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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落地，
互联网应用造福人民

“当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技术加速与交通、医疗、教育、科研
等领域深度融合，助推了全社会的信
息化转型升级。”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在本次大会的主旨论坛上表示，特
别是在这次抗疫中，信息通信技术为
疫情防控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支撑，在
态势研判、信息共享、流行病学分析等
方面显示了巨大的能量。

大数据感知人员流动轨迹、分析研
判疫情趋势，人工智能协助病毒基因检
测，互联网保障生产生活秩序⋯⋯记者
注意到，“数字化抗疫”作为今年互联网
大会关注重点，不仅在论坛环节有所体
现，还分布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的各
个角落，立体展示了我国以信息化技术
助力抗击疫情的经验成果。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张勇表示：“数字化成为中国抗
击疫情、走出疫情、恢复经济的助力，也
正在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动能。”他
还认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社会
加速达成数字化共识，数字技术越来越
成为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基础支撑。

关注民生，推动互联网发展成果
落实落地，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
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
近年来互联网发展的中心思想，也将
是未来不变的核心主题。奇安信集团
董事长齐向东也表示，数字技术的广
泛应用是我国取得抗疫成功的关键因
素，“我们不仅利用数字技术辅助流行
病学调查、追踪疑似病例、控制疫情蔓
延，还用数字技术最大限度满足了人
民群众方方面面的日常生活需求。”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正打破疫情所带来的地理空间
阻隔，推动全球通力合作开展疫情防
控和科技攻关。”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
东表示，通过互联网科技创新与国际
合作来应对共同挑战、驱动长远发展
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助力转型，
互联网之光照亮新兴业态

数字经济是全球创新的重要风向
标，也是互联网之光照亮产业创新的
新兴业态。

本次大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
报告 2020》也指出，在报告期内，中国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
产业化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的总量
规模和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规模为
35.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过三分之
一，对GDP增长贡献率达68%。

“数字化引擎作用十分显著。但
我国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
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严峻挑战。”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
涛表示，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对各行各业来说，这是一个长期梯次
并进的过程。”

他提出两点倡议：一是在全国范围
内推动“数字转型计划”，即在更高层次
上、更广范围内构建创新联合体，成体
系推动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从服务业
务发展的附属手段，逐步转变为与业务
共融共生、带动跨越式发展的主导要
素，完成数字时代企业生产力的跃升。
二是聚力打造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即充分发挥大企业引领带动作用，以重
点示范应用为引领，汇聚行业优势力量
和资源，灵活运用各类建设模式，聚力
打造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工业互联网是网信技术和实体产
业交汇融合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我
国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
基础高级化，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的一个重要抓手。正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南存辉表示：“未来五年，
将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加快安装和服务
交付、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弯道超车
的窗口期。工业互联网为制造业插上
腾飞的翅膀，新技术新模式将支撑制
造企业进行智能化转型、网络化协同、
个性化定制等，推动降本提质增效，实
现高质量发展。”

科技赋能，
互联网应用将会走得更细

一批互联网最新成果和前沿技
术，正迅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引
擎。未来，互联网应用将会在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走得更细。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杭州城市大脑
运营指挥中心时曾指出，可进一步挖掘
城市大脑的发展潜力，加快智慧城市建
设，为全国创造更多可推广的经验。如
今装备了城市大脑后的城市正变得越
来越“聪明”：私家车日间可以扫码“借
停”公交车站；“民生直达”平台救助补
贴“一天不差”；企业复工服务“不见
面”；健康码应用“全覆盖”⋯⋯

“我们认为，智慧城市下一步应该
是‘城市智能体’的概念，建设不仅有
脑，而且有像机器视觉这样遍布全城
市的视频监控系统，有发达的以人工
智能平台为基础的智慧大脑，还要有
5G 网络为连接，让老百姓能感受到这
个网络，感受到这个城市无所不在的
基础网络的骨骼和脉络，还有以大数
据和智能超算为核心的心脏来处理这
些海量数据。”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鲁
勇认为，未来的城市智能体是一个贯
通眼、脑、手、脉的综合智能化载体。

“全球如今有近 45 亿互联网用
户，占总人口 60%左右，且每年以 7%
的速度增长。”土耳其科学技术理事会
主席哈迈德·哈桑（Hasan Mandal）在
论坛上表示，人们平均每天花7个小时
上网，未来世界因此将会是一个数字
互联程度更强的世界。

数字互联时代，手机已经成为了
智能终端，而汽车也正在成为智能终
端，那么下一个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
智能终端会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建筑
智能终端。”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表
示，智能建筑终端是利用环境智能技
术来构建的一种智能空间，是计算机
系统嵌入生活、工作空间中对人的行

为来进行感知，并且与后台云端丰富
的服务资源相连来为人的需求服务。

“人们在智能空间当中，生活和工
作的过程也是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丁
烈云说，因为我们在建筑里面的活动
时间占到了 90%以上，因此智能建筑
终端有着丰富的应用场景，“比如健康
服务、节能服务、生活服务以及娱乐服
务等。”

“江苏元素”彰显未来网络

“江苏元素”在本次世界互联网大
会的舞台上依然闪耀，尤其是江苏省
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面向服务的未
来网络试验环境与技术创新”重大成
果，成功入选 2020 世界互联网大会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传统互联网尽力而为的架构无

法提供低时延、低抖动的确定性服务
能力，随着互联网从消费领域进入实
体经济，正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工
程院院士刘韵洁在成果发布仪式上表
示，针对产业互联网领域的刚需，江苏
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联合紫金山实
验室、北京邮电大学、中科院计算所、
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研究院所
原创性地提出了服务定制网络（SCN）
体系架构，极大提升了网络的定制化
能力，降低了用户的成本。

这一成果是未来网络领域的重大
突破，主要是基于服务定制新型网络
架构，解决传统互联网服务质量难以
保障等难题。目前，该服务定制网络
架构已成功应用至我国信息通信领域
唯一一项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未来
网络试验设施，该设施覆盖全国 40 个
骨干节点、133个边缘节点。“未来网络
团队还基于 SCN 架构自主研制了全球
首个大网级网络操作系统，目前已成
功在 450 多个城市、1100 多个节点的
运营商大规模骨干网中稳定运行 3 年
以上。”

在今年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
江苏云学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博
览会上行业内唯一一家在线培训企
业，向大家展示了基于大数据平台的

“江苏元素”：该公司的核心产品和服
务，包括软件 SAAS 服务、内容解决方
案服务、数字化企业大学咨询等。“我
们是一家在苏州创办的企业，但是产
品面向全世界，主要是为大中型企业
提供人才培训的软件平台，同时也有
云内容、云服务等。”江苏云学堂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陈建军说。

本报记者 王 甜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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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互联网大会共论科技新趋向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诞生以来，互联网

至今已走过50余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何与各行各

业融合发展？工业互联网怎样打通行业壁

垒？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在何方？2020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互联网发展论坛近日在浙江乌镇落幕，本届论坛上，应用融

合与数字经济成为话题关键词，重磅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精彩

呈现，而江苏元素面向未来、依旧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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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技术要服务于应用。”在 11
月 27 日举行的第八届江苏省青年科学
家年会开幕式主题论坛上，国际宇航科
学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顾行发
表示，卫星遥感正利用各种技术，特别
是航天技术，为大气、水体、环境动态监
测保驾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江苏身处
长江大保护的核心地段，总书记刚刚来
江苏视察。在环境保护方面，卫星遥感
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顾行发说，去年
3 月江苏与中国科学院签署协议，使得
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一个重大
的空间信息应用项目落地常州。据了
解，该项目已在新孟河疏浚等重点工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遥感是一种非接触的、远距离的探
测技术，目前在全球发展非常迅速。“环

境遥感目前最主要的手段还是卫星。
卫星遥感的机理，类似照相和照片人脸
识别。”顾行发介绍，卫星遥感能够识别
几百种颜色，能够识别红外、微波，从而
可以通过光谱信息和成像信息来分析
地理等信息。通俗点说，就有点像通过
给人体照 CT，来分析这个人的健康情
况怎么样，通过卫星对地球拍照，来了
解农作物的长势怎么样，河流有没有污
染等情况。

航天技术不是“空中楼阁”，太空中
的“天眼”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
顾行发介绍，卫星遥感的应用很多，主
要是大气、水环境和生态的监测。“不识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难以想
象，环境动态监测我们如果用人力在地
面一点一点核查，一个一个地跑，要跑
到猴年马月？而卫星能够一扫而过，实
现大面积的监测。”

比如在环境保护方面，卫星遥感

能对大气污染，比如说 PM2.5 进行监
测，并且能分析出监测到的 PM2.5 里
面的成分，到底是二氧化硫还是别的
什么，到底有没有黑碳等。卫星对水
环境的监测，则涵盖了水面的分布、水
表的温度、悬浮物、悬浮泥沙、透明度、
叶绿素、黑臭水体、水华、赤潮、溢油、
浒苔等。卫星遥感对于生态环境监测
也非常有效，能够监测植被的生物多
样性、植被的覆盖度、森林的质量、草
原的质量、土壤变化等等。用在气候
变化等方面的监测，卫星甚至能知道
它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而我们常
常看到的天气预报的卫星云图，也是
遥感的一部分。

所以，卫星看似离我们遥远，但实
际上就在我们身边。卫星遥感已经在
环境监测、环境治理、环境规划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卫星数据能够有效
地支撑国家宏观的监测，已经成为科

研、政府管理、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有
力支撑的数据源。

目前，世界上卫星项目很多，比如
美国有大气海洋卫星、GOES（地球静止
轨道环境业务卫星系列）等；日本有向
日葵系列卫星；欧盟欧空局的哨兵卫星
发展得非常快，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
率都非常高，而且共享的程度比较好。
顾行发说，我国的遥感卫星在世界上已
处于第二位，载荷数（即相机的数量）在
全球处于第一位。因此，在卫星遥感资
源上我国具有优势。

“积极发展空间科技，是我们的一个
重要方向！”顾行发说，在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上，我国从八个方面列出了“十四
五”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空天科技就是
其中之一。目前是我们用自己的航天技
术发挥作用，为大气、水体、环境动态监
测保驾护航的一个绝好机会。

据了解，江苏正在发力空天信息

产业。一个月前，第三届亚洲大洋洲
区域综合地球观测计划（AOGEO）国际
研讨会在常州开幕，江苏天汇空间信
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会上揭牌成立，
发 布 3 项 空 间 信 息 综 合 应 用 系 列 产
品，并牵头 27 个项目签约落地，包括
与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合作的科教项目 15
项，以及研究院参与建设的新基建融
合、智慧水务、智慧城市、保险风控管
理等产业化项目 12 项。

对于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趋势，
顾行发说，目前来讲，无论是大气，还
是水体，还是植被的监测，都在不断地
朝监测精细化、模型智能化、趋势可预
测化发展。“精细化、及时化、可预测是
我们奋斗的目标，让我们紧握卫星环
境遥感技术利器为蓝天、碧水、净土保
驾护航。”

本报记者 蔡姝雯

借“天眼”实现大面积监测

卫星遥感护航“蓝天、碧水、净土”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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