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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门禁人脸识别智慧喷灌系统

重庆首个三星级智慧小区

到底有多智慧？
▼没有被录入
的人脸不能通
过门禁系统

刷脸进小区、手机下 APP 十余米外就能过门禁、
小区土壤湿度达不到要求时喷灌系统会自动喷水……
这样的智能化场景，就出现在重庆龙湖两江新宸云顶
小区，
这也是重庆首个三星级智慧小区。
三星级智慧小区到底有多智慧？重庆晚报记者进行了实地
打探。
重庆晚报记者 吴娟 实习生 李新颖 文

记者 钱波 图

娱乐健身
随时享受听觉盛宴
小区中，散落着许多大大小
小的亭子，亭子里面或安装着运
动设施、或放着几张桌椅，最大
的长方形亭子中还装有投影仪，
仿佛一个小型会议室，供业主们
运动、休闲、聚会使用。
亭子中，都装有长方形蓝牙
音 箱 ，业 主 只 需 将 手 机 蓝 牙 打
开，就能连接并操控，在运动娱
乐的同时，可以听音乐、相声、广
播剧，
享受听觉盛宴。

慧眼监控
远程管理节约人力

▲业主通过小区人脸识别系统刷脸
卡回家

不用钥匙门卡
刷脸就能进大门
来到云顶小区大门，门禁上有
人脸识别设备：方形的显示屏上装
着一个小型摄像头。直视摄像头十
几秒，系统就会判断来者是否被允
许进入小区，若被允许，显示屏会显
示
“比对成功”
，门会自动打开。
业主只需将自己和家人的照片
发给后台系统，就可不用钥匙刷脸
进门。当有外来访客时，业主也只
需通过手机通知后台，生成一个密
码，访客输入密码就能进入。

云顶小区的管理也是智能化
的。以前，工作人员每天需对设
备进行 2 次巡检，从而保证设施设
备能正常运行。而现在，在 FMN
和 RBA 远程管理系统帮助下，工
作人员只需每月对设施设备进行
一次巡检，其余时间系统将自动
检 测 设 施 设 备 的 温 度、湿 度、电
流、电压等状况，自动生成数据供
工作人员参考检查。
在设施设备出现问题时，该
系统将发出警报，并准确定位问
题点，以便得到及时修理。这一
系统，使小区在消防和强弱电得
到强有力的监控，从而防止了安
全事故的发生。
小区内百余米左右，
还装有慧
眼监控。不同于普通的监控设备，
慧眼可实现周围 360°无死角监
控，不仅可协助安保，同时还监控
植物是否需要修剪、公共座椅的清
洁、草坪的修理等，以便工作人员
及时进行处理。

▲智慧监控系统

重庆首家无人店

致力打造中国无人零售第一品牌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吴娟 实习
生 李新颖）24 小时营业、没有售货员、
拿起东西手机扫一扫就可走人……这样
的场景，都将在无人店中实现。昨日，
重
庆晚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重庆首家
无人店——一七闪店将在首届智博会期
间入驻智慧体验广场，为国内外参会嘉
宾带来一场基于黑科技的新零售体验。
据悉，一七闪店入驻的是 M6 小木
屋展馆，即智慧生活服务馆。场馆分为
门店体验区和数据展示区。在门店体验
区，一七闪店将搭建一个具有科技感的
智慧无人超市。超市内不设收银员与导
购员，
也不需要复杂的购物步骤，
消费者
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即可轻松完成整
个购物流程。而在数据展示区，将从多
个角度来展示门店大数据。
“我们展示的智能超市集成了一七
闪店的核心技术，包括智能门禁系统、身
份信息识别系统、消费行为分析技术、大
数据会员管理系统、智能管理后台等。”
一七闪店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实体门
店体验加数据展示，让观众能更直观的

感受到智慧零售的便捷。
作为西南地区首家无人便利店，一
七闪店由重庆云邮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打造，于 2017 年 7 月正式落户重庆两
江数字经济产业园腾讯众创空间，其区
域定位为办公楼、酒店、高校、CBD 等高
素质人群聚集区域。
去年 7 月开业以来，一七闪店在门
店 扩 张 、融 资 等 方 面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
2018 年 2 月，一七闪店与两江创投达成
战略合作，完成 Pre-A 轮融资；2018 年
4 月，与新加坡 veriTAG 达成战略合作，
成为国内首家走向海外市场的无人店品
牌。目前，一七闪店已在重庆、成都落地
了 51 家门店，覆盖重庆主城九大区，总
用户数突破 10 万。
“预计今年末将达到 500 家无人店，
覆盖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南京
等城市，服务白领人数达 100 万。”一七
闪店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
一七闪店将
致力于打造 24 小时无人值守智慧门店，
立足西南，辐射全国，
成为中国无人零售
行业第一品牌。

▲公共区域有很多蓝牙音箱

智慧喷灌系统
花草缺水时自动浇灌

▲单元门也可用手机 APP 开门

专属 APP
提供更便捷生活体验
为了让业主能更好体验
智慧居住，业主有一个专属的
千丁 APP。过楼栋门禁时，手
机将通过蓝牙与门禁系统连
接，核实成功后将自动为业主
开门。业主也可通过 APP 进
行访客放行，在 APP 上为访客
解开门禁。
此外，千丁 APP 还具备生
活缴费、包裹代收、商城购物、
邻里社交等功能，并提供政务
信息、周边教育资讯、手机预
约书吧、健身房等多种人性化
服务，为业主带来更便捷的生
活体验。

小区内，绿油油的草坪、芬
芳四溢的鲜花让人心旷神怡。
在每一处草坪，都有一个正方形
的湿度感应器，草坪可进行智能
喷灌，
不再需要人力。
感应器会自动感应草坪湿
度，工作人员只需根据季节、天
气、土壤环境、所种植物属性等
条件制定一个合适的土壤湿度
值，当草坪的土壤湿度降到该值
时 ，水 龙 头 就 会 自 动 从 地 下 升
起，进行旋转喷灌。这样，不仅
解放了人力、节约了用水，还使
小区的绿化越来越好。

▲小区绿地智慧喷灌系统

重庆腾讯云计算数据中心
占地 250 亩总投资 60 亿元

▲腾讯重庆云计算数据中心展厅（腾讯供图）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朱婷 李化）你见
过上万台服务器同时运行吗？在两江新区水
土高新技术产业园，重庆腾讯云计算数据中
心一期项目机房里，重庆晚报记者就看到了
这样的一幕。
据了解，该中心一期项目可容纳 10 万
台服务器。二期项目建成后，将具备 20 万
台服务器的运算存储能力。同时，腾讯也将
依托该数据中心，在重庆开展一系列互联
网＋项目。

重庆腾讯云计算数据中心，是腾讯继天
津、上海、深汕合作区之后的第四个自建大型
数据中心集群，是腾讯在西南地区重要的数
据中心和网络中心。项目占地面积约 250
亩、总投资达 60 亿元人民币。
记者在数据中心机房看到，上万台服务
器正在运行。监控系统将设备的运行参数远
程传送到后台数据库，同时向上集成到数据
中心监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监控中心，就
可远程检测设备运行状态。
据了解，
二期项目计划今年底开工，
项目
建成后将具备 20 万台服务器的运算存储能
力，
未来会成为腾讯业务的重要支撑点。
同时，腾讯将依托重庆腾讯云计算数据
中心，在两江新区搭建腾讯互联网+云平台
和设立区域服务营销中心，推进重庆互联
网+市民公共服务融合，建设智能硬件开放
平台，开展重庆互联网+工业、重庆互联网+
农村合作，
设立产业发展基金。
“总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高科技、智能
化、绿色环保的世界一流数据中心园区，
形成
技术研发、数据存储的服务基地。”数据中心
相关负责人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