应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形成了与物理世界

（现实世界）相对应的数字世界（虚拟世界），而将这
两者关联和融合在一起的就是物联网。

“随着数字形式和物理形式建立映射关系，当
改变数字世界的映射状态时，物理世界的对象也相
应会发生变化，反之亦然。这种情况一旦形成，就
可以实现对万物的程序化控制。”尹浩所描述的前
景无疑是非常梦幻的，而这正是物联网致力于实现
的目标，因此，相关研究报告把物联网技术列为未
来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名单前三名甚至第一名。

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物联网，它给城市各方面
带来重大变革。实践上来看，物联网成为各国智慧
城市的核心基础要素，在城市管理、节能减排、智慧
交通等领域广泛应用。尹浩表示，就中国而言，一
半以上在建的智慧城市应用项目，如公共安全、交
通、医疗、环保、地下管网、水务、教育，均依托物联
网。它们以自动感知为基础、数据采集为手段、智
能控制为核心，实现物联网技术的综合集成应用。

超强计算打造城市大脑

当急救中心接到电话时，城市大脑可实时规划
出最优路线，精确预测到沿途每个路口到达的时
间，并且实时控制红绿灯。这是阿里 ET 城市大脑
应用于智慧城市的真实案例。它是基于阿里云开
发的超级人工智能，具备机器学习、智能语音交互、
生物识别、情感分析等基础能力，此外，还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处理能力，通过多维感
知、全局洞察、实时决策、持续进化的方式，帮助城
市运行管理者在复杂局面下快速做出更优决定。

在接受采访中，邬贺铨、尹浩等院士都不约而
同强调基于超强计算的智能处理，特别是人工智能
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重大意义。各类数据通过传
感器等途径收集之后，进行存储和处理分析，这依
赖于超级计算机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以此为支
撑，通过云平台，实现远程信息的快速分析处理。

近年来，中国在超算领域取得重大进步，开发
出“神威太湖之光”等世界顶级水平的装备，为智慧
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在邬贺铨、尹
浩看来，云计算能力对智慧城市建设来说还是不够
的，还需要距离终端更近、比“云”更低的“雾”计算
和“霾”计算，也就是说减少信息处理层级，在更低
层面实现信息处理，以减少计算时延。

计算能力的提升取决于诸多方面，最根本的有
芯片、软件等几大因素。邬贺铨指出，中国亟须继
续奋发努力，补齐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短板，同时，移
动互联的发展为中国企业在芯片领域的追赶提供
了机遇。他盛赞华为近日发布的“麒麟 980”7 纳米
手机芯片，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在集成电路领域的一
个重大突破。尹浩详细列出了中国企业目前在芯
片几大细分领域的市场表现，指出要实现相关规划
提出的宏伟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太空虽然看起来非常美丽，但是如果宇航员不穿航天服就走出航天器，
那将非常可怕。由于没有氧气和外部气压，人类在15秒甚至更短时间内就
会昏迷，血液和体液会“沸腾”，组织和器官会膨胀；会遭受极端的温度对
比和变化之害，在阳光好阴影下的温差超过300摄氏度；会遭受宇宙射线、
太阳辐射的带电粒子的伤害；可能会受到高速移动的微小尘埃、岩石（微流
星体）或卫星及航天器碎片的撞击。

舱外航天服守护宇航员生命，是其完成太空任务的必备装备。它能够提
供加压的环境，给航天员供氧并同时去除二氧化碳。同时，它能保持舒适的
温度并能保护航天员免受微流星体和辐射的伤害。此外，它还能让航天员有
清晰的视线，能够轻松自如地移动，并能与外界交流。

航天服的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就像轮胎一样，航天服实质上是
一个受到一层氯丁橡胶涂层纤维包裹的“膨胀气球”。对航天服的“气球”
部分施加的限制向内部的航天员提供气压，这就好比在纸管内吹气球一样。
航天服通过提供空气压力防止航天员的体液沸腾。

大多数航天服是在低于正常大气压的环境下工作的，因此，在航天员适
应太空行走之前，必须降低航天器机舱压力。否则，由于航天服和舱内的压
力变化，太空行走的航天员会有患减压病的危险。

航天服内不能使用正常的空气——78％的氮气，21％的氧气和1％的其
他气体——因为低压会使肺部和血液中氧气浓度变低，这是很危险的，就像
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一样。大多数航天服提供纯氧用于航天员呼吸。这些氧气
或通过脐带从飞船或航天服生命维持系统中获取。

飞船和国际空间站里都有正常的混合空气，这些混合空气可以模拟地球
上的大气环境。因此，在穿上航天服进行太空行走之前，航天员必须预先呼
吸一段时间纯氧，清除血液和组织中的氮气，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

在航天服的狭小空间内，二氧化碳浓度有可能达到致命水平。因此，多
余的二氧化碳必须从航天服中清除掉。航天服使用氢氧化锂罐来去除二氧化
碳。这些过滤罐位于航天服的生命维持背包或航天器中。

为了应对极端的空间环境，大多数航天服都使用织物层（氯丁橡胶、涤
纶等） 以达到很强的绝热效
果，并覆盖有反射外层 （聚酯
薄膜或白色织物） 以反射阳
光。航天员的身体会产生热
量，尤其是在进行剧烈活动的
时候。如果产生的热量没有及
时消除，航天员产生的汗水就
会使头盔蒙上一层水雾，同时
航天员会严重脱水。在“双子
星”任务中进行太空行走时，
航天员尤金·塞尔南的体重就
减轻了数磅。航天服采用了风
扇/热交换器吹冷气或液冷服降
温的方法来排走多余的热量，
如水星和双子座计划就是使用
前面一种方法，而液冷服降温
的方式则从“阿波罗”计划一
直使用到今天。

航天服拥有多层耐用织
物，如涤纶或芳纶，以此来保
护航天员免受微流星体的撞
击。这些织物层也能够防止航
天服在飞船、行星或月球的裸
露表面上意外破裂。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航天
服只能提供有限的辐射防护，
其中一些防护得益于它内置的
聚酯薄膜反射涂层，但是航天
服对太阳耀斑的辐射防护能力
不强。因此，太空行走常常要
在太阳活动不剧烈的时间段进
行。

航天服的头盔多是由透明
塑料或耐用聚碳酸酯制成的。
大多数头盔上都有反射阳光的
覆盖物和用于减少眩光的有色
遮阳板，其原理和太阳镜一
样。在太空行走之前，头盔的
内侧面板上都会被喷上防雾化
合物。为了便于航天员看到阴影处的目标，现代航天服头盔都安装了照明系
统。

在臃肿的航天服内，活动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航天服的
织物上配备了特殊的接缝或锥形设计，帮助航天员手、手臂、腿、膝盖和脚
踝能正常地弯曲。

航天服配有无线电发射器/接收器，这样太空行走的航天员可以与地面控
制器或其他航天员进行交谈。 航天员还佩带着麦克风和耳机。发射器/接收
器放置在航天员的胸包/背包里。

在失重环境下，如果你推动某个物体，你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去。早
期太空行走的航天员报告了很多关于运动时位置保持的问题。当他们试图转
动扳手时，他们就会飞向相反的方向。因此，航天器上都配备了脚限制器和
扶手，以此帮助航天员在微重力环境下作业。此外，在执行任务之前，航天
员会在地球上利用中性浮力水槽练习太空行走。

美国航天局还开发了一些航天服机动装置，这些装置可以使航天员在不
受航天器的束缚下在太空中自由移动。其中一种被称为载人机动单元
（MMU），是一种带有操纵杆控制的气体推进器动力椅。美国航天局还开发了
一种可以背在身上的氮气推进装置，称为“舱外活动简便救援装置”（SAF-
ER）。当航天员和航天器分离时，这种装置可以帮助航天员返回飞船或空间
站。 SAFER可装载1.4千克的氮气推进剂，并可以将航天员的速度最多改变
约3米/秒。

（微信公号《太空梦想》供稿）

本报电（记者 孙亚慧） 近日，由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中国教育大
数据研究院、众美集团、首页大数据联合编制的《教育行业居住工作定制白
皮书》在北京正式发布。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六省市在
教育从业人员居住指数总体得分上走在全国前列。

白皮书基于全国居住指数，从教育行业居住指数总体得分、教育行业内
部评价、宏观居住环境评价、教育行业内部的宏观居住环境评价等维度进行
分析，比较了当前教育行业的居住现状。从研究结果来看，全国不同地区发
展程度不同，差异较大，需因地制宜采取措施来解决教师的居住问题。

“教育影响的是几代人”，中国信息服务中心大数据研究室主任江青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全社会要尊重教育行业、尊重教育价值。如今，教师的收
入增长了，但在居住方面仍面临困难。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努力满足教师
的居住需求，让老师住有所乐。”

同时，白皮书还对京津冀高校从业人群的职住需求进行调查分析，发现
教师在职住距离、户型、周边配套服务方面的需求也具备职业特性。“这次
白皮书的发布是一个起点”，众美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许成祝告诉记者，“能
够用大数据的方法让我们准确了解教师的居住需求。今后我们会整合政产学
研金多方资源，打通链条，用个性化的定制来服务教师群体。”

院士眼中的智慧城市眼中的智慧城市
本报记者 张保淑

“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
蒂格利茨的这一判断广为传播，他敏锐地看到，拥有13亿
多人的中国正在上演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
程将给世界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城市化是在汹涌澎湃的新科技革命浪潮背景下推进的，
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交往方式，而且正在从根本

上变革城市的运行、管理、服务方式，使得城市生活更加智
能化，由此催生了现代“智慧城市”，而这正是中国城市化
进程中最激动人心的发展机遇。

智慧城市的内涵是什么？支撑智慧城市的核心技术
有哪些？目前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推进情况怎么？这些无
疑是人们在此领域中最关注的问题。近日，在四川省彭州
市举行的智慧城市院士论坛上，与会的各位院士就上述热
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探寻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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