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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展台

● 新知解码

当 5G“邂逅”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汽车正迅速发展， 并逐步走
进人们的生活。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项
研究显示，到 2026 年，美国 10%的汽车将
是无人驾驶。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让
技术能够快速成熟和普及。
随着这些技术的发展和成长， 无人驾
驶汽车所产生的数据与所需要的数据也与
日俱增。 进入 5G 时代，自动驾驶汽车的未
来看起来非常光明。 那么，5G 在自动驾驶
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能发挥怎样的积极作
用？
与云端联通
车载传感器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技术。
自动驾驶汽车需要了解它们的环境和周围
情况，这时，传感器的作用就至关重要。 车
载处理系统使得车辆可以从传感器获取数
据输入，并对其进行处理操作，以指导车辆
在道路上的运行。 基于这些数据，雷达、激
光雷达、 声纳和摄像机等设备使车辆自动
化驾驶成为可能。
预计 5G 网络的性能将为产品的特色
与功能创造更多可能。 5G 标准的设计初衷
是为了提供更强的联网功能，包括低延迟、
高速移动、高数据传输速度和高容量等。 这

些因素将使传感器的关键数据能够有效地
与云端联通， 从而超越单个车辆上的车载
处理能力。
远距离通信
未来几年， 汽车对车辆和车辆对基础
设施通信也将进入手动驾驶和无人驾驶领
域。 这将使汽车能够“看到”并直接从其他
车辆和道路基础设施接收数据， 而不仅仅
是受限于车载传感器所能感知到的东西。
不论是从街角、从其他车辆上，亦或是更远
的距离上都可以进行通信。
与车载传感器相辅相成的是， 这些额
外的数据流与传感器输入相结合， 将为自
动车辆周围的道路和交通环境描绘出一幅
更加清晰的画面。 这使人们对无人驾驶汽
车更加自信。 5G 技术，凭借其超高的可靠
性和低延迟， 将使人们能够实时获得他们
需要的信息， 以实时的信息做出实时的决
策， 而这些信息的作用比车辆本身的传感
器更重要。
除了这些自动驾驶技术的改进外，5G
网络还能以更快、 更高效的速度向用户提
供更多信息，如详细的地图数据、软件和固
件更新，以及网络安全的增强。

未来爱迪生

预测性学习技术
自动驾驶汽车最令人兴奋的一点是，它
们能够从其他车辆的驾驶经验中学习，这是
人类驾驶员无法做到的。当自动车辆遇到新
的驾驶情况时，控制无人驾驶汽车操作的算
法会不断改进。
然而，要实现这些改进，必须从无人驾
驶汽车中收集数据，并将其分析和合成为改
进后的算法，然后再分发给其他车辆。
无人驾驶车辆必须联网才能做到这一
点。 未来的 5G 将确保这些数据更快、更有
效地交换，使这些自动化车辆能够分发和接
收数据，并最终更好地实现自身功能。
电信和科技公司都在围绕 5G 标准展
开合作。 事实上， 实验室试验已经达到了
14GB/ 秒（Gbps），超过了预先设定无线 5G
连接速度标准。 基于标准的 5G 技术最早可
能在 2018 年底推出， 预计 5G 功能改良也
将很快上线，同时自动驾驶汽车也将开始上
路。一旦部署完毕，5G 网络及其之后的新的
网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占据主导
地位，很可能会支持自动驾驶汽车走向新的
未来。
杨星

● 科海泛舟

为什么高速公路上没有路灯？

限时无线话筒
目前，话筒在工作和娱乐中被广泛使用，
人们对话筒的认知停留在简单的扩音设备
上，现有的话筒功能相对单一，无法实现对发
言进行计时，不防摔，没电时无法继续使用，
舒适性差，使用寿命较短。
这个设备在话筒手柄上端设置了 LED 灯
圈，能够在紧急状况下实现照明；话筒手柄上
端套接有减震防摔保护圈， 能够很好地保护
话筒不受损坏； 话筒手柄上设置有备用电池
槽， 能够避免该设备在没电时无法使用的尴
尬；话筒手柄中部有海绵套，舒适性高；结构
简单，设计合理，最重要的是该设备实现了对
发言进行计时的效果， 从而控制发言者的时
长。
图中：1.话筒头,2.减震防摔保护圈,3.话筒
开关,4.话筒
手柄,5.海绵
套,6.滑盖,7.
凹槽,8.备用
电池槽,9.计
时 按 钮 ,10.
LCD 显 示
屏 ,11. 照 明
开关,12.LED
灯圈。
缪健

1921 年 9 月 19 日， 德国艾伏斯 10
千米长的公路建成通车， 这是德国第一
条高速公路，也是世界上首条高速公路。
说起高速公路， 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上
很多是没有路灯的，这是为什么呢？
入夜， 你乘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会看到车子前方瑰丽的夜景：流动的车
灯五光十色，路边的标志像节日的彩灯
一样闪闪发亮， 路面标线清晰明亮，指
示着前进的方向。 然而，如果你回头向
后看去， 这些迷人的灯影都不见了，只
见一片夜色苍茫，连普通的路灯也看不
见。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常见的普通公路上都使用路
灯照明。 路灯照明度很差，而且发出的
是散射光， 容易使行驶中的司机眩目，
而交通标志、路面标线以及障碍物等都
淹没在夜幕之中。 高速公路上车流量
大、车速快，照明要求高，因此，除了途
中的加油站、修理所、控制室等路段外，
通常不采用路灯照明，而是采用了一种
—玻璃微珠制成的反光
新型的材料——
膜。 这种反光膜铺贴在路边的交通标
志、路面标线和其他交通设施、建筑物
上，成为反光标志。 它们平时不发光，只
是在夜色朦胧中，在雨雾阴暗天，当汽
车前灯的强光照射时，这些反光标志才

会将光线定向地反射到司机的眼睛里，
使车子前方一片光明。 这种反光标志的
反射率要比普通油漆强百倍， 反射距离
可达 1000 米， 也就是说， 司机可以在
1000 米之外就发现这些闪光点；在距离
400 米处，可以分辨出这些标志的颜色、
图形和符号；在距离 200 米左右，还可以
看清标志上的文字， 它们像发光的宝石
一样撒在公路旁， 照亮了繁忙的高速公
路，保证了夜行车辆的安全。
这种反光膜是用折射率很高的光学
玻璃制成玻璃微珠， 粘贴在金属膜上做
成的， 玻璃微珠的直径只有人的头发丝
直径的一半。通常，道路上的物体对灯光
的反射是无规则的漫反射， 回到发光源
的只是一小部分，可见性很差。而反光膜
受到灯光照射后， 由于玻璃微珠的折射
作用和金属膜的反射作用， 成为平行的
光线定向地回射到光源体， 使被照射的
平面体获得最佳的可见度。因此，反光膜
可在黑暗中熠熠发光， 而自身并不用耗
费电源。
现在， 这种新型的反光材料不仅应
用在公路上， 而且还被应用在交通管理
人员的制服上、行人的鞋子上、学生的书
包上、自行车的轮胎上等等，它们将为交
通安全发挥更大的作用。
吴润元

● 身边的高科技

航天科技造不烫嘴保温杯
要想在寒冷的冬天随时喝到热水，我 饮、省时方便的舒适体验。
们离不开保温杯，然而“开盖烫嘴，降温费
那么这款保温杯应用了哪些材料呢？
时”却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中国 “相变调温杯”利用的是一种高导热固态相
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三院研发的一款应用 变材料，在生活中虽然并不常见，但在军用
航天新材料的“相变调温杯”可解决这个 领域的应用其实已经非常成熟。 这种高导
问题。
热固态相变材料多用于火箭、导弹等，凡是
这款“相变调温杯”利用了相变材料在 在热源附近的设备，特别是在对控制系统、
相态转变过程中能够迅速吸收或释放大量 对箭上电缆进行保护时， 都会用到这种相
热量的特性来进行热能管理。 沸水倒进这 变控温材料。 近年来，这种材料的性能有所
个“相变调温杯”后，杯体中的相变材料迅 改进，生产成本也有所降低，因而得以顺利
速吸热储存能量，50 秒内可将水温降到 45 被转为民用。 目前，航天 306 所已经利用这
摄氏度，达到人体饮用的最佳温度；同样， 种相变材料开发出了系列化的民用产品，
在吸饱了热量的杯子中倒入冷水， 该能量 包括啤酒杯、咖啡杯、餐具、手机等日用品，
杯又能迅速地释放热能， 使冷水快速升温 它在动力电池、 余热回收等工业领域的应
至 35 摄氏度以上， 为使用者带来即摇即 用也将逐步实现。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 306 所所长曹
辉介绍，这款“相变调温杯”是他们研发推
出的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居民日常生活用
品， 是该所自主创新和军用技术转化的成
果， 能够让航天特种材料真正走进普通人
的生活。 目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大气候
已经基本形成，近年来已有 2000 多项航天
技术成果移植到国民经济各部门， 对国民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
响。 这些成果以商业模式创新为载体，通过
商业化的方式整合社会资源、国际资源，引
领航天产业再发展。 这些产品设备，内核上
还是高大上的航天技术， 但应用上已然摇
身一变，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孔睿

刷脸 out！
英国首推指静脉支付

提到生物识别技术，你会想到什么？ 指纹解锁
还是面部识别？ 日前，英国成为全世界首个推行指
静脉支付的国家，即出门不用带手机，不用带银行
卡，只要带上自己的手，就可以自由自在地买买买。
报道称，英国伦敦布鲁内尔大学内的 Costcutter 商店内， 已经开始推行指静脉支付技术 FingoPay。
指静脉识别技术是继指纹、人脸识别之后更安
全的识别方式。 伦敦该项技术的提供商 Sthaler 表
示， 静脉识别技术是目前最安全的生物识别技术，
因为它不能被复制或被盗。
报道指出， 每个人手部的静脉特征都不同，左
右手也不同，而且终生不变。 指静脉可以在 1 至 3
秒内被识别， 即使表皮破损或有污垢也不受影响。
该识别技术的误识率低于 8‰， 是指纹的 10 倍，人
脸的 100 倍，属业界最高。 而且，这种技术甄别的是
身体内部特征，信息无法被复制和盗取。
赵怡蓁

在手上着陆
的无人机

无人机摄影很受大众欢迎，它使人们可以从不
同的视角认识自己和世界，目前市场上的无人机种
类很多，都各有优势，但能在手上着陆的无人机不
多见。
这款由德国公司研发的无人航拍机叫 Moment
Drone。 它小巧玲珑，可折叠携带。 Moment Drone
的高性能摄像头像素为 1200 万，画质超高清，且能
提供全景模式、连续捕捉模式、延迟拍摄模式等多
种拍摄模式。
Moment Drone 采用视觉检验技术，用户只需
要利用手机扫描需跟踪对象并打开自动跟踪，就能
够自动跟踪用户的面部和身体。 除此之外它还使用
了电子稳定器，在飞行中能够承受气流，避免拍摄
动荡造成画面模糊。
Moment drone 有一点很酷， 它不需要像其他
的无人机一样在地面着落。 由于小巧轻便，这款无
人机降落地点很多样，甚至能够在人的手上。
邱明慧

衣服也能充电
近日，韩国蔚山科学技术院崔京镇教授组重新
开发出了融合太阳能和热电元件的“可穿戴式热电
发电机”，只要穿上衣服行走，就能生产出电力，还
可为智能手机充电等。
虽然在过去也有人尝试过利用体温与大气之
间的温差来发电，但由于皮肤和大气的温差只有 2
摄氏度左右，因此，有很多人评价说，热电发电机的
商用化可能性不大。 崔教授组利用热电元件解决了
这个问题， 在像布一样柔软富有弹性的电子基板
上，把可以吸收光亮的被称为 Bi2Te3 的这一物质制
作成墨水形态，并进行多层印刷。 这样制成的发电
元件，其能得到光照的地方和得不到光照的部分的
温差最大可以达到 20.9 摄氏度。
这样制作的“可穿戴式太阳能 - 热电发电机”
在阳光照射下， 仅用 55.15 mV 的电压和 4.44μW
的功率就能产生电。
魏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