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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博会看百姓生活六大新趋势
用 3D 打印、根据每个人的面部定制的面膜用过吗？ 氢燃料电池汽车开过吗？ 硬币直径般长短的心脏起搏器见过吗？
造福人类是科技创新最强大的动力。 日前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随处可见创新因子 ，包罗 万 象的进口 产品 吸 引人 们频 频驻 足，透 过 这些 展品 ，可以 更 清晰 地看 到百
姓生活的新趋势。

们不时拉开车门试乘。
展会上， 智能产品遍布进
博会各大展区。 吸引眼球的还
有雷克萨斯品牌带来的自动驾
驶汽车； 德勤展示的反洗钱机
器人； 富士胶片结合图像处理
和人工智能技术， 带来的可帮
助提升临床医疗诊断水平的
REiLI 项目等。
跟随技术变革脚步， 移动
设备、智能家居、智能家电等许
多产品已经或即将进入百姓生
活，自然语义识别、人脸识别等
大量人工智能技术将被更广泛
地运用于智能设备， 应用到家
居生活里。

更品质，
消费质量不断提升

更个性，
生活需求细化、多元
6.1 展 馆 韩 国 爱 茉 莉 太 平
洋集团展台上， 人们睁大了眼
睛看演示人员使用 扫 描机 器。
先用机器对全脸进 行扫 描，再
深度测试分析皮肤，最后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面膜， 一张完全
贴合人脸的定制面膜便完成
了。 这是 3D 打印面膜技术第一
次在中国亮相。
定制， 已经成为本届博览
会展品的关键词之一。 同样在
美妆领域受到关注的还有法国
欧莱雅兰蔻带来的定制粉底液
等；在旅游领域，泰国旅游公司
带来了私人定制游服务； 德国
瓦克集团带来的口香糖 3D 打
印机， 可以为消费者定制任何
口味、任意形状的口香糖。
中国已迈入以消费者体验

为中心的新阶段，个性化、专业
化的诉求，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企
业的产品方向，影响着消费的未
来趋势。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总裁
高祥钦说，中国消费者对美的诉
求越来越细化和多元，更多个性
化产品和服务将涌现。

更多样，
消费选择面越来越宽
在食 品及 农产 品展 区 内 ，
挂着交易商牌子的专业“猎头”
来回穿梭伺机挑选“尖货”。 埃
及的锡威枣、加拿大的枫树水、
巴拿马的香蕉、 阿根廷的牛肉
……超过 4000 件 食品 和农 产
品展品， 近半都是第一次进入
中国。
未来，人们坐在家中，就可
以买到全球各地的 特色 商品 。
不仅是食品，在汽车展区，全新
旗舰车型柯迪亚克在进博会全

球首秀；美妆领域，欧莱雅带来
了超过 500 款产品和技术；家
电领域， 松下的透明电视看着
就激动人心。
博览会上，来自全球最先进
的技术、产品和服务，让中国人
在家门口就可以挑选来自世界
各地的产品；开放的中国，欢迎
中外企业的融合与竞争，这也将
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
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不断增强人们的获得感。

更智能，
未来生活将有更多便捷服务
智能限速识别、 主动盲点
监测、车道保持辅助、扩展交通
标志识别、 带跟停续走功能的
自适应巡航……集诸多自动化
功能于一身的 DS7， 虽然已经
进入国内市场， 但喷涂亮眼黄
色的展车， 还是吸引着采购商

“这种火腿口感非常好，脂
肪和肉的比例搭配 恰到 好处 ，
切得越薄口感越好。 ”展会工作
人员刘女士趁工作间隙， 来到
西班牙伊比利亚橡果火腿前试
吃了起来。 这是她第一次品尝
到伊比利亚橡果火腿，“品质相
当不错”。
品质化， 是本届博览会无
处不在的气息。 英国纪娜梵展
台里的定制女鞋 闪 耀全 场、日
本索尼的灯光音响设计感极
强、 杜邦公司用于运动以及辅
助医疗目的的智能运动服饰充
满未来范儿，这些产品的进入，
将再度提升国人生活品质。
一叶可窥秋，“口粮在进口
食品中的比重越来越小， 高端
油脂、 高端食品进口份额逐年
扩大， 体现了中国老百姓的消
费能力、 消费需求已经上来
了。 ”中粮集团总裁于旭波说。
未来的消费， 必将是品质不断
提升的消费。

更健康，
追求高品质医疗服务
7.1 展馆美敦力展台上，人
们围着一个小 物 件看 个不 停。

它叫 Micra， 是目前全球最小
的心脏起搏器， 体积是传统心
脏起搏器的十分之一， 只有硬
币直径那么长，无导线、无囊袋
的设计可以实 现 微创 植入 ，极
大减轻患者痛苦。
享受更高品质的健康正成
为国人的追求。 在医疗器械及
医药保健展区， 许多企业都带
来了尖端科技。 比如，医科达在
进博会发布全球首台高场强磁
共振放疗系统； 诺和诺德公司
全面展示了其在糖尿病及相关
领域的创新研发成果等。
随着医疗领域对外资股比
限制放宽政策的推进， 医疗企
业也将更多地输入先进的医
药、医疗器械和健康产品。“让
更多海外医疗 机 构进 入中 国，
将惠及更多百姓。 ”北京盛诺一
家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长蔡强说。

更绿色，
环境友好型消费将成时尚
加注 燃料 仅需 5 分钟 、续
航里程 800 公里、 二氧化碳排
放量 0……韩国现代展台上，氢
燃 料 电 池 NEXO 展 车 外 形 低
调，与一般的小客车无异，却因
为技术先进、 对环境友好的特
色，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绿色消费， 正在成为国人
消费新趋势。 展会上，丰田甚至
为迎合绿色消费的理念， 在展
厅里搬进了一棵树。 与此类似
的，芬兰带来“树木做的汽 车”
也因其车身制造材料、 动力燃
料等都来自树 木或 可再 生，受
到诸多青睐。
时代在发展， 人民群众对
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 越
来越多的人希望生活在美丽舒
适的环境中。 绿色发展理念的
深入人心， 迫使企业更多地生
产绿色产品， 这也极大地丰富
了百姓的绿色消费品类。
/ 新华社

进博会里的“
未来范” 正全面“
入侵”你我生活
会飞的汽车、口香糖 3D 打
印、“人机对战”乒乓球机器人、
婴幼儿专用核磁共振仪……正
在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传递着“未来已来”的强
烈讯号。 畅想今后生活，你我的
衣食住行将被一大波极具未来
范儿的“尖货”“入侵”。

汽车不仅能飞，还能给家
庭供电
在博 览会 的汽 车展 区 ，一
辆来自斯洛伐克会飞的汽车被
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这款
汽 车 由 斯 洛 伐 克 企 业 Aeromobil 研发， 从驾驶模式转换
至飞行模式用时约 3 分钟。
“这款车的两个翅膀科技
感十足， 既能在路上跑又能在
天上飞。 有了这样的车，以后从
武汉到上海， 是不是就省去了
先乘飞机再换汽车的麻烦了？ ”
来自湖北的汽车爱好者秦先生
说。
除了会飞， 汽车还有什么
新技能？ 那就是“变身”成一个

巨大的“充电宝”，在紧 急 情况
下给家庭供电。 记者在日产汽
车的展台看到，通过智能互联，
与电力调节系统配合使用 ，电
动汽车可将存储在大容量电池
中的电能供应给家庭和建筑
物， 这不仅可用作应急备用电
源，而且还可避开用电高峰，并
对可再生能源进行高效利用。
未来出行方式正不断向我
们涌来： 比如韩国现代汽车的
新一代氢燃料电池汽车 NEXO，加氢只需要 5 分钟， 一次便
可行驶 800 公里，在零下 30 摄
氏度的低温环境下可以顺畅启
动；丰田的 e-Palette Concept
行动服务电动车， 可布局成共
乘共享、 旅馆甚至零售商店等
样式；而备受关注的无人驾驶，
更是成为本届博览会上多家车
企努力迈进和开启竞跑的目
标。

口香糖3D打印、 乒乓球
机器人，你的快乐你做主
坐在智能客厅里，嚼着 3D

打印口香糖，看着透 明 电视 播
放的大片，还可以再与乒 乓 球
机 器 人 来 一 场 “人 机 对 战 ”
……这样 的 周末 是不 是很 潮 、
很酷？
记者 在博 览会 上看 到 ，由
德国瓦克集团带来的口香糖
3D 打印， 采用了全新 CAPIVA 预混型口香糖胶基， 可使
口香糖的形状不再局限于条
状、粒状或块状，也可添入果
汁、咖啡或植物提取物 等众 多
水基天然食品配料，能 够赋 予
口香糖个性化的颜色、形 状和
口味。 相比传统口香 糖，用 此
技术制作的口香糖黏度 低，容
易从物体表面移除。
此外， 欧姆龙展台的新一
代 FORPHEUS 乒 乓 球 机 器
人，能“耳听八方”“身手矫捷”
地与对手一较高下；松下 展台
的透明电视被围得水泄 不通 ，
不少观众忍不住来回前后寻
秘； 博世展台一款触屏电磁
灶，只要手指轻轻点击，就能
调节 4 个灶位的温度，还有儿

童锁，成为家庭主妇生 活的 好
帮手……
博览会上， 人工智能贯穿
各功能区和展区，一批未 来感
强、 互动性好的服务机 器 人，
让 人 们 切 身 体 验 到 “人 机 同
行”。 与此同时，智能家居、智
能 家 电 、VR 与 AR 也 遍 布 消
费电子及家电展区，全 方位 展
现未来科技让生活更快乐 、更
便捷。

有“颜值”更有“智商”，你
的健康它守护
全球最小的无导线心脏起
搏器、最薄的可穿戴式血压计、
首台婴幼儿专用核磁共振 仪，
在博览会上， 高科技医疗健康
产品令人目不暇接。
随着 老龄 化社 会的 到 来，
高血压困扰着不少人群和家
庭。 与以往看到的血压计不同，
记者在欧姆龙展台看到， 这款
血压计不仅“颜值”高，外观如
同一个智能腕表，而且“智商”
高，具备实时监测功能，且设有

普通闹铃、服药、测量三种类型
提醒， 一旦监控到危险情况就
会向患者腕部施压提醒， 并通
过手机 APP 同步推送警告，将
数据发送给患者的医生。
“中国已进入大健康高速
成长期，市场潜力巨大，我们希
望通过博览会这个世界 舞台 ，
加快让更多医疗科技产品惠及
百姓健康。 ”欧姆龙健康医疗全
球 CEO 荻野勲在接 受记 者 专
访时说。
除了医疗器械， 记者在跨
国医药企业诺华展台上 看到 ，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运用于分子
可视化， 可助力科研人员研究
复杂的分子结构、 设计创新药
物，加速新药研发。
随着百姓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对科技
健康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记者
在现场看到，不仅是传统 医 疗
企业，连丰田也有涉及健 康领
域，比如一款机器人正 在 现场
演示如何扫描人体身体状况
并给出答案。
/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