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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用”如何实现
即拔即种即用呢？

要了解即刻用种植牙，必须先
要说一下传统种植牙，为什么传统
种植牙不能马上种牙和戴牙，还要
等3-6个月？传统种植牙简单来
说分三步，首先通过医生诊断，确
定适合的种牙位置，通过翻瓣打
孔，然后在缺牙区植入一个种植
体，即“人工牙根”。3-6个月后种
植体与颌骨牢固结合(即“成活”)，
再在种植体上部戴上精心制作的
牙冠，整个种植步骤就完成了。但
是传统种植牙对缺牙者的牙槽骨
条件，年龄，身体条件以及身体耐
受程度都有非常严格的界定，所以

很多人因为时间太长不想做，还有
一部分是不能做。

那即刻用是如何实现即拔即
种即用这一核心问题上，即拔即
种关键在牙槽骨的质量和了解程
度，负重在于种植体受力点和受
力方式。“即刻种植牙”，采用数字
化口腔CT全景机，在术前获得个
人牙槽骨密度、高度、宽度等精密
数据，通过计算模拟整个口腔力
学和组织结构，避开密集的牙神
经。手术过程中，医师沿着种植
导板将种植体植入牙骨中，确保
种植牙方向、角度、位置、深度都
与之前设计的力学点精准一致，
并将过去单一负重的方式，设计
成现在可以整个口腔组织多角度

分力。这也就让“当天种牙、当天
戴牙、当天吃东西”成为了可能。
这也就意味着，不用等恢复期，你
当天做种植牙，即刻就可以享口
福。

“即刻用”提升，
更加大了落户医院的难度

由于“即刻用”，有着“即拔、即
种、即用”的显著特点，受到许多年
纪较大，身体耐受力差的市民欢
迎。选择“即刻用”种植方案无论是
前期拔牙、种植牙手术、还是术后恢
复，都要求在微创无痛中进行，并且
要求一次手术当天完成，这对医护
团队、设备、技术平台都是极大的考

验。所以在成都有“即刻用”落户资
格的医院就曾经这样形象比喻：我
们在用一个成都市二级口腔医院的
力量，落户这项先进的种植牙技
术”。在落户技术的基础上还在不
断尝试，提出“AI+即刻用种植牙
3.0”，开始探索智能口腔与即刻用
种植牙的结合。

虽然“即刻用”提升对落户医
院是巨大的考验，但对于想做“即
刻用”种植牙的市民，却是好处多
多，首先之前复杂的手术方案，现
在变得全程可模拟可预知，直观可
视。其次，“即刻用”针对半口全
口缺牙，只需要4-8颗种植体，并
也能做到“即拔、即种、即用”的效
果，这样一来，不仅是大大降低了

手术时间和创伤，还缩短了治疗周
期和手术费用，让以前望而却步的
半口、全口种植修复，变得更简单
更经济。

据了解，专属成都市民的蓉城
智能口腔健康卡持续申领中，一张
卡等于一个家庭免费“口腔诊断、
保健、洁治、建档、种植牙补助”等
综合一体的家庭口腔健康卡。因
为智能牙科资源的稀缺，所以蓉城
口腔健康卡目前只能进行小范围
的尝试，面向蓉城市民限量发行
2018张。首批蓉城口腔健康卡将
优先提供年满50岁的缺牙老人，
已经在成都居住超过五年及其他
相 关 要 求 ，可 拨 打 健 康 热 线 ：
028-96111领取。

智能牙科引爆蓉城
“即刻用”成蓉城中老年种牙新选择

50岁以上拨打健康热线028-96111可实名领取“蓉城口腔健康卡”
了解种植牙的缺牙者都知

道，传统种植牙，手术过程长，
术后还需要 3-6 个月修复期才
能戴牙，许多老人家的身体状
况是承受不了的，引进“即刻
用”后，“即拔、即种、即用”的特
点成为蓉城中老年缺牙者不断
探究的重点，对“即刻用”也有
着极大的好奇，到底“即刻用”
是如何实现即拔即种即用的
呢？接下来就跟随笔者一起来
了解一下。

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6月，迎来了我国第十七个全国

“安全生产月”，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生
命至上，安全发展”。宣传活动、应急演
练、主题活动……在这个月里，我省各
地有关安全生产的多种活动正轰轰烈
烈地展开。

6月13日，四川省安监局组织了安
全生产天府行活动，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分别走进成都市温江区和武
侯区，深入采访了工厂、学校、写字楼、
微型消防站等场所的安全生产工作，也
见证了安全、健康、和谐的安全社区建
设理念正在各个基层单位生根发芽。

建安全文化广场
温江永盛镇不怕揭家丑
成都市温江区永盛镇，建设了一个

3500平方米的安全文化广场，广场里
有图文并茂的安全漫画、安全意识主题
雕塑墙、体现安全生产的多米诺主题雕
塑、表现平安幸福的雕塑、增强消防意

识的消防车造型雕塑等，有趣又实用。
广场旁就是团结社区，有一个工业

园区，分布着81家从事机械加工、家
具、食品等行业的企业，分别设置有“红
黑”榜。

“黑榜”是巨幅安全事故警示栏，用
一个个血的案例敲响安全警钟，这其中

就有十个永盛镇本地的安全事故。
上了黑榜的一家鞋厂老板张福林

告诉记者，2015年，鞋厂刚从武侯区搬
迁过来时，缺乏安全意识，把一些货物
堆放在车间。一个电机出了问题，冒出
火花。工人没接受过安全培训，连灭火
器都不会使用，眼睁睁看着小火燃成大

火，给公司造成上百万损失。有了血的
教训，张福林自发成了安全生产普法人
员，以身说法讲安全的重要性。公司也
更注重安全学习、投入和管理，安排了
两人负责安全管理工作，每天都要检查
安全设备，定期更换安全设备。三年
来，鞋厂再无安全事故。

永盛镇安全生产办公室主任蒋光
辉说，他们不怕自曝家丑，反而希望这
些家丑唤起更多企业、工人和居民的安
全意识，共建安全社区。

微型消防站进社区
武侯上半年火灾减一半
13日下午，成都市武侯区沙堰西

街，不宽的马路一侧，5名微型消防站
消防员正在太阳底下训练，他们的右
边，一辆迷你消防摩托正严阵以待，左
边空地上，停着一辆装满3吨水的微型
消防车。

魏小七是5位消防员之一。此前，
他曾当过两年消防兵，退伍后开过双

桥卡车，但他始终放不下心中的消防
情结。凑巧，武侯区启动了建微型消
防站的计划，要在街道办事处、产业园
区、社区等地布局350个微型消防站，
这些消防站有接警系统，与成都市消
防报警系统相连。2016年，魏小七应
聘成了武侯区一名最基层的消防员。
两年多来，他参与了20多起小火灾的
扑救。“我们熟悉周边的环境，能在消
防车辆赶到前或者大型消防车无法抵
达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把火势
控制住，尽量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损失。”

武侯区安监局副局长张勇透露，武
侯区的微型消防站建成以来，共出动
500 余次，参与火灾扑救 300 余次，
2017年火灾起数同比下降36％，财产
损失下降67％，2018年以来火灾起数
同比下降 50.26％，财产损失下降
99.56％。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
罗田怡

迷你消防摩托可抵达大型消防车无法抵达的地方。

司机人脸识别
人车一致才能营运
13日上午，成都大业路口，成都宏

远出租车公司驾驶员王师傅准备开工，
但和往常不一样，他需要先进行人脸识
别。

王师傅的出租车是大众捷达，记
者看到，该车的中控台已变了模样
——正中加装了一个车载触摸大屏。
当即，王师傅为记者演示了如何操作
人脸识别系统及如何实现人脸识别。
首先是开机，接着点击登录选项，输入
每位驾驶员独有的数字编号，接着王
师傅抬头，正视后视镜上的摄像头，随
即，车载设备发出了语音提示“人脸识
别成功”。

“每天上班下班、交班换班，我们都
要进行人脸识别，也就是要签到和签
退。”王师傅说，如果不通过或者不能通
过人脸识别，计价器便无法使用，自然

也不能载客营运。同样，如果输入的驾
驶员编号和摄像头扫描信息不一样，或
者不输入驾驶员编号，计价器也无法使
用。一般来说，一辆出租车由多个驾驶
员开，所以一辆出租车的识别界面上，
存储有多名驾驶员的信息。

据了解，经升级的该车载设备不仅
可以人脸识别，还能支持手机支付，比
如支付宝、闪付和微信，这对乘客和司
机来说都变得更为便利。

遭遇紧急情况
司机可一键紧急求助

13日上午，据负责设备安装的一
家深圳公司的工作人员宋先生介绍，目
前，他们公司已为成都主城区十余家出
租车公司，超过一千台出租车安装了人
脸识别系统，人脸素材还在陆续采集
中。

据他介绍，安装在后视镜上的摄

像头比较隐蔽，且为720P超清，视频
数据实时传输到后台监控中心，“为
了避免驾驶员代班情况出现，后台会
不时进行视频抽查，确认开车的驾驶
员是不是本人。”如果抽查发现代班
情况，会立即通知公司，马上锁死出
租车计价器。据了解，出租车监控后
台不仅在这家公司，同时还接入了出
租车公司及行业主管部门成都市交
委，以便实时联动。

由于出租车行业情况特殊，不时
会遭遇突发意外情况。作为应对，宋
先生说，安装的新型设备可实现一键
报警功能。

技术人员通过接线，在出租车方
向盘下面安装了一个按钮，如果司机
遭遇突发意外需要帮助，只要按下按
钮，后方监控后台便会接收到求助信
息。同时，后方可以通过视频监控确
认车内情况，一旦属实，出租车顶灯
便会显示醒目的“求救、紧急求助”字
样，而他人发现并报警。

你我再也不怕歪司机了
成都出租开启人脸识别

350个微型消防站保一方平安
靠它们，成都武侯区财产损失比去年同期下降99.56％

打车出行就怕遇到歪司机
歪出租。但随着人脸识别
技术对成都出租行业的深
度介入，困扰市民的这一问

题则将不再成为问题。
6月 13日，成都市交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确已启动五城区巡游
出租车载设施设备升级改造，目前
正督促各出租汽车企业落实主体
责任，加快推进相关工作。

据记者了解，成都各出租车公
司近来正加紧安装人脸识别设
备。司机上车后，首先要通过摄像
头进行人脸识别，确保人、车一致，
有效签到后车辆才能开始营运，同
时司机还能借助该设备，实现手机
支付、导航、一键报警求助等诸多
功能。

人车一致才能打表计费 驾驶员遇险可一键报警

13 日，成都宏远出租汽车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公司有超过两百台出租车，目
前正在陆续进行人脸识别系统
安装，人脸识别素材也在陆续
上传。

他表示，对于出租车公司来
讲，人脸识别设备的安装，实现
人、车一致，也记录了营运数
据，后台可随时抽查车内的情
况，对于出租车公司规范管理、
司机文明行车有很大益处。“正
因为管理越来越规范，自然促
使驾驶员文明驾车，为乘客提
供便捷、放心的出行服务。”他
说。

乘客又怎么看这项智能技
术呢？得知成都出租车要全部
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后，市民周
女士接连称好，“最近网约车出
了很多针对女性乘客的事，弄
得我们女同胞好紧张哦！如果
安装了人脸识别，起码可以确
保司机是正规的嘛，后台也有
监控，我们坐车也更放心。”

也有市民提出，既然系统
能识别出租车驾驶员，能不能
识别乘客呢？日前爆红的张学
友的演唱会，正是通过人脸识
别，接连抓获在逃人员。如果
出租车的车载系统也能自动识
别在逃人员进而报警，岂不是
一举多得？但据记者了解，出
租车安装的人脸识别系统，是
由出租车公司提供相关信息，
把驾驶员编号和照片输入后
台，才得以实现人脸识别。要
想对网上在逃人员进行识别，
就目前而言，技术难度很大，暂
无法实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李智 摄影报道

管理更规范
乘客乘坐也更放心

出租车师傅演示车载人脸识别系统,人车一致才能打表计费，开始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