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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近日，由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福建农林大学国家
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黄河菌草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和菌草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会”在内蒙古阿拉善盟举行。出席会议
的有两院院士和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水利部、
科技部相关人员，联合国开发署驻华办事处代表，国内企业界人
士以及来自埃及、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 16个国家的代表共 100
余人。

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
计。1997 年，菌草技术被列为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的重点项目，
该技术发明人、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研究员带领菌草科研团队在
黄河宁夏段的荒漠、戈壁与盐碱地种植菌草获得成功，此后又与
沿黄河九省区的近 20 家政府机构和 30 多家科研院校开展深入合
作，进行推广应用，有关成果先后获得内蒙古和宁夏的科技进步
奖项，黄河水利委员会把菌草技术列为全流域推广技术，林占熺
研究员获得“中国生态英雄”称号。

与会代表现场考察了阿拉善乌兰布和沙漠菌草治沙试验示范
基地的多种沙地治理开发模式，高度评价菌草生态治理技术的创
新发展，认为菌草技术作为中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自主知识产
权技术，为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和生态产业开发开辟了新的途径，
对中国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荒漠化治理和高效开发具有重要
意义。 （林冬梅）

走进家门时灯就会亮起，音响里
播放着舒缓的音乐，天黑时窗帘会慢
慢合拢，定时煮饭的电饭煲里飘出了
阵阵香气……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德国柏林消费电子
展等国际大型展会上，智能家居始终
是热门话题，其中有不少中国的品牌
和产品亮相。

如今，智能家居产品已经悄然飞
入“寻常百姓家”，中国的智能家居产
品正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并
逐步走出国门。

科技感强使用方便

智能门锁、智能化妆镜、智能烤
箱……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智能家
居市场出货量达到 1.5亿台，同比增长
高达35.9%，规模超过65亿美元，但市
场渗透率较低，仅为 4.9%；而 2018 年
全球智能家居市场规模为 766 亿美元，
预计到 2024 年这一数字将增长为 1514
亿美元。智能家居的国内外市场潜力
均非常可观。

“前不久家里装修，我就选了很多
智能家居设备。比如扫地机器人、智
能音箱、智能坐便器，它们科技感
强，使用方便，体验效果不错。”家住
北京的李云举例表示，自己走进卫生
间的感应区时，家里的智能坐便器就
会感应并自动翻盖，离开时盖板也会
自动关闭。同时，坐便器还可调解水
温、水压、冲洗位置等。

无独有偶，来自浙江的赵刚一直
是个科技迷，特意在家里打造出智能
的环境。“比如智能音箱天猫精灵，它
可以实现播放音乐、家居控制、叫外
卖等众多功能。平时出入我只用说诸
如‘天猫天猫，把卧室灯关了’‘天猫

天猫，放音乐’等很多功能就可以实
现了。便捷又时尚！”

避免繁琐理解用户

不过，智能设备在受消费者青睐
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回避的问
题，其中之一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
化。曾有网友吐槽，有的家居设备明
明只需几个按键就可以搞定，却一定
要下载手机应用才能使用。待下载安
装完毕，用户在应用程序里找了半天
也难以找到想要的功能。有人表示，
冰箱的主要用途是保存食品，但有的
智能大屏冰箱过分以屏幕为卖点，难
道是让大家对着冰箱追剧不成？

“真正的智能冰箱要能告诉你鸡蛋
是哪天放进去的，里边有几颗，什么
时候会过期。”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信息
与科技委员会秘书长孙晓勇认为，具
备“思想”和数据分析能力的家居产
品才能被称贴上智能化标签。而智能
家居的“思想”，就是通过数据分析出
用户需求，并想方设法满足这些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不同的标准
和协议，智能家居产品的普及使用仍
然存在一些障碍。例如每一家公司都
有自己需要安装的应用程序，以连接
到 WiFi 或蓝牙。用户使用不同设备，
就要点开不同的 APP，这让智能家居
产品的操作变得更加繁琐。因此，推
动智能家居行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势

在必行。

研发品牌双管齐下

业内人士认为，以前消费者可能
会冲动购买概念性的智能化产品，但
今天的消费者变得日趋理性，更倾向
于购买实用型产品。如果产品号称智
能但使用体验差、连接设备有限、价
格昂贵，用户仍然不会买单。

孙晓勇建议，智能家居相关厂商
要明确自身的产品定位，之后要有自
己的核心技术才能成功突破重围。因

此要加大研发力度，研究未来趋势，
满足并引领用户需求。

“对于企业来说，强大的生产及研
发能力是‘硬实力’，创新的营销手段
与品牌力是‘软实力’，软硬结合才能
强大。”采访中，恒洁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之前中国消费者扎堆去日本买
马桶盖，殊不知有很多是中国造，这
也证明了品牌的重要性。“在今年的纽
约时装周上，我们就把‘国潮’风格
的卫浴空间元素融入时尚服饰，希望
通过这种跨界的方式扩大产品的国际
知名度。”

行驶在上海车流密集的马路上，在低于100毫秒的延迟下，车辆四周的
其它车辆、交通指示牌、建筑物、行人、斑马线等上百种物体，被清楚地识
别。这是一块长宽不足2厘米的小芯片赋予的强大功能。它就是中国首款
车规级人工智能芯片“征程二代”。日前，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北京地平
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宣布实现征程二代量产并已在全球5个国家斩获多家
前装定点。

自主创新突破核心技术

征程二代是按照汽车电子可靠性标准 AEC-Q100的要求进行设计的。
其搭载地平线自主创新研发的高性能计算架构BPU2.0，可提供超过4TOPS
的等效算力，典型功耗仅2瓦。

“最让我们自豪的是，该芯片核心架构处理器BPU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地平线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余凯告诉记者。基于BPU架构强大的灵活性，
征程二代能够高效灵活地实现多类AI任务处理，对多类目标进行实时检测
和精准识别，可全面满足自动驾驶视觉感知、视觉建图定位等智能驾驶场景
的需求，以及语音识别、眼球跟踪、手势识别等智能人机交互的功能需求。

以征程二代视觉感知方案为例，可在低于100毫秒的延迟下实现多达
24大类的物体检测以及上百种的物体识别，每帧高达60个目标及其特征的
准确感知与输出，车辆及行人测距测速误差均优于国际同等主流方案。

不仅如此，该方案还专门针对道路和场景进行了优化。“比如车辆在
行进中，突然有骑摩托车从旁边插入，视觉感知方案会立刻准确检测出其
运动方向和速度等。这在行业中已经达到领先水平。”地平线联合创始
人、副总裁黄畅表示。

除了高精度、低延迟的感知输出外，征程二代高于 90%的算力利用
率，4TOPS 算力仅 2 瓦功耗的高能耗比等，跟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表现优
异。其针对自动驾驶市场发布的全新一代Matrix自动驾驶计算平台，在算
力提升高达 16倍的同时，功耗仅为原来的 2/3，同时可支持高达 800万像
素的视频输入，行人检测距离高达100米。

让未来的出行更有保障

地平线已同包括奥迪、博世、长安、比亚迪等国内外知名车企一级供应
商和汽车厂商以及禾赛科技、首汽约车等知名科技公司及出行服务商达成
战略合作。

地平线副总裁、智能驾驶产品线总经理张玉峰介绍，地平线已在高级别自动驾驶、辅助驾
驶、多模交互等方向斩获5个国家的前装定点。搭载地平线车规级AI芯片及解决方案的量产车型
最早将于2020年初上市。

“商业化成功只是一方面，我们研发团队更注重社会责任和技术使命。”提到驾驶安全问题，
黄畅补充说：“与其它领域的人工智能相比，车载人工智能芯片对性能的要求是关乎安全和生命
的极高要求。我们希望用非常高精准度、能够量产的芯片解决方案，让更多人能够在出行中得到保
障，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

继续攀登AI珠穆朗玛

2015 年 7 月 14 日，地平线在北京成立，前瞻性地提出将边缘计算应用于自动驾驶的方案。
2017年12月底，地平线发布了中国首款边缘计算人工智能芯片并于2019年8月实现中国首款车
规级人工智能芯片量产。

车规级芯片需要满足“高安全性、高可靠性、高稳定性”的技术标准要求，并要经过严苛的
研发、制造、封装、测试和认证流程，产品开发周期长，难度大。

以征程二代从研发到产品导入的过程为例，设计阶段花费 18 至 24 个月，完成对构架、后
端、流片等设计。之后花费 12 至 18 个月通过车规级 AEC-Q100 认证，包括温度湿度、工况环
境、系统表现、软件开发等方面的测试。量产阶段又需要 24 至 36 个月用于车型导入与测试验
证，其中涉及到项目竞标、整车集成和功能开发、测试验证等多项工作。

“车载人工智能芯片是人工智能行业的珠穆朗玛。此次地平线率先推出中国首款车规级AI芯
片，不仅实现了中国车规级AI芯片量产零的突破，也补齐了国内自动驾驶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环
节。地平线将沿着这条路继续努力攀登。”余凯表示。（本文配图为自动驾驶模拟图。百度图片）

智能家居引领时尚新生活
本报记者 柴逸扉

黄河菌草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
菌草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会召开
黄河菌草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
菌草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会召开

智能家居示意图 百度图片

书写新中国
教育变革史诗

钟秉林

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7070年来年来，，中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逐步中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逐步
增强增强；；面向新时代面向新时代，，期待教育发展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期待教育发展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展。。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废待兴，，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保障工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保障工
农大众的受教育权利农大众的受教育权利，，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教育事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
点点，，教育兴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教育兴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近年来近年来，，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的比重平稳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的比重平稳增加，，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GDP的比重从的比重从20122012年起实现了年起实现了44%%的的
目标目标。。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是国之大计、、党党
之大计之大计，，教育的基础性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更加凸显全局性地位更加凸显。。面面
向未来向未来，，我们期待中国教育能够引领实现我们期待中国教育能够引领实现““两个一百年两个一百年””的的
奋斗目标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7070年来年来，，中国教育发展的目标从规模普及转中国教育发展的目标从规模普及转
向质量提升向质量提升；；面向新时代面向新时代，，我们期待更加公平我们期待更加公平、、优质优质、、多样多样
的教育的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基基
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逐步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程度逐步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程度。。
2121世纪以来世纪以来，，中国教育普及化程度大为提高中国教育普及化程度大为提高，，九年免费义务九年免费义务
教育全面实施教育全面实施，，学前教育加快普及学前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本实现高中阶段教育基本实现
普及普及，，高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
职业教育已经成为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职业教育已经成为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当当
前前，，中国教育发展方式正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中国教育发展方式正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
外延式发展外延式发展，，转变为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转变为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
发展发展。。面向未来面向未来，，中国教育要致力于拓展优质教育资源覆盖中国教育要致力于拓展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面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满足社会公众对于优质满足社会公众对于优质
教育资源的选择性需求教育资源的选择性需求。。

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7070年来年来，，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从无到有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从无到有、、由由
弱到强弱到强；；面向新时代面向新时代，，我们要迎接信息革命驱动下的教育现我们要迎接信息革命驱动下的教育现
代化新形态代化新形态。。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萌芽于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萌芽于 2020 世纪世纪 8080 年代初年代初
期期，，近年来近年来，，互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兴虚拟现实等新兴
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教育信息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教育信息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段。。新兴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新兴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正在改变着传统正在改变着传统
的教育教学观念的教育教学观念、、教学组织形态教学组织形态、、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知知
识传播方式从传统的单向传递转为多向互动识传播方式从传统的单向传递转为多向互动，，教师的角色正教师的角色正

在从学生在从学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组织组织
者和指导者者和指导者。。学校在为信息科技革命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撑的学校在为信息科技革命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撑的
同时同时，，要主动适应信息科技创新带来的教育形态的变革和就要主动适应信息科技创新带来的教育形态的变革和就
业市场的变化业市场的变化，，保持敏锐的目光保持敏锐的目光，，主动主动、、理性地应对挑战理性地应对挑战。。面面
向未来向未来，，在向现代化教育形态转变的同时在向现代化教育形态转变的同时，，也呼唤我们回归生也呼唤我们回归生
命养成的命养成的教育教育，，让孩子们学会学习让孩子们学会学习，，迎接不确定性的未来社迎接不确定性的未来社
会会。。

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7070年来年来，，中国教育体制机制经过重建中国教育体制机制经过重建、、调整调整
和改革和改革，，在摸索中不断前行在摸索中不断前行；；面向新时代面向新时代，，我们期待建立政我们期待建立政
府主导府主导、、多元参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多元参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新中国新中国
成立之初成立之初，，教育体制机制的建立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教育体制机制的建立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
的的。。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是简政放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是简政放
权权、、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
适应的教育管理体制适应的教育管理体制。。2121世纪以来世纪以来，，中国教育进入深化教育中国教育进入深化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
段段，，教育管理体制逐步完善教育管理体制逐步完善，，逐步探索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逐步探索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度改革，，教育经费投入渠道多方拓展教育经费投入渠道多方拓展，，形成了层次类型多形成了层次类型多
样样、、充满生机活力的教育发展局面充满生机活力的教育发展局面。。面向未来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我们要进一
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多元参与
的新型教育治理体系的新型教育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7070年来年来，，中国教育发展模式从照搬模仿转向中国教育发展模式从照搬模仿转向
自主探索自主探索；；面向新时代面向新时代，，我们期待中国教育能够为世界教育我们期待中国教育能够为世界教育
发展和教育国际化作出中国贡献发展和教育国际化作出中国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先中国先
是模仿苏联的发展模式是模仿苏联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探索中国特色开始探索中国特色
教育发展道路教育发展道路，，形成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理念形成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新思
想和新观点想和新观点，，对教育规律性的认识逐步深化并不断丰富发对教育规律性的认识逐步深化并不断丰富发
展展。。2121世纪以来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逐步加快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逐步加快，，扩大和深扩大和深
化中外人文交流化中外人文交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国际交流合作水国际交流合作水
平全面提升平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面向未来面向未来，，我们要弘扬我们要弘扬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加强国际化战略思维加强国际化战略思维，，探索和总结教育探索和总结教育
改革发展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改革发展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努力培养具有中国灵魂和努力培养具有中国灵魂和
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国际理解力及参与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国际理解力及参与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作者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作者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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