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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让能源更智慧更绿色

大数据支撑无人驾驶汽车上路

本报讯 10 月 16~18 日，作为第十七届西
博会重头戏之一的首届中国能源互联网大
会暨智慧能源产业博览会在杭州举办。
据了解，作为我国首个且是唯一一个以
能源互联网和智慧能源为主题的博览会，此
次博览会囊括了政策解读、学术研讨、技术
交流、展览展示、产业链接、项目对接等重要
内容，旨在为智慧能源产业相关企业、研究
单位、第三方机构提供一个宣传推广、产业
链接和项目对接的平台。

智慧能源 硬件软件捆绑销售
此次博览会，
“ 能源互联网”和“智慧能
源产业”是两大主题，参展商自然也在这两
个方面的门道里做足了功夫。
“以往企业都是以做硬件为主，现在单
做硬件无论是市场潮流还是客户需求都无
法满足需求，所以引入‘互联网+’的思维，把
硬件和软件捆绑起来是适应市场的重要方
法。”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市场部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 我们开发的灵智低
压配电智能系统方案，利用物联网、数字化
手段，帮助客户优化能源效率和设备全资产
运维管理。”利用专门开发的 APP 软件，只要
系统出现问题，故障情况就会立即以短信形
式发送给责任工程师，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
处理，系统则会把信息发送给上级主管，避
免因延误造成损失。现场，该公司负责人刻

意调整了机器的运行参数，绑定了 APP 的手
机立刻收到了短信，显示出现了什么故障。
杭州哲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流体节
能行业内的代表企业，也是浙企占领未来智
慧能源产业高地的先行者之一。该公司市
场部经理李勇清介绍说：
“ 由我们公司自主
研发的智慧能源站，基于智慧能源云服务平
台，集成了多项先进技术，实现能源管理的
智慧化，在建筑节能和工业节能中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装备的核心控制技术还获得了
2013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由该公司开发的一款名为余热宝的系
统，可以把化工厂、钢铁厂的低品位余热气
体有效利用起来，可应用于制取压缩空气、
鼓风设备等领域。
“以杭州钢铁厂为例，用这
样的系统每年回收的余热产生的经济效益
在千万元以上。环保、绿色、节能是现在智
慧能源的重要特质。
”

新能源车展现无人驾驶前景
绿色、节能作为智慧能源的重要变现，
以纯电动车为代表的新能源车自然不能落
下，而这次博览会展出的电动车却有另一个
名字——萝卜互联网智能交通机器人。
这款由浙江大学常州工业技术研究院开
发的新型代步工具不仅展示了低碳智能的
新型出行解决方案，更展示了未来无人驾驶
的前景。相关负责人介绍，借助激光雷达、

摄像头两套传感设备，可帮助车辆实现行车
路线划定和自动规避路障、自动识别红绿灯
等功能。
“ 目前，已经完成了实验室阶段，技
术难题已经大部分被攻克，但传感器的成本
相对还比较高，法律法规上的问题还没有得
到完善和支持，所以实现量产化还需要一定
的时间。
”
据悉，在“萝卜车”的手机租车软件里输
入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就可以租
车。根据手机软件，你可以找到你要的车，
也能找到你要的停车位，用完后，系统会根
据使用时间自动扣钱。
未来，在景区、公务出行、城市巡逻管理
等众多领域都会出现自动行驶的车辆，而这
些都将基于大数据平台，目前浙江大学常州
工业技术研究院开发的平台已在浙江大学
玉泉校区进行测试，未来将得到更多的应
用。
据悉，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将“互联
网+智慧能源”专门列项，智慧能源作为节能
环保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的跨界融合，发展
前景非常广阔。现阶段涌现出一批优秀的
新产品和新技术，但是作为一个新兴领域，
很多机构研发的新兴技术和产品并未得到
广泛认知和有效普及，因此，急需开展智慧
能源先进产品、先进技术的示范推广和应
用。
本报记者 孟佳韵 文/摄

看似普通家居 隐藏智能因子
2015 杭州文博会“玩转”科技元素
戴上虚拟传感眼镜体验一把虚拟过山
车，接过机器人“美女阿兰”为你送上的茶
水，不需要洗碗液的洗碗机……在日前举
行的 2015 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现场，
记者发现了不少高科技的“身影”，不少展
区展示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文化
与前沿科技融合的成果。
在未来之家展区内，与智能硬件相结
合的家居设计一一呈现在市民们的眼前，
融入科技元素的家居展品创新性地还原了
家庭在未来的各个生活场景。ITOO 智能家
居浙江运营商，为本届文博会未来之家展
馆带来了他们 HAS3.0 智能家居系统。在
ITOO 还原的家庭客厅内，看似设计简单大
方的家具，却隐藏着智慧因子。志愿者向
记者演示起了这套系统，通过点击配套的
手机 APP 内的各个图标，该套智能家居系
统可以实现对灯光、空调、窗帘的控制，并
可以通过语音提示用户当前房间内的空气
质量指数，完美地整合了用户家里所有的
设备，
全面提升了家居体验。
一款“小心眼”护眼组合的生活用品成
为展会的“靓点”，该产品首创雾化洗眼设
计，让你与“滴一滴”、
“眨一眨”的护眼时代
say bye。
“为适应当前的趋势，
‘小心眼’的整个
护眼生态将借助 APP 进行线上线下的结
合，用户通过 APP 就能一站式实现眼部护
理商品购买、护眼亲子互动、眼部护理知识
获取等需求。”该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能改变人们的眼部护理习惯，让眼部护理
更智慧、更便捷、更有效。
目前，
“小心眼-智慧生态护眼系统”获
得了亚洲 17 项设计大奖，它是由中国第一
设计团队（洛可可）设计的。拥有整合全球
研发资源创建的眼部研究中心，历时 6 个月
研发，经过 60 多版的设计修改，上百次打

样，数千人的测试体验，方便携带的“小心
眼”智慧生态护眼产品终于诞生。
在未来之家的一个转角处，被称为“傻
瓜式”盆栽的全自动植物生长机也引起了
市民朋友的关注。这款由宅耕科技研发的
全自动植物生长机采用精密的光照自动控
制系统和营养液与水分补给自动控制系
统，能够实现“一键播种”、
“ 一键收获”，让
人人可以享受到种植的快乐。
记者看到，全自动植物生长机底部有
两部分选择按钮，其中一部分是种植品种
选择，有果蔬、香草、花卉、中草药 4 个按钮；
另一部分有幼苗期、茎叶期、花果期 3 个指
示灯。种植某个品种，只要按一下相关按
钮，该设备就会自动工作，自动调节光照时
间。一位来参观的市民告诉记者，自己没
有什么养花的经验，花花草草往往很难养
活，用这款产品养起花来就不用那么操心
了，市场上有的话他会考虑的。
在推出一系列高科技文化产品和展示
的同时，记者发现，前沿科技也成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和中国文化传承的有力“武器”。
在敦煌研究院的展厅内，除了可以观看 10
多分钟的还原莫高窟三窟等洞窟真迹的
“数字敦煌”影像外，还可以看到一些仿真
的壁画。据介绍，今年首次前来参展的敦
煌研究院还携手浙江大学，以特别的精度
数字化采集技术，带来莫高窟第 254 窟《降
魔变》、第 217 窟《观无量寿经变》等还原作
品。
记者走访文博会后发现，你很难再将
一个企业简单地划分为科技企业或文化企
业，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文化+科技”的
重要性，并采取这种发展模式。
“ 文化+科
技”已成为本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
见习记者 陈路漫 本报记者 林洁

“美女”机器人
一个身材苗条的“美女”机器人“阿兰”
正在文博会上为参观市民热情地送上茶
水。这款由众德迪克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研发的智能机器人通过特定的设置，能够
轻松端送 10 公斤的物品，与观众灵活地进
行对话，还能进行大数据采集等，能够轻松
地胜任迎宾、送餐、推销等工作，被誉为“中
国好员工”
。
陈路漫 摄

意念轨道赛车
由杭州回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 Kether 意念轨道赛车亮相
能博会。
这种赛车通过大脑意识（脑电波）实现控制，通过装置分析出大
脑当前的专注力状态值，当大脑专注力值达到基础要求后，赛车就能
立即启动，专注力值越高，赛车的行进速度就越快。

“互联网+”
时代
普惠金融成主旋律

本报讯“让每一个人在有金融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及时方便地享
受到有尊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10 月 17 日，在以“普惠民生，润物西湖”为主
题的 2015 年普惠金融论坛上，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有星对普
惠金融的内涵作了这样的解释。本次论坛是第十七届西博会的参会项目。
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全球有超过 25 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40%）每天
的生活费不足 2.5 美元，其中大部分人无法获得构建有保障的生活所需的基础
性金融服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普惠金融对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越来越多的金融服务提供商、政策制定者、公益慈善组织及其
他机构已经意识到推广普惠金融的重要性，都在寻找创新方法，改善低收入人
群获取金融知识、得到金融服务的环境。
“普惠金融不是捐赠和免费，而是要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客户。普惠金融不
仅仅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它的真实含义是要对所有的客户提供金
融服务，普惠金融的对象是有劳动能力的可信的低收入人群。普惠金融服务
大众，服务低收入群体，但该群体应具有可信用基础，哪怕破产也得诚信经
营。同时，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应该成为政府和社会救济的对象。普惠金融
并不是简单的扶贫。”李有星表示，普惠金融主要服务于中低收入群体和小微
企业，开展的仍然是金融业务。但是，与传统金融业务相比，盈利性目标明显
偏弱，一些从事普惠金融的机构可能无法盈利。在我国，多数情况下也是本着
保本微利的方针，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但是，金融市场存在
失灵现象，从长远来看，政府必须充分运用“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必要引
导，通过有含金量的财政政策对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实行有效的、间接性
的支持。
“能胜出的保险公司是始终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不断提供令他们满意和
高品质服务的公司。”作为大都会人寿中国 CEO，谭强现场介绍了大都会人寿
基金会制定的以“金融普惠”
为中心的新战略计划。
他指出，互联网为传统金融机构插上翅膀，为跨界合作打造更好客户体
验。
“保险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优势。传统金融加上互联网，
它能够提供更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同时它还让对互联网熟悉的这部分人进
来，插上互联网金融的翅膀。保险也可以普惠金融，用最适中的价格让人获得
最适合的服务。
”
本报记者 何飘飘

拥抱智慧杭州
——第十七届西博会经贸科技大会主题展侧记
10 月 16 日，科技味十足的第十七届中
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经贸科技合作大会
主题展开馆活动在杭州世贸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一大批新奇科技产品给广大市民带
来新的生活体验。在场的市民们争相与它
们进行亲密互动。

模拟飞行器为航空小镇造势
在重点展示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成果的智慧产业·创新馆里，杭州三大省级
开发区之一的建德开发区展区内，飞行模
拟器让前来体验的市民感受了一把飞行的
乐趣。这款由杭州惠智科技结合动感程序
和微软模拟飞行软件设计而成的飞行模拟
器在本届西博会上承担着重任：为建德正
在打造的特色小镇——航空小镇提前造
势。
建德经济开发区（寿昌镇）招商局的黄
群告诉记者，航空小镇毗邻千岛湖，加上寿

昌温泉这个浙江高品质硫温泉，因此航空
旅游将成为航空小镇的主打产业。从千岛
湖通用机场起飞 5 分钟后就可以看到千岛
湖的秀丽风光，
“ 空中游览千岛湖”这项旅
游项目在未来的 3~5 年内将实现常态化。
据介绍，紧邻寿昌城区的建德千岛湖
通用机场，是目前浙江省唯一正常运行的
通用机场。机场管制空域范围为高度 1200
米以下，面积约 4500 平方公里。这样广袤
的空域，是开展低空专场飞行、旅游包机和
私人飞行的绝佳航线节点。依托航空优
势，寿昌将建成集通用航空组装制造、维
修、培训、航空旅游、航空展览及航空体育
赛事为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航空小镇。

教育类 APP 受关注
作为目前唯一一款支持新高考专业选
考科目查询的 APP，
“ 圆橙导师”此次亮相
西博会，得到了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市长

张鸿铭等领导的赞赏和支持。在听取了
“圆橙导师”负责人对产品的相关介绍后，
市领导希望该 APP 可以为莘莘学子提供更
完美的高考服务。
记者了解到，
“ 圆橙导师”APP 是一款
基于移动互联网方式，为高中生家庭、准大
学生提供基于大学志愿、专业选择、科目提
升、专业指导、学业规划等一系列基于线上
专家咨询及大数据信息服务的 APP。
“‘圆橙导师’会从性格测试开始，让学
生了解自己到底适合什么专业和职业，同
时了解这个专业的能力要求、薪资水平、行
业前景及发展方向，再从专业的匹配去了
解相关高校的专业特色、招生情况及高考
科目要求等政策信息。此外，还可以了解
各个专业的选择热度和高考科目的选择热
度，让学生能够很方便并且全面的了解有
用的信息资讯，手指一点，心中了然。”
“圆
橙”创始人之一的应晶对记者如是说。
见习记者 陈路漫

昆山乡村休闲旅游推介会在沪举行

9 月 21 日，由昆山市政府与国际休闲产业协会共同主办的昆山乡村休闲
旅游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本次推介会以“乡伴好时光”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昆山乡村旅游的丰富产品和优越资源，进一步打响昆山乡村旅游品牌——“乡
伴好时光”和昆山民宿品牌——“宿盟昆山”，推动昆山乡村旅游发展迈上新的
台阶。昆山市副市长汤土云介绍了昆山乡村旅游发展概况及开发重点载体。
因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昆山已经多次荣获最佳中国魅力城市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