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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原副总设计师沈力平：

传感器也要智能化
既能做“皮肤”又能当“大脑”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翔）熊猫智能公交车、AI智能扫路机、AI自
贩柜、手脉闸机……昨日，这些以“AI
CITY”为主题的人工智能“黑科技”，让“行走
中国·2019海外华文媒体高层重庆行”参访
团切身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震撼与魅力。

坐落在重庆经开区的深兰科技重庆分公
司是一家2014年创立的人工智能企业，作为
平台型世界级AI Maker，在智能汽车、智
能环境及智能城市等领域深度布局，真正实
现用AI价值服务民生。

来自加拿大《加中时报》的编辑林香君了
解了深兰科技的人工智能技术后称赞道：“没
想到重庆AI技术发展得这么快，我看到人工
智能技术正在走进人们的真实生活。”

当前，重庆大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数据智能化
正蓬勃发展。位于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云
从科技便是一例，它花了四年时间，成长为自
然语言处理和人脸识别领域的业内领先者。

在云从科技展厅，参访团对人脸识别、跨
境追踪、3D重建等智能技术发出阵阵赞叹，
这些已深入到金融、安防、教育等多个应用领
域。中国香港《流动新闻》总经理张丁华说：

“科技越来越发达，在国家安全把控、民生方
面都将更有助益。”

同样落户于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
互联网产业园内的重庆微标科技有限公司以
建立国际先进水平的医院样本管理系统为目
标。参访团深入了解其最新医疗系统产品
后，罗马尼亚《旅罗华人报》副总编刘月霞称，

“这一系统如果很好地应用于医疗系统，将既
能减少医护人员的分类分拣工作，又能促进
检验员的专业化。”

“在未来几年，我们会发现人工智能会变
成我们生活中的基础设施，跟通讯网、道路、电
网、自来水一样。”对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日本《关西华文时报》副总编蒙令华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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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8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综合房讯

奉节县青莲溪水利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渝奉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奉节县
青莲溪水利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现已形
成征求意见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法律和相关文
件的要求，现向公众公开有关环境保护的信
息：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途径和方
式：征求意见稿全文请于附件下载，公众可自
公示起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重庆渝奉水
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索取纸质版报告书进行
查阅。建设单位地址：奉节县永安街道诗城
西路400号 ，建设单位联系人：冉工，联系电
话：15123937852，邮箱：396857497qq.com。
二、征求意见的范围：本项目周围受本项目影
响或者其他关心本项目建设或者环境影响的
公众，专家及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可以向建设
单位发表关于本项目建设及其环境影响的相
关意见和看法。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意见表请于建设单位处领取。四、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
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
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
建设项目及其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征求意见
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8月15日至2019年8
月25日，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如有意见
您可以跟建设单位联系，与项目环境保护或
者与污染治理措施有关的合理建议将在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采纳，未采纳的意见
将说明未采纳的理由。
建设单位：重庆渝奉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时 间：2019年8月15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财政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8
月24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财政所 2019年8月24日

品牌婚介
美的缘 教师主办11年
68067355也可四海 www.023yuan.com

认尸启事
高晓玲，女，63岁（51022219560606022X）
户口所在地：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28号附
19号10-5。此人于2019年8月20日，在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死亡。现请死者家属
或知情者见到该启事后在9月20日前速与
大溪沟街道联系（63639492）。过期按规
定火化处理，不保留骨灰。

作用重要
传感器性能决定信息提取质量

什么是传感器？沈力平介绍，传感器是能
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规律转换成可
用输出信号的器件和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
转换元件组成。传感器可按照被测量的类别、
制备工艺、输出模式、供电方式、换能原理等方
面进行分类。同时，还可以按照传感器不同的
使用场景、工作原理进行分类，其类别达到三万
多种。

沈力平称，传感技术在系统中具有重要作
用，系统可分为自然系统和人为系统两大类。
研究领域主要是人为系统。构成系统的各部分
之间必定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信
息的传递与交换又是构成系统的必不可少的要
素。比如，人、机和环境构成的系统，从航空航
天方面来看，人主要指的航天员，机则是主体上
的航天器，环境分为两个层次——飞船外壳之
外的外太空，以及外壳以内的环境。

沈力平表示，不同性质、不同结构的事物中
间，有信息的传递才能成为系统。任何一个系
统离开了信息的传递和交换，从本质上来说就
不称其为系统。“如果把智能化监控系统比作系
统的中枢神经，计算机无疑起到了大脑的作用，

而分布于整个系统中的各种传感器或敏感器
件，就相当于神经单元。”

由此来看，传感器作为信息提取单元，处于
被测对象和测量系统的前端，其性能将直接影
响信息提取的质量。

前景展望
AI、芯片技术发展为传感器添智

“在航空航天领域，传感器的应用非常广泛，
各类飞机都配置了大量传感器，一架飞机上有多
达2000至4000个机载传感器。”沈力平举例称，
神舟飞船由13个分系统组成，其中，仅飞船环控
生保分系统就包括了座舱大气总压、温度、湿度
等近20个品类的测量参数，近百路信号。

中国传感器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结
构型传感器、物性型传感器以及智能化传感器等
三个阶段。目前，智能传感器正蓬勃发展，智能
传感器是传感器集成化与微处理器相结合的产
物，具有信息采集、处理和交换信息的能力。

沈力平表示，因为传感器检测信息的功能
与微处理器的信息处理功能两者有机地结合，
从而具有一定的人工智能，有效弥补了传统传
感器行动的不足。相信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
（AI）、芯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智能化的程度将
越来越高。

个人车主参赛展现智能汽车水平

作为本届挑战赛的四大赛项目之一的
ADAS驾驶辅助系统（AEB/APS）挑战赛，在
今年进行了重大创新，首次引入个人车主参
赛。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全国海选和严格审
核，主办方从100多报名者中遴选出的36名
个人车主获得了参赛资格。

记者了解到，36名年轻车主来自各行各
业，为本届挑战赛注入了活力和激情。与此同
时，36名车主的36款车型也涵盖了外资品牌、
合资品牌、国产品牌的豪华、中高端车系，比如
造车新势力特斯拉的ModelX和Model3、小
鹏G3也在列。

“个人车主参赛既扩大了AEB/APS比赛
的车型规模和社会影响力，也更加全面地反映
当前市场在售主流智能汽车的智能化水平。”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i-VISTA“中国
电信5G杯”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的ADAS驾
驶辅助系统挑战赛，还成为全球首个大规模的
ADAS竞技平台。

测评规程代表中国道路交通特点

据介绍，此次AEB/APS比赛分为专业组
和个人组两个组别进行，专业组有20支车队
参加AEB比赛，14支车队参加APS比赛；个
人组有29人参加AEB比赛，23人参加APS
比赛。两个组别采用相同的比赛场景和评分
规则，只是APS针对个人组比赛的难度稍有
降低，在泊车入位时只需泊入空闲车位，而不
进行车位的指定。

其中，AEB挑战赛设置故障车避撞、行人
鬼探头两个场景，每个场景设置3个工况：车速
30公里/小时、40公里/小时、50公里/小时，对
应的速度控制距离分别是15米、20米、25米；

APS挑战赛设置垂直泊车位、平行泊车位、斜
向泊车位三个比赛场景，参赛车辆需完成车位
自动搜索并泊车入位。所有场景均来源于中国
汽研发布的“i-VISTA中国智能汽车指数”测
评规程，能够充分代表中国道路的交通特点。

AEB车辆性能表现均优于APS

记者从当天比赛整体呈现的结果看到，无
论是专业车队还是个人车队的车辆，AEB的
性能表现均优于 APS。专业车队中，丰田
Lexus在AEB各个工况下的刹停表现非常稳
定，长安睿骋的表现也很优秀。金龙客车参加
AEB的是一辆长4.3米的自动驾驶小巴，但表
现不逊于各类乘用车辆。而高校和科创公司
车队车辆的表现则有些参差不齐。

按照奖励规则，个人组AEB、APS比赛的
前6名，将依次获得长安全新CS95、CS85、新
CS75、新CS55、CS35PLIS、第二代逸动高能
版作为奖励，其余个人参赛者也均获得华为
P30手机一部。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翰书 实习生 马溶烽

昨日，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传感
器与物联网高峰论坛在北碚区举行，本次高峰论
坛以“智能网联 感物芯声”为主题，邀请数百位
国内外政产学研领袖和专家齐聚北碚，共享传感
器产业发展机遇，共商物联网时代合作大计。此
外，论坛还举行了重庆市传感器特色产业基地的
揭牌仪式和传感企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利尔达科
技集团、西安中星测控有限公司、盛密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智擎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傲睿科技有限公司与北碚区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就未来产业生态建设与项目共建达
成初步意向。

目前，北碚区结合实际制定了《北碚区传感
器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加快培育传
感器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强化对仪器仪表、智能
装备、新型显示等优势产业的支撑能力。在未
来，倚重市级传感器特色产业基地，北碚区将以
创新发展的视角，继续探索传感器与物联网助
推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之路，为经济赋能、为
生活添彩。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舒 张皓

传感技术在系统中具有重
要作用，系统可分为

昨日，2019 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传感
器与物联网高峰论坛在
北碚区举行，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原副总设计师、国
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
沈力平在论坛上作主题
为“传感技术的定位、应
用及发展”主旨报告，随
着5G商用的即将到来，
对传感器的要求越来越
高，由此来看，传感器行
业将面临巨大的机遇和
挑战。

智“绘”重庆
传感器与物联网高峰论坛

故障车避撞、斜向泊车位……

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
“十八般武艺”齐上阵

故障车避撞、斜
向泊车位……昨日，
本届智博会的重要
赛 事 ——2019 i-
VISTA“ 中 国电信
5G 杯”自动驾驶汽
车挑战赛在两江新
区 白 云 湖 公 园 启
幕。来自国内外的
43支专业车队和36
位个人参赛者将分
别参加 121个和 52
个比赛项目，角逐大
赛各项大奖。

中国传感器发
展经历了三个
阶段分别是

未来，随着人工智
能（AI）、芯片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智
能化的程度将越
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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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传感器特色产业基地揭牌

没想到重庆AI技术发展迅猛
正在走进人们的真实生活

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原副总设
计师、国际宇航
科学院（IAA）
院士沈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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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测量刹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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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航天领域，传感器的应用
非常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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