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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第四次探测到“时空涟漪”，破解宇宙之谜取得里程碑式成就

欧美探测器首次共同探测到引力波

“网红”应用能帮家长一秒“扫出”孩子作业中的错误答案

从检查作业到解放教育，AI能走多远

直 10 国际军事竞赛拔头筹，厉害了中国直升机
千年瓷都景德镇见证了中国直升机研制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新华社北京 9 月 27 日电(记者呼涛)27
岁的钟福强每天在一条跑道边工作。跑道这
端是让世界都感到“不可思议”的中国新型直
升机，那端是凭借陶瓷手工艺让世界为之着
迷千年的城市——— 景德镇。

在“中国瓷都”长大的钟福强从小就被带
去学习在瓷器上绘画，从事航空业的父亲希
望他能专注做事，心无旁骛。

长大后，他变成了像父亲一样的航空人，
并且超越了父辈——— 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代
表参加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并获得飞机维
修项目优胜奖。

“工匠的手为瓷器注入生命，让它们变得
经典而永恒，为中国赢得世界的尊敬和认可。
航空人通过传承和不懈探索，让这座因瓷器
蜚声世界的古老城市凭借直升机重新‘起
飞’。”中国航空工业昌飞试飞维修总厂技师
钟福强说。

在中俄空军“2017 航空飞镖”国际军事
比赛中拔得头筹的直 10 专用武装直升机，在
青藏高原海拔 9008 米高空飞跃的 AC313
大型直升机，高原“空中轻骑”AC311 民用直
升机……一系列让中国人自豪的直升机，在
中国航空工业景德镇直升机基地诞生。

作为中国直升机制造业的国家队，中国
航空工业直升机公司历经六十年发展，不仅
为国家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直升机家族谱系，
并且能够与全球直升机巨头同台竞技。

目前，中国航空工业直升机公司凭借
12 大系列、近 60 个型号的直升机已经跻
身全球七大直升机制造商。直 8 、直 9 、直
10 、直 1 1 、直 19 等系列军用直升机以及
AC311 、AC312 、AC313 、AC352 等系
列民用直升机全面服务国防和国民经济，
一批“明星”机型已享誉国际。

“自主发展中国直升机产业是国家赋予
的使命。我们要为国家构建起与大国地位相
匹配、完整的直升机体系，研制出更多更先进
的直升机。”中国航空工业直升机公司副总经
理、直升机所所长洪蛟说。

中国直升机工业经过 60 年艰苦创业，从
零起步到今天初步建成直升机家族谱系和遍布
全球、军民融合的供应商体系，形成了先进的直
升机研发、生产、试验、保障和创新体系，具备自
主研发第三代和第四代直升机的能力。

“中国军用直升机技术发展尤为迅速，有
些型号已经可与全球先进水平同台竞技。在
一些关键领域，中国人正凭借自己的智慧实
现超越。”洪蛟说。

在景德镇诞生的直 10 专用武装直升机
和 AC313 大型民用直升机，标志着中国具备
了完全依靠自我保障研制生产先进的第三代
直升机的能力。其中，直 10 作为当今全球最
具战斗力的武装直升机之一，不仅打破了国
外对发动机和关键材料的封锁，还通过全机

减重和换装国产发动机成为全世界空重比
最好的直升机。

千百年来流淌在景德镇“血脉”中的专
注和创新，在今天照亮了探索世界前沿的
中国航空人。如同景德镇的第三代航空人
钟福强所言，“人的思维和灵魂终归会体现
到他们所专注的事业之中，创造力让他们
的作品与众不同”。

“不能自主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就永远
无法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处境。”中国航空
工业直升机所总设计师、首席技术专家邓
景辉说。

目前，中国在第四代直升机研制上取
得重大突破，攻克振动控制技术、无轴承旋
翼技术、防除冰技术、电传飞控等关键技

术，并实现从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代发展。
对直升机安全至关重要的旋翼除冰技

术，全球曾只有两家西方公司掌握。“其中
一家开出了苛刻的条件，但我们耗不起。除
了靠自己，没有退路可走。”邓景辉说，团队
历经数年终于为中国人实现了“争气工
程”。

“作为最早‘吃螃蟹’的人，我们付出了
极大的艰辛，也更早地体会到美味和价值。
未来，中国发展更多新型号直升机将因此
受益，国家对各型直升机的迫切需求也将
得到不断满足。”邓景辉说。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海岸线
漫长、高原山地面积广大，地理条件复杂而
独特，自然灾害多发，自主发展直升机产业
于国于民都具有战略意义。

“随着关键技术的不断突破和整体实
力提升，中国正在以几乎每两年一个新型
号的速度推出新产品。随着海内外订单大
量涌入，我们也在探索有中国人智慧和特
色的制造管理模式。”中国航空工业直升机
公司副总经理、昌飞董事长周新民说。

位于景德镇的昌飞是中国航空工业直
升机两大主机厂之一，承担多型军民用直
升机的制造和试验试飞等任务。中国航空
人探索出有直升机显著特色的“节拍式”生
产线。“它通过信息化技术和架在‘气垫’上
的可移动装配台等自主研制设备，既发挥
了西方飞机装配线上脉动生产的高效率，
又符合中国现实。”周新民说。

“东方智慧和西方航空业的先进经验
在这里很好地融为一体。我们很清楚地知
道和西方先进直升机巨头仍存差距，却不
会停下探索的脚步。”周新民说，中国航空
人将不懈探索自主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和属
于中国航空业的研制生产方式。

如同景德镇千百年来的瓷器匠人，中
国航空人心无旁骛，专注起飞。“航空人和
瓷器匠人一样，通过创造为国家赢得自
信。”钟福强说。

本报记者周琳

当京东试点无人车送快
递时，还有不少人在嘲笑这
个笨拙的机器人龟行的速
度；然而，如果向十年二十年
后望去，无人车专用车道、专
有法律、专门标准或许都会
相继出现。

如果细细去看 1995 年
比尔·盖茨《未来之路》中对
电子支付、智能手机的我预
测，就会知道技术离我们生
活的距离，比我们料想的要
近得多。

当今天的我们预想未来
的交通运输系统，能否猜到
那尽情漫游的图景———

无人车

不止改变出行

无人车一定不是单一固
定场景的，单一固定路线的
那不是智能无人车。我们能
不能谨慎地预测，五年内，无
人驾驶专用车道出现；十年
内，无人车将用于各种常规
路线，例如定期的医院接送、
学校往返等；二十年内，无人
驾驶高速公路出现。

无人车绝不仅仅是一个
出行时解放司机双手的工
具。譬如说，学校的接送，无
人车的信任度甚至可能高于
陌生人，尤其是车里装上摄
像头，可以随时与父母进行
沟通的时候。而且，无人车也
可以成为移动的商业空间，
譬如说便利店、冰淇淋车，只
要一呼叫，它会自动停到指定的地点，选购并付款后它
会自动回到固定的位置，并根据每一次记录下来的路
线，大概率推断最佳停放地点。

不妨再设想一下：如果将无人零售和无人车联起
来，是不是就可以将无人零售店做成移动型的呢？那样
的话，车内提供的“路上餐饮”服务就将成为送餐服务
的延伸。

无人机：不止运送快递

无人机刚出现时，不少预测认为可以用来送快递。
“根据精准推送，你还没有下单，无人机已经将快递送
到你家窗户外面。”其实，无人机的作用不仅仅如此，甚
至可以用于应急运输。

一家来自硅谷的创业公司 Matternet 就在今年
3 月与瑞士邮政建立合作。这家公司的无人机可以
在瑞士的城市上空飞行，设立白色的运转站，用无人
机在医院和医院之间、医院和实验室之间，运送血
液。

从介绍该公司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血液包被放在
无人机的运输仓中，无人机站点之间的运输时间被控
制在 30 分钟内，并且最多可以携带 2 公斤的物品。创
始人也说，因为血液的运输是有迫切需求的，更重要的
是，这个交付时间是完全可以确定的，不受堵车的影
响。而且有实验表明，在干旱的亚利桑那沙漠中飞行三
个小时后，和另一辆空调车上相同的样本进行对比，尽
管外部温度 33摄氏度，车内温度 24摄氏度，相差 9摄
氏度。

此前，中国医师协会移植器官质量控制专业委员
会也曾提出，器官转运就是与时间赛跑，例如肝脏冷缺
血时间上限只有 12到 15个小时。为防拥堵，可以在医
院-火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地开通无人机的专用运
输航道。中国也有公司在做类似的尝试，采用特殊研发
的运输箱，对人体移植器官采用无人机运输，预计运输
时间相比传统的汽车运输能节约 90%。

这方面还有其他实验进行验证。在前一段时间，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病理学教授蒂莫西·阿米科勒(Tim-
othy Amukele)就做了充分的实验。他和团队收集了
21 个成年人血液样本，(团队使用了混合无人机因此
飞行相当长的距离)，发现外界温度对于血液几乎没有
影响。

告别科学家，但科学的快乐永在

最后还要说一件事，9月 26日，著名植物学家、复
旦大学教授钟扬因遭遇车祸不幸逝世。钟扬老师曾就
读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他的同班同学对黑妹说，
“这么多年，他一直讲，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他最有兴
趣的。任何时候跟他在一起，你都会发现，他永远是阳
光的、开朗的、豪爽的。他这一生，都沉浸在投身自己兴
趣的快乐中。”

科学的快乐大概就在于此。

周琳：“引力波·科技专刊”特色专栏“双周科
事”主持人。每隔一周 ，她都会化身“黑科技美眉”

（简称“黑妹”）为您盘点近半个月发生在科技界的
奇事 、大事 、新鲜事。

无
人
系
统
的
未
来

以
人
类
活
动
为
中
心

双周科事

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和天仪研究院日
前宣布联合启动“天格计划”，预计在 2018 年
至 2023 年内发射 24 颗微小卫星，专门用于
探测短伽马射线暴。后者被认为是引力波在
伽马射线波段的电磁对应体，有助于理解极
端条件下的天体物理过程。

精确测量引力波，对人类探索宇宙起源
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一直是天文学、物理
学领域的前沿技术。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
教授冯骅表示，根据 LIGO 探测引力波的数
据，可以利用立方星平台搭载先进闪烁体探
测器，实现对短伽马射线暴的探测，并通过类
似于 GPS 三点定位的方式对信号来源进行
定位。冯骅说，“天格计划”是一个学生项目，

获得了最新一届清华大学“挑战杯”特等奖。

该方案的优势在于用较低成本的微小型探测
器实现覆盖。目前，项目已完成初步的科学论
证设计报告，成功研制了实验室测试系统，其
科学意义和可行性得到相关领域专家认可。

天仪研究院首席执行官杨峰说，作为一
家微小卫星太空实验服务商，研究院将为高
校研制、开发标准 6U(1U 指一个标准单位，
即体积 10 厘米×10 厘米×10 厘米，重约 1 千
克)立方星平台，协调运载发射，提供卫星后
期的测控、数据接收等。“首颗技术验证星将
于 2017 年底完成研制工作，计划在 2018 年
搭载快舟十一运载火箭，完成卫星发射入
轨。”杨峰说。(记者董瑞丰)据新华社北京电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7 日电(记者林小春)
美国和欧洲两个引力波项目组 27 日宣布，
两个项目下属的 3 个探测器首次共同探测到
引力波，这也是科学家第四次探测到这种
“时空涟漪”。

引力波由黑洞等天体在碰撞过程中产
生，可把它想象成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波
纹。 100 多年前，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
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直到 2015 年才首次
获得证实。

美 国 “激光 干 涉 引 力 波 天 文 台 ”
(LIGO)和欧洲“处女座”(Virgo)引力波探
测器两个项目组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最新
的引力波信号于今年 8 月 14 日被探测到，
与前 3 次类似，均由双黑洞合并产生。

声明说，这两个黑洞距离地球约 18 亿
光年，合并前的质量分别相当于 31 个和 25
个太阳，合并后的总质量相当于 5 3 个太
阳，约 3 个太阳的质量转变成能量以引力波

的形式释放。这一发现将以论文形式发表在
美国《物理学评论通讯》上。

美国项目组的两个引力波探测器此前于
2015 年 9 月、 2015 年 12 月和今年 1 月先
后 3 次探测到引力波。处女座探测器位于意
大利比萨，项目组由 20 个欧洲研究团队的
280 多名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今年 8 月
1 日，探测器经多年升级后上线，结果两周
后就与美国探测器共同探测到引力波信号。

美国引力波项目资助方、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主席弗朗斯·科尔多瓦在一份声明中
说，相隔万里的探测器首次共同探测到引力
波，这对旨在破解宇宙奥秘的国际科学探索
是一个“令人激动的里程碑”。

LIGO 项目发言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的戴维·休梅克介绍说，技术升级将使
LIGO 探测器更加灵敏，在定于 2018 年秋
季开展的下一次观测中，“我们预计每周甚
至能更频繁地获得这样的探测结果”。

清华学生探测引力波电磁对应体项目启动

新华社杭州 9 月 27 日电(记者余靖静)打
开手机对着孩子的数学口算作业扫一扫，就能
知道哪些答对、哪些答错——— 杭州一家科技创
业公司推出的一款免费手机软件，上线不足月，
就获得了当地小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好评。然而，
有人为其解放生产力叫好，也有人担心其可能
影响“减负”。

家长“刚需”催生“网红”APP

一款名为“爱作业”的手机软件近日走红杭
州等地。该手机软件主要免费帮助小学一至三
年级学生家长和老师批改数学口算题。用户可
通过 APP拍摄作业本，1秒后即可检测出错误
答案，准确率为 95%。

据开发此软件的杭州大拿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杭州大拿”)介绍，“爱作业”从 9
月 2日正式上线至今，用户激活量已超过 40万
次，日活用户超过 20 万，后台每天能接收至少
50万张作业图。

“这样的传播速度，在我约 20 年软件工程
和人工智能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有过。”国家千人
计划特聘专家、杭州大拿联合创始人罗欢说，看
来批改作业确实是家长和老师的“痛点”。

据了解，批改作业“机器换人”的点子最初
由杭州大拿的一名员工毛礼辉提出——— 他是一

名小学生的父亲，苦恼于每天下班后还要批改
孩子的口算作业———“作业本一页一般是 60
题，有时 100 题，忙了一天，再看到密密麻麻的
题目，人都懵了。”毛礼辉说。

“‘爱作业’现在的智能程度到小学 3 年级，
我们下一个小目标是让它小学毕业。现在是口
算批改，接下来会逐步支持英语和语文教学等，
比如地道口音的人工智能英语老师。”杭州大拿
CEO 陈明权介绍说，“爱作业”识别引擎背后用
了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不断“学
习”小学生作业本来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

“不知道人工智能能否做得更细致？我们老
师需要掌握学生的错误原因，比如哪些人是因
为进位加错的，哪些人是因为退位减错的，这样
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改进，提高成绩。”
杭州一位小学数学老师在使用后提出了“要
求”。

人工智能“碰撞”教育，是喜是忧

“爱作业”走红，杭州等地小学低年级的家
长们和老师们都觉得颇为受益。数学特级教师、
北京义格教育集团数学课程总监胡赵云说，仅
仅是判断孩子口算题的对错，就足以让家长与
教师们高呼“解放”，可见人工智能的威力。

“人工智能在教育实践中最大的优势，就是

把老师从高重复度、低价值的工作任务中解
脱出来，集中精力做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等创
造性的工作。”数学特级教师、杭州学军中学
副校长冯定应说，

欣喜之余，有一些人士也担心，“解放”了
之后的家长和老师，可能会给孩子布置更多
的作业，孩子的学业压力是否会更重？

曾多年担任中学教师的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教师伍肖认为，不应忽视新技术带来的挑
战，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老师检查作业，是
不是也可以用来帮助学生写作业，这对孩子
的自控力是一个很大挑战。

杭州一位小学生家长许女士说，自己也
有点担心。不过，这个和工具本身无关，还是
应该做好师资培训，以及帮助家长树立正确
的教育观念，“在现阶段，作为孩子家长，我还
是希望有更多的更好的技术应用于教育领
域。工具越称手，人的力量更能体现，毕竟工
具的作用还是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

未来教育，人机如何“共生”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要求人工智能进入中小学课
堂的学习内容。现实生活中，人工智能作为手
段和技术，也已出现在了中小学教育中。随着

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吗？在教育中，人、机又该如何“共生”？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师伍肖认为，作为
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未来科技，人工智能将
改变未来整个的学习方式。人工智能的普遍
应用，可能相应会要求教育在培养目标上更
多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比如更加注重艺术教
育、创造性教育等；在培养方式上更注重学生
的体验及互动方式的学习。

罗欢认为，到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本质
也不会改变，好奇心、同理心、批判性思维能
力是最核心的。而老师的核心作用会发生变
化，可能从专业的课堂教学进步到启发式个
性化辅导再进一步到学习动机激励。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健则认
为，未来教育一定是教师与人工智能相辅相
成的，未来也需要“人机共生”的教育——— 用
“机器的智慧”和“人类的情感”共同去达成个
体生命的丰盈和成长。

王健分析说，如果教师的教学是冰冷的，
只会传授知识，那么，在灌输知识这个向度的
竞争上，不管你再精细、高效，也敌不过人工
智能的庞大数据和高速算法；如果教师的教
育教学是有温度的，能触摸到孩子的心灵，引
导孩子成长的价值取向，这样的教师，人工智
能无法替代。

▲直博会上展示的直 10 机群。 中国航空工业供图

钟扬的同班同学

评价他说，“这么多年，

他一直讲，他做的所有

事情都是他最有兴趣

的。任何时候跟他在一

起，你都会发现，他永

远是阳光的、开朗的、

豪爽的。他这一生，都

沉浸在投身自己兴趣

的快乐中。”科学的快

乐大概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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