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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科技

本报讯（记者 谢诗涵） 不久前，2021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上
海开幕，会上，华为、紫光展锐等多家知名企业发布了产品和专著，
展示了多项 5G 企业应用的经典案例和应用前景。主办大会的全
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预测，到 2025 年，中国移动通信产业近一半
的连接将采用 5G 技术。5G 将赋能千行百业，而 2021 年或开启
5GtoB（企业应用）的规模商用之年。

“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从人与人间的通信走向人与
物、物与物间的通信，5G 带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万物互联。华为
ICT 战略与 Marketing 5GtoB 解决方案部部长孙鹏飞在采访中
介绍，在矿区，5G 无人机数十倍级地提升了安全巡查和地表数据
3D采集的效率，5G超级上行的功能特性大大提升了AI识别的有
效距离；在港区，5G设备监控系统让工人得以更安全、更高效地完
成设备利用，只要几秒钟即可完成一次全面设备数据检测。从点
亮一家工厂到点亮一千家工厂，从人操作设备到千行百业的设备

“自己开口说话”，5G使能各行业被寄予更多期待。
5G 为何成为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关键？“简单来说，5G 主要有

三大应用场景，其关键词分别是大带宽、广连接、低延时。”南京工
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姚冰心老师为《科技周刊》记者科
普，大家比较熟悉的应用场景就是“大带宽”，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网速较 4G 有极大的提升。例如，我们可以用 5G 网络轻松在线观
看4K视频，其峰值速度可能是以前的10倍以上。

而对于工业应用来说，“广连接”和“低延时”两大应用场景则
将体现得更为明显。“我们所说的万物互联正是依靠 5G 强大的连
接能力，促进垂直行业融合。”姚冰心表示，4G 时代下的民用通信
网络，大家直观感受是数据发出后能够很快就收到，但其实这样的
速度对于工业来说还是不够的。“许多工业应用对于时延要求很
高，往往到达数毫秒级别，而 5G 的高可靠低延时通信则可以满足
这一需求。”姚冰心以无人驾驶应用为例，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业务
数据包延时 100 毫秒人是感觉不出来的，而当这一时延出现在无
人驾驶的控制数据通信过程中，车辆很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目
前而言，‘大带宽’应用场景稳步推进，而当‘广连接’和‘低延时’两
个应用场景进一步增强后，5G工业应用能力则会大大增加。”

当今社会，对于很多行业来说，人工的成本越来越大，设备架
设成百上千，却缺乏人力去维护和监管。“5G 应用于更多工业场
景，不仅仅促进产业进入发展新阶段，也将解放人力，让劳动更有
尊严。”姚冰心表示，未来 5G 将成为加速各行业发展的引擎，在使
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中创造价值。

让机器“开口说话”，

5GtoB赋能百业

□ 本报记者 杨频萍

“2021年，除了马里亚纳海沟，‘奋斗者’
号还将前往其他深渊开展科学考察，它将推
动人类持续深入地向深海挺进。”近日，中国
船舶七〇二所副所长、“奋斗者”号总设计师
叶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突破万米深海
后，中国深海探测的宏图正徐徐展开。

“奋斗者”号挺进“深蓝”的背后，是江
苏在“十三五”期间，围绕国家重大创新布
局，提升重大科技平台建设，集聚战略科技
力量，打出的科技创新组合拳。

2016 年，“奋斗者”号作为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核
心任务正式立项。位于江苏无锡的中国船
舶七〇二所，曾先后牵头“蛟龙”号、“深海勇
士”号的研发，此次继续作为项目牵头单位，
联合带领更加强大的深潜技术“国家队”，开
启了历时五年的集智攻关工作。

“在‘奋斗者’号自主创新的研发中，我
们主要开展了极致设计和极限制造。”叶聪
举例，这些难度极大的创新包括水动力设
计、耐压结构设计和人机设计等方面。例
如设计了潜水器的高速潜浮，钛合金载人
舱的强度、稳定性、极限承载能力、疲劳、蠕
变和变形协调等。

最终，研发团队设计完成目前世界上
内径最大的载人舱球壳，并且在材料的研
制，厚板的制备、成型、加工、焊接、热处理
到测试全过程都用到了国内的顶尖技术，
包括在无锡完成的半球成型以及系列的精
细测量。“‘奋斗者’号的设计、总装、联调和
水池试验都在无锡，不仅如此，很多部件都
是江苏制造。”叶聪表示，江苏有很强的工
业配套能力，新型钛合金载人舱球壳的成
型、水下液压和推力器的研制、系列的高精
度检测和检验等都是依靠江苏的院所机构
完成的。

《科技周刊》记者了解到，国家船舶材
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完成了“奋斗
者”号载人舱球壳焊接残余应力检测；无锡
西塘锻压有限公司完成载人舱参半球冲压
成型工作；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
研究院无锡分院完成载人舱球壳焊缝质量
检测、小直径球壳焊缝质量检测、缩比模型
球壳断口晶相分析等工作。

“奋斗者”号平安归来后，中国船舶七
〇二所邀请了江苏特检院赴三亚对载人舱
体以及框架结构和高压气罐等附属结构进
行无损检测，“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体、载体
框架、高压罐、采样篮和螺栓等装置部件经
历了七天缜密的“全方位体检”。检测结果

表明，“奋斗者”号经过万米海试后的结构
安全性达到技术指标要求。

如今，在“奋斗者”号的诞生地，七〇二
所正在打造以载人深潜技术为特色之一的

“太湖实验室”，以促进深海可持续开发利

用和海洋安全重大需求为导向，围绕深潜、
深网、深探等 3 个方向开展战略性、前瞻
性、基础性研究，积极开展国家重大科研任
务攻关，进一步积聚和提升江苏深海科技
力量。

“奋斗者”号蕴含哪些江苏科技力量

“奋斗者”号。 （中国船舶七〇二所供图）

□ 本报记者 谢诗涵

江苏是中国大运河河道路线最长、相关遗产最丰富、列入大运
河的世界遗产点段最多的省份。直至今日，大运河江苏段仍是国
家交通运输、南水北调工程的“黄金水道”。如何保护好祖先留给
我们的宝贵遗产？近日，《科技周刊》记者采访大运河遗产保护相
关专家，一起来看看科技如何守护“流动的文明”。

“江苏段运河纵贯南北 790 公里，拥有运河遗产区 7 个、世界
遗产点 22 处、遗产河段 6 处，沿线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丰富。”扬
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副院长刘怀玉表示，大运河遗产保护主
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遗产本体，即河道；其次是与河道密切相
关的水体，例如作为古运河的支流，扬州瘦西湖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另外，与运河相关的附属设施也被列为保护范围。“以前人们保
护大运河遗产大多只能依靠人力定期巡查，其信息获取不全面，不
及时，而现在新科技的助力大大提升了遗产保护的效率。”

吴门望亭、浒墅关、枫桥夜泊⋯⋯大运河悠悠经过苏州“运河
十景”，留下运河沿线别具一格的风光。美景背后，苏州市文物保
护管理所引入的“空天地”一体化保护措施功不可没。“为了更好地
获得苏州大运河遗产本体及缓冲区内的整体情况数据，苏州文保
所对水下、水面、空中三个维度的保护性监测进行了创新与改进，
推出一系列数据采集新科技。”苏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大运河遗产
展示馆副主任袁琼岚告诉《科技周刊》记者，2014 年，苏州文保所
在国内率先将遥感技术应用于大运河遗产监测。由于遥感技术主
要监测大运河外部环境，而对遗产本体监测有所欠缺，于是相关专
家开始探索建立大运河遗产整体监测体系。

袁琼岚表示，为了打破浅水区、超浅水区河床形态数据难以获
取的瓶颈，苏州文保所采用多波束测深系统，实现水下河床全覆盖

“CT 扫描”。依托扫描成果可实现河床模型、断面图等数字化成
果，并将其进行数字化存档，将河床的具体形态搬进电脑里，放入
运河遗产的“体检”档案中。“应用多波束测深系统可获取河床全覆
盖测深数据，最终可完成一系列河床诊断，换句话说，利用这个系
统，我们就可以对河床进行周期性‘体检’。”

此外，一套由激光扫描系统、影像采集系统、定位定姿系统、辅
助硬件系统等多元系统综合组建而成的可量测河景采集系统，能
够完成大运河水面驳岸及桥梁的可量测影像数据采集。这类可量
测系统的运用，不仅充实了运河遗产的数字化档案内容，为管理者

“诊断”运河保存现状提供影像支持，而且展示了运河沿岸风貌，使
得运河各遗产点与运河本体文化各美其美，交相呼应。

“大运河遗产监测是一个面广量大的长期工程，我们创新性采
用‘点’‘线’‘面’三位一体的空中监测方式，实现了大运河整体‘体
貌特征’可视化档案的获取。”袁琼岚解释，通过空中实景、航拍视
频、正射影像图技术，我们可以对遗产区及缓冲区内的绿化、水系、
建筑、道路等用地信息变化情况进行摸底，为大运河日常监测管
理、保护性规划与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及技术支持。

“‘空天地’一体化科技的运用，让我们能够及时发现遗产
区、缓冲区内土地使用变化地块，是大运河遗产保护中的重要
一环。”袁琼岚表示，通过全方位监测体系采集到的驳岸稳定
性、河床内部情况等长期本体健康数据与各相关部门实行共
享，例如 2020 年，河床扫描的数据在河道清淤的过程中起到了
重要数据支持作用。

大运河遗产历经岁月弥新——

新科技守护“流动的文明”

未来城

□ 本报记者 张 宣

全面禁渔，如何恢复生物多样性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
公室提供的资料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
样性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长江分布有
4300 多种水生生物，鱼类有 424 种，其中
170 多种是长江特有。但是，目前长江每
年的天然鱼类捕捞量已经不足 10 万吨，长
江里的鱼儿数量已经岌岌可危。

早在 2018 年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长江生
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什
么是“无鱼”？ 南京江豚保护协会秘书长
姜盟告诉《科技周刊》记者，“无鱼”就是渔
民按照传统捕捞的方式、使用传统的工具，
已经捕不到鱼了。“我们再不保护长江，资
源以后就很难恢复了。”

“十年禁渔堪称保护长江的百年大
计。”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资环室副主
任、高级工程师唐晟凯说，十年禁渔，拯救
的不只是鱼，更是对生态系统的救赎，恢复
水生生物多样性是科技工作者近年来的重
要科研主题。

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姜盟认为，增殖
放流活动是重要举措之一。3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当
天，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农业
农村厅联合主办的“贯彻长江保护法 共
同守护母亲河——江苏环境司法修复增
殖放流活动”，在南京（长江南京段）、苏
州（太湖苏州水域）、泰州（长江泰州靖江
段）、无锡、南通、淮安等地同步举行。在
长江南京段位于南京市鼓楼区滨江欢乐
舞台附近，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一起将
约 100 万尾鲢、鳙、长吻鮠、胭脂鱼等土著
鱼苗放流长江。当天，全省各地累计放
流的鱼苗达 300 万尾。

“但需注意的是，增殖放流是科学指导
下开展的生态修复活动，而不是盲目放生
行为和杂交鱼放流。”姜盟强调，老百姓常
吃的“四大家鱼”鲢鱼、鳙鱼、草鱼、青鱼都
来自于长江，如果长江里的原生物种因杂
交遭受人工培育“血统不纯”的同类的“基
因污染”，野生物种基因多样性会遭遇影
响，甚至导致这一物种灭绝。如果连长江

里的鱼都灭绝了，餐桌上的养殖鱼必定也
会消失。“鱼类的基因在人工饲养过程中是
不断退化的，在人工养殖时，必须不断补充
野生的鱼卵资源进行繁殖饲养。”姜盟表
示，要鼓励公众参与科学合法的增殖放流，
同时制止向长江和通江水域投放外来入侵
物种。

除过度捕捞以外，工程建设、水污染、
资源过度利用等人类活动，会引发鱼类区
系组成变化、种群结构改变、资源量下降、
种质资源退化、特有物种濒危甚至灭绝。

“禁止捕捞，解决的是鱼类种群数量下降的
问题。而工程建设、水污染等人类活动，带
来的是鱼类种群栖息地丧失的问题。”姜盟
说，部分长江鱼种每年春夏汛期产卵，产卵
时必须寻找水草丰茂、水流湍急的河漫滩
以及河口作为产卵场；但人类修建的涉水
工程和岸堤硬化则可能对这些产卵场产生
破坏，因此保住长江鱼的产卵场和洄游通
道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他建议，水生生
物重点保护水域在开展长江涉水工程和岸
堤改造时要为鱼类留下产卵空间，做到“人
鱼”和谐共处。

信息化防控，长江大保护科技含
量不小

全面禁渔的落实，同样需要科技手段
的保障。为保护“母亲河”，今年 1 月，由常
州市公安局、江苏匠人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及常州移动等多个单位联合打造的江苏首
个长江禁捕退捕信息化防控平台正式运
行，该平台依托移动大数据、5G+AI 等技
术，助力管理部门打出“技防+人防”组合
拳，有效打击违法捕捞行为，落实长江大保
护。《科技周刊》记者了解到，这个平台的科
技含量还挺高。

长江江面一览无余，两岸停泊的船只
清晰可数，甚至沿江垂钓也会立马被发
现⋯⋯在这个平台上都可实时监控。这
个“千里眼”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在常
州 6.6 公里长江干流段和 9.2 公里录安洲
沿线江堤、沿江区域以及 23 条抵江道路，
部署了 117 套人车结构化摄像机、全景
AR 摄像机、红外线热成像摄像机、智能
巡逻机器人等智能化监控设备。”常州移
动负责该项目的项目经理张亚建介绍，
全景 AR 摄像机通过在江边铁塔上安装
全景摄像头，结合 AR 技术，能够以 360

度视角监控长江江面。红外热成像摄像
机能在雾天、雨天等能见度不好的情况
下，通过热成像、红外等技术，实时捕捉
人 、车 、船 等 可 疑 行 为 ，实 现 无 障 碍 监
控。智能巡逻机器人具备 360°视频监
控、喊话、灯光探照、自动巡航等功能，负
责在录安洲绕岛巡逻。

《科技周刊》记者了解到，所有设备获
取的高清监控画面还可以通过移动4G/5G
网络和卫星通信技术实时传输至平台，平
台利用 AI 智能分析，快速识别出沿江垂
钓、本地船舶偷捕、外地船舶入境偷捕、地
笼丝网捕捞四类违法行为，并立即生成预
警信息，第一时间共享至渔政、海事、水利、
公安等部门。

平台还助力管理部门将数据信息共享
至相邻城市，实现长江“十年禁渔”联防联
控，“通过信息共享，在共享水域和交叉水
域建立起联合应急防控机制，构建形成人
车物泛感知、全覆盖的智能防控网络，真正
做到长江干流常州段水域防控无死角。”张
亚建说。

细看长江保护法，其中未对长江边的
垂钓爱好者作出要求。貌似垂钓、实质
为生产性捕捞的行为屡禁不止，破坏渔
业资源的“打擦边球”式钓鱼行为如不能
得 到 约 束 限 制 ，就 可 能 呈 愈 演 愈 烈 之
势。如何规范垂钓爱好者行为、保护鱼
类资源是一个难题。“2019 年我们沿江走
访时发现，不少垂钓者采用先进技术，用
遥控船侦测鱼群，有的甚至一个人立几
十个鱼竿，钓上的鱼用以牟利。”姜盟记
得，他曾看到过一种高科技可视锚鱼器，
由鱼竿、视频监视器、钩刺等部件组成，
通过水下视频监控，待鱼游经钩刺上方
时，将其刺住并捕获。

“目前，在江苏以‘打擦边球’通过垂
钓捕获长江鱼类资源的方式已被明令禁
止，长江江苏段的鱼儿可以放心生存。”
姜盟介绍，去年 8 月，江苏出台《江苏省渔
业管理条例》，长江干流江苏段在禁渔期
内禁止垂钓。“长江边钓鱼竿的减少，必
将对水生生物资源恢复起到一定积极作
用。”姜盟说，以长江南京段的江豚为例，
其数量稳定维持在 50 头左右，处于恢复
性增长状态，并且根据监测，近几年江豚
经常活动的范围明显扩大了，在大桥、夹
江、秦淮新河入江口都观察到了有长江

江豚活动。

生态修复，只是时间长河一小步

“之所以选择十年，是长江需要足够长
的时间来恢复渔业资源。以我们常见的
鲢、鳙为例，它们在长江中通常生长约四年
才性成熟，连续禁渔十年，这些鱼类可以有
2-3 个世代的繁衍，这样它们的种群数量
就能够显著增加。”唐晟凯说，以前每年 4
个月的春季禁渔，禁渔时间较短，禁渔期一
过，又面临着较大的捕捞强度，因此鱼类种
群依然无法繁衍壮大。

十年禁渔，生态系统发生了什么变化？
唐晟凯表示，实际上，我们日常所需的水产品
大部分都来自于人工饲养，而不是长江流域
的天然捕捞。数据显示，在每年超过6000万
吨的全国水产品总量中，长江渔业资源年均
捕捞产量不足10万吨，仅占我国水产品总产
量的0.15%。也就是说，长江流域的禁渔对
水产品供应的影响微乎其微。

唐晟凯介绍，目前江苏省已经在通过
对养殖池塘的生态化改造和新技术的示范
推广，提高全省的养殖产量和质量。目前
江苏省水产养殖总产量每年可以保证在
430 万吨左右，不用担心因为长江禁渔而
吃不上水产品。

长江十年禁渔首倡科学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曹文宣指出，十年禁渔只是我们在长江
大保护上迈出的一小步，“这不是一劳永逸
的，保护生态系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曹文宣估计，十年休养生息后，长江
“四大家鱼”的产卵量能回升到 200 亿到
300 亿尾左右，最多达到 20 世纪 60 年代
30%的水平，而许多濒危物种的恢复则更
为困难。比如白暨豚和白鲟已经相继宣告
功能性灭绝，中华鲟、长江鲟等珍稀鱼类都
没有自然繁殖活动发生。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长
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主要目标
指出，到 2035 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水生生物栖息地生境得到全面
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显著增长，水域生态
功能有效恢复。十年禁渔，让长江得以
喘息，是对长江负责，是对长江沿岸的人
民负责，也是对子孙后代负责。期待十
年之后，长江水清鱼美，生态得到彻底改
观。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十年禁渔十年禁渔，，百年大计百年大计 ——

科技加持科技加持，，护佑母亲河休养生息护佑母亲河休养生息

2021年1月1日，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干流、大型通江湖泊和重要支流正式开始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3月

1日起，我国首部有关流域保护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也正式施行。

长江水产资源保护已成为共识，十年禁渔的背景下，江苏科技工作者如何恢复水生生物多样性，长江江苏段

如何依靠科技力量焕发新生机？《科技周刊》记者采访淡水水产专家及长江水生物保护工作者，为您解惑。

知道吗

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