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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目前人工智能落地场景不断丰富，智能化应用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在浦东，衣、食、
住、行很多方面都已打上了 AI 的印迹，AI+交通、AI+养老、AI+医疗、AI+园区、AI+教育……
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场景应用让未来触手可及。

浦东
“智慧”无处不在
AI考官
“现身”
在线教育行业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青少儿在线
教育平台 vipJr 日前举办了一场“未来课
堂”青少儿英语演讲活动。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创新大使、世界首位机器人公民、
vipJr 智能学习官索菲亚担任决赛主考
官，平安好学学习平台担任 AI 评委辅助
人类评委评判。
记者了解到，vipJr 为 i Tutor Group
旗下的青少儿在线教育平台，i Tutor
Group 在成立 AI 教学研发中心后，就开
始 探 索 AI 在 教 育 场 景 的 深 度 应 用 。
2018 年 8 月，i Tutor Group 聘请索菲亚
担任 AI 老师。目前索菲亚已经具备走
进在线课堂的条件。
在“未来课堂”活动上，索菲亚为童
年组和少年组各出一个演讲题目。学员
们根据主题即兴发挥，展现出良好的英
语演讲实力。
图丽信息工作人员正在调试交通态势智慧路口系统。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人工智能让红绿灯
“聪明”起来
图丽信息破解城市交通难题
■本报记者 杨珍莹
在大多数人看来，路口的红绿灯是按
部就班地变换着通行信号。如果这些红
绿灯拥有了“大脑”，是不是可以自动调节
通行信号？当车流量变大，绿灯立刻延长
时间；当车辆变少，自动重新规划时长，确
保红绿灯调整时间与当前路况合理匹配。
目前，由浦东企业——上海图丽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景智慧路口
实时仿真及预判解决方案”已在张江科学
城、杨高中路部分路口试运行。今年，
这套
与浦东公安交警合作的系统，将试点推行
至小陆家嘴等重点区域，新技术的强势登
场，
将让城市道路更安全、
更有序、
更通畅。

红绿灯不仅“会思考”，
还能
“未卜先知”
道路上的红绿灯延续时间应该多
长？主干道的绿灯时间是不是一定要比
支路长吗？
“ 人工智能可以给出合理的解
决方案。”图丽信息董事长李中成说。
记者在图丽信息的“交通态势智慧路
口”展示界面上看到，屏幕右侧正实时监
控着高科中路接外环线路口，左侧画面则
在不停进行数据运算，并不断切换变量。
“通过前端感知设备、数据传输技术，结合
视频结构化和事件检测技术，可提取视频
图像中的人、车、物等信息并转化为结构
化数据。”图丽信息技术部负责人王浩说，
“传统的交通监控平台，只能展示抽象的
数据或者碎片化的特定视角视频信息，而
智慧路口将各传感器获取的数据整合，在

中国平安首款智慧教育产品——平
安好学作为 AI 评委也在活动上亮相。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平
安好学在每次学员演讲结束后精确记
录、分析、处理、反馈其英语表达情况，
并
给出评分报告，人类评委可以以此评判
作为参考，
选拔优秀学员。
AI 考官和 AI 评委的出现，展示了
AI 在 教 育 领 域 的 最 新 应 用 场 景 。 自
2017 年以来，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各项政策
陆续出台，利用 AI 技术推动教育行业的
智能化发展逐渐成为行业共识。
作 为 在 线 教 育 的 开 创 者 ，i Tutor
Group 将 AI 作为集团发展的重大战略，
通过自主研发的多项 AI 专利技术，为学
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实现因材施
教。

交警支队的监控中心呈现的是全路网实
时的车辆分布位置、行进状态，真正做到
了交通路况一目了然。”
传统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是事后优化
的思路，简单说就是通过统计若干信号周
期的数据，得出最优的控制参数，然后下
发信号设备执行，而交通路况瞬息万变，
这样信号控制机的响应总要慢几拍。
图丽信息“全景智慧路口实时仿真及
预判解决方案”除了传统的事后优化，还
大量引入了数据预测概念。通过前期海
量数据建模，系统能够在极短时间内预测
到最可能发生的交通状况，生成一套最高
效的控制指令来指引路口的红绿灯，使红
绿灯不仅“学会思考”，还能做到“未卜先
知”。例如当车辆进入检测区域，系统自
动识别车辆信息并从数据库中调取以往
的通行记录，判断“号牌沪 XXXXXX 车
辆进入，按照以往通行记录，显示为上班
车辆，目的地是 XXX，因此该车辆预计会
通过 A、B 路口。”系统自动调整后台的数
据模型，将交通负荷转移到对应路径上，
计算出信号最优控制方案，车辆还未到达
下个路口前，该路口的信号控制已做好了
相应准备。
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可以预判各个
路口及整片区域交通态势的变化趋势，对
正常的工作日和周末高峰期进行预估，加
入季节、天气等因素加以分类，如遇重大
节日、活动等交通高流量情况，可以通过
数据仿真进行预案编排，有效保证交通通
行。
据悉，
“ 全景智慧路口实时仿真及预
判解决方案”首次尝试了将安防监控、数

据处理、信号机控制三者融合，还首次实
现了全局感知，即在符合条件的监控设备
下，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能力，对收集的
海量视频信息进行分析处理，看懂视频背
后的“意义”，继而“诊断”出城市交通的各
种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同时，该系统的
运用，能更好地解决交通保障、目标对像
跟踪等难题。

智慧管理让违法行为
明显下降
超大城市管理，
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也
必须由世界级城市在实践中摸索前行。对
上海这座超大城市来说，意味着要不断提
升适合超大城市特征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浦东在城市管理机制改革上已率先成立城
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
运用最新的云计算、
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
打造全覆盖、全天候
的“城市智慧大脑”，解决居民的“急难愁”
问题。图丽信息就是浦东城市智慧治理所
青睐的外脑、
外智和外力之一。
记者了解到，图丽信息每年投入的研
发资金占营收的 15%以上，团队 60%以上
为技术研发人员，公司已拥有数十项智慧
交通安防和警务设备平台等领域专利、著
作权等，例如身份信息认证和采集装置、
交通核查布控系统、警务管理平台等。此
外，图丽信息尚有多项相关领域发明专利
及著作权进入实审、公示阶段。
李中成透露，目前图丽信息正在 AI 芯
片、云端及相机端等方面与多个行业领军
企业合作，推进智慧交通、安防高端产品
国产化进程。

智能康复机器人已
“上岗”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有些老人
需要一定的康复训练来维持身体健
康。但是，大多数社区都缺乏专业的康
复治疗师和智能化的康复设备，无法满
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康复需求，老年人该
如何安心养老？
记者日前从浦东企业——傅利叶
智能了解到，继自主研发并推出下肢外
骨骼机器人、踝关节康复机器人、智能
电动训练车等多款产品后，目前该企业
正全力发展智能康复港项目。
智能康复港，即在康复医院及养老
机构，通过康复机器人与少量治疗师配
合，
实现功能障碍者与医疗康复机构之间
的高效互动，
使康复治疗师能精准地掌握
使用者的康复情况。这套系统性的康复
解决方案不仅在医院广受欢迎，
而且在社
区养老机构中也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
能够为老人提供更精准的康复训
练，
以减缓身体机能的衰退。

“通过智能康复港，
只需要一个治疗
师就可以完成一个整体的康复场景复
制。”傅利叶智能 CEO 顾捷指出，目前具
备养老功能的社区数量庞大，智能康复
港的应用前景将非常广阔。
“智能康复港
多样化的康复训练功能，有效弥补了社
区专业康复资源的相对不足。”
目前，智能康复港项目已在多个社
区康复养老中心落地，如在陆家嘴长者
综合照护家园内，傅利叶智能的上肢康
复机器人、腕关节康复机器人、踝关节康
复机器人、智能电动训练车等产品已投
入使用。值得关注的是，在进行康复训
练前，机器人就可以为每名使用者进行
评估，给出定制化的训练方案。而在过
去，
这些训练方案是由治疗师决定的。
此外，英国最大的社区连锁康复中
心霍布斯康复、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慧
享福长者照护之家等也正在使用傅利叶
的智能康复港产品。

这个系统让车自己找车位停车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驾驶者驱车
到达某一个地点，
即可下车而去，
车辆可
以自动去停车场中寻找车位并停泊；当
驾驶者想要离开时，可使用手机 App 召
唤车辆，车辆能够依靠自主泊车系统自
动点火启动，前来“接驾”。记者日前在
纵目科技位于张江的无人驾驶停车场
内，
体验了一把无人泊车。
自动驾驶的最高级别是 L5 级，纵目
科技的自动代客泊车属于 L4 级别。L4
级别是指系统可以自动自主决策，做出
所有驾驶动作，驾驶者无需干预。L4 级
别其中一个落地场景是自主代客泊车。

在上月闭幕的 2019 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上 ，纵目科技展现了其无人泊车
系统 。在现场 ，车辆可以自主泊车及
接驾 ，进程中能自主避让附近的其他
车辆 ，也会自主转弯并准确地泊入车
位，同时能够准确地到达指定地点，完
成接驾功能 。纵目科技透露 ，这种自
主泊车技术可以运用于很多泊车场
景，解决驾驶者泊车的切实痛点。
此外，作为国内率先获得整车厂 L4
级别量产项目定点合同的自动驾驶企
业，纵目科技 L4 自主代客泊车系统将于
明年底装配于多款车型，
并量产上市。

2019 年浦东新区外贸品牌企业
浦东新区货物进出口品牌企业
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英特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英运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金士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安靠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近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邦吉(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玛莎拉蒂(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瑞表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三星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泰科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纳尔数码喷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昭关照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全科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久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复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太古工具有限公司
上海枫晴化工有限公司
艾贝斯纳米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服务进出口品牌企业
银联国际有限公司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贸易创新发展品牌企业
澳大利亚商品中心
上海东方汇文国际文化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东浩兰生集团进口商品展销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进口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跨境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百胜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超威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
博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建发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泓明供应链有限公司
上海极鲜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小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