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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开设了四大互动体验

区：重庆国博中心智慧生活互动体验区、仙桃国际大数据谷

体验中心、中国智谷·重庆经开区智能科技体验区、两江新

区礼嘉智慧体验园。

四大体验区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未来生活场景?26日，专

业观众日，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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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互动体验区涵盖智慧出
行、智慧家庭、智慧购物、智慧教育、智
慧银行等生活场景，让市民可以真正与
新技术以及新场景互动。据了解，智博
会期间，智慧生活互动体验区开放时间
为每天9点至17点。

智慧出行
自动驾驶能识别红绿灯、弯道

智慧出行到底怎么个智慧法？8月
26日上午，记者首先来到长安汽车的自
动驾驶场地。记者坐上新一代L4级自
动驾驶车，长安汽车工程师周增碧正坐
在驾驶位置，系上安全带、点火，再打开
自动驾驶功能。

一系列操作之后，记者注意到，汽
车已经开始自动驾驶前行。行了不到
10几米，车辆停了下来。记者正诧异，
周增碧一语道破：“看，前面有红灯，车
内有车路通信技术，能够识别出红绿
灯。”记者看到车内的显示屏，红色箭头
处的秒数正逐步减少，等减为0时，汽车
又继续向前行驶了。在行驶到转弯处
时，驾驶员不用操控方向盘，汽车自动
实现完美转弯。

周增碧介绍，自动驾驶级别分0-
5级，0级需要人来驾驶；4级就属于高
度自动驾驶了，可以不需要驾驶员，但
只能在限定场景使用，一般来说，比较
适宜在城区开行，但山区公路或者乡
村公路就难以驾驭了；5级则是完全自
动驾驶，不限定场景。据他介绍，长安
汽车L4级自动驾驶车大规模量产预
计在2025年左右。

另外记者还看到，搭载了阿里Ali-
OS 2.0智能交互系统的SERES SF5
亮相，不同于常见的被动作答和功能推
送的车载智能系统，该系统依托阿里在
生态连接和AI领域的优势，将陆续接入
阿里生活服务生态，未来能够为用户带
来吃喝玩乐的全程在线欢乐。

智慧家庭
空调“一机多用”

许多家庭主妇在做菜时，往往会遇

到这样的烦恼：从冷冻室拿出的肉块不
能立即切片，需要慢慢解冻。现在，你
可以不用为此纠结了。在格力展区，一
款新型冰箱具备的瞬冻功能，不仅可以
在较短的时间内冷冻肉类，而且冷冻3
天左右后，再拿出来，可以马上切片，不
用解冻。

格力展区的许多产品可以让你体
验到身处智慧家庭所带来的便利。比
如，一个小小的魔方盒子，就可以通过
后台程序，把格力系列的其他家电产品
连接。回到家，可以一键开启照明、空
调等，离开家时，也可以一键关闭。

展厅里的一款空调，搭载了人工智能
系统，可以通过语音来调节温度，还可以
听歌、了解天气，可以说是“一机多用”了。

如果有老人独自在家，摔倒了怎么
办？格力研发的AI微感系统，可以在老
人摔倒时发出警报，警报可以和手机连
接，这样，在外的家人可第一时间收到
警报信息。

智能零售
无人店无感支付

智能零售体验馆共设4个展示区，
分别为智能商超体验区、场景方案展示
区、数据平台展示区和互动体验展示
区。现场展示有三大零售终端创新系
列产品。

记者来到其中一家无人店体验。进
店、购物、支付、离店都实现了无人值守，
让用户真正实现无感支付的购物体验。
据介绍，无人店采用了图像采集器、人脸
识别、RFID识别通道、刷脸支付、智能门
禁等一系列技术。

智慧教育体验馆的主题为“赋能AI
教育”。带小朋友的家长可以体验编程
机器人、变形工程车。记者看到一款个
性化智能教育机器人，它不仅具备语音
对话交互功能，还配备了诗词、英语等
各年级课程。

智慧生活互动体验区

未来出行购物会是啥样？

4大互动体验区 探寻未来新生活

下载1个G的电影只需要5
秒，戴上VR眼镜可以体验5G
互动游戏，佩戴感应器就能身处

“世界杯”足球赛场……在两江
新区礼嘉智慧体验园，这些都成
为现实。

8月 26日上午，记者来到
两江新区礼嘉智慧体验园，轨道
6号线金山寺B2出口步行即到
大门，相当方便。虽然天气炎
热，阳光强烈，但一路步行，却有
清凉相伴。人行道上，设有智慧
凉道体验区，智能系统可以识别
空气温度，不时喷洒出水雾，让
人瞬间觉得凉爽不少。

随后，记者来到5G馆，内
设有16个5G应用体验，分为A
馆和B馆。A馆约有300平方
米，以互动体验项目为主，设有
5G视频通话、VR虚拟驾驶、沉
浸式自行车、360VR直播、VR
足球对抗赛、机械臂打冰球、多
人VR游戏、5G手机体验等互
动应用场景。B馆约有200平
方米，以未来生活的一天为主
题，涵盖智慧生产、智慧教育、智
慧运动、智慧旅游、智慧医疗等
生活场景，市民可体验5G环境

下的日常生产生活。
在VR虚拟驾驶区域，市民

可以体验远程驾驶，这种技术
可以在采矿、灭火等危险作业
时加以运用，保障从业人员的
安全。

在VR足球对抗区域，两位
市民身穿感应器，佩戴VR眼
镜，一人担任守门员，一人担任
射手。虽然身处在几平方米的
模拟足球场，但VR眼镜足以让
人体验“世界杯”比赛般的体育
盛宴。

两江新区礼嘉智慧体验园
的艺趣馆分为艺馆和趣馆两个
区域，包含数字艺术、数字文化、
数字游戏等三个板块，有海洋生
物沉浸式互动、未来城市场景、
太空探索互动体验、敦煌互动墙
面投影、未来智慧娱乐体验等
14个智能项目。

云顶集市以“云端生活微街
区”为设计理念打造，分为智慧
市集、云上礼嘉、云顶闪店、智慧
便民服务、智慧交通等六大场
景，集中展示高新科技将如何改
变购、食、住、学、行等生活的方
方面面。

两江新区礼嘉智慧体验园

身穿感应器戴上VR眼镜
就能踢“世界杯”

8 月 28-29 日，位于渝北
的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体验中
心，将举行 5G 自动驾驶科技
体验节，免费向市民开放体验
活动。

5G自动驾驶有哪些可以体
验的新科技？26日上午，记者
第一时间进行打探。

可以学驾驶的模拟器

在该场馆，会看到一套有着
方向盘、手刹和油门的驾驶系
统。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是
一台静态模拟器，可以让市民感
受自动驾驶和手动驾驶的区
别。”

为了提高驾驶的趣味性，这
套系统还模拟了多变的路面情
况，例如侧方突然有人超车，前
方出现行人横穿马路等。有趣
的是，当记者驾驶的模拟汽车在
虚拟世界撞到障碍物后，方向盘
和座位还有体感反馈，感觉好像
真的撞到了东西一样，体验十分
逼真。

智能车载系统让驾车
成为享受

在本次的5G自动驾驶科
技体验节中，记者发现了某知名
翻译机公司制造的飞鱼智能车
载系统2.0。

记者在现场进行了测试，通
过仙桃数据谷覆盖的5G网络，
这个系统可以轻松识别车主的
指令，例如当记者发出：“我想听
歌”的指令后，这个系统马上询
问：“想听谁的歌？”在记者点了
王菲的《笑忘书》之后，音乐立刻
就播放了起来。

除了语音点歌和语音导航
查询外，这个系统还有寻找美食
的功能，当记者询问：“有什么好
吃的”，该系统马上将仙桃数据
谷附近的美食罗列了出来，十分
贴心。

AR眼镜帮助安全驾驶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一种
AR辅助驾驶系统，正在调试系
统的大唐移动工作人员小郑透
露：“这是我们和安吉星联合制
作的一种辅助驾驶眼镜，能够对
看到的目标进行各种提示。”

为了让记者有更直观的感
受，工作人员小郑帮助记者佩戴
了这款AR辅助驾驶眼镜，随后
模拟了路上开车的感觉。

在汽车行驶的过程中，AR
眼镜在右上角显示路面的提示：

“注意前方有车辆，距离你3米”
“后方有车辆靠近，距离6米”
“路面有行人，请注意避让”……
这些提示的字幕不影响驾驶员
视野，让驾驶安全更加有保障。

自动驾驶将免费体验

本次的5G自动驾驶科技体
验节除了馆内的静态体验项目
外，还有室外的动态体验项目。

中国汽车研究院的曾先生
告诉记者：5G自动驾驶设置了

“8+2”的室外动态体验项目。
“8”指的是无人驾驶体验汽车，
其中2辆是无人驾驶观光车，5
辆是无人驾驶小轿车，1辆是
5G自动驾驶汽车（体验者可以
通过遥控方向盘，远距离操控汽
车在室外活动）；另外“2”指的
是现场运行的无人驾驶垃圾清
运车和无人驾驶扫地车。”

如何能够坐上无人驾驶汽
车进行体验呢？曾先生表示，他
们会在28日的体验活动当天，
在场外设置一个专门的报名点，
市民们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报
名，先到先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无人驾
驶体验汽车，将按照三条线路运
行，既可以让市民们体验无人驾
驶，还能让市民在仙桃数据谷时
少走路。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体验中心

5G自动驾驶科技体验节
邀你参与无人驾驶

本届智博会，中国智谷·重庆经开区
智能科技体验区设立了中国智谷（重庆）
科技园展示馆（位于新天泽国际总部
城）、智能科技体验区（位于科创中心）和
科大讯飞人工智能体验中心（位于科大
讯飞西南总部）等。

智博会首日是专业观众日，记者来
到中国智谷·重庆经开区智能科技体验
区一探究竟。

室外 无人装备引关注

室外，机器人表演吸引了众多观众，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现场感受未来生
活。现场有两个无人装备引人关注，一
个是无人清扫车，黑白相间的外表显得
格外憨态可掬。这款由重庆联通和大唐
移动联合打造的无人清扫车，集激光雷
达、摄像头、超声波雷达等传感器于一
体，可以实现全自动作业，在路面上完成
清扫、洒水、垃圾收集等工作。

无人清扫车的最大亮点，是利用5G
技术，将采集到的数据实时回传至后台，
从而实现监控。这样一来，无人清扫车
在作业时，便可以避开障碍物和行人。
无人清扫车同时还是一个隐藏保安，车
身前后左右都装有摄像头，可以更快应
对各种突发状况。

据工作人员介绍，清扫车一次充电
可工作约8小时，相当于六个清洁工的
工作量。它还具备AI与智能学习功能，
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收集并分析其作业
数据，逐步分析出最佳的清扫路线与方
案，优化以后的工作流程。

无人通勤车也将穿梭在园区内，为
市民带来方便。通勤车可载7人，该车

利用5G+MEC下的车联网应用，搭载
了自动驾驶系统，配合传感器以及边缘
云计算，实现了自动驾驶功能。

室内 定制个性可乐

室内5G体验展台，体验者通过各
种5G终端提前感受5G生活，通过VR
全景成像，让身在茶园智谷的体验者感
受渝中区解放碑的实时场景。

在飞象数字化车间，各工种机器正
有条不紊的工作着，一辆绿色小巧的自
动导引车游走在各个生产环节，将仓储、
生产、质检、物流等环节都通过工业级互
联网相联接，实现了全过程无人操作。

这个“简化版”智能工厂能够生产定制的
纪念品。

而此前在室外互动环节赢得私人
定制纪念品奖励的体验者，可体验一把
定制可乐的过程。体验者通过移动端
App下单，自由定制纪念品的规格，订
单信息会通过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到
达企业信息管理系统ERP，并根据现
场生产约束和交期自动排产，再经由
生产管理系统MES自动下发工单至
车间电脑，车间机器接到指令后，会将
物料上传至数控机床自动加工，再经镭
射雕刻生成产品定制信息等……最后，
一个完整的私人定制纪念品呈现在体
验者面前。

中国智谷·重庆经开区智能科技体验区

用“智能工厂”定制个性纪念品

本版稿件由重报集团记者朱婷、赵映骥、文翰、夏祥洲采写，图片
由记者胡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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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中心智慧生活互动体验区的无人超市，
顾客体验无感支付。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体验中心，记者感受AR辅助驾驶系统。两江新区礼嘉智慧体验园，市民通过VR游戏模
拟在南滨路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