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5 專刊 2016年5月21日 星期六

文 范梓悅

中國·中關村 （第三十期）

智能+展區：
「大咖」機器人迎中

關村首秀
2015年世界機器人大會

上，一款名叫 「優友」的機
器人以破天荒的 「自我介
紹」方式召開發布會，引
起業界強烈關注，成為
大會一道靚麗風景。如
今，這款機器人也來到
中關村展區一展風采。

據了解， 「優友」
由北京康力優藍機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推出。記者在現場看到， 「
優友」身高1.28m，重60kg，線條優美，擁有
10個自由度的雙手臂，充電一次，可 「續航
」10小時。較為特別的是，它 「生」得一雙
藍色的大眼睛，這對大眼睛可以變換色彩和
圖像，並且具有人臉識別能力，隨着交流對
象的移動， 「優友」能夠及時轉動頭部進行
運動追蹤。這款機器人採用了自主研發的
myrobot系統，可自主識別人臉和手勢，還擁
有智能學習搜索引擎、以及智能數控編輯系
統。據介紹， 「優友」機器人也是繼日本情
感機器人pepper後第二個商用服務機器人，可
廣泛用於多種公共領域。

目前，中關村湧現了一批人工智能、大
數據、虛擬現實和智能識別領域的技術和產
品，本次科博會的中關村智能+展區，就重點
圍繞人機交互、數據交換、跨網互聯等關鍵
技術及典型應用為核心，主要展示了中關村
企業的語音機器人、智能識別、動作捕捉等
產品及技術。如人工智能領域的康力優藍、
森漢人形機器人，大數據領域的龍信數據，
虛擬現實領域的蟻視科技等。

健康+展區：
中國生物技術打破美國壟斷

腦起搏器是一種直接作用於神經中樞的
人工裝置，通過埋植在胸前的刺激器向植入
在大腦特定靶點的電極發送電脈衝，是治療
帕金森病、特發性震顫、肌張力障礙、癲癇
、強迫症、藥物依賴、抑鬱等功能性神經或
精神疾病的有效療法。多年來，腦起搏器由
美國壟斷，成為臨床上價格最高的高值耗材
，每名接受雙側植入手術的患者，需要支付
25-35萬元購買腦起搏器。高昂的費用，讓大
多數患者望而卻步。

此次科博會參展的北京品馳醫療設備有
限公司聯合清華大學和北京天壇醫院等聯合
研發的品馳腦起搏器打破了美國公司的獨家
技術壟斷。與進口產品相比，品馳腦起搏器

不僅性能指標
全面超越進口
產品，而且平
均能為每個患
者節省支出10
多萬元。截至
2015 年 9 月 底
， 已 有 超 過
2400例次品馳
腦起搏器植入
患者體內，在
取得近億元銷
售額的同時，
累計為患者節

支1.5億元。
近年來，一個以 「健康」為核心的

生物健康產業正逐步浮出水面。中關村
已在新藥研發、醫療器械、基因檢測、
健康管理等領域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一

系列改變，生物健康產業全產業鏈雛
形已初顯。本屆科博會中關村健康+
展區展示了新藥研發、醫療器械、
基因檢測、健康管理等領域的創
新應用，為人們呈現了一個微縮的
生物健康全產業鏈。

硬件+展區：神奇鋼琴助
孩子速成「音樂通」

讓孩子學好鋼琴是眾多家長的熱切
期盼，而孩子學琴苦也是很多家長的一塊

「心病」。葉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研發
的The ONE鋼琴+在中關村展區做了一次現
身說法，在它看來，真正能解決教育問題的
好鋼琴，在保證好的音質和手感的基礎上，
還能讓鋼琴、ipad、指示燈、教學APP四者通
過藍牙同步互動，並結合成一套由淺入深的
專業學琴方案，而這套方案不僅能教會用戶
彈琴，還能將 「情感」這種老師才能提供的
人文價值放大，當60歲老人也能通過它學會
彈琴時，學琴當然也會變得更快樂。

在The ONE鋼琴+上，打開鍵盤上方的
燈條，跟着指示燈彈琴就能熟悉鍵盤、完成
入門；用藍牙連接APP，和老師在線學手型、
指法、五線譜，《致愛麗絲》3個月就能學會
；而2萬首免費曲譜、互動音樂遊戲、藍牙
MIDI編曲，還能極大激發孩子的音樂潛力和
創造力，成為課後理想的陪練工具。

智能硬件的研發與設計是中關村重點發
展的產業，此次科博會中關村硬件+展區以 「
萬物互聯」為主線，以智能硬件產業集聚區
、公共服務平台為主線，重點展示了智能傳
感器、智能終端等智能硬件關鍵技術及典型
應用。 「硬蛋」等智能硬件孵化平台展示了
該平台孵化的眾多智能硬件產品。此外，中
航智、零度智控等公司還展示了其在無人飛
控領域的最新技術和產品。

城市+展區：清華同方開「大數
據智慧城市」先路

隨着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國開展智
慧城市建設的城市有也越來越多。但城市是
一個典型的多目標複雜的大系統，可以劃分
為多個彼此有相關性的行業或者行業群，每
個單獨行業的智慧化可以是單目標系統的優
化構成的。但是單個行業的智慧化應用不等
同於城市級的智慧化。

此次科博會參展企業清華同方率先提出

的跨部門、跨行業、跨領域大數據智慧管理
體系，把過去主要服務於各行業內部管理的
數據，依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大數據技術
把各行業數據中在物理上存在相關性的數據
及其相關性發現出來，通過加工和整理形成
跨行業融合的城市管理數據資源，建立城市
級數據中心，負責圍繞智慧城市總體目標的
分解、各條塊或者各領域運行規則的制定和
基於數據的判斷解決城市層面全局性問題、
宏觀問題和一些突發性問題。各行業數據中
心負責各條塊規則的細化和執行，通過智能
化來實現日常業務的調度，用數據反映社會
運行的現狀，針對性的收集一些數據，並向
主數據中心反饋，從而建成一個良性的城市
運行管理機制。

在中關村，聚集了一批致力於提高城市
信息化應用水平，提供智慧城市建設解決方
案的企業。本次科博會中關村城市+展區，清
華同方、聯動優勢、博力恆昌等企業展示了
一批模擬城市運行管理及生活場景，以雲計
算、大數據技術為支撐的智能創新產品及技
術解決方案。

製造+展區：
電路板亦可實現打印

在中關村展區，記者看到，一張透明薄
膜放進外觀與普通打印機並無太大差別的機
器中，沒多大一會兒，一個複雜薄膜電路板
就呈現在眼前。創造這個奇跡的，就是北京
夢之墨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液態金屬個人電
子電路打印機。這個打印機最大的與眾不同
之處，就是使用的墨水不是油墨，而是液態
金屬。據了解，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在室
溫液態金屬及其應用研究過程中，研製出了
全球首台可在任意材質和表面快速製造
電子電路的液態金屬噴墨打印機產品
。為轉化這一重大科研成果，該所主
導成立了北京夢之墨科技有限公司並
將液態金屬打印機推向市場。目
前，該型打印機能實現複
雜大面積柔性PCB、
電學傳感器、電子藝
術、電子裝飾、電子
化建築設計、人物肖
像、電路單元、電子賀
卡、電子圖案乃至功能
電子器件等的即時打
印和製作。

助 力 中 國 製 造
2025是中關村創新創
業的一個重要方面。
此次科博會中關村製
造+展區通過 「硬件+

軟件+互聯網」模式，重點展示智能機器人、
智能引擎、3D打印、高端裝備等智能製造技
術在工業產品設計、生產過程控制、生產環
境監測、製造供應鏈跟蹤、產品全生命周期
監測和產品安全等關鍵領域的創新應用，以
及工業雲和工業物聯網建設成果。

當前，我國對於機動車污染防治主要採
取檢測站檢測、黃綠標管理等措施。但黃綠
標管理也存在一定漏洞，大多數檢測機構只
是簡單地按照出廠時間來 「一刀切」發放黃
綠標。長期以來，各地車蟲、黃牛氾濫，與
檢測站勾結，檢測人員又與設備商勾結竄改
程序，通過買標賣標謀取利益，致使真正的
超標車和高污染車長期上路行駛，給空氣污
染防治帶來了較大隱患。

此次科博會參展企業北京駕道科技有限
公司研發的區域性機動車排放雲檢測技術有
望遏制這一現象。中關村空氣污染防控聯盟
組織的專家考評認為，雲檢測是集互聯網+智
能檢測裝備+物聯網，實現機動車污染防控的
大數據智能服務，對尾氣檢測全過程進行質
量監管，完全杜絕檢測作假，還可對超標車
上路進行技術執法，全面解決檢測作假和數
據不准、機動車尾氣污染監管難和執法難的
問題。目前，這一技術已在山東省進行試點
，並取得了良好效果。數據顯示，雲檢測試
運行以來，精確檢測出每公里排污量在10克
以上約16%的高污染車排污總量達到69%，也
就是說，政府通過車聯網對超標車和高污染
車實時跟蹤執法，可直接削減機動車污染總
量的60%以上。

創業+展區：中關村「雙創」平
台步入3.0時代

目前，中關村已形成了以中關村創業大
街為標誌，由63家創新型孵化器、29家國家
級科技企業孵化器、30家大學科技園、37家
海外人才創業園、13家特色產業孵化平台為
代表的創新與創業相結合、線上與線下相結
合、孵化與投資相結合的 「雙創」平台，總
數超過200家。中關村的 「雙創」平台已經從
提供基礎服務的1.0時代、提供增值軟服務的
2.0時代，演化迭代到創業資源共享融合、專
業垂直、智能生態多維的3.0時代。

本次科博會中關村創業+展區，以 「雙創
」新生態為主線，通過產品展示、創意交流

、項目對接等方式，展示了以創客空
間、創新型孵化器、創業投資平
台、科技成果轉化中心、開放式

實驗室、產業聯盟等為代表的
創業平台和創業案例，

清華控股、啟迪創
業、車庫咖啡、
中 軟 國 際 等 為
「雙創」平台
「現身說法」
，進一步展現
了中關村在推
動 「雙創」示
範 基 地 建 設
中 的 示 範 引
領作用。

5月19日-22日，第十九屆中國北京國際科技產業博覽會在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拉
開帷幕，中關村約160種創新創業成果展在展覽中心2號館集體亮相，展區面積3200
平米。成果展以 「互聯網+」 為紐帶，以 「雙創」 產品展示為核心，中關村展區整
體規劃分為：智能+人工智能、大數據、虛擬現實、硬件+智能硬件、製造+智能製
造、生態+節能環保、健康+生物健康、城市+智慧城市和智能交通、創業+創新創
業等7個子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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