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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太老了

支撑不起高速发展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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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款量子全球首款量子““罗盘罗盘””问世问世
未来导航或不靠卫星未来导航或不靠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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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将启动“机器人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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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首条太阳能自行车道启用
11月14日

格陵兰岛：冰下现巨型陨石坑

11月16日

“人类正在步入智慧时代，号
称智能革命，但是我们看到当前
网络世界却远没有现实世界的智
慧，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还是用一
个快 50 岁的网络来支撑高速发展
的现实世界。”在 11月 17日召开的
2018“一带一路”青年创新大会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在作《开
放架构多模态指挥网络》报告时
说：“国际社会也正在探讨 2030 年
以后的网络应该是什么样，难道
还是现在这种 Internet 吗？回答是
否定的。”

邬江兴院士说道：“我国网络
技术领域有一种跟踪文化之殇，
这种殇导致我国网络科技工作者
缺乏核心技术创新的自信心，唯
国外马首是瞻。当前我国网络建
设的发展状况，就好比在别人的

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经
不起风雨，甚至不堪一击。”

“互联网太老了。”邬江兴院士
说，传统互联网脱离了数字经济
时代技术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尤
其是网络从原来的大众化、公众
化服务，到现在向分众化和个性
化服务演变，如何适配业务拓展
的多元化场景需求？而现有的
Internet 网是一种刚性架构的，已
经无法再继续以打补丁的方式来
满足垂直行业的定制化需求。

他指出：“Internet 网的 IP 原来
只是解决互联网发展初期问题，
当时最高有上百种网络，上百种
网络讲上百种方言，无法交流，于
是提出一个 IP 互联协议。可是我
们居然把一个 IP 互联协议变成大
一统的协议，似乎是要统治整个

网络世界的协议，这就错了，就像
用一个小马去拉一个大车，所以
导致我们现在的网络技术领域前
进如此困难。”

目前，国内正在讨论新型网络
技术国家的战略布局。刚刚启动
的科技部与广东省合作的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宽带通信与新型
网络重点专项，在广东建立新一
代信息网络研究院，核心目标之
一就是研发基于全维可定义的新
型网络体系架构和关键技术。“用
这个项目准备好迈向 2030 年以及
以后的新一代互联网，应该说能
够满足国家战略性的刚性需求，
它所面向的 2030 年技术目标就是
能够支持垂直行业的定制化需
求。”邬江兴院士说。

据《科技日报》

据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官网近
日报道，该校研究人员研制出全球
首款用于导航的量子加速度计。
这款量子“罗盘”是不依赖全球定
位卫星（GPS）的防干扰导航装置，
能确定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精确位
置。

今天的大多数导航依赖包括
GPS 在内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这
些系统会发送和接收来自绕地球
轨道运行的卫星的信号，而新的量
子加速度计是一个独立系统，不依
赖任何外部信号。这一点尤其重
要，因为卫星信号可能遭到封锁、

拦截，甚至蓄意破坏或攻击，导致
无法准确导航。

研究人员指出，新量子“罗盘”
的设计初衷是为大型车辆、船只等
导航，但也可用于寻找暗能量和引
力波等基础科学研究。

据新浪科技

英国一家小型机器人公司开
发了一系列用于农业的定制型灵
活机器人，这种机器人能够替代现
有的田间拖拉机。这款叫“杰克”
的机器工人，身高3米，重达250公
斤，是一种基础型机器人，可以通

过 吊 杆 进 行 改
装。

定 制 化 的
机 器 人 可 以 完
成 不 同 的 任
务 。 这 家 小 型
机 器 人 公 司 目
前 正 在 对“ 迪
克”进行升级开
发，可以使用电
力 和 激 光 替 代
除 草 剂 来 杀 死
杂草，但目前还

没有在农田中得到有效应用。但
小型机器人公司已经为“哈利”开
发出了一种新型的种子发芽器，这
种设备可以在合适的间隔和深度
将种子埋在地下，使它们能够有效
地生长。 据网易科学人

据外媒报道，最近，摄影师安
德里亚斯·凯伊在推特上发布了一
组照片，他在厄瓜多尔热带雨林中

拍摄到一种奇
特的蛛形纲动
物，它的头部从
外观上看像长
着一个黑色狗
头，还点缀着发
光 的 黄 色 眼
睛。这种蜘蛛
被称为“兔子收
割机”，尽管它
的外形有点让

人害怕，但实际上它还没有人类指
甲大，身体也没有毒腺释放毒液，
完全无害。 据《科技日报》

11月 13日消息，据外媒报道，英
国陆军将在索尔兹伯里平原，展开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军事演
习，耗资8亿英镑。

“无人操控战士”的实验目
的，是在战场上对各种机器人展
开测试，找到如何将它们整合到
现有军队、实现共同作战的方
法。对于这场活动，英国国防部
长加文·威廉姆森表示：“我们的
军队现在有机会测试一套庞大的
机器人装备，这将是我们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我们在与

英国乃至全球最聪明的人才合作，看
看他们如何才能支撑起我们未来的军

队。眼下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有机会
展示他们能在战场上做些什么。”

据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场机
器人演习，将测试70多种不同类型的
无人机原型机和地面系统。最终，在
模拟战斗的条件下，还会展开战斗实
验。据英国国防部介绍，测试项目包
括了监视、远程和精准定位、增强机动
制和部队补给、城市战争和提升态势
感知等。该演习将寻找更高效的空中
和地面的运送方式，减少人类士兵所
需要面对的危险。

据环球网

11 月 12 日，德国首条太阳能自
行车道在科隆附近的埃夫特斯达特
启用。据德国联邦环境部介绍，这条
90 米长的测试车道覆盖着特殊的太
阳能瓷砖，预计每年可提供12兆瓦时

的电力，产生的电力将被输送到电网
中。该车道在冬季还可以通过发电
解冻路面的冰，以确保骑行安全。

开发这条太阳能车道的初创公
司 Solmove 称，车道路面瓷砖由太阳

能电池板组成，顶部和底部表面结合
坚固的防滑玻璃。该公司的目标是
建造太阳能汽车道，为电动汽车提供
电力。

据环球科技

俄罗斯：2019或恢复太空旅游服务
单人票价1亿美元

11月15日

11 月 15 日，据俄罗斯卫星报
道，俄罗斯联盟系列载人飞船的制
造商能源火箭航天集团表示，考虑
于 2019 年至 2020 年间恢复商业性
载人发射。

据报道，俄罗斯能源火箭航天
集团计划将 6 名游客送往轨道空间

站，提供为期 10 天的太空旅游。游
客将有机会进行太空漫步，每人需
要支付 1亿美元。

俄罗斯能源火箭航天集团的网
站发布公告称，目前俄方暂停提供
太空旅游服务，是因为需要在美国
航天飞机计划终止后，首先确保将

外国宇航员按计划送上国际空间
站，但在考虑于 2019 年至 2020 年间
恢复太空旅游。除了俄罗斯能源火
箭航天集团外，SpaceX、蓝色起源和
维珍银河等公司也开始抢占太空旅
游市场。

据中国新闻网

11月 16日消息，最新研究发现，
世界最大岛屿格陵兰岛冰面下有一个
巨型流星陨石坑，面积相当于 5个巴

黎。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这是世
界首次发现冰盖下的陨石坑，也是地
球上最大的陨石坑之一。

研究人员表示，这颗流星重约120
亿吨，撞击地球的威力相当于4700万颗
广岛原子弹同时爆炸。 据《环球时报》

日本：一座无人岛屿突然消失

11月17日

11 月 17 日消息，近日，一座
日本无人岛屿的消失引起了广
泛关注。该岛名为滨田町岛，
是一座无人岛屿，1987 年调查
时，该岛海拔仅 1.4 米。 该岛位
于日本北海道北端的猿払村岸
边 500 米处，当地一名作家注意
到了滨田町岛在卫星图上已经
消失，于是向渔民询问发生了
什么，但是渔民只表示导航上
该岛还存在。日本海岸警卫队

官员称：“可能由于风雪侵蚀，
导致该岛消失了。”

根据国际法，只有在涨潮
时高出海面的岛屿才能被声称
主权。目前日本海岸警卫队计
划进行搜索，以寻找该岛。不
过奇怪的是岛上有一个气象站
还在传输数据，如果这个岛被
水淹没，该气象站就不会工作
了。

据快科技

袁隆平：要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

11月18日

11 月 18 日，2018 科学未来
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在颁奖典礼上，本次获奖
者、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
术中心负责人袁隆平教授通过
视频的形式说道：“杂交水稻的
发展也是被视为第一生产力才
得到发展的。杂交水稻每年多
养活 7000 万中国人口，为中国

摆脱粮食问题起到巨大作用，
目前我们致力于研究超级杂交
稻，并且已取得较好成绩。科
学研究永无止境，我还有一个
梦，就是杂交水稻走向世界，覆
盖全球梦。让发展杂交水稻能
造福世界人民，为保障世界粮
食安全发挥重大作用。”

据新华社

日本：拟于2019年完成
“空中汽车”试验机

11月19日

11 月 19 日消息，日本近日
在东京举行了载人空中移动的

“空中飞行汽车”相关官民协议
会会议，公布了为实用化进度
表草案。草案提出 2019 年完成
可载人的电动试验机，并实施
试验飞行的目标。为了在 2020
年代实现实际运用，将加速完
善制度并确立相关技术。

进度表草案设想在 2020 年

代将其运用于娱乐及货物运
输，在地方作为人员移动手段
进行普及。在 2030 年代将作为
城市中的移动手段进行推广。

目前设想在离岛及山区开
始运用，计划推进协调起降场
地及飞行空域。在积累空中汽
车的实际成果后，将挑战地面
远程操作及自动驾驶。

据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