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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科技體驗
智能新生活

智博會十大黑科技產品
產品

研發機構

意念可控假肢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

多功能集成電子皮膚

中科院北京納米能源與系統研究所

可被人體吸收的電子器件

浙江大學

癌症早篩AI─騰訊覓影

騰訊

訊飛翻譯機2.0

科大訊飛

L4級自動駕駛新能源汽車

長安汽車

石墨烯人工喉

清華大學

行人跨鏡追蹤

雲從科技

ET工業大腦

阿里雲

醫用納米機器人

哈爾濱工業大學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可直接在空氣中作畫的 3D 打印筆，讓“神筆馬良”童話故事成為現實；
供患者吞入的膠囊內鏡機器人，可拍攝超 5 萬張消化道的實時圖片供醫生診
斷，8 小時後隨人體代謝排出體外；連接手機的牆體透視儀，可清晰定位牆
體內的管線、異物……近日在重慶舉行的 2018 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下
稱“智博會”)上，微軟、英特爾、高通、谷歌及華為等中外知名企業展出一
項項“黑科技”，改變人們的認知，逐漸走進人們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重慶報道
展館，這裡匯聚智能
走進“智博會”S1
製造、5G 與未來網絡等高科技展品。
“嘿，真棒！”在紫光集團汽車駕駛模擬機
上，一位七、八歲的孩子正有板有眼駕駛
汽車。“這是我們公司推出的一款汽車安全
駕駛系統，只要駕駛員出現違規操作行為，
系統便自動報警。”紫光集團工作人員尹浩
介紹，公司管理人員在終端便可監控駕駛員
的一舉一動。

京東運作無人投送系統
京東則展出無人投送系統，現場的無人
機、無人車等吸引大批群眾參觀。“當無人
機或無人車即將抵達投遞點時便會自動向用
戶發送信息，用戶只需手機掃碼便可提取自
己購買的商品。”京東現場工作人員介紹，
京東無人投送車目前已正式開進清華大學等
高校，無人機則在多個城市投運。

“輕築”頭盔監測工程
除交通新系統技術外，記者來到中冶展
台，工程師胡涵正在向客商推介“輕點”、
“輕築”智能管理系統。“輕點”可對項目
成本、風險等進行測算，利於決策者進行項
目管理；“輕築”推出了一款頭盔，不僅有
打卡等功能，還可以對工程進度、環境等進
行監測。

3D打印意念可控假肢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研發的意

念可控假肢，利用 3D 打印技術製作，實現
輕量化、低成本；浙江大學研發的“憶阻
器”，被植入到人體內後，可以執行體徵
監測、疾病預警、傷口癒合跟蹤等；科大
訊飛研發的翻譯機 2.0，採用神經網絡機器
翻譯、語音識別、主意合成、圖像識別、
離線翻譯以及四麥克風陣列等多項人工智
能技術，可實現中文與三十多種語言即時
互譯……
“未來 30 年，智能技術將深入到社會的
方方面面，徹底改變傳統製造業、教育、醫
療、服務業等，人類生活離不開智能製
造。”阿里巴巴集團董事會主席馬雲說，未
來將沒有純粹的製造業，也沒有純粹的服務
業，未來的製造業一定是服務業，服務業也
必須是製造業，將呈現出個性化、定製化、
智能化等特性。未來 90%的零售額將在互聯
網上，90%的製造業會在互聯網上。

■客商觀摩中
冶 “輕點”
及“輕築
輕築”
”智
能管理系統。
能管理系統
。
記者李兵 攝

馬雲：智能技術深入社會
馬雲表示，未來有三項核心技術：智能
製造、IT、區塊鏈。數據是新製造的關鍵要
素，而用好數據是智能技術的能力，是走向
智能化不可逾越的關口。智能技術會在新製
造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百度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李彥宏不認同人工智能“威脅論”。他指，
很多人擔心有一天人類會被機器所控制，但
其實完全沒有必要，因為讓機器像人一樣思
考還非常遙遠。

■一名孩子正在操作紫光集團汽車駕駛模擬機。

記者李兵 攝

■智博會展區
智博會展區。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亞明 重慶報道）
在智博會上，騰訊與重慶簽署合約，騰訊西
南總部正式落戶重慶，其第一個力點，就
是瞄準萬億（人民幣）產值的重慶汽車製造
業，與長安汽車合作。“我們期望數字技術
和傳統行業能夠交匯融合，實現智能創
新。”騰訊董事局主席馬化騰表示。

騰訊長安汽車合拓車聯網
馬化騰透露，騰訊正在和重慶的長安汽
車進行車聯網方面的探索。他說，將用 AI 技

美國高通落戶重慶
美國高通公司的關注點也與汽車製造業
相關，其全球總裁克里斯蒂安諾．阿蒙透
露，高通已經推出一個智能網聯汽車協同創
新和實驗室，未來公司與中科創達在重慶成
立一個合資公司，“我們將加速物聯網的開
發和創新”。
百度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
彥宏說，美國統計人們開車有30%的時間是用
來找停車位的，中國有可能更長。“如果我們
用機器來實現這個東西，給人們時間的節約、
效率的提升、感知上滿足是非常明顯的”。

記者李兵 攝

2 秒人體安檢獲國際認證

互聯網企業
涉足智能汽車

術為長安汽車“賦能”，即人工智能在汽車
這個移動終端上實現人與各種車載服務的智
能連接。“大家可以在長安洲尚 A800 這款新
車體驗到。”
他介紹，未來在駕駛過程中以語音代替
人耳的人工操作，連接微信、播放音樂、收
聽新聞、完成支付等，這裡面不但需要打通
騰訊海量數字數據的資源，而且還會運用到
物聯網、人工智能方面的技術。

■京東無人投送系統吸引大批群眾參觀。

■同方威視副
總裁彭華稱，人
體安檢即將迎來
2.0時代。
記者孟冰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
報道）人體安檢進入新時代。在智
能產業博覽會上，同方威視技術公
司副總裁彭華向公眾介紹兩款針對
人體案件發佈的新品檢測儀：毫米
波全息成像人體安檢儀與太赫茲成
像儀。

毫米波“無處可藏”
彭華表示，傳統的人工手持探測
器安檢器過檢效率偏低，只對金屬有
效，對非金屬會有所遺漏，而且在隱
私方面頗多詬病。毫米波全息成像人
體安檢儀是一種新型安檢方式，改變
傳統“只查金屬+全面人工搜身”的人
體安檢模式，一步跨越到“全面查驗+
自動報警輔助搜身”的人體安檢2.0時
代。
“電磁波、毫米波和太赫茲

■毫米波全息成像
人體安檢儀只需要
人停留 2 秒即可形
成 3D 卡 通 圖 像 ，
並標注違禁品。
香港文匯報
重慶傳真

波，穿透衣物可以成像，可以分辨
各類危險品，對人身沒有任何傷
害。我們一般人通過通道的時候稍
稍停留 2 秒鐘時間，像照相一樣形
成 3D 的圖像，我們不用擔心隱私，
因為在機器上的成像是一個卡通小
人，但是你身上帶的違禁品都用紅
框標記出來了。”彭華表示。

符歐洲民航委員會標準
彭華指，同方威視毫米波全息
成像人體安檢儀已通過歐洲民航委
員會人體安檢儀的最高標準認證。
目前，全球僅有 4 家企業通過該項
難度極大的專業認證，也是中國唯
一通過該權威認證的產品。並表
示，另一個新品太赫茲成像儀可以
承擔多人同檢的任務，是全球綜合
性能最好的被動式太赫茲。

首辦智博會重慶簽資逾 6000 億
■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吸引
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吸引50
50萬餘人次觀展
萬餘人次觀展。
。

記者李兵 攝

■騰訊和長安汽車進行車聯網方面的探索
騰訊和長安汽車進行車聯網方面的探索。
。

■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香港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作為
首屆智博會，大會以“智能化：為經濟賦能，
為生活添彩”作為主題，在達 18.6 萬平方米的
展覽面積舉行展覽展示、交易洽談、主題論壇
及成果發佈等主要活動，共有 537 家企業參展。
3 天展會共吸引 50 萬餘人次觀展，簽約重大項目
501 個 ， 合 計 投 資 約 6,120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約 989,091 億韓元)，涵蓋大數據、集成電
路、智能汽車、智能工廠、智慧物流、智慧總

部等領域，涉及新加坡與中國山東、遼寧、湖
北、重慶、陝西等省市。

新加坡組 41 企業參會
智博會共有 14 個國家和地區參展，其中 7
個國家設置國家主題館。作為主賓國，新加坡
組織 41 家企業參會，涉及智慧城市、物聯網、
數據分析等多個行業。
在會上，重慶與新加坡、韓國、烏拉圭等

記者李兵 攝

國家達成國際合作意向，促進重慶在更大範
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上與“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和地區開展多雙邊合作。
重慶市長唐良智表示，世界已經進入大數
據時代，而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的重要功
能之一，就是為大數據智能化領域的國內外創
新項目和資本搭建高效對接的平台，創造共贏
的機會。據悉，以後每年一屆的國際智能博覽
會已確定皆在重慶舉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