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智慧出行已经成为人们
生活的重要部分。只要手机在手，
人们便能对城市的交通信息了如
指掌，出行方式、出行路线、出行时
间都可实现个性化选择，城市出行
更加高效便捷。展望未来，自动驾
驶技术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将
为智慧出行提供更多体验。

随着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智能
交通带来的出行便利，智慧出行正
悄然深入每个人的生活。

冬日的北京金宝街，道路边的
停车位上车辆停得满满当当。“以
前停车管理员会给张计时卡，现在
什么都不用，自己在手机上就能完
成缴费，很方便。”刚停好车的李先
生说。

智慧出行，离不开智慧停车。
没有停车管理员，不用交现金，如
果你通过软件开通了“无感支付”，
连 电子支付环节都能省去，可以直
接开车就走。从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和通州
区3个区支路以上等级城市道路停
车全面实现了电子收费。在北京，
这种新的停车方式，正在给越来越
多的人带来便利，带来新的出行体
验。

据了解，停车费的缴纳方式以
电子支付为主，停车人可通过“北京
交通”APP、微信公众号、微信城市服
务、支付宝城市服务获知停放时间
和费用，在线支付道路停车费。

1 月 21 日，2019 年春运开启首

日，深圳交警启用信号集成管控平
台，实现对全市不同品牌、规格的信
号控制机进行统一联网控制，能够
进行更大区域内的信号控制协调，
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的安全和效
率。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深圳交
警还以信号集成管控平台投入使
用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和优化信号

“绿波带”。只要司机按照一定时
速开车，就能“一路绿灯”，畅行无
阻。目前，全市“绿波带”达到 621
条，覆盖主干道和 73%的信号控制
路口。

这只是深圳“智慧交通”的一
个缩影。

截至 2018 年 9 月，深圳机动车
保有量已达 335 万辆，车辆密度达
到 510 辆/公里。如何治理交通拥

堵，方便市民出行？2018 年以来，
深圳交警创新提出“智慧交通，警
务变革”的治理理念，初步构建了
精准高效的智慧治理体系。

2018年 4月 23日，深圳在全国
率先试点“刷脸”执法，已在行人闯
红灯、开车打手机、不系安全带、依
法被剥夺驾驶资格人员驾车等方
面进行执法，取得很好效果。此
外，通过在城市道路灯杆上安装摄
像头，打造智能信号控制系统，通
过融汇手机信令、融合卡口、浮动
车等大数据，再运用自己的“大脑”
进行分析研判，计算出更佳的信号
控制时间和转向配置方案。

以“智慧 ”为切入点，深圳治堵
成效初显。日平均车速保持在约
38 公里/小时，交通拥堵在时间和
空间上逐步缩小。

在 2018 年 11 月的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上，充满未来感的
自动驾驶技术备受关注。随着国
内自动驾驶技术和智能网联汽车
的发展，各种无人驾驶测试区建
立起来。早在 2018 年 4 月，上海交
通大学校园内就成功试运行无人
小巴，目前已接待超过 1万人。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何承认为，未来的智
慧出行，除了为出行人提供信息
外，需要在信息服务上叠加人工智
能服务，在 AI 智慧学习基础上，变
信息提供为智能决断，让出行变得
更“傻瓜”、更便捷、更享受。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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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最新发明了一种只

需检测几根头发的成分，即可测
定日常生活中慢性压力的技术，
这一技术或将有助于快速进行职
场压力检测。

人在持续感受到压力时，体

内会分泌一种激素，而这种激素
会蓄积在头发中。一个研究小组
利用头发的这种性质，研发出一
种特定的药物，可从头发中提取
出反应压力水平的激素，分析激
素浓度就能测定出压力水平。

研 究 小 组
说，此前的唾液
检测压力技术
受检测当时的
压力情况影响
较大，已有的头
发检测压力技
术通常需要数
十根头发，而新
发明的检测技
术只需要几根
头发，就可以完
成 压 力 测 定 。
据研究小组说，
人的头发一般
一 个 月 长 约 1
厘米，该技术能
测定出不同时
期的压力水平，
最长可以追溯
测定到半年前
的压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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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出行

新型新型““代理相亲代理相亲””机器人机器人

据报道，桑代零售系统开发出
了日本国内首款能够自由组合商
品的“多功能自动售货机”，并宣布
将于2019年春季开始上市。

流通行业人
手短缺问题日趋
严重。为此，各
家便利店正在积
极 引 进 无 人 店
铺、自助餐费收
取系统等，让人
耳目一新。

此款高性能
自 动 售 货 机 由

“主体”“小型贩
卖机”“大型商品
贩卖机”这 3 个
模块构成。自动
售货机的支付功
能等集中在主体

部分。还可以根据设置场所的大
小，设置组合多个大小模块，实现
百货店一样的商品种类和商业中
心专卖店的功能。

而且最大的特征是，只需一台
新款自动售货机，饮料自不必说，
便当、饭团、蔬菜、面包等食品，文
具和日用品等，甚至部分药品等其
它大小不同广泛销售的商品也是
可以销售。当然，也能够进行相应
的温度处理。

便当可以装在每个容器里，日
用品可以以挂钩的形式收纳。商
品架本身也可以自由设定和变
换。并且，由于对陈列架的控制是
在自动检测到的瞬时系统中反映
的，因此自动售货机的管理者负担
也大幅减轻。

由于引进了液晶画面，不仅可
以对应日语，还能对应英语、中文、
韩语。新款售货机可以用硬币、纸
币、电子货币结算，还具备发票功
能，并且多模块供应商的销售价格
也公开透明。 据环球网

近日，科学家研究出一种可以从
体热中获取电力的非插入型可穿戴
设备，该设备的底座无毒且无过敏物
质，由普通的旧棉织物制成。

而在这种棉织物腕带上，涂有一
种特殊涂层，可收集体温“发电”，理
论上面料的一端接触人的皮肤，而另
一端暴露于空气中，两端之间温差越
大则电输出越大。

同时人的汗水可提高导电性，该
技术适合作为电池的稳定涓流充电
器，而电池反过来则能为可穿戴设备
供电，例如健身追踪器和医疗监视器
等，尤其是对于当下流行的为运动锻
炼打造的可穿戴设备，这一技术或许
能解决它的充电问题。 据科技讯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去哪都要排
队，有时候为了吃上爆款小吃等上半个小时
都是常有的事，不仅脚累还担心别人插队。

为了解决排队问题，研究人员推出了一
款自动排队的椅子，它能够彻底释放你的双
腿，不用起身就能自动排队绝对是懒癌患者
的不二之选，这些排队椅看似普通，其实内
藏乾坤。

它能自动控制椅子与椅子之间的间距，
当前一个物体往前移动时，下一个椅子就会
立马跟上，椅子内部的重量感测装置能够检
测椅子上是否坐有人，当排在首位的人起身
离开时，空位就会乖乖跑到队伍的最后供其
他人使用，而其他的椅子则会自动往前替补
空位，形成一个自动循环链。

据智能界

据英国报道，日本科技公司发
明一种新型“代理相亲”机器人，机
器人可提前录入相亲双方个人信息
并代其进行对话。

近日，日本东京港区的一家酒
店举办了首场机器人代理相亲大
会，年龄在25岁至39岁之间的28名
男女相聚一起寻找配偶。参与者需
提前回答45个不同主题的问题，包

括他们的兴趣爱好和当前的工作等
等，并将这些回答录入机器人中。
相亲期间，男女双方不能直接交流，
而是通过放在两人中间的机器人介
绍彼此。

此次相亲大会，机器人扮演信
息传递使者的角色，意在打破陌生
人间的尴尬，同时帮助不擅长社交
的人了解彼此。 据新华社

无感停车 实现电子计时收费

智慧管理 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未来可期 呼唤智能基础设施

青海聚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给常梅花 10 号楼二单元 2081 室的房款
722837 元（柒拾贰万贰仟捌佰叁拾柒元）
收据丢失。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