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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深港聯手推「城市體檢」軟件
用於塌樓滑坡等監測 提升防災減災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道）首屆InSAR測繪應用

及產業化高峰論壇21日在深圳

舉行。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

信息科學研究所所長林暉表示，

深港在新型微波遙感技術InSAR

方面取得新突破，合作推出的內

地首款商業 InSAR（Interfero-

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

dar，即干擾合成孔徑雷達）自

動化處理軟件Skysense，通過

分析SAR衛星影像，可應用於

城市地面沉降和基礎設施形變的

精確監測。這款為城市做「體

檢」的軟件系統已經服務於香

港、深圳、北京、上海等數十個

城市。

據悉，InSAR是近十幾年來迅猛發展的
一種空間對地觀測技術。它通過對同

一地區的多景SAR衛星影像進行干涉處
理，可獲取大範圍、高精度的地表三維信
息和變化信息。目前該技術已在地形測
繪、國土資源調查、地質勘探、防災減
災、火山地震監測、生物量估計等領域得
到廣泛應用。

高樓傾斜提早干預
近年來，隨着國外SAR衛星數據的開
放、國產高分三號衛星的成功發射，以及
多顆國產SAR衛星的立項，中國InSAR技
術也步入產業發展高峰期。由洪都天順
（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Skysense在
論壇上備受關注，該軟適用於城市高樓、
鐵路、公路、橋樑、機場、堤壩、石油平

台、油氣管道沿線以及山泥傾瀉等的沉降
和形變監測。
「我們希望能讓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安
心。」林暉表示，軟件的啟發是源於十多
年前韓國系列塌樓、滑坡事件。中國城市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也面臨城市安全隱
患，需要對城市公共安全快速掃描，建立
數據，對城市基礎設施進行健康診斷。他
舉例，通過該軟件，可以發現城市高樓出
現傾斜進行提早干預；發現高架路路面出
現沉降，避免地陷；為地鐵隧道、機場等
特殊區域快速建立病例檔案，並精確至毫
米。

珠三角實現全覆蓋
據介紹，Skysense經過6年研發，去年逐
步商用。目前，Skysense除了在珠三角實現

全覆蓋，還為香港機場提供服務，不僅幫助
正在服務的第一、二跑道查找出安全隱患，
同時為正在興建的第三跑道提供監測數據。
此外，Skysense還服務於北京、上海、湖北
武漢、江西南昌等內地十多個城市。
林暉介紹，監測對象既有京津高鐵等
「城市生命線」，也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
如勝利油田、青藏鐵路等。 他表示，Sky-
sense的技術研發百分之百來自香港中文大
學，與深圳合作實現了市場化和產業化。
未來計劃建立一個虛擬城市數據庫，包括
城市土壤數據、地下信息數據等，一旦發
現徵兆可以及時提出解決方案。
此外，本次論壇上，由洪都天順（深
圳）科技有限公司與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
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共建的深圳市城市微
波遙感技術應用研究中心正式宣佈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道）潛伏
在基礎設施中的城市安全隱患，往往造成巨大人
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各項公用基礎設施如機場和
港口、公路和地鐵、煤氣管線和橋樑等，構成一
個城市的生命線。日本福岡車站塌陷事件、深圳
光明新區滑坡事件、溫州塌樓事件等重大城市安
全事故，均向社會發出重大警號。
深圳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張虎在論壇上表示，

InSAR對於提升城市地質災害、建築安全等監測預
警和防範能力，推動應急管理由救災響應型向防災
準備型轉變，保障城市安全運行及人民群眾生命財
產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張虎表示，深圳作為一座新興的超大型城市，歷
來高度重視用科技手段應對城市快速發展中的建築

損毀、危險邊坡等安全問題。去年，深圳專門組建
了城市公共安全技術研究院，率先將InSAR技術用
於全市的地面沉降監測與安全分析，進一步提升了
城市經濟化管理和安全發展水平。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術研究院院長倪紹文介

紹，深圳市填海區範圍較大，地質沉積不充分，
但高強度立體開發的程度卻在逐年增加。這導致
前海區域沉降非常明顯，最大沉降速率達107毫
米/年。
倪紹文認為，需要盡快推廣InSAR在測繪等領

域的廣泛應用，並推動其產業化發展。他建議，
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建立基於InSAR大數據的城市
基礎設施沉降智能監測預警系統，以及相關安全
預警標準。

專家倡建基礎設施沉降預警系統

■ 林 暉 表 示 ，
Skysense目前在
珠三角實現全覆
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攝

■倪紹文建議，
建立基於 InSAR
大數據的城市基
礎設施沉降智能
監測預警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攝

■■首屆首屆InSARInSAR測繪應用及產業化測繪應用及產業化
高峰論壇高峰論壇2121日在深圳舉行日在深圳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 攝攝

濟
南「
高
燒
」
泉
群「
縮
水
」

■《聊復集·怪症匯纂》四種未刊版本研討會
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攝

■中國地質大學大四學霸王瑞雪，獲
得劍橋逾百萬的全額獎學金。

網上圖片

據介紹，汪必昌在嘉慶年間被選入太醫
院，任職九年，終成御醫聖手，專保皇

帝健康。1810年，汪必昌為謀先人墓穴，請假
南歸家鄉，在臨行前根據其平生所學寫出《聊
復集》一書，同年由京都琉璃廠韞寶齋刊刻而
廣為流傳。

未刊稿本分四部分
公開出版的《聊復集》包括《醫階辨脈》、
《醫階辨證》、《醫階辨藥》、《眼科心
法》、《玉鑰集》五卷。而此次發現的未刊稿
本有四部分，分別為《怪症匯纂》、批注《陶
氏殺車三十七槌法》、《針灸論》與《怪症方
法》，皆不見於今本《聊復集》之中。其中

《怪症方法》篇幅最大，佔整個稿本的四分之
三有餘，收錄御醫整理的秘方偏方540種（約
650個），涉及各類疑難雜症，其中不乏治療
「癌症」、 「腫瘤」、 「喉癬」、「羊癲
瘋」、「尿血吐血」與「白癜」等的驗方。
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保護專

家委員會委員、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高級
研究員陳先行表示，稿本屬於孤本，文獻價值
極高，從版本學上來說，十分珍貴。

市場估價高逾2億
全國中醫藥傳承博士後合作導師、全國古籍
領導小組成員、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屆學術委員
會委員余瀛鰲表示，這樣的一冊稿本，一般人
看來，也許就是舊紙一冊，但對於中醫藥界來
說，只要進一步繼承好、發展好、利用好，必
將成為無窮無盡的寶藏。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醫史文獻重點學科的
學術帶頭人、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
文獻研究所原所長鄭金生說，「我第一
次見到內容如此豐富的怪症診治集，該
未刊本值得深入研究」。他建議應逐
一核查這些偏方秘方，看能否從中發
現僅見於此稿本中的疑難雜症治療新
法新方。
對於該稿本的價值，中國嘉德拍賣
公司古籍善本部原總經理拓曉堂表
示，晚清御醫任錫庚的五十種秘方
在2007年時就賣出了200萬元（人
民幣，下同），平均每種秘方4萬
元。他預估，如今一般稿本手稿的
價格都至少上漲了10倍，如果以每
種秘方或偏方40萬元作價，此稿本的
市場價能達到2.16億元以上。

本科還沒畢業就拿到了英國劍橋大學的地球科學博
士項目offer，還拿下了逾12萬英鎊的全額獎學金，全
獎名額全國僅30個，創下這些記錄的是一名21歲的漂
亮女生！
她是中國地質大學李四光學院的大四女生王瑞雪。
小姑娘是一名真正的學霸，自小愛好自然科學，成績
非常優秀，專業課程平均分都在90分以上，曾多次獲
得各種獎學金。上大學以來，每周她都只休息一天，
此外都徘徊於宿舍、教室、自習室之間認真學習。
申請劍橋則是一個偶然。王瑞雪無意中得知申請牛津
劍橋需要平均分90分以上，「去劍橋肯定很難，但既然
我有資格，為什麼不試試？」抱着這種心態，她積極為
自己增添「砝碼」：一年半裡，她在日常功課之外，拿
到了106分的托福分數、在《地球科學》上發表一篇論

文，還參加了國家數學建模競賽並獲得二等獎。

全國僅30個名額
拿到劍橋等5所大學的offer後，她決心申請「國家留
學基金委劍橋獎學金」。這個更難，全國不限專業每
年僅30個名額。「看到紅色的祝賀通知時，我自己都
不敢相信！」王瑞雪說，父母都是老師，逾百萬（人
民幣，下同）的留學費用不是小數目，不用辛苦父母
籌錢送她出國，她最開心。
「她把自己的事情規劃得很好，養她真沒花什麼
錢。」王媽媽笑着說，女兒四年的獎學金都拿了3萬多
元，大學學費都是她自己出的，父母只給她生活費；
暑假出去旅行，父母也只贊助她一半旅費。

■《楚天都市報》

連日來，山東濟南氣溫
一路飆升至30℃以上，開
啟高溫模式，使濟南泉群
明顯「縮水」。截至 21
日，「天下第一泉」趵突
泉水位連續8天低於橙色
警戒。
趵突泉水位自5月14日

跌至28米橙色警戒下後，
已連續8天狀態低迷。21
日，濟南水利局公佈的趵
突泉地下水位為 27.93
米。
據悉，該市計劃在5月

1日至9月30日，適時採
取發射增雨火箭彈等人工
增雨措施，確保泉水如常
噴湧，5月上旬濟南市氣
象局已實施首次增雨作
業。
歷年5、6月份是濟南泉

群較「飢渴」的時段，濟
南市通常採用回灌補源、
人工增雨、節約用水，甚
至關閉泉水浴場等方式保
泉。如今年泉水水位繼續
下降，人們就將暫時無法
「借泉消暑」。
濟南泉水數量眾多，素

有泉城美譽，當地一直重
視對以趵突泉為首的七十
二名泉的保護。自1976年
起趵突泉出現數次停噴，
最長時段達到926天。今
年是趵突泉復湧後，持續
噴湧的第14個年頭。

■中新社

美女學霸直博劍橋 拿全額獎學金

21日，北京市朝陽區中學生社團「嘉年華」活
動開幕，來自北京市朝陽區各中學的140個社團各展風采。圖為非洲鼓社團
的同學在演奏。 ■圖/文：新華社

鼓 樂 演 奏

清御醫手稿現江湖清御醫手稿現江湖
錄治癌等偏方錄治癌等偏方逾逾505000種種

中國收藏家協會書報刊收藏委員會中國收藏家協會書報刊收藏委員會2121日舉辦清嘉慶御醫汪必昌日舉辦清嘉慶御醫汪必昌《《聊復集聊復集··
怪症匯纂怪症匯纂》》四種未刊版本研討會稱四種未刊版本研討會稱，，該委員會執行主任彭令近日尋獲該委員會執行主任彭令近日尋獲《《聊聊

復集復集··怪症匯纂怪症匯纂》》手稿一冊手稿一冊。。這一隱逸二百年的清代御醫汪必昌手稿中記這一隱逸二百年的清代御醫汪必昌手稿中記

載載540540餘種餘種（（約約650650個個））偏方秘方偏方秘方，，能治療包括癌症在內的各類怪症能治療包括癌症在內的各類怪症（（疑疑

難雜症難雜症）。）。 ■■香香港文匯報記者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江鑫嫻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汪必昌所汪必昌所
著著 《《 聊 復聊 復
集集··怪症匯怪症匯
纂纂》》四種未四種未
刊 版 本 手刊 版 本 手
稿稿。。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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