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1 月 8 日

~11 日开展， 来自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4500 家企

业参展。 可行走概念车、减肥腰带、10秒清洁牙刷……

众多想的到的和想不到的“黑科技”，先后在 CES 上亮

相。

作为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消费电子展会，

CES 汇聚全球最前沿技术和产品， 更是一个看向未来

的万花筒。 这些新科技或许在多远的未来，就将一步步

渗透、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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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眼界

Discovery

超大尺寸共享全屏

奥迪公司展示的 5G 技术， 能够在无缓冲

前提下，提供超流畅的视频播放。这使得奥

迪和迪士尼合作， 为奥迪汽车的乘客提

供视频娱乐，体验虚拟现实的魅力。

现代都市人每天有相当长时

间在车里度过。 人脸识别解锁、

指纹启动、驾驶界面超大共享

全屏、 个人偏好的跟踪记录、

3D 车载娱乐系统， 这些都将

优化驾乘体验。 智能语音助手

则可以帮助你导航、 订餐厅、

安排日程、 遥控家里的电器

……多家智能电动车企业展

示了充满未来感的高科技移

动数字座舱，让出行更便捷愉悦。

以拜腾智能电动车上的

48 英寸共享全屏为例，这款超

大尺寸车载屏会根据环境光

照变化自动调节明暗，屏幕位

置经过反复论证，确保不会影

响驾驶员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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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器人

Artie 3000 是美国玩具公司 Ed－

ucational Insights 专门为儿童设计的

编程机器人，帮助孩子们通过画画学

习基本的编程技巧。支持各种形式的

自由编程、预编程。 内置 Wi-Fi 服务

器，可在需要时随时与各种类型的台

式电脑、平板电脑或手机相连。

一键遮瑕化妆

3D 打印给美容化妆业指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

向。宝洁风险投资公司设计的化妆“魔杖”会扫描脸

部皮肤，在发现较正常肤色黑的斑点后会自动打印

润肤霜和粉底“铺”在斑点上，滋润并遮盖它。可惜，

到目前为止，这款美妆“魔杖”仍停留在概念阶段。

袖珍飞行相机

航拍无人机的诞生解决了很多自拍

爱好者的烦恼，但航拍无人机大多价格较

昂贵，且体积重量不小，不便于携带。

两年前， 袖珍飞行相机 AirSelfie 的诞

生就令人眼前一亮，但其 500 美元的价格

令不少人咂舌。 在 2019 年的 CES 上，Air－

Selfie 降低了准入门槛， 其新型号 Air 100

零售价仅 99.95 美元。Air 100 拥有 1200 万

像素，主要满足自拍爱好者和拍视频新人

的需求，但电池容纳不大，一次仅能飞行 6

分钟时间。

可行走概念车

现代汽车公司展示功能

强大的概念车 Elevate，不仅

可以正常驾驶， 还能具备行

走攀爬的功能。

Elevate 为了提高救援

效率而诞生。其特别之处，就

是四条可收可放的机械腿：

放下来， 它就能用类似步行

的方式前往灾害现场， 收起

来，又变为传统轮子，奔驰在

平稳路面上。 这个独特设计

提高了车辆对地形的机动

性，进而提供高效、快速以及

弹性的救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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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与车、人、路通联

在未来万物互联的时代，每辆汽车都会有自己

的“朋友圈”，车与车之间还能建“群聊”。 高通在

CES 上展示的蜂窝车联网技术（C-V2X），将车与

车、人、路、网通联。无论是转弯视线受阻，或是前车

刹车或变道、前方出现行人，车辆都会及时提醒驾

驶员，或由车载系统自动做出准确反应，使出行更

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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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纸尿裤

韩国公司 Monit 推出的一款智能纸尿裤， 上面带

有一枚饼干大小的感应器。 感应器能通过感知湿度来

识别孩子大小便，及时通过蓝牙向手机发送提示信息，

便于父母及时为孩子更换。 这款纸尿裤还能记录婴儿

排便及睡眠的相关信息。这款纸尿裤有望在 4 月面世。

婴儿监控器

摩托罗拉公司推出新型婴儿监

视器 Halo，将 1080p 高清摄像机安装

在婴儿床上方，父母就安心在隔壁书

房加班，同时不用担心宝宝的安全。

Halo 同时支持 10 米范围的红外

线夜视系统。 除了能帮忙照顾婴儿安

全，Halo 同时能定制虚拟光线移动方

案，便于训练婴儿爬行。

已经上市，Halo监视器价格249美

元，如果要监视屏，则需加29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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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试衣间”和“试妆镜”

高科技的不断发展，让美容美妆界也掀起一

波波智能热潮。 出门该如何穿搭？ 涂什么色号的

口红和眼影？ 想换个新发型又担心不好看怎么

办？ 京东的智能“试衣间”和“试妆镜”通过虚拟现

实技术，可以切换不同的服装，看到 360 度的试

衣效果，还能展示不同色号的口红、腮红、眉笔、

美瞳等效果，不仅好玩，还能省下不少时间。

减肥腰带

三星前工

程师设计的腰

带 Welt， 真皮

皮身，看起来和

普通皮带没什

么差别，但事实

上， 这款价格

155 英镑的皮

带属于智能减

肥腰带，在一般腰带都有的功能之外，它会用尽各种

办法帮助主人维持身材。它测量腰围，记录每日进餐

数量以及每日行走步数等， 并将这些数值发送到主

人的智能手机，在腰围濒临“限度”还会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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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清洁牙刷

这款 Y-Brush 电动牙刷长得有点像弹弓和牙套的结合体，只需

要 10 秒钟，它就可以达到传统牙刷两分钟的效果。 Y-Brush 使用传

统的尼龙刷毛，凭借声波震动技术，可深度清洁牙齿表面及牙龈线

周围，有效去除牙菌斑。

Y-Brush 共有四种尺寸设计，可完美适用各种人群，贴合每颗

牙齿的轮廓。 为了达到最佳清洁效果，建议在 Y-Brush 上面挤上常

用的牙膏，使用时，将 Y-Brush 放入嘴巴，启动开关即可。

法国初创公司计划在 4 月份推出 Y-Brush，价格约 100 英镑。

会唱歌的马桶

科勒公司新款智能马桶和 Numi 2.0，支持智能照明、定制化

的清洁功能、马桶座加热以及烘干功能等。

这款马桶最奇特的功能在于，支持语音控制功能，它内置了

亚马逊的 Alexa 智能语音助手，用户可以让 Alexa 控制马桶的温

度，播放个人列表中的音乐，并让马桶的灯光与节奏进行同步。

这样说来，卫生间简直可以化身小舞厅。

便携洗碗机

越来越多人在家里配

备了解放双手的神器———

洗碗机。 但如今市面上的

洗碗机体型较大， 需要根

据厨房的尺寸定制安装，

还需要上水、 下水各种条

件的配合。

Tetra 推出一款便携

洗碗机， 尺寸和小面包机

相仿，无须连接水龙头，即

开即用。 透明的洗碗机内

部有独立的储液区域，只

需要带上它， 随便找个插

座就可以手动加水洗碗，

甚至可以带着它去度假。

预计将在年底面市，

价格约 235 英镑。

可卷曲

OLED

电视

LG 发布了全球首款

可卷曲 OLED 电视 OLED

TV R。这款产品的技术模

型， 在去年的 CES 上，LG

已经进行了展示， 这款是

该项技术的终端产品首

发。 此外，LG2019 系列人

工智能电视还增添了新功

能， 如用户可以在电视上

语音操纵亚马逊 Alexa 助

手完成各项任务。

叠衣服机

有人将洗衣机誉为 21 世纪最不可或缺的发

明，因为它让上班族再也不用担心下班后还有一大

堆衣服要手搓了。 而叠衣服机 Foldimate 誓言跟上

洗衣机的步伐，把叠衣服也机器化。

这款机器大约 100 厘米高、60 厘米宽。 发明者

表示，Foldimate5 分钟内可以叠 25 件衣服， 从上面

的入口将 T 恤、裤子等衣物放入，片刻后叠好的、像

豆腐块一样的衣服就会从下方的出口出现。

Foldimate 预计在今年有望推出。 不过，它定价

惊人，高达 785 英镑，不知道有多少消费者愿意掏

出钱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