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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产品齐上阵，玩转教师节
□记者 李萍

核心提示|明天就是教师节了，作为一直为学生辛苦付出的老师们，终于可以借这个机会犒劳一下自己，除了鲜花、
补品、教育用品之外，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一款适合自己的智能产品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希望智能化的产品能为
老师的工作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贴心款]
有提醒功能的智能水杯

智能水杯经过这两年的
不断发展，已经具备很多贴心
的功能，很适合工作繁忙的老
师们使用。水杯与手机App
相连，可以自定义饮水提醒和
服药提醒，还能进行水质检
测。智能水杯还具有收音机
功能、播放器功能、保温功能
等，让人工作生活两不误，简
直是贴心小棉袄。

一直以来，大家都在
寻找如何将纸质书写完整
复制到电子设备上的方
法，这款名为 Livescribe
Sky 的智能笔就可以做
到。从外形上看，智能笔
与普通笔无异，实际上，它
需要在智能笔专用的笔记
本上书写，书写的体验、呈
现效果和普通钢笔在普通
白纸上是一模一样的，且
写的字和绘画会立即出现

在电子设备上的应用程序
里。不仅仅是听录音看笔
记，而是再现整个书写场
景，例如老师在这个本上
写下一道数学题思路，所
有的内容、格式、画图都会
完美呈现在电子设备中，
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录入
的笔迹可以按照书写顺序
方便浏览。有了电子版的

“手写教案”，再也不用担
心没有带教案本啦。

对于每天除了授课就是
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的老师们
来说，脸部、颈部、肩膀等处的
肌肉放松非常重要。选择一
款迷你按摩仪，在空闲时间为
自己来个小型按摩，再好不
过。

除了能够监测身体各项
指标的智能手环之外，最新推
出了针对颈椎的智能颈环。
颈环可记录佩戴者的颈动量、
运动量、能量消耗、身体左右
倾及低头时间，同时还提供颈
椎保健操应用。不仅拥有其
他智能手表或手环的运动计
步功能，还能提供可靠的颈部
动量数据及颈椎监测提醒功
能，从而使佩戴者通过数据了
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对于经
常日夜不停备课批卷的老师
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制。

从外观来看，与普通相
框大同小异，但使用起来
这款智能相框绝对能带来
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与所
有的智能设备一样，智能

相框同样有相配套的应用
程序，用户可以根据自己
的喜好进行各式各样的操
作。除了能够显示图像之
外，还可以通过软件选择

显示时间、日期以及当下
的天气状况。除了装饰作
用之外，实用性也非常强，
可以用来记事，不用到处
贴便利贴了。

唤醒健康新生活

海尔智慧巡展
至许昌
□记者 邵洋洋

9月3日，2016海尔家电·智
慧生活探秘之旅许昌站正式拉开
帷幕。海尔家电向许昌市民展出
了冰箱、空调、洗衣机、厨电等全
套智能家电，以静态展示和互动
游戏等方式让许昌市民感受海尔
智慧家电带来的健康智慧新生
活。

海尔家电此次展出的全套智
慧家电全部基于海尔U+智慧生
活平台。U+平台通过互联互通
的多交互入口，共创共赢的资源
开放平台、产品与生态服务结合
的场景商务模式，为消费者提供
厨房美食、浴室洗护、起居、安防、
娱乐等五大生态圈服务，通过多
场景的联动，为消费者营造更好
的智慧生活场景体验。

相比行业大多数智能家电品
牌还停留在智能连接阶段，海尔
空调已可以基于联动产生的大数
据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此次展出的圆形帝樽空调，既可
以显色除甲醛，还能通过一键自
清洁，避免室内空气二次污染。
一台空调兼具专业空气净化器和
制冷制热功能，解决消费者痛点
的同时还实现节能省电。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城乡
居民的消费观念从传统的刚需消
费转变为精神消费。传统家电企
业以价格战进行市场竞争的手段
已不能适应现阶段的消费需求。
海尔家电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向消费者传达健康的消费观念，
将智慧生活的新理念以巡展的形
式送到消费者面前。这种全新的
经营模式，将为行业摆脱价格战
桎梏提供新的思路，将引领家电
行业走出阴霾。

[高效款]“人机合一”的智能笔 [放松款]
帮助健康的
迷你按摩器

[装饰款]
让照片动起来的智能相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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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招聘

●河南省公安厅文印中心打字

排版、熟练工电话13592589279
●养之道连锁专卖店诚聘

中医三名，医术精，懂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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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处理印刷废纸 15837191616
●汽车电车定位追踪88880812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爱心月嫂保姆陪护63883878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转让

●位佳饭店转让 15713870697
●整形诊所托管 15038140222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1

●转让开封工业用地，十亩，车间

1200 平 方 ， 13083781029
●市中心网吧转 13937117662

家电维修

●液晶电视热水器15890604246

声明

●郑州市国隆食品有限公司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41
0101001617 丢失特此声明。

●张威不慎遗失会计证，号码4
10201500041199，声 明 作 废

●李佳诺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毕

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 10469
1201506008661，声明作废。

●张珂攀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

理学院毕业证（号 10459120
0905030732）学 位 证（号 10
45942009030705）丢失作废。

●孙鹤出租车服务资格证（证

号 79670）丢失声明作废。

●郭欢河南卫生职工学院毕业

证丢失证号：5128812012060
02307 声 明 作 废

●郑东新区李国兴诊所营业执

照副本不慎丢失注册号 410
101600269453 声 明 作 废 。

●河南新蓝科技有限公司的公

章 丢 失 ，特 此 声 明 。

●祁坤郑房权字第 10011037
79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 将 予 以 补 发 。

●许冰西南林业大学毕业，就

业报到证编号 BY161067700
54 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刘会，正商百合里一区5号楼

2单元 1801首付款发票丢失

发 票 号 00096968 金 额 21
9051.00 元 声 明 作 废 。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侯根

磊毕业证号 11329120110600
0590 丢 失 声 明 作 废

●赵瑛，女，1995年至 1997年
就读安阳广播电视大学。毕

业证书编号：9702287 不慎

丢 失 ， 特 此 声 明 。

发票遗失声明
金水区袁记火锅店丢失 67份
空白发票，票号 01603046至 0
1603062和 34878448至 34878
497 税号 41132419851110243
001

软件网站

●398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