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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9 月 13 日电利用任意对象通信
(v2x)技术，无人驾驶汽车可以读懂红灯、绕开行
人，实现随走随停。这一场景，在 2017世界物联
网博览会上的无人驾驶汽车体验区已成现实。

以 v2x 技术为代表的车联网，只是物联网
应用的一个方面。未来，面对交通拥堵等社会
“痛点”，我们将不再束手无策，物联网正给人类
社会生活带来颠覆性变革。拥有全球最大物联
网市场的中国，将如何迎接物联网新时代？

让物“说话”，物联网应用带来

颠覆性变革

从“无人零售”到“无人驾驶”，从“智能服
装”到“机器人主播”…… 9 月 10 日至 13 日在
江苏无锡举办的 2017世界物联网博览会上，各
种新生事物扎堆，新概念层出不穷。

“颠覆是物联网的一个重要特性。”与会专
家介绍，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互联网解决了
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物联网则是通过传感
装置，将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进而实现物
与物、人与物相联。从物理世界到数字世界，物
联网将带来颠覆性变革。

能不能不去医院就把病看了？69 岁的无锡
市民方兰珍在尝试。最近她感觉身体不适，自己
在家测了血压、血糖，数据实时上传，没多久家
庭医生就打电话来告诉她该吃什么药。

即使上医院会怎样？依托物联网支撑的新
流程，挂号、化验在急救车上就能做完，车到医
院时，医生已经通过实时传回的信息确定了治
疗方案。

“人满为患的景象以后恐怕看不到了。”无
锡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赵阳说，物联网正渗
入手术、护理、药品、家庭医生等环节，看病难等
问题将被有效化解。

让物“说话”，省了人跑腿奔波，物联网应用
的要义在此。与会人士认为，物联网或将对现实
生活带来巨大的颠覆，对出行堵、监管难以及工
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副作用”“城市病”，未来或
许都不是问题。

在太湖东岸，一张由 23 个空气站、79 个水
站、18 个浮标站、4 个噪声自动站和 170 个摄
像头组成的传感网，严密监控着区域内的 348
个污染源、650 个放射源和 3163 家固废单位。
哪里有偷排，哪里水质超标，后台一目了然，环
境执法部门随时行动。

试想，一张张这样的“天罗地网”在大城市、
重要湖泊河流布下，环境治理从被动防御转为
主动出击将成为可能。

“智慧环保”“智慧制造”“智慧出行”……正
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曾预言：“但凡有人能
想到的事，必会有人将其变为现实。”物联网正
将许多科幻电影中描述的“未来场景”一步一步
变为现实。

全球最大物联网市场，创新驱

动变革发展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物联网市场”，工信
部副部长罗文说，我国物联网产业规模已从
2009 年的 1700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超过 9500
亿元。

2009 年我国首次提出“感知中国”时，美国
的物联网概念已提了 10 年。8 年过去，作为物
联网的重要分支，我国的窄带物联网已大规模
商用，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8 个月前，江苏省首个统一开放的物联网
公有云平台 OneNET 在无锡上线发布；4 个月
前，无锡市在全国率先实现窄带物联网的全域
覆盖；8 月底，无锡市的物联网设备连接数量首
次超过手机用户数量……

这些发生在无锡的物联网“大事件”，显示
出我国物联网技术和市场在飞速发展。同时，伴

随物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包括窄带在内的
物联网技术，正对传统制造业智能转型产生变
革性影响。

国内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徐工集团，最近建
成了工业物联网大数据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徐
工售出的 40多万台设备可以实现实时监控和远
程操控。接到工程任务，调度人员一键命令距离
最近的机械前往作业。日常维护，管理者也能随
时提醒使用者，哪些工程机械需要维护保养。

有了基于大数据和信息交互的物联网，一大
批生产者从单纯的产品提供者变为集销售、运

行、保养为一体的工业服务提供商。传统制造
业沉睡的“原力”，正靠物联网技术变革“唤醒”。

目前，我国物联网已经形成环渤海、长三
角、珠三角、中西部等四大区域发展格局，无
锡、杭州、重庆、北京已成为推动物联网发展
的重要基地。中国移动、华为、百度、腾讯等一
批大企业开始跟进和布局物联网。

“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物联网产
业链，在物联网领域已建成一批重点实验室，
基本覆盖了物联网技术创新各环节，物联网
专利申请数量逐年增加，窄带物联网引领世
界发展，在国际话语中的主导权不断提高。”
罗文说。

未来不止畅想，我国物联网

如何从跟跑到领跑？

近年来，全球物联网技术创新空前活跃，新
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与会物联网博
览会嘉宾认为，物联网发展正处于爆发前夜。

罗文指出，全球每天约有 550 万台设备
加入物联网，美国咨询公司预计 2021 年全球
联网设备将达到 280 亿台，其中 160 亿台与
物联网有关。

在人类社会信息化的历程中，每一次连
接方式的改变，都会催生出一批巨无霸型的
企业。业界人士普遍认为，物联网将是我国发
展的一次重要机遇，加大扶持力度，以应用带
动产业发展，我国物联网产业实现弯道超车，
从跟跑到领跑是很有可能的。

13 亿人口及其带来的巨大应用市场，正
是我国物联网发展的后发优势所在。

然而，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物联网在芯
片等核心技术上仍有短板，软件仍是弱项；人
才积累不足；标准体系仍有待制定和完善。

“未来将通过完善物联网协同创新体系，
推动物联网规划运用等，加快我国物联网发
展。”罗文说。

创新的核心力量是人才。中国工程院院
士刘韵洁认为，推动物联网发展，首先要为相
关领域的人才搭建好平台，给他们好的政策、
好的环境。

物联网使用成本还应降低。企业家们坦
陈，降低传输渠道的资费，提升各类云平台的
可靠性，企业才能更便捷地进入物联网。

“万物互联，还意味着万物控制。”中国科
学院院士姚建铨等表示，随着物联网建立现
实与虚拟的映射，“程序控制世界”大幕开启，
要领跑世界必须时刻准备接受挑战。
(记者朱国亮、杨绍功、张辛欣、王珏玢)

颠覆传统 创新引领

中国物联网如何迎接新时代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张辛欣、
朱国亮)无需售货员，商品本身就
能和消费者“对话”；无人监管，工
厂可以实现精准智能生产……随
着物联网创新应用进入活跃期，
智能驾驶、无人支付等一系列新
应用加速落地。在 10 日召开的
2017世界物联网无锡峰会上，与
会企业家、专家、学者认为，“无人
经济”时代正在到来。

如果说互联网解决了人与人
之间的信息沟通，物联网则是通
过传感装置，将物理世界转换成
数字世界，通过感知、计算、学习
实现人与物、物与物的精准对接。

随着物联网技术应用，生产
生活中的很多场景正在逐步脱离
对人的依赖。

“无人超市”相继出现

首先改变的是零售。不久前，
无人超市在杭州、上海等地相继开
启。无需收银员和导购，消费者可
自行选购一键支付，店铺也可根据
数据调整进货品种和摆放位置。服
务人员少了，效率却没有因此而降
低，商店也变得更加“善解人意”。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在会上说，物联网的核心是连
接，关键在数据。无人超市就是将
商品、消费者“数字化”，对“人”
“货”“场”进行重构。在物联网技
术渗透下，传统超市、百货都将进
行“旧城改造”，更好与消费者互
动，更加精准对接制造商，增加人
气、提高效率、减少库存。

“无人工厂”提升效率

制造业也在酝酿着一场变
革。目前，我国海量数据存储和处
理、智能图像传感等技术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技术成熟带动应用落地，物联网加速渗透
到制造业各个领域，推动“中国制造”逐步找到“人”之
外的优势。

智能制造是其中之一。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无人工
厂诞生，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物联网、大数据
和云计算渗透到工业生产全流程，柔性生产和精准供
给正在实现。

工信部副部长罗文在会上说，当前，制造业领域和
信息技术领域的龙头企业纷纷围绕物联网开展技术创
新和应用部署，加速构建新型产业生态，无人、高效、智
能已成为制造业变革主要方向。

“未来的制造业一定是个性化，未来的算法专家也
不是在互联网公司内部工作，而是在车间里面写代
码。”马云说，某种程度上，未来也许没有严格意义的
“Made I n Ch i n a”(中国制造 )，而是“Made I n
Internet”(互联网制造)，制造业也将在加速拥抱新技
术中实现跨界、融合发展。

“无人产业”迸发活力

除了零售与制造，传统观念中很多劳动力密集的行
业，也在新技术的推动下逐步实现“无人化”。“无人”植
保、“无人”餐饮、“无人”物流……物联网在多个领域推进
规模化应用，打通产业各个环节“经络”，迸发出新的活
力。此外，城市建设、社会管理也因新技术而变得智能。

变化刚刚开始。大会数据显示，预计 2018 年，全球
物联网市场规模有望超过千亿美元。智能制造、智能服
务、智能社会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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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高皓亮、王莹)装有手
术钳的机械臂伸缩，其中的芯片自动传输数
据，记录完成的手术量。根据设在上海的长海
医院手术机器人国际培训中心提供的数据，从
2006 年引进首台手术机器人至今年 2 月，我
国已累计开展 4 万余例机器人手术，机器人走
上手术台已成为现实。然而，当你真正躺在病
床上，是否会有这样的担心，电压不稳它会乱
挥刀吗？万一程序被黑客入侵……

“全球最忙手术机器人在中国”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病房中，
69 岁的罗丹做机器人前列腺癌根治术已满一
周，半躺在床上有了说笑的精气神，“刀口
小，术后恢复时间也短，医生说我现在就可以
出院了。”

“手术机器人是外科医生手中的神
剑。”负责手术的医生是南昌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副院长王共先，办公室墙壁上挂着他做
手术的 3 幅照片，分别代表他从 1982 年参加
工作以来，亲身经历的传统开放式手术、始
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腹腔镜手术以及机器人手
术 3 个时期。

和开放式手术相比，腹腔镜让王共先看着
电视监视器，借助特制的加长手术器械就能完
成病人体内的手术。机器人时代的到来，让他
首次不用自己手握手术刀，单靠操纵手柄也能
完成手术。“人的手腕只能前后左右 4 个自由
度，装着手术钳的机械臂‘手腕’有 7 个自由
度，能自由旋转 540 度。”

在“ 80 后”博士后、王共先的助手郭炬
的眼中，透过腹腔镜看患者体内场景就像看家
里的电视，而机器人呈现的就如同去电影院看
3D 电影。

更高的自由度、更清晰的视野，意味着更
小的创伤和更精准的治疗，当然也意味着更高
的费用。和传统手术相比，罗丹术后住院时间
减少一半，但要多花 2 万元左右，主要为机械
臂前端的电剪、持针器等器械成本。

2017 年 1-8 月，为罗丹完成手术的这台
机器人，共完成 640 例复杂手术，单机手术量
高居全国第一。“中国的第一，也就是世界第
一。”王共先介绍，相关数据显示，当前全球
单机手术量排名前三的机器人都在中国。

“机器人做手术，电压不稳咋办？”

“我相信科学技术。”大学期间就读机械
制造专业，让罗丹在医生提供的两个手术方案
中更倾向于机器人手术。“但坦白来讲，多少
还是有点疑虑。这毕竟不是操作机床，如果电
压不稳或者突然停电，会不会给你其他地方来
一刀。”

保障机器人手术安全，安全性设计是最基
本的保证。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
究员欧勇盛说，机器人机械臂设计模仿人手功
能，可自动滤除震颤，一秒钟可纠正上千次，

即便医生的手出现轻微颤抖，装有手术器械的

机械臂也不会抖动。

“在一次手术过程中，我们发现 3D 镜头
的光束出现问题，机器人当即自动停机。”王
共先告诉记者，手术机器人设计的紧急叫停和
撤出等功能，都能避免因电压不稳、停电等情
况引发的故障。

但真正能带给患者安全感的还是操作机器
的医生。王共先 2017 年初获颁 500 例机器人
手术证书，他带领的机器人手术团队也成为全
国机器人手术临床示范教学中心。“和传统手
术相比，机器人手术要做更多的沟通，你要努
力让病人明白，机器人只是医生手中的工具，
还是要由医生操作。”这是他近 3 年来的最深
感触。

工具在变，机器人背后的医生也在变。
2014 年，从业 30 余年的王共先赴香港“考
证”。按照机器人手术相关规定，要开展机器
人手术的主刀医生、助手以及护士，无论临床
工作多少年，均要先考取机器人手术资质，持

证上岗。

在腔镜手术时代，王共先在盒子中撒一
把红糯米、一把黑米、一把白米，让团队中
的医生在腹腔镜下分拣练习。如今，他又提
出剥葡萄皮，让医生操作机器人一层层拨开
葡萄皮，并要能复原如初。“在机器人放大
的视野下，医生对解剖要有更深的认识。”

“机器人要求更高水平的‘同事’”

王共先办公室第三幅照片拍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3 日，医院首次开展机器人
手术，王共先亲自操刀做了 3 台手术，耗时
将近一整天，在当时还不一定有传统方式
快。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类似于早期火车
和马车的比赛，不到 3 年时间，如今机器人
手术效率已全面超越传统手术。

在他的设想中，未来的医院中，将不仅
仅有手术机器人，或许在门诊大厅就有引导
患者的导诊机器人，在病房有帮助患者翻身
的陪护机器人。国家《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也提出，开展手术机器人
在三甲医院智能手术中心的试点示范。

作为王共先的在读研究生， 1990 年出
生的白汉祥感受到来自手术机器人的压力。
曾经他的导师做一台泌尿外科手术，需要一
个主刀，外加三四个助手，如今有了机器人
的帮助，只需一个主刀和一个护士。他不得
不担心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的就业前景或将更
加严峻。

王共先给弟子的告诫是，手术机器人是
更先进的手术平台，接受并用好手术机器人
是大势所趋，也意味着未来的医院对医生的
要求更高，智能化的工具需要更智能的人来
掌控它。

然而，这个 55 岁的外科医生始终坚
信，无论机器人如何智能先进，都不可能取
代医生。“不论机器人再进化，也不会有人
类的直觉和情感，而这是病床上的患者最需
要的。”王共先说。

机器人穿上“白大褂”，你敢让它做手术吗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魏梦佳)正值新生入学，北

京师范大学近日新推出的“刷脸”报到方式引发社会关
注。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的帮助下，对着摄像头“刷
刷脸”，几秒钟就能识别身份，完成注册报到，这让新生
们感到新奇又有趣。

记者从北师大获悉，今年该校的学生宿舍全面开
启“刷脸”模式，19 幢宿舍楼共安装了 44 套人脸识别
门禁系统，覆盖本硕博 1 . 8 万多名在校生。据悉，这样
大规模应用人脸识别系统在北京高校宿舍尚属首例。

在该校的一幢学生宿舍楼，记者看到，楼门内外都
安装了一人高的“壁挂式人证查验机”。学生们出入宿
舍楼都需要面对机器电子屏幕识别面部，再一刷校园
卡，电子屏马上显示“验证通过”，楼门开启。进入宿舍
楼时，机器还会发出“欢迎回家”的声音。

北师大学生宿舍服务中心主任李金军告诉记者，
学校引进这套人脸识别门禁系统主要是出于安全考
虑。“过去学生是刷校园卡出入宿舍楼，可能外面人跟
着就进来了，不太安全。另外，利用这套设备进行数据
分析，如果有学生长期未归、晚归，也能便于老师和学
校掌握其动向，实现更高效的校园管理。”

项目合作方北京和游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海亮
介绍，这套系统有三种识别模式，全部需要人脸识别，

辅以刷校园卡或者喊出自己名字或者输入校园卡密码
后四位，待机器比对人脸和数据库内信息匹配后即可
开门出入。据悉，该系统可识别 26 种方言，准确率可达
98% 。

如果外人还是尾随学生进入宿舍楼又该如何？技
术支持方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吕
学斌介绍，为解决这个问题，每幢宿舍楼入口处的上方
区域还安装有“动态人脸识别系统”的摄像头，可通过
人脸检测进行二次识别，判断进入人员是否为宿舍楼
内人员。工作人员通过电脑屏幕可实时看到，符合条件
人员脸部为绿框，一旦出现尾随陌生人员，其脸部就会
出现红框并开始报警提醒工作人员。

据悉，今年 4 月开始，北师大就在该校 13 号宿舍
楼 350 名学生中试用了这套智能系统，效果良好。今年
暑期，学校开始在全部宿舍安装。截至目前，学校已收
集了 70% 的学生人脸数据，部分宿舍楼信息录入达到
90%。今年新生们除了正常报到外，还需在宿舍楼下的
门禁机器上进行人脸采集。

一个“看脸”的学校

北师大学生进宿舍楼

不用“钥匙”改“刷脸”

▲日前，北京市民在 2017 世界机器人大会会场参观手术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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