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上海11月7日电（记
者 马晓燕）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催生了技术变革。随着智能
时代降临，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云计算、大数据、5G网络等技术
正在颠覆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加
速改变着我们的消费习惯。

十年前，普罗大众可能很难
想象，汽车不需要司机也能在路
上安全行驶，身处几十公里之外
就能操控家中的地暖，无人机还
能飞进千家万户为人们摄影、
摄像。

三五年后，与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的运动、娱乐、物流、出行又
会变成什么样？

一起走进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从这些新奇展品中
看看未来趋势吧。

黑科技帮你“智能运动”
在品质生活展区，一款连体

运动衣吸引不少观众围观。外
观看似“平平无奇”，“黑科技含
量”非常高。

据介绍，这款名为Easy Mo⁃
tion Skin运动衣将高科技纤维和
传感器融为一体，通过电脉冲刺
激肌肉收缩和松弛，在没有运动
的情况下，也能让用户达到训
练、塑形、康复的效果。

运动衣控制器还将用户运
动数据传至社交网络，用户能随
时随地制订运动计划、查看运动
成绩。

电脉冲运动衣源自德国，目
前应用较多的是职业运动员群
体和一些康复保健机构。

当然，电脉冲运动衣并不能
取代运动，而是为人们提供了健
身和康复的另一种选择。

不用排队、赛跑也能“逛”
故宫

不必长途跋涉、排队买票去
逛博物馆，在家中或者教室里即
可如身临其境一般欣赏展品。
将 8K超高清数字互动技术运用
到博物馆的数字化典藏领域，即
可实现这一目标。

夏普联手富士康把这一体
验带到进博会展台上，触动超高
清电视屏幕，即可移动画面，欣
赏到每一个细节。

8K分辨率达到7680×4320像
素，是目前主流高清电视分辨率
的16倍，所能呈现的画质已接近
肉眼亲见的效果。8K技术是目前
电视视频技术的最高水平，也将
是未来视频产品的发展方向。

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世界
知名博物馆早已开始进行数字
资源建设。夏普、富士康也计划
与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
合作，共同打造 8K 超高清艺术
典藏，使人们远程“逛”博物馆的
同时也能有浸入式体验。

你的快递小哥可能是架无
人机

在服务贸易展区，一架黄色
无人机模型格外显眼。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

有限公司（DHL）今年首次参加
进博会，带来了这架用于国内首
条城市无人机配送航线的全自
动智能无人机模型。

今年 5月，DHL与科技企业
亿航共同发布了中国首个全自
动智能无人机物流解决方案。
首条航线起始于广东省东莞市
寮步服务中心，DHL定制无人机
载重飞行约 8公里，将货物送至
松山湖片区的智能柜。

据介绍，智能无人机物流方
案主要适用于城市中短途末端
（如开始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的配送，其优越性在于大大缩短
配送时长，简化配送过程，还能
降低物流运营成本和能耗。因
此，无人机配送已经成为大型物
流企业构建智能物流系统的必
然选择。

会飞的汽车看好中国哟
来到汽车展区，这辆会飞的

汽车不容错过。
斯洛伐克Aeromobil公司联

合创始人斯蒂芬·克莱恩从上世
纪 90年代就开始研发可以飞行
的 超 级 汽 车 ，于 2017 年 推 出
AeroMobil 4.0版本。

这款车在陆地上的时速可
达 161公里，变为飞机形态后时
速可达200公里；满燃料状态下，
在汽车模式和飞行模式下可分
别行驶875公里和700公里。

近两年，Aeromobil公司携这
款概念车在全球各大高端展会
频频亮相，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
博会。

该公司预测，中国有潜力成
为飞行汽车应用领域的领军者，
并且随着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飞行汽车等私人飞行
器将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消费
市场。

进博会上最红的它 梦想上
火星

自从德国半导体公司英飞
凌研发的人形机器人Roboy亮相
进博会科技生活展区，就一炮走
红成为馆内最受欢迎的明星
之一。

Roboy拥有近乎完整的机械
人体，不但会笑、会脸红、会卖
萌，还时不时给观众送上暖暖的
拥抱，非常可爱。

据展商介绍，Roboy 搭载了
发达的神经网络系统，也就是英
飞凌的半导体器件，因此被赋予
听觉、视觉和感知功能。Roboy
胸部集成了具备语音识别功能
的麦克风，肩部配置有磁性传感
器，手部也嵌入了雷达传感器。

目前，Roboy 已经学会了蹬
三轮车、识别人脸、做出不同表
情，并进行简单对话。

按计划，2020年，Roboy还能
进行基本的医疗诊断。未来，更
高版本的Roboy双脚还会搭载雷
达传感器，学会像人类一样走
路，甚至有望登陆火星参与科研
项目。

□新华社记者 邬慧颖、颜之宏
“双十一”临近，很多消费者打开电脑发现，

各类花花绿绿的弹窗广告扑面而来，让人眼花缭
乱，想关掉却无处下手……

记者调查发现，“霸屏”的网络弹窗广告不仅
影响用户工作效率，还可能存在侵犯用户隐私、
暗含违法信息等问题，亟待加强监管。

◆弹窗广告多如牛毛，有的根本无法关闭
弹窗频率高、关闭键过小甚至形同虚设，这是

消费者反映最多的问题。很多网民反映，大多数应
用软件均有弹窗广告；有些软件还将弹窗广告做成
了开机启动项，只要电脑一开机就会跳出来“骚扰”
用户。更令人恼火的是，这些弹窗广告或者根本无
法关闭，或者关闭键特别小，几乎难以识别。

某广告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一些弹窗
广告的关闭按键其实只是摆设，用户点击后非但
不能关闭广告，反而会进入广告页面。即便用户
安装了过滤屏蔽软件，公司技术人员也有办法应
对，强制给用户推送。

有网民戏称：“世上最了解你的也许不是家
人，而是弹窗广告。”很多消费者发现，只要浏览
过某类商品，相关广告就会纷至沓来。

记者通过某浏览器登录一家电商平台，随机
浏览了一款家教学习机。之后的 7天内，每天早
上、中午、下午，电脑桌面正中心位置弹出的该浏
览器新闻页面，都包含了该商品。此外，每次打
开该浏览器，页面左下方与右下方就弹出该商品
链接，点击关闭后，过一个小时会再次弹出。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弹窗广告还暗含色情、
诈骗等内容。记者发现，许多弹窗广告以炒股、
生发、药品、女性直播、蜂蜜等为主要内容，宣传
字眼十分夸张。今年 3月，南京网警通过官方微
信公众号提醒，有市民因轻信弹窗广告中“充值
30得50游戏币”内容，被骗1万余元；网页随处可
见的“日赚100至300元”“扫码就有礼”等弹窗可
能隐藏巨大陷阱。

◆投入2万元即可弹窗100万次
记者调查发现，弹窗广告已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条。
记者在百度以“弹窗广告推广”为搜索词，发

现多条弹窗广告制作及推广的链接。记者以推广
中药产品为由，咨询了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工作人
员称，可以提供两种弹窗广告的发布途径：一种是
与运营商合作，只要电脑是联网状态，打开就能接
收到弹窗广告；另一种是与软件、浏览器合作，在
使用某些软件和浏览器时，屏幕就会弹出广告。

“运营商、软件、浏览器平台都有用户大数
据，你只要提出广告时间段、推广地区、目标受
众、产品定位，我们就可以提供服务。”客服人员
表示，若是运营商弹窗广告，价位是 2万元发送

100万次弹窗，量越大成本越低。
随后，记者又以同样理由，线上咨询了另外一

家广告代理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公司的弹
窗广告业务是与某浏览器平台合作，按受众点击量
收费，每次点击的收费标准为0.1元至0.3元。“我们
可以针对目标人群精准推广，年龄范围、时间范围、
地理范围都可以由您自己设定。”

一位网络浏览器研发人员透露，国内大部分
软件实行免费使用，开发者为了获利，通过强行
植入广告等方式“迫使”用户阅读广告。

“为满足一些广告主提出的‘精准广告’需
求，我们就通过搜集、分析消费者上网浏览痕迹，
制作精准客户画像进行推送。”

某知名搜索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双十一”前夕，电商行业广告主的广告投放量
比平时增加了两到三倍。

针对商品被浏览后相关链接不断弹出的问
题，记者电话咨询了某电商平台，相关部门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与各浏览器开发公司都有合作，
由对方平台来做广告推广。

◆弹窗广告谁来管？怎么管？
我国广告法第 44条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

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
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近年来，相关
部门多次针对互联网广告开展整治行动，并取得
一定效果。但是，弹窗广告过多过滥的问题，像
牛皮癣一样难以根治。

业内专家建议，应多措并举，细化相关管理
办法，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多部门联合
打击违法行为，规范网络弹窗广告发展。

今年 5月，我国《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明确提出，网络运营者不得以改善服务质
量、提升用户体验、定向推送信息、研发新产品等
为由，以默认授权、功能捆绑等形式强迫、误导个
人信息主体同意其收集个人信息。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建议，可
参照国家治理垃圾短信的措施来加强对弹窗广告
的监管，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接收者同意或者请
求，不得向其发送弹窗广告；接收者同意后又明确
表示拒绝接收弹窗广告的，应当停止向其发送。

北京市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胡荣认
为，针对网络弹窗广告，相关部门应加大管控力
度，例如多部门联合执法，每年不定期对网络弹
窗广告进行突击检查，对涉及色情、暴力、侵害他
人隐私权等违规违法行为坚决惩处，对构成犯罪
的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王云飞建
议，完善网络广告管理办法，对弹窗广告播出时
间、间隔时间、播放内容加以明确。

未来已来 进博会上体验智慧生活

2万元即可弹100万次

“霸屏”弹窗广告谁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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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工人在
雄安站施工。 京雄城
际铁路雄安站总建筑
面积约 47 万平方米，
地上 3 层，地下 2 层。
目前，地下主体结构已
经完工，全面转入地上
主体结构施工。

新华社记者 邢广
利 摄

雄安站
地下主体结构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