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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河/整理

创意家电 打破常规 
家电

风动力指示灯
每年因剐蹭引发的交通事故数

不胜数，为了能增强自身警示性，驾

驶者可安装这款风动力指示灯，无需

电力和线缆，可以按需装在车身一些

容易剐蹭或视野不足的地方，让后车

与行人时刻注意安全区域。

智能后视镜
智能后视Rear View Mirror(I-RVM)，

在传统后视镜的基础上集成了LCD显

示屏，通过车身后面高清摄像头拍

摄的画面就可以显示在智能后视镜

上，这样就可以消除所有盲点，让

驾驶者看到更多车辆后方的状况。

此外，它还具有防眩光功能，并大

幅提升夜间的画面效果。

智能升降办公桌
MOVI是一款智能升降办公桌，电

子升降控制台能设定使用者最习惯的

高度，从平面到立体只需一键。当

然，也能根据情况自行改变高度，让

办公效率最高，身体舒适度最佳。

笔记本便携折叠罩
有时候需要在公共场合或人多

的地方处理私人文件很不方便，容

易被人看到文件内容。Alcove是一

款便携折叠罩，可以秒建私密工作

空间，旁人基本无法看到屏幕。而

且，Alcove还有一定的聚音效果，视

频效果也更清新。

便携扫描器
X-Spect是一个只有电视遥控器大

小的便携性扫描器，能侦测物件的纤维

组成，更能辨识污渍来自哪里。并能配

合智能洗衣机提供最佳洗衣水温与程

序。不仅如此，它还可用于食物上，知

道哪颗水果已经成熟、扫描薄饼后就会

自动启动微波炉至预热状态等。

洗头机
ROOM Shampoo洗头机是为让那

些卧病在床或行动不便的人而设

计，与家用吸尘器配合，让水只在

头发直接来回清洗，相当方便。

“骑马式”锻炼机
Rodeo Boy是一款家用锻炼机，

与健身房器械不同的是，要像骑马

一样骑在上面，在“马”的震动中

保持全身稳定，这样就能锻炼核心

肌肉和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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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手表
相比于高贵复杂的机械表，

这块木质手表显得低调很多，表盘

为字母与数字镂空的设计，下方

藏着一块LED屏，看时间则通过读

取一句话来完成，比如“It is half 

past six”，低调内敛。

滚筒式擦板
很多人使用食物擦板时不小心

都会弄伤手指，这款滚筒式擦板改变

了传统擦板使用方式，即保持食物的

固定而移动擦板本身，方便又安全。

太阳能遮阳伞
这款使用太阳能的遮阳伞会，在

太阳变化角度时跟随移动。它内置有

360度的摄像头、可调节的照明系统、

扬声器以及多个充电插口，可以在仅

依靠电池的情况下使用72小时以上。

卷纸灯
日本Nendo设计工作室与Takeo公司联

合推出了一款卷纸灯：YUPO，通过将电

路印刷到耐水耐撕的纸张上实现，连同

两块纽扣电池和7颗LED灯；当将其卷成

一卷时即可发出光亮，直径越小，亮度

越大，可当做手电、台灯或吊灯使用。
智能遛狗机器人

Anthouse智能遛狗机器人可以改变

主人和宠物之间的互动方式，它会通

过App实现各种功能，包括移动停止、

速度和拍摄视频等，另外Anthouse还内

置了扬声器，主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

打开麦克风功能，远程与宠物通话。

沉浸式外放耳机
Jinwon Yook设计的Soundgear是一

款挂在脖子上的沉浸式外放耳机，当

四下无人时，它能提供更逼真的环绕

音效，而且减轻头部重量负担。

智能驱蚊器
在户外聚餐最恼人的就是那些

被食物香气吸引来的苍蝇了。这款不

依靠化学成分的驱蝇器ShooAway，看

起来像个简易型风扇，依靠两片柔软

且带有特制涂层的金属对苍蝇造成视

觉干扰，让它们远离食物。由于内置

了感应仪，金属片会自动暂停旋转，

拿取食物时也不用担心弄伤手。

甜甜圈自制机
Nostalgia Electrics推出的这款

甜甜圈自制机可以在家搭建属于私

人的流水线工厂，只要把原料准备

好，打开开关，一个个迷你甜甜圈

就会源源不断的从工厂中生产出

来，美味又健康。

iPad影院保护壳
很多人选择用iPad看电影或视

频，但单向扬声器使得它不能提供

丰富的音频输出，感官体验效果不

好。而这款iPad保护壳OIO Amp不仅

可以为ipad供电，同时也是一个迷你

iPad影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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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咖啡机
美国加州设计公司Montaag与咖

啡机修理店Kanen Coffee联手打造的咖

啡机AnZa。它最大的特点在于使用了

不常见于咖啡机的材料，例如混凝

土、可丽耐、黄铜以及木材等等，看

起来就像是一件漂亮的雕塑。

智能灭火器
这款体型较小的灭火器设计非

常人性化，方便单手把持，喷火以及

方向瞄准都很自然；另外配备了火灾

感应器和方位指示器，可以提前预警

以及告知灭火器在什么位置。

家用即时起泡机
AARKE是一款家用即时起泡

机，瓶子里的任何液体都能变身气

泡水，还能添加额外的调味剂；全

身为不锈钢材质，便于清洗。

便携式激光雕刻机
Cubiio是一款便携式激光雕刻

机，无需掌握专业的汇编指令就可

以在食物、木材、塑料等地方将

自己设计的图案通过激光雕刻的方

式雕刻在上面。值得一提的是，

Cubiio提供了预览的功能。在预览

的模式下，Cubiio会以一种强度比

较弱的激光来将图案轻微的雕刻到

目标上，可以根据Cubiio的雕刻来

调整位置和大小。

便携折叠支架灯
MESA是一款便携折叠支架灯，

为室内外各种活动而设计，提供小范

围照明，不阻碍视线和工作路径，全

身为铝制材料，防水防尘。野餐、修

理汽车等场景能从容因对。

夜光户外夹克
VollebakV推出一款夜光户外夹克，

使用高反光材料制作，能最大限度地表

明穿着者的位置。同时，夹克布料为特

殊的夜光材质，可储存一定的光能，最

长提供12小时的夜光发亮效果。

“日出日落”灯
Sergey Gotvyansky设计的这款名为 

Ra 的台灯，主要的看点是能够模拟日

出和日落的状态。灯具底座有一个主

轴，它可以带动灯头运动0到90度的范

围，当0度时灯完全为关闭状态。但当

90度时太阳为最高峰的状态，整个灯

也就变成了直立状态，光也是最明亮

的时候，反之即为回落状态。

牙刷消毒器
Puretta是一款牙刷以及其他洁

面工具共用的消毒器，最多支持4只

牙刷；采用太阳能电池板供能，紫

外线杀毒范围达99%，全方位清洁

牙刷，为全家提供一个安全卫士的

口腔清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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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洁太阳镜
Sacuba是一款运动太阳镜，它

的自洁功能非常方便，只要把眼

镜片向上推、特制的镜框就可以

把镜片擦干净，完全不需要额外

携带眼镜布。

全方位风扇
Satellite是一款有着陀螺仪结构

的全方位风扇，可通过手机定位你

的实时位置，让你在这闷热的夏天

享受无死角的清爽。

极简智能饮水机
Apas Monolith饮水机采用一体化纯

黑设计，其灵感来源于电影《2001：

太空漫游》，全身上下只有一个黑洞

提供出水口，黑洞内侧为显示屏，用

来显示当前水量；黑盒子下有智能模

块，可连接手机统计一天的饮水量，

及时发送提醒，保持健康生活。
瞬冷壶

ProntoBev瞬冷壶仅需30秒就能

把常温饮品变的冰凉可口，内部为

不锈钢材质，酒类、茶类、果汁、

白开水等均可支持，只有温度的变

化，口味仍旧。

腰带式转向灯
BlinkLight 是一款夜间骑行使用的腰

带式转向灯，另配有安装在车把上的遥控

器，简单轻便，随身携带，不易丢失。

创意三轮单车
DC-Tri可以看作是两轮平衡车

与自行车的结合体，其最大的特点

是平衡性好，使用群体更广泛，青

少年和老人都能骑。即便是长时间

骑行，也要比其他交通方式更加舒

适，让骑行更有乐趣。

空调垫子
Tony Elkington 设计的这款可以

调节温度的垫子Stratum，外形和常

见的腕垫相似，温度会直接显示在

主机正面。不使用时，Stratum也不

会占用太多空间，只要直接沿着机

器卷起即可。

办公自行车
 Deskcise Pro All in One Desk 

B i k e是一款带有桌子的健身自行

车，桌子可前后上下调节，座位也

可以调节高度，确保最合适的使用

姿势。提供8种运动强度，将健身与

工作完美结合，非常适合那些忙碌

又运动不足的人群。

智能指环
Specdrums智能指环可以将色彩

和音乐结合到一起，创造出属于自

己的独特旋律。它能智能识别颜

色，只要戴着它敲击任何有颜色的

地方，都可以出现不同的声音。无

论是衣服、彩色键盘或任何生活中

的物品，甚至可以用颜色来构建出

美妙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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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电动车
折叠功能赋予了这辆电动车

（URB-E）紧凑和便携的特点，一

次充电可行驶40公里，最高时速达

30公里，车上有放公文包和手机的

位置，折叠后能轻松带进办公室，

适合坐公交和地铁的上班族使用。

柔性屏笔记本
联想推出了一款灵活屏幕的

电脑概念产品。底部是一个传统的

键盘。键盘上方是一块可折叠的柔

性显示屏。更为方便的是，这款概

念产品可以通过声音或手写笔来与

设备进行交互。

自发电照明系统
Green-Yard 是一套自发电的庭

院照明系统，它使用低能耗的 LED 

发光面板照明，依靠秋千摇摆的能

量发电，可以在一天中提供超过11

小时的照明时长。由于无需外界电

路，使用十分安全。

茶杯USB加温器
这款由韩国设计师Young-Suk 

Kim设计的加湿器，外型是一个茶

杯。当茶杯里有喝不完而剩下的水

时，只要连接上杯碟上的USB线，

水杯就变成了一个加湿器，把剩余

的水用来加湿空气。

电子墨水键盘
这款概念键盘支持省电的电子

墨水显示，每个按键相当于一个小型

显示屏，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轻松地给键盘重新排序，或是根

据使用的软件不同，让它显示不同的

快捷键提示符号，使用非常方便。

概念投影仪
Louis Berger设计的这款名为

Orbit的概念投影系统，圆润的投影

仪本体通过磁性与小巧的支架相

连，可以轻松地改变投影的角度，

不仅能够放在桌上，还可以安装在

天花板上。它没有设置按钮，而是

将所有操作整合进了由蓝牙驱动的

遥控器内。其顶端是一块触控面

板，用户可以通过轻触或是其他复

杂的手势控制投影仪，其集成电池

能够提供4小时的视频播放。

婴儿看护器
对于刚刚成为父母的用户来说，

最头疼的就是照顾婴儿。Satu Niemela设

计的这个婴儿看护器，可以通过图像

和声音两种方式帮助父母随时关注宝

宝的一切。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能

通过手机连接了解到宝宝的情况。

智能音箱
Jingwei Dang设计的Cloudlink，集

成了操作系统、无线\有线模块、触

摸显示屏，通过云端账号（Pandora或

其他APP）来访问音乐，从而摆脱了

手机的束缚。纤薄的造型设计可以放

在房间的任何角落，并且可以随身移

动。除了播放音乐，在显示屏上还有

时间、温度、天气情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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