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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了大脑

出行更加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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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在加快“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面临不少

问题，其中交通问题较为突出。高德地图联手阿里

云发布城市大脑·智慧交通应用服务，把散落在城

市各个角落的海量数据进行融合计算，提供城市交

通治理和智慧出行解决方案

科学精神容不得急功近利
□ 牛 瑾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大自然就是天然实验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畅

如果将人工智能理念植入
城市交通管理之中，让数据帮
助城市来做思考和决策，会给
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答案是，
它将打造出一座能够自我调
节、与人类良性互动的城市。

日前，移动出行平台高德
地图联手阿里云在北京发布城
市大脑·智慧交通战略，城市大
脑·智慧交通公共服务版也首
次亮相。据了解，城市大脑·智
慧交通的应用服务分为“左脑”
和“右脑”。左脑是城市交通治
理解决方案，打通城市数据神
经系统和城市交通疏导系统，
服务于政府部门；右脑是城市
智慧出行解决方案，提供公共
出行调度系统、智能引擎规划
系统和无人驾驶高精地图，服
务于用户。

早在2016年，在杭州市政
府和阿里云的大力推动下，杭
州市萧山区就率先拥有了“城
市大脑”，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
向城市拥堵宣战。经过1年测
试，2017年10月，阿里巴巴正
式发布“城市大脑 1.0 系统”。
目前，该系统已覆盖杭州主城
区莫干山路区域等主干道、南
北城区部分快速路及萧山城
区。科技部宣布将依托阿里云
建设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这也意味
着“城市大脑”有望成为更多城
市的“标配”。

如今，各地正加快“智慧城
市”建设，但还面临不少问题，
其中交通问题较为突出。在努
力实现城市各领域信息数字化
的同时，这些数据大多是离散
的，并没能形成交互与合力。

“为城市安装一个‘大脑’，
就要让城市自己学会‘思考’。

‘城市大脑’和人类大脑的运转
机制很类似，不同的是，我们的
大脑处理信息来自视觉、听觉
等感官，而‘城市大脑’获取的
信息来自交警、视频监控摄像
头等提供的城市大数据。”阿里
云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里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城市大
脑”的出现，将把散落在城市各
个角落的海量数据，通过大数
据、人工智能的方法进行融合
计算，打造一个智能平台，实现
城市生命体征感知，搭建起数
据之间信息传递的桥梁，致力
于解决“数据各自为战”的问
题，从而有效治理城市发展过
程中的种种顽疾。

“我们也许无法创造出更
多的资源、更宽敞的道路，但可
以让现有资源得到更科学、充
分的利用，去解决那些人力无
法企及的瓶颈问题，减少管理
资源和成本的浪费，让社会运
行变得更加集约和高效。”闵万
里说。

从交通解决方案的角度来
看，“城市大脑”能将资源迅速
匹配给最需要的目标。在杭州
市萧山区，如果 120 救护车要
去某地接治病人，再送到医院
救治，“城市大脑”接收到相关
信息后，可在 1 秒内计算出救
护车的行驶路线，如几点、几
分、几秒到达沿途哪个路口，再
将这些信息实时同步给应急指
挥中心。指挥中心会基于救护
车到达时间，提前做好信号灯
配时调整，将相关路段等待通
行的社会车辆清空，当救护车
到达每个路口，等待它的都是

“空空如也”的街道，确保救护
车“一路绿灯”抵达医院，可以
节省出一半的抢救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解决
方案并不是简单地要求社会车
辆禁行或让行，而是充分利用
数据资源，在不影响他人的前
提下，保证最有需要的车辆被
分配到更好的城市道路资源和
时间资源。

不仅如此，在杭州市主城
区，每逢早晚高峰期，“城市大
脑”都会实时调控高架路进出
闸道路口的信号灯，使车辆在
高架路上的行程比以往缩短
4.6 分钟。借由对道路资源及
时间资源的再次分配，帮助广
大市民每天都能早一点回家。

在苏州，“城市大脑”能够
对工业园区主干线公交线路进
行智能化调控，在不改变车辆
数量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每辆
公交车的发车时间。“城市大
脑”可以精准预测到几分钟之
后在哪个车站会有人下班需要
乘车；或者由于某项重大活动，
在何时、何地会出现大量人
群。调度室会根据信息迅速加
开班车，甚至提前发车来满足
乘客的需求。

“‘城市大脑’不仅是科技
创新，也是机制创新，它加速了
从‘数据封闭’到‘数据开放’的
观念转变，通过打通城市的神
经网络，让数据帮助城市思考、
决策和运营。”阿里巴巴集团技
术委员会主席王坚说，按照阿
里巴巴对“城市大脑”的未来构
想，交通治理只是起点，更重要
的是自此开始，数据将为社会
经济贡献价值，解决仅靠人脑
无力谋划的城市发展问题。

据悉，此次正式发布的城
市大脑·智慧交通公共服务版，
将为行业用户提供基础预警、
诱导、事件管理、研判解决方
案，对智慧交通体系的整体建
设影响深远。高德地图副总裁
董振宁表示，城市大脑·智慧交
通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在国内
50个城市落地，预计平均为用
户 的 每 次 出 行 节 省 10% 的
时间。

由高德地图和阿里云携手打造的城市大脑·智慧交通应用中
的警情智能监测研判平台。 郭静原摄

回望 10 年，时间可以改变一个
人，也可以塑造一代人。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
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
简称为地灾国重实验室），一个曾经
以工程地质、高边坡治理见长的实验
室，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将研究重点转向防灾减灾事业。

10 年的持续发力让地灾国重实
验室成为汶川地震相关研究领域的

“最强学术团队”。实验室5次主办汶
川地震主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意
大利、荷兰等国家共建震后科学研
究基地……

“作为我国地质灾害防治领域唯
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一定要把
汶川地震研究清楚，10 年、50 年，甚
至更久，这是一场接力赛。”地灾国重
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许强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

正如许强所说，“大自然就是我
们的天然实验场”。

研究成果丰硕

对于汶川地震区灾害
特点和发展演化的研究结
出累累硕果，履行着“要将
汶川地震研究清楚”的承诺

2008年4月，因为长年在野外工
作，许强买了一辆越野车作为代步工
具，车牌号为川A0512Q。1个月后，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这辆带着
“512”数字的越野车在此后 10 年时
间里几乎跑遍了灾区的每个角落。

“我是2008年5月13日上午8点
左右到达北川的。当时北川灾情十
分严重，人员伤亡惨重，灾情勘查一
刻也停不下来。”许强说，近2个月的
时间，他和自己的团队几乎没离开过
灾区。

经历几个月地质灾害勘查等工
作，地灾国重实验室立下了“要将汶
川地震研究清楚”的承诺。之后的10
年里，研究汶川地震区灾害的特点和

发展演化，结出累累硕果。
2008年至2009年灾后恢复重建

期，地灾国重实验室重点开展了汶川
地震同震灾害的排查、灾后重建选
址、全省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划编
制、重大地质灾害点的勘察和治理工
程设计等工作，研究了汶川地震过程
中触发的数万处滑坡崩塌、滑坡坝和
堰塞湖的特征、发育分布规律及其成
因机理。

2010年至2013年为震后泥石流
灾害集中爆发期，地灾国重实验室将
部分研究重点转向震区泥石流调查
评价、成因机理、监测预警和防治工
程技术方法等方面。

2013 年至今的震裂山体高位滑
坡期，依托于“973”计划、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地灾国
重实验室提出并构建了基于“天—空
—地”一体化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识
别的“三查”体系，并牵头成功申报了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目前，“三查”
体系已在四川、贵州等地开展示范
应用。

攻克世界难题

创造性地提出“水砂分
流”等泥石流治理新思路，
成功治理了文家沟特大泥
石流

汶川地震发生后，产生了上百万
立方米的松散固体物质，一旦遭遇强
降雨天气，很容易转化为泥石流灾
害。同时，强震区泥石流往往具有物
源地处高位且异常丰富，沟床纵坡降
大致使其规模大、流速快、破坏力强
等特点，治理难度非常大。让许强记
忆犹新的是2010年绵竹清平乡文家
沟特大泥石流的成功治理。长期关
注该工程的业内人士评价：一个世界
性的难题被攻克！

“5·12”汶川特大地震触发的文
家沟滑坡，产生了超过 8000 万立方
米的松散固体物质，其中约 5000 万

立方米堆积在海拔1300米的平台至
文家沟沟口 1000 米长的地段内，异
常堆积的松散物源成为泥石流爆发
的“炸弹”。

2010年8月13日，绵竹清平乡降
雨量达到250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
特大泥石流爆发，清平乡两岸沟谷共
冲出600万立方米的固体物源，差点
将清平乡整体掩埋，其中，文家沟就

“贡献”了450万立方米，相当于当年
8月8日舟曲泥石流的2.5倍。

许强告诉记者，我国地质灾害的
治理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技术规范，治
理工程方案设计有据可依、有规范可
查，震后的地质灾害治理也不例外。

“但当时的泥石流规范依据的是一般
地区的泥石流治理经验，对汶川地震
灾区显然有些‘水土不服’。”

许强带领地灾国重实验室的成
员创造性地提出“水砂分流”等泥石
流治理新思路，即充分利用现场的地
形条件以及水源和物源条件，采取引
水隧洞将上游冲刷1300米平台集中
堆积物的水源拦截排走，实现水源与
物源分离，让巨量松散物源不能转化
为泥石流，从而成功解决了文家沟泥
石流的治理难题。

“方案经过22位专家16次评审，
修改、讨论，再修改、再讨论……可以
说是经过了重重考验。”许强介绍，
2011年4月28日，引水隧道工程全线
贯通，此后的数年时间里，文家沟泥
石流治理工程经历了多次强降雨的
考验，筑起了稳固的防灾减灾堡垒。

防灾没有尽头

持续研究地质灾害成
因机理，不断升级防灾减灾
技术，努力实现对重大灾害
隐患的提前识别和发现

曾有人问许强，汶川地震已经过
去10年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研究？

“日本学者对1923年关东地震发
生后地质灾害活动性做过长期持续

监测，地震发生后地质灾害的活动性
经历了约60年才恢复到震前的水平，
其观测结果对汶川地震有很好的参
考借鉴意义。”许强说，汶川地震发生
前，地灾国重实验室9个团队中仅有1
个团队在做与地震地质灾害相关研
究，地震发生后至今，相关团队已增
至6个。

还有人问许强，关于汶川地震今
后你们还能研究什么？

许强告诉记者，除研究汶川地震
同震灾害和震后泥石流灾害外，实验
室科研人员的研究视野已经转到地
质灾害链和长期效应方面，将对地震
灾区地质灾害动态演化规律进行持
续长期关注和研究，直到灾区地质灾
害的活动性恢复到震前水平，这个时
间可能会超过50年，因此可能需要几
代人的持续研究。

“对实验室而言，最重要的是如
何把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心里最大的愿
望就是可以通过持续研究地质灾害
成因机理，不断升级防灾减灾技术，
真正实现对重大灾害隐患的提前识
别和发现，对发现的灾害隐患进行全
天候实时监控，一旦发现临灾前兆及
时预警，在灾害实际发生后快速评估
和应急处置，减少地质灾害对人类的
破坏和危害。”地灾国重实验室研究
员范宣梅说。

灾害隐患提前监测预警、防患于
未然是实验室科研人员的共同心愿，
他们一直在为之努力。2017 年 9 月
30 日，地灾国重实验室研发的“地质
灾害实时监测预警系统”提前8 小时
向远在千里之外的甘肃省永靖县盐
锅峡镇党川村发布了黑方台滑坡红
色预警信息，当地政府部门收到预警
后随即组织人员撤离，这也是实验室
2017 年第二次对黑方台滑坡成功
预警。

结束采访时，记者在地灾国重实
验室一楼大厅看到，“地质灾害实时
监测预警系统”源源不断将各地的监
测数据悉数实时同步传回……

10年间，地质灾害防

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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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地质、高边坡治理见长

的实验室，发展成为汶川

地震相关研究领域的“最

强学术团队”。除研究汶

川地震同震灾害和震后

泥石流灾害外，实验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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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直到灾区地质灾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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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拍摄的四川汶川县城。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研究生毕业最值得从学校带走
的是什么？每位同学可能都会有不
同的感受，给出不同的答案。……但
我想说，为了奠定未来事业更加坚实
的基础，为了成就更加辉煌的人生，
请大家带着一种精神离开——那就
是科学精神。”这是中国农业大学校
长对 2018 届研究生毕业生的寄语。
在今年的毕业季，在很多大学校园
内，“科学精神”都是个高频词汇。

什么是科学精神？这或许是个
很难做出十分精准定义、让各方一致
认可的概念，但还是有一些基本内涵
可以把握。比如，求真是灵魂，一切
不合规律的思维和行为是不科学的，
要有捍卫真理的勇气；务实是根本，

一切与实际不符的思维和行为是不
科学的，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质疑
是特质，一切随意否定怀疑价值的思
维和行为是不科学的，要不迷信权
威；创新是关键，一切因循守旧的思
维和行为是不科学的，要不断走向新
的认知与实践。

科学精神孕育于科学实践，并在
科学发展中得以升华；科学精神又作
用于科学实践，成为科学发展的不竭
动力。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
当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重构全球创新版图的今天，我们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技创新的支
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期
待科学精神的勃发。

然而，很遗憾，科技领域在现实
中存在的各种急功近利让科学精神
渐渐走远。不少人认为，发展科学就
要立马见成效，最好短期内能在经济
数据上有所反映；一些科研团队选择

研究方向时，首先考虑项目是否容易
申请、是否保证能出成果；一些科学
家不敢提出理性质疑，就怕毁了自己
的“帽子”、票子和位子。如此计较利
害关系，求真、务实、质疑、创新的科
学精神怎能普及开来？我国的科学
事业又怎能厉害起来？

所以，培育科学精神的关键一
步，是扭转急功近利，切入点则是制
度与执行。制度上，解决好“指挥
棒”的问题。我国近年来围绕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
施，目的正是改变以静态评价结果
给人才贴上“永久”标签的做法，
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
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把人的
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体制中解放
出来，营造潜心研究、风清气正的
科研环境。执行上，解决好不打折
扣落地的问题。相关制度发布了不
少，但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再好的

制度也要落地才有价值，这考验着
相关部门的作风与决心，也考验着相
关人员的勇气与担当。

实际上，是否具备科学精神不只
是科技领域的事，它与每个人都息息
相关。因为每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
都会面临未知的困难，战胜困难容不
得急功近利，需要以求真、务实、质
疑、创新的科学精神作为行动指导，
运用新思维、成就新事业；也因为我
国通向未来的道路绝非坦途，可能会
遇到许多新问题，解决问题容不得急
功近利，需要各行各业秉持科学精
神、采取科学态度、求得科学方法，不
断将事业推向前进。这就意味着，倡
导和培育科学精神要向全体民众全
面拓展，也要向传播科学思想、倡导
科学方法全面铺开。而当科学精神
固化到社会的制度规范中、体现在人
们的日常行为中时，我们的国家也就
有了更深邃的创新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