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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是“佩奇(配齐)”？“智能+春运”告诉你
新华社记者樊曦、齐中熙

2019 年春运，VR 导航、“聪明厕所”、“无人餐厅”、智能机
器人……时下最流行的科技元素在中国铁路陆续亮相。套用
时下的网络流行语，啥是“佩奇(配齐)”？就是“智能+”给你出
门配齐了“装备”，让你“炫酷”出行，从容回家。

“APP+VR 任你行”

想知道“问询处在哪儿”“最近的快餐店在哪儿”“第 11号检票
口怎么走”———“快来问我呀，免费的！”

在武汉、汉口、武昌三大火车站，旅客只需在手机上下载
“畅行九州”APP，点击下目的地，站内 200 多个定位系统精准
定位旅客所处位置后，手机上马上可以显示最优行走路线。输
入“G1009 次、10 车”等信息，导航系统直接呈现指定检票口的
路线，旅客通过最近的路径找到自己所在的车厢。

在武昌、汉口、武汉等 12 个客流较为密集的车站，站内还
有 VR 全景导航。它们以 360 度的视角立体呈现站内设施，旅
客可提前对进站、安检、候车进行虚拟体验。在手机上点击卫
生间、站台、手机充电桩等要寻找的地点，系统自动给出最优
路线，让旅客不走一步冤枉路。

“聪明厕所”

在人流如织的火车站想“方便”一下，拖着行李到了厕所
才发现要“等位”；进了厕所之后每个厕位逐一敲门，确定是否
有人使用……这样的尴尬情况你是否遇到过？

春运期间，这样的“尴尬”可不会在杭州站上演了。这个春运，杭
州站新升级改造的“聪明厕所”上岗啦。

在“聪明厕所”入口处，有一面巨大的绿色引导墙，墙体上
安装了一块“厕位智能引导系统”电子屏。屏幕上，用不同颜色
表明每个厕位的使用情况，“红灯代表有人，绿灯代表没人”。
旅客在厕所外就能知道里面的情况。

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人脸识别取纸”，旅客走到面部识别
智能厕所纸盒前，可以通过“刷脸”取纸。取纸后，同一人需要
等待 10 分钟的间隔才能取纸，避免浪费。

“无人餐厅”

在青岛北站，有一家“智能无人餐厅”。在这儿，从触屏点
餐、扫码支付、微波加热到自动出餐，整个过程仅需 28 秒。

24 小时无休不说，“智能无人餐厅”内食品种类丰富，既
有各类主食、菜品，还有特色小吃和饮品等。所有餐品都来自
品牌餐饮企业的中央厨房，食品原材料产地都有清晰源头可
溯，真空包装，高温杀菌，保证了口味的稳定性和餐品的绿色、
安全。做好的餐品由工作人员定期投放到点餐机中，出餐过程
无须后厨，无须上下水，不会造成污水废气的排放。

餐厅大屏幕显示菜肴、主食、饮品种类和价格。旅客挑
好餐品后，在点餐机的触摸屏上选择，上面自动显示总价

格，然后扫描二维码付款，后台智能系统开始对餐品加热，
最后从出餐口送出，整个过程智能化操作。

餐厅内还设有智能管理系统，利用移动支付、后台运
营、数据分析、远程监控等渠道收集大数据，通过智能分析
汇总，能够有效掌握旅客的口味、喜好等，便于及时调整餐
品种类和经营战略，让旅客享受更细致周到的服务。

“智能机器人”

“很多人见了我，都说我像《机器人总动员》里的主人公瓦
力。嘿嘿，告诉你吧，我们是一个家族的。他成了电影界的明星，
我成了铁路界的新星。”

这是“智能机器人”“成成”的自我介绍。它的左眼装有红
外热成像仪，右眼装有可见光摄像机，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公司供电段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复杂天气，都
可以 24 小时不间断地工作。

每次“成成”对铁路供电线路巡视时，因红外热成像仪的缘
故，眼里的世界五彩斑斓。颜色不同，全因温度高低差异，反映
的是设备运行状态。

此外，“成成”还会对变配电所的心脏——— 变压器进行检
测。变压器正常运行时，会发出连续均匀的“嗡嗡”声，如果运
行不正常，会发出其他异常声响。以前，需要检测人员仔细聆
听、分析判断。而现在，“成成”能迅速、准确地辨别声响，并在
电脑端显示原因。

“无人售票厅”

春节前后，还有一个“第一”将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
司管内亮相——— 全国首家自助无人售票厅。

在南昌西站自助无人售票厅，不仅售票、取票、查询自助
化，连制证、退票也可以自助完成！

这个无人售票厅有 7 台自助设备供旅客使用，分别是 5 台
经过升级具备制证功能的自动售(取)票机、1台自助制证机和 1
台自动退票机。

最大的亮点在于整合了目前人工窗口可以办理的所有基础
功能，实现售退票业务的智能一体化服务。

在办理制证功能时，乘客只需输入本人身份证号码，进
行人脸识别等对比，判定为本人后机器就可直接打印出临
时身份证明。

新投入的自动退票机在实现办理磁介质车票(蓝票)退
票业务的同时，也可办理网络购票未取票的退票业务，同时
还支持除现金购买外的所有支付方式(银行卡或电子支付
账户)购买的车票退款。

不懂操作怎么办？自助无人售票厅内还设有求助报警按
键，旅客可按下按钮寻求工作人员帮助。

看看这些新科技，是不是大大地缓解了你的“春运焦虑”？赶紧
拿上车票，开启你的美好旅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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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票软件陷阱多，捆绑搭售套路深

新华社记者关桂峰、邵鲁文

临近春节，一张承载团圆期待的火车票依旧是很多人烦恼的
事。尽管官方购票系统 12306 上线“候补购票”功能为用户“抢票”，
但是依旧难以满足大量的出行需求；不少用户选择用抢票软件购
票，购买“VIP 包”、请好友帮忙“加速”等招数各显神通……

记者调查发现，抢票软件依旧存在“打擦边球”进行捆绑搭
售的行为，且大量高速刷票挤占了 12306 的网站资源。业内人士
建议，要不断完善购票方式、渠道，进一步优化升级 12306 系统
功能，提升用户购票体验，给予用户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

抢票软件偶有捆绑搭售等“擦边球”行为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抢票软件买票。除

了加价购票外，还有捆绑销售保险、餐食、租车

等套餐等依然存在，价格在十元到几十元不等

2018 年 12 月 27 日起，铁路部门在 12306 网站(含手机客
户端)上线“候补购票服务”功能。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候补购票”功能全免费。候补购票功能不收取额外
费用，抢票速度和成功率均优于抢票软件，每名用户可提交一
个候补订单、选择两个相邻的乘车日期、预订三张车票。

记者采访的多位购票人士均表示，热门线路很难通过
12306 系统买到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抢票软件买票。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城搜索“火车票”，发现有几十种具有抢票
功能的 APP，随机下载携程旅行、智行火车票、去哪儿旅行、飞
猪、高铁管家等知名度较高的 App 后发现，这些 App 都有“自动
识别验证码、自动抢票、监控余票、预约提醒”等功能，预约加价抢
票，需要支付几十元不等的费用，或者请朋友点击帮助“加速”。

记者所在的几个微信群，每天都有人在群里转发替好友加
速购票的链接。他们表示，抢票软件收服务费也无可厚非，起码
还有希望买到票。如果没有抢票软件，可能更没希望。

在北京工作的林倩倩老家在安徽，回家的线路属于热门线
路。她在去哪儿旅行 App 购买了 40 元的“加速包”，又请朋友加
速，现在已经到达“光速抢票”了，距离最高级别“极速抢票”只有
“一步之遥”。“多花百八十元买到票，也能接受。”林倩倩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以往屡遭消费者投诉的售票捆绑搭售问题，是否得到有效遏
制？以后通过这些在线旅游网站或 App、抢票软件预订飞机票、
火车票，还会遇到那些捆绑搭售“陷阱”吗？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 App 或微信小程序除了加价购票外，
还有捆绑销售的问题，“打擦边球”的销售保险、餐食、租车等套
餐等依然存在，价格在十元到几十元不等。

记者在智行火车票尝试抢票，系统默认推荐 40 元/人的急速
抢票。如果要选择免费的“低速抢票”，需在最开始的设置中将速度
选为低速。在高铁管家 12306 购买界面，立即预订下有一行小字
“VIP优享出票 10元”，而不需要付费的“普通预订”选项不易发现。

在携程旅行 App，记者点击“预订”后弹出一个页面，如果不仔
细看，很容易点击平台用显著深色突出的“加入行程”入口，而点击
这个入口要加收 38元服务费。虽然旁边有“我不需要，继续预订”入

口，但这个入口不仅用了不显眼的淡灰色，而且字号也非常小。
在微信小程序“同程艺龙酒店机票火车票”上，有两种方

式购票：一种是“12306 购票”，一种是“便捷购票”，可以 7×24
小时购票，但需收取增值服务费。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工作人员登录多家在线旅游平
台网站，体验购买机票和火车票过程中是否存在默认勾选等违
规搭售行为。体验调查发现，各在线旅游平台均没有发现明显默
认勾选行为，基本能做到“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但个别
在线旅游平台在营销策略上，仍抱有“打擦边球”的侥幸心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电子
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
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第七
十七条更是“刚性”：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十九条规定
搭售商品、服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抢票软件对 12306 网速构成一定冲击

12306 售票处理能力已提升到 1500 万张

/日，但恶意抢票等网络售票黄牛和很多抢票

软件的诞生让 12306 系统面临巨大压力

业内人士表示，从 2012 年“小作坊”式的自制抢票软件，

到成系列、成规模的抢票软件，其背后往往都有“养号”、恶意
注册等行为。而且大量抢票软件对 12306 网站速度也造成冲
击，影响了购票的公平公正。

据了解，目前，12306 售票处理能力已提升到 1500 万张/
日，日常运行平稳。同时，12306 网站上推出了订“外卖”平台、
接续转乘、动车组选座等全新功能。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挑战还不仅仅是使用人数的上
涨。恶意抢票等网络售票黄牛和很多抢票软件的诞生又让
12306 系统面临巨大压力。业内人士介绍，人工刷新网页的
速度和次数是有限的，而机器或软件自动刷新网页的速度
可任意设置，极容易将 12306 服务器内存空间占满。

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一位工作人员也表
示，如果没有刷票行为，按照 12306 的网络带宽和系统能力来
说，处理普通旅客购票会很轻松，但抢票软件对系统的处理能
力造成比较严重的冲击。很多“黄牛”从别处获取个人信息，然
后在抢票软件平台上抢注导致个人无法正常使用个人账户。
去年春运高峰一秒 30 万次查询，查询量之所以大，主要是因
为刷票软件在不停地刷。

中铁银通支付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晴说，目前 12306 系
统日处理能力近 2000 万张，三分之一到一半都被第三方
软件抢走，大部分系统处理能力变为刷票软件服务，很多
数据处理造成无效浪费。“现在第三方软件都是以客户的
身份来刷的，我们又不能禁止。大量的刷票软件对网站造
成冲击。”罗晴说。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李红昌说，对火车票

销售的公平性应有更严格的要求。“抢票软件造成了购票的不
公平，抢占了 12306 大量的流量资源。”

业内人士表示，恶意注册互联网账号和“养号”是网络黑
灰产业的源头之恶，这一行为在互联网空间广泛存在，也包括
抢票软件。

网络抢票软件还成为一些网络黄牛的囤票“帮凶”。去
年 9 月，佛山铁路警方在开展打击倒票行动中，发现了一
家网店存在倒卖车票、交易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在
涉案嫌疑人的作案电脑里，警方查获了其从网上非法购买
的铁路“12306”个人购票账号信息 4000 余条、公民个人
信息 5 . 6 万余条。

据嫌疑人周某交代，其自 2016 年 8 月开始从事非法网络
倒票活动，在 QQ、微信、淘宝等网络平台广泛发布倒卖火车
票信息，在网络搜罗和购买他人铁路“12306”购票账号，并租
用抢票软件抢票后囤积火车票，再以每张加价 30 元至 50 元
不等的价格倒卖，与客户在线上完成支付交易。

此外，通过抢票软件还有信息泄露的风险。用户使用网络
抢票软件之前，授权平台方使用自己的 12306 购票账号及密
码。记者发现，在授权过程中，平台会获取旅客账户中的所有
常用联系人的姓名与身份证号等信息，信息可能有泄露或被
窃取风险。

完善 12306 系统功能，给用户更好体验

如果 12306 很好地实现预约候补功能，

相当于把失去的市场拉回来，第三方抢票平

台自然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市场

尽管 12306 不断完善功能，给购票者更好的体验，但是
距离用户的期待还有一段距离。除了用户吐槽的系统经常
出现“网络出错”“验证码错误”等，很多用户认为春运、国庆
等时段通过 12306 系统越来越难买到票。业内人士建议进
一步完善 12306 系统功能，优化购票渠道和功能，给用户
更好的使用体验。

在北京工作的刘宇老家在辽宁。自从 1 月 2 日起，她每天
上午 10 点和 12 点 30 分都准时在 12306 系统抢票，可是都没
有买到。试了 4 天之后，她通过智行火车票 App 购买一张北
京到吉林的全程票，中途下车。“12306 不好用，前些年还能抢
到票，这两年都是靠抢票软件。”刘宇说。

“如果 12306 很好地实现了预约候补功能，相当于把失去
的市场拉回来，第三方抢票平台自然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市
场。”李红昌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认为，目前尚没有
专门法律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如果用户在官方票务平台购
买火车票非常便利，他们就不需要通过抢票软件抢票。他认为
解决途径在于改进官方票务平台的服务质量。

此外，还有业内人士建议公安部门积极与铁路部门配合，
从源头上阻断恶意访问，对于恶意刷票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并
定期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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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脸”闸机、遗失物品自助查
找、“聪明”的厕所、列车上扫码购
物……这些春运里的“黑科技”你都
get 了吗？来看看智能化的长三角铁
路春运是否已超出你的想象。

“刷脸”闸机

到了火车站，你的“颜值”足以
让你进站。

2019 年春运，长三角在全国铁
路系统中率先推广应用自助实名制
核验闸机，旅客自助刷脸进站通道总
数达 464 条，大幅提高了进站效率，
真正实现了“刷脸”进站！

丢东西自助查找

火车站失物招领处的物品品类
繁多、价值不菲，一些旅客自己回了
家，却把行李落在路上。

如遇物品遗失，不要慌！目前，
旅客可以在上海虹桥、南京南、杭
州 东 、合 肥 南 等 车 站 候 车 室 的
12306 旅客服务中心，通过触摸屏
自助查找遗失物品。同时，火车站
实现旅客遗失物品查询信息化、公
开化、社会化管理，让遗失物品查
询和处理更加方便快捷。

手机扫一扫，服务全搞定

2019 年，长三角部分动车组列
车上升级了在线扫码服务，扫描一下贴在座椅扶手上的二维
码标签，即可自动识别车次、车厢、席位分布等，旅客可以在线
点餐，还可以提交清扫提醒等。

旅客还可以通过在线扫码查询列车时刻表以及其他春运服
务信息。尽管乘务员不时常在身边，服务却可以做到无处不在。

厕所也有“智能革命”

春运火车站里客流量骤增，厕所够不够用？
2019 年，长三角铁路部门共投资 7200 万元对 76 个主

要客运车站、479 个厕所进行升级改造，提高厕所清洁度、通
风性、采光性和颜值。不光好看，智能化改造让厕所更“聪
明”。上海虹桥、杭州东等车站试点使用“聪明”厕所，将“厕位
使用智能引导”、智能“刷脸”取纸、“潮汐厕位调节”等新功能
引入到春运“厕所革命”中来。（新华社记者贾远琨、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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