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进博会汇聚全球好货——

大牌云集引领品质生活潮流

松下电器在第二届进博会的
展台上，有一间“生命感应室”。在
这里，通过相关设备可以检测到人
的心率、呼吸频率，再通过AI传感
器自动调整房间内的照明、室温、
湿度甚至气味，为房间营造出更舒
适的睡眠空间。

目前，松下正加快向更接地气
的生活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相
比去年主要以产品展示为主，今年
我们重点考虑的是针对中国消费
者的特点，提供更多服务。”松下电
器中国东北亚公司执行副总裁横
尾定显说，“我们不仅注重生活品
质的提升，更希望通过提供更多生
活解决方案，增进人们的健康。”

日本著名空间设计
师 青 山 周 平

表示，在松下的健康空间，高科技
融入人们的生活，生活变得更加舒
适。特别是养老空间，运用各种先
进技术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老
年人自身具备的日常生活能力，可
以在方便生活的同时，使其愉悦地
安度晚年。

“对松下而言，进博会不光是
一个展示的平台，更是一个促进我
们学习，激励我们不断思考、尝试、
实践的机会。本届进博会我们重
点聚焦于中国人居生活健康及中
国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横尾定
显表示，松下进入中国40余年，见
证了中国日益强大的过程，也感受
到中国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能力
和实力。“中国迈进新时代，这个过
程会面临很多新变化，松下希望能
够发挥自己在制造领域的专业优

势，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作
出更大贡献。”

松下：

生活解决方案更“接地气”
本报记者 朱 琳

通过 3 种不同光源拍摄头皮
与头发的高清图像，并分析头皮
与发质的“头皮发质多功能智能
检测应用”；全球首款无电池可穿
戴电子紫外线检测仪；全球首个
动态发色模拟应用……第二次进
驻进博会的欧莱雅带来了 1000
多件展品，其中三分之一是在中
国大陆首展。

欧莱雅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费博瑞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进博会对于欧莱雅而
言，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在把
好产品带给中国消费者的同时，欧
莱雅还能够获得更多的荣誉感。

作为两届进博会上最大的化
妆品展商之一，此次欧莱雅除了在
品质生活馆展出外，还首次登陆新
设立的高端消费品专区，并进驻了
法国国家馆。三馆同现，打造出本

届进博会最大的立体式“新消费”
场景。

自1996年欧莱雅在中国建厂
开始，一路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
飞。“中国速度令我惊叹。特别是
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使我们能够快
速地把产品带到中国市场，覆盖更
多消费者。”费博瑞说。

同时，费博瑞对中国消费品市
场信心满满，他表示，中国消费者
对于美的产品、美的知识充满好奇
心和探求心，并显示出很高的专业
度。这是机会，更是挑战。“当消费
者与‘美’建立连接的时候，他们会
逐渐认识到‘美’不仅是外表好看，
它可以赋能消费者，让他们更欣赏
自己、更有自信。”费博瑞说，这就
是欧莱雅的使命，不仅销售产品，
更期待通过“美”给全世界的人带
来更多正能量。

欧莱雅：

用“美”向世界传递正能量
本报记者 朱 琳

当前，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一
种共识。但传统厨余垃圾有干、
湿之分，处理起来麻烦不说，在
燃烧不充分的状态下还会产生二
恶英等致癌物质。如何处理厨余
垃圾？在本届进博会上，艾默生
为消费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食物
垃圾解决方案。

记者在艾默生的展台上看到，
一款EvolutionE300的爱适易粉碎
机吸引了不少观众围观。据介绍，
该机器采用三级研磨技术、感应马
达和微芯片控制系统，在研磨垃圾
遇到阻力时能增加扭矩，提升功
率。同时，该机器还能实现自动反
转研磨，粉碎大部分难以处理的食
物垃圾，使其研磨成细小颗粒流入
下水管道，防止没有及时将垃圾丢
掉而产生细菌和异味，提高人们的
生活品质。

除了民用产品外，艾默生还展
出了商住智能厨房解决方案。通过
先进的日程管理、精确的电耗监
控、及时的报警管理、完善的数据
分析等优势，智能厨房解决方案还
能有效保障厨房食品安全，并充分
实现厨房的节能高效。

自动化解决方案，是艾默生
展出的另一亮点。据介绍，艾默
生 Plantweb 数字生态系统通过释
放工业物联网潜能，将数字智能
扩展用于整个生产设施，能够帮
助客户实现卓越运营。在现场，
艾默生专业人员用虚拟现实技术

（VR） 向观众演示了该数字生态
系统。

从自动化解决方案到商住解决
方案，艾默生不断通过加速智能创
新，融入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变
革进程。

艾默生：

“黑科技”让生活更有品质
本报记者 徐惠喜

法国迪卡侬在第二届进博会上
全球首发了全场景RFID(射频识别
技术)盘点人工智能机器人“迪
宝”。据介绍，“迪宝”可应用于实
体商场场景内，通过搭载RFID技
术和人工智能，实现全品类产品的
自动盘点。

长期以来，实体商场的商品
类型多、数量大，货架调整非常
频繁，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自动
盘点技术在实体零售中的发展与
推广。而“迪宝”具备无人无灯
全自动化盘点，自主导航和地图
扫描，实时更新电子地图等功
能，还可支持顾客自助导航、服
务说明和自助无人结账等互动服
务型功能。

据介绍，“迪宝”同时实现了
中国市场的多个“第一”：首台零
售业RFID盘点机器人；首个商业

化RFID技术无人无灯全自动化盘
点数字化测试案例；首次在零售
业同时应用自主导航和地图扫描
更新技术；首次在零售业采用融
合深度视觉传感器与双激光 360
度激光导航避障碍技术。据介
绍，迪卡侬计划今年内在上海 21
家实体商场率先投入使用RFID盘
点机器人，明年推广至全国迪卡
侬实体商场和国外市场。

“中国是迪卡侬最重要的市
场。”这是迪卡侬创始人对中国市
场作出的评价。迪卡侬自上世纪
90年代进入中国，2003年在上海
开设全亚洲首家实体商场，目前在
全国超100个城市布局约300家实
体商场。中国正逐渐成为迪卡侬全
球转型和新零售发展创新的据点，
越来越多地承担集团全球技术孵化
的职能。

迪卡侬：

首发人工智能盘点机器人
本报记者 徐惠喜

在第二届进博会上，总部位于
韩国的全球化妆品公司爱茉莉太平
洋集团精选了 11 大知名品牌、近
400件展品参展，品牌和展品数量
均比首届进博会翻了一番。

在爱茉莉太平洋展台，能够
私人定制的化妆品体验区吸引了
众多“爱美”观众前来体验。以
艾诺碧第二代3D定制面膜技术为
例，这一技术可以通过对用户面
部扫描，获取用户脸部轮廓数
据，再利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个
性化面膜，使打印生成的面膜更
贴合肌肤。

据悉，中国目前是爱茉莉太平
洋最大的海外市场。自 1992 年以
来，爱茉莉太平洋已先后向中国引
入雪花秀、兰芝、梦妆、悦诗风吟
等品牌。目前，爱茉莉太平洋在中
国 287 个城市拥有 4300 个网点，

为消费者提供从护肤、彩妆到秀发
护理的丰富产品与服务。

为了响应中国新零售的消费趋
势，爱茉莉太平洋还不断加快数字
化进程，力求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
好的产品及服务。同时，爱茉莉太
平洋正把越来越多的产品全球首发
放在中国。

“进博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
的一大创举，对于爱茉莉太平洋来
说意义非凡。无论是对美妆的创新
需求，还是拥抱变化的速度，中国
都是世界领先的。爱茉莉太平洋不
但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海外市场，
同时也把中国市场视作极其难得的

‘试金石’。因为中国的消费人群及
需求最为多样，渠道最为丰富，数
字化发展最为迅速，并且各种新的
消费趋势层出不穷。”爱茉莉太平
洋中国总裁高祥钦说。

爱茉莉太平洋：

化妆品也能“私人定制”了
本报记者 袁 勇

咖啡对不少中国消费者而言，
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饮品，而是一
种生活的态度。在第二届进博会
上，专注于“意大利精湛工艺”的高
端小家电品牌德龙电器，展示了全
新的双豆槽全自动咖啡机。其最大
亮点是一次可制作两杯牛奶咖啡，
卡布奇诺、拿铁玛奇朵和混合卡布
奇诺，为消费者提供更完善的咖啡
解决方案，用科技诠释咖啡美学。

这款德龙MAESTOSA旗舰咖
啡机 EPAM960.75 是首次在中国
发布。德龙展台的工作人员介绍
说，该咖啡机采用双豆槽设计，可以
根据个人口味选择放入不同的咖啡
豆。每个豆槽均配备专用的磨豆
器，独立管道系统，并拥有感应磨豆
技术。在操作方面，该咖啡机采用

5 英寸超大彩屏设计，让操作使用
更为直观简便。采用的智能一键制
作系统，一键可获得 19 种饮料菜
单，在彩屏上点击需制作的饮品即
可。用户可以轻松选择不同口味、
不同杯量、不同类型的咖啡。

德龙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宗延
平表示，近年来随着中国消费者的
收入不断增长，消费需求也随之加
快升级，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市场
越来越细分，小众产品市场变得越
来越大。“欧洲高端家电原本在中
国很小众，现在市场却在不断扩
大。进博会给了德龙集团向同行、
消费者、竞争对手展示和学习的平
台。未来德龙会把越来越多的产品
带入中国，帮助中国消费者提升生
活品质、创造美好生活。”

徳龙：

用新科技创造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徐惠喜

图图①① 第二届进博会法国馆第二届进博会法国馆，，观众在欧莱雅展台了解相关信息观众在欧莱雅展台了解相关信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兴贵高兴贵摄摄

图图②② 迪卡侬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全球首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迪卡侬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全球首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迪迪

宝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惠喜徐惠喜摄摄

图图③③ 在第二届进博会品质生活展区首次参加进博会的日本资生在第二届进博会品质生活展区首次参加进博会的日本资生

堂展台堂展台，，参观者在试用护肤品参观者在试用护肤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颖颖摄摄

图图④④ 观众在第二届进博会的松下展台参观观众在第二届进博会的松下展台参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朱 琳琳摄摄

图图⑤⑤ 参观者在爱茉莉太平洋展区体验私人定制面膜参观者在爱茉莉太平洋展区体验私人定制面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袁袁 勇勇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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