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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可控假肢
截肢者再生
“新肢”

智能生活
改变我们的
未来

十大黑科技创新产品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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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意念控制的假肢

各种前沿高技术，
一再刷新人们的认知
世界。黑科技，不仅炫
酷，还有足够的生活温
度。昨日的智博会上，
发布了十大黑科技创
新产品。
重庆晚报记者从
发布会上获悉，黑科技
创新产品征集与发布
活动作为本届智博会
的 系 列 活 动 之 一 ，以
“探寻黑科技 创新炫
未来”为主题，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 启 动 ，通
过腾讯网发出网络征
集 ，同 时 结 合 机 构 推
荐，共收到 1082 项黑
科技创新产品的申报
材料或推荐材料。按
照科技性、创新性、前
沿性、应用性、新奇性
的 要 求 ，组 织 行 业 协
会、高校、企业、科研院
所、风投机构等不同领
域的专家组成综合推
选组，经初选、复选、终
选，最终遴选出十大黑
科技创新产品。
这十大黑科技创
新产品，部分已应用于
实际生活中，如云从科
技的行人跨镜追踪、
“两会翻译神器”科大
讯飞翻译机 2.0 等，随
着科技进步，研发团队
对这些产品还在进行
不断地完善和升级。

可吸收的电子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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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运动功能，是人类最基本的
生理功能之一，是人独立生活和正常
参与社会活动的保障。对于上肢截
肢者，佩戴使用灵活、性能可靠的假
肢，是帮助他们恢复肢体运动功能的
重要途径。
意念可控假肢，就是针对上肢截
肢者的多自由度肌电上肢控制系统，
可满足上肢截肢者恢复基本的手、腕
部运动功能需求。
意念可控假肢集成了自主开发的
神经肌肉信号实时采集及意图识别系
统、
控制系统、
力反馈系统和多自由度
智能上肢假肢，包含接受腔在内整个
系统约 550g，是一套直觉控制、轻量
化、
低成本且满足前臂截肢者手、
腕部
功能需求的多功能仿生假肢系统。
目前，已在多名上肢截肢者身
上完成了假肢控制实验。前臂截肢
者佩戴假肢后，可辅助截肢者自主
完成多个日常生活最常用的腕部与
手部动作，如喝水、吃东西等。

长安出行邀您预约体验
L4 级无人驾驶汽车

在本届智博会的智慧小镇上，长安汽车推
出了 L4 级无人驾驶预约体验活动。作为国内
L4 级自动驾驶汽车的首次场景化运行，长安出
行也向广大市民发出盛情邀请，到智博会现场
前来报名体验。
据了解，市民可以通过长安出行 APP 以及
长安出行微信公众号报名预约。手机用户可以
点击长安出行 APP（需升级到最新版）上的“智
行”选项，再点击“马上来车”，就会弹出提醒，请
用户输入验证码，没有验证码可点击“获取”，便
会链接抽取长安出行无人驾驶体验码的 H5 页
面。
在长安出行微信公众号上，用户只需要输
入“无人驾驶”，便会直接弹出 H5 页面。在该页
面上输入用户信息后，用户同样可以抽取长安
出行无人驾驶体验码。如果抽中体验码，可根
据中签短信提示到智慧小镇进行体验。
另外长安出行在体验码抽取 H5 页面中赠
送用户价值 60 元的即行券，可在租用长安出行

分时租赁汽车时使用。得到体验码的用户，在
长安出行 APP 点“马上来车”并输入该验证码
后，就正式进入到预约体验环节，进行人脸识别
资料的提交，再输入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码，便
预约成功了。到智慧小镇上车时，自动驾驶汽
车会对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对用户的真实身份
进行认证。
成功预约后，用户便可通过长安出行 APP，
看到智慧小镇道路上，无人驾驶汽车所处的具
体位置。如果车没有在停车位等着你，不要着
急，有其他人正在体验中，一会儿就会轮到你
了。
乘坐 L4 级的无人驾驶汽车，到底是什么样
的感觉?长安出行相关人士介绍，本次体验的自
动驾驶汽车，动力均由智慧小镇里的太阳能充
电桩提供。在游客乘坐长安自动驾驶汽车游览
智慧小镇的过程中，从起步转弯、加速减速、等
红绿灯，到寻找停车位、完成停车的所有行驶动
作，
均由车辆自主完成。
本届智博会长安还搭建了集接待、生活、工
作、未来驾驶、运动畅想等六大功能体验区于一
身的智慧生活体验馆。在这个完全由太阳能供
电的场地中，游客可通
过声控系统启动智能
家居设备及室外车辆，
也可与人工智能系统
进行互动，体验人体运
动能量启动屋内智能
设备的全过程，深入感
受智能出行与绿色生
活的魅力。
扫码预约体验无人驾驶

人体的很多疾病，往往不易被发现。如果有一种
电子器件能被植入到人体内，可对人的身体状况进行
监测、疾病预警、伤口愈合跟踪等，并将信息无线传送
给医生或患者，以便采取后续措施。随后，这些器件
还可被人体体液溶解、吸收并排出，而不会造成任何
副作用。那么，这样的电子器件在疾病诊断和治疗
中，
将发挥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
近年来，科学家们利用多种可降解材料如 DNA、
蛋白质、可降解金属等来构建各种可降解电子器件，
取得了巨大进步，可降解植入式电子器件离我们的现
实生活正越来越近。
浙江大学研发的可被人体吸收的电子器件，是利
用纯天然鸡蛋白（Egg Albumen）材料和可降解金
属研制出来的生物兼容可降解非挥发性储存器——
忆阻器。这种储存器的核心材料是一层 30 纳米厚的
蛋白，
上下电极分别由镁和钨薄膜金属构成。
如果改变电极上的电压，就可将器件由高阻抗变
成低阻抗状态，反之则可达到储存信息的目的。经研
究表明，这种忆阻器可读写数百次，在干燥情况下信
息可储存三个月。当器件放入水中时，可在 3 天内几
乎完全溶解，仅留下少许痕迹。这项研究，为未来植
入人体的各类电子系统提供了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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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黑科技创新产品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产品名称

推选企业

1 意念可控假肢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2 多功能集成电子皮肤

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3 可被人体吸收的电子器件 浙江大学
4 癌症早筛 AI——腾讯觅影 腾讯
5 讯飞翻译机 2.0

科大讯飞

6L4 级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 长安汽车
7 石墨烯人工喉

清华大学

8 行人跨镜追踪

云从科技

9ET 工业大脑

阿里云

10 医用纳米机器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