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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帝思将推国内首套AI智能机器人教材
弥补中小学教育领域空白

“创业在上海”
贺海分赛点开赛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日前，记者从
位于张江科学城的上海曼帝思创新科技有
限公司了解到，预计今年 6 月，由其团队主
编、上海教育出版社认证发行的国内首套
AI 智能机器人教材将正式发行。该教材
的出版，将弥补目前国内中小学在 AI 教育
领域的空白。

新能源
“硬核”
产品引关注

教材覆盖小学到高中
今年落地 100 所学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人工智能升级
为“智能+”。这是继“互联网+”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之后，
“ 智能+”第一次出现在
报告中。作为国家战略的人工智能正在作
为基础设施，
逐渐与产业融合，加速经济结
构优化升级，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方式。
在人工智能的风口下，其相关行业从
业人员工资待遇也水涨船高。我国人工智
能领域
“人才存量小、市场需求大”的现状，
也让很多人工智能领域的公司，即使在经
济疲软的情况下依旧持续扩招，Google 中
国甚至为应届生开出 56 万元的年薪。
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成为一个
亟需解决的问题。2017 年国务院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特别提出：
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
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
教育。
作为一家专注于青少年创新教育发
展，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可编程、可拼装
教学智能机器人的高科技公司，曼帝思已
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
作权、教材版权。其编制的 K12 人工智能
机器人课程，开发研制教学用的智能机器
人，目前已在上海市黄浦区、静安区、浦东
新区、青浦区、奉贤区等的幼儿园、小学、中
学开展课程指导教学，累计为 2000 多名学
生和 200 多名教师举行科普讲座。公司目

孩子们在曼帝思的
“AI 实验室”
学习人工智能课程。
前正与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市相关
部门洽谈教育培训意向。
对于即将推出的国内首套 AI 智能机
器人教材，曼帝思董事长汤嘉敏表示，该
套教材涵盖小学至高中课程，小学版关
注 AI 启 蒙 教 育 ，初 中 版 围 绕 AI 认 知 学
习，高中版则加重 AI 设计实践。
“ 我们希
望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培养更多高智
能服务人才，满足社会对人工智能应用
人才的需求，也为学生开拓更加广阔的
成长空间。”
根据曼帝思的计划，今年教材预计发
行 9000 套，
落地 100 所学校。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AI 实验室”
发展火热
未来 5 年行业规模达 300 亿
以国家政策为依托，以机器人产业发
展为支撑，机器人教育逐渐迎来发展契
机。近日，曼帝思的“AI 实验室”还走入临
汾路街道，
以居委为据点，
让周边孩童学习
机器人设计、组装、编程等。
“去年，
我们携手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
院、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联合打造了上海曼
帝思青少年AI实训基地，
并开设全国首家中
职人工智能机器人课程。
”
汤嘉敏说，
“这次走

入社区，
是希望让人工智能教育更好融入大
众生活。
”
她还透露，
目前，
曼帝思已落地近50
家学校，
社区布局点未来也将不断增加。
据了解，少儿编程教育渗透率在中国
为 0.96%，而美国接近 45%。投资机构认
为，政策的鼓励和中外编程教育普及的差
距正为市场带来了机会。
艾瑞咨询最新发布的《中国少儿编程
行业研究报告》显示，
未来随着宏观利好政
策的不断出现，行业规模将在 5 年内达到
300 亿元。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背景
下，少儿编程教育渗透率在年轻一代家长
的推动下将大幅增长。

南潮科技：
“人工智能+物联网”赛道上的
“黑马”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位于上海的某
肥料供应企业主要生产农业所需肥料，客
户遍布全国，以大面积温室大棚客户为
主。为了实现与客户的产能对接，该企业
上线了上海南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设 备 宝 物 联 网 应 用 App，生 产 经 理 通 过
App 提供的数据，就可以发现生产工艺及
设备指标的差异问题和原因，从而解决设
备故障停机、良品率以及设备保养等问题。
目前，该企业已经逐步实现无人化生
产车间运行模式，可以对接大棚业主方的
农作物生长数据，实现了在供应端智能决
策和技术配送。

八大场景实现业务落地
作为一家物联网技术提供商，南潮信
息科技自 2015 年在张江成立起，就开始物
联网底层操作系统的研发。其自主研发的

支 持 Java 开 发 应 用 的 物 联 网 操 作 系 统
Ruff，致力于解决传统物联网应用开发问
题，降低应用开发门槛，
提高开发效率。
目前，已投入农业等领域使用的设备
宝，是南潮信息科技在 2017 年初对外推出
的，这是针对工业制造业升级数字化改造
的物联网业务系统，包括工厂设备的数据
采集、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以及设备状态
维保等，利用公司轻量级的开发和应用，
快
速帮助工厂实现智能制造升级。
“在设备端，
设备宝可以实现生产过程
中设备的实时监控、巡检点的实时反馈、维
修保养的周期计划、备品备件的有效管理
以及故障库的建立，从而让工厂的生产设
备实现智能化监控与运维。”南潮信息科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设备宝推出后，南潮信息科技利用
其操作系统及软件开发能力，又先后推出
了应用于工业、能源、农业、环测、交通等领

域的智能硬件。
据悉，目前南潮信息科技已经完成智
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农业、智能环测、智
慧能源、智慧物流、智能消防以及智能电网
八大业务场景落地。

将推人脸追踪语音识别产品
在过去的两年里，人工智能已经发展
成为最热门的科技热点之一。业界认为，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组合，可以更好地运
用于各种各样的场景，让人工智能的算法
落地，
产生更多价值。
南潮信息科技市场负责人张苏娜介绍，
公司即将推出的一款基于 AIoT（人工智能
物联网）的人脸追踪和语音识别产品，
它的
核心芯片中内置了机器学习算法，
可以捕捉
用户的微表情、
声音，
可广泛应用于商场、
银
行、
智能家居、
智能园区等场景，
比如商场或

游乐场可以通过捕捉用户的微表情来判断
用户对产品或服务的满意度。
据了解，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已成为
大势所趋，阿里、联想等巨头也已纷纷布
局。不过该领域门槛却十分高，一方面，
AIoT 需要 AI 技术，包括大数据和大规模
集群计算等；另一方面，AIoT 需要连接万
物，
进入各行各业，
这对于大多数创业者来
说都绝非易事。
基于近几年的积累，南潮信息科技在
这方面拥有了先发优势。此外，当前 AI 和
IoT（物联网）结合的产品模组，一台模组
需要花费 500 元-2500 元，南潮信息正力争
把成本控制在百元之内。
“公司准备推出的人脸追踪和语音识
别产品，其芯片可以在超低功耗下进行高
速卷积神经网络计算，预计 3 月中旬正式
对外发布。”张苏娜表示。

浦东交警向外籍人士开展交通文明宣传
■通讯员 丁宏奇 本报记者 张敏
随着行人、非机动车大整治深入
推进，浦东交通文明宣传重点逐步延
伸到特定人群。3 月 10 日，浦东警方在
金桥碧云社区，向在沪外籍人士集中
开展行人、非机动车交通大整治宣传
活动。
浦东自去年 12 月 1 日开展行人、
非机动车交通大整治以来，陆续有十

余名外籍人士因行人、非机动车违法
行为受到交警处罚。2 月 20 日下午 3
时 14 分，一名外籍小伙子驾驶电动自
行车沿东昌路行驶至浦城路口附近
时，因在机动车道行驶被在此执勤的
女交警瞿书涵发现。瞿书涵立即用英
语与当事人沟通，指出其交通违法事
实 ，并 按 法 定 程 序 告 之 其 权 利 和 义
务。这名外籍小伙子心悦诚服地当场
接受处罚。

为减少上述情况，进一步扩大宣
传面，浦东警方将帮助外籍人士更好
地了解上海交通法规摆上议事日程。
位于浦东金桥地区的碧云社区居
住着不少在沪工作的外籍人士，浦东
交警支队会同浦东出入境管理办公
室、属地金桥派出所，利用外籍人士相
对集中的休息日，开展行人、非机动车
交通大整治宣传活动。活动通过设摊
咨询、放置中英文对照展板、发放英文

交通文明倡议书等形式，从为什么要
开展大整治、警方怎么组织开展大整
治活动、大整治预期效果三方面，向外
籍人士宣传行人、非机动车交通大整
治行动。
现场有不少外籍人士站在宣传展
示板前，相互交流。民警就外籍人士
普遍关心的电动自行车牌证管理、人
行道上非机动车停放等事项作了详细
解答，
外籍人士纷纷点赞。

本报讯 （记者 严静雯）随着石油
等化石能源日渐枯竭，
环保、低碳成为
全民关注的新领域。3 月 13 日，
“创业
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暨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贺海分赛点赛
事举行。作为先进制造、新能源及节
能环保的“主战场”，30 家先进制造企
业及 61 家新能源及节能环保企业纷
纷带来了自己的拳头产品。
氟利昂是制冷剂，但也是臭氧层
破坏的元凶。因此，不使用氟利昂的
半导体制冷成为了绝佳的替代方案。
看到了未来广阔的应用场景，畅诺冷
热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军涛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杨卫华
一起，
研制了适合民用的热管理产品。
为了直观展示这个“黑科技”，刘
军涛把产品搬到了路演现场。接通电
源后不到 10 秒，热管套件上的半导体
芯片已经结了厚厚一层冰。台下的创
业导师也不禁夸赞这个产品。
“5G 时代
来临，未来电子设备的散热将迎来更
大的挑战。”刘军涛说，
“相比普通的制
冷设备，
我们这款产品能够节约 20%左
右的能耗，而且更环保。”该产品还未
正式上市，但已经收获了不少大数据
中心、
新能源汽车厂商的订单。
上海千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则带
来了垂直轴风机产品。通过改变叶片
的 角 度 ，使 得 风 能 的 转 化 率 达 到
68%。千栅能源的负责人介绍，这样
的产品在中国东北、西北等地广受欢
迎，
也能在通电不畅的非洲、海岛上为
当地居民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
除了新能源上的
“大产品”
，
一些贴
近民生的
“小作品”
也让人眼前一亮。
上海摩奇园林有限公司带来了有
机覆盖物项目。城市道路、公园总会
有一些裸露的土地，刮风天就尘土飞
扬，下雨天则泥泞不堪。有机覆盖物
取材于自然，
铺设在这些泥土上，
起到
了改善环境、修复土壤的作用。
上海星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
理吴申星则为现场的导师带来了自主
研发的露营灯具。这家外贸企业从
2015 年起专注于研发，几年来其获得
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外观设
计专利达 69 项。这款露营灯具集蓝
牙音箱、驱蚊器、充电宝等功能于一
身，还拥有应急救援的电池系统。
“对
于小企业来说，研发耗资巨大。希望
通过参加大赛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及投
资。”吴申星表示。
“我们通过此次大赛，
也积极地挖
掘优秀企业。不少初创企业的产品很
好，缺的是相关的扶持。后期我们也
将为他们提供更多资金与政策上的支
持。”此次分赛点的承办方——贺海科
技孵化器负责人程春猛表示。
为鼓励小微初创企业，在全市营
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今年大赛继
续降低“门槛”。今年全市共吸引了
7255 家企业报名参赛，报名数量较去
年增长 11.2%，报名总数与增长幅度
均创历史新高，
继续领跑全国。另外，
从今年开始，团队赛从大赛中分离出
来，创业团队可随时随地通过申领创
新券的形式获得 10 万元
“启动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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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50 份，发票代码：131001227851，起
讫 号 码 ：00720551-00720600；
（伍 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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