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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街神器”为行人过街保驾护航

1 月 21 日，春运正式拉开大
幕。今年，在旅客身边又会发生哪
些细小却喜人的变化？科技又为春
运升级了哪些便捷和舒适的服务？

首推候补购票服务
提升旅客购票体验

购票历来是春运最大的难题，
为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今年在购票
环节上做了哪些优化？

“铁路部门通过改版 12306 购
票网站，新增用户扫码登录功能，
减少旅客无效点击，同时进一步优
化验证码策略，最大限度减少旅客
在购票环节出现验证码。”四川成
都局集团公司客运部副主任周旭
说，对于需要办理常旅客会员激活
和身份信息核验的旅客，可通过网
上刷脸认证进行身份核验，无需再
去车站窗口核验证件，实现全部流
程网上自助办理。

今年春运，铁路部门首次推出
候补购票服务试点。旅客可在系
统无票的情况下，通过 12306 网站
或手机客户端，提交购票需求，预
付候补票款后，如有对应的车次、
席别因退票、改签等业务产生可供
发售的车票时，系统将按照候补时
间依次自动为候补乘客分配车票，
增加旅客购票成功机会。

无需取票
刷证刷脸即可进站

今年铁路部门继续深入实施
畅通工程，在四川省内56个车站进
站口的检票机上配备面部识别的
进站机器，配以高约30厘米的液晶
面板和摄像头，旅客将居民身份证
放在闸机的扫描区，闸机上方的屏
幕同时识别出旅客的面貌，两者核
对一致便会放行，整个过程只需 3
秒钟。

周旭介绍说：“今年春运，各个
高铁站的自动闸机实现直接用身份
证刷证通过，旅客在网上购票成功
后，不用再在车站排长队去取车
票。”

同时，在各个客流量大的车
站，还增配了自助实名制核验闸
机，增加实名制核验闸机的安检通
道数量，补全、完善引导和警示标
识，方便旅客自助、快速进站，以提
高进站效率。

丰富互联网点餐内容
旅客可享受各地美食

以前，在漫长的旅途中，用餐
的途径基本上就只能局限在火车
上服务员推着走的各种盒饭小吃
推车，或者就是上车前自己带点零
食和方便面。如今，互联网订餐走
进人们的回家旅途中，今年互联网
订餐服务又再次进行升级。

“今年丰富了 12306 网站和客
户端的订餐品种，不同站点提供不
一样的用餐内容，让旅客在旅途
中，不仅有更多的用餐选择，还能
体验到沿线途中不同地方、不同风
味的美食和特产。”周旭告诉记者，

旅 客 随 时 可 以 通 过 12306 官 方
APP，预订沿途省会城市主要车站
门店销售的快餐食品和土特产，预
订成功后，乘务员会直接把预订的
餐饭和土特产送到指定车厢和位
置。 据《科技日报》

近日，山东省滨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引入感应式智慧斑马线，引导机
动车驾驶员斑马线前礼让行人，确保
行人安全过马路。当有行人经过该
斑马线时，检测装置自动识别行人方
向，路面可见式发光标志发出闪烁信
号，同时伴有语音提示，警示驾驶员
礼让。无人经过时，系统自动关闭。
另外，行人也可通过设置在路边的

“按”字按钮，主动申请开启智慧斑马
线安全通过马路。这种感应式智慧
斑马线，还被网友们称作“过街神
器”。 据《科技日报》

2015 年在日本长崎开
业的Henn na酒店是吉尼斯
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第
一家机器人员工酒店。然
而，在接到员工和客户的大
量投诉后，该连锁店现已淘
汰了243台机器人中的一半
以上，原因是它们不停发生
故障，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
加了工作量。 据环球网

酒店酒店““解雇解雇””
过半机器人员工过半机器人员工

近日，耐克公司发布了
一款极具科技感的新款运动
鞋——Adapt BB，以可匹配
智能手机进行松紧调节为主
打功能。篮球运动员在整场
比赛中脚的尺寸并不是固定
不变的，在比赛中脚的尺码
会增大半码左右，因此在赛
前调整好的鞋带在比赛中途
可能会需要放松。其他运动
也是同理，根据运动的不同
脚部的变化也不尽相同，如
果能随时调节鞋带的松紧来
保持最佳脚感必然也能够提
升运动表现。

继2016年发布了具有自
动 调 节 功 能 的 HyperAdapt
1.0 之后，耐克经过数年研
究 ，推 出 了 这 款 全 新 的
Adapt BB，可以通过智能手
机上的应用调节松紧的设
计，使得体验更加完美。当
双脚进入 Adapt BB，内置的
电动马达和齿轮系统会自动
感测脚部所需的张力，进而
对鞋带做出调整以确保鞋面
贴合。Adapt BB的鞋带可以
承受 14.5 千克的张力，完全
可以适应脚部的一切动作。

据快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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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日前透露，今年春节

将推出世界电视史上首个基于 5G
网络的超清全景VR（虚拟现实）春
晚。

春晚让大众“看得见”地体验
5G，预计将显著推动 5G 热潮升
温，进而市场开发加快，通信设备、
手机、芯片、天线、应用开发等 5G
产业链各环节均将受益。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最新透露，
华为已签署各国共 30 个 5G 商用
合同，5G基站全球发货超过 2.5万
个。今年上半年，华为将发布搭
载 5G 芯片的 5G 智能手机，预计

第一款 5G 手机将采用折叠屏，并
将在今年下半年实现 5G 规模商
用。中兴通讯联合中国联通打通
全球第一个基于全球移动通信最
新协议版本的5G手机室外通话。

春晚仅是5G在我国快速铺开
的一个缩影。今年全国“两会”将
用上 5G 超清直播，央视将联手中
国移动、华为开展基于 5G 网络的
4K 超高清视频节目回传和直播。
百度、阿里等巨头在无人驾驶、物
联网领域的5G应用均计划在今年
大规模推广。

据新华社

据外媒报道，2018 年 7
月，日本洋马农业公司推出
了一系列的自动驾驶农业
拖 拉 机 。 现 在 ，作 为 其
Smartpilot 系统的一部分，这
家公司又推出了一款自动
插秧车。这款名为 YR8D,A
的新型柴油工具通过内置

10.1 英寸防水平板展开无线
编程和监控。

它可以在线性模式和
自动模式两种模式下运行，
至于是哪一种则要取决于
水稻条件和其他因素。

如果是在线性模式下，

插秧车会在稻田中以直线
的方式自动移动，当需要转
向的时候则要坐在车上的
司机手动驾驶。如果是在
自动模式下，它就能保持完
全的自动驾驶。另外，它的
插秧机制还会根据地形的
高地自动上下移动。

机载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模块则能让车辆知道自
己在稻田中的位置。另外，
用户还可以设置一个可选
的地面基站，通过无线通信
车辆实现更加准确的定位。

据科技讯

1月24日~25日，由西宁市体育局主办的
2019年西宁地区首届“启晨杯”全民冰雪运动
会在西宁市北川湿地公园滑雪场隆重开幕，雪
上、冰上、娱乐等运动项目吸引了1000余人参
赛，在寒冷的冬季里，大家共同体验冰雪运动
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本报记者 范旭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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