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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沪开幕。 在开
展迎宾的首日， 本报记者兵分三路现场探营。 垃圾分类

聊天机器人、 养老 AI 智慧家居以及承担 “看家护院”

功能的智能入侵识别系统……记者发现， 与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的展品成为展会亮点和焦点， 众多展品聚焦当下

社会关注的热点。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
家级展会， 进博会也在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拓宽着

渠道。

“珍珠奶茶是什么垃圾？” “麻烦您先把它喝完， 喝不

完时请将奶茶倒入水槽。 奶茶杯身与杯盖都是干垃圾， 但珍

珠是湿垃圾。” “小龙虾呢？” “无论是一整只龙虾， 还是龙

虾肉， 龙虾壳以及龙虾黄， 他们都是湿垃圾。” ……这样的

对话， 出现在进博会科技生活展区思爱普展台现场， 解答者

是一个垃圾分类“聊天机器人”。

而为了便于演示， 现场还摆放了众多蔬菜瓜果等模具，

方便观展者进行体验。 按照展台工作人员的指引， 记者随手

拿起一只汉堡放置于投屏区， 轻击按钮后， 屏幕上便出现了

识别信息。 “81%的可能是汉堡， 属于湿垃圾， 即易腐垃

圾， 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废弃物； 61%可能是蛋糕， 属于湿垃

圾； 37%可能是甜品， 属于湿垃圾。”

“垃圾分类如何从源头实现分类的精细化， 其实一直困

扰着市民， 市民有分类意愿， 但是对于分类常识或多或少会

出现盲区。” 该套系统的软件开发负责人周科国告诉记者，

为此， 公司便着手研发推出了这款垃圾分类智能助手。

“后台其实是一个数据库， 目前我们已经录入超万条常

见生活垃圾的词条。 系统还支持多语言， 方便外国友人在沪

使用。” 周科国向记者透露， 除了辅助市民实现垃圾的精细

化分类之外， 这款聊天机器人通过多种硬件的

集成， 还能在更多场景内进行运用。

“比如这样的智能识别系统可以与垃

圾收运机器手臂结合， 当垃圾出现混投

时， 可以自动识别正确分拣， 由此减轻靠

人工进行二次分拣的工作量。” 周科国还

举例， 比如在小区智能垃圾桶上面加上

这一系统， 当市民在丢垃圾时产生困惑，

只要对着屏幕拍照或录入文字信息， 系统

就能实时帮助精准投递。

同样是科技生活展区， 在思爱普展台

不远处的英飞凌展台， 一款名为“智能

入侵识别系统” 的展出产品吸引了记者的

注意。 该系统等同于给家加了一层“防护

罩”， 可以对入室偷盗等进行及时预警。

“传统的门窗玻璃防盗系统一般仅仅是

通过声音的传感，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 比

如主人自己随手打破了水杯， 系统还是会发出报警。” 英飞

凌市场经理蔡志辉告诉记者， 为此， 英飞凌在该系统的开发

上做了专门处理， “我们不单只依靠麦克风收集爆破的音频

波形来识别小偷入侵， 同时还配上了压力传感器收集窗口或

大门被打开时的气压数据特性。”

蔡志辉解释， 这种软件算法， 经过运算判断才会发出警

告提示， 大大减少误鸣发生， 提高防盗系统可靠性。

据悉， 该系统经一年研发后目前已经走向市场， 在国内

部分城市有了落地项目。 蔡志辉透露， 后期， 他们打算结合

车载项目进行相关研发， “问世后， 这套智能系统将实实在

在给车主们带来安全感。”

除了垃圾分类， 此次展会不少展品还聚焦养老这一当下

社会关注的热点。

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养老领

域的技术运用也是精益求精。 昨天， 记者在松下展台看到着

眼于老龄化社会的一系列解决方案。 坐落于松下大阪展厅的

“无障碍小屋”， 面向 80 岁高龄老人进行人性化设计， 展示

了照顾到居住者的习惯并具备安全防备功能的解决方案。

本次进博会松下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极具关爱性和专业性

的养老生活解决方案， 主要分成住宅用养老商品和养老院用

养老商品两方面。

在“无障碍小屋” 中， 卫生间采用三扇式推拉门， 可以

从两侧打开， 开口最大可以达到 1 米， 而中国轮椅的宽度为

90 厘米， 这就意味着轮椅也可以顺利移动。

记者采访了解到， 卫生间采用的是全自动打扫卫生间

“A La Uno”， 卫生间会自动进行打扫， 省去打扫卫生间

的麻烦。

插座的位置比平常高出 20 厘米， 开关的位置比平常低

30 厘米， 设置为更加方便使用的高度， 保证在不弯腰的情

况下就可以操作。 同时， 磁性插座还可以预防跌倒事故的

发生。

在老龄化社会， 机构养老也是重要的组

成部分。 在松下的养老解决方案中， 还有

针对养老院用养老商品。 一款类似于婴儿

学步车的 AI 设备引起了许多观展者的兴

趣。 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步行训练机器

人。 作为一种行走辅助工具， 可以向对步

行心存忧虑的老年人提供帮助。

训练机器人利用独家研发的控制技

术， 通过 AI 对手柄的抓握力进行分析， 施

加对每个人更加适合的负荷， 同时采用可以

进行高度调节和支持多种抓握方式的手柄形状，

可以采用符合身体状态的姿势， 开展安全、 高效

的步行训练。

另外， AI 可以实时分析正在步行的使用

者的步行能力， 并和训练结果一起记录下

来， 向使用者提供反馈， 对编制各种申请

和记录所需的文件提供支援， 减轻护理设

施工作人员的负担。

据介绍， 上述设备在日本已经有多

家养老院开始运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消费结构将会

加速升级， 对于像优质的住宅、 养老、 饮食

等的需求将会增长。 松下聚焦于社会问题， 充

分利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提供健康养老的解决方案， 重

视居住空间和设备的功能性， 解决高龄者的生活障碍， 提供

高品质的生活。

在本届进博会上， 松下将以创造健康价值为主题， 从产

品事业的维度以及松下独有的技术两方面来展示。

记者了解到， 松下在本届进博会上的参展面积为 1000

平方米， 并已经于今年 9 月签署参加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意向

书， 充分表达了对进博会的高度评价， 以及对中国市场的坚

定信心。

据悉， 松下将于 11 月 6 日在现场举办战略发表会， 同

时期待与政府、 企业及消费者深入交流， 为解决中国社会课

题切实开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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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聊天机器人、养老AI智慧家居……进博会开幕首日，记者现场探营

展品搭载“智慧”列车到站“四叶草”

在进博会展馆内， 来自世界各

地的参展企业向来宾展示着他们最

好、 最新的产品。 一些以体验和互

动为主的产品展位前更是排起了长

队， 其中不乏一些“老面孔” 展

商。 许多展商告诉记者， 首届进博

会带来的“溢出效应” 让他们获益

良多， 因此对第二届进博会有了更

多的信心与期待。

在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有一个展位的产品明显不同于其他

展品， “未见其展品， 先闻其香”。

原来这是一家名为多特瑞的美

国精油企业， 数百种各类精油产品

摆满展区， 还未走近， 就已经香气

扑鼻。

记者了解到， 该企业并非首次

参加进博会。

该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去年就曾参加了首届进博会， 但当

时多特瑞仅有 9 平方米的展台。 今

年该企业将展台面积扩大了 11 倍，

达到了 108 平方米。

“我们这次带着近 800 支来自

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精油参

展， 可以说在我们展台内也上演了

一场‘小进博会’。” 该负责人说，

“可能与许多 500 强企业的高科技、

炫酷展台布置风格不同， 我们的画

风很温馨， 带一点点‘小确幸’。

展台内用玫瑰、 小雏菊和蕨类植

物， 搭建 4 米多高的绿植墙， 打造

出进博会中的‘热带雨林’， 通过

800 支精油和各类植物散发出的芳

香， 我们期望将我们展台打造成第

二届进博会最香的展台。 希望参观

者都能来我们展台看一看， 闻一

闻， 亲自感受一下天然植物带来的

芬芳馥郁。”

本届展会上， 多特瑞将在全球

首发一款带有中国元素的精油———

枫香树精油。 枫香树多长于云南、

贵州、 广西等地的山区， 当地的居

民深知枫香树脂的价值。 该公司表

示， 今后在向一些偏远贫困地区采

购枫香树脂原料的同时， 将积极向

当地人提供曾教授的枫香采脂技术

和培训教育， 实现从授人以鱼到授

人以渔， 精准扶贫。

谈起参加首届进博会以来， 这

1 年时间对企业的影响， 多特瑞相

关负责人大为感叹： “去年进博会

后， 多特瑞在中国的发展迎来了新

的里程碑， 多特瑞 （上海） 管理有

限公司被上海市政府认定为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 同时我们在中国的首

个工厂， 也在去年 12 月正式落

成。”

该负责人坚信， 进博会一定会

成为上海对外开放新名片， 为中外

企业带来更多政策红利。 同时， 进

博会为全球商品尤其是海外中小企

业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一个

巨大舞台， 可以说是多方、 多重获

益。

打造“最香展台” 再次参展面积扩大11倍

【溢出效应】

垃圾分类聊天机器人问世

出门在外

有“它”看家护院

AI技术勾勒“夕阳红”场景
今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