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1月 17
日，参观者在
高交会上体
验VR游戏。

新华社发

� � � �在高交会上，由东风重工（十堰）有限公司和深圳市
国创动力系统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新能源矿用车首次亮
相。业内人士认为它将带动国内矿山运输行业降低成本，
助力“绿色矿山”建设。

据东风重工总经理黄星光介绍， 东风巨无霸混合动
力矿用车DF45E采用矿车专用底盘， 车长8.8米， 宽5.1
米，高4.2米，自重34吨，额定载重45吨，最大载重60吨，最
大爬坡度达到30%，是名副其实的车中“巨无霸”。整车采
用混合动力与纯电动两种驱动模式， 拥有高效的制动能
量回收系统。“它的出现填补了全球新能源矿用车的空
白，整车的高效节油特性将大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于
国内矿山运输业突破重围、转型升级和推动‘绿色矿山’
建设，都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深圳国创新能源研究院
院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茆胜说。

2016年11月20日 星期日11 时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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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科技第一展”的前沿观察

� � � � 只要搭上前往2046年的列车 ，
人们就可以找回失去的记忆。

这是十余年前一部电影的奇幻
桥段。 今天， 中国航天员已能够在
太空长时间生活， 科学家们也已成功
在脑体中植入激发记忆的芯片。

正在深圳举行的高交会上， 石墨烯
变身 “魔衣”， 塑料膜成了坚固的房子，
无人机跟随意念灵动翻飞……在这个
“中国科技第一展” 上， 只要足够认真，
人们就可以看见2046， 看到未来。

� � � � 高交会上， 一件奇特的马甲吸引了人们的目
光。这件马甲，看上去和普通衣服差别不大，内里却
“暗藏玄机”：由导电导热性能很强的石墨烯材料制
成，将高科技应用于衣服中，用温度代替厚度。穿上
石墨烯智能发热马甲，消费者通过手机APP就能轻
松调节衣服温度，定时开关。

在寒风凛冽的冬天，摆脱臃肿的羽绒服，只要
一件衣服就能御寒。

也许是炫酷的传感器大集合，高交会1号馆，柔性
传感器看起来比纸还薄，但可与多款智能硬件结合。一
个小小柔性骑行背包，只需要在背带上操作，就可显示
相应符号信息，它会哭会笑，会显示各种信息。“柔性智
能传感器未来可应用于衣服、鞋子等，让它们都变
成可穿戴电子设备。”柔宇科技创始人刘自鸿说。

� � �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2046年的某一天早上，你起
床洗漱，智能的牙刷、马桶马上就能感知你口腔、肠道
的微生物，计算形成你当天的食谱，将数据传给冰箱，
你从冰箱拿出食物， 食品营养公司收到冰箱的数据后
随即通知快递公司将缺少的食品送到你家里……

数年前，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就开始有意识地存
储自己的健康数据，并据此安排自己的饮食、运动和生
活节奏。他有一种被戏称为“大力金刚长寿汤”的混合
饮品，包含了他每天所需的能量和各种营养素。

“目前我们各个领域的智能化还不够， 包括粮
食、蔬菜、水果等食材，以及个体基因、肠道微生物、
代谢水平的信息等。”华大三生园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海峰说， 但可以想象，30年后当各方面数据库
相对比较完善，“精准营养”的时代就会到来。

不少业内专家说，未来食品“长什么样”无法预
料，但随着生物、信息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可以肯定
的是，食品、营养将越来越“精准”，人们的个性化需
求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 � � � 高交会上展示的一款集屏幕、耳
机于一体的移动影院， 能够在一个眼
罩大小的空间呈现出800英寸的3D弧

形巨幕的虚拟现实影像。
更奇幻的场景是， 一架无人机随着

操作者的“意念”升降自如、灵动翻飞。深

圳创达云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
官宋雨说，他们正在为一款“意念游戏”进
行软硬件配套，或许明后年，人们就可以
用大脑让游戏中的人物完成任务。 一些
专家预测，随着VR（虚拟现实）的成熟，未
来的娱乐将不仅是全体感， 还可能是冥
想式的。 （据新华社深圳11月19日电）

2046，世界会怎样

一件薄衫走天下衣：

营养越来越“精准”食：
� � � �建房子一定要钢筋水泥吗？答案
是： 不一定！“利用特制的塑料膜材
料，无需钢筋水泥，就可以建造体育

场馆、物流仓储等建筑，甚至包括户
外游玩居住的‘泡泡屋’。”深圳市博
德维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萧龙说。

而对中建钢构董事长王宏来说，
未来建房子就像搭积木一样。“从流
水线生产到现场化拼接，建造房子将
变成制造房子。无论材料，还是生产
工艺都会更环保。”王宏说，再用二三
十年的时间，老百姓一定会住上2.0版
的房子。

居住进入2.0时代住：

� � � �拿出手机， 点击所在地， 几分钟
后， 车便驶到面前。 数年之前不敢想
象的场景， 如今成为现实。

高交会9号馆里， 杭州锣卜科技

有限公司带来的“鸡蛋车” 安装了
GPS天线、 摄像头和雷达传感器， 让
参观者体验了一把无人驾驶的瘾。
运行时， 激光雷达、 双目摄像头、 惯

导系统、 高精定位系统、 数字化地图
等同时开启， 实现对汽车的实时控
制、 安全防护、 模式识别， 应对复杂
路况， 实现智能安全驾驶。

智能汽车正在点燃人们的想象
空间。 “未来的道路上， 将是自行驾
驶的‘汽车人’。” 智车优行首席执行
官沈海寅说。

无人驾驶成现实行：

全体感冥想更精彩娱：

“黑科技”开启新时代

� � � �看似是一个耳机，却又不止是耳机那么简单。戴上它以
后让人仿佛变身成为“未来战士”，只需轻轻一碰耳机一侧
触摸屏，清晰的画面、立体感的声效便一秒把你拉进了属于
电影里的那个世界。 在第十八届高交会信息技术与产品展
区，由深圳柔宇科技研发的3D头戴影院—Royole� � MOON
正式亮相。这款集屏幕、耳机于一体的移动电子设备，通过
独创的光学及显示系统设计， 呈现出宽达800寸的3D弧形
屏幕既视感，足以让观影者“一饱眼福”。

展馆另一侧，许多爱美的姑娘在一面白墙前驻足。她们
对着这款虚拟“试衣镜”时而伸出双臂、时而扭动腰肢，几秒
后，数十项体型数据被自动录入电脑当中，并迅速在屏幕上
还原出一个真人3D模型， 只需点击屏幕上的衣服就能马上
实现在线试衣。这款名为“云3D人体测量建模系统”的虚拟
“试衣镜”，能360度让用户看到服装与自身匹配的效果。

� � � �眼下，着眼未来的“黑科技”不断涌现，已成为中国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孵化器”。深圳高交会大多数展区就被这
些产业转化的成果所占据， 大量的高科技产品不仅点亮了
展会，更为我国构筑下一轮经济发展指明了“第一动力”。

展会上，一款新奇展示的“意念无人机”非常引人关
注。它虽然尚不能做到“随心所欲”，却让人们第一次体会
到了“意念”控制机器的神奇。

“人类的脑部活动会产生脑电波，通过‘意念机’采集电波
形成的电流分析后即可转化为手机代码， 通过处理器的转化
和计算，便能发出控制命令。”据深圳创达云睿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首席技术官宋雨介绍， 脑电技术如果与移动互联网和智
能可穿戴设备结合，“将会开启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3D头戴影院、虚拟“试衣镜”
“黑科技”实力不凡

新能源矿用车首次亮相
“耗油大户”变身“节能高手”

“意念无人机”
体会“意念”控制机器的神奇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综合新华社深圳11月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