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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在用大数据
编织的细密网络中，地球这颗蓝色星球变
得越来越“透明”。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
发布《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
告》（简称《报告》）。报告里都有什么玄
机？请随经济日报记者一探究竟。

着眼新方法 积累新数据

2015年，联合国193个成员国通过了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世界各国在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中
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不过，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专项负责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坦言，SDGs的
实施进程监测面临着艰巨挑战。其中，指
标数据严重不足是监测SDGs的主要挑战
之一：数据统计体系不完善、不一致以及
指标体系缺失是造成数据缺乏和质量不
高的关键原因。因此，保证数据可靠性，
科学建立 SDGs 评估指标体系仍是一道
难题。

郭华东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在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169 个具体目标、230 多个指标
中，有方法、有数据的评估占比仅为45%，
有方法、无数据的评估占比达 39%，而无
方法、无数据的评估仍有16%。“实现对有
方法、无数据和无方法、无数据指标评估
的突破，成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
最紧迫的任务。”

“指标评估主要依靠各国通过统计部
门调查开展，然而，统计调查这一传统手
段在指标评估的时效性、空间解析度以及
成本花费上存在不足，全球对此已有广泛
共识。”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研究
员陈方向记者举例，部分国家农业资源丰
富，却因为缺乏方法评估农业情况，导致
抱着“金饭碗”还没饭吃。比如，莫桑比克
芒果树遍布全国，但芒果资源情况尚不清
晰，未能得到有效利用。

对此，我国科学家挺身而出，瞄准“地
球大数据”开展科研攻关。“作为科技创新
的重要方面，大数据正为科学研究带来新
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有望促进全新研究范
式的产生。”郭华东表示，地球大数据具备
海量、多源、异构、多时相、多维度、高耦合
度、非平稳以及非结构化等特点，正在成
为认识地球的新钥匙、知识发现的新引擎
和决策支持的新手段。

2018 年 1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正式
启动实施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
球大数据科学工程”，致力于构建包含资
源、环境、生物、生态等多个领域的大
数据与云服务共享平台，推动地球大数
据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地球系统科学的重
大突破和科学发现。《地球大数据支撑可
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正是专项实施 1 年
多来的成果。

郭华东介绍，《报告》通过聚焦零饥
饿、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水下生物、陆地生物等特定目标，遴
选多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研究，所呈现的
数据分析成果，可为其他国家落实 2030
年议程带来有益借鉴，为解决更多全球性
与地区性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典型案例诠释科学依据

早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按照自行评
定标准，把咱们的国宝大熊猫濒危等级从

“濒危”降至“易危”，这样判定的依据从何
而来？大熊猫真的安全了吗？

在本期发布的《报告》中，给出了答
案。《报告》显示，1976年至2013年，大熊
猫种群数量增加，但 2001 年以来的栖息
地比1988年大熊猫被列为濒危物种时面
积小且更加破碎化。“因此，单纯以种群数
量为依据将大熊猫濒危等级降低是不合
理的，物种濒危等级的评估需要综合种群
及栖息地两方面因素，才能更加客观地开
展保护。”郭华东说。

又比如，什么地方的小伙伴最能方
便、快捷地享受公共交通服务？在可持续
城市和社区方面，《报告》指出，澳门、香
港、上海、北京 4 地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最
便捷，且北京的公共空间开放比例为全国
最高。全国各省份人们可便捷使用公共
交通的人口比例平均为 64.28%，其中东
部地区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南方省份普
遍高于北方省份。从地级市尺度来看，人
口密集城市可便捷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口
比例要普遍高于人口稀少的城市。

在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方面，《报
告》 显示，我国 2017 年地表水水质较
2016年有小幅改善，全国范围内西部地
区地表水水质总体优于东部地区，其中
新疆、西藏地区地表水水体质量最优。
通过多年持续治理，全国地表水水质有
明显提升，但部分东部省市仍需进一步
提升治理水平。

就这样，关于我国的 12 个研究案例
在本期《报告》中得以呈现。此外，专项还
针对全球城市化进程、高亚洲冰川退化情
况、非洲和中亚地区国家水资源态势等开
展了数据和方法的深入研究工作。

例如，针对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对
气候变化的影响应开展评估，以加强气候
变化减缓、适应、减少影响与早期预警等
方面的教育和宣传。“我们可以看到，全球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年际增量主要来自
人为排放。而极端气候的发生也增强了
一些陆地生态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导致
年际增量的波动升高。”对此，郭华东建
议，在控制人为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也
要科学修护管理敏感的陆地生态系统，以
减少极端气候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郭华东告诉记者，《报告》展示的这些
SDGs 评估进展，为今后科技支撑联合国
机构推动可持续发展相关合作，支持“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构建更为完善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评估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科学
依据。

朝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

实践证明，地球大数据作为新的科学
方法论具有巨大应用价值，可以为我国以
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可持续发
展目标监测评估服务。

郭华东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
我国国家发展战略互为支撑，本期《报告》
正是我国服务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一个科技创新平台，是利用地球大数据
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所作的具体贡
献，也是我国实施技术促进机制促进可持
续发展目标实现的现实案例，包括数据方
法等可在其他国家推广。

而“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专项把眼
光放得更加长远。郭华东直言，专项最终
目标是建成国际地球大数据科学中心。
其中包括：发射 CASEarth 小卫星，提升
数据获取能力；构建地球大数据云服务基
础平台，提升数据处理能力；构建数字地
球科学平台，提升决策支持能力；围绕“一
带一路”、美丽中国等实现全球、区域、国
别以及典型地区SDGs指标监测与评估。

“专项可以不断发挥自身特点和优
势，以技术促进机制为宗旨，投入优质精
准科技力量，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数
据源、方法论、实现案例和决策支持等多
方面实现创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重
大问题提供更可靠的数据依据和新的研
究理论、方法。”郭华东说。

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
成为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任务。“越来越
多国家、地区、组织和企业参与其中，一起
为推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
努力。”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表示，未
来，“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专项还将继续
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工作，加深院内
外、国内外合作，加强相关研究成果集成，
争取更多科技工作者加入进来，为联合国
2030年议程作出更大贡献。

绘制数据蓝图 解码地球奥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近日，出席第74届联合国

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联

合国递交了4份文件。其中包

括中国科学院组织编写的《地

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

标报告》，展示了我国利用地

球大数据技术支持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和政策决

策的探索与实践。

奶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婴儿用品。
现代奶瓶一般由玻璃、塑料、硅胶等制成，
还会配上软软的硅胶或乳胶奶嘴。然而，
在生产力落后的史前时代，那时的人类有
奶瓶吗？答案肯定的话，史前人类的奶瓶
又是啥样呢？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近期发表
了一篇考古学文章：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大

学的研究团队，从一种常见于古欧洲儿童
墓葬的陶制小型带嘴容器中，鉴定出了来
自动物奶的脂质残留。这意味着，它们可
能就是史前人类用于给婴儿喂食的奶瓶。

儿童饮食研究包括母乳喂养和断奶，
这对我们理解过去社会的生育率和婴儿
死亡率有重要意义。以往对婴儿骨胶原和
牙质样本中氮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提供了
古代婴儿断奶时间的信息；然而，人们很
少了解古代婴儿会食用哪些食物。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已知最早的可
能用于喂养婴儿的陶土容器，出现在
5000 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欧洲，这种容

器后来变得越来越常见，一直贯穿了青铜
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些陶器有一个很小
的开嘴，可以使液体流出。此前有人提出
它们可能是给病人使用的饲喂器，也有人
提出用于给婴儿喂食，但一直难以确定这
种容器里面盛放的是什么。

为解决这项挑战，该团队研究了3件
在古欧洲0岁至6岁婴幼儿墓葬中发现的
开嘴容器。其中两件来自早期铁器时代的
一个墓葬群，可追溯至公元前800年至公
元前450年；另一件来自晚期青铜时代，可
追溯至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

研究者分析了容器中的脂质残留，鉴

定出来自动物产物（包括鲜奶）的脂肪
酸。其中两件容器似乎盛放过反刍动物

（常见的反刍动物有鹿、牛）的奶，另一件
则残留了混合非反刍动物的奶（可能是猪
奶或人奶）。研究者们认为，以上发现证
明：在婴儿断奶期间，这些容器可能被用
于给婴儿喂动物奶以补充营养。

研究者们甚至还为此项研究重建了
一个“仿古奶瓶”，并拿它来喂养现代婴儿
——小宝宝用仿古奶瓶吃奶还吃得挺香。

婴儿断奶期是人类生命周期中的危
险阶段。对于史前时代的人类婴儿来说，
用这种奶瓶喝动物奶其实也是一种冒
险。它的好处在于，给婴儿提供了母乳之
外宝贵的额外营养来源。而它的风险在
于：动物奶营养成分的差异使其难以完全
替代母乳，可能导致婴儿营养不良；未经
高温消毒，有被细菌或病原体污染的风
险，有可能引起婴儿腹泻或其他疾病。

总之，这些史前奶瓶中食物残留的发
现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得以一
窥史前人类如何处理婴儿断奶期的营养
问题。

考古新发现：史前时代就有婴儿奶瓶
本报记者 佘惠敏

研究者们为此项研究重建的“仿古奶
瓶”，并以之喂养现代婴儿。（资料图片）

选自晚青铜时代和早铁器时代的喂养容器，可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600
年左右。容器高约105、80、90和85毫米（从左到右）。 （资料图片）

在智能设备大行其道的移动互联时代，记住密码
成了一件“难事”：登录密码、手机密码、支付密码……
处处需要密码。与此同时，为防范密码脱库撞库的风
险，还要为不同网站和APP设置不同密码。

随着指纹、人脸、虹膜识别等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日
益成熟，使用生物识别技术替代密码的应用越来越多，
移动身份认证技术的种类也趋于多样化。这看似解决
了上述难题，但由于移动设备碎片化严重、接口不统
一，导致兼容多应用困难等问题日益凸显。

为打造一把网络世界的新安全钥匙，FIDO技术应
运而生。据了解，FIDO是以生物信息和私钥不出本地
设备为基础，通过将认证手段与认证协议相分离，利用
硬件设备内嵌的安全能力和生物识别技术来识别判断
人体生物特征，结合密钥体系机制，在极大保护用户隐
私的同时，为线上身份认证的安全可靠与便捷合规找
到了一个平衡点。

从实践上看，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已将CA
的电子签名服务与 FIDO 技术相结合，形成了“FI-
DO+”方案，面向移动支付等应用场景提供符合法律
效力、安全便捷的数字签名和身份认证服务，经过几年
的探索，目前已经在银行业广泛应用。CFCA业务部
助理总经理张翼表示，“FIDO+”产品结合了 FIDO 技
术和电子认证技术，解决了目前身份认证领域面临的
主要问题，其采用本地生物识别认证模式，支持TEE/
SE级别的密钥保护，用户私钥和生物信息等私密信息
不能导出设备终端。

在出现安全认证需求时，CFCA FIDO+通过生物
识别技术对用户开展快速核身检验，并凭借数字证书的
双重检验更加快捷精准地完成对数据的鉴别。从用户层
面来看，一切都在一瞬间完成，免密支付一步到位。

虽然在手机银行背后有强大的科技保证用户资金
安全，但张翼提醒，用户在使用手机银行过程中，为更
好保障资金安全，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护好自
己的手机和密码；二是从正规应用商店下载程序，不安
装来源不明的应用软件；三是在交易过程中要注意确
认转账交易信息是否正确。

“谁”在保护你手机里的钱
本报记者 钱箐旎

作为精准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植保无人机拥有
高效率、高精度和高环保等优势，支持了“农药零增长”
目标的达成，推动中国智能农机与智慧农业协同发展。

目前，中国植保无人机全产业链拥有近400家相
关企业，植保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万台，2018 年作业
面积约 2.67 亿亩次，总体可减少农药使用量 20%以
上，提高农药利用率30%以上。

植保飞防是“人”“机”“剂”的技术集成。随着无人
机创新和农艺技术的加速融合，我国主要作物种植区
对于飞防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为此，科迪华农业科
技联合大疆农业日前举办了首届“御风营，育丰盈”主
题飞防培训，帮助80名飞防操作人员获得相关操作资
质，将植保飞防的优势更充分展现在田间地头。

在“机”与“人”之外，植保飞防事业的发展还需要
专用药剂的支撑。与传统农药喷施相比，植保飞防对
药剂浓度、分散率和附着性有着特定要求，这是提升作
业效果的关键。为此，科迪华全新发布了除草剂锐超
麦的飞防标准以及飞防专用包装，助力实现植保飞防
科学、合理和高效用药的深化与推进；还领衔多家行业
领先企业与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合作制定推出了植保无
人飞机系列团体标准，将农艺实践与数字化技术相融
合，以促进农业安全、绿色发展。

植保无人机助力智慧农业

本报记者 陈 颐

通过计算机视觉定位和三维场景构建等方面的技
术创新，滴滴出行地图团队日前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创新推出AR实景导航功能，为用户提供更精准、更高
效的“沉浸式”步行引导体验。

在机场 T3 航站楼二层到达大厅，记者使用智能
手机在行程页面点击“AR引导”，移动手机摄像头，就
可实时、清晰地在手机屏幕上看到建议的步行方向、离
上车点的距离等信息，跟随手机屏幕显示的虚拟箭头
和虚拟标识，即可顺利抵达目的地。

“以前乘客在机场呼叫网约车后，只能跟随地面标
识指引或客户端内的‘图文引导’到达上车点。”网约车
司机李彦说，“AR实景导航推出一个多月以来，我主
动推荐乘客使用这个功能来抵达上车点。很多客人表
示很高效，也充满了趣味和科技感”。

网约车AR实景导航现身深圳

本报记者 喻 剑

AR实景导航使用界面。本报记者 喻 剑摄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内的地球模型。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