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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体验未来生活

“物联+智慧家”将创造出怎样的未来生活？
今年电博会上，不少参展商搭建起“智慧家庭”
场景，让观众得以沉浸式体验未来生活。

在青岛海尔智家智慧卧室展示场景中，体验
者躺在床上，对音箱说一句“我醒了”，整个

“家”瞬间就活了起来：窗帘自动拉开，热水器、
空气净化器自动开启，冰箱根据主人喜好搭配好
早餐食谱……展会上，海尔智家以生活场景为纽
带，通过UHomeOS智慧家庭操作系统将所有家电
进行连接，实现了在客厅、厨房、浴室、卧室、
衣帽间等生活空间内，根据主人生活习惯定制专
属“智慧”场景。“这并不是简单的产品连接，而
是基于用户需求，进行生活全流程连接。”海尔智
家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样诞生于青岛的海信除了展示智能家居
外，还带来了其最新推出的“信芯”H3芯片、全
球首台叠屏电视、行业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双色激
光电视等“硬科技”产品，全面展示当下智慧家
庭的生活智慧。

华为、大疆、歌尔等国内知名企业也纷纷拿
出旗下最新的科技产品。作为电博会上的“老面
孔”，华为此次展出的产品覆盖智能家居、运动健
康、移动办公、智慧出行、影音娱乐五大场景，
包含华为 AI音箱、华为智选欧普读写台灯、华为
云电脑等。

“我们已经连续多年参加电博会，今年总共带
来 40余款最新产品。”大疆销售经理宋烁介绍说，

“比如，我们最新上市的这款运动相机，小巧灵
活，可佩戴在胸前、额头，还自带防水功能，是
我们的爆款产品之一。”

今年，电博会还携手蔚来、威马、合众、广
汽新能源、北汽新能源、江淮新能源、Innoviz 等
车企共同打造新能源技术及产品展区。“我们展出
的一款无人驾驶巴士已达到行业最高级别，完全
取消了驾驶室。目前可以在园区内使用，设计最
大时速可达 120公里。”清源汽车研发中心工程师
魏党辉介绍道。

智能机器人现场“比酷”

机器人是近年来消费电子领域的热门产品，
也是电博会上的“常客”。展会上，优必选、大疆
等国内知名机器人企业带来了其最新推出的机器
人产品，向观众展示消费级机器人的魅力。相比
往年，今年电博会上展出的机器人展示出了更多
职业技能，其应用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哇，你有点漂亮！”会说“土味情话”的机
器人“悟空”吸引大量观众驻足。

“它拥有舞蹈运动、语音交互、智能通话、人
脸识别、绘本识别、视频监控、物体识别以及与
编程猫合作的图形编程等功能；还拥有 14个舵机
关节，搭载腾讯叮充当 AI助手，能通过语音指令
控制拍照，甚至可以人脸识别记住用户模样并主
动打招呼。”优必选展位负责人陈怡介绍说，除了

“悟空”，被誉为“最暖两会接待”的克鲁泽也来
到现场。展会现场，克鲁泽用灵活的双臂向往来
观众展示拥抱、握手、打招呼、引路等技能。

展会期间，第二十一届 IRO 国际机器人奥
林匹克大赛山东省选拔赛开幕，这是当今国际
上最具影响力的一项普及性赛事，今年首次在
青岛举办。

“选择落户青岛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看中这里的
人工智能产业基础，看中了电博会的权威性、专
业性、国际性。”大赛秘书长朴址镐介绍说，该比
赛明年将继续与电博会合作，“我们计划将这一比
赛的中国赛区决赛引入电博会，引入青岛。”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会还涉及包括智慧农
业在内的多种领域的细分场景。农业机器人和无
人机等智慧农业设备正在制造一场新的农业革
命，通过万物互联实现土地数字化和农业智慧
化，全面开启智慧农业新时代。

在青岛阿波牛机器人有限公司展台，两辆没
有驾驶位、长着两个白色圆盘状“触角”的机器
引来众人关注。“这是一款低成本、低速、安全的
农用无人作业机器人，致力于解决标准化农场的
日常作业，在智慧农业云平台远程监管下可自动
完成农场的采摘、割草、喷药及数据采集等一系
列工作，从而实现标准化农场的无人值守。”该公
司负责人介绍说。

向“青岛智造”迈进

青岛是我国沿海三大消费电子生态圈之一。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青岛先后培育出海尔、海
信、澳柯玛等世界知名的家电企业和日日顺物
流、聚好看等一批独角兽企业。青岛拥有雄厚的
产业基础和发展优势，是消费电子产业最集中发
展的一片沃土。

电博会之所以引人瞩目，正因为它与青岛的
家电、消费电子产业高度契合。业内人士认为，
电博会引领了消费电子产业在青岛的发展壮大，
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在青岛的集聚发展，甚至为
以青岛为代表的整个中国家电产业发展赋能。

自首届电博会在青岛举办以来，展会见证了
我国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历程。智慧家电、机器
人、无人机、虚拟现实、电子竞技、3D打印、新
能源等消费电子领域的新技术都曾在电博会的舞
台上大放异彩。

如今，电博会早已成为青岛的一张展会名
片，英特尔、三星、微软、索尼、联想、中兴、
谷歌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参展；百思买、沃尔
玛、国美、苏宁等国内外采购商纷至沓来。电博
会也逐步蜕变为以体验经济为核心的智慧科技展。

专家认为，经过数年培育，电博会不仅以专
业视角向业内及广大用户展现智能时代的全新生
活方式，还与青岛的产业发展规划相契合，为这
座城市相关产业技术升级、生态系统完善、企业
力量整合提供了平台。

当前，青岛发起“科技引领城建设”，进一步
强化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发起“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建设”等，推动高
端制造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快从“青岛制
造”向“青岛智造”迈进。显而易见，这将为开
放、现代、活力、时尚的青岛加快发展消费电子
产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

“青岛-芝加哥商务合作交流会”举办
本报电 7月 17日至 18日，美国芝加哥市全球合作推广署首席

执行官安德莉亚·佐普率领芝加哥代表团来青访问。期间，青岛市商
务局与芝加哥市全球合作推广署共同举办“青岛-芝加哥商务合作交
流会”，青岛市有关区市及企业家代表80余人出席会议，双方就开展
地方经贸合作进行广泛交流。

据悉，芝加哥是青岛的国际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城市。2013年12
月23日，中国商务部、相关市和美国芝加哥市签署《关于建立“中
国市与美国芝加哥市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的谅解备忘录》，青
岛是国家商务部确定的中美地方经贸合作重点城市，为中国市与美
国芝加哥市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成员。

中德生态园被动房技术中心获国际大奖
本报电 近日，青岛中德生态园被动房技术中心成功入选第二

批国际最佳节能技术和最佳节能实践项目，该项目为 G20国际能效
合作旗舰项目。中德生态园的入选标志着我国被动房技术项目实践
效果得到国际认可，并将在全球范围内宣传推广。

据了解，中德生态园是亚洲首个获得德国DGNB最高铂金奖认
证的项目，其被动房技术中心还通过了德国 PHI权威认证。此外园
区还包揽了“可持续城市和人居环境奖——全球绿色城区奖”“改革
开放40年·中国开放发展最具活力园区”“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十佳产业园区”等多项大奖。

据介绍，中德生态园被动房技术中心因地制宜地采用节能关键
技术，结合科学运行与精细管理，在营造健康舒适室内环境的同
时，大幅度降低了运行能耗以及化石能源的使用，是一座具有示范
意义的超低能耗公共建筑，对寒冷地区被动房技术推广有积极的示
范作用。

中日韩工程技术大会在青召开
本报电 7 月 19 日，2019 中日韩工程技术大会在青岛开幕，来

自中日韩的近300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机构代表参加。
该大会以“智能与智慧、创新与发展”为主题，聚焦工业4.0的

全球产业变革和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创新趋势，大会同期还举办
“JM2019青岛国际机床展览会”，以科技交流促进产业合作，以会展
搭建产业合作平台。

中日韩青少年足球邀请赛青岛开踢
本报电 日前，2019青岛之夏中日韩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青岛

城阳白沙湾足球基地开赛。本次比赛至25日结束，历时10天，有来
自韩国、日本及国内天津、济南、淄博、青岛等众多足球学校、职
业俱乐部梯队共21支球队参加。除比赛之外，还将举办中国联队对
阵韩国联队友谊赛及足球嘉年华趣味比赛等。

海尔智家再次登榜《财富》世界500强
本报电 美国 《财富》 杂志日前发布 2019 年世界 500 强排行

榜。海尔集团旗下子公司——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再次登榜，以
277.14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名第448位。海尔智家是唯一一家上榜的
青岛企业。

据介绍，物联网时代海尔智家推动智慧家庭全面落地，持续开
拓食联网、衣联网等生态布局，创建以生活方式为核心的生态品
牌，加速行业转型升级。

青岛港潍坊（青州）内陆港开港

本报电 随着一列由山东潍坊青州发往青岛的班列徐徐启动
（见上图），潍坊 （青州） 国际陆港首列东行班列成功开行，青岛港
潍坊 （青州） 内陆港正式开港。

据介绍，潍坊是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陆港型国家物流
枢纽承载城市，也是青岛港传统货源腹地，每年从青岛进出口货物
达100多万吨，具有发展现代物流及衍生行业的良好基础。潍坊 （青
州） 内陆港开港、潍坊 （青州） 国际陆港东行班列开行，将有效地
帮助潍坊及周边地区企业降本增效，助推潍坊现代物流业加快发展。

据了解，青岛港先后在省外的河南郑州、陕西西安，省内的临
沂、临清、平原、枣庄、胶州、曹县等多个城市建立内陆港，与全
国 31 个城市开通多式联运班列 46 条，形成了“覆盖山东，辐射沿
黄，直达中亚、南亚、欧洲”的海铁联运物流大通道，将优势港航
资源要素全方位注入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体系中，为内陆腹地进出
口客户构筑了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物流通道。潍坊 （青州） 内陆
港、东行班列开通后，将进一步为青岛港的海铁联运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

（宋晓华整理）

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海外院士青
岛行暨青岛国际院士论坛总结大会
上，青岛国际院士港上交了一份令人
瞩目的成绩单：自2016年6月启动以
来，国际院士港累计吸引 108 名院
士、外籍院士占比85%以上；积极探
索院士项目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路径，
累计落地院士项目 32 个，13 个项目
产出 42 种产品……国际院士港正努
力打造国际一流、具有首创性的高端
科技创新平台。

国际院士港声名日隆，从海外院
士青岛行活动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可见
一斑。

首届海外院士青岛行活动，一次
性签约院士 33 名，其中外籍院士 31
名；第二届海外院士青岛行暨青岛国
际院士论坛，累计签约 71 名院士、
13 家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 41 所高校

和科研机构；今年的第三届青岛行活
动集中签约院士65名，与参会4家金
融机构签约，与参会企业签约或达成
合作意向 96 份，与 29 所高校及科研
院所签约或达成合作意向。

“这是一个高端国际合作平台，
我想合作成立一个关于汽车领域的研
究机构，建立高层次的交流合作。”
参加第三届海外院士青岛行暨青岛国
际院士论坛期间，曾荣获乌克兰国家
科学技术奖的鲁山诺夫·安德烈院士
说，“我了解到，院士港从基础研究
到成果转化，再到市场推广方面能提
供全方位的服务，并提供研究场所和
资金，对于我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

加快院士成果转化，青岛国际院
士港培育了百亿项目营收。按照“引
进一名院士、带来一个核心团队、围
绕一个专业领域、落地一个主导项目

和一批配套项目”的模式，累计有
32 名院士的项目落地，13 个项目产
出 42 种产品，包括 NPR 钢新材料、
二次水系电池、原位成纤纳米新材料
等填补国内外市场空白的新产品，应
用于原油开采的自悬浮高强度支撑
剂、自聚防砂等新技术。

“今年底，我们计划建成35人的
研发团队。在产业化的过程中，院士
港也充分考虑到了我们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车间的需求，已经做了详细的规
划。早期的资金、场地和资源都是政
府提供的，我们得以建立了世界一流
的生物医药研发平台。”陈璞院士在
日前举办的生物医药项目推介会上表
示，11 家企业就生物医药产品和产
业平台建设运营等项目合作签约，有
22 家企业就疤痕修复、多肽小核酸
等项目与院士团队达成合作意向。

院士港还搭建起项目路演、展会
展销载体，搭建协会推销平台，加快
院士项目裂变速度。

在“每周一院士”项目推介活动
中，侯立安院士项目现场有9家企业
实现签约，签约金额 37 亿元，与 22
家企业达成近 65 亿元合作意向；西
拉姆院士现场签约金额约 38 亿元，
意向订单101亿元；陈璞院士项目现
场与 11 家企业签约 49 亿元，达成合
作意向110亿元。定期举办院士项目
资本运作沙龙，对院士项目融资拓展
及产业落地起到推动作用。

此外，国际院士港加快培育构筑
院士生态体系和经济成长体系，聚合
丝路协创中心国际资源，加快青岛-
亚马逊 AWS 联合创新中心、国际特
别创新区发展，推进小微企业孵化加
速，拓宽规模企业国际化渠道。

2019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在青岛举行——

展示未来生活 赋能产业发展
赵 伟

7月19日到22日，2019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以下简称“电博会”）在青岛举行。本届展
会以“物联+智慧家”为主题，聚焦时下最前沿的热点技术，引领消费电子行业发展，勾勒未来生活
时尚图景。据主办方统计，电博会吸引了海尔、海信、澳柯玛、华为、奔驰、优必选、广汽、大疆、
威马等179家全球知名企业参展。

历经18年的发展与积淀，电博会不仅成为消费电子业内公认的“行业风向标”，也引领了青岛消
费电子产业的发展壮大，对促进中国消费电子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青岛国际院士港打造高端科技创新平台
宋晓华

青岛国际院士港打造高端科技创新平台
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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