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家具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
特别是在狭小的空间内，不能更好用
力，还可能扭伤腰部。所以我想要研制
一种轻巧的搬运工具。”成都市石室联
合中学的初二学生孟子鸣说，他的小
发明灵感源于生活。他所发明的独轮
千斤顶结构非常简单，只有一个万向
轮，万向轮上方是一个杠杆结构。

虽然体积小，这个千斤顶却能移动
重物。孟子鸣介绍，无论家具大小，只用
放置三至四个独轮千斤顶，就能有效将
家具抬升并移动，使用起来非常省力。同

时由于制作成本低，还利于市场推广。
小小年纪的孟子鸣在小发明上已

经相当多产了。小学期间，他的“水与
声波”实验、“磁悬浮”实验、“全息投
影”实验以及制作的“激光雕刻机”，已
经迈出了在科学探索上第一步。而独
轮千斤顶则是他在中学时期的第一件
作品。2017年，他的这一新发明项目在
第33届成都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
获得一等奖和“英才奖”，在2018年第
33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
代表着最高荣誉的“科协主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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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还有变脸机器人的表演。四
川迈瑞可科技有限公司指导小学生制
作的变脸机器人，将川剧变脸元素与
现代感十足的机器人进行结合。观众
举起双手一挥，机器人在感应到指令
后，即可实现变脸表演，童趣十足。

“创新星空间”致力于发动海内外
创客提供配套资源，利用创意设计、软
件开发、硬件制作等开源共享平台，现
场开展创意设计、创作与加工制造等
互动体验活动，让人人都能发挥创意、
参与创新、成就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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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华是华阳中学高三的学生，
他和团队带来的新发明是共享单车非
接触新型开锁模式。从高一下学期的
暑假到今年暑假，刘德华和班上另两
名同学组成的创新小团队用两年时间
研发出一款APP，能用蓝牙进行用户与
单车之间的通信。

“平时注意到学校周围有很多共享
单车出现各种管理问题，比如二维码损
坏，被贴上广告二维码，锁被破坏等，我
们才想发明一种新的开锁方式。”刘德
华介绍，团队按照软件和硬件的不同领
域进行了分工，他所承担的分工是编写
软件，两年后，才终于拿出成果。

刘德华告诉记者，使用非接触新

型开锁模式，用户无需借助二维码、车
牌号就能解锁共享单车，同时改进单
车内部结构，通过收放脚架巧妙地完
成电子锁的开关，避免用户停车后忘
记关锁，改进现有电子锁装置，杜绝单
车被违规占有，增强防盗能力。

新颖的小发明能不能进入市场成为
产品？刘德华透露，他曾与摩拜单车副总
裁周亚见面，希望未来自己的小发明能
进入市场，真正改变大家的出行体验。

对于未来的计划，刚上高三的刘
德华坚定地说，“肯定会读计算机专
业！”他把目标设在了电子科技大学，
希望学以致用，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
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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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脸机器人、独轮千斤顶、新型共享单车开锁模式……

“创新星空间”亮相
成都小创客，了解一下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有一
群“蜘蛛人”爬在高楼间做建筑清
洁，“一桶水、一根绳、一块板”是
他们的作业方式。在水下，则是一
群“蛙人”戴着面罩、备有脚蹼、橡
皮衣、氧气筒，担负巡查任务。

如今，双创周上的黑科技足
以替代“蜘蛛人”和“蛙人”的艰辛
工作。成都商报记者在展会上看
到，高空作业机器人、爬壁机器
人、水下机器人已经将作业范围
覆盖到海陆空，通过操作人员的
后台控制，自主完成作业，效率比
人类还高。

上海霄卓机器人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可替
代艰苦、繁重、高危的人工高空作
业，它是国内第一款可商用的幕
墙清洗与检测机器人，悬在空中、
贴着幕墙，机器人就开始工作了。
配合各个传感器和控制技术，操
作人员可以一键运行，机器人自
动完成空间定位、清洗、越障、故
障上报等工作，可实现一人监控
多台设备。“一天清洗面积约为
1200平方米，一台机器至少可代
替4人。”工作人员介绍，高空作业
机器人不仅清洗效率高，还有一
大特点是安全性能高，当风速过
高、拉力异常时会启用异常情况

自动报警技术。
武汉江岸区岱家山知识产权

生态小镇带来的爬壁机器人和水
下机器人解决地面和水下作业。
爬壁机器人的履带如同磁铁一般
紧紧吸附在金属上，能附着50公
斤的重物，在90度的金属墙面上
垂直攀爬。机器人的“眼睛”是摄
像头，将拍摄的视频实施传输到
后台，接到指令后，背负的高压水
枪、探测仪、扫描仪可以自动进行
处理。“目前爬壁机器人主要用于
舰艇检修，高压水枪除锈或者巡
检。”工作人员介绍，因为爬壁机
器人操作简单，表面处理效率高，
不需要人工打磨或喷砂除锈就能
涂装，实现了为舰艇外壳“洗澡”、

“穿衣”自动化。
“水下机器人能下到水深100

米处做检测，4个摄像头拍摄高清
图像。”工作人员介绍，大坝在水
压的冲刷下免不了损伤，过去由

“蛙人”潜水检测的内容现在可以
由水下机器人作业。由于工作环
境涉水，水下机器人对通讯设备、
摄像头、推进器等设备也有较高
的要求。在“眼睛”后面，还有高压
冲水泵，“水下遇到泥沙水草，可
能影响摄像头拍摄，这时候高压
冲水泵自动冲刷，保证视线。”

“我们将采集300个点位的数
据，每个点位6张照片，合成360度
VR全景地图，让大家足不出户看
现场。”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现
场看到，“@活动周”信息采集的
工作正在成都主会场展开。

“@活动周”是在双创周期
间，同步建设的线上活动周平台。
利用360度影像制作与还原技术，
针对重点项目、重点活动开发线
上体验项目，并分别上传至全国
活动周网络平台和成都主会场活
动网页，实现全面的在线体验。平
台将打造双创政策、双创成果、双
创服务、双创交流四位一体的服
务，在活动周期间以及后续一段
时期，以在线互动等方式引导公
众更好地参与、体验和回味活动
周，形成长久的可持续性社会效
应。

对于无法前来现场的市民和
创客来说，线上平台也可带来真

实体验。在这里，VR360度全景地
图和视频直播两大内容将使公众
足不出户即可到达会场现场，直
观感受了解到现场重点活动、项
目。其中，VR360度全景地图实景
导览，结合图文、视频，直观展示
会场的展区、论坛分布位置，可为
观众提供精确地图导览服务，还
可智能生成参观路径。游览过程
用户可以自行选择路线。在逛展
过程中，你还可以点击收听或观
看重要内容的图文、视频讲解。同
时，公众还可以根据时间排序进
入视频直播，选择观看双创周期
间主会场和分会场的各项会议和
活动的线上直播。惊喜的是，吉祥
物独角兽“壮壮”、熊猫“蓉蓉”还
将在此担当虚拟主持人，带领观
众参观各大展区、重点活动，增加
与用户互动。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摄影
记者 刘海韵 张直

一大波机器人来袭，覆盖“海陆空”

2018 年 全 国
“双创”活动周主会
场活动，今日在成
都拉开帷幕。创业
乐天府、创新星空
间、黑科技每日秀
……系列活动将展
示近年来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热潮下所
取得的前沿成就，
还将展示在新的历
史起点下，创新创
业的发展方向。

在各大高科技
企业、平台、项目各
展风采的同时，来自
成都的中小学生也
作为新生力量的代
表，亮出了创新发
明。展区特意设置

“创新星空间”，包括
“梦想家实验室”、
“创新云学院”和“少
年创客星”三大主题
体验区。在这里，大
中小学生通过系列
实践，全面开启双创
的科普引导，充分发
挥青少年的自主创
新能力。

变脸机器人、
独轮千斤顶、新型
共享单车开锁模式
……成都娃的发明
亮相双创周，既是
一个分享个人技术
发明、创意设计作
品的舞台，也是一
个建立个人产品与
外界受众的联系，
面向大众打造一个
互动分享、成果转
化的交流平台。同
时，双创周联动多
地大中小学生参与
到本次实践活动
中，描绘想象、创意
逐梦，携手构建充
满无限可能的“创
新星空间”。

360度VR全景地图
“壮壮”“蓉蓉”带你足不出户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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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简单的独轮千斤顶 移动重物变得非常省力

不用二维码就能解锁共享单车 他带着发明见摩拜高管

观众举起双手一挥 这机器人就能表演川剧变脸

看

紧接01版 对高耗能、
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和
面临去产能任务等产品
出口退税率维持不变。
进一步简化税制，退税
率由原来的七档减为五
档。会议同时确定，为进
一步加快退税进度，对
信用评级高、纳税记录
好的出口企业简化手
续、缩短退税时间，全面
推行无纸化退税申报，
提高退税审核效率。优
化退税服务，帮助企业
及时收集单证申报退
税，尽快实现电子退库
全联网全覆盖。鼓励外
贸综合服务企业为中小
企业代办退税服务。坚
决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行
为。通过采取上述措施，
今年底前将办理退税平
均时间由目前13个工作
日缩短至10个工作日。

会议指出，下一步，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更好体现住房
居住属性，一是按照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新
的三年棚改计划，督促各
地加快开工进度，加大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严格工
程质量安全监管，保证分
配公平，确保按时完成全
年棚改任务。二是严格把
好棚改范围和标准，坚持
将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
户区和国有工矿区、林
区、垦区棚户区作为改造
重点。因地制宜调整完
善棚改货币化安置政
策，商品住房库存不足、
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市县
要尽快取消货币化安置
优惠政策。三是各地要
严格评估财政承受能
力，科学确定2019年度
棚改任务。保持中央财
政资金补助水平不降
低，有序加大地方政府
棚改专项债券发行力
度。对新开工棚改项目
抓紧研究出台金融支持
政策，严禁借棚改之名
盲目举债和其他违法违
规行为。对棚改建设用地
在新增用地计划中予以
保障，通过拆旧建新、改
扩建、翻建等多种方式，
让更多住房困难群众早
日住进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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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式异构-医学影像AI技术

布展现场的智能轮式移动机器人操作平台

参展的羽毛球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