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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2019 年世界交通运输大
会在北京开幕。为期 3天的大会中，我国
交通运输领域的诸多成果集中亮相。行
业大咖及专家们齐聚一堂，带来他们对未
来交通的新构想。

大国重器 提速升级

中国高铁让“说走就走”成为可能。
截至 2018 年底，我国铁路里程达 13.1 万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2.9万公里，
居世界第一，用实力诠释着新时代的又一
张“中国名片”。

350 公里／小时会是高铁速度的极
限吗？未来高铁将如何做到更快更高
效？对此，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何华武表示，轮轨高铁运行速度的
进一步提升，受到轮轨关系、弓网关系、流
固耦合关系、运行环境等因素制约，未来
高铁技术若要实现速度上的突破，可将高
速磁悬浮或低真空管（隧）道高速磁悬浮
铁路作为研究方向。

2016年7月，郑徐高铁承担的中国标
准动车组试验任务曾跑出了 420 公里的
时速交汇试验，创造了动车交汇速度的世
界最高纪录。“但是我们仍要清楚认识到，
目前运行环境的制约是轮轨高铁提速难
的主要因素，体现在噪音和振动值超标或
接近限值。”何华武说，提速一直是轮轨高
铁的技术发展方向，进一步升级完善 400
公里级轮轨高铁成套技术及装备，对于轮
轨高铁更快、更好地运行是非常必要的。

一般来讲，民航客机的运行时速为
800 公里至 1000 公里。那么，航空与轮
轨高速铁路间的空白地带该如何填补
呢？何华武透露，中国工程院正牵头开展
相关重大课题研究，拟对不同制式高速磁
悬浮，结合低真空管（隧）道技术路线及关
键技术问题开展充分论证，并对粤港澳大
湾区广深港通道建设高速磁悬浮铁路先
行路段，开展工程预可行性研究。

要想进一步开出超高速列车，轮轨分
离的磁悬浮技术已未来可期。5月23日，
我国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悬浮试验样车
在青岛下线，预计将于 2022 年完成对该
样车的高速考核。“广深港高速磁悬浮铁
路也已有4条备选方案。”何华武说。

中国铁道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卢春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中国
工程院还在研究时速800公里的低真空管

（隧）道超高速磁悬浮列车，探索利用管道
技术减少对空气的阻力，实现高速运行。

智慧交通 引领未来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高性能计算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
的脚步加快，传统交通方式还将会被多元
重塑——智慧交通将在不断成长中引领
未来生活。

“智慧交通是以智慧赋能交通，采用
了最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以数据为中心提
供服务，促进整个交通体系的高效运行。”
提及智慧交通未来将如何发展？北京理
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军表示，
从技术单向突破到系统融合，智慧交通将
形成从科技引领到全面的应用导向——
核心就是交通智联网。

张军解释称，智联网就是通过物联感
知、泛在网络、知识图谱、智能服务作为核
心技术，实现信息、知识与实体间的交互，
做到自感知、自决策、自学习、自自治。

“航空预售从过去的 1.5 天发展到现
在的一年，高铁则可以提前 20天售票，正
是通过考虑气象、实时路况等诸多因素，
开展多元化的计划融合与分级，使得出行
时间分辨率由小时级精确到分钟级。”张
军说，智慧交通将经由天空地一体化信息
网络的建设和大数据分析，不断优化人与
载运工具间的交互，为公众提供便捷的智
能交通服务。

那么在未来，能否破解换乘中“最后
一公里”问题，使得步行空间分辨率由千

米级进化到米级？自动驾驶将何时实现
大规模运营？点对点、门到门，个性化、定
制化的智慧立体交通将如何照进现实？

“从硬件来说，世界最长桥梁和最大
隧道都出自我国；但在‘软’的方面，我们
下一步仍需下功夫，为人流、物流、商流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苏交科集团总裁李大
鹏认为，充分利用好基础设施，搭建智能
运营管控系统，将极大提升人们的出行效
率和交通服务水平。拓展智慧交通已经
成为科技业巨头保持领先、开拓新机遇的
主攻方向之一。

本届大会期间，高德地图便联合阿里
云推出了智慧高速解决方案，即通过视频
设备、物联网产品、互联网产品等渠道获
取海量交通出行大数据，并基于人工智能
的数据融合技术，快速识别出高速公路的
路况、事件信息，一方面提醒管理方及时
处置，另一方面及时通知用户，实现高速、
安全、畅通出行。

目前，安全和拥堵是我国高速公路出
行面临的主要痛点，主要由路网利用不均
衡、数据价值挖掘不够、协同管理平台缺
乏、事故预防和处置效率不足等原因造
成。对此，车路协同将成为全球交通领域
智能化与网联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高德地图副总裁董振宁认为，建立高

速路网、车流数据的充分连接，使所有信
息在一个云端开展全局视野的调度，通过

“智能+”科技手段实现高速出行的人、车、
路全面协同，让路网更聪明，将有效解决
现有高速交通出行问题。

绿色出行 创新为先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在大会主
旨报告中坦言，交通事故、交通拥堵、大气
污染等仍是困扰交通运输发展的世界性
难题。新时代，我国要着力构建安全、便
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并把创新放在打造交通强国的核心位置。

2018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发布《IPCC全球升温1.5℃特别
报告》指出，到 2030 年，全球温升最快将
超过1.5℃。而一旦升温到达2℃时，将带
来更具破坏性的后果，如栖息地丧失、冰
盖融化、海平面上升等，威胁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损害。

为应对气候变化严峻局势，各国政府
需在气候治理上加快行动。“过去的一万
年，气候变化仅为1℃，这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安全运作的空间，得以建立起农业、城
市和文明。但全球正在暖化，对于人类文
明发展将形成巨大风险。”IPCC报告作者

之一、澳大利亚珀斯科廷大学教授彼得·
纽曼表示，人类必须采取措施发展智能交
通、绿色交通，这是目前的迫切需要。

面对国家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
的战略需要，交通运输有条件做绿色发展
的先行官。对此，彼得·纽曼提出了两个
关键概念：一是去耦合化，二是实现颠覆
式创新。

去耦合化，即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尽
量减少依赖化石燃料。彼得·纽曼告诉记
者，在欧洲，例如丹麦已经从上世纪 90年
代起，每年减少石油和煤炭消耗，但财富
仍在上升。而中国作为后来者，展示出新
兴市场国家也可以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减
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总体来说，我们
的速度还不够快。”他介绍，IPCC 还提出
了一个绿色发展日程：一是强调使用智能
技术、智能城市设计；二是强调以太阳能、
风能等替代以炭为基础的技术燃料。

绿色出行，要抓住颠覆式创新机遇。
“如今，全球新能源汽车每年的增长速度约
为40%。可以想象，未来柴油和汽油车将
逐渐退出市场。”让彼得·纽曼印象深刻的，
是在苏州看到一款由中国铁建创新性研发
的无轨电车，它可运载 350人至 500人在
街上穿梭，“只有通过一系列颠覆式的创新
技术，才能真正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智能+绿色 引领未来交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从主要依靠步行，到海

陆空立体交通网络的组建；

从时速几十公里的绿皮火

车，到时速 300 多公里的高

铁；从拥有第一辆自行车，到

如今通过手机就能叫到网约

车……人们感受着交通方式

的巨大变化，享受到越来越

便捷的出行服务

从数字化走向智慧化，美团配送的
背后有一颗“超级大脑”。据美团点评
副总裁陈荣凯介绍，美团历时 3 年研发
出“超脑”即时配送系统，借助机器学
习、运筹优化等关键技术手段，突破了
千亿级骑手轨迹挖掘、城市级全局并行
优化调度、毫秒级配送路径规划等关键
难题，实现了精准感知、智能决策和高
效执行。

目前，“超脑”即时配送系统可实现
每小时路径规划 29亿次，平均 0.55毫秒
为骑手规划 1 次路线，平均配送时长 30

分钟以内。“未来，美团还将在技术平台、
运力网络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等方面向生
态伙伴开放能力，提升商家经营效率，降
低物流成本。”陈荣凯说。

与此同时，快递分拣行业也不甘示
弱。展厅一角，机械臂来回精准抓取，
几个 AGV 橙色小车机器人有条不紊地
分拣着包裹，再配合传送带有序地运送
货物，货物的条码序号和基本信息在显
示屏上得以清晰显示……中国邮政带
来的智能物流解决方案吸引了不少参
观者驻足。

作为全国第一个采用立体式模块协
同作业、大小件同步智能自动分拣系统
的邮件处理中心，中国邮政智能物流系
统有助于缓解高峰期快递包裹的处理压
力，并已成功运用在近两年的“双十一”
电商购物狂欢中。“从前，我们只是单独
运用皮带机、机械臂或是 AGV 小车机器
人，没能形成配套联动；现在，把它们整
合在一起，传输的柔性和效率大幅增加；
未来，全自动无人化仓配系统将是邮政
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中邮科技上海分
公司市场部工作人员赵青说。

未 来 出 行 可 以 这 样“ 玩 ”
本报记者 郭静原 实习生 程曼诗

近日，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德国应用化学》刊文，报
道南开大学“抗癌干细胞药物化学”研究领域的最新突
破。南开大学药学院陈悦教授团队首次实现了抗癌天
然产物防风草内酯骨架的高效化学合成，并实验确证
了该类化合物可选择性杀灭肝癌干细胞，具有药物开
发潜力。

癌症干细胞（CSC）是很多癌症复发和转移的根
源，靶向 CSC 有望给癌症治疗带来革命性进步，临床
上对靶向CSC药物有着迫切需求。但同时，抗CSC化
合物很难找到、相关天然产物极少且大多成药性差，又
加剧了这种迫切程度。

防风草是我国南方常见的草本植物，其重要活性
组分是防风草内酯。近年来，围绕防风草内酯的药理
研究越来越多，多篇研究论文说明了其对多种癌症干
细胞有选择性杀灭效果。但是，自1963年防风草内酯
分离以来，至今未有其化学全合成研究报道，大大限制
了关于防风草内酯的进一步药物化学研究。

此次，陈悦教授团队以绝对立体构型的防风草内
酯作为目标分子，利用两个关键串联策略，采用发散式
合成完成了防风草内酯对映异构体和异防风草内酯的
首次全合成，合成路线高效简洁，合成规模可达克级。
团队获得的足够量化合物，为后续抗肿瘤活性研究和
构效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同时，陈悦教授团队通过实验确证了防风草内酯
能够杀灭肝癌干细胞。团队研究人员王良博士介绍，
实验确证，针对测试对象——HepG2 肝癌细胞，低浓
度异防风草内酯能够降低其干细胞含量；在同等浓度
下，异防风草内酯比防风草内酯具有更好降低肿瘤微
球 形 成 能 力 ，两 者 均 比 抗 癌 症 干 细 胞 候 选 药 物
ACT001（正在国内外进行临床试验的抗脑胶质瘤原
创候选药）具有更好地抑制活性。“可以说，‘防风草骨
架’具有进一步药物开发的潜力。我们的最终目标是
获得一款抗肝癌药物，接下来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
克。”王良说。

我国抗癌天然物研究获突破
本报记者 牛 瑾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心脏是生命的发动机，它
的“零部件”出现问题怎么办？“对于治疗处于中等或高
手术风险，并患有二尖瓣膜病的患者，TAVR（经导管
主动脉瓣置换术）手术非常合适。”美国西达赛奈医疗
中心介入心脏病专家拉吉·马克卡博士介绍，心脏主动
脉瓣位于左心室和升主动脉之间，一旦出现病变，会导
致全身供血不足。患者会出现头晕、胸闷、心悸等症
状，严重时还会导致心衰、晕厥甚至猝死。

传统的开胸手术一直是主动脉瓣、二尖瓣疾病等
主要治疗手段，患者创伤大，伴有较高风险。而对于身
体条件差、年龄大或是惧怕外科手术的患者来说，只能
开展保守治疗，但效果有限。

TAVR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这种微创的心
脏介入技术无需开胸，通过导管就能将特制的人工瓣
膜送到需要置换的病变位置。这就避免了体外循环，
创伤很小，患者恢复也很快，目前全球已有超 30 万例
患者进行了这一手术介入治疗。拉吉·马克卡在美国
心脏病学会科学会议上展示的研究数据表明：经过一
定筛选且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采用这种侵入性较小
的方案进行介入治疗。

不开胸 康复快

心脏介入TAVR手术引期待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日前从深圳海关获悉：该关
科研项目《跨境冶金类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技术及应用》

《食品有害物质全程溯源与实时监控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日前入选广东省“2018年度优秀科技成果”。

据介绍，《跨境冶金类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技术及应
用》项目实现了冶金类固体废物的精准鉴别，显著提高
正常货物通关效率，提升了防控国外固废危害我国生
态环境安全的技术能力，为冶金类固体废物属性鉴别
和冶金类物料质量控制提供新的技术手段。该技术应
用 3 年来，共完成进口冶金类固体废物鉴别 1700 多
批，鉴别出固体废物上千万吨，为防控“洋垃圾”入境、
保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食品有害物质全程溯源与实时监控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项目采用计算机、现代生物和食品安全检测
等技术，实现了供港乳制品、冷冻食品、果蔬等敏感食
品供应链中的主要有害物质现场和实验室检测；解决
了检测数据的自动上传、自动比对和数据挖掘等技术
难点；研发了供港食品有害物质全程溯源与实时监控
平台，并在国内 20 多家企业推广应用；极大提升了企
业管理和运营效率，助力企业新增销售额近11亿元。

科 技 为 海 关 查 验 助 力
深圳海关2项科研项目成果显著

联合国报告：

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97亿

图① 参观者在 2019年世界交通

运输大会同期举办的交通科技博览会

上体验驾驶员危险辨识能力测评系

统。

图② 交通科技博览会上，中国邮

政带来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图③ 交通科技博览会上展出的

搭载三维智能路面监测系统的工作

车。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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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公交、火车、飞机、轮船……这
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让出行
变得简单而美好。而在与 2019 年世界
交通运输大会同期举办的交通科技博览
会上，“上天入地”的出行新花样层出不
穷。

飞机让古人“腾云驾雾”的梦想成
真。不过，乘机体验仍有待提升。例如，
旅客在机场办理行李托运后，直到下飞
机才能知晓行李是否到达；如稍有不慎
重要行李丢失，一时间很难找到。别着
急，中国民航局第二研究所提出的一整
套行李全程跟踪解决方案，可为旅客排

忧解难。
“RFID 行李全程追踪系统可跟踪和

监控每一件出港、进港和中转行李的轨
迹，工作人员可随时查询每件行李的实
时位置，根据不同环节拍摄的行李照
片，快速查找目标行李位置。接入机场
的服务平台后，该系统还可以实现数据
共享，旅客通过手机便能了解行李去
向。”研究所项目经理王建说，目前整
套解决方案已在首都国际机场、重庆江
北国际机场得到实际应用，未来还将逐
步向全国机场推广。

不仅能追踪行李，由中国航信集团

推出的智慧安检系统还能够自动进行人
像识别、人证比对、安检验讫、跟踪识别
和闸机放行等，旅客靠“脸”便能畅行机
场。该公司研发软件工程师郭其峻告诉
记者，未来，智慧机场将以智能机器人、
智能查询终端、AI客服、行李可视化等为
载体，优化值机、安检、登机等旅客在机
场的必要接触点，争取为旅客提供近乎

“无感”的出行体验。去年底，云南机场
集团所辖 15 座机场全面启用航信“人脸
识别”智慧乘机服务，有效减轻了安检工
作的压力，旅客出行流程也更加轻松、
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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