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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10 月 28 日，国新办就 2020 年前三季度交通

运输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新

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春耕介绍，目前，大

概有 698.61 万辆道路营运车辆已经安装使用北

斗系统。交通运输部出台了交通运输行业应用

北斗卫星的专项规划，铁路、公路等重点领域的

政策指导正在不断加强。

在此前 10 天左右，来自中铁第五勘察设计

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五院）的工程师

们，与武汉大学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合作，将

自主研发的北斗惯性组合导航铁路轨道几何状

态测量仪（俗称北斗惯导小车），成功用在京沈

高铁朝阳枢纽至顺义段施工现场，完成了近 50

公里有砟轨道的多回合精测任务。

这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首次工程

化应用于高铁建设领域，直接服务于轨道精调，

确保轨道的位置和平顺性严格达到设计标准。

那么，距离地球几万公里的北斗系统，如何

给铺设于地面的交通干线“把脉”？又能达到怎

样的测量精度呢？

据介绍，乘客可以在以 350公里时速运行的

高铁车厢中“闲庭信步”，在车窗边上竖硬币不

倒，都有赖于高铁线路的高平顺性。一旦轨道不

够平顺，就会导致机车车辆出现系统震动，对轮

轨噪声、轮轨相互作用力以及乘车舒适性、安全

性等都会产生直接影响。

为最大限度保证轨道的平顺性，工作人员需

要精准获取轨道的三维位置坐标、轨道间距等，

实现轨向、高低、轨距、水平等各项几何参数的高

精度测量。

“简单来说，需要先通过测量确定轨道中心

线的实际位置，得出其与设计位置在平面（轨向）

和高程（高低）方向的偏差。然后根据这个偏差，

计算出调整量。”铁五院北斗铁路行业综合应用

示范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饶雄说。

早期建设和维修铁路时，技术人员需要使用

轨距尺手动测量轨道，作业效率非常低。

后期使用专门的高精度全站仪进行轨道测

量。测量人员会在轨道中线上临时架设一个三

脚架，然后将高精度全站仪架在三脚架上，以光

电扫描的方式测得选取样点的信息，进而再推算

钢轨的坐标数据，每根轨枕都要重复一次，一个

小时只能测量 200米。

随着高铁建设的飞速发展，轨道精测技术也

在不断演进。惯性组合导航铁路轨道几何状态测

量仪，也叫惯导小车，是目前最为常见的测量方式。

饶雄介绍说，惯导小车上主要包括陀螺仪、

加速度计、惯性导航系统以及卫星定位系统等。

测量时，工作人员需要在轨道上推动惯导小车，

因为小车是在三维空间里进行运动的，因此可以

通过建立空间坐标轴，加上测量过程中收集到的

3 个方位的各项数据，通过计算机计算出轨道各

部分的空间坐标，再进一步计算连续点位数值是

否存在非正常偏差。

饶雄说，有了惯性导航技术，用一台设备就能

对任意位置的轨道几何形位进行精准定位，测量数

据实现了一站式集成处理，在保证精度的同时显著

提高了作业效率。这也意味着，将铁路轨道数据采

集模式交给惯导小车后，就可实现自动采集，数据

自动处理，基本不需要现场做过多的操作。

保证轨道平顺

要进行多种数据精准测量

本报记者 矫 阳

在前期积累的技术和产品基础上，铁五院联

合武汉大学共同组成研发团队，对铁路普遍采用

的惯导小车开展了国产化改造升级。新研发的

北斗惯导小车集成了多项国产技术，最大特点就

是采用国产北斗芯片。

“项目集成了支持北斗三号的国产卫星导航

接收机和惯性导航系统，用于替换传统轨道精测

手段。”饶雄说。北斗导航与惯性导航功能可以

形成互补,提高系统的整体导航精度、导航性能

以及空间校准能力。

据了解，北斗的精密定位功能结合惯性导

航强大角度和位置推算能力，可以实现连续移

动测量，工作人员推着小车一路走一路就能同

时进行测量计算，测量效率可以达到步行的每

小时 5 公里左右甚至更快。因为北斗系统独特

的星座设计，在中国上空的北斗卫星数量更

多，所以测量精度更高，抗干扰性和可靠性也

更强。

另外，北斗的高精测量能力还能有效帮助减

少测量误差。常规情况下，惯导系统的数据计算

是一个积分过程，整个过程耦合了定位陀螺仪和

加速度计的误差，误差快速累积会对计算结果产

生一定影响。“采用北斗或者其他卫星定位技术，

可有效抑制误差的累积，使整套系统在长时间内

都维持在一个高精度的水准。”饶雄说，与利用轨

距尺进行测量或全站仪半自动测量等传统手段

相比，北斗惯导小车在保证测量精度的同时，作

业效率提升了 20 倍以上，大幅度降低了测量成

本和外业复杂度。

“采用国产北斗芯片，我们这台惯导小车核

心传感器完全国产化，变得自主可控，摆脱了对

其他导航设施的依赖。”饶雄说。

有了北斗助力

测量精度更高作业效率提升20倍

在今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颁布的

《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中，明确提

出到 2035年，率先完成智能化铁路网；高铁列车

将拥有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5G 通信技术的

空天地一体化的“超级大脑”。事实上，看起来远

在九霄之上的北斗，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多项

已经成功运用于铁路建设的“黑科技”，都与北斗

有关。

精准定位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的运距都在 1 万公里以上，很多

时候会经过无人区，那些地方没有移动通讯信

号，以前列车经过这些区域的时候，信号就丢

失了，没有办法保存。现在安装了北斗定位系

统以后，可以实时把列车的运行数据记录下

来，等到列车运行到有移动通讯信号的地方

后，再回传给中欧班列运行服务中心，确保了

信息的完整性。目前，中欧班列联通 21 个国家

72 个城市，北斗卫星能够跟踪中欧班列运行轨

迹，定位精准到 10 米以内。

全天候发布预警信息

北斗基础设施监测应用可对铁路设备设施

及沿线环境全天候，进行实时自动化高精度监测，

采集原始监测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实现监

测数据的解算分析、预警信息的发布等功能。例

如，浩吉铁路沿线5座重点桥梁及6个重点边坡就

采用了基于北斗的高精度位移和形变监测技术，

对基础设施进行长期监测，既能够保证监测的实

时性和连续性，有效获得趋势信息，又能够保证高

精度和自动化，为线路安全增加保障。

及时掌控机车状态

中国机车远程监测与诊断系统（CMD 系

统）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实时将机车故障、

报警信息、机车位置信息等及时传输到地面系

统，完成车对地、地对车数据的采集处理传输。

职能部门可以及时掌握机车故障、报警信息、机

车位置信息和机车工作质量状态。机车乘务员

对机车质量控制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大大提升。

这些铁路“黑科技”都与北斗有关

《细胞》杂志上刊载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家

发现一种名为加州双斑蛸的章鱼在接触不同物体时会出现不同

反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章鱼的吸盘上包含离散的感觉细

胞群，使得它们可以通过接触“尝”出在水中不易扩散的难溶性

分子。在接触其他海洋生物分泌的化学物质如用于警告的萜类

化合物后，不同的感觉细胞会表达特定的受体，分别编码触觉和

化学信号，章鱼的神经系统可以通过处理传递来的信号，决定是

否抓住所接触的东西，从而避免触碰有毒的猎物。

章鱼的触手能“尝”出危险物

辛辛那提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科学报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显示，他们在古玛雅人曾居住的危地马拉北部地区一处水库中

发现了一种净水系统。此系统由城周边采集的晶体石英及沸石

（主要成分为硅铝化合物）构成，其晶体结构能形成天然的滤水

网筛，玛雅人能以此来过滤水中的蓝藻等污染物，从而得到清洁

的饮用水。

研究者称，玛雅人于 2000 年前开发的这种净水系统已经非

常成熟，与现代欧洲的净水系统十分类似。这表明，热带地区起

源的玛雅文明水资源匮乏，因此拥有高度发达的水资源储存及

净化能力。

古玛雅人会自制净水系统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蚜虫是一种身材娇

小的害虫，它既没有蝴蝶的绚烂，也没有蚂蚁的

力量，只是昆虫家族里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小

小一员。

今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一项关于蚜虫

的研究给人们揭示了一个奇妙的蚜虫世界。科学

家们发现，同一种蚜虫会因为寄生的植株不同而

进化出不同的适应性，比如“常驻”烟草的蚜虫就

比平时生活在甘蓝或者白菜上的同类更能在烟草

上茁壮成长。也就是说，蚜虫虽小，却具有超强的

适应能力。

昆虫界的混世大魔王

蚜虫又叫蜜虫，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破坏性

的害虫之一，其所到之处的农作物无一幸免。更

让人意外的是，蚜虫既能进行有性生殖也能进行

无性生殖，可以瞬间完成指数级的“复制粘贴”。

值得一提的是，蚜虫的世界是一个名副其

实 的 母 系 世 界 ，雌 性 蚜 虫 数 量 远 远 超 过 雄 性 。

在这个母系世界里，大部分的蚜虫都能进行孤

雌繁殖和卵胎生，并且繁殖的后代与母体具有

高度相似性。

一个春天过去，一只蚜虫在经过孵化后可以

生产上亿只蚜虫宝宝。新生的蚜虫们为了茁壮成

长，会向农作物发起大举进攻。

蚜虫还有一个大招，它是动物世界中极少

数可以通过自身进行光合作用来合成类胡萝卜

素的角色。虽然这种本领在植物世界里稀松平

常，但在动物界却十分少见，因为大部分动物都

是通过食物来获取类胡萝卜素的。蚜虫可以像

植物一样发挥光合作用自给自足，这就相当于

给自己背了一块蓄电池，只要有太阳，随时都能

充满能量。

除了依靠自身强大的繁殖能力和能进行光合

作用的“超能力”以外，蚜虫还跟蚂蚁建立了合作

关系。蚂蚁能够圈养并保护蚜虫，让蚜虫的天敌

不敢随意靠近，而蚜虫则会通过吸取植物的养分

分泌出一种蜜露，供蚂蚁食用。

有趣的是，“哥俩好”的关系有时会被“第三

者”破坏，比如一种黑灰蝴蝶对于红蚁和蚜虫的共

生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它们会将自己的卵产在

蚂蚁圈养的蚜虫所寄生的植物身上，当卵孵化成

幼虫的时候，幼虫会吃掉蚜虫，然后自己分泌蜜露

供蚂蚁食用。不过对于蚂蚁来说，这笔买卖可能

不太划算，毕竟蚜虫是蚂蚁的长期“奶牛”，而蝴蝶

幼虫则会变成蝴蝶飞走。

蚜虫与寄主的斗智斗勇

蚜虫所具有的神奇能力让它能够生生不息，

这种强大的生存能力也让整个蚜虫家族发展得十

分壮大。根据寄主不同，蚜虫也有很多分类。有

的蚜虫喜欢蔬菜，有的蚜虫喜欢水果，有的蚜虫喜

欢棉花，有的蚜虫喜欢花草树木，于是就有了麦

蚜、苹果蚜、桃蚜、甘蓝蚜、棉蚜、玉米蚜……

在长期的协同演化中，每种蚜虫又形成了不

同的寄主生物型以适应不同的寄主植物，以至于

不同蚜虫互相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例如苹果

蚜跟苹果在一起久了，对玉米的适应能力就变得

很差。

不同的蚜虫为了适应不同的植物，一直在和

寄主互相博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这项

研究正是发现了蚜虫和烟草之间上演的一出斗

智斗勇的大戏。烟草为了防御侵害，其韧皮部免

疫系统能够识别烟草非适应型的蚜虫唾液分泌

出的一类蛋白，进而激活烟草韧皮部的抗性，这

样烟草非适应型的蚜虫就很难在烟草上持续取

食、生长发育。

这场应对“外来客”的战斗，寄主烟草小胜一

局，但“长期房客”——烟草适应型的蚜虫由于长

年在烟草上取食，有了一定的经验。因此能够通

过降低这种唾液蛋白的分泌量，来避免激发烟草

韧皮部的抗性，从而顺利适应并取食烟草植株的

韧皮部汁液。

研究人员未来或许可以从蚜虫唾液入手，研

究如何控制蚜虫的唾液蛋白表达，从而抑制其从

植物中取食。同时，研究者还可以从蚜虫家族图

谱开始，研究它们在不同寄主间的作用机制，通过

调控作物内部的防御机制来抵抗蚜虫侵害，更好

地保护作物。

（来源：科普中国）

小小蚜虫如何玩转多种生存模式

中国高铁跑得这么稳中国高铁跑得这么稳
竟和天上的北斗卫星有关竟和天上的北斗卫星有关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以上内容来源：环球科学）

工作人员正在
利用北斗惯导小车
进行轨道精测

受访者供图

在脊椎动物中，蜂鸟有着惊人的高代谢率，为此它们需要持续

不断地进食。但是在寒冷、黑暗的夜晚，由于无法正常捕食，蜂鸟

们采取了另一种生存策略——降低体温，从而降低代谢率。在一

项发表于《生物学通讯》的研究中，美国科学家对安第斯山脉的不

同蜂鸟物种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黑辉尾蜂鸟在夜间的体温可以

降至 3.3℃，这是观测到的鸟类和非冬眠哺乳动物中的最低体温。

此外，其它蜂鸟平均也可以将体温降至 5℃—10℃，从而将心率从

每分钟超过 1000次降至 50次。

蜂鸟可以降低体温减缓代谢

加州双斑蛸章鱼 图片来源：cell官网

与利用轨距尺进行测量或全站仪半自动测

量等传统手段相比，北斗惯导小车在保证测量精

度的同时，作业效率提升了20倍以上，大幅度降

低了测量成本和外业复杂度。

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Jimmy Baum/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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