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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前，天津市王庆坨镇，还被称为中国共享单车生产的第一镇。在共享单车的

资本狂欢之后，曾经红火的自行车生产企业陷入了倒闭潮——

曾经被资本疯狂追逐的风口
——共享单车，如今的日子可不好
过，然而更不好过的还有自行车生
产企业。一年之前，天津市王庆坨
镇，还被称为中国共享单车生产的
第一镇。在共享单车的资本狂欢之
后，曾经红火的自行车生产企业陷
入了倒闭潮。

位于天津市的王庆坨镇，是中
国的自行车之乡。早在2010年，王
庆坨全镇的自行车年产销量，占据

全国产销量1/8。共享单车火爆时，
这里曾经有 500 家商铺，而如今已
经不到 300 家。无论是整车生产企
业，还是零部件生产企业，经过一
轮洗牌后，幸存下来的企业，已经
不敢轻易接共享单车的订单。押尾
款的拖住之后，影响相当大，自己
内销的客户已经没有了，已经生存
不下去了，自动就不干了。

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共享单
车 全 行 业 累 计 投 放 单 车 2300 万

辆、覆盖 200 个城市，市场已经饱
和。另有研究机构统计称，目前国
内废弃的共享单车数量已超百万
辆。这其中，有很多是还是崭新
的。

风靡一时的共享单车变成了
“过剩单车”。对生产企业而言，市
场已经饱和，能转型的纷纷转型，
无法转型的，就是关门停业。某车
架厂的负责人也说出了眼下的实际
情况。

工人没地方用，老板也就那样
待着，老板没钱挣，工人哪有活干！

虽然偶尔也还有订单，但对于
经历过一场洗礼的自行车生产企业
来说，哪怕是再艰难，也不愿意冒
险接单，尤其是来自共享单车的订
单。

因为一般来说，共享单车企业
签订的是框架合同，没太大约束
力。这意味着，一旦单车企业的资
金链出现问题，供应商们很难通过

合法的渠道拿回货款。
2017年1到5月，正是共享单车

最火的时候，天津市自行车电动车
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当时，
天津市自行车产量2622万辆，同比
增长25.4%，累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12.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火爆一时的共享单车让逐渐没

落的自行车行业彻底火了一把，也
让王庆坨镇感受了站在风口上的力
量。如今，风停了，自行车行业和
王庆坨镇需要多久才能缓过来？谁
也不知道。

共享单车咋变成了共享单车咋变成了““过剩单车过剩单车””
□□ 周丽丽

消消费机器人费机器人：：炒概念还是玩噱头炒概念还是玩噱头
□□ 韩维正

长久以来，以机械手臂为代表
的工业机器人，已经大规模应用于
现代化工厂当中，而科幻电影中描
绘的那种走进千家万户、与人类高
度相似的消费机器人，则仍然停留
在电影之中。但近些年人工智能的
跨越式发展，又重新点燃了人们对
消费机器人的热望。

根 据 国 际 机 器 人 联 合 会
（IFR）的报告，服务机器人可被分
为三类：家政机器人、娱乐休闲机
器人、医疗助理机器人。而这三者
在2017年的销量分别为610万台、
250万台和数千台。

其中，家政机器人主要指扫地
机器人、割草机、泳池清扫机等，
而所谓“娱乐休闲机器人”，就是
人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消费机器
人。事实上，在5年前，世上本没
有什么消费机器人市场，但从2014
年开始，语音技术开始有了突破式
发展，同时全球玩具市场进入增长
周期，于是，在玩具智能化和消费
语音助手实物化的叠加作用下，一
个新兴的消费机器人市场诞生了。

如果打开天猫平台，对其销售
的机器人商品进行统计，会发现月
销量在100以上的产品，绝大多数
都是儿童早教学习机器人。

这类机器人本质上是早年间市
场上的各类学习机、点读机的升级
版本，内置一些模块化的学习程
序，比如儿童故事、古典诗词、英

语学习、音乐曲艺等，然后用语音
指令进行开关。同时设置一些适合
儿童的简单对话交互功能。

从厂家主打的广告看，这类机
器人的定位在于父母上班后对儿童
的“陪伴”，以及对儿童可能沉迷
的手机、游戏机的“替代”。而在
接入网络以后，这些机器人还可以
实现父母远程与孩子视频语音沟
通、远程给孩子设置提醒日程等的
功能。

此外，销量较高的消费机器人
类型还有两种：一种是以娱乐为目

的的玩具机器人。另一种是以益智
学习为目的编程机器人。比如索尼
公司开发的 Koov 系列编程机器
人，创客工场 （Makeblock） 公司
的mBot系列机器人等。这类产品
通常是对传统积木类玩具的智能
版，即通过模块自由拼搭出各种造
型，再通过编程赋予作品各式动
作，从而实现培养儿童创新能力的
目的。在这种产品厂商的广告中，
对机器人的图形化编程已经替代奥
数和乐器，成为儿童智力开发的新

“必修课”。

尽管消费机器人已逐步形成了一批较为成熟的商
业模式，但依然面临着应用场景不痛不痒、可有可无
的困境。

大量的所谓机器人，其实本质就是“智能学习
机+语音交互+一副机器人的外壳”。这样看来，机器
人的形式仅仅成为吸引儿童的卡通形象，而与用科技
提升消费者生活质量的关系并不大。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尽管机器人是一个充满幻想
的词汇，但“工具性、娱乐性、教育性”这三大底层
价值，却万变不离其宗。

而对应这三大底层价值，消费机器人下一步的改
进方向，就应当是：在工具机器人领域提升效率；在
娱乐机器人领域增加可玩度；在教育机器人领域做好
价值深耕。

例如，比起堆砌海量诗词故事的学习机来说，让
儿童在组装、操作中学习相关知识的编程机器人就显
得更为有效。

在这个方面，作为消费机器人“祖宗”的智能音
箱，反而仍有借鉴意义。一方面是消费机器人应用场
景狭窄，市场逐渐冷落；另一方面，却是智能音箱随
着5G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成为了智能家居的核心大
脑，从而越发受到市场的追捧。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未来如果要实现从实验室到
市场的落地，消费机器人的确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方
向，但比起争先恐后地炒概念、玩噱头，各厂家真正
应该做的，是踏踏实实研究具体的应用场景，让消费
机器人产品为用户带来切切实实的智能感。

提 升 效 率 做 好 深 耕

科普时报讯 （朱丽） 替别
人在朋友圈发个广告，每天都
能领“佣金”，还有这等好事？
日前，厦门市反诈骗中心对外
披露了一种利用微信朋友圈实
施网络诈骗的新手法，提醒广
大用户“天上不会掉馅饼”，切
莫轻信“动动手指就能赚钱”
的骗局。

据介绍，厦门市民钟女士
在近期刷朋友圈时看到有一微
信好友天天都发 5 条“电影广
告”，钟女士觉得好奇就询问对
方。对方表示，只要这样“简
单动动手指”，每天就可领27元
的“佣金”。

闲来无事的钟女士便向对
方索要了“业务员”的微信。
添加后，“业务员”称自己与某
推广公司合作，每天只要转发5
条电影广告链接到朋友圈帮助
推广，就有27元“佣金”。不过

对方表示，在此之前，需要钟
女士先缴纳380元“押金”。

就这样，钟女士交了380元
的“押金”后被拉进一个“工
资结算群”，在这个群里钟女士
确实领到了“佣金”。之后“业
务员”又称公司与某直播平台
有合作推广项目，缴纳 699 元

“押金”后，每天发6条广告到
朋友圈，可以领取 69 元的“佣
金”。“业务员”还怂恿钟女士

“发展合作伙伴”，每介绍一个
朋友参加转发活动，就可以得
到80元的“奖励金”。

直到 7 月 5 日，做完“任
务”的钟女士才发现自己被踢
出了“工资结算群”，并被“业
务员”拉黑，这才意识到上当
受骗。钟女士前后共计付款
5836 元，扣除收到的“佣金”

“奖励金”454 元，一共被骗
5382元。

厦门市反诈骗中心数据统
计显示，仅在过去一周时间
内，厦门便有5名群众落入此类
诈骗陷阱。民警调查发现，类
似作案手法在全国多地均有出
现，此类案件以“佣金”为诱
饵 ， 让 被 害 人 “ 尝 到 甜 头 ”
后，便以“收取押金”等借口
索要钱财，最终致使被害人上
当受骗。

厦门市反诈骗中心提醒公
众，凡是涉及“转发朋友圈领
佣金”“兼职刷信誉”等为借口
开展的所谓“推广活动”均为
网络诈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不要轻易向陌生账户转
账，如遭遇此类诈骗行为，可
第一时间向微信客服举报，或
向当地反诈骗部门报告。

新华社电 受蟑螂启发，美国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水陆两栖”的小型
机器人，将来有望用于水下探索，这拓宽了机器人的应用环境。

蟑螂因其超强的生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给科学界特别是机器人研发带
来不少启发。此前就有研究人员模仿蟑螂，开发出各式各样的机器人，包括
抗压能力超强的柔性机器人、可在沙漠中快速行走的小型机器人等。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基
于蟑螂的水下生存和移动能力，开发出一种小型机器人，它既能在陆地上行
走，又能在水面上游泳，必要时还可在水下行走。

研究人员解释说，新型“机器蟑螂”使用“多功能脚垫”，能依靠液体
表面张力在水面上游泳，更重要的是还能通过施加电压破开水面，潜入水
底。整个机身覆盖特殊防水涂层，可避免在水下发生电路短路。

该机器人的重量相当于一枚曲别针，只有约1.65克，能携带1.44克的载
荷。“机器人的大小对性能至关重要，”参与研究的尼尔·多希在一份新闻公
报中说，“如果太大，它可能很难浮在水面上；如果太小，它又难以产生足
够力量来破坏水面张力潜入水下。”

在水下环境中，新型“机器蟑螂”展现出与陆地上同样优越的移动能
力。不过，它仍有不足之处，比如潜入水下后，只能依赖水底的斜坡慢慢爬
回地面。研究人员下一步将重点解决这种机器人的“出水”问题。

夏天，很多人在瓜果摊前一
头雾水地选瓜，怕自己选到不熟
或是不甜的瓜。如何挑出好瓜也
是一门学问。

西瓜：西瓜在夏天最为常
见，挑西瓜首选表皮光滑，花纹
清晰、明显，两端匀称，四周饱
满的。除了外观，还可观察瓜
柄，绿色瓜柄的西瓜比较熟；横
切开瓜柄，中间部分是白色的，
白色范围越大越成熟。最常用的
方法是用手指弹瓜，声音比较沉
闷的瓜比较熟。

哈密瓜：哈密瓜要选择纹路
密集均匀的瓜，成熟的瓜纹路颜
色通常发灰或者呈浅黄色；哈密
瓜的根部越黄表示越成熟，但要
注意表皮是否有明显的凹陷或腐
烂。哈密瓜为椭圆形，尽量挑选
瓜体圆润，瓜柄新鲜有水分的。

网纹瓜：经常有人将网纹瓜
和哈密瓜弄混。哈密瓜一般为椭
球形，而网纹瓜呈圆球形。网纹
瓜的纹路越清晰、网纹越突出、
立体感越强，成熟度就越好。另
外，斜对着光看瓜，纹路透亮的
是熟瓜。

香瓜：成熟香瓜的顶部可以
闻到较浓郁的香甜气味，而生瓜
气味较淡。常见的香瓜有黄皮和
白皮两种，一般伊丽莎白瓜等黄
皮甜瓜皮色越黄成熟度越高，蜡
黄色最好吃；白皮甜瓜以乳白色
为佳。成熟香瓜果品毛会自然脱
落，有较好光泽。

羊角蜜瓜：羊角蜜瓜因形似
羊角得名，味道与香瓜相似，有

瓜蒂的一头稍细，另一头稍粗，但整个瓜比较匀
称，选瓜时不要选瓜肚特别大的。成熟羊角蜜瓜
是灰白色，表面光滑有黄色纹路，轻轻按压，较
为柔软。未成熟的瓜是灰绿色，颜色较深，表面
有层细小绒毛。

木瓜：成熟木瓜表面斑点多，颜色微黄，摸
起来并不是很软；瓜肚大的果肉较多；新鲜木瓜
的瓜蒂可挤出像牛奶的液体。手感较轻的熟木瓜
比较甜。如果想用木瓜煲汤，可以选不太成熟、
表皮光滑、呈亮青色、没有斑点的青木瓜。

白兰瓜：白兰瓜又名“兰州蜜瓜”。成熟的白
兰瓜一般呈圆球形、瓜体均匀、白中泛黄，瓜面
光滑细腻，微微有些弹性。挑选同等大小的白兰
瓜时，优选重量较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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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蟑螂”可用于水下探索

发朋友圈能“赚钱”？算了吧

（上接第一版）
应该说我们国家的历届领导对航天都是很重

视的。从1956年创建了我国 （国防部） 第五研究
院到现在已经 62 年了。这 62 年我国从一个发展
中国家、一个连汽车都不能制造的国家，发展成
为一个航天大国。航天大国的标准就是具备了三
种能力：进入太空的能力、利用太空的能力和捍
卫太空的能力。下面我就从这三个方面说一下。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是进入太空能力的标志
62 年前，中国开始有了航天事业。48 年前，

即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标
志着我国具备了进入太空的能力。不久前中央把
每年的4月24日确定为航天日，充分说明了对航
天事业的重视。为什么要确定航天日？就是要铭
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
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精神，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力量。

飞机借助航空发动机的推进力和机翼下方
大气流动速度不同产生的向上抬升力在大气中
翱翔，火箭则借住火箭燃料的强大推进力飞出
大气层。燃烧需要消耗氧气，航空发动机尚有
大气层中的氧气助燃，火箭飞出大气层后却处
于真空状态，这就必须要运用能将燃料和氧化
剂混合的火箭发动机了。另一方面，在大气层
中飞翔和飞出大气层是两个概念，飞出大气层
需要更快的速度，那需要火箭发动机加速到什
么程度呢？

航天器的速度有三个门槛，我们将之称为第
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和第三宇宙速度。把
一个物体加速到第一宇宙速度，就克服地球的引
力，像一个天体一样绕着地球在飞行，这叫进入

太空。没有这个能力，航天就没有基础，不能上
天，所以运载火箭是我们航天发展的基础。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把东方红一
号卫星送上了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 5 个有能力
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第一个是苏联，1957 年 4
月 4 日。第二个是美国，苏联发射成功了，美国
很紧张，急急忙忙在1958年发射了一颗卫星，苏
联是83千克，美国是8千克，不管怎样也算是第
二。第三个就是法国，发射了38千克的，本来中
国应该第四，但是那时我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
期。日本是2月份发射的，9千克多，我们是4月
份发射的，173 千克。这就是进入太空的能力，
我们发射的比前 4 个国家的卫星重量加起来的都
重。现在，长征5号已经可以把25吨重的东西克
服地球的引力送入轨道。

长征 5 号第一次发射成功了，第二次发射失
败了，我们正准备第三次发射。就是说在没有长
征 5 号的时候，我们进入太空的能力比世界先进
水平还有差距，神舟飞船与空间实验室都不能超
过 10 吨。在中国尚没有长征 5 号的时候，美国、
俄罗斯、日本、欧洲的火箭运载能力都有 20 吨，
我们只有10吨，这就是差距。

发射运载火箭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太空资源
首先大家会问，太空有什么资源值得你花这么

大力气去干？小布什讲了，谁能够有效的利用太空
资源，谁就能获得额外的财富和安全。大家都知道
地球的资源是越来越枯竭了。现在的石油、天然气
按科学家的估计50年以后就用光了，煤炭100年以
后也会用光。那时候人类怎么活下去？怎么活得更
好？

这里就说说三类太空资源。（见右文）（上）

一类资源就是轨道资源。因为你是个天体，就要按照天体力学这个规律来运
行，不能像在陆地、海洋或者大气层内，你修条路、制造飞机就可以走，上天必
须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来运行，运行轨道的轨道面必须通过地心，才能运行。

轨道对于任何国家来讲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现在有三种轨道比较典型，
有一种轨道叫地球同步轨道，在该轨道上卫星的轨道周期等于地球的自转周
期，同时运行方向一致，这样这颗卫星与地面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当轨道面
和地球的赤道面重合时我们称它为地球静止轨道，因为在这样的轨道上运行的
卫星将始终位于赤道某地上空，相对地球表面静止，轨道高度约为3.6万千米。
在该轨道上卫星覆盖范围很广，只要在赤道上空均匀分布三颗卫星就可以实现
全球通信。当你将一颗装载有各种有效先进传感器的卫星送入这个轨道，便可
以得到三分之一地表的各种清晰数据，这是多么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必须争夺
的轨道。

第二种轨道叫太阳同步轨道。在这个轨道发射一颗卫星，每天上午9点半
可以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走一趟。

另外一种轨道叫极地轨道，我们发射一颗卫星，地球是自转的，一定时间
把整个地球都观测一遍，我们当年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就到月球上把包括
南极北极的月球资料传回来了。

第二类资源是环境资源。人、生命、物质、材料在地球上都有重量，但是
航天器已经克服地球引力进入太空了。想象一下，没有重量的时候，人、生
命、材料、物质将以什么规律在生活？人要探索浩瀚的宇宙，人要研究它，便
要利用这个环境。在没有航天技术的时代，科学家通过高塔来进行微重力实
验。有了航天技术，我们的飞船、我们的空间实验室、将来的空间站，一年365
天都失重了，在这个环境里可以做相关的课题研究。

另外一个是辐射资源。太空中辐射很强烈，我们在地表上因为有大气层的
层层保护，对辐射的感受并不明显，但轨道上并没有大气层保护。辐射对生
物、材料等有利有弊，我们正在研究各种生命体和物质暴露在太空辐射中将会
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把生物、水果、农作物的种子暴露在微重和辐照的环境下
一定时间，它的基因就发生变化了，可以产生产量大、味道好的新品种。现在
中国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

更重要的是太阳能。在地面上的夜晚、阴雨天气得不到太阳能，而且穿过
100公里大气层的厚度太阳能衰减得很厉害。但太阳能在轨道上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没有大气层衰减。现在所有的航天器都有两个大翅膀利用太阳能发电，
而且从技术上要做到无论航天器发生任何姿态变化，都保持着帆板正对太阳。
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在设想：能不能在轨道上建立一个太阳能发电站，把太阳能
送到我们地球表面上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么大的能量
怎么从轨道上送到地面上来，还没找到好的科学办法。

再一个资源就是物质资源，我们地球现在各种资源都是奇缺的。但是太阳
系有八大行星，每个行星都有它的卫星、小卫星，还有彗星，这些成千上万的
行星上有无地球上稀缺的资源？或者能否找到一个类似地球环境的行星让人类
能够生活。人类生存需要水、氧气，我们探索浩瀚的宇宙，就是要解决这个问
题。离地球最近的地外天体就是月球，人类首先对它进行了探测，从月球上也
获得了一些研究材料以供科学家研究，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天文学家，他经
过研究认为月球上有一种地球上稀缺的材料，它是一种人类可控的核聚变发电
的原料——氦-3，他估计月球上的储量是地球的几百万倍。假如说把月球的
氦-3用以发电，可以供给人类使用上万年。

月球上没有空气，有没有水争论很大。假如说有水，人就能生活，有水的
话就可以变成氧气。火星上有没有？现在也在争论。另外探讨人类能生活的环
境，万一有一天地球上的人生存不下去了，就移居到那里去。

三类可利用的太空资源

从东方红一号到载人航天

科普时报讯 （鲁珺珺瑛）“博物馆作为收藏和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
质与非物质遗产’的文化机构，履行着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存、展示与保
护的职能，也成为诠释和保存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主要直接场所。同时，文化
的传承需要依赖于特定的载体，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7月18日，在北京物资学院举行的首届中国大运河智库论坛
上专家表示。

中国大运河智库论坛是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发起和设立的国内第一家专
门针对大运河研究的新型智库论坛。本次论坛集中发布了中国京杭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现状的总报告和多份专题报告。

笔者了解到，从6月23日至7月6日,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调研组一行13
人，从北京通州出发, 对京杭大运河涉及的21座城市进行了实地调研，就大
运河文化带发展趋势以及沿线城市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定位、目标和实
现路径走访调研了文化和旅游设施及布局、博物馆、码头、大运河遗址，深
入了解民生发展情况，进而进行评估和前瞻。

在论坛上多位专家表示，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遗产的重
要载体，也是加强社会教育、丰富公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充分发挥博物馆
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通过参观博物馆，鉴赏大运河
的璀璨文化，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

据调研组介绍，在河北衡水景县留智庙镇白草洼村，这是一个紧靠运河
大堤的村落，近年来，村里腾出了房子，建了大运河文化馆，收集了一些旧
农具、旧纺线车、织布机、旧大车等展现大运河文化的物品，被村民称为

“中国第一所村级博物馆”。
在论坛上，专家就如何在发展中保护和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根据各地

的资源优势建设有地方特色的大运河专题博物馆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大运河文化遗产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