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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相关链接

像鸟一样自由飞翔，是人类自古以来的

梦想。早在 300 多年前，清代小说家李汝珍撰

写的《镜花缘》中就有了最早关于飞车的描

写。200 多年前，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所

著的科幻小说《世界主宰者》中也出现了飞车

的影子。

而文字之外，人们让汽车飞起来的探索也

从未停止。在 10月 5日落幕的北京汽车展上，

小鹏汇天就发布了首款超低空飞行汽车“小鹏

汇天旅航者 T1”。

“过去 100多年的飞行汽车实践探索，主要

发生在美国，人们通过汽车与飞机的结合，设计

出同时具备地面行驶和空中飞行功能的飞行汽

车。”我国首位莱特兄弟奖章获得者、清华大学车

辆与运载学院教授、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

验室常务副主任张扬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作为面向城市空中交通和未来出行的新

型交通工具，飞行汽车正日益受到航空和汽车

领域的重视。如今，它已经由最初个人梦想家

的小范围实践，发展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热点。

波音、空客、贝尔、巴西航空、中航工业等

传统航空企业巨头，均已布局电动飞行汽车的

研发。“吉利、丰田、现代、奥迪、奔驰、特斯拉、

通用等传统汽车企业，也纷纷加入了飞行汽车

研发的行列。”张扬军说。

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公司在 2018 年

11月发布的《城市空中交通——一种新型交通

方式的兴起》研究报告中预测，到 2025年，将有

3000架飞行汽车投入使用，随后其数量将呈指

数增长；预测到 2050 年，全球范围内将有近 10

万架飞行汽车用作空中出租车、机场班车和城

际航班。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公司也

发布蓝皮书称，2040年全球城市空中交通的产

业规模将达到 1.5万亿美元。

从个人小范围实践到资本关注热点

近年来，随着城市空中交通概念的兴起，

现代飞行汽车概念由传统概念的陆空两栖车

辆拓展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以“小鹏汇天旅航者 T1”为例，该飞行汽

车的外观以银色为主，形似蜘蛛，颇有点“钢铁

侠”的味道。整个飞行器由下方的一个座位和

上方的 8轴螺旋桨组成，电池主要位于顶部，支

持 5—25米超低空飞行，单车位停放，可垂直起

降。据透露，其价格或与一辆豪华车相仿。

除了“小鹏汇天旅航者 T1”外，“中国亿航

公司研发的飞行汽车 Ehang216 和美国乔比飞

机公司研发的飞行汽车 Joby S4，也是采取多

旋翼电动垂直起降，它们是新兴科技公司研发

的具有代表性的飞行汽车。Ehang216 有 8 组

旋翼，最大起飞重量可达 600千克，额定载荷达

220 千克即可搭乘 2 人，巡航速度可达 100 公

里/时以上，并可持续飞行 20 分钟以上。Joby

S4 最大起飞重量达 1815 千克，最大有效载荷

约为 450 千克即可搭乘 4 人，巡航速度 320 公

里/时，航程 240公里。”张扬军说。

现在的飞行汽车长啥样

10 月 13 日，小蛮腰科技大会在广州开幕。

在“后疫情时代的大数据应用与隐私保护”分论

坛上，南方都市报人工智能伦理课题组和 App专

项治理工作组发布了《人脸识别应用公众调研报

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六成受访者认为人脸识别技术

有滥用趋势，三成受访者表示已因人脸信息泄

露、滥用而遭受隐私或财产损失。

便捷性受认可但存在强
制使用问题

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呈现加速落地的趋

势。从智慧城市建设到手机客户端的登录解锁，

各种场景下都能见到人脸识别技术的影子。

《报告》列举了十类人脸识别场景（支付转

账、开户销户、实名登记、解锁解密、换脸娱乐、政

府办事、交通安检、门禁考勤、校园/在线教育和

公共安全监管），回收匿名问卷 2万余份，旨在了

解人脸识别的使用情况和公众的安全感受。

人脸识别带来的管理效率提升，是各行业推

进技术落地的主要动因，但公众在实际使用过程

中，是否感受到更多的便捷性和安全性？课题组

在问卷设置了量表题，请受访者结合使用感受进

行打分，1分为最低分，5分为最高分。

结果显示，在便捷性感受方面，有 9 类场景

的平均分超过 4分，显示出受访者对人脸识别便

捷性的认可度。其中，得分最高的是支付转账，

平均分为 4.33。在安全性感受方面，受访者给出

的分数则明显偏低，仅有交通安检场景的平均分

超过 4分，体现出受访者对人脸识别安全风险的

忧虑态度。

此外，人脸识别还存在比较突出的“强制使

用”问题。《报告》发现，在“交通安检”场景遇到强

制人脸识别的受访者最多，达到 27.39%，随后是

“实名登记”（26.42%）“开户销户”（25.94%）“支付

转账”（25.81%）“门禁考勤”（21.76%）。

研究人员指出，在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要求的

“强认证”场景（如公共安全、金融支付）下，使用人

脸识别完成精确的身份比对和验证，有其必要性

和合理性；但是，对于一些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场

景（如门禁考勤），不宜使用人脸识别作为唯一的

验证方式。调研显示，相较于人脸识别，受访者更

愿意使用指纹、手机验证码、密码等验证手段。

一些人脸识别技术应用
场景引争议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遍地

开花”，已经受到了公众的关注——64.39%的受

访者认为人脸识别技术有滥用趋势。值得注意

的是，更多居住在北上广深、省会城市的受访者

认为人脸识别技术有滥用趋势。这或许与这些

地区的人脸识别应用更加普及有关。

《报告》总结了六类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争议

场景，询问受访者是否能够接受。结果显示，受

访者最无法接受的场景是“部分商城会运用人脸

识 别 技 术 ，收 集 顾 客 的 行 为 和 购 买 手 段 ”

（42.68%），其次是“一些高校运用人脸识别技术

收 集 学 生 的 抬 头 率 、微 表 情 、上 课 的 姿 态 ”

（28.36%），以及“基于人脸图像分析的换脸、美

妆、性格判断、健康状态预测等应用”（19.01%）。

相对而言，受访者更能接受基于安防场景的人脸

识别应用，比如公共安全摄像头、闯红灯记录系

统。

超三成受访者表示已经
遭遇人脸信息泄露或滥用

尽管国家层面已经持续展开各种治理行

动，个人信息泄露还是防不胜防。大部分人都

曾接到来自房地产中介的推销电话；疫情期间

出现多起患者、疫区返乡者信息泄露事件；前

段时间，又有位明星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航

空里程被盗。

相较于身份证号、手机号之类的个人信息

泄露，目前曝光于大众视野的人脸数据泄露事

件并不多。但《报告》显示，超过三成的受访者

表示已经因人脸信息泄露、滥用等遭受损失或

隐私被侵犯。

但一个良性的变化是，民众的隐私保护意

识有所提升。《报告》显示，高达八成的受访者

表示关心过人脸原始信息是否会被收集方保

留以及会被如何处理。具体到人脸信息的处

理规则，受访者最想知道收集方“采取何种技

术 和 管 理 措 施 保 证 收 集 的 人 脸 信 息 安 全 ”

（31.5%），以及“人脸识别技术是否为第三方提

供，如是则第三方是谁”（26%）和“人脸信息目

前被使用在哪些场景，是否变更了使用目的”

（23.16%）。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受访者对人脸识别技术

仍然心存顾虑，但他们的态度整体上是正面的。

超过六成（65.24%）的受访者认为人脸识别“总体

利大于弊，推广应用时仍需注重风险，保障用户

知情和选择权”。

《报告》指出，人脸信息作为个人信息中最

为敏感的一类“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更应该

成为重点关注和保护的对象。进一步以立法

立规、制定标准等方式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

全加以引导，将是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明

智之举。

《人脸识别应用公众调研报告（2020）》出炉

六成受访者认为人脸识别技术有滥用趋势
本报记者 付丽丽

飞行汽车飞行汽车：：
上天容易上天容易，，想要想要““落地落地””有点难有点难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虽然飞行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真正走入人

们生活还长路漫漫，但是我们也许会更早见到

它在消防和应急救援等领域大显身手。

张扬军说，目前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和森林

防火是消防系统的主要痛点。这两个问题无法

得到根本解决的关键在于没有有效装备，而飞行

汽车的出现给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飞行汽车可以非常快地（大概1分钟）飞抵百米高

度，且其载荷能力强，可实现大流量喷水，非常适

合高层建筑消防救援与森林防火应用。

“目前中国有超过 10 万辆救护车，但主要

部署在城镇地区，而中国超过 40%的人口生活

在农村，考虑到农村人口大多生活在山区、海

岛、高原等地，不易获得急救服务，因此飞行汽

车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

救援方式。”张扬军说，而且在城市地面交通拥

堵的情况下，飞行汽车快速移动的特性，也使

得它成为了城市人口快速救援的有益补充。

此外，飞行汽车的发展还会带来一系列连

锁反应。“比如飞行汽车的电动化牵引，将增强

电动汽车和电动航空的自主创新和产品升级；

而飞行汽车关键技术瓶颈的突破，不仅可为发

展城市空中交通奠定技术和平台基础，还将有

效促进动力电池、燃料电池、新型轻量化材料

和智能驾驶等产业链的技术突破与创新，增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领能力，对我国

实现交通强国目标特别是发展电动航空战略

新兴产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张扬军说。

不仅是交通工具还能用于消防救援

根据美国垂直起降学会统计，目前在研的飞

行汽车项目超过200个，在这一新兴领域欧美国

家仍处于主导地位，中国企业的项目不超过5%。

“鉴于国内核心零部件技术基础较为薄

弱，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资本更加谨慎，

国内飞行汽车的发展仍任重道远，找到技术上

可实现且有迫切需求的应用场景是关键。”张

扬军建议，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

整合汽车和航空两大领域的优势资源，组建飞

行汽车产业联盟或联合体，构建汽车与航空跨

界融合的飞行汽车技术创新体系。在目前电

动汽车已进入规模产业化阶段的基础上，依托

其技术和产业基础，结合航空飞行器设计和安

全技术，开展飞行汽车动力推进、陆空平台和

智能驾驶等关键基础技术研发，以推动飞行汽

车在城市空中交通和应急救援等领域的示范

应用，作为我国近期发展飞行汽车的突破口和

重点任务。

发展飞行汽车要构建跨界技术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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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器

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在我国一直高效顺利进行，获得国际移植界相关专家

高度评价。”10 月 11 日，“生命接力先锋队”走进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原卫

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

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在会上表示，2015年 1月 1日起，公民志愿捐献成

为我国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规定实施的当年，我国就实现了 2775例

公民身后器官捐献，此后器官捐献数量每年平均增长 20%，到 2018 年达

6302例。

截至目前，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网志

愿登记已达 145 万人次。“但相比我国 14 亿人口，器官捐献的理念宣传和

教育还远远不够。”黄洁夫说，“器官捐献是生命的接力，是生命在阳光下

的延续，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器官移植是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重要医疗手段。近几年我

国公民志愿器官捐献数量每年都在稳定增长，但目前我国苦苦等待器

官移植的患者约有 30 万人，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 2 万例，移植的缺口

依然很大。

“费用高昂、移植医疗能力欠缺和器官捐献来源的不足，是目前我国

器官移植事业发展面临的三大瓶颈。”对此黄洁夫进一步阐释，“首先器官

移植所涉及费用较高，很多患者难以负担。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有些地区已把器官移植的免疫药物纳入医保。该改革是随着

国家经济发展情况而逐步推进的。”

其次，移植医疗能力不足。“器官移植是‘高精尖’手术，培养医生不容

易。我国从 2015 年开始才系统、成批培养医生。”黄洁夫指出，目前全国

共有 173家医院可以实施器官移植手术，但实际需要 300多家医院，“接下

来应加强医院和医生的伦理规范建设”。

最后，关于器官来源仍然不足的问题。黄洁夫说：“全世界都面临这

个难题。很多老百姓还不是很了解器官捐献的理念、途径。”他说，假如这

三大瓶颈能得到解决，我国有望在 3年后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和真正完成器官捐献是不同的概念。”黄洁夫

特别提到，前者仅为个人自愿表达捐献意愿，是对器官捐献理念的认同，

是一种支持态度的表达。后者需要符合以下条件：严格死亡判定、临床医

学评估、直系亲属签字和第三方的见证。

解决三大难题

我国或将成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本报记者 叶 青

数据表明，2012—2020 年，我国仪器仪表制造行业工业增加值呈现

逐年增长的态势，2019 年，其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10.5%。但是，在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给仪器仪

表制造行业造成了巨大伤害。

在杭州市青山湖科技城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科学仪器设备自主创新峰

会上，多位科研院所专家、仪器行业领军企业高管以“中国科学仪器设备

自主创新研发痛点分析和市场化销售机制新突破”为主题，就如何进一步

提升中国科研仪器设备自主创新能力、搭建“研发企业—重点用户—管理

专家”协作机制新模式进行了研讨。

“科学仪器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弱，品牌效应低，世界前 50强暂无国内

企业的席位；科学仪器产品，门类、品种和型号规格覆盖范围有限，实验室

和生产制造所需的不少高端科学仪器仍依赖进口。”谈及我国科学仪器发

展现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 41研究所首席专家年夫顺表示，近年来，为

推进科研仪器自主创新，我国开展了系列举措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

国外高端技术水平相比仍有差距。

根据 2018 年统计数据，在电子测量仪器行业，美国是德科技公司共

有 851 个型号产品，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我国最大的电子测量

仪器供应商中电科仪器仪表公司共有 275 个型号产品，产品数量仅次于

前者，但是高端仪器市场占有率很低。

“国外不少知名仪器公司都是百年老店，专业性强、品牌响、信誉度

高。国内相关企业多是近 20 年成立的，规模小、品牌效应低。诸多历史

悠久的国营仪器企业又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年夫顺建议道，未来科学

仪器发展应用拥有巨大前景潜力，应通过培养大型仪器企业和隐形冠军

企业等举措，实现高端科学仪器自主可控。

不难理解，科学仪器是一项多学科融合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基础理

论和关键技术突破，同时还需要材料、器材、部件、制造工艺、设计仿真软

件等工业基础的支撑。

“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就像沙滩上建高楼。”与会专家强调，我国科学

仪器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链尚未成型，需要更多投入和长期培养。

此外，科学仪器的创新发展也能对提高制造业装备水平和生产效率

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科技部基础研究司科技平台处处长李华对此

表示，科技部基础司目前正在规划制定“十四五”重大仪器研发计划，将通

过加强科学仪器前瞻性创新研究等，推动中国科学仪器自主创新发展。

角逐高端市场

国产科学仪器不可“沙滩建高楼”

随着飞行汽车在车展上亮相，让很多人不

禁高呼：“告别拥堵，我要飞得更高！”但是实际

上，与堵在高速路上的噩梦说再见的动人时

刻，未必很快到来。

张扬军指出，飞行汽车的发展目前还处于

从研究探索走向商业化应用的早期阶段。言

外之意，以飞行汽车为载体的城市空中交通，

将颠覆人们传统的出行方式。但要实现这一

美好愿景，还面临着许多瓶颈和障碍。

张扬军说，第一是规则问题。其中涉及城

真正飞入生活还面临多重瓶颈和阻碍

市空域管理，包括“航线”的制定、行驶的规则、

事故责任的划分、空中执法手段等。目前为止

全球没有任何针对飞行汽车认证和空中交通

管理的清晰、统一的标准及规章体系。

第二是市场问题。例如，飞行汽车采用电

动化分布式推进，实际运行噪声远比直升机

小，但城市空中交通的运行频次较现有直升机

城市运行要密集很多，对城市人类生活到底会

产生多大影响，公众能否接受都尚未可知。此

外，城市空中交通的基础设施、运营模式、经济

成本，以及用户体验等也都未见雏形。

第三是技术问题。“飞行汽车性能主要涉

及车体结构、飞控驾驶和动力推进三大技术领

域。由于动力推进技术有其自身特有的专业

技术门槛和难度，所以有关飞行汽车性能的技

术研究，无论是让汽车飞起来的早期探索，还

是现在面向城市空中交通的研发实践，都主要

集中在车体结构和飞控驾驶这两大技术领域，

而对于动力推进，更多的是对已有的技术和产

品进行选型、系统集成和应用，专门针对飞行

汽车动力推进的研究相对较少。动力推进的

瓶颈会导致飞行汽车的有效载荷低、航程短，

是当前飞行汽车性能研发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和挑战。”张扬军说。

本报记者 江 耘 实习生 辛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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