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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技术可
预测大脑训练效果

日本ART脑信息通信综合研

究所日前宣布，其研究小组通过

调查安静时的脑活动状态，成功

预测了大脑训练的效果。这一发

现不仅有助于开发更加高效的

大脑训练方法，还有利于弄清楚

精神疾病和年龄增加导致认知

能力降低的机制。

暂时记住电话号码等被称

为工作记忆，由于疾病和年龄的

增加，这一能力会显著降低。人

们尝试通过大脑训练来防止大

脑老化或提高智力，但训练成绩

存在着相当大的个体差距，而造

成差距的原因一直不清楚。

研究小组以1 7名1 9岁至24

岁的年轻人为对象，让他们保持

5分钟的安静状态（ 不活动身体，

也不考虑特定问题），然后利用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调查了他

们脑内的血液流动状况，确定了

脑内各部位的活动量以及与其

他部位的连接方式等个人特征，

制作出了个人的脑部接线图，掌

握了脑内各部位是互相合作还

是互相遏制的关系及其强弱程

度，然后转化为数值进行分析，

得出了每个人能够记忆的信息

上限。

接下来，研究小组让这些年

轻人记住逐渐显示在屏幕上的

字母，进行约90分钟的训练，成

绩在逐渐提高后最终达到上限，

这个上限也存在个体差距。而后

将训练结果与根据接线图预测

的结果进行对照，发现预测准确

率达到了73%。

据新华社电

我国今年将开展
旅游厕所革命

经过多年建设，我国旅游公

共服务设施有很大改观，但与游

客要求和国际旅游标准还有很

大差距。旅游厕所问题尤为突

出，数量过少、质量低劣、分布不

均、管理缺位。尽管有一批厕所

已提升档次，但是大面积看仍然

脏、乱、差。我国今年将在全国范

围内发动一场旅游厕所革命。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1 5

日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说，从

今年开始，将用三年时间，通过

政策引导、资金补助、标准规范

等手段持续推进旅游厕所革命。

到201 7年最终实现旅游景

区、旅游线路沿线、交通集散点、

旅游餐馆、旅游娱乐场所、休闲

步行区等的厕所全部达到三星

级标准，并实现“ 数量充足、卫生

文明、实用免费、有效管理”的要

求。

今后三年，全国共新建旅游

厕所33500座，改扩建旅游厕所

25000座，其中201 5年，全国新建

旅游厕所1 3000座，改扩建旅游

厕所9500座。

据新华社电

未来手机=无边框+指纹识别
从CES 2015展会看2015年手机发展新趋势

越来越窄的边框设计
近日，一组由知名概念设计

师Mart i nHaj ek操刀的i Phone7概

念图在网上疯传，谍照中可以发

现，i Phone7采用了无边框设计，

再次触动了行业神经。无边框设

计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完美的

视觉体验，更重要的是，这是手

机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也是智能手机长河当中的一次

颠覆性超越。

虽然近段时间很多手机厂

商纷纷推出自己的窄边框手机，

但在行业人士看来，窄边框手机

只是智能手机从大屏幕向无边框

设计的一个过渡期，同时也是无

边框设计的一次“ 试水”，在未来

真正引流手机潮流的非无边框

设计莫属。谁会推出第一款无边

框手机，答案也许会很快揭晓。

越来越大的屏幕尺寸

大尺寸智能手机最初被视

为“ 只能流行一时的狂热”，现正

在成为一个标准。在201 1年推出

5.3 英 寸 ( 约 合 1 3.5 厘 米 ) 的

Gal axyNot e之后，分析师一度认

为三星失去理智。然而201 4年，

手机厂商纷纷推出尺寸更大的智

能手机，苹果推出了5.5英寸(约合

1 3.9厘米)的i Phone6Plus，谷歌和

诺基亚则推出了6英寸(约合1 5厘

米)版本。更大的屏幕更适合玩游

戏、看视频和上网冲浪，这种趋势

还将在201 5年继续。

在201 3年-201 4年，算是国

产手机“ 集体爆发”的一年。苹

果分辨率从720p-1 080p的转变

还记忆犹新，201 3年的全部旗

舰级手机均为1 080p，当很多人

无法想像还会有何突破的时候，

vi vo在201 4年初上市了全球首

款搭载2K（ 2560x1 440像素）分

辨率的智能手机，也由此拉开了

201 4年旗舰级手机在2K屏争夺

战的序幕。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

产手机厂商开始配备2K屏机型，

OPPOFi nd7、vi voXpl ay 3S、魅族

MX4 Pro等，在价格方面相比洋

品牌也更优惠。

越来越低的芯片能耗
苹果i Phone 5S引领了业界的

设计方向，其64位处理器概念也影

响了其他厂商的研发策略。不仅高

通公司宣布研发64位处理器，目前

包括三星、英伟达、英特尔、博通等

厂商均已开始涉足64位处理器，由

此，该技术必然会成为201 5年智

能手机市场的关注焦点。

这项技术在处理多任务、降

低资源消耗方面有上佳表现，几

大手机芯片制造商在今年也有

所发力。根据芯片厂商201 5年

上半年的芯片上市计划，几乎可

以确定手机市场会更大面积地

普及64位芯片解决方案。

64位确实好，但程序本身的

支持更重要。目前的手机应用绝大

数还都是32位的软件，虽然可以在

64位系统下兼容运行，但却发挥不

了64位系统的优势。而64位应用的

普及，虽然目前已经在进行，但也

只是在起步中，全面普及，似乎还

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愈发成熟的指纹识别

继 201 3 年 苹 果 手 机

i Phone5S手机采用Aut hent ec的

电容式指纹辨识技术后，一发不

可收拾，VIVO、华为、魅族等也在

旗舰产品上加入了指纹识别功

能。但目前的指纹识别功能仅限

于用户开机的身份识别，不过业

界已经逐步关注起指纹识别未

来市场的应用，如移动支付指纹

识别等，因此指纹识别技术有望

成为入口级的应用，将吸引更多

手机厂商的跟进。

愈发管用的前摄像头
不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自

拍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最前沿，

走在大街上、出去旅行、甚至是

开着车，都会看到不停自拍的人

们。毫无疑问，自拍照的流行一

定程度上源于社交媒体网络的

普及，因为它方便了用户发布和

分享他们的相片，这也促使手机

厂商重视前置摄像头。

在CES 201 5上，一些手机

厂商推出了配置加强版前置摄

像头的手机来迎合自拍一族。例

如 ，LG推 出 一 款 额 外 的 配 件

Gest ureShot ，为其已经主打自

拍照功能的手机再添一个辅件。

例 如 LG G3 等 设 备 附 带 的

Gest ureShot ，用户只需通过一

个简单的手势动作便可激活相

机快门。由于自拍神器自拍伸缩

杆的流行，LG G Flex 2添加了

动作感知功能，能够感知手机的

升降动作，判断用户是否处于自

拍模式。而当用户做出降低动作

时，手机将自动显示用户的最后

一张合影，且可以选择保存或删

除，而再次举起拍照时，它会自

动切换回拍摄状态。

此外，其他智能手机也增强

了相机功能。例如HTC面向亚洲

市场推出的HTC Desi re 826，其

配置了一颗1 300万像素的前置

摄像头，具备28.2mm广角镜头，

支持1 080p全高清视频录制。

美国福里斯特研究公司副

总裁兼首席分析师朱莉·阿斯克

1 3日表示，201 4年零售商在移

动 端 的 销 售 额 达 到 1 000 亿 美

元。美国将迎来移动电子商务时

代。

阿斯克当天在美国全国零

售商联合会第1 04 届年度大会

上对记者说，美国零售业将近一

半的客户流量来自于手机、平板

电脑等移动设备，消费者越来越

倾向于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想要

的任何商品。

最新调查显示，21 %的美国

消费者有上述需求。预计几年之

后，将有50%的消费者希望能够

“ 即时购物”。“ 这是美国零售

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也是零

售商不得不在移动端布局的原

因，”阿斯克说。

美国牛仔裤品牌“ 真实信

仰” 副总裁约翰·黑曾也表示，

公司有65%到75%的客户流量来

自手机网页，目前移动电子商务

是公司最重要的经营方向。黑曾

认为，手机网页要符合顾客的使

用习惯，不能为了做而做。

阿斯克也表示，不少美国零

售商并没有根据移动端的特点

和用户习惯来经营移动电商。调

查显示，62%的美国零售商认为

移动电子商务只是传统电子商

务的“ 手机版本”，简单地把电

脑网页上的内容照搬到手机网

页上。而65%的零售商对移动端

页面过度建设。

福里斯特研究公司的调查

显示，四分之一的美国消费者希

望零售商的手机网页或应用能

够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发生变

化，随时捕捉自己的需求，特别

是基于地理位置的需求变化。阿

斯克表示，这就需要零售商建立

自己的生态系统，除了自有的网

站和应用外，还要和社交媒体、

地图等第三方应用合作。

在阿斯克看来，移动电商的

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如果美国的

传统零售商现在不行动起来，付

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一个零售

商如果在201 0年开展移动电子商

务，它可能只需要投入几十万美

元。但如果从201 5年才开始布局

移动端，那么它要投入上千倍的

成本、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赶上

竞争对手，”她说。 据新华社电

美国零售业迎来移动电子商务时代

近一年以来，国内
智 能 手 机 价 格 不 断 走
低，千元智能手机的配
置已经不错了，由提升
性能而带来的换机需求
也减弱了。那么，2015
年智能手机在软硬件方
面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
势，不妨让我们来对智
能手机未来走向做个预
测。 本报综合报道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