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伤
救治

创伤病人病情如何？创伤评分是
多少？8月27日，在智博会上，一块可
视化的创伤数据监控大屏吸引了众多
目光，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将有望改变
我国创伤救治的现状，使创伤救治率
提升30%。

创伤是指机械因素引起人体组织
或器官的破坏。据统计，全球每年大
约有超过500万人死于创伤。正常情
况下，创伤病人经急救到达医院后，

医生才开始介入诊断，视创伤程度进
行处置，时间大约需要10-20分钟不
等。

应用创伤数据库系统后，医生在
进行现场急救的同时，创伤病人的数
据录入、创伤评分已经同步进行，并及
时传达给救治医院，会诊的医生就能
提前知晓病情，等伤者到达医院后就
能根据评分情况直接对病人进行救
治，提高救治率。

经过12个省市、15家医院累计
7312例创伤病人的救治测试，该系统
平均可节约急救反应时间14分钟，节
约院前时间22分钟。

“此次亮相的是创伤数据库系统
4.0版本。”创伤数据库的创始团队、英
觉科技总经理吕文虎说，该版本具有
病例录入、病例查询、区域数据管理、
数据抓取及报表系统等功能，允许用
户在线分析数据，可生成用户报告等。

据介绍，英觉科技已与重庆市急
救医疗中心成功签约，将共同推进重
庆创伤数据库中心的建设。

（南岸区融媒体中心 陈思易）

数据库提升创伤救治率

如何让陈列展馆的文物、卷轴中
的画作“活”起来？不妨去到位于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S5馆的国家文物局展
区开开眼界。

步入展厅，一幅跃动的《千里江山
图》映入眼帘。跟随画面上一只飞翔
的仙鹤，进入山水相依的画卷，眼前群
山连绵起伏、江河烟波浩渺，渔村、水
榭、亭台等静景恬静，撑船、游玩、赶集
等动景生动，动静结合恰到好处，真可

谓千里江山，一步一景。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来自故

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卷数字展示项
目。因为古画的珍贵和特殊性，宋朝
王希孟所绘的国宝《千里江山图》原作
不宜公开展出。如今，借助数字技术，
画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被复刻
到屏幕上，让更多人有机会一览这幅
传世名画的风采。

展厅的另一边，重庆红岩革命历

史博物馆也利用数字展示技术，将馆
藏油画《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搬”到
了现场。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互动展
示墙上，点击屏幕上的人物，屏幕就会
跳出“简介”“照片”“分享”三个选项，
观众可以更直观、详细地了解这些历
史人物的故事，并进行分享。

在国家文物局展区，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大数据、交互展陈技术可
谓无处不在，科技让历史“动”了起
来，“活”了起来，各种充满趣味性、互
动性的设计也大大提升了观众参与
感、体验感。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吕晓）

《千里江山图》“动”起来
数字
文创

现在患者联机“玩游戏”也能进行
康复训练！智博会上，钱璟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将一台智能医疗设备搬到了
巴南展区，患者只需绑上防护带，与机
器人合二为一，即可选择相应的模式

“闯关”进行训练。

“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是脑卒中、颅脑
损伤、脊髓损伤等患者常见的后遗症之
一，患者往往无法恢复和准确掌握步行
运动技能。”钱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康复机器人能够优化患者
大脑运动功能的重塑，帮助患者重新掌

握步行运动技能。
“往左、往左，再过去一点，好了好

了到了。”康复机器人的训练更像是在
玩一款益智小游戏，患者可置身于丰
富多彩的虚拟步行训练场景中进行步
态训练，通过步行动作控制虚拟人物。

而这台“跑步机”还自带了“闯关”
模式，可加上美妙的音乐，营造轻松生
动的训练氛围。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伍凤秋）

机器人让患者重获“行走的力量”
康复
训练

在街头或医院的一个“岗亭”里随
便站站就能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
8月27日，在智博会朗奕医疗的展示
区，一个新型的自助智慧健康（急救）
服务亭吸引了众多市民——站到服务
亭中，就能快速进行身体健康检测，并
给出就医建议。

“自助智慧健康（急救）服务亭是
我们研发的居民自助式体检系列产品
之一。”朗奕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该服务亭具备四大特点。

一是可以进行自助健康管理。可
随时随地进行医用级精准采集血压、
身高体重、BMI、血氧、体温、脉率、心
电等检测，具有智能、快速、便捷、易用
等特点。

二是可作为公共卫生急救平台。
该服务亭配有急救神器“AED自动智
能除颤器”，可提升心脏病突发患者的
急救生存几率，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

三是可作为一个中医问诊和膳食
评估平台。可通过51寸的触屏机和

用户进行问答交互体验，自助进行中
医体质辨识和中医舌诊以及每天的膳
食营养评估指导、健康问答，提升用户
的健康知识和慢病健康教育。

四是可作为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
管理平台。通过互联网和5G技术，与
当地的公卫系统和家庭医生签约平台
打通后，真正实现“互联网+医疗”，为
智慧医疗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该企业推出的这种最新型
自助智慧健康（急救）服务亭，已在四
川省中医院、统景社区医院、张家港-
金乡镇“党群服务中心”等地应用，未
来还将大面积推广。

（本报记者 王翔）

“岗亭”站站就能测健康自助
体检

乘坐低空飞艇畅游两江，最快在
后年市民就能体验到。智博会上，负
责该项目运营和飞艇信息化的重庆
中交通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重庆两江游将开展载人低空飞
艇观光旅游项目，预计2020年6月前

完成试飞，2021年可实现坐载人飞艇
游两江。

两江游，一直以来都是重庆旅游
的“拳头”产品。据了解，载人飞艇两
江游将采用“2+19型”，即2个驾驶员、
19个观众。届时，乘客们将沿着长江、

嘉陵江上空缓缓飞行，吹拂着江风，从
低空这个新视角观看山城的奇幻风
光。

采用飞艇旅游作为空中旅游新业
态，具有噪音小、视野大、飞行平稳、安
全舒适便捷的特点。载人低空飞艇在
300米以下的飞行高度飞行，采用垂直
起降的方式，无须建设机场跑道，平地
即可作为起降场，性价比高。

（南岸区融媒体中心 陈思易）

2021年载人飞艇带你游两江
智慧
旅游

27日，S2区江北馆来了一群特殊
的“观众”。他们是江北区公安分局的
民警，特意来为子元科技研发的VR警
务实战仿真训练系统“扎场子”。

在江北大剧院，佩枪民警正在巡
逻。突然发现可疑人员，上前询问、
追捕等一气呵成。在极端情况下，可
以按纪律要求直接拔枪击毙高危犯
罪嫌疑分子——这不是真实发生的
场景，却让大家不觉捏了一把冷汗，

VR仿真实训的实感体验让人叹为观
止。

据了解，民警传统训练通常靠人
工搭建场景，不仅和现实场景有很大
差异，还会受场地、天气等因素影响。

“借助VR技术，实现不同场景的自由
切换，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让民警通
过听觉视觉触觉，在虚拟环境中，高效
完成训练，提高处置能力，包括枪械使
用等。效果真好！”民警陈伟在实训后

深有感触。
2018年，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就

选择了与子元科技联合开展模拟实训
基地：公安战训基地以虚拟仿真感知
交互技术切入，带动战训展示大场景
整体规划建设；与警方开展合作，1∶1
还原装备及实地场景，让模拟训练及
突发情况处理成为可能。

目前该系统已入选2019公安部
科技成果试用目录，下一步还将探
索监控、巡逻、训练等多个领域的应
用，推动警务实训大数据全面落地
应用。

（江北区融媒体中心 赵倩）

民警展区现场抓“坏人”警务
实战

租房买房，都会因不放心而不得
不去实地看房。在智博会上，S2馆“区
域创新”展区的“如视VR”已经可以做
到VR看房，人们再也不用为了看房而
东跑西跑了。

记者了解到，“如视VR”是国内
第一个在不动产领域大规模应用三
维实景模型重建和虚拟现实的技
术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如视VR”
致力于用AI、VR和 3D重建等新技

术，有效还原出真实房屋细节，让用
户实现在画面中自由游走，打造了
VR看房、VR讲房、VR带看、AI讲房
等沉浸式智能看房体验。

有了这样的VR技术，租房和买房
将变得十分便利。看房时，通过VR设
备就可以看到所选房子的具体情况和
所有细节，与实地看房别无二致。

（大足区融媒体中心 肖国徽）

用VR看房，不用东奔西跑
智能
看房

核 心

提 示

8月27日，2019智博会进入第二天，精彩纷呈的展览令市民
大开眼界。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
术日新月异，“高大上”的智能技术，运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智
能化时代的大门已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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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用手机扫描“博物官”小程序。
通迅员 秦廷富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
27日，为2019智博会普通观众观展
日，智博会公共交通迎来了大客
流。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称，8月 27
日（截至当晚8点的数据），智博会公
共交通共计疏运乘客24.8万人次，
与首日11.05万人次相比，增长了一
倍多。

据介绍，为应对大客流，8月27

日，公交集团地面公交由225辆增加
至255辆，主要用于引导轨道交通3
号线园博园站、5号线园博中心站的
客流。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称，为确保服
务智博会的公交车全天运行安全平
稳，公交集团投用“重庆公交调度系
统(会展专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
处理等技术现场调度指挥车辆，大大

改善了现场交通运行秩序。
同时，轨道集团积极优化列车运

行，开通了茶园至悦来直达线路。6
号线、10号线高峰时段最大上线列
车数较平时增加13%和25%。6号
线发车间隔最短达到3分30秒，10
号线的发车间隔缩短到6分10秒，且
两线均备用2列应急列车，可随时上
线运行。

另外，在国博中心站、礼嘉站和
悦来站，设置了便民服务点，为乘客
提供线路出行温馨提示卡、饮用水
及问询服务，进一步方便了公众出
行。

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调度车辆

智博会公共交通运行安全平稳

智能化时代的大门已经开启

▶人脸识别系统快速抓
取人脸信息，实时对人流进
行大数据分析。

记者 罗斌 摄

▲智博会上一小观众正在体验VR。 记者 龙帆 摄

▲无人售卖机3分钟可煮出一碗小面。
通迅员 赵倩 摄

▲8月27日，智能小黄人扮演的“快递哥”吸引了不少市民。 特约摄影 钟志兵

智博会·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