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就聽說兵馬俑

千人千面，幾乎包括

了所有中國人的臉形

，今天體驗了一下，

我竟然找到了我失散

了兩千多年的 「兄弟

」 ，真是太神奇了。

（記者 李陽波）

北京 王琪

只要幾塊錢就可

以在線聽碑林裏面100

多個展館的專業講解

，拿着手機帶着耳機

，愜意的邊走邊聽，

走到哪聽到哪，進度

完全可以自己掌控。

（記者 俞晝）

上海 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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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上AI大腦黃金周出行更聰明
酒店設施全聲控 景點歷史隨身聽

兵馬俑被譽為 「世界第八大奇跡

」 ，然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灰
頭灰臉」 和 「霧裏看花」 成了兵馬俑

旅遊的獨有標籤。 「因為距離太遠看

得不是很清楚，同時也沒有互動項目

，很多人走馬觀花不到一個小時就走

了。」 西安導遊吳小姐告訴記者。從

2017年開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與騰

訊合作，相繼推出 「你好．兵馬俑」
、 「尋跡始皇陵」 等項目，運用AI技

術，讓兵馬俑更加有趣。

記者在現場看到，黃金周假期人

非常多，很多遊客專門抽出時間進行

嘗試。互動體驗遊戲 「你好．兵馬俑

」 基於秦兵馬俑各具特色的造型與千

人千面的形態，將傳統文化與人工智

能結合。遊客打開程序後，系統運用

人臉識別技術與圖片美化處理功能，

匹配兵馬俑坑內與公眾體驗者最相似

的秦俑形象。此外，遊客還可以通過

「我是誰」 及 「我在哪」 功能，了解

兵馬俑的詳細信息，同時通過地

圖定位查找兵馬俑在一號坑內的

出土位置。

來自北京的大學生王琪是第

一次到兵馬俑，在接連嘗試三次

「你好．兵馬俑」 小程序後，他

興奮地告訴記者： 「早就聽

說兵馬俑千人千面，幾乎包

括了所有中國人的臉形，今

天體驗了一下，我竟然找

到了我失散了兩千多

年的 『兄弟』
，真是太神奇

了。」
（記者 李陽波）

AI喚醒兵馬俑 遊客與古人互動

打開手機上的百度地圖APP，將

烏鎮設為目的地後，陳偉帶上老婆孩

子，一腳油門加入到了國慶黃金周的

出行大軍中。 「以前遇到黃金周，我

都選擇呆在家裏看劇，不去外面擠熱

鬧，但現在有了女兒，還是希望一家

人能多出來走走看看，讓她的童年有

一個美好的記憶。」

個性語音導航 旅途添趣
導航裏，實時路線顏色一直在紅

色（擁堵）與深紅色（非常擁堵）間

來回切換，讓人不由焦躁起來。 「爸
爸，前方路口擁堵，要提前變道哦。

」 女兒甜甜的播報聲從導航中傳來，

這是由百度地圖剛剛推出的語音定製

功能，用手機錄製20句話，等待20分

鐘左右就能夠生成一個屬於自己的個

性化語音包。陳偉與妻子對此相視一

笑，一掃堵車帶來的壞心情。

「女兒今天聽到自己的聲音從導

航中傳出來，可把她給興奮壞了。」
陳偉笑着說。

來到距離西柵景區不到200米的烏

鎮譚家．棲巷自然人文村落，無人值

守的智慧民宿就坐落在一幢古色古香

的小樓中。與其他民宿不同的是，小

樓的外圍有一道玻璃屏做的道閘，僅

靠 「刷臉」 就可暢通無阻。由於陳偉

提前將身份證與面部識別信息錄入系

統，當他帶着女兒靠近玻璃屏後，道

閘便自動開啟，同時點亮了對應的呼

吸燈，引導陳偉一家來到已預訂的房

間門口。

烏鎮吃住玩 「一臉遊」搞掂
進入房間後，女兒按照指引喊出

「洛琪，關窗簾，熄燈。」 一個俏皮

的女聲回答了 「好的」 以後，深灰色

的窗簾緩緩合上，床頭燈和頂燈則瞬

間亮起。 「洛琪，給我唱首歌吧！」
與很多人工智能不一樣，這個叫 「洛
琪」 的 「小女孩」 並沒有在網絡上尋

找一首歌曲播放，而是親自唱了一首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

「你唱的真好。」 「謝謝。」 女

兒熟絡地與 「洛琪」 對話了起來，突

然她歪着腦袋思考了一會兒，喊了聲

「洛琪，我要看電視。」 話音未落，

電視機也被打開。 「在家裏我們嚴格

控制她看電視的時間，現在她可以聲

控電視的開關，估計今晚要 『貓捉老

鼠』 ，鬥智鬥勇才行。」
除了 「刷臉」 入園，烏鎮景區更

實現了全景區範圍內的刷臉結算，無

論是到餐廳吃飯，還是進烏村的童玩

館，都可以 「一臉遊」 。像這樣的智

慧因素在這裏無處不在：烏鎮門口的

紅牆黛瓦下，垃圾撿拾機器人正在將

一個塑料瓶 「丟」 進垃圾桶中；走進

景區裏，遊覽車和烏篷船上都安裝了

GPS和北斗雙模定位系統，手機掃碼

即可一鍵呼叫；即使在夜深人靜時，

只需掃一掃床頭櫃上的點餐二維碼，

一碗熱騰騰的書生羊肉麵就被端到了

房間門口……

此外，今年國慶期間，高德地圖

推出 「景區隨身聽」 服務，講解內容

涵蓋歷史風雲、野史秘聞、科學科普

、自然地理、親子故事、國學漫談、

神話傳說等等，在景區內時， 「隨身

聽」 會根據定位自動調起，邊走邊講

述經典的故事。 「烏鎮景區就在首批

推出的500個熱門景區內，有了這個神

器，女兒再也不會纏着我們問 『十萬

個為什麼』 了。」

國慶前夕，中國在線旅遊服務商攜

程宣布上線景區 「語音導覽」 服務，目

前已覆蓋全球53個國家、838個城市、近

8000個景區。遊客在攜程App上搜索景

區時，即可在詳情頁獲得該景區的語音

導覽功能，每個景區可任選3條免費試聽

。從全球範圍看，每單均價在4元左右，

中國每單均價只有2元左右，每單平均費

用較高的是12元左右的意大利。

隨着經濟水平的發展，自由行成為

越來越多人的選擇。攜程語音導覽負責

人向記者透露道： 「當前遊客消費逐漸

趨於個性和自由，對旅遊服務質量有了

更高的追求，不過旅遊中的導遊問題一

直是個大問題，安全性、費用、講解水

平都困擾着遊客。要讓導遊服務變得更

具性價比、更加標準化，成為了我們上

線景區語音導覽的原因。」
此外，能夠在境外景區獲得中文講

解，是提升中國出境遊客幸福感的重要

手段。 「全球各地語音導覽統一提供中

文語音服務，着力解決中國遊客無法深

入了解景點的痛點，極大降低遊客了解

景點的成本，同時也改善了遊客的旅行

體驗。」 語音導覽數據顯示，截至目前

，使用該服務排名前三的分別是巴黎羅

浮宮博物館、曼谷大皇宮和新加坡濱海

灣花園。 （記者 俞晝）

語音導遊私人解說
覆蓋全球838城市

•百度地圖推出
語音定製功能
，用手機錄製
20句話，等待
20分鐘左右就
能夠生成一個
屬於自己的個
性化語音包

導航語音定製

如今，在AI技術的支持下，不少景

區通過數字化完善了產業鏈，也將IP效

應放到最大。國慶節前夕，故宮博物院

一口氣拿出了 「數字文物庫」 、 「故宮

名畫記」 、 「數字多寶閣」 等7款數字產

品，故宮迷們通過一部手機就能近距離

接觸深藏宮中的文物和名畫，讓人大呼

過癮。

一件文物可以有新的體驗，參觀故

宮的過程當然也可以。作為世界上接待

人數最多的博物館，故宮與騰訊合作推

出了服務類小程序 「玩轉故宮」 ，AI導

覽助手化身 「福大人」 ，為遊客提供聽

得懂、答得上、風趣智慧的私人專屬導

遊服務。

去年8月，在騰訊動漫上線的《故宮

回聲》漫畫，總曝光量達到16億，讓更

多人重溫了故宮文物南遷和西遷的艱難

歷程。今年年底，騰訊影業出品的影視

劇《故宮如夢》也將開機，這部就由故

宮博物院擔任監製的劇本，將為觀眾講

述故宮工匠不為人知的勵志故事。

讓朱棣唱起動感的rap，讓丹青古畫

變成了流動的音樂，讓年輕人在小遊戲

中體驗建造紫禁城……這些數字創

意，引發了更多年輕人對故宮的關

注和喜愛，不少年輕網友表

示要對照着遊戲內容

重遊紫禁城，用

最潮流的方式，

來感受故宮，感

受傳統文化。

（記者 俞晝）

福大人駕到
一部手機玩轉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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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出遊 AI新玩法

科技感滿滿
潮流新體驗

幸好推出了 「景
區隨身聽」 的服務，

烏鎮景區就在首批推

出的500個熱門景區內

，有了這個神器，女

兒再也不會纏着我們

問 「十萬個為什麼」
了。

杭州 陳偉

▲國慶假期，遊客參觀由故宮博物院和
成都博物館聯合舉辦的 「走進重華宮」
特展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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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從不缺乏旅行的愛好者，但無論古人如何發揮想像力，也預測不
到有一天不僅會有AR千里眼，還有5G順風耳。隨着 「AI+
」 應用的不斷拓展，今年國慶出行增加了很多科技元素：精
準個性的導航系統，酒店聲控互動機器人， 「刷臉」 進出景
區，還有可以隨身聽的語音導覽，內容涵蓋歷史、科普、神

話……如今，AI、5G正在從本質上顛覆人
們的旅行生活、出行方式，有了它們的陪
伴，國慶黃金周增添了無窮樂趣。

黃金周系列 之

大公報記者 俞晝

•除了 「刷
臉」 入園
，烏鎮全
景區範圍
內無論是
到餐廳吃
飯，還是
進烏村的
童玩館，
都可以刷
臉結算

景區刷臉結算

•在小程序 「
玩轉故宮」
，AI導覽助
手化身 「福
大人」 ，為
遊客提供聽
得懂、答得
上、風趣智
慧的私人專
屬導遊服務

（記者 俞晝）

私人專屬導遊故宮

人臉匹配互動秦俑

•系統運用人臉
識別技術與圖
片美化處理功
能，匹配兵馬
俑坑內與公眾
體驗者最相似
的秦俑形象，
還可通過地圖
定位查找

（記者 李陽波）

•免去前台排
隊、查詢房
間、支付房
費、驗明身
份、入住房
間、排隊退
房等繁瑣步
驟，僅靠 「
刷臉」 就可
暢通無阻

酒店無人值守烏鎮

•根據景區
內定位自
動調起，
邊走邊講
歷史、科
學、自然
地理、親
子故事、
國學漫談
、神話傳
說等故事

導覽邊走邊聽

▲遊客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參觀
大公報記者李陽波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