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身边的高科技

近日，网络上一段视频遭到热议：一位
球迷赶到北京工人体育场为国安助威，停
车场收费人员向他张口就要 100 元停车
费。“今天有球赛，就是 100。 你停就停，不
给就不让你停。”有车主表示，这种“看碟下
菜”式停车收费已见怪不怪。如何减少或者
杜绝人为因素对停车计费的干扰？ 一系列
诸如出入慢、缴费慢、找车难的“停车难”问
题怎么办？“智慧停车”，利用电子支付停车
费，是一种正被实践的解决方案。

智能化让车主找到车位
“智慧停车” 是指将无线通信技术、移

动终端技术、GPS 定位技术、GIS 技术等综
合应用于城市停车位的采集、管理、查询、
预订与导航服务， 实现停车位资源的实时
更新、查询、预订与导航服务一体化，使停
车位资源利用率最大化、 停车场利润最大
化和车主停车服务最优化。

简单来说，“智慧停车”的“智慧”就体
现在：“智能找车位 + 自动缴停车费”。 服
务于车主的日常停车、 错时停车、 车位租
赁、汽车后市场服务、反向寻车、停车位导
航。

“智慧停车”的目的是让车主更方便地
找到车位，包含线下、线上两方面的智慧。
线上智慧化体现为车主用手机 APP、微信、
支付宝获取指定地点的停车场、 车位空余
信息、收费标准、是否可预订、是否有充电、
共享等服务，并实现预先支付、线上结账功
能。

线下智慧化体现为让停车人更好地停
入车位，一是快速通行，避免过去停车场靠
人管，收费不透明，进出停车场耗时较大的
问题；二是提供特殊停车位，比如宽大车型
停车位、新手司机停车位、充电桩停车位等
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升级服务；三是同样
空间内停入更多的车。 立体停车库可以扩
充单位空间的停车数量；共享停车，能分时
段解决车辆停放问题。

如何实现“智慧停车”
“智慧停车”可分为城市级、场库级和

车位级。在城市级，停车设备数据通过物联
网方式上传到城市平台， 政府的城市级云
平台与停车企业的云平台进行线上对接，
获得停车场地数据，形成全城停车场“一张
网”格局，提供线上公益性服务，便于大众

查到停车位， 还可以解决部分停车用户的
“逃单”问题。

今年兴起的 NB-IoT 技术和 LoRa 技
术就是城市级的“智慧停车” 所应用的技
术。 NB-IoT技术利用窄带通信的功耗低、
覆盖广、 密度高优势， 使停车设备直接联
网，地磁、地锁、充电桩、道闸可以把信息源
源不断传输到网络平台。

场库级应用场景包括停车场、停车库、
路侧停车等。 最主要技术是车牌识别技术
和不停车电子收费（ETC）技术。 利用摄像
头拍摄车牌或 ETC 以准确识别车辆身份，
记录车辆进出场时间以准确收费， 使车辆
快速通过，无需停车进行人工记录。

车位级别有三种技术，视频桩技术、地
磁技术和智能车位锁技术。视频桩技术，即
视频识别技术。 地磁技术利用无线传感器
技术，通过识别大地磁场，一旦感应有车辆
驶入，便开始计费。第三种是智能车位锁技
术，通过蓝牙技术控制车锁的升降，车锁升
起，车辆无法进入停车位，车锁降下，对应
车辆驶入。

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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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解决停车难

夏天的时候，白天温度非常高，太阳能非
常充足，不适合在露天篮球场打篮球；晚上由
于太阳下山，导致光线不足，又无法看清楚篮
筐；同时由于篮球场内需要播音，因此也需要
在篮球架上加装音乐播放器等设备。

音乐篮球架自带音乐播放器， 它利用太
阳能电池板产生电音乐，环保又节能，不仅解
决了人们傍晚打球照明的问题， 延长了篮球

架的使用时
间，同时还能
播放音乐，陶
冶了球员情
操； 结构简
单， 成本低
廉，具有很高
的推广价值。

图 中 ：1.
固定底座，2.
支柱，3.篮板，
4. 篮筐，5.音
乐播放器，6.
蓄电池，7.太
阳能电池板，
8.扬声器。

陈昱辰

音乐篮球架

1988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座高
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
对撞成功。 为什么国家非常重视建造巨
大的加速器呢？

想看清地上的小蚂蚁， 俯下身就可
以了。想看清细菌这样的微生物，需要用
显微镜。 使用扫描隧道显微镜甚至可以
看清原子。那么，要用什么样的仪器才能
看清更小的基本粒子呢？

我们能看见物体， 是因为光线照射
到物体上发生反射， 我们眼睛通过接收
反射光来判断出物体的材质、 大小和距
离。 可是， 如果某个物体比光的波长还
小，那么光线照到它就会绕过去，而不能
反射回来， 就好比无线电波绕过障碍物
一样。

光波绕过小于自身波长的障碍物继
续向前传播的现象称为“衍射”。 衍射现
象不是光独有的。 如果把光波换成其他
的粒子来“看”物体，也不能避免以上问
题。量子力学认为，所有物质都具有波粒
二象性。比如电子或者质子，也都有相应
的波长，会绕过比它们波长小的物体。

这种光波和物质波衍射的性质，在
量子力学中最终被归纳为不确定性原
理。不确定性原理指出，一个粒子的位置
和动量不能同时被确定。所以，要看到越
小的东西，就需要“光源”发出的粒子波
长越短。 由于光速等于波长和频率的乘
积， 而能量等于普朗克常量与频率的乘
积， 因此， 粒子波长更短意味着能量更
大。 也就是说，要看清小小的基本粒子，
需要用携带巨大能量的探测粒子才行。
于是我们需要把探测粒子加速到很高的
能量， 能完成这种工作的装置就是粒子
加速器。

例如，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这
样的一台加速器。 这台对撞机可以把正
负电子加速到 20 亿电子伏的能量，也就
是说把电子加速到光速的 99.999997%，
并以这样的速度， 每秒进行上百万次对
撞。正是这样的加速器，承担着实验探索
基本粒子性质的重任。同时，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可以作为同步辐射光源， 参与
高温超导、 光刻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和应
用。 王一

研究小小的基本粒子
要用巨大的加速器

如今，我国很多地区实现了依靠
人脸识别技术办理银行业务，ATM
机上也有了“刷脸取款”的功能。 那
么，这种“刷脸取款”功能究竟是如何
实现的？ 这种取款方式安全吗？

ATM 机上的“刷脸取款”功能将
人脸作为身份核验的自然交互标识，
应用了“人脸识别技术”与“活体检测
技术”， 计算机可以利用核心算法对
五官位置、 脸型和角度作出计算分
析，并能够保证较高的识别准确率。

“刷脸取款” 的操作过程十分简
单。首先，在 ATM机的屏幕首页点击
选择“刷脸取款”功能，脸看镜头，做
好准备后点击确认，系统将自动抓拍
现场照片，然后与银行可信照片源进

行比对，验证通过后用户输入手
机号码进一步确认身份，接着输
入取款金额、密码，就可以拿取
现金了。 据悉，按照 ATM 机的
语音提示，完成一次“刷脸取款”
大约需要 20秒的时间， 这种方
式在速度上未必比实体卡更快，
但解决了消费者没带银行卡时
需要取款的需求，做到了“随时
随地，即刷即取”。

另外，除了脸部识别，“刷脸取款”
还需通过验证客户身份证号码、 交易
密码才能完成取款。 即便是对于机器
不能正确识别的、 长相一模一样的双
胞胎，也可以防止密码被盗刷，“刷脸”
相当于省略了读取银行卡的环节。

不少人担心， 既然是人脸识别，
那么万一其他人拥有自己的照片，是
不是存在被盗款的风险呢？ 对此，有
实验表明，化妆、带帽子、戴普通眼镜
甚至捂住半边脸都可以完成取款，但
是戴墨镜、两人同时入镜或者使用照
片都无法完成取款。 李平峰

两手空空也能“刷脸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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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灯无处不在，除了家里的照明之外，各种
电子设备、汽车大灯以及广告牌等，随处可见它的
身影。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能够随身带着一个拥有
智能特性的 LED 小灯， 也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
多便利。

作为一款智能可穿戴灯，这款来自美国的 Litty
智能 LED 灯采用了非常简约的概念， 它包含了独
特的设计想法以及智能特性。

Litty采用了四周的光环和中间主灯的设计，可
以在多种不同的场合使用，Litty 没有任何触控或开
关，只需要旋转一下边框，就可以激活里面的控制
器，不仅能够起到警示作用，还可以作为拍照的照
明灯。

此外还采用了智能吸附式设计，无论是身上还
是背包里， 只要将底座固定，1 秒就可以轻松完成
安装。

同时，Litty还可以作为通知指示灯使用。 当你
在专心致志办公的时候， 可将 Litty 与智能手机连
接，当有新消息或来电时，它会通过闪烁灯提示你，
既不破坏工作思路，也不会打扰别人。

文鑫

与孩子一起
“长大”的童装

近日， 英国设计师瑞安·亚辛发明出可与孩子
一起“长大”的童装。 亚辛发明一种特殊的褶皱面
料，可以根据孩子的尺寸拉长拉宽。 该面料不仅防
水，而且更加坚韧，适于机洗，还可回收利用。

这种面料制作的童装适合 3 个月至 3 岁大的
孩子。亚辛研发这种褶皱面料时采用了上学时学习
的航空工程原理。他看到侄子们的衣服很快就小得
不能穿了，这让他有了制作“可生长”衣服的想法。

这款发明不仅能帮助父母省钱，而且还能降低
童装生产成本，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

朱佩

新型锂电池
快充只需 6分钟

日本东芝公司日前宣布开发出新一代电动车
专用锂电池，快充仅需 6分钟。

据介绍，与一般采用石墨作为负极材料的锂电
池不同， 这种锂电池使用钛铌氧化物作为负极材
料，具有能量密度高、可超快速充电等特性。传统电
动车锂电池快充 30 分钟也只能充到约 80％的电
量，新一代锂电池快充仅需 6分钟就能充到 90％的
电量。东芝公司测试用的电动车充电 6分钟后最终
跑了约 320公里。

这种锂电池在充放电 5000 次后， 依然可以维
持 90％以上的电池容量，且在零下 10 摄氏度的低
温环境下仍能快速充电。

目前，东芝公司已做出了容量为 50 安培小时、
巴掌大小的新一代锂电池样品，并计划对其进行完
善，争取在 2019年推出正式产品。

华义

可穿戴 LED小灯

以色列海法的初创公司赫尔希麦兹研发出一款人工智能手机
应用软件，它通过将用户在通话过程中的声音与哮喘、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心力衰竭以及心脏病等患者的声音模式进行比较，发现用
户是否存在心肺类早期病症。

公司首席执行官沙迪·哈森表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患者声
音具有特定的模式，同时其声音在治疗过程中随着病情的改善而改
变，公司所开发软件的核心理念就源于此。 他说，该软件能监测用户
的电话通话，从呼吸中发现异常情况或病情发作迹象，从而向患者、
其家人以及医疗救援小组发送警报。

哈森说，公司的软件能够监控用户的对话，分析声音并将结果
传至云端。 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将立即显示出来。 这点至关重要，因
为患者在发病后并不会立即去看医生，多数人都会拖延 4 天甚至更
久时间，而即便 24小时的拖延都会使住院风险翻倍。 软件的应用将
大量减少患者住院的几率。

公司首席技术官丹尼尔·阿隆诺维奇表示， 未来该软件的应用
范围将延伸至智能手机以外的领域，如患者和其他人互动的各种设
备上。 张希

一通电话，心肺疾病全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