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A股遭阻击，而一批绩优基金依然出色。
中银基金旗下 15 只权益类产品涨超 10%， 领先行
业平均水平。至 11月 30日，股票型基金中，中银战
略新兴产业今年以来涨达 21.65%，居同品前 30%；
中银互联网 +、 中银智能制造各涨 19.77%和
13.99%，皆超同品均绩。混合型基金中，中银行业优
选同期收益达 29.29%， 在 2700 多只同品中居前
5%； 中银动态策略基金涨达 24.03%， 居行业前
10%；中银蓝筹精选涨达 22.08%，居同品前 15%；中
银中证 100涨达 33.37%，居同品前 6%。

（摘自《滨海时报》）

未来手机能与
人类“心有灵犀”

● 小头脑大思维

输液治疗在临床上被广泛使用。 我（陆奕君）
的母亲得了严重的克罗恩病，不能吃饭，只能输
液治疗。 每天大量的输液让她感觉浑身很冷，使
用有加热功能的输液器吧，去洗手间时，还要拔
下电源插头，十分不便。 于是，我们想研制一款可
以加热并调温的输液器， 以满足患者的特殊需
求。

研制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核心难题，一是输液
温度的有效控制，二是移动电源的供电发热效果
和续航时间。 我们买来患者使用的同款输液器，
进行了温度测试，发现它是单面发热，最高加热
温度在 49℃-57℃之间。 我们尝试采用碳纤维发
热膜、棉布、温度控制器、移动电源的组合研制一
款新的输液器，让发热温度再提高一些。

经过多次测试，我们惊喜地发现：经过简易
棉布包裹的输液器比原先的恒温输液器温度高
出 10℃-20℃。我们将设计的输液器通过 USB 接
口连接， 再一次进行测试。 当输液器温度达到
70℃左右时，流动输液的温度在 30℃左右，基本
接近人体温度。

这个温度控制器可以根据患者舒适度进行
温度选择，移动便携式电源的选择有利于拓展患
者的活动空间，让输液过程不再痛苦。

闻天程 陆奕君

便携式调温输液器

人工智能（AI）来了，这真的不是预测，
已经是现实了。 如今的手机已经开始陆续
体现人工智能特色。 手机不光可以联网，还
可连接其他可联网设备，统一协同作用；手
机还依靠大数据和云计算，更懂人心，知道
自己的主人想干什么， 从而给出比较灵动
的解决方案，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小助手、
小秘书。

未来手机还将向高级人工智能进阶。 瞧
瞧你手里的智能手机，尤其是最新发布的苹
果、三星、华为等几款旗舰机，你可能不经意
间自觉使用到了很多人工智能应用。

动动嘴的“懒人时代”到来
动动嘴就能实现各种操作，这种“懒人

模式” 在手机上已经可以实现人工智能级
别的应用。 这不仅仅是大家熟知的苹果手
机 Siri语音功能———Siri模式本质是语音操
控，最初还停留在语音搜索、调取数据等阶
段，现在的“懒人模式”下，人们动动嘴，叫
手机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不久前，三星发布人工智能平台 Bixby
中文（普通话）版。 可以利用手机 Bixby 发
微信、买东西。打开 Bixby功能，对着手机说

选择图片发朋友圈，表达愉快的心情，手机
就能照做，准确率非常高。 换句话说，你如
果看到他人发出来的朋友圈信息，很有可能
不是朋友亲手操作的，而是对着手机动动嘴
就发出来的。

网上购物时也是如此，想买什么对着手
机“吼”一声就可以了。 手机会自动与淘宝
等相关客户端关联，发出指令，实现主人需
求；对不熟悉的商品也能够迅速调取产品介
绍。

“贴心小管家”知道你的需求
手机人工智能最贴心之处，体现在“智

能情景”模式，自动了解手机主人现在的状
况，并且为主人“悉心”安排各种“下一步”。
比如华为的 P10 手机， 在主人预订了一张
机票之后，从“航旅纵横”或者航空公司发来
的短信中提取到信息，临出发前一天，手机
便会发出提醒，提醒主人明天的航班；预订
火车票同样如此，通过“铁路 12306”预订了
火车票，手机上会收到一条行程通知短信，
临出发前手机智能情景模式就会在屏幕上
提醒主人，要坐火车了，提前做好各种准备。

而这些贴心功能非常智能的一点是能

够自主适配不同场景。 众
所周知，连接WiFi普遍是
最经济的，P10 手机可以
自动切换运营商网络和
WiFi。 比如回到家中的
WiFi 条件下，P10 会自动打开 WiFi，将无线
联网信号切换到WiFi 网络， 节省运营商网
络流量。

“智能情景”模式还能与语音声控、视觉
对接，也许当你看了手机一眼的时候，手机
已经明白你想要干什么了，真是心有灵犀一
点通。

未来前景无限
目前实现的应用只是手机人工智能的

开端。 别小看了很多细节，人工智能还有很
强的学习能力， 可以不断学习用户使用习
惯，具备交互式学习机制，通过开放用户定
制接口，借助群体智慧迭代提高，让用户体
验更加轻松自如。

一台智能手机成千上万的功能中，一般
用户实际掌握的可能不足 5%， 这也表明如
果人工智能足够发达，可以引导用户将自己
的智能手机使用到极致。 黄启兵

● 新知解码

10 电话：0731-88317950��E-mail:kjxb001@126.com
编辑：杨雨晴 版式：孙哲校对：邱访蓉2017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三 湖南省科技厅主办 科技科教新报

● 身边的高科技

● 创意展台

一秒钟下好一部电影？ 网络成了一个硬
盘？高铁上也能畅快享受网络？这些似乎还有
些遥远的事情，很可能 3年后就会实现了。 而
这一切，源于 5G的来临。

从 1G到 2G， 移动通信技术完成了从模拟
到数字的转变，在语音业务基础上，扩展支持低
速数据业务。 从 2G到 3G，数据传输能力得到显
著提升， 峰值速率可达 2Mbps至数 10Mbps，支
持视频电话等移动多媒体业务。 4G的传输能力
比 3G 又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峰值速率可达
100Mbps至 1Gbps。 相对于 4G技术，5G将以一
种全新的网络架构，提供峰值 10Gbps以上的带
宽，用户体验速率可稳定在 1Gbps-2Gbps。

不过，高速仅仅是 5G“天赋”的“冰山一
角”。 5G 还具备毫秒级时延和超高密度连接
两个“杀手级”特性。

低延迟意味着不仅上行下行会更快， 等待
数据传输开始的响应时间也会大幅缩短。 比如，
当用户在手机上观看 4K视频时，卡顿也会明显
减少。超高密度连接则将解决当前移动网络标准
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严重缺乏带宽。 如今，3G
和 4G网络上的无线频率“人满为患”，而 5G高
容量的特性让生活在人员密集、流量需求大区域
的用户也能享受到高速网络。

如此特性，决定 5G并非等于 4G+1G。5G
让智能的万物能够互联， 实现了大规模机器
间的相互通信。 英特尔公司预计，到 2020年，
5G将会连接 500亿台智能设备和 77亿人。

5G 对于未来科技也有着非凡意义 。

VR/AR、无人驾驶等是近些年频繁被人谈及
的未来科技，代表着前沿发展的方向。 在部分
业内人士看来，5G 才是此类未来科技真正落
地的关键。

不少消费者都曾在体验 VR技术时感到眩
晕，而 5G将能解决这一技术难题。 眩晕一定程
度上是因为时延，当 VR体验者做出动作，整个
系统从监测动作到将运动反映到 VR视野中会
有一定的延迟滞后，观众就会感到晕，5G时延极
短，所以会减轻由时延带来的眩晕感。

事实上，无人驾驶同样受益于 5G 的低延
时。 5G更低的时延决定了驾驶系统能在更短
的时间内对突发情况做出快速反应。 例如，车

速达到 120km/h 时，前后车的动作只有 15ms
的时差， 要在这 15ms 内做出足够快的响应，
以 4G 约 20ms 的时延将会发生事故， 而 5G
的时延是 1ms，几乎等于实时反应。

当前，车联网、智能家居、智能电表等大
热，其背后的技术就是物联网，物联网对时延
和带宽没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但对能量消耗
很敏感。 物联网发展的关键就是发展低功耗
广域网。 以抄水表为例：以一个居民小区为范
围， 定期人工抄水表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和
时间，如果用物联网技术完成抄水表的工作，
只需要在整个城市每一户的水表安装相关设
备， 让数据以一定的时间周期上传到管理中
心就可以了。 然而，常规的网络传输数据会消
耗很大能量，成本高，而 5G 功耗低，可以让低
功耗广域互联再上一个台阶。 姚翀

你以为 5G只是速度快？ 太天真了！

财务机器人来了，会计会失业吗？
会计要做大量繁复的工作， 是否会首
先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 财务机器人
的面世，加剧了从业者的忧虑。

近年来，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继
推出财务机器人。 2016年 3月，德勤宣
布将人工智能引入会计、税务、审计等
工作，并于今年上半年推出产品。 普华
永道去年开始为国内企业实施财务机
器人计划， 中化国际财务机器人项目
今年 8月正式上线。

财务机器人可以做些什么？ 据普
华永道和德勤介绍， 财务机器人目前
能做的主要是核对类、 收集类等重复
性高、技能要求低的工作。 比如，与多
家银行不同账号的对账， 对周报月报
数据的汇总梳理，利用内部财务系统、
外部税务系统、进项税票管理系统、上
个月申报的留底税额等数据源， 进行
增值税差额的核对。

简单的分录、 记账和报销工作今
后可能不需要人力了。 财务机器人运
算速度快，24 小时不间断工作，可以大
大提高工作效率。

目前的财务机器人称不上智能

化，还处于流程自动化阶段。 数据标准
化和流程标准化是财务智能化的前
提。 尽管会计行业受准则制约，具有较
强的政策性和规则性， 但在数据标准
化方面并不如意。 另外，由于企业业务
需求的差异， 实现财务流程标准化也
非易事。

一些企业的财务流程往往根据经
验，经验代表的规则到底是什么，需要
抽象和梳理出来。 可用的数据和明确
的流程规则是财务机器人应用的第一
阶段。

在数据和流程标准化方面， 企业
已经有了一些实践，金蝶、用友、浪潮
等财务管理软件在会计行业广泛采
用。 近年来，一些大公司通过财务共享
中心， 将位于不同地区的会计业务集
中到一起，统一记账和报告，强化了数
据和流程的标准化。

面对财务机器人智能化的趋势，
会计从业者要做什么准备呢？ 业界专
家认为， 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力进行
重复性工作， 新时代的会计不仅要能
记账，还要了解生产、业务、物流、战略
等多个领域。 杜康

财务机器人诞生 会计危机四伏

随着科技的发展，吹风机、梳子等物也逐渐走
向智能化。今天就来介绍几款智能时代中应用于头
部护理的“头”等神器。

滑动屏幕就能调节风速的智能吹风机。滑屏电
吹风的外形看起来与一般吹风机无异，但内里集合
了众多黑科技，如手指轻轻滑动手柄屏幕，便可以
改变风速大小；无需按钮，只要放下吹风机便可使
它停止吹风；吹风机还可以根据头发的干湿度进行
自动感应，调节风的温度等。

拥有智能控温技术的智能吹风机。戴森吹风机
动力马达的重量只有 49 克， 直径不到 27 毫米，位
于手柄中部， 它牵引着手柄内的 13 片叶片组成轴
流叶轮，转速高达 11 万转 / 分钟，通过底部的进风
口吸入空气， 将气流速度增大 3 倍后再集中吹出
来。 同时，该吹风机设置有 3 档风速、4 档温度，使
用者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所需风速、温度。此外，这
款智能吹风机还添加了智能温控技术， 每秒监测
20次，可防止因温度过热而损伤头发。

除了智能吹风机外，智能梳也成为了智能家族
中的一员。震动按摩负离子梳具有负离子静电消除
技术，在梳理头发的过程中能有效去除毛躁，其智
能之处还体现在它可以通过 1100Hz 的轻微震动，
结合不同的频率，按压穴位，帮助使用者按摩头部
经络，舒缓头部疲劳。此外，该智能梳内置断电保护
装置，在梳子离手 4 分钟后，智能梳可自动关闭电
源，有利于降低耗能。 卓枫

滑屏控速 智能控温 消除静电

吹风机和梳子也玩高科技

中银基金
权益类产品业绩领先行业

近日，欧洲科学家报告了首个模拟发电细胞的
“电器官”。这是一种利用生物相容性材料制成的柔
性超级电源，灵感源于电鳗，符合软体机器人的需
求，并将在移植物、可穿戴设备上发挥巨大潜力。

研究人员此次研发的超级电源是从“水中高压
线”———电鳗身上获得的灵感。 电鳗是一种以短暂
强力放电而闻名的鱼类，可以瞬间产生高达 100 瓦
特的强大电力击昏猎物。 奇妙的是，它还能随意放
电、自行掌握放电时间和强度。 电鳗所依赖的不是
电池，而是成千上万的发电细胞，这些细胞堆叠在
一起可以大量放电。

研究人员借此开发出了一种水凝胶基管状系
统，可以很好地模拟发电细胞的相关特征。 他们还
精心设计了一个类似折纸一样的折叠结构来帮助
控制放电，由此最终得到的电源能够产生和电鳗相
仿的电压。 张梦然

模拟电鳗发电

世界首个“电器官”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