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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道路和城市道路可以使用高精地图
的方法构建，但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地图怎么
绘制？”黄华说，真正的自动驾驶系统除了高精
地图，还需要即时的高精度定位与之匹配。

黄华解释说，高精地图是虚拟的电子地
图，依赖GPS、北斗等定位系统确定车辆在
电子地图中的位置。但由于目前的定位精度
还不够高，在高楼遮挡等信号不好的情况下，
不能在高精地图上准确定位。此外，如果仅依
赖GPS、北斗等定位系统，则由于对高度信
息的识别精度不够，在复杂的高架桥等环境
下，也会导致定位不够准确。

“此时，需要使用视觉同时定位与地图构
建（SLAM）技术。SLAM能凭借图像传感器
对自动驾驶系统周围的图像信息进行计算，实
时绘制地图并同时给出车辆的定位。”黄华说。

“我们绘制高精地图时，在某些全球定位
系统信号不太好的区域，会使用SLAM技术进
行局部修复或优化。”王淼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谈到5G，专家认为，它将为高精地图带
来重要发展机遇。

在黄华看来，5G作为更新一代的通信技
术，可以保证足够带宽，数据传输足够快，因此

对高精地图的实时传输有很大帮助。毕竟在自
动驾驶场景下，高精地图需要实时进行应用。

“5G能为高精地图的快速发布提供更好
的通道，因为它更强调边缘通信和计算能力，
我们可以将道路上发生的动态信息实时发布
到相应车辆上，提升高精地图的实时性和准
确性。”王淼说，当前国内大厂商提出的高精
地图量产目标主要面向L3和L4级别的自动
驾驶，这与目前通信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节
奏是相匹配的。

记者了解到，为满足相关政策法规要求，
高精地图在采集完成后一般会进行加密偏移，
最终保证一定的相对精度，而不是绝对精度。
目前高精地图厂商所追求的相对精度是20厘
米以内，以满足L3、L4级别的自动驾驶需求。

“目前，四维图新高精地图的数据来源分
为3类：一类是以采集车为主导的高精地图
采集设备，质量可靠但成本相对较高；第二类
来自合作伙伴的数据补充；第三类则通过
UGC数据进行数据更新。”王淼说，高精地图
的产品定义已经明确，但成本依然较高，业内
依然在探索如何用更加高效、经济、共享的方
式将其构建出来。 （据《科技日报》）

5G来了，智能驾驶的车轮越来越近了。
说到智能驾驶，我们会畅想其中应用的种

种高科技，不过常被忽略的细节是，驾车出行
必备的导航电子地图也将随之“变脸”——智
能驾驶时代，高精地图将成新标配。

日前，全国智能运输系统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公布了《智能运输系统智能驾驶电子地

图数据模型与交换格式 第1部分：高速公
路》和《智能运输系统智能驾驶电子地图数
据模型与交换格式 第2部分：城市道路》这
两项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征求意
见至7月25日前结束。

两项高精地图“国标”呼之欲出，看
来，用上高精地图不会远了。

“大家现在所谈的高精地图，主要是指给
自动驾驶系统使用的自动驾驶地图，属于特殊
的导航电子地图。”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维图新）自动驾驶地图产
品总监王淼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这种高精地图主要面向L3、L4级别以上
的自动驾驶，也就是说至少由车辆完成绝大部
分驾驶操作，甚至完全由车辆完成自动驾驶。

“高精地图一方面是指精度更高，精确到
厘米级；另一方面的含义是指高分辨率和高
清，地图包含的细节更多。”王淼介绍。

比如，目前的导航电子地图主要强调道
路之间的连接关系，而高精地图则包含车道
级的关系信息，比如每条车道线的精确位
置、车道是虚线还是实线等。此外，道路上
每个红绿灯和路边车牌的精确位置也会展现
在高精地图上，帮助自动驾驶系统更好地进
行感知和规划。

“和传统导航电子地图比，高精地图的精
度和分辨率更高，包含的内容更多。”北京理
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图像图形学会

理事黄华打比方说，这就像看电视，以前是
低分辨率，现在变高清了。

随着汽车厂商开始公布自动驾驶汽车量
产时间表，一些导航电子地图厂商也开始掌
握高精地图的量产能力。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四维图新自2014
年起组建团队绘制高精地图，目前已完成全
国30万公里城际高速以及城内快速路的高精
地图生产，并于今年年初获得宝马集团在中
国L3级别以上高精地图量产订单。高德地图
则于今年4月宣布，将对高精地图服务进行
升级，同时以成本价格提供标准化高精地图。

“高精地图产品一般包含静态和动态两个
层面。”王淼介绍，静态层面即在绘制时形成
高精度电子地图产品，动态层面则包括对道
路信息的变化情况进行实时更新。

王淼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传统的导航电
子地图也包含交通事故、拥堵等信息，但主
要是道路级别的。也就是说，只知某条道路
拥堵，不知哪个车道发生拥堵。而高精地图
将包含车道级动态信息，更加精确。

“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包括环境感知与定
位、智能规划与决策、控制执行3大核心模
块，高精地图又是各类感知系统中尤为关键
的一环。”《智能运输系统智能驾驶电子地图

数据模型与交换格式 第1部分：高速公路》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中如此描述。

王淼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高精地图对于
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具有多方面意义。

在感知方面，高精地图为自动驾驶系统
提供大量静态环境信息，可省去许多算力进
行实时计算。在定位方面，高精地图可与
GPS、北斗等全球卫星导航方式结合，帮助车
辆定位其精确位置。在驾驶规划方面，由于
高精地图包含实时、高精度的交通信息，可
精确帮助自动驾驶系统进行驾驶规划。

“高精地图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
就是帮助自动驾驶汽车降低成本。”王淼
说，如果没有高精地图，自动驾驶汽车需
要装备昂贵的激光雷达或非常高端的芯
片，会增加汽车成本，不利于量产。

正如上述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所言，
高精地图是“智能驾驶的关键性基础技术”，
是否拥有高质量、高精度的电子地图直接影

响自动驾驶行业的发展。毋庸置疑，绘制和
维护高精地图，也需要一定技术门槛。

王淼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高精地图在
绘图时需要按照测绘、交通等行业的高精
度标准来进行。首先需要使用高精度测量
技术，如全球定位系统、惯性导航技术
等。在感知环境时，需要使用大量高级别
传感器，例如激光雷达、工业摄像机等。

“获取相关数据之后，还需要高度自动
化能力对数据进行自动处理。因为在同等
里程下，高精地图是传统导航电子地图数
据量的上百倍，靠人工方法很难处理。”王
淼说，此外还需要相关技术将高精地图实
时发布到自动驾驶汽车上，并保证通信通
道的安全性。

导航电子地图变高清模式

自动驾驶汽车的多面助手

5G为高精地图带来机遇

电脑和人脑，谁更了解疾病？
“天泽”脑血管病诊疗辅助决策系统日前

发布，这是一套贯穿诊断、治疗、预后全过
程的辅助决策系统，标志着脑血管病人工智
能医生来了。该系统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天坛医院、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国家神经系统疾病质量控制中心、
中国卒中学会、神经疾病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联合发布。

脑卒中是一种常见的疾病，首次脑卒中
后1年的复发率高达17.1%。越是偏远落后地
区，复发率越高。治疗脑卒中，不少基层医
生有点发怵。在临床上，医生如果能够随时
搜索检索，看病诊断拍板定病，自然就会底
气十足。

一位普通医生如果每天看10张片子，一
年阅片量3000张左右。人工智能医生只用1

周时间，阅片量相当于医生10年的工作量。
医生记忆的影像资料很少，人工智能医生集
合海量的病例数据，整合顶级专家的经验积
累，相当于一位高级医生再加上一座图书馆
在给病人做诊断。

与其他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相比，“天泽”
脑血管病诊疗辅助决策系统包括“诊”“疗”

“辅助决策”三层含义。从入院开始，脑卒中
患者的影像就开始传输到“天泽”系统，运
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天泽”自主分析
出卒中类型为出血性还是缺血性、发病部
位、发病机制、发病病因等，并结合患者的
病史、家族史、并发症等信息，给出临床治
疗辅助决策方案。同时能够为临床医生提供

欧美指南、中国指南、最新科研文献和成果
作为参考，并在预后继续发挥辅助决策作用。

患者从入院到出院，医生均可参考诊疗
规范指南和患者数据实时更新，科学、合理
地做出临床决策。“‘辅助’的意义很重要，
全过程的辅助决策将更加有利于临床工作。”
北京天坛医院、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神经影像研究中心荆京博士表示。

神经疾病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技术负责人
吴振洲表示，目前美国、韩国及欧洲都在布
局AI辅助治疗产品，但在我国，AI辅助治疗
尚处于起步阶段。

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国家神经系统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拥军表示，“天
泽”系统能有效推进分级诊疗制度与优质医疗
资源的下沉，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从而为基层
百姓带来更多健康福祉。 （据《人民日报》）

炎炎夏日，可乐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辛苦一天，回
家往沙发上一“葛优躺”，来瓶冰镇“快乐肥宅水”，刷着手
机，暂时忘却“生活如此多艰”，想想都觉得开心。

等等，你可能会突然刷到一段视频。视频中，一个外
国人把一整条鱼放入玻璃罐后，把可乐倒入罐子中，用保
鲜膜密封好后盖上盖子，放置30天后开盖，发现鱼消失
了，连骨头都不剩。转发的人还加上评论：“可乐连整条鱼
都能腐蚀，你还敢喝吗？”

此时，你是不是会放下拿到嘴边的可乐，赶紧上网搜
索“可乐还能喝吗”，结果发现更吓人的还在后头：健怡可
乐的阿斯巴甜会致癌、可乐会杀精……

可乐果真如此“罪大恶极”吗？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
访了相关专家。

此次被疯传的“可乐腐蚀整条鱼”的视频其实几年前
就流传过。专家表示，这种“实验”乍看有些惊人，但其中
的科学原理并不复杂。北京市营养学会理事顾中一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鱼“溶解”是腐败变质的过程，“元凶”是细
菌，而不是可乐。“因为可乐中有很多糖，在这种密闭的有
大量水且非无菌的环境下，时间久了细菌会繁殖，加速鱼
的腐烂。如果不倒入可乐，加其他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
也会有这样的效果。”顾中一说。美国食品技术协会高级
会员、科普工作者云无心也对媒体表示，是“高糖+高酸+
高温”环境使得细菌发酵，最后分解了鱼，跟碳酸饮料能
不能喝没有关系。他分析，如果不放碳酸饮料，而放面汤、
肉汤，最后鱼也会发酵分解，难道能说面汤、肉汤也不能
喝吗？这个实验无法验证碳酸饮料是否有害健康。

“实在有疑惑的读者可以做一个对照实验，只要鱼没
进行过灭菌处理，把鱼放在清水里盖上保鲜膜，结局和可
乐一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
授朱毅表示。

另一个用来说明可乐具有强腐蚀性的证据是它可以
溶解马桶里的污垢。对此，朱毅解释道，可乐能清洗马桶
污垢，是因为可乐含有碳酸、柠檬酸，呈弱酸性，偏碱性的
马桶污垢被酸中和生成可溶性的盐类物质和水，“但可乐
酸性很弱，对时间短面积小的污垢或许有点效果，如果是
长时间的污垢，还是需要专业的清洁剂。”

健怡可乐和致癌扯上关系，说起来也有点无辜躺
枪的意思。“罪魁祸首”其实是健怡可乐里面的甜味
剂——阿斯巴甜，网上关于阿斯巴甜的传言从未间断
过，较为耸人听闻的就是它的致癌说。

阿斯巴甜为何物？“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甜味剂，使
用历史已经近40年了，有关它的争议比较多，但很多权
威医学机构都认为它是安全的。”顾中一说。阿斯巴甜由
两种天然氨基酸组成，与蔗糖(葡萄糖+果糖)的组成不一
样，虽然有甜味，但是没有糖分和糖类的热量担忧，健怡
可乐选择阿斯巴甜代替传统蔗糖，就是为了照顾部分消
费者热量管理的需求。科技日报记者在一些木糖醇酸奶
的配料里也同样看到阿斯巴甜。顾中一介绍道，2005年
前后，曾经有一项动物实验认为非常高剂量的阿斯巴甜，
可能导致大鼠出现淋巴瘤和白血病，但此后很多更高质
量的流行病学研究，都认为喝含阿斯巴甜的饮料与淋巴
瘤、白血病、脑癌等都没有关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FDA）进一步审核之后，也认为阿斯巴甜是安全的。”
顾中一说，当然，这个安全是有限量标准的。

“欧洲食品安全局在2013年制定的标准认为，每公
斤体重每天食用40毫克阿斯巴甜是安全的，也就是说，
一个60公斤重的人一天摄入阿斯巴甜的上限是2.4克。”
顾中一说，考虑到我国对于食品添加剂的限量标准是每
公斤0.6克，因此，喝12罐、阿斯巴甜达到上限的饮料也
没有超标。

“可乐杀精”缘于南美人发明的避孕措施，后来传
言愈演愈烈，出现“可乐中的咖啡因能杀精”一说。

顾中一解释道，大约在30年前曾经有人提出可乐
可以杀死精子，认为用它来冲洗阴道或许能起到避孕的
效果。“但是后来有学者进行了重复性实验，发现这一
作法对避孕没有显著效果。”顾中一说，在体外实验
中，用可乐处理精子一小时也没有发现精子活性下降到
对照组的70%以下，换言之，可乐对精子的影响不太
大，所以用可乐来杀精并不现实。

朱毅表示，人类喝下去的可乐没法和精子相遇，这
一实验没有意义。“至于可乐中咖啡因杀精子的说法，
也没有实验证据支撑。”

长期喝可乐会导致骨质疏松的说法由来已久。
“曾经有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可乐的摄入和老年女性

的骨质疏松风险存在相关性，但在这些研究中，喝大量可
乐的女性钙和果汁的摄入量也很少，而蔬菜、水果吃的少
也可能影响骨密度。”顾中一说，人们将喝可乐和骨质疏
松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时候，通常会认为，可乐含磷量高会
影响骨骼代谢，但研究显示，每天喝可乐的人磷的总摄入
量并不显著高于不喝的人。

朱毅则解释道，摄入过多磷会导致骨质疏松，可乐
类碳酸饮料确实含磷酸，但可乐中的磷多为磷酸盐，且
含量并不高，在钙质摄入充分的情况下，适量饮用碳酸
饮料对身体的钙吸收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骨质疏松的主要原因还是钙摄入太少。所以建议
大家要保证钙的摄入以及营养全面，要有规律的运动，
避免大量饮酒和吸入二手烟。”顾中一说。

（据《科技日报》）

谣言一 可乐腐蚀性很强，能溶解一条鱼

谣言二 健怡可乐中的阿斯巴甜致癌

现在，看导航只知道哪条路堵
未来，高精地图告诉你哪条车道堵

远望3号船进行第83次远
洋航天测控（6月10日摄）。

7 月 8 日，远望 3 号远洋
航天测量船完成第 46 颗北斗
导航卫星海上测控任务，安全
抵靠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
头，为历时1个月、航行3万
里的本次航程画上圆满句号。

远望3号船是我国第二代
航天远洋测量船，主要担负对
卫星、飞船等航天器的海上测
控任务，建成以来共出航 52
次，圆满完成以神舟、嫦娥、
北斗为代表的 83 次海上测控
任务。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1周的阅片量相当于一位普通医生10年的工作量

治疗脑血管病，有了人工智能医生

强腐蚀、杀精、造成骨质疏松……

可乐没这些“超能力”

ｋ 辟 谣

谣言三 可乐中的咖啡因能杀精

ｋ 健 康

谣言四 常喝可乐会导致骨质疏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