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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河/整理
创意家电 无限享受 

家电

便捷咖啡机
一杯咖啡，苦中带甜。喜欢喝

咖啡的人有着自己的生活态度，但

有时候时间空间上的不允许，不能

有单独的时间来煮咖啡。这款便捷

咖啡机非常方便，瓶子本身可以放

咖啡粉，水可以用USB加热，后就可

以享受一杯热热腾腾咖啡了。

电磁加热棒
为了喝一杯热水可能常常需要

耗费一壶水的资源。德国设计师推

出了一款电磁加热棒，当你把杯子

放在底座上，然后将加热棒插入杯

中后，它就会识别杯子的材质然后

启动机器，让你很快就可以喝上一

杯热乎乎的水、牛奶或者咖啡了。

加热棒的外观简洁，方便清洗，把

它与底座直接接触就会自动关闭。

可调温电水壶
传统电水壶往往只能烧开水，

不能保温更不能选择温度。这款创

意水壶则不然，它提供了4种不同的

温度选择，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选

择合适的温度进行烧水。

创意分层洗衣机
这款创意分层洗衣机外观看起

来是一个白色的分层的圆柱体，每一

层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洗衣桶，当需

要洗涤少量衣物的时候，可以单独开

启某一层，由于每层洗衣桶体积较

小，只需少量水即可达到清洗目的。

当洗涤较多衣物时，可以将内衣、外

衣分别放进不同的洗衣桶清洗。如果

你足够细心，还可以将深浅不同的衣

物分开。另外，智能技术可确保它最

佳的洗衣粉量和用水量。

宠物摄影机
这款专为爱宠设计的摄影机

Gori，将宠物牵引绳与摄影机结合，

整体是一个牵引绳，手柄设计为一个

摄影机，可随时随地拍摄爱宠的视

频，抓拍精彩的瞬间。另外，手柄设

计了一个精致的底座，在不使用的时

候，可以将牵引绳收纳入其中。

电动吹风梳
一手拿着梳子修整头发，一手

举着电吹风吹干头发的情景，是不是

你也经历过？电动吹风梳的设计思路

便来源于此。

电动吹风梳是将梳子和电吹风

的功能相结合，可以达到边梳边吹干

头发的效果。简单的造型和人性化的

手柄设计让使用更加便捷，手柄上网

状滑动按键可透风，近距离与头发的

接触很快就能达到吹干头发的效果。

全息立体投影
Bleen公司设计的全息立体投影，

不需要屏幕就可以将需要的画面投影

在空中，而且是立体效果的画面。用

户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看到不同的画

面，更加生动、逼真。现在，它已经

可以用作体育、教育、游戏等多种领

域，不久的将来，它或许会成为像电

视一样的家用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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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全餐锅
要么没营养，要么担心安全，

还在为中午工作餐发愁吗？这款全餐

锅的出现或许是一种解决思路。

它内置3块加热板，可根据不同

的食物调节不同的温度，将食物在同

一时间煮熟。便携性强，上班族可以

带到工作的地方，吃饭的时候只要在

锅里放下米、肉和青菜然后按下“全

餐”按钮半小时后，就可以享受美味

而卫生的食物。

智能灶台
非明火的电磁炉等厨房设备虽

然安全易用，但对于大厨们来说很

难把握火候，也不知道锅的温度如

何。Samsung推出的这款智能灶台，

在炉灶内嵌了火力指示灯，会在锅

外延投射虚拟火焰，火焰的明亮程

度与当前火力大小有关系。相比于

“精准”的数字显示，这种提示方

式或许更符合大厨们的期望。

立方体取暖器
这是一款由8个小立方体组成

的可拆分的立方体取暖器。它的中

心是一个圆柱形发热体，智能模式

可自动根据室内温度调节供暖。小

立方体可将热量有效地排出，导热

材料为电热膜，低碳、安全，拆分

后可维持2个小时的供暖。

显示充电进度的数据线
设计师Kim Jinseok设计的这条

充电线在接口处设有LED显示屏，

可直接显示目前充电电量，这样充

电时再也不必经常点按Home键查看

是否充满了。

绑在鞋上的计步器
Places GPS模块能直接绑在鞋

带上，记录使用者全天的活动信

息，还可当做定位器放置在孩子的

鞋上。它具备30天续航能力，防

水、防尘。

单车GPS定位器
Sherlock是一款藏在车把内的

GPS定位锁，可在手机端实时查询

车子位置，安全隐蔽。

触感真实的摇杆帽
在游戏机上玩运动类游戏虽

然可以免于受伤，但真实感却差很

多。Joy Top推出的这套摇杆帽主打

“真实”体验，根据游戏类型，可

以选择不同材质的摇杆帽，比如篮

球、橄榄球、足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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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牙刷
Amabrush是世界上第一款全自

动牙刷，它的外形看起来不像是牙

刷，而是牙套。Amabrush通过专利设

计，能够在10秒钟完成刷牙任务。

每次充电后可以使用约30次。

产品采用Qi低功耗无线充电技

术，可以直接用智能手机的无线充

电底座充电。

防晒霜喷雾机
美国SnappyScreen公司推出的这

款360度防晒霜喷雾机，使用者在屏

幕上输入剂量、体重后，可以领取

一个护眼贴，然后站在机器中等待

机器喷涂即可。期间脚下的圆盘会

不断的旋转，全程不用动手，防晒

霜会喷涂得毫无死角。

婴儿推车用空气净化器
Brizi是一个U型枕，安装于婴儿车

上，可提供空气净化和检测。

圆形键盘输入器
这款Hunter输入器，将鼠标、

键盘、摇杆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

其特点就是在游戏或工作的时候，

手和手指以最舒服的位置进行输入

和控制，避免长时间维持一个动作

而带来太多的疲劳。

显示歌词的透明音箱
这款画风清奇的音箱采用透明

设计，可以透过它看到后面的景物。

在透明的外壳中还镶嵌了半透明TFT

屏幕，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同步显示歌

词。有意思的是，它还可根据歌曲类

型自动调节显示风格，比如抒情曲就

很缥缈，舞曲则会更动感。

鱼缸自清洁器
MOA I是一个自推式鱼缸清洁

器，内置高清摄像头可以以潜水者

的视角和鱼儿互动。MOAI由两部分

组成，两者内置的磁体通过玻璃相

互吸引，当外部单元移动时，内侧

栏杆随之移动，推动擦洗垫进行擦

洗。当电池电量较低时，它会自动

返回到鱼缸前部的充电座上。

真假商品识别器
Entrupy是一款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来识别真假的摄像设备，只

需将小摄像机放到需要检测的商品

上，然后通过定制APP来实时获取

检测结果，包括奢侈品的品牌、材

质、认证的链接、ID等。

迷你电视手机架
这款Retroduck迷你电视手机

架，能让人以更轻松愉悦的方式享

受智能手机带来的娱乐体验。尤

其是在双手还有其他事要做的情况

下，可以利用智能手机的各种功能

提供帮助，比如烹饪时看看菜谱或

教程、工作时开小窗口看片等。

智能机器人冰箱
这款智能冰箱有着随叫随到的本

事，当使用者喊出它的名字时，它就会

响应各种指令。它不仅能冰冻食品和饮

料，而且还能为你提供饮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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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信息的手机套
这款能显示信息的手机

套能显示手机里一些常用的

信息，例如时间、电量、天

气、信息、日期、温度等。

这样可以减少用户拿起手机

的次数，既能够为手机省电

又可以节约时间，同时还能

起到保护手机的作用。

室内电话亭
Framery公司发明了两款外观可

爱且具良好隔音的“室内私人电话

亭”。一款是方便个人使用的私人电

话亭，另一款是可容纳1～4人的会议

电话亭空间，每款都能按喜好选择色

彩，缤纷的色彩也为办公注入额外的

活力。除了提供多功能的工作用途之

外，内部还有可放置笔记型电脑的木

制桌椅，更能随心组装需要的家具。

SPA健身器
这款名为Water Walker& Spa的

健身器，可以让你在运动时做一个

舒适的SPA。

健身器的外形像一个巨型鱼

缸，在启动时会注入适量的水，使

用者可以选择SPA、健走、跑步等功

能，当然也可以在慢跑时加入SPA功

能，有助于舒缓关节。

高尔夫练习器
在高尔夫运动中，挥杆动作

的标准程度与稳定性至关重要。这

款训练设备Zepp将传感器贴在用户

手套上，由此来实时测量评估挥

杆速度、球杆状况、节奏和后摆角

度。Zepp的3D挥杆分析系统，通过

蓝牙实时更新使用者的训练数据。

此外，Zepp有一个容纳了众

多职业球员挥杆情况的“图书

馆”，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使用者

的数据和职业球手的差距，轻松

提高挥杆质量。

自动电梯扶手消毒器
是否曾经恐惧扶着布满细

菌的自动电梯扶手？LG Innotek和

Clearwin联合推出的这款消毒器通

过紫外线能够清除电梯扶手上99%

的细菌。在保证对人体无害的前提

下，消毒器使用波长为278纳米的

紫外线灯破坏细菌的DNA，从而阻

止任何感染细菌的传播。在自动电

梯扶手传动时，紫外线灯会自动进

行消毒。

智能厨具
想成为只要戳一下或是看一眼

食物就能知道几分熟的专业厨师？

这款智能厨具Temp由一把勺子和配套

的温度计构成，温度计的末端搭载了 

LED指示灯，既可以用在汤料中也能

在确认肉类或蔬菜时单独使用。

带补光的手机壳
LuMee Duo手机壳两侧的前后部

分内置了LED灯，相比于手机内置闪

光灯的光线更明亮且柔和，非常适

合在光线不佳的环境中进行拍照。

手机壳通过内置的电池供电，可连

续使用两小时，最低照度使用时可

续航36小时。

智能旋转餐桌
这款智能旋转餐桌和App连接

后，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旋转餐桌，

把要吃的菜转到你面前，甚至还能

语音控制餐桌旋转，比如说出“空

心菜”，餐桌就会识别空心菜的位

置并转到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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