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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科协联合工业与信息

化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举办的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的 11月

23—25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

国内外机器人技术与产业领域的

一次盛会。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协同融合

共赢，引领智能社会”。大会包括

2015世界机器人论坛、2015世界机

器人博览会以及 2015世界青少年

机器人邀请赛3项活动。大会将充

分体现面向未来的特征，增强国内

专家学者与国际同行在产学研方

面的研讨交流，把我国专家学者推

向国际学术舞台，让社会公众了解

机器人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未来，力

争每一项活动都能取得不同形式

的成果。

中国科协还将与工信部建立

长效机制，在机器人领域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共同推进我国机器人技

术与产业的健康发展。

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

明珠”，更是衡量国家创新能力和

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纵观

当今科技和产业发展态势及主要

国家的战略走向，机器人技术及应

用已成为必争领域和未来竞争的

制高点。美国再工业化和工业互

抓住时机抓住时机、、发挥优势发挥优势，，
引领智能社会发展引领智能社会发展

尚勇尚勇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联网战略、德国“工业 4.0”战略、日

本《机器人新战略》、欧洲“火花计

划”、法国《新工业法国》、《中国制

造 2025》等，均折射出各国在新的

竞争赛场中抢夺游戏规则主导权

和塑造新优势的决心。而在更大

范围内看，以机器人技术为代表的

信息、制造、能源、材料、认知等科

技的融合汇聚创新，正启动一场新

的变革浪潮。

从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来看，

全球机器人发展有四个特点。

一是全球市场快速增长，工业

应用独占鳌头。据国际机器人联

合会（IFR）统计，2013年全球机器

人市场总规模达 342.7亿美元。其

中，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约为 290
亿美元，同比增长11.5%。

二是服务应用渐成热点。国

外工业机器人企业的业务大多起

源于汽车制造。近年来，工业机器

人企业开始高度关注电子信息制

造、食品加工、化工等传统行业中

的机器人应用。机器人应用也正

从工业领域向国防军事、医疗康

复、助老助残、居家服务等领域迅

速拓展。

三是跨国企业优势明显，大型

企业发展全面。目前，跨国企业在

核心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等机

器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均有明显

优势。

四是互联网企业频发力，机器

人技术助发展。近两年，国际互联

网企业大举进军机器人领域。

未来的智能社会是工业社会

与信息社会广泛深度融合、技术全

面更新换代、产业系统升级、经济

社会结构深刻调整演进而成的新

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融合、协同、

共享、共治是其鲜明特征，对人类

生产、工作、生活方式将带来新的

深刻变革。

以新型广义互联网为核心，构

成智能社会发展的公共基础设

施。以大数据和云技术、智能识别

和操控、最优配置等技术为主导，

跨学科汇聚融合创新为核心动力，

以资源全面共享和社会协同互利

为特征，既形成一批新产业又带动

传统和新兴产业全面升级，创造众

多新业态、就业岗位和财富增长

点，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社会

结构和治理方式的重大变化。

前瞻未来，智能化将成为经济

发展新的引擎，成为企业和国家发

展层级的重要分水岭。拥有核心

优势的平台型企业成为产业全球

化竞争的主导者，技术优势、平台

效应、规模经济效益成为创新力核

心，进而推动智能经济体和传统经

济体两大国际竞争阵营的形成。

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跃

迁，不断释放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

大空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

的兴起，正推动人类社会向智能化

的新形态演进，其速度将大大超越

前几次社会形态的演进进程，其对

人类社会发展影响程度也将前所

未有。

身处其中，我国也将面临激烈

的竞争，进而迎来新的挑战。我国

的政治制度、发展阶段、市场需求、

科技创新基础等对智能社会的创

新发展具有独特优势。我国有巨

大的工业和服务型机器人潜在市

场，在关键技术上不断取得新突

破，可以说，服务型机器人的发展，

我们与世界各国处在同一起跑线

上。抓住未来 10年智能社会发展

的战略窗口期，加速换挡，在这一轮

深刻调整中迎头赶上，向新的发展

平台跃迁，不仅是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的必由之路，也将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面对即将到来的智能社会，我

们必须牢牢抓住智能科技创新发

展的龙头，以更加广阔的全球视

野，选择竞争发展的突破口，特别

是在融合汇聚技术创新中把握机

遇，在智能社会的关键领域和方向

谋求更多的领跑地位，形成一批智

能产业创新的引领性企业群体。

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快体制机

制创新的步伐，以企业为主导构建

产学研紧密协同的战略联系，建立

高效灵活的国家创新治理体系，以

全面激发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力为

核心，营造优良的创新生态环境，

使我国成为吸引和凝聚全球尖端

人才的创新乐园，成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国度。

（（本文据本文据 20152015年年 1010月月 2626日日《《经经

济日报济日报》》记者佘惠敏对尚勇的专访记者佘惠敏对尚勇的专访

内容整理内容整理））



敞开胸怀敞开胸怀，，
迎接机器人时代的到来迎接机器人时代的到来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列入了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中国制造 2025》
中。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关于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讲话精神，积极推动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我国机器人技术与产业的跨越发展，中国科协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北京市政

府于2015年11月23—25日共同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

大会云集了来自国内外机器人研发领域的高水平学者和机器人制造企业，将围绕世界机器人研

究和应用重点领域以及智能社会创新发展，开展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最新成果展示，探寻机器人革

命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为我国制定机器人产业发展战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决策参

考，同时，也是提升我国机器人产业国际影响力的绝好机会。相信一定能让我们大开眼界。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人应用与产业化正在渗透各个行业。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发展

迅速，因此，机器人在制造业、人们的日常生活、医疗健康、养老需求方面有着迫切的需求，并将在这

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作为机器人应用的最大市场正处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为了更全面地

反映当今世界机器人各领域的最新研究和应用成果，《科技导报》邀请了多位国内外机器人研发领域

的知名科学家，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各种类型机器人的研究、应用、发展情况和关键技术，并指明未来

机器人的发展方向，其中很多人将在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作学术报告。

希望大家读后有所收获，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陈章良陈章良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科技导报》主编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

新持续加速，最新研究成果不断问

世，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正

在孕育勃发。这些都将催生新的

经济增长点，引领全球经济强劲复

苏。同时，信息、生命、材料等技术

的广泛交叉与深度融合，正在将人

类社会的发展程度推向一个更高

的阶段，智能社会的曙光已然依稀

可见。

面对这一新的发展形势，刚刚

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高瞻

远瞩地谋划了我国下一步发展战

略，“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

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

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

显然，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进入新常态后一个较长历史时

期内的核心驱动力，成为我国迎接

智能社会机遇与挑战的重要利器。

自 20世纪 40年代问世以来，

在计算机、自动化、感知、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聚合推动下，机器人已广

泛应用于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成

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机

器人也正悄然进入医疗、康复、娱

乐、教育、安保、救援等领域，成为

服务民生的重要智能载体。未来，

机器人有可能是这个蓝色星球上

第一个堪比人类的智能体，成为智

能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

素，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

程。

为顺应智能社会发展趋势，践

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把握机器人技术演进路

线，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服务社

会发展、服务广大民众，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

市人民政府定于2015年11月23日
至 25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共同

举办“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大

会由2015世界机器人论坛、2015世
界机器人博览会、2015世界青少年

机器人邀请赛 3项内容组成。其

中，世界机器人论坛由开幕式暨主

旨报告会和11个专题论坛组成，将

有来自国内外的 1200位专家学者

参会；机器人博览会将有超过 200

家该领域内的全球知名企业、科研

机构和高校参展，展览面积达

17000平方米；世界青少年机器人

邀请赛将有来自 17个国家和地区

的144支青少年代表队参赛。这次

大会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举办的规

模最大、水平最高、技术最先进的

机器人盛会，体现出参会专家一

流、企业一流、技术一流的特点，将

对世界机器人创新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

此次大会的召开，有助于提高

我国机器人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

的国际地位，有助于激发中外专家

学者、企业家投身机器人技术和产

业的热情和活力，有助于培养青少

年对机器人技术的兴趣并发掘优

秀后备人才，为中外机器人技术交

流与产业合作搭建了更高更大、更

为广阔的舞台，将推动我国机器人

技术与产业加快抢占国际创新竞

争发展的制高点。

最后，衷心预祝2015世界机器

人大会圆满成功！祝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协同融合创新协同融合创新，，迎接智能社会迎接智能社会

王春法王春法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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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抓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一方面要抓

产品技术突破和重要配套的组织，另一

方面抓好应用。从这两方面入手，使中

国工业机器人发展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苗圩

凤凰科技 [2015-03-09]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机器换

人将是必然趋势，这不单指工业机器人，

也有服务机器人，机器人的应用领域不

断拓展，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机械浙江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院长工程学院院长 谭建荣谭建荣

新华网 [2014-11-17]

中国工业机器人大发展的时代已经

到来。中国工业机器人关键基础部件依

赖进口，应重点突破关键技术，加快实现

关键基础部件产业化；同时坚持走“官产

学研用”相结合的道路，政府进行顶层设

计和政策引导，突出重点，强化示范。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教授机电工程学院教授 蔡鹤皋蔡鹤皋

新华网 [2014-11-17]

能够照顾老人、小孩的智能机器人

早晚会出现，但也只有到了那时，才能谈

到机器人是否能解决亲情陪伴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倪光南倪光南

《新京报》[2015-03-11]

在大数据和云服务的协调下，联网

后的机器人将实现人与机器人、机器人

与机器人、物与机器人的协调工作，机器

人也将成为最大的“可穿戴设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理事长学会理事长 李德毅李德毅

《人民日报》[2015-03-10]

继 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

市场后，2014年我国机器人销量又创新

高，预计接近 5万台。在机器人的种类

中，轮式机器人或者说智能汽车尤其引

人关注。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中心主任中心主任 龚晓峰龚晓峰

《人民日报》[2015-03-10]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工业体系很完

整，也是全球唯一一个能覆盖21个工业

大类的国家，装备制造能力强，在机械工

业、电力、钢铁等领域尤为领先。现在的

市场前景对中国机器人企业是个机会。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秘书长—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姚之驹姚之驹

新华网 [2015-11-06]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机器

人产业还存在明显差距。一方面，国产

机器人市场份额偏低，不到20%，品牌知

名度低；另一方面，控制器、减速器等关

键部件研发能力不足，依赖进口。

———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盟—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盟

秘书长秘书长 罗军罗军

中国新闻网 [2014-12-21]

快速发展的机器人市场是“馅饼”，

也是“陷阱”。当全球企业都对这块市场

蛋糕虎视眈眈之时，尚在“襁褓阶段”的

中国企业面对激烈竞争如何成长，也是

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中心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中心

副主任副主任 曲道奎曲道奎

中国新闻网 [2014-12-21]

目前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于我国生

产生活的多个方面。首先，随着劳动生

产力成本的提高，机器人以其高精准度

和操作效率成为替代人工的不二之选，

甚至有些工厂已经鲜少见到人力的身

影。此外，机器人技术还广泛应用于军

事等领域，无人驾驶飞机在降低了死亡

率的同时，提高了战斗的水平和效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

院长院长 孙伟孙伟

《中国青年报》[2014-06-19]

随着我国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减

少用人岗位，提高劳动效率已经成为深

化改革，经济再提升的必经之路，同时，

也可能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热点。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二十八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二十八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彭思彭思

《中国青年报》[2014-06-19]

服务机器人对于零部件的要求比较

低，对智能要求高。因此，在机器人零部

件制造业仍处落后的中国，很有可能在

服务机器人领域超越发达国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陈小平陈小平

中国新闻网 [2014-10-11]

机器人行业现今面临的挑战，也和

30年前电脑行业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机器人制造公司没有统一的操作系统软

件，流行的应用程序很难在五花八门的

装置上运行。机器人硬件的标准化工作

也未开始，在一台机器人上使用的编程

代码，几乎不可能在另一台机器上发挥

作用。如果想开发新的机器人，通常得

从零开始。现在，多种技术发展的趋势

开始汇为一股推动机器人技术前进的洪

流，完全能够想象，机器人将成为我们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

———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

Bill GatesBill Gates
Scientific American [2007-01]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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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智能机器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阐述了机器人的过去：人类的幻想，机器人的现在：从幻想

走向现实，机器人的未来：智能机器人。介绍了工业机器人、军用机器人、仿生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多

指灵巧手和类人机器人的主要功能、研究现状和应用背景。展望了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前景。

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2121世纪科技皇冠上的璀璨世纪科技皇冠上的璀璨
明珠明珠
黄心汉

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武汉 430074

习近平主席 2014年 6月 9日在中

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

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全球机器人产业

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我们要审时度势、

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不仅要

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

可能多地占领市场。”[1]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为中国机器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指明了方向。

比尔·盖茨 2007 年 1 月 30 日在

CES开幕式上的演说中预言：未来家家

都有机器人。“机器人即将重复个人电

脑崛起的道路，极有可能深入人类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之深远丝毫不逊

于过去30年间个人电脑给我们带来的

改变，机器人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必将与个人电脑一样，彻底改变

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2]比尔·盖茨的

预言正在不断成为现实。

1 机器人的过去：人类的幻想
人类对机器人的幻想与追求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古今中外，莫不如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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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种用途的工业机器人

Fig. 1 Industrial robot for various purposes

（a）

（b）

此。古代能工巧匠们制作的各种各样、

形形色色的自动玩偶和工具就是现代

机器人的雏形。

西周时期，中国的能工巧匠偃师制

作的歌舞艺人，是中国最早记载的机器

人。

春秋后期，据《墨经》记载，鲁班制

造过1只木鸟，能在空中飞行3日不下。

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人发明了最

原始的机器人太罗斯，是以水、空气和

蒸汽压力为动力的会动的青铜雕像，不

仅可以打开门，还可以借助蒸汽唱歌。

1800年前的汉代，大科学家张衡

不仅发明了地动仪，而且发明了计里鼓

车，计里鼓车每行1里，车上木人击鼓1
下，每行10里击钟1下。

后汉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成

功地制造出了木牛流马，并用它在攻打

汉中的崎岖山路中运送粮草和武器，支

援前方战争。

1662年，日本竹田近江利用钟表

技术发明了自动机器玩偶，并在大阪的

道顿堀演出。

1738年，法国天才技师杰克·戴·

瓦克逊发明了一只机器鸭，它会嘎嘎

叫，会游泳和喝水，还会进食和排泄。

1773年，著名的瑞士钟表匠杰克·

道罗斯和他的儿子利·路易·道罗斯制

造出自动书写玩偶、自动演奏玩偶等，

这些自动玩偶是利用齿轮和发条原理

而制成的，它们有的拿着画笔和颜色绘

画，有的拿着鹅毛蘸墨水写字，结构巧

妙，服装华丽，在欧洲风靡一时。

1927年，美国西屋公司工程师温

兹利制造了一个机器人电报箱，并在纽

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它是一个

电动机器人，装有无线电发报机，可以

回答一些简单问题。

2 机器人的现在：从幻想走向现

实
2.1 现代机器人的诞生

现代机器人与其他科技成果的出

现一样是随着社会的需求和科学技术

的发展而诞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8—1945
年），由于核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研

制了遥控操纵器（Teleoperator）和主从

机械手（Master-Slave Manipulator）。
1949—1953 年，随着先进飞机制

造的需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

室（MIT Radiation Laboratory）研制出多

轴数控铣床。

1954 年，美国人乔治·德沃尔

（George C. Devol）设计制作了世界第一

台可编程示教再现机器人实验装置，并

发表“适用于重复作业的通用性工业机

器人”一文，还注册了专利[3]。

20世纪 60年代，机器人产品正式

问 世 ，1960 年 美 国 联 合 控 制 公 司

（Consolidated Control）研制出第一台真

正意义上的通用型工业机器人，并成立

了Unimation公司，开始定型生产名为

Unimate的工业机器人。两年后，美国

机床与铸造公司（AMF）也生产了另一

种可编程工业机器人Versatran[3]。

（a）汽车装配线上的工业机器人

（b）点焊机器人

（c）弧焊机器人

（d）铆接机器人

（e）食品加工机器人 （e）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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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工业机器人的结构

Fig. 3 Structure of industrial robot

图2 主要工业机器人生产厂家产品

Fig. 2 Major industrial robot
manufacturers'products

（a） （b）

（d）（c）

（a）KUKA工业机器人

（b）ABB工业机器人

（c） FANUC工业机器人

（d）安川工业机器人

20世纪 70年代，机器人产业得到

蓬勃发展，机器人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扩

大，不同的应用场所，导致了各种坐标

系统、各种结构的机器人相继出现，大

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技术飞跃发展

使机器人的控制性能大大提高，成本不

断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不同结构、不同控

制方法和不同用途的工业机器人在工

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实用化的普及

阶段。随着传感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

展，开始进入智能机器人研究阶段。机

器人视觉、触觉、力觉、接近觉等研究和

应用，大大提高了机器人的适应能力，

扩大了机器人的应用范围，促进了机器

人的智能化进程。

经历了 40多年的发展，机器人技

术逐步形成了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

——机器人学（Robotics）[4,5]，主要内容

有：机械手设计，机器人运动学、动力学

和控制，运动轨迹和路径规划，传感器

（包括内部传感器和外部传感器），机器

人视觉，机器人语言，机器人装置与系

统结构，机器人智能等。

2.2 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是应用最为成功和广

泛的机器人[6]，其应用涉及到工业生产

的各个方面，如焊接、加工、装配、搬运、

喷涂等。图 1所示为汽车装配线上的

工业机器人、点焊机器人、弧焊机器人、

铆接机器人和食品加工机器人。

目前，工业机器人主要生产厂家有

德国的KUKA、瑞典和瑞士的ABB、日
本的FANUC和安川（图2），这四家工业

机器人的销售额占据了全球工业机器

人销售额的半壁江山。

工业机器人的结构如图3所示，主

要由执行机构、驱动和传动装置、传感

器和控制器四部分构成。执行机构即

为机械臂（手），典型的6轴（自由度）机

械臂的末端可以到达操作空间任意方

位，其腰、肩、臂3个自由度确定空间位

置，腕部的3个自由度确定方向。驱动

方式有电动、液压和气动 3种方式，电

动方式具有控制方便、灵活性好、精度

高等优点，中小型机器人多采用电动方

式；大型机器人多采用液压驱动；末端

执行器和气动肌肉采用气动方式。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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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瑞典“双鹰” 水下扫雷机器人

Fig. 6 Swedish DOUBLE EAGLE
mine sweeping robot

图7 仿生机器人

Fig. 7 Bionic robot

图5 美国无人作战平台

Fig. 5 American unmanned combat
platform underwater

图4 无人机

Fig. 4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a） （b）

（c）

（d）

（a）西班牙机器鱼

（b）德国机器鸟

（c）日本机器狗

（d）美国波士顿动力工程公司研制的大狗

（a） 美国“全球鹰”无人机 （b）中国“翼龙”无人机

感器有内部传感器和外部传感器2种，

内部传感器是安装在机械臂本体上用

来检测机器人自身状态的传感器（各关

节的运动位置、速度和加速度），如光

栅、光电码盘等；外部传感器是安装在

机器人本体以外的各种传感器，用来检

测环境信息，如视觉、触觉、滑觉、接近

觉、力/力矩传感器等。控制器是机器

人的大脑，根据任务需要进行对机器人

进行位置、速度、加速度、力与力矩的控

制等。

工业机器人的控制为可编程与示

教再现方式，通常采用半闭环控制，即

其关节控制采用闭环控制，底层各关节

采用传统PID技术，直角坐标采用开环

控制，通过求解逆运动学方程将直角坐

标的空间位置和方向转换为各关节的

位置向量对各关节进行协调控制。工

业机器人通常应用在结构化环境（静态

环境）。

3 机器人的未来：智能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

自治型机器人，它具有多种感知功能，

可进行复杂的逻辑思维、判断决策，独

立完成各种不同的任务[7]。底层（执行

级）通常采用传统控制，上层（决策级）

采用智能控制，通过多传感器集成与信

息融合，获取环境和自身状态的信息，

可适应非结构化环境（未知和动态环

境）[8, 9]。

3.1 军用机器人

军用机器人是用于实战系统的机

器人，包括无人机（图 4，图片来源 http:
//image.baidu.com），无人作战平台（图

5），水下扫雷机器人（图 6）等。军用机

器人在未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军用

机器人的应用将改变未来战争模式。

3.2 仿生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是现今机器人研究最

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和未来机器人的发

展方向之一，是机器人学、仿生学、智能

科学与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在人

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

景。如机器鱼[10]、机器鸟、机器狗（图7）
等。最著名的要数美国波士顿动力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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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服务机器人

Fig. 8 Service robot

（a） （b）

（c）

（d）

（e）

（f）
（h）

（g）

（i）

图9 3指灵巧手

Fig. 9 3 fingered hand

（a）达芬奇外科手术机器人

（b）上肢康复机器人

（c）导盲机器人

（d）导游机器人

（e）娱乐机器人

（f） 宠物机器猫

（g）真空吸尘机器人

（h）家庭服务机器人

（i） 与儿童机器人共进晚餐

程公司为美军研制的大狗（图 7（d），图

片来源 http://image.baidu.com），大狗机

器人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适应

崎岖地形的机器人，不仅可以爬山涉

水，还可以承载较重负荷的军用物资，

而且比人类跑得快。长 1 m，高 70 cm，

重75 kg，从外形上看，基本相当于一条

真正的大狗。这种机器人的行进速度

可达7 km/h，能够攀越35°的斜坡，可携

带质量超过 150 kg的武器和其他军用

物资。

3.3 服务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是未来机器人发展和

应用的主要方向[11]，随着老年社会的到

来，人们对医疗机器人、助残康复机器

人 [12,13]、导盲机器人、导游机器人、娱乐

机器人、宠物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家庭

服务机器人等各类服务机器人（图 8）
有着强烈需求。上班族可以雇佣机器

人保姆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当你下

班回家就有机器人为你端茶倒水和捧

上热气腾腾、味美可口的晚餐；丁克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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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类人机器人

Fig. 10 Humanoid robot

（a） （b） （c） （d）

（e） （f）

（a）本田机器人阿西莫

（b）本田机器人P2
（c）法国NAO机器人

（d）机器人士兵

（e）爱因斯坦机器人

（f） 丹麦双子替身（Geminoid）机器人

也可与儿童机器人共进晚餐，共享家庭

的温馨和快乐；老年人也可在机器人伴

侣和机器人宠物的陪伴下欢度晚年。

这一切已不再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有

的已经成为现实，有的正向我们走来，

机器人与人类和谐共生的社会很快就

会到来。

3.4 多指灵巧手

手是人类从事工作、劳动不可缺少

的肢体，同样也是机器人的有效操作工

具，设计一只功能齐全、操作灵活的灵

巧手自然成为科技工作者和产品开发

人员的目标[14]。人类的手有 5根手指，

每根手指有 3个关节，大拇指与其他 4
根手指相向生长，才能保证手的抓握功

能，其生物结构十分完美。显然2根手

指是具有抓握功能的最低要求，多指（2
指以上5指以下）则会使抓握和操作更

加灵活可靠，但5指以上似乎有点多余

（增加了结构的复杂性），因此灵巧手通

常设计成 2~5指的结构模式。图 9是

一种3指灵巧手，为了保证抓取类似鸡

蛋这样光滑易碎的物品，指端套了一层

具有一定弹性的缓冲和防滑材料（如橡

胶、软性塑料等）。人的皮肤不仅具有

弹性，而且还有能够感知表面温度 [15]、

粗糙度和硬度的能力，并利用这些信息

调整抓握力度，既保证将鸡蛋可靠握在

手中，又不会将鸡蛋捏破。因此给灵巧

手的手指末端植入人造皮肤，用来检测

抓握力，和进行力反馈控制，就会使灵

巧手的功能更加接近人手的功能。

3.5 类人机器人

类人机器人是在形体、动作、情感、

体力和智力都与人类相同或类似的机

器人，可参与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将

来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是机器人研究和发展的终极目

标。类人机器人是开发难度最高的机

器人之一，类人机器人不仅要与人类形

似，还要神似，不仅外观像人，有人的模

样，还能像人一样做出各种表情，会思

考，有智慧，还要具有与人交流和学习

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类人机器人的

研发是对人类智慧的真正考验。

日本本田公司投入巨资，经过 10
多年的开发，于 1997年研制出世界居

领先地位的双足步行机器人阿西莫（图

10（a），图 片 来 源 http://image.baidu.
com）。按研制时间先后，把本田双足

步行机器人分别命名为 P1、P2、P3等。

被称为二哥的机器人 P2身高 1.80 m，

体重120 kg（图10（b））。本田双足步行

机器人阿西莫不仅在外形上与人类相

同，动作也很灵活，它们不仅能在平坦

的地面上行走，还能够进行单脚跳、双

脚跳、上下台阶、推车、端茶倒水和用扳

手拧螺钉等高难动作。法国NAO机器

人也具有良好的运动和协调能力（图

10（c））。
美国波士顿动力研制的机器人士

兵在外形和能力方面已和自然人非常

接近，不久将会走向战场（图 10（d））。

美国加州大学机械感知实验室研究的

一款面部表情可变的机器人爱因斯坦

机器人（图 10（e）），不仅外表逼真，而

且具有喜、怒、哀、乐等面部表情，被称

为世界上最逼真的类人机器人。丹麦

双子替身（Geminoid）机器人（图10（f））
也是3个外形十分逼真的类人机器人。

4 机器人的发展前景与展望
4.1 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

机器人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和发展

是成功的，正逐步涉足非制造业。随着

人类改造大自然要求的提高，以及机器

人适应特殊环境能力的增强，农业、林

业、军事、海洋勘探、太空探索、生物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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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程、自动驾驶等行业将是机器人大

有作为的新领域。

4.2 深入日常生活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各种服务机

器人也将向我们走来，娱乐机器人将给我

们的生活增添无限乐趣，清洁机器人将减

轻人们繁重的家务，保健助残机器人可为

老人和残疾人提供服务和帮助，是人类进

入老年社会后强烈需求的对象。

4.3 未来的智能机器人

未来智能机器人将像人一样，能听、

能看、能说、能识别环境，具有记忆、推

理、决策能力和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

人类对机器人将逐渐实现语言、表情甚

至意念等方式进行控制，智能机器人终

将成为人类的忠实助手和亲密朋友。

各国政府对机器人的研究与发展

十分重视，中国的863高技术发展计划

将智能机器人列入自动化领域的 2个

主题之一，韩国计划在 2015—2020年

实现每个家庭都有服务机器人，美国也

制定了类似的计划。预计在2050年左

右，机器人将可以与自然人进行足球和

其他体育比赛。机器人将代替人参加

未来的战争，美国已宣布在 2015年以

后投入战场的兵力中有 1/3的机器人。

类人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将成为人类

家庭成员和医疗、助残与康复的助手。

机器人将会自己制造机器人。

5 结论
智能机器人是机器人技术发展的

终极目标，其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机器

人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机

器人将改变未来战争的模式，机器人将

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无人不用，机器人

时代即将到来。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

国力的增强，中国智能机器人科学技术

的发展和研究任重道远、大有作为。让

我们共同努力，为促进中国智能机器人

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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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感知、微纳制造、生物材料、智能交通等高新技术的深入发展，智能机器

即智能机器人作为世界经济与产业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本文从

智能机器人的需求和背景出发，介绍工业机器人、家用服务机器人、特种服务机器人的定义和发展现

状，分析未来智能机器人的前沿技术发展和产业化趋势。

改变世界的智能机器改变世界的智能机器
———智能机器人发展思考—智能机器人发展思考
王田苗，陈殿生，陶永，李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北京 100191

在信息与互联网、新材料与新能

源、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

下，全球正迎来一个新的科技时代，以

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服务、医疗健康与

物联网、新能源与智能交通自动化、机

器人与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

正在改变世界的技术发展方向、产业竞

争格局与社会组织结构，这一交错融合

的科技浪潮进一步引起了制造模式、生

活方式、军事作战形态等的变化，从而

牵引加速了智能机器暨智能机器人的

发展。与此同时多学科前沿交叉理论

与技术的进一步推动，拓展了智能机器

的新概念、新理论及新方法。

智能机器是具有感知、决策、执行

的制造装备、设备工具、服务消费品，机

器人是智能机器众多种类中的典型代

表，用于生产过程与环境中的制造装备

智能机器称为工业机器人，用于个人或

家政服务的消费品智能机器称为家用

服务机器人，用于特殊环境下作业与维

护的设备工具智能机器称为特种服务

机器人。

机器人学本质上是一个材料机械、

微电子传感器、模式识别、智能控制、计

算机、脑科学、复杂系统、互联网等前沿

交叉的综合学科，依赖于相关学科或集

成系统突破，实现一种能够半自主或全

自主工作的智能机器，其目的是辅助人

甚至替代人完成危险或繁重、复杂的工

作，提高人的工作效率与质量，甚至服

务于人的生活并扩大或延伸人的活动

及能力范围。

机器人以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为

宗旨，灵巧操作、适应多变环境、人工智

能以及互联网的人机融合友好共存是

未来机器人发展的规律与必然趋势。

因此，在新历史时期，机器人发展与应

用有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

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它将作为衡量一

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

重要标志，在国民经济、医疗健康、国防

安全等诸多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并且必将为“中国制造 2025”做出重要

贡献。

1 智能机器人需求与背景
众所周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

国家，在大力发展 IT及移动互联网基

础上，也在大力推进航空航天、生物医

学、智能机器人、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技

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金砖先进发展中

国家，不仅充分利用 IT互联网技术发

展的大好时机，并且大力发展互联网+

技术，推动医疗健康、智能交通、农副产

品、旅游娱乐、在线教育、高品质消费品

与智能硬件等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换

代，与此同时还抓住未来对社会经济格

局可能产生重大变革的颠覆性技术，如

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生物医疗、智能机

器人等；以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为主的

发展中国家，需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包括 IT互联网、装备制造、铁路交

通、能源电力、工程机械、信息家电、汽

车工业、智能手机、房屋建筑等。

由此得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宏观

趋势出发，把握了大数据技术就把握了

未来的需求规律与趋势，把握了生物医

学技术就把握了未来的医疗健康，把握

了智能机器人技术就把握了未来的智

能制造装备与服务设备，把握了新能源

技术就把握了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把握了人工智能技术就把握了人

脑智慧服务的各个方面。因此，作为推

动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增长的重

要关键要素之一，大力发展智能机器人

核心技术与产业化成为科技创新驱动

的一种重要趋势与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很大程度上都依

赖于人口红利及资源消耗。随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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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升、低价竞

争优势不在等，原有的粗放型经济与产

业活力不再。由此，加强科技创新、探

索新型经济与产业势在必行。

随着工业 4.0理念的深入及《中国

制造 2025》的印发，中国的经济与产业

正式开始向着精细化发展方式转变。

届时，新的需求、新的产品、更高的附加

值将会被挖掘、开发及创造。同时，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引领下，创

客，“B to C”等创新模式将会为新兴经

济与产业的开创奠定基础。

未来，在《中国制造 2025》的直接

驱动下，以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

流三大主题为特征的工业4.0理念将逐

步深入到国内的大中小企业中，届时新

兴的集约型现代工厂、现代制造、现代

物流将直接促生迫切的工业机器人需

求。同时，随着现代医疗、健康、娱乐等

服务业的发展和国防、民生的刚性需

求，人们新兴的生活方式将会延伸出无

数的服务机器人需求。

2 社会服务成本增加与智能硬

件成本降低的驱动
2.1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劳动人口的

减少、服务人力成本越来越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 60周岁及以上人口 2.1242亿，

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

1.3755亿，占总人口的 10.1%[2]。全国

老龄工作委员会预计，未来 20年中国

将进入老龄化高峰，平均每年增 1000
万老年人，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

达到全国人口的1/3[3]。同时，随着老龄

化进程加快，中国劳动力也在逐渐减

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中国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连续 3年下降，16~
59 岁的劳动年龄段人口减少了 371
万。预计到 2022年，城市制造业工人

将减少700万，制造业农民将减少1500
万。

此外，中国劳动成本正在逐年上

升，人口红利优势正在逐渐削弱。据

2015年经济学人智库（The EIU）发布

的《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分析》最新

报告，预计自2013—2020年，全国的年

收入平均增速将维持在12%左右[4]。另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机构统计，2000—
2013年，中国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1.4%[5]。

2.2 危险恶劣工作环境下的作业对机

器人有着刚性需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以

人为本”，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无价的，有

些工作需要工人暴露在危险的坏境（如

有毒气体，易爆坏境等）中进行。如何

在恶劣条件下保证人的身体安全和健

康，一直都是生产安全的重要课题。随

着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避免危险、繁

重、脏差、重复等工作已逐渐成为一种

普遍的趋势和意愿。

2.3 随着智能硬件不断发展，机器人

成本越来越低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机

器人的成本在逐渐下降。据波士顿咨

询集团最新研究：在未来10年，越来越

多的智能机器人将走进制造业企业，制

造业生产成本将越来越低，如一个先进

机器人电焊机的价格已从 2005 年的

18.2万美元下降到 2014年的 13.3万美

元，预计到 2025年机器人购买价格将

继续下降22%。

3 未来前沿交叉学科派生出颠

覆性技术发展的驱动
2013年5月，麦肯锡发布研究报告

《引领全球经济变革的颠覆性技术》，提

出 2025年将引领生活、商业和全球经

济变革的 12项颠覆性技术，其中先进

机器人技术名列第五位。预计到 2025
年，先进机器人在制造业、医疗和服务

等产业领域的应用可创造1.7万亿~4.5
万亿美元的产值。

2015年 10月，Gartner公布了 2016
年及以后数年的十大战略预测，提出

2016年是数字化的时代，在智能算法

和机器人驱动的世界里，人和机器人的

关系将被新定义；预计到 2018年，20%
的商业内容将由机器撰写；将有 60亿

智能设备联网；超过 300万工人将向

“机器老板”汇报；在增长最快的公司

中，50%的公司中员工数将比智能机器

人少[1]。

国防安全军事发展、产业竞争价值

驱动、生活服务迫切要求等进一步加速

了颠覆性技术产生与发展，其中以新材

料与生物材料、软体机器人、人工智能

与识别、脑科学与认知、高效移动再生

能源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大大推动了智

能机器人发展。

4 智能机器人发展现状
4.1 机器人定义与分类

根据美国机器人协会给出的定义：

机器人是一种可编程和多功能的操作

机；或是为了执行不同的任务而具有可

用电脑改变和可编程动作的专门系

统。从应用环境的角度划分，机器人分

为工业机器人（industry robot）和服务

机器人（service robot）两大类。

工业机器人是面向工业领域的多

关节机械手或多自由度机器人，是自动

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是靠自身动力和

控制能力实现各种功能的一种机器，它

接受人类指令后，将按照设定的程序执

行运动路径和作业，包括焊接、喷涂、组

装、采集和放置（例如包装和码垛等）、

产品检测和测试等（ISO定义）。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
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的定

义，服务机器人是一种半自主或全自主

工作的机器人（不包括从事生产的设

备），它能完成有益于人类的服务工

作。服务机器人又可分为两类：专用服

务机器人（professional service robot）和

家用服务机器人（domestic use robot）。

其中，专用服务机器人是在特殊环境下

作业的机器人，如水下作业机器人、空

间探测机器人、抢险救援机器人、反恐

防爆机器人、军用机器人、农业机器人、

医疗机器人及其他特殊用途机器人；家

用服务机器人是服务于人的机器人，如

助老助残机器人、康复机器人、清洁机

器人、护理机器人、教育娱乐机器人等。

4.2 工业机器人发展现状

在全球工业机器人的研究方面，日

本、欧洲处于领先定位，接下来是美国、

韩国和中国，但中国目前是国际上最大

的机器人应用市场。围绕工业机器人

的市场空间、本体、系统应用工艺、减速

器核心部件、控制系统等方面进行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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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从高到低依次分为A、B、C三等），

如表1所示。

据 IFR统计，2014年全球共销售工

业机器人 229261台，相比 2013年增长

41%。亚洲仍然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其

次是欧洲共销售45600台，增长5%；再

次是美洲共销售 32600 台，增长 8%。

据 IFR预计，到 2018年全球销售的工

业机器人将平均每年增长15%，销量将

增加一倍，数量约400000台。图1列出

了部分新一代人机协作工业机器人。

同时，据 IFR最新统计，中国已经

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2014年
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德国五大市场

占全球销售总额的70%。其中，中国共

增工业机器人57096台，相比2013年增

长了 56%。另据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的统计（图2：来源于 IFR），2014年新增

加的工业机器人中，有16000台产自中

国本土企业，相比 2013 年高出 78%。

2014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共销售工业

机器人 41100 台，相比 2013 年增长

49%。据 IFR预计，到 2018年，中国将

成为世界上最大和增长最快的机器人

市场，超过 1/3的全球供应的工业机器

人将被安装在中国。虽然工业机器人

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图3），但目前在

中国，汽车行业还是工业机器人的主要

应用领域。

中国一直十分重视机器人技术的

发展，通过科学技术部等部委的持续支

持，从 20世纪 80年代“七五”科技攻关

开始起步，在国家的支持下，目前已基

本掌握了机器人操作机的设计制造技

术、控制系统硬件和软件设计技术、运

动学和轨迹规划技术，生产了部分机器

人关键元器件，开发出了喷漆、弧焊、点

焊、装配、搬运等机器人，并形成了一批

具有较强机器人科研实力的公司，如沈

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在

自动导引车（AGV）等方面取得重要市

场突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重点在石化等行业的自动包装与码

垛机器人方面进行产品开发与产业化

推广应用；奇瑞装备有限公司与哈尔滨

工业大学合作研制的 165 kg点焊机器

人，已在自动化生产线开始应用，分别

用于焊接、搬运等场合，自主研制出中

国第一条国产机器人自动化焊接生产

线，可实现S11车型左右侧围的生产[6]；

广州数控机械加工与上下料工业机器

人方面的应用也取得了很好进展。据

不完全统计，中国从事机器人相关业务

的企业 2013年是 400多家，2014年达

到 800 多家，其中上市企业 2009 年 1
家，2015年多达34家。

总体来看，在焊接、电子等高端制

造方面，中国国产工业机器人占 6%~
7%，与国外差距较大，正在逐步增加份

额。但在物流AGV、上下料码垛、涂胶

作业、简单机械手等方面，中国国产工

业机器人产业化发展迅速，占有率正在

突破50%。正如2014年 IFR的分析，中

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缺少技术创新，缺乏

可以参与国际竞争的骨干企业，规模普

遍很小，关键部件品质和品质可靠性落

后世界先进水平5~10年。

图1 新一代人机协作工业机器人

Fig. 1 A new generation industrial robot of man-machine cooperation

表1 世界各国工业机器人发展情况

Table 1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robots in the word

地区

欧洲

日本

美国

中国

市场

空间

B
B
A
A

系统应用

工艺设计

A
A
B
C

机械

本体

A
A
B
B

减速器

核心部件

A
A
B
C

智能

控制

B
B
A
C

竞争力

高品质精密制造、可靠性

高品质精密制造、可靠性

智能感知示教、智能控制

规模化、高品质、低成本制造

图2 2005—201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售及国产化情况

Fig. 2 Chinese industrial machine sales and localization from 2005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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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家用服务机器人发展现状

在全球家用服务机器人方面，世界

各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产品形态和功能

正在探索和尝试，未来具有巨大的产业

发展空间。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欧洲、

韩国、中国紧随其后。围绕家用服务机

器人的市场空间、本体、系统应用工艺、

传感器核心部件、控制系统等方面进行

了对比（从高到低依次分为A、B、C三

等），如表2所示。

据 IFR统计，2014年全球家用机器

人新增 330万台，相比 2013年增长了

28%，其中娱乐休闲机器人新增 130万
台，增长 40%。在家用服务机器人方

面，除家庭和花园机器人助手外，助老

助残机器人逐渐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

相比 2013年的 699台，2014年全球共

销售 4416台。据 IFR预计，到 2018年

全球销售使用的个人服务机器人将达

到 3500万台，其中家用服务机器人将

有 2500万台，娱乐休闲机器人 900万

台。图4列出了部分家用服务机器人。

中国的家用服务机器人在近几年

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整体处于发展初

期，且多是分散式发展。在教育、陪护、

无人机、两轮车等方面，国内企业已崭

露头角，如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

司的无人机、纳恩博科技有限公司的两

轮车等[7]。

总体而言，正如 IFR的分析，服务

机器人正处在一个分散快速发展阶段，

没有形成垄断性企业与格局，在所有从

事服务机器人的公司中，有15%以上的

公司都是新创立的，这些企业往往以破

坏性技术创新或应用牵引商业模式创

新快速发展，大部分企业还很年轻，规

模也较小，缺乏规律性成熟的经验，但

是这些培育、孵化或是创新企业，为新

兴经济与产业发展、大企业成长提供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

4.4 特种服务机器人发展现状

在全球特种服务机器人方面，美国

图3 工业机器人应用范围

Fig. 3 Industrial robots are becoming more widely used

地区

欧洲

日本

美国

中国

市场

空间

B
A
A
A

系统应用

工艺设计

B
A
A
B

机械

本体

B
A
B
A

减速器

核心部件

A
A
B
C

智能

控制

B
A
A
B

竞争力

先进制造工艺

先进制造工艺，规模化高品质制造

智能控制，技术创新，市场需求创新

规模化高品质低成本制造，市场需

求创新

表2 世界各国家用服务机器人发展情况

Table 2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service robots in the word

图4 家用服务机器人

Fig. 4 Home service rob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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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机器人、军用机器人、特种环境

作业机器人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欧洲

在医疗机器人方面具有优势，中国在水

下机器人方面具有优势，紧接着是日本、

韩国。围绕特种服务机器人的市场空

间、本体、系统应用工艺、传感器核心部

件、控制系统等方面进行了对比（从高到

低依次分为A、B、C三等），如表3所示。

据 IFR统计，2014年，全球共新增

特种服务机器人24207台，相比2013年
的 21712台，增长了 11.5%。如图 5（来

源于 IFR），2014年国防领域新增特种

服务机器人11000台，占新增特种服务

机器人的 45%，其中无人机占据了

82%。此外，农业领域新增特种服务机

器人 5700台，其中 5180台为挤奶机器

人，占新增特种服务机器人的 25%；物

流领域新增特种服务机器人 2644台，

占新增特种服务机器人的 7%，同比

2013年增长 27%。相比 2013年，医疗

机器人2014年增长率下降了5%，新增

1224台，其中手术机器人978台。外骨

骼机器人 2014年共销售 273台，相比

2013年的 160台增长了 80%。据 IFR
预计，未来特种服务机器人会急速增

长，到 2018年，将超过 15万台，其中最

大的市场是国防、农业和物流。

中国的特种机器人在“863计划”

的支持下，取得了不少成果（图 6）。其

中最为突出的是水下机器人（如蛟龙

号）和空间机器人（如神10），6000 m水

下无缆机器人的成果居世界领先水平，

还开发出直接遥控机器人、双臂协调控

制机器人、爬壁机器人、管道机器人等

机种；在机器人视觉、力觉、触觉、声觉

等基础技术的开发应用上开展了不少

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但在多传

感器信息融合控制技术、遥控加局部自

主系统遥控机器人、智能装配机器人、

机器人化机械等的开发应用方面则刚

刚起步，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总体而言，如图7（来源于 IFR），在

特种服务机器人领域，欧洲和美国在水

图6 特种服务机器人

Fig. 6 Special service robots

图7 2014年全球服务机器人生产企业

Fig. 7 Manufacturer statistics of
global service robots in 2014

地区

欧洲

日本

美国

中国

市场

空间

A
B
A
A

系统应用

工艺设计

A
A
A
B

机械

本体

A
A
B
B

减速器

核心部件

A
A
B
B

智能

控制

B
B
A
C

竞争力

智能汽车、智能农机、智能工程机械、

救灾装备

智能农机、智能工程机械、救灾装备

军用，无人机，医疗，水下，空间，智能

汽车

水下，空间，无人机

表3 世界各国特种服务机器人发展情况

Table 3 Development of special service robot in the word

图5 2013—2014年全球特种服务机器人销售领域

Fig. 5 Sales area of global professional service robots between 2013 an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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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农业、医疗等方面处于绝对领先状

态，国内水下机器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

良好优势，医疗外科机器人和反恐救灾

机器人也正在大踏步前进。由于这方

面的市场需求与规模有限，需要加强探

索协同服务新的商业模式，不断完善快

速、高品质、安全可靠的工程化产品。

5 智能机器人未来发展方向
5.1 机器人基础与前沿技术发展

机器人基础与前沿技术正在迅猛

发展，涉及工程材料、机械工程、传感

器、自动化、计算机、生命科学甚至涉及

法律、伦理等各方面，许多学科相互交

融、相互促进快速发展，以智能机器形

态出现在实验室、企业与社会，这里主

要集中交流3个方面热点研究。

5.1.1 智能感知识别、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

随着机器人的应用和推广，尤其是

服务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感知能力将会

成为机器人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如

何使机器人的感知识别能力更接近于

人或其他生物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的重

点。同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

技术的发展，机器人的人工智能水平也

将会不断提高。

目前，微软、谷歌、百度等计算机巨

头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所布局。

2014年，微软在Build大会上推出了虚

拟个人助理 Cortana，Cortana的思考能

力足以支持整个对话过程。当你与

Cortana交流时，它会判断正在进行的

是同一段对话还是新的对话主体。

2014年，谷歌收购了英国DeepMind公

司，在 2014 年 4 月发布的一款 Deep⁃
Mind软件展示视频中，DeepMind软件

通过自己的本能来控制一款叫Atari的
电子游戏并取得了胜利。百度深度学

习研究院（IDL）开发出的“百度大脑”

已经能达到2~3岁孩童的智力水平。

5.1.2 微纳制造与智能硬件

机器人执行载体依赖于新材料、刚

柔耦合结构、微电子与制造技术发展。

随着纳米技术、微机电系统 [8]、智能硬

件等研究的深入，纳米机器人等微型机

器人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其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机器人成本，而且

可实现现代制造宏观到微观的转变，特

别是应用于医疗、健康等领域（如血管

机器人），为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保驾护

航。同时纳米制造与智能硬件所涉及

的石墨烯、维纳光电器件等也将为机器

人的感知和识别提供更优越、更精准的

微型传感器。

5.1.3 生物材料与软体机器人

传统的机器人外壳多由没有温度

的金属和塑料组成，在实际接触中无法

让人产生依赖感。如果机器人的手、脸

等关键部位能采用类似皮肤的材料，那

么无疑会使人机接触过程更加友好。

未来生物材料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机

器人技术的发展，将为人与机的亲密互

动提供更为真实、友好、舒适的界面，进

一步缩短人与机器人之间的距离。因

此，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刚柔耦

合、更加安全、更加实用、更加便宜的工

业机器人与服务机器人。

同时，基于柔性生物材料的软体机

器人研究将会成为机器人领域的研究

热点。2012—2015年，Science与Nature

已刊登了 6篇关于仿生软体机器人的

研究论文。柔性体机器人的驱动与传

感等相关基础研究已引起世界著名高

校，如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

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将在人工肌肉驱

动的软体末端抓持器设计，多栖海空、

水路仿生结构，柔性可穿戴式的感知装

置等方面有所体现。

5.2 机器人应用与产业化发展

机器人应用与产业化正在渗透各

个行业，由于世界大部分智能硬件在中

国制造，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不仅

安全的吃住行玩是主要需求牵引，而且

医疗健康与养老需求也将成为迫切需

求。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目前一些过

剩产业或是即将淘汰的产业，因此，重

点围绕中国未来需求，介绍4个方面的

应用热点。

1）3C装配制造、物流仓储搬运、

食品加工等机器人有望成为工业机器

人新兴主力军。工业机器人作为产业

先驱，随着基础工业、制造工艺的进步，

以及与传感技术、智能技术、虚拟现实

技术、网络技术等的深度融合，工业机

器人将朝着精度、速度、效率更高，智

能、灵巧作业、人际交互能力更强，以及

更加标准化、模块化、系统化、开放化等

方向发展，更加重视相关新材料、增量

加工方法、智能化示教、应用设计、成套

应用工艺等关键技术，不断提高操作性

和可维护性，应用领域也将从汽车工业

向电子装配制造、物流搬运与仓储、食

品加工、机械加工、化工建材等渗透推

广，有望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主

力军。

2）家庭服务机器人有望走入千家

万户。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劳动力

的减少，小孩的看护、老人的陪护及家

庭的清洁逐渐成为困扰年轻人的诸多

问题，由此大力发展护理及清洁机器人

是未来机器人发展方向之一。目前大

家首先关心的是挖掘家庭服务刚性需

求或痛点需求，其次关心是否存在相对

集中的通用软件平台、硬件平台，标准

化体系结构，软硬分离，相对专业化应

用的模块化组件集成，另外还有一个重

要问题就是提供服务具体内容，如何充

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技

术，使得家用服务机器人可以方便地用

于家庭并且价格合理等。

3）医疗机器人服务于民生科技与

健康。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未来医

疗机器人的发展空间巨大。据Winter⁃
Green Research预测，未来康复机器人

和手术机器人行业规模将分别由2014
年的2.2亿、32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

32亿、20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将达

到46.6%、29.9%。

随着远程医疗、微创外科及 3D打

印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手术机器人

的需求会越来越多。但由于国外企业

占有份额太高及其本身的技术壁垒，国

产化的道路还很漫长。同时，由于中国

残障人数众多，而且专业的康复医院、

康复科室、康复设备还很少，未来中国

康复机器人潜在市场上百亿。但由于

中国特殊的群体收入特征和不完善的

支付体系，很多国外昂贵的康复机器人

消费者还无法承担，这就意味着未来国

产康复机器人产业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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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能机器人技术嵌入智能交

通，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据 21世纪经

济报道：2015年6月27日，美国谷歌公

司宣布，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驶在

加利福尼亚州芒廷维尤的街头。智能

交通，无人驾驶已经成为未来汽车发展

的主流。由于其大大提高了交通系统

的效率和安全性，将是未来汽车巨头们

争夺的主要市场。2015年6月，在中国

云计算大会上，百度宣布将在下半年推

出无人驾驶汽车。2015年4月，上海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推出了 iGS智

能汽车，该车不需要司机，而是自己用

摄像头和雷达观察周围环境，用控制软

件指挥，用油门、刹车、排挡、转向等实

现移动。

未来，智能交通与无人驾驶必将走

进人们的生活，并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交

通的便利。

6 结论
从公元前约10世纪偃师发明艺妓

（歌舞机器人）到现在，智能机器人技术

已取得长足发展，为人类工业制造、公

共服务及个人生活品质的提高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随着人类需求的

进一步多样化和新技术的日益突起，未

来的机器人还将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问

题，如何提高机器人的高智能化、如何

建立更亲密的人机关系、如何保证使用

者的安全等都将成为急于解决的难点。

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全球市场格局

已经成型，不能希望在中国短期内彻底

改变，这需要长期坚持发展，需要攻克

一些工业基础性的核心问题，包括工艺

设计与实验、核心零部件、主机可靠性

等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未来机器

人应用的最大市场正处在经济转型的

过程中，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在服务机

器人领域，全球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

未来发展空间极大。中国具有全世界

最高的人口基础和残障人（残疾人、伤

病人）数量，未来服务机器人市场很

大。截止目前，中国自有的服务机器人

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已产生了一些充

满活力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也具有一

定的特色。如何发挥国内市场优势，如

何保证机器人的安全性，如何实现机器

人的家庭化和高度智能化等将是未来

服务机器人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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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intelligent machines, or the intelligent robots, will bring about a new smart era, a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world's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growth transformation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fini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dustrial robots, home
service robots and special service robots from the demand and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robots.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trend of future intelligent robots are also analyzed. These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ese intelligent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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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器人学中国机器人学4040年年
蔡自兴

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智能机器人研究中心，长沙 410083

自20世纪60年代年第一台工业机

器人问世以来，国际机器人学在半个多

世纪中已取得了迅速发展和可喜成

就。在中国和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机

器人在各行各业得到应用，越来越多的

机器人科技工作者从不同方向从事机

器人学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越来越

多的地球自然人对机器人有了比较正

确和全面的理解。机器人学已为20世
纪的人类文明做出重要贡献，机器人学

也开始为21世纪的人类文明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中国的机

器人学经历了一场从无到有、从小变

大、从弱渐强的发展过程。在新老世

纪交替的 1999年，国际著名的控制论

（Cybernetics）专家、时任国务委员兼国

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院士指出“机器人

学的进步和应用是本世纪自动控制最

有说服力的成就，是当代最高意义上

的自动化 [1]”。的确，机器人学具有非

凡的魅力和诱人的发展前景。如今，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最大的机器人市

场，一股前所未有的机器人学热潮汹

涌澎湃，席卷神州大地，必将为中国的

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和改善人民福祉做

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概括中国机器人学的发展过

程，归纳中国机器人学的基本成就与存

在问题，阐述中国机器人学新的发展机

遇，探讨进一步发展中国机器人学的策

略。

1 中国机器人学发展历程与基

本成就
中国于1972年开始研制工业机器

人，比美国晚了 20年，比日本只晚了 5
年；虽起步较晚但为时不算太晚，而且

进步较快，已在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

人、智能机器人和机器人学学科建设各

方面取得明显成绩，为中国机器人学的

发展打下初步基础。下面分别就工业

机器人、智能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机器

人学学科基础建设4个方面介绍中国机

器人学的发展过程和取得的成就[2~10]。

1.1 工业机器人

中国工业机器人起步于20世纪70
年代初，经过40多年的发展，大致可分

为4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萌芽期，

80年代的开发期，90年代—2010的初

步应用期，2010年以来的井喷式发展

与应用期。

中国于“七五”期间，进行了工业机

器人基础技术、基础元器件、几类工业

机器人整机及应用工程的开发研究。

经过5年攻关，完成了示教再现式工业

机器人成套技术（包括机械手、控制系

统、驱动传动单元、测试系统的设计、制

造、应用和小批量生产的工艺技术等）

的开发，研制出喷涂、弧焊、点焊和搬运

等作业机器人整机，几类专用和通用控

制系统及几类关键元部件等，且形成小

批量生产能力。

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国家选择

了焊接机器人的工程应用为重点进行

开发研究，迅速掌握焊接机器人应用工

程成套开发技术、关键设备制造、工程

配套、现场运行等技术。90年代后半

期至 21世纪前几年，实现国产机器人

的商品化和工业机器人的推广应用，为

产业化奠定基础。

1972—2000年 30年中，中国的工

业机器人产量和装机台数占世界的比

重微不足道，2000年的销售量只有380
台。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工业机器

人市场迅速增长，经过一段产业化过

程，在 2010年之后得到进一步推广使

用，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升级，工业

机器人的应用呈井喷之势，并于 2013
年开始成为国际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

费国，引领国际机器人市场[11～13]。

图 1给出中国“十五”至“十二五”

（即 2000—2015年）15年间工业机器人

年销售量的数据图，其中2015年为预测

值[14～21]。

图 2为中国“十一五”至“十二五”

（即2006—2015年）10年间工业机器人

年装机台数数据，其中 2015年为预测

值[14～21]。

从图 1和图 2可见，近年来中国工

业机器人市场持续表现强劲，容量不断

扩大。2010年市场销量为 14980台，

2011 年 达 到 22577 台（同 比 增 长

50.7%），2012年达到 26987台，2013年

达到 36860台，2014年达到 57000台。

截至 2011年底，中国工业机器人累计

安装 74300台，比 2010年增长了 42%；

概括了中国机器人学40年来走过的发展过程和取得的基本成就，归纳了中国机器人学发展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阐述了中国机器人学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探讨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机器人学的策略。

23



科技导报 2015，33（21）www.kjdb.org

截至 2012年底，中国工业机器人累计

安装 96924台，比 2011年增长了 30%。

预计到 2015年，累计安装台数将达到

或超过100000台（套），继续保持世界最

大机器人市场的地位[22～26]。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统计，2005—
2012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年均销售

增长率为 9%，同期中国工业机器人的

年均销售增长率达到 25%；2014年全

球新安装工业机器人达到 16.67万台，

其中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年装机量超过

日本，达5.6万台，约占世界总量的1/3，
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不过，中

国的机器人密度仍然较低，2012年仅

为 25台/万人，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58
台/万人 [27～29]。图 3（资料来源：World
Robotics 2013）为国际工业机器人密度

高的国家和地区分布情况，中国不列其

中，可见中国的机器人化和工业高级自

动化仍然任重道远。

1.2 智能机器人

1986年3月，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

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

为了跟踪国外高技术，中国启动实施了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旨

在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战略

性、前沿性和前瞻性，以前沿技术研究

发展为重点，统筹部署高技术的集成应

用和产业化示范，充分发挥高技术引领

未来发展的先导作用[30～33]。

智能机器人的研究开发计划包括

水下无缆机器人、高功能装配机器人和

各类特种机器人，进行了智能机器人体

系结构、机构、控制、人工智能、机器视

觉、高性能传感器及新材料等的应用研

究，已取得一批成果。20世纪 90年代

初期，中国主要开发下列机器人及其相

关技术：喷涂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搬运

机器人、装配机器人及视觉、力觉等传

感技术，继续得到高技术计划的支持；

研制了高档样机，开始了应用工程。矿

山、建筑、管道作业等一些特种工业机

器人开始开发，并与应用相结合。

按照 863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的

总体战略目标，研究开发工作的实施分

为型号和应用工程、基础技术开发、实

用技术开发、成果推广 4个层次，通过

各层次的工作体现和实现战略目标。

这4个层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在

中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中是不可缺少

的，但各自又起着不同的作用。

第 1个层次要研制一批具有重要

应用价值和重大应用前景的机器人原

型，这些原型进一步发展成实用产品，

将会解决一些关键的应用技术，同时也

将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形成。按照这一

要求，布置并完成了一批在特殊环境下

应用的机器人，如核环境中应用的机器

人、水下机器人及煤矿机器人等。

第 2个层次是基础技术研究。这

一层次的主要目的是跟踪国际技术前

沿，抓住关键问题，突出技术创新，做出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为进一步的工

程应用提供技术基础。

第3个层次是实用技术开发，实现

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这是将高技术辐射

到国民经济中去的重要环节。

第 4个层次是已有成果的推广应

用，为生产服务，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

出贡献。

服务机器人的分类广泛，包含清洁

机器人、医用服务机器人、护理和康复

机器人、家用机器人、消防机器人、监测

和勘探机器人等。中国的服务机器人

项目涉及除尘机器人、玩具机器人、保

安机器人、教育机器人、智能轮椅机器

人、智能穿戴机器人等。中国的服务类

机器人市场有着很大的发展前景。据

业内人士估计，未来数年内中国服务机

器人的发展将超过工业机器人。例如，

中国有将近2亿的老人和将近1亿的残

图2 中国2006—2015年间工业机器人年装机台数数据

Fig. 2 Annual installed units of industrial robots 2006-2015 in China

图1 中国2000—2015年间工业机器人年销售量数据

Fig.1 Annual supply of industrial robots 2000-2015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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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人需要由机器人照顾，而这仅是服务

机器人市场的冰山一角而已。由此可

见，国内服务类机器人市场已亮丽启

航，前景美好。

经过近 30年的努力，智能机器人

主题在4个层次上都有了很大进展，在

机器人型号、应用工程、基础技术研究

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为推动中国

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和高技术产品、产业

的形成做出了应有贡献。

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对智能

机器人领域的众多课题进行资助。随

着国力的增长，这类课题的资助力度也

不断增强，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也

更为艰巨和重大。这类重大课题有智

能机器人仿生技术、移动机器人的视觉

与听觉计算、深海自主机器人、智能服务

机器人、微创医疗机器人等[34～36]。例如，

笔者曾经主持和参加的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和重大专项项目就有“未知环境中

移动机器人导航控制的理论与方法研

究”、“高速公路车辆智能驾驶的关键科

学问题研究”、“自主驾驶车辆关键技术

与集成验证平台”等 [37,38]。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相关智能机器人项目的实现，显

著缩短了与国际机器人学先进水平的

差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智能机器人的

科学水平。

世界其他国家已经越来越关注中

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中国机器人技术

已在国际机器人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1.3 特种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是除工业机器人外的

用于非制造业并服务于人类的各种机

器人总称，包括服务机器人、水下机器

人、飞行机器人、娱乐机器人、军用机器

人、农业机器人、机器人化机器等。

到 20世纪 90年代，在国家高技术

发展计划支持下，中国在发展工业机器

人的同时，也对非制造环境下应用机器

人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一批成果。

特种机器人的开发包括管道机器人、爬

壁机器人、水下机器人、自动导引车和

排险机器人等。

中国的深水机器人研究是从 60～
300 m有缆水下机器人开始的。随着

海洋开发事业的发展，一般潜水技术已

无法适应高深度综合考察和研究并完

成多种作业的需要，国家对水下机器人

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取得飞跃发展。

2011年 7月 26日，中国研制的深海载

人潜水器“蛟龙号”成功潜至海面以下

5188 m，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载人深潜

技术的全球先进国家之列[39]。2012年6
月 24日，中国研制的深海载人潜水器

“蛟龙号”成功下潜至 7020 m，标志中

国的深海载人潜水器成为世界上第 2
个下潜到 7000 m以下的国家，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40]。近年来，蛟龙号多次远

航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长期的深海应

用作业，取得圆满成功。

在空间机器人领域，中国对无人飞

行系统和月球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骄

人。中国研发的月球车“玉兔号”是一

种典型的空间机器人。2013年 12月 2
日 1∶30，中国成功地将由着陆器和“玉

兔号”月球车组成的“嫦娥三号”探测器

送入轨道。12月 15日 4∶35，“嫦娥三

号”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玉兔号”巡

视器顺利驶抵月球表面[41]。12月 15日
23∶45完成“玉兔号”围绕“嫦娥三号”

旋转拍照，并传回照片；这标志着中国

探月工程获得阶段性的重大成果[42]。

1.4 机器人学学科基础建设

中国的机器人学学科形成较晚，

1985年前后在几个全国一级学会下设

立了机器人专业委员会。1987年 6月

由中国电子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

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和

中国宇航学会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机

器人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

中国机器人学学科大联合的良好开

端。到 2000年 10月，中国先后联合举

办过6届全国机器人学术会议，并增加

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机器人工程

协会、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智能机器人

专家组和空间机器人专家组 4个合办

单位，扩大了大联合势头[43]。1993年成

立的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机器人专

业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智能机器人

学科的形成 [44]。这些机器人学学术会

议和专业委员会在过去30年中为中国

机器人的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做出了

重要贡献。

全国已成立几十个不同层次的机

器人学或机器人技术研究所，其中包括

一些国家级机器人学或机器人系统研

究中心或实验室，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

和高校师生从事机器人学课题研究开

发；已在数百所大学开设机器人学的本

科与研究生课程，数以千计的研究生以

机器人学课题进行博士或硕士学位论

文研究，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

在机器人学科技学术刊物方面，

《机器人》杂志于1987年应运而生，《机

器人技术与应用》于1988年由《机器人

情报》杂志更名而问世。《科技导报》、

《智能系统学报》、《模式识别与人工智

图3 工业机器人密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分布

Fig. 3 Densities of industrial robots per 10,000 employee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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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高技术通讯》等期刊也经常刊登

机器人学研究成果和评论的文章。这

些期刊都对中国的机器人学的发展与

学术交流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在机器人学基础研究著作成果方

面，自 1988年具有中国自主版权的首

部机器人学著作《机器人原理及其应

用》出版后 [5]，已有约 60部机器人学著

作（含教材）和数十部机器人学研讨会

论文集出版，包括蒋新松和熊有伦等的

著作 [44,45]。其中，《机器人原理及其应

用》入选《中国优秀科技图书要览》，《机

器人学》获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被

行内专家教授誉为机器人学“经典著

作”[6]。

国内已建立了一批机器人学网站，

为传播机器人学知识和科技交流做出了

贡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机器人

网（国内最大的机器人行业门户网站）、

萝卜牛腩网（Robot newsline，国内关于

智能机器人学的第一门户网站）等。

2 中国机器人学的存在问题
中国自1972年开始研制工业机器

人，1986年863计划列入了智能机器人

研究领域，国家投入了大量研究经费，

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参与相关项目研

究，在机器人学方面取得一定成绩。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成绩是

很不够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

从整体上看，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基础还

比较薄弱，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研发能

力差距较大。存在研究基础技术多、研

究应用技术少，研究整机多、研究关键

部件少等问题，缺乏整体核心技术的突

破，缺乏核心竞争力，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工业机器人和关键部件很少。国

产工业机器人产品的稳定性和加工精

度等技术指标还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

明显差距，不能生产高精密、高速与高

效的关键部件。其次，技术上的落后，

导致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国内市场占有

率很低，绝大多数工业机器人仍然依靠

进口。例如，2008年中国工业机器人

拥有量近万台，其中国产机器人仅为占

3%，其余皆从国外引进。又如，2012年
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为26906台，其中

中国大陆制造的近1000台，也只占3%

左右。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自主品

牌质量得不到用户的肯定。再次，工业

机器人市场争夺激烈，国内工业机器人

市场被国际巨头垄断，机器人制造的核

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受制于人，中国机器

人生产企业面临着与国际巨头争夺市

场的严峻局面[36]。

下面对工业机器人存在的这些问

题和教训加以进一步阐述。

1）重仿制轻品牌，缺乏国产机器

人的名牌产品。

经过 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完成

了示教再现式工业机器人成套技术开

发，研制出喷涂、弧焊、点焊和搬运等作

业机器人整机，几类专用和通用控制系

统及关键元、部件等，形成小批量生产

能力。20世纪90年代国家选择以焊接

机器人的工程应用为重点进行开发研

究，实现了部分国产机器人的商品化。

2）重跟踪轻创新，缺乏国产机器

人的知识产权。

为了跟踪国外高技术，20世纪 80
年代在 863计划中安排了智能机器人

的研发，包括水下无缆机器人、高功能

装配机器人和各类特种机器人，进行了

智能机器人体系结构、机构、控制、人工

智能、机器视觉、高性能传感器及新材

料等的应用研究，取得一批成果。20
世纪 90年代初以来，国内开发系列机

器人及其相关技术，研制了一些高档样

机，开始了应用工程和特种工业机器人

开始开发。

跟踪过程中科技创新不够，致使多

数国产机器人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

整体核心技术的突破，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工业机器人和关键部件很少，关键

技术受制于人。

3）重样机轻市场，缺乏国产机器

人市场竞争力。

虽然已制造出许多机器人样机和

产品，但大多数产品因整体技术仍落后

于国外主要机器人产品，市场竞争力较

小，让国外机器人产业巨头垄断越来越

大的国内机器人市场。

4）重设备轻人才，缺乏能工巧匠

和大师级精英。

中国工业机器人主要问题为机器

人质量得不到用户肯定，自主品牌缺乏

核心竞争力，机器人生产企业面临与国

际巨头争夺市场的严峻局面。出现这

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忽视知识产权和人

才培养，未能让大批能工巧匠和大师级

精英脱颖而出。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知识产权

是核心，人才水平是关键。只有形成高

素质的机器人学人才队伍，才能开发高

质量的机器人产品。

3 中国机器人学发展的新机遇
目前的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是挑

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研发能力仍有

差距，未来国际市场的争夺激烈；另一

方面，又存在难得机遇。中国国民经济

继续保持快速发展要求进行结构调整、

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需要机器

人学的强力参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

持、人口和劳力红利不复存在、市场需

求井喷激增了行业用户意识以及行业

应用走向多元化等都为我国机器人学

的高速发展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环

境与机遇。

新一轮工业革命呼唤发展智能制

造和建立智能制造强国，劳动力成本不

断上升加速智能制造需求，新技术进步

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客户化定制依赖于

智能制造。在中国“十二五”规划中，高

端制造业（即机器人+智能制造）已被

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科技部

2012年 4月发布《智能制造科技发展

“十二五”专项规划》和《服务机器人科

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46,47]。在“十

二五”期间，中国将攻克一批智能化高

端装备，发展和培育一批高技术产值超

过 100亿元的核心企业；同时，将重点

培育发展服务机器人新兴产业，重点发

展公共安全机器人、医疗康复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平台和模块化核心部件四

大任务。《智能制造科技发展“十二五”

专项规划》提出，要在基础技术与部件

方面重点突破设计过程智能化、制造过

程智能化和制造装备智能化中的基础

理论与共性关键技术；突破一批智能制

造基础技术与部件，研发一批与国家安

全与产业安全密切相关的共性基础技

术，重点突破一批智能制造的核心基础

部件，奠定“十三五”制造过程智能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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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制造过程智能化的技术基础。主

要是在制造业信息化、基础部件、传感

器、自动化仪器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以

及嵌入式工业控制芯片方面。

国务院于2015年5月8日公布《中

国制造 2025》，明确提出实现中国制造

强国的路线图，旨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中国制造业，是提升中国综合国

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

由之路。该路线图提出的大力推动重

点领域突出了机器人制造，要“围绕汽

车、机械、电子、危险品制造、国防军工、

化工、轻工等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

以及医疗健康、家庭服务、教育娱乐等

服务机器人应用需求，积极研发新产

品，促进机器人标准化、模块化发展，扩

大市场应用。突破机器人本体、减速

器、伺服电机、控制器、传感器与驱动器

等关键零部件及系统集成设计制造等

技术瓶颈”[48]。把工业机器人列为国家

发展的重点领域，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和国家意志，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

次。可以期待中国机器人技术和产业

将会有更大更强的发展，为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做出新的贡献。

现在，一个全面开发与应用机器人

的热潮正席卷全国。各种“机器人产业

园”如雨后春笋般在各省市建立；其中

有国家级、省（市）级和城市级等。同

时，不少民营制造企业也参与了新一轮

机器人产业的创业与竞争，为机器人产

业热进一步升温。此外，国外机器人产

业巨头已竞相在中国投资建厂，有的还

把开发总部迁到中国，势在必夺中国机

器人大市场。这使得机器人产业的竞

争达到新的高度。这轮新竞争，对国内

外机器人企业既是难逢机遇，又是严峻

挑战，必将对中国机器人产业仍至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和

深远影响。

4 中国机器人学的发展对策思考
面对这场机器人化的机遇和挑战，

结合众多专家的决策建议[49～61]，特对进

一步发展中国机器人学进行如下思考，

提出相应建议，供决策参考。

4.1 夯实中国机器人学基础

中国机器人学研究和机器人产业

的基础均不够牢固，导致机器人产品质

量欠佳、关键部件依赖外国进口和机器

人市场被外国垄断。要充分认识机器

人学基础建设的重要性，下大力气夯实

中国机器人学的发展基础[62,63]。

1）全面建立机器人学发展基础。

在《中国制造 2025》和国家其他政

策的支持下，制订中国机器人学的中长

期发展规划，落实国家层面上的机器人

学开发与应用计划，在发展路线、计划

方案、经费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夯实

中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基础。把机器

人技术作为发展经济、实现制造强国、

巩固现代国防和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

举措，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发展方

式、落实智能制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

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

2）全面覆盖机器人学应用领域。

中国机器人技术发展计划着重于

智能制造、公共安全、医疗康复等应用

领域。应把机器人应用拓广到经济擎

引、医疗健康、智能制造、服务业、空间

应用和国防应用等领域，发挥机器人技

术在创造新市场、提供新就业和改善人

民生活方面的重要作用。

3）创造知识产权，占领国内市场。

发展壮大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及

其自动化成套装备产业应成为当务之

急。只有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

的机器人产品，才能占领国内机器人市

场。现有的机器人产业园中，确有一些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产品特色和经

受市场考验的企业，如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大江机械设备

科技有限公司等。然而，近期涌现的很

大一部分机器人企业盲目跟进，缺乏自

主知识产权。他们大量进口机器人本

体或机器人核心部件，用于生产线，实

现自动化或“智能化”生产，重复过去中

国机器人的市场模式。正如某些媒体

所担心的：这种大量（甚至九成）进口机

器人本体和关键部件的做法，只会使中

国的机器人产业继续成为国外机器人

产业巨头的市场，沦为进口机器人核心

部件的分销商。这种现象如不尽快改

变，那么，中国的“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化只能成为外国机器人的附庸。

4）实现“网络化+机器人化”生产

模式。

机器人化固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重要发展方向，但要进一步提高机器

人产品的性能水平和应用领域，在许多

应用领域就需要实现“网络化+机器人

化”的机器人系统生产模式。例如，通

过“网络化+机器人化”模式实现机器

人辅助远程或现场外科手术、农业生产

用水排灌系统的无人化自动远程操作、

集装箱码头货物运输与过关自动化、分

布式野外民用和军用系统的远程操控、

家用电器系统的实时智能化自动运行

等。此外，网络机器人也获得迅速发

展，应当成为中国机器人的一个重要发

展方向。网络化使机器人化如鱼得水，

进一步扩大机器人的应用领域，显著减

轻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提高工作

与生产效率，使各种机器人装置和系统

发挥更大的作用。

5）进一步实现机器人系统智能化。

在“网络化+机器人化”机器人系

统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与应用各种

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网络化+机器人

化+智能化”集成系统生产模式，必将

更大地增强机器人系统的功能，进一步

提高机器人系统的工作质量和水平。

这些人工智能技术涉及机器学习、模式

识别、图像处理、智能规划、智能控制与

导航、自动编程、多真体（MAS）系统、多

传感信息融合、专家系统、知识库和推

理技术、词料库与自然语言处理等。智

能化令机器人化如虎添翼，极大地减轻

脑力劳动和提高自动化水平，是现在能

够考虑到的机器人化追求的最高目标

和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根据需要与可

能，逐步实现“网络化+机器人化+智能

化”的集成系统生产模式。

4.2 生产优质机器人产品

1）抓住发展机遇，抓严市场调控。

中国制造业面临空前未有的发展

好机遇，机器人化热潮为实现这个机遇

提供了得力手段。《中国制造 2025》的

发表，成为机器人化的得力助推器，必

将促进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和

机器人技术更加广泛的应用。一定不

要错过这个发展机遇，全面深入了解机

器人市场需求，调整巩固现有机器人研

发实体，发现与支持一批有特色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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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新的机器人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保障智能制造和其

他相关目标的顺利实现。政府不仅要

制定好规划，而且要严抓市场调控，保

障市场健康发展。

2）制订机器人质量标准，奠定“法

制”基础。

40年来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产品总

体上尚缺乏统一的国家技术规范，缺乏

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一个没有质量

标准的机器人产品，不可能赢得足够大

的市场份额，甚至是不允许投放市场

的。中国政府质量主管部门当务之急

是组织专家和业内人士，参照国外标准

与做法，制订中国的机器人首先是工业

机器人产品的国家质量标准，为机器人

产品质量“立法”，并严格按标准依法办

事。凡是不合格的机器人产品，均不得

进入市场，违法经营者应当受到惩罚。

3）开发特色产品，防止低端重复。

由于不再拥有人口“红利”优势，中

国现在需要使用大批一般工业机器人

代替工人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如进行搬

运作业和恶劣危险工况下的操作等；另

一方面，也需要大批专用工业机器人，

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和一定智能的

机器人。在机器人产品的定位上，一定

要有特色和创新，要全面提高各类机器

人的整机水平，不能搞低端产品的重复

生产。关键基础零部件已成为发展机

器人技术的拦路虎，需要集中力量努力

攻克，为提高国产机器人的整机水平打

好基础。虽然近年来有所进展，但差距

仍然很大。

4）避免恶性竞争，拒绝泡沫经济。

市场经济强调竞争，有公平竞争才

能健康发展。但是，这个竞争一定要有

序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据统计，现在全

国已有“十大机器人产业园”或“十大机

器人重镇”，加上更多的其他省市的机

器人产业园，中国已有数十个机器人产

业园[64]。这些机器人产业园之间缺乏

统一规划与市场协调，盲目无序地制造

或进口各自的机器人产品，势必形成各

自为政的机器人产业布局，形成无序竞

争的机器人产业局面。而国际经验表

明，一个国家只要有几个机器人产业巨

头就足够了。“泡沫经济”值得高度警

惕，大起大落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大

浪淘沙是无情的，机器人化热潮中涌现

的大批机器人企业将遭重创而被残酷

淘汰出局。国内目前“遍地开花”的机

器人产业如不严加管控，就很可能会产

生过多的“泡沫”，经过竞争而被淘汰出

局的企业以至国民经济终将承受负面

影响。

中国已研发的机器人产品存在一

些质量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并努力加

以改进。只有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经

过 3~5年甚至 10年奋斗，创造拥有自

主品牌的机器人产品及其核心部件，才

能生产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

机器人装置与系统，为占领国内机器人

市场和进军机器人国际市场打下基础。

4.3 培养大批高素质机器人学人才

经济社会需求是机器人学和机器

人技术形成的催化剂和原动力，而机器

人学教育是机器人学学科和机器人技

术赖以发展的强化剂和推动力。机器

人学教育主要包括机器人学学科的专

业与课程教育以及机器人学知识的普

及教育。机器人学教育伴随着机器人

的问世而建立，并紧跟机器人学的进展

而发展。目前国内外机器人学已形成

比较完整的学科教育与课程教学体系，

在大学机械设计制造、机械电子工程、

自动化、智能科学技术等专业开设机器

人学类课程。不过，如何使这些课程的

教学更紧密地结合研究开发和生产实

际，更好地发挥“强化剂”的推动作用，

一直是机器人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

关键问题。

无论是总结中国机器人学发展的

存在问题，或是探讨机器人学的基础建

设问题，都与机器人学人才培养密不可

分。在培养机器人学人才方面有如下

建议。

1）建立机器人学人才培养制度和

路线图。

今年全国“两会”上，百度在线网络

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裁李彦宏建议

设立“中国大脑”计划；科大讯飞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建议加快人工智

能布局，实施“教育超脑”。这些事件表

明，一个以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中国经济

社会智能化的浪潮已经兴起，其中智能

机器人是典型代表。机器人学人才是

机器人学基础建设的重中之重。做好

发展规划、掌握关键技术、进行推广应

用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去实现。要适

应这一社会需求，全面规划高素质机器

人学人才培养，为中国机器人学进入新

的发展机遇期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

保障。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机器人学人

才培养的认识，建立机器人学人才培养

制度，全面规划机器人学人才培养，把

机器人学人才培养上升为国家战略，构

建中国机器人学人才培养路线图[48]。

欧美日各主要机器人强国都制订

了机器人学发展路线图，包括研究与应

用领域、经费投入和人才培养等 [65～71]。

欧美各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模式与

中国存在一定差别。目前，美国机器人

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主要集中在研究生

阶段，只有少数顶级名校的相关课题组

或研究所向有能力的本科生开放；但从

2013年起，5年内将在公立中学普遍开

展机器人学课外活动，10年内将在大

学全面设立机器人学学士、硕士、博士

学位，在 15年内各类机器人学毕业生

将提高2倍。

中国教育体系如何适应人工智能

和机器人学发展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培

养高素质机器人学人才，已提到议事日

程和行动上。

2）全面规范各级机器人学教育。

根据市场需求，全面规范各级机器

人学教育，开办一定规模与比例的各类

学校，包括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技工学

校等；建议国家教育部全面扩大“智能

科学与技术”专业设置，支持办好“智能

科学与技术”和“机械电子工程”等本科

专业，加强本科机器人教学；在部分相

关专业设立机器人学研究生培养方向，

加强机器人学方向的研究生教育力度；

在中小学开设机器人学科技或科普课

程，开展形式多样的机器人学课外活

动，培养中小学生对机器人学的兴趣；

搞好机器人学师资培训，提高机器人学

教师水平，规范与组织编写各类机器人

学教材，为机器人学人才培养提供重要

保障。

3）产学研结合培养高素质机器人

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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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探索通过“产学研”结合，或

“科教产”联合，或“官产学”合作，分工

协作，培养各类高素质机器人学人才，

进行机器人品牌产品开发和市场化营

销，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提供相关教育

和其他政策支持，为人才培养保驾护

航；研究所主要进行机器人产品开发与

创新，让机器人科技人员发挥才智；学

校除参与机器人产品研发外，首要任务

是提供知识资源，培养各层次的高素质

机器人学人才；企业要精益求精进行机

器人产品生产，让机器人学科技人才和

技术工人充分发挥作用。

4）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培养

机器人学人才。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为智能系统

的“网络化+机器人化+智能化”提供得

力的技术保障，为机器人学人才培养提

供有效手段。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智能机

器人网络平台，创建与发展智能机器人

主流媒体；开发与完善国内机器人学网

络教学平台，为各层次机器人学教学提

供网络教育服务，为其他课程提供辅助

教学工具；面向全国大学生和中小学

生，举办机器人学网络竞赛，营造良好

的机器人学生态文化；建立机器人学网

络博物馆和机器人学网络图书馆，广泛

收集国内外机器人产品图片、机器人学

科技图书和论文资料、机器人学文学作

品等，向读者开放。

5）大力开展机器人学科普活动。

争取国家或企业支持，建立机器人

学科普基地，为普及机器人学知识发挥

示范作用；鼓励科技人员和各级教师进

行机器人学科普创作，支持出版机器人

学科普作品，广泛传播与普及机器人学

知识；举行全国机器人学科普作品竞

赛，分组评选优秀作品，给予奖励；出版

机器人学科普杂志，向青少年介绍国内

外机器人学的发展动态、应用示例、科

普知识、趣闻轶事；规范与举办各类机

器人学科技竞赛和夏令营、冬令营活

动，培养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机器

人学的兴趣。在机器人学知识普及方

面，中国已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如举办全国或行业的机器人比赛、机器

人学科普讲座及机器人影视与图片展

览等，不仅普及了机器人学知识，而且

培养了广大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兴

趣。有不少影视作品以机器人为载体，

宣传高新技术或科学幻想，对观众颇有

吸引力。有点遗憾的是，还没有看到国

产的机器人大片投向市场。人们期待

着高水平的国产机器人大片早日问世，

并走向世界。

6）建立机器人学人才激励机制。

把机器人学列入国家科技、教育和

综合奖励领域。鼓励从事机器人学的

本科生、研究生和科技工作者进行机器

人科技创业，对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原型

成果给予创业基金支持。鼓励各类能

工巧匠和大师级精英等机器人学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

4.4 建立全国性机器人学大联合组织

虽然在25年前就成立了中国机器

人工程协会，但它并不是全国机器人行

业的联合组织，未能发挥全国性的组织

和协调作用。

中国的机器人学学科形成较晚，

1985年前后在几个一级学会下设立了

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到 2000年 10月，

中国先后联合举办过 6届全国机器人

学术会议，共有 10个相关的全国一级

学会等形成合办单位，扩大了大联合势

头 [43]。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曾建议各方

讨论、筹建与成立中国机器人学联合

会 [72]；在第六届中国机器人学会议，即

“中国 2000年机器人学大会”期间，与

会专家学者议论了这件事，但因会议没

有此项议程和时间限制，没有形成协议

和做出具体部署。不过，如果全国机器

人学术会议能够继续如常举行下去，那

么，协商与成立中国机器人学联合会的

日子就会为期不远。令人遗憾的是，自

中国 2000年机器人学大会以来，15年

过去了，人们不但没有听到中国机器人

联合会成立的喜讯，而且连平均两年召

开一次已经举办6届的中国机器人学术

讨论会/大会也一直停办至今。近年来

举办的各种机器人论坛或“峰会”，都是

缺乏权威的，影响力远未达到期望值。

2013年 3月 16日，由 40多家机器

人学科研单位和机器人企业共同发起

的“中国机器人产业创新联盟”在北京

正式成立[73]。过了一个多月，2013年 4
月21日“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在北京

成立 [74]。相隔一个多月先后成立两个

全国性的机器人产业组织，而且两个组

织的名称也大致相同。这就令人难以

理解，到底国内是否已经建立了具有统

一性、权威性和全国性的机器人学大团

结和大联合组织呢？况且，这 2个“联

盟”都是机器人产业方面的组织，还不

是全面的大联合机构。

总结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

的机器人学研究单位、产业部门、机器

人学学者和机器人技术人员要把握当

前难得的发展环境与机遇，团结一致，

着手进行大联合大合作的各项工作，为

中国的机器人学学科发展和机器人技

术振兴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建议以上述 2个机器人产业联盟

为基础，广泛邀请其他组织单位和专

家，商议组成中国机器人学联合会筹备

委员会，推举一个召集单位，1~2位德

高望重的业内专家为召集人，以适当方

式召集各方共商合作大计。首先，尽快

恢复全国机器人学大会（学术研讨会），

举办中国第七届机器人学大会，并以这

个大会为重要平台，加速机器人学联合

会筹备过程。其次，在充分协商的基础

上，形成《中国机器人学联合会章程》之

类的文件，并与国家民政部联系，得到

他们的领导与指导，争取早日正式成立

中国机器人学联合会。在协商过程中，

各方要本着真诚团结、平等协商、取长

补短、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精神，尽快

达成共识，实现中国机器人学界的大团

圆。各方要从中国机器人学发展的大

局出发，心存团结互助的强烈愿望，互

相尊重、平等相待而不是“以大欺小、以

强凌弱”，互相学习并容许保留不同意

见，真正做到合作共事，和谐发展。

5 结论
中国的机器人学研究和机器人产

业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

题，特别是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问题和

人才培养问题。智能科技或智能系统

的核心是“网络化+机器人化+智能

化”，而机器人学是机器人化的基础，人

才是机器人化的根本。纵观全球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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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之争，很大程度上也是机器人化之

争，一种高素质人才之争。中国各级教

育需要适应机器人学发展对机器人化

科技人才的巨大需求，培养高素质机器

人学创新人才，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应国

际人才竞争的机遇与挑战。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培养大批高素质机器人学创

新人才，为中国国民经济调整升级与持

续发展以及人民福祉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虽然中国已成为一个工业机器人

大国，但还不是工业机器人强国。工业

机器人大国不是梦，中国要做机器人强

国之梦。中国发展工业机器人不能搞

低水平重复，不能追求工业机器人销售

大国，不要追求落后产能，而要追求创

造自主核心技术，追求机器人制造强

国，追求可持续发展，追求对国家和人

民的实际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国科学

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

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机

器人革命”有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将影响全

球制造业格局。国际上有舆论认为，机

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

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

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求：“我们不仅

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

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75]

机器人化的热潮已席卷神州大地，

机遇与挑战并存，机不可失。中国机器

人产业的发展仍任重道远，期待中国的

机器人学和机器人化能够沿着正确的

发展路线扬帆直前，驶向成功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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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的现状及发展智能机器人的现状及发展
任福继 1,2, 孙晓 1

1. 合肥工业大学情感计算与先进智能机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09
2. 日本德岛大学，德岛 770800

21世纪以来，国内外对机器人技

术的发展越来越重视。机器人技术被

认为是对未来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的高技术之一。英国皇家工程学

院2009年在《自主系统》科学报告中预

测，2019年将迎来机器人革命，习近平

总书记2014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

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

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机器人的研发、制

造与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

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不仅要提

高中国机器人水平，还要尽可能多地占

领市场。“机器人革命”有望成为“第三

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增长

点，将影响全球制造业格局，并且中国

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机器人广义上包括一切模拟人类

行为或思想以及模拟其他生物的机械

（如机器狗，机器猫等）。狭义上对机器

人的定义还有很多分类法及争议[1]，有

些电脑程序甚至也被称为机器人（例如

爬虫机器人）。联合国标准化组织采纳

了美国机器人协会给机器人下的定义：

“一种可编程和多功能的操作机；或是

为了执行不同的任务而具有可用电脑

改变和可编程动作的专门系统。一般

由执行机构、驱动装置、检测装置和控

制系统和复杂机械等组成。”机器人是

综合了机械、电子、计算机、传感器、控

制技术、人工智能、仿生学等多种学科

的复杂智能机械。目前，智能机器人已

成为世界各国的研究热点之一，成为衡

量一国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机器

人是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因此，

它既可以接受人类指挥，又可以运行预

先编排的程序，也可以根据以人工智能

技术制定的原则纲领行动。在当代工

业中，机器人指能自动执行任务的人造

机器装置，用以取代或协助人类工作，

一般会是机电装置，由计算机程序或电

子电路控制。机器人的范围很广，可以

是自主或是半自主的，从本田技研工业

的ASIMO或是 TOSY的 TOPIO等拟人

机器人到工业机器人，也包括多台一起

动作的群机器人，甚至是纳米机器人。

借由模仿逼真的外观及自动化的动作，

理想中的高仿真机器人是高级整合控

制论、机械电子、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材

料学和仿生学的产物。机器人可以作

一些重复性高或是危险，人类不愿意从

事的工作[2]，也可以做一些因为尺寸限

制，人类无法作的工作，甚至是像外太

空或是深海中，不适人类生存的环境。

机器人在越来越多方面可以取代人类，

或是在外貌、行为或认知，甚至情感上

取代人类。机器人技术最早应用于工

业领域，但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和各

行业需求的提升，在计算机技术、网络

技术、MEMS技术等新技术发展的推动

下，近年来，机器人技术正从传统的工

业制造领域向医疗服务、教育娱乐、勘

探勘测、生物工程、救灾救援等领域迅

速扩展，适应不同领域需求的机器人系

统被深入研究和开发。过去几十年，机

器人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大大推动了人

类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逐步形成

了机器人的产业链，使机器人的应用范

围也日趋广泛。

1 国内外发展现状
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

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机器人产业

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主要经济体纷纷将发展机器人产业上

升为国家战略，并以此作为保持和重获

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国外的

机器人研究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

其中以美国、日本和欧洲为代表，它们

根据各自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研制了各

种各样的机器人。根据国际机器人联

合会（IFR）的统计报告[1]，在2014年，工

业机器人的销售额增长了 29％，至

229261辆，是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的1
年（图 1），相比 2013年，所有的工业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希望更多地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因此促进了

智能机器人市场发展。另外，智能机器人产业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

志，其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本文介绍国内外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现状及发展水平，论

述智能机器人相关技术及机器人的分类、智能机器人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探讨智能机器人的发展趋势

及展望。

32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特刊 www.kjdb.org

器人公司均实现了增长。其中，在中国

销售约3.7万台，销售量全球排名第一，

同比增长60%。服务机器人2014年的

销售数量增长了 11.5％（图 2，图 3）[2]，

销售额增长 3％至 3.77亿美元。据预

测，各种类型的服务机器人在 2015—
2018年期间可能达到 2590万台，估计

价值12.2亿美元（图4）。Allied市场研

究公司最新报告，全球

工 业 机 器 人 市 场 从

2014—2020年期间将以

5.4%的复合年增长率发

展，到 2020年其销售额

将达到 411.7 亿美元。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在

2013年发布的《12项引

领全球经济变革的颠覆

性技术》报告中，将先进

机器人列入物联网、云

技术、下一代基因技术、

3D打印、新材料、可再

生能源等 12 项颠覆性技术中的第 5
项。预计到 2025年，机器人每年将为

全球带来1.7万亿~4.5万亿美元的经济

规模。

美国在2013年发布的机器人发展

路线报告，副标题即为“From Internet
to Robotics”，将智能机器人与 20世纪

互联网定位于同等重要地位。机器人

将影响人类生活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并

被列为美国实现制造业

变革、促进经济发展的

核心技术。美国在 2010
年推行的“先进制造业

伙伴计划”中，明确提出

要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

重振制造业，凭借信息

网络技术的优势，开发新一代智能机器

人。欧盟启动了全球最大民用机器人

研发计划——“SPARC”，计划到 2020
年投入 28亿欧元，创造 24万个就业岗

位。该计划将有 200多家公司、1.2万

研发人员参与，机器人在制造业、农业、

健康、交通、安全和家庭等各领域的应

用都将被纳入该计划。德国为保持其

制造业领先地位提出的“工业 4.0 计

划”，也将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

作为迎接新工业革命的切入点。日本

也制定了机器人技术长期发展战略，将

机器人产业作为“新产业发展战略”中

7大重点扶持的产业之一。日本政府

计划将机器人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重

要支柱，希望通过发掘机器人的潜能实

现日本经济的增长。韩国制定了“智能

机器人基本计划”，并于2012年10月发

布了“机器人未来战略展望 2022”，将
政策焦点放在了扩大韩国机器人产业

并支持国内机器人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等方面。

中国机器人的研究制造始于 20世
纪 70年代，以工业机器人的研究与制

造为主，虽然中国机器人技术的研发起

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发展大体可

以分为3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起步，以工业机器人的研究与制造为

主，在国家攻关和 863等计划支持下，

20世纪 90年代初期起，具有自主知识

图3 服务机器人预测（IFR）
Fig. 3 Prediction of service robots (IFR)

图2 服务机器人数据对比（IFR）
Fig. 2 Comparsion of service robots (IFR)

图1 工业机器人历年销售数据（IFR）
Fig. 1 Annual supply of industrial robots (IFR)

图4 “朋友”轮椅机器人

Fig. 4 "Friend" wheelchair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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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点焊、弧焊、装配、喷漆、切割、搬

运、包装码垛等产品相继问世，中国工

业机器人在实践中迈出了重要一步，期

间，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不同方面的机

器人发展规划。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

原型和示范阶段，在 2000年开始进入

到产业化阶段。2006年中国将智能服

务机器人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

要》，2012年发布服务机器人科技发展

“十二五”专项规划，2013年发布《工信

部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2010年以后，中国机器人装

机容量逐年递增，开始面向机器人全产

业链发展。近年来，中国机器人技术的

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机器人产品的市

场前景广阔，国内众多科研院所（如哈

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

究所、清华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哈尔滨

工程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浙江大学、东

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均开展了智

能机器人的相关科研与教学。全球机

器人四大巨头——瑞典ABB、德国库卡

（KUKA）、日本发那科（FANUC）、日本

安川（YASKAWA）以及其他一些国际

上知名的机器人厂商由于看好中国市

场的发展前景，纷纷在中国设立分支机

构，从事工业机器人产品的销售、生产

制造和系统集成。而国内的机器人品

牌中起步较早且已初具规模的厂商包

括沈阳新松、安徽埃夫特，东莞启帆，广

州数控等。截至 2014年 10月，国内已

有超过43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平均每

周还在增加 2家新企业。和机器人比

较密切的直接间接企业有 4000多家，

而且每年新增300多家企业，有30～50
家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引进技术等方

式开始涉足这些行业。长城证券最新

研报认为，工业机器人产业会率先爆

发，预计2020年中国市场达到千亿，未

来 6年总安装量需求在 63.8万~176万

台套，保守估计85万台；服务机器人产

业会在5～10年左右开始爆发，其规模

和发展速度可能是工业机器人不可比

拟的。保守预测，工业机器人本体总市

场在 1275亿元，系统集成市场 3825亿

元；军用地面机器人 340亿元，无人机

460亿元，助老机器人390亿元，助残机

器人 243亿元，公共服务机器人 10亿

元，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共计 1443亿

元。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牵头的“中

国机器人产业联盟”2013年 4月 21日

在北京成立。该联盟将大力推动中国

机器人的产、学、研、用，加速机器人技

术与产品在各行业中的普及应用。联

盟包括了国内机器人科技和产业的百

余家成员单位，以产业链为依托，创新

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协同共进、互利共

赢的合作模式，构建促进产业实现健康

有序发展的服务平台。目前，国产移动

机器人开始批量出口，国内服务机器

人、特种机器人开始形成较强的竞争

力，2013年国产工业机器人销售总量

超过 9500台。在此基础上，国家积极

支持机器人产业化基地的建设，现已经

形成了新松机器人公司、博实机器人公

司等为代表的多个机器人产业化公司，

为中国发展机器人产业奠定了基础。

尽管中国机器人发展势头良好，但

目前国产机器人市场份额偏低，品牌知

名度也不高。国际品牌机器人占中国

市场份额超过 90%。六大日本机器人

公司占据中国工业机器人采购量的1/2，
而中国本土四大机器人设备制造商加

在一起仅占中国市场份额的 5%。因

此，机器人产业还没有形成研制、生产、

制造、销售、集成、服务等有序、细化的

产业链，产品附加值偏低。与主要发达

国家相比，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速度

慢、核心技术薄弱、市场份额和附加值

较低。随着机器人技术与产品的广泛

应用和不断扩展，机器人未来仍将保持

快速发展的态势，机器人产业亟待提升

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2 智能机器人相关技术及发展

趋势
2.1 智能机器人的相关技术

对智能机器人技术水平的衡量，有

一定的技术指标和标准，机器人能力评

价指标包括：智能程度，主要指机器人

对外界的感觉和感知能力，具体包括记

忆、运算、比较、鉴别、判断、决策、学习

和逻辑推理等能力；机能特性，主要指

机器人的任务变通性、领域通用性或空

间占有性等；物理能指标，一般指的是

机器人的指力、速度、可靠性、联用性和

寿命等。机器人的组成部分一般包括

执行机构、驱动装置、传感装置、控制系

统和复杂机械等。下面从这几方面对

智能机器人的相关技术进行阐述。

1）机器人的执行机构。

机器人的执行机构即机器人的本

体，机器人的臂部（如有）一般采用空间

开链连杆机构，其中的运动副（转动副

或移动副）常称为关节，关节个数通常

即为机器人的自由度数。根据关节配

置型式和运动坐标形式的不同，机器人

执行机构可分为直角坐标式、圆柱坐标

式、极坐标式和关节坐标式等类型。面

向某些应用场景，出于拟人化的考虑，

常将机器人本体的有关部位分别称为

基座、腰部、臂部、腕部、手部（夹持器或

末端执行器）和行走部（对于移动机器

人）等。

2）驱动装置。

驱动装置是驱使执行机构运动的

装置，按照控制系统发出的指令信号，

借助于动力元件使机器人进行相应的

动作。驱动装置输入的是电信号，输出

的是线、角位移量。机器人使用的驱动

装置主要是电力驱动装置，如步进电

机、伺服电机等，此外，面向某种特定场

景的特定需求，也有采用液压、气动等

驱动装置。

3）传感装置。

机器人一般通过各种传感器获得

外界信息，传感是实时检测机器人的内

部运动、工作情况，以及外界工作环境

信息，根据需要反馈给控制系统，与设

定信息进行比较后，对执行机构进行调

整，以保证机器人的动作符合预定的要

求。作为检测装置的传感器大致可以

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信息传感器，用

于检测机器人各部分的内部状况，如各

关节的位置、速度、加速度等，并将所测

得的信息作为反馈信号送至控制器，形

成闭环控制。一类是外部信息传感器，

用于获取有关机器人的作业对象及外

界环境等方面的信息，以使机器人的动

作能适应外界情况的变化，使之达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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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的自动化，甚至使机器人具有某

种类人的“感觉”，向智能化发展，例如

视觉、声觉等外部传感器给出工作对

象、工作环境的有关信息，利用这些信

息构成一个大的反馈回路，从而将大大

提高机器人的工作精度。

4）控制系统。

一种是集中式控制，即机器人的全

部控制由一台微型计算机完成。另一

种是分散（级）式控制，即采用多台微机

来分担机器人的控制，如当采用上、下

两级微机共同完成机器人的控制时，主

机常用于负责系统的管理、通信、运动

学和动力学计算，并向下级微机发送指

令信息；作为下级从机，各关节分别对

应一个CPU，进行插补运算和伺服控制

处理，实特定的运动，并向主机反馈信

息。根据作业任务要求的不同，机器人

的控制方式又可分为点位控制、连续轨

迹控制和力（力矩）控制。

5）智能系统。

智能系统是指能产生类人智能或

行为的计算机系统。智能系统不仅可

自组织性与自适应性地在传统诺依曼

计算机上运行，甚至也可自组织性与自

适应性地在新一代的非诺依曼结构的

计算机上运行。“智能”的含义涉及很

广，其概念本身也在不断地进化，其本

质有待进一步探索，因而，对“智能”这

一词也难于给出一个完整确切的定义，

但一般可作这样的表述：智能是人类大

脑的较高级活动的体现，它至少应具备

自动地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思维与

推理的能力、问题求解的能力和自动学

习的能力。智能机器人的“智能”指的

是能够具有完成类似人类智能的功

能。智能系统主要特征在于，其处理的

对象不仅有数据，而且还有知识。对于

知识的表示、获取、存取和处理的能力

是智能机器人系统与传统机械系统的

主要区别之一。因此，一个智能系统也

是一个基于知识处理的系统，它需要如

下设施：知识表示语言；知识组织工具；

建立、维护与查询知识库的方法与环

境；支持现存知识的重用。智能系统往

往采用人工智能的问题求解模式来获

得结果。它与传统系统所采用的求解

模式相比，有 3个明显特征，即其问题

求解算法往往是非确定型的或称启发

式的；其问题求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知

识；智能系统的问题往往具有指数型的

计算复杂性。智能系统通常采用的问

题求解方法大致分为搜索、推理和规划

3类。智能机器人系统与传统系统的

又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智能系统具有现

场感知（环境适应）的能力。所谓现场

感知指它可能与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抽

象进行交互，并适应所处的现场。这种

交往包括感知、学习、推理、判断并做出

相应的动作。这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

的自动组织性与自动适应性。

6）智能人机接口系统。

智能机器人目前不可能做到完全

自主，还是需要与人交互，即使是完全

自主的机器人，也需要向人反馈实时的

任务执行情况，智能人机接口系统指能

使机器人向用户提供更友善自然的自

适应好的人机交互系统。在智能接口

硬件的支持下，智能人机接口系统大致

包含以下功能：采用自然语言进行人机

直接对话，允许声、文、图形及图像能多

介质进行人机交往，甚至通过脑波等生

理信号与人交互，自适应不同用户类

型，自适应用户的不同需求，自适应不

同计算机系统的支持。

2.2 智能机器人技术发展现状

智能机器人是第三代机器人，这种

机器人带有多种传感器，能够将多种传

感器得到的信息进行融合，能够有效地

适应变化的环境，具有很强的自适应能

力、学习能力和自治功能。智能机器人

涉及到许多关键技术，这些技术关系到

智能机器人智能性的高低。这些关键

技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多传感信息

耦合技术，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就是指综

合来自多个传感器的感知数据，以产生

更可靠、更准确或更全面的信息，经过

融合的多传感器系统能够更加完善、精

确地反映检测对象的特性，消除信息的

不确定性，提高信息的可靠性；导航和

定位技术，在自主移动机器人导航中，

无论是局部实时避障还是全局规划，都

需要精确知道机器人或障碍物的当前

状态及位置，以完成导航、避障及路径

规划等任务；路径规划技术，最优路径

规划就是依据某个或某些优化准则，在

机器人工作空间中找到一条从起始状

态到目标状态、可以避开障碍物的最优

路径；机器人视觉技术，机器人视觉系

统的工作包括成像技术，即图像的获

取、处理和分析、可视化输出和显示，核

心任务是特征提取、图像分割和图像辨

识；智能控制技术，智能控制方法提高

了机器人的速度及精度；人机接口技

术，人机接口技术是研究如何使人方便

自然地与机器人交流。

2.3 智能机器人的广泛应用

现代智能机器人基本能按人的指

令完成比较复杂的工作，如深海探测、

作战、侦察、搜集情报、抢险、服务等工

作，模拟完成人类不能或不愿完成的任

务，不仅能自主完成工作，而且能与人

共同协作完成任务或在人的指导下完

成任务，在不同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智能机器人按照工作场所的不同，

可以分为管道、水下、空中、地面机器人

等。管道机器人可以用来检测管道使

用过程中的破裂、腐蚀和焊缝质量情

况，在恶劣环境下承担管道的清扫、喷

涂、焊接、内部抛光等维护工作，对地下

管道进行修复；水下机器人可以用于进

行海洋科学研究、海上石油开发、海底

矿藏勘探、海底打捞救生等；空中机器

人可以用于通信、气象、灾害监测、农

业、地质、交通、广播电视等方面；服务

机器人半自主或全自主工作、为人类提

供服务，其中医用机器人具有良好的应

用前景；仿人机器人的形状与人类似，

具有移动功能、操作功能、感知功能、记

忆和自治能力，能够实现友好的人机交

互；微型机器人以纳米技术为基础在生

物工程、医学工程、微型机电系统、光

学、超精密加工及测量（如扫描隧道显

微镜）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国防领域中，军用智能机器人得

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近年来，美

英等国研制出第二代军用智能机器人，

其特点是采用自主控制方式，能完成侦

察、作战和后勤支援等任务，在战场上

具有看、嗅等能力，能够自动跟踪地形

和选择道路，具有自动搜索、识别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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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敌方目标的功能。如美国的Navplab
自主导航车，SSV自主地面战车，Big⁃
Dog机器人等。在未来的军事智能机

器人中，还会有智能战斗机器人、智能

侦察机器人、智能警戒机器人、智能工

兵机器人、智能运输机器人等，成为国

防装备中新的亮点。无人作战飞行器

（UCAVs），是无人机的升级形式，可以

完成各种任务，包括战斗。无人战斗机

正在设计，如BAE Systems Mantis，它们

有自主飞行，自主挑选航线和目标，并

且有自主做大部分决策的能力。BAE
雷神是由英国研发的一种无人作战飞

行器，可以不用飞行员跨大洲飞行，并

且有新的手段以逃避侦查。

在服务工作方面，世界各国尤其是

西方发达国家都在致力于研究开发和

广泛应用服务智能机器人，“服务机器

人”这个词不太明确。国际机器人联合

会给出了一个初步的定义，“服务机器

人是指这样一类机器人，其通过半自主

或完全自主运作，为监护人类健康或监

控设备运行状态提供有帮助的服务，但

不包含工业性操作[5]。”以清洁机器人为

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

展，人们希望更多地从繁琐的日常事务

中解脱出来，这就使得清洁机器人进入

家庭成为可能。日本公司研制的地面

清扫机器人，可沿墙壁从任何一个位置

自动启动，利用不断旋转的刷子将废弃

物扫入自带容器中；车站地面擦洗机器

人工作时一面将清洗液喷洒到地面上，

一面用旋转刷不停地擦洗地面，并将脏

水吸入所带的容器中；工厂的自动清扫

机器人可用于各种工厂的清扫工作。

美国的一款清洁机器人“Roomba”具有

高度自主能力，可以游走于房间各家具

缝隙间，灵巧地完成清扫工作。瑞典的

一款机器人“三叶虫”，表面光滑，呈圆

形，内置搜索雷达，可以迅速地探测到

并避开桌腿、玻璃器皿、宠物或任何其

他障碍物。一旦微处理器识别出这些

障碍物，它可重新选择路线，并对整个

房间做出重新判断与计算，以保证房间

的各个角落都被清扫。机器人可能识

别人或物体，谈话，提供陪伴，监测环境

质量，响应报警，拿起用品，并执行其他

有用的任务。还可以同时执行多种功

能，或者它们可以在一天不同的时间扮

演不同的角色。一些这样的机器人试

图模仿人类，甚至可能在外表上类似人

类；这种类型的机器人的被称为仿人机

器人。仿人机器人仍处于一个非常有

限的阶段，因为截止目前没有仿人机器

人能在它从未到过的房间导航。因此，

仿人机器人的功能和应用是相当有限

的，尽管在熟悉的环境他们表现出相当

智能的行为。半自主机器人，比如

FRIEND和其他各种轮椅机器人，可以

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完成一些常见的

任务。许多国家人口老龄化，特别是日

本，这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照

顾，但是相对来说只有较少的年轻人照

顾他们。人类做是最好的照顾者，但他

们很忙，机器人正逐渐被引入。图4的
FRIEND是一个半自主机器人（轮椅机

器人），帮助老年人残疾人和在日常生

活中的活动，如准备和服务吃饭。

FRIEND使截瘫病人、有肌肉的疾病或

严重的瘫痪（由于中风等原因），在没有

治疗师或护士的帮助下完成任务成为

可能。

在教育领域，很早就有机器人的参

与，20世纪80年代，海龟机器人在学校

投入使用并用Logo语言编程。还有机

器人套件，例如乐高，机械人教学套件

“BIOLOID”，OLLO 机器人和 BotBrain
教育机器人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数学、物

理、编程、电子等知识。FIRST
公司也以一种和进行机器人比

赛的形式，将机器人引入到中

小学生的生活中。FIRST组织

也是第一个机器人比赛，第一

个乐高联盟，初级乐高联赛和

第一技术挑战赛的基础。还有

一些形状像机器人的设备，比

如教学计算机 Leachim（1974），

还有 2-XL（1976），它是一个 8
轨磁带播放器，机器人形状的

游戏/教学玩具，这些都是Free⁃
man发明的。

在体育比赛方面，智能机器人也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近年来在国际上迅速

开展起来足球机器人与机器人足球高

技术对抗活动，国际上已成立相关的联

合会 FIRA，许多地区也成立了地区协

会，已达到比较正规的程度且有相当的

规模和水平。机器人足球赛目的是将

足球撞入对方球门取胜。球场上空悬

挂的摄像机将比赛情况传入计算机内，

由预装的软件作出恰当的决策与对策，

通过无线通讯方式将指挥命令传给机

器人。机器人协同作战，双方对抗，形

成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在比赛过程

中，机器人可以随时更新它的位置，双

方的教练员与系统开发人员不得进行

干预。足球比赛中的机器人及其系统

融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决策对策、无

线数字通讯、自动控制与最优控制、智

能体设计与电力传动等技术于一体，是

一个典型的智能机器人系统。

在机器人情感方面,近年来也有了

迅速的发展,合肥工业大学情感计算与

先进智能机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在情

感陪护机器人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在

人形机器人平台上研究情感计算系统,
在国家重点基金项目支持下,针对心理

健康问题，构建通用与个性化融合的心

状态转移网络，并基于所构建的心状态

转移网络开发多模态的情感应对模型，

建立应对策略的评价体系。具体而言，

用情感机器人（图5）作为平台，开发出

一台增强心理健康的系统。对用户可

根据其微博、博客、对话语言、语音、表

情等基于情感交互来进行心理健康感

知并计算出健康指数，即心灵充实度,
系统具有安抚、聊天功能。团队研发的

情感机器人平台及其云系统主要功能

图5 情感陪护机器人

Fig. 5 Emotional robotics esc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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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物身份和情感认知、手势语音互

动、智能情感会话聊天、情感交互等功

能。情感陪护机器人可以在家庭和医

疗场所，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尤其是

老年人陪护），对特定病情（孤僻症和抑

郁症）的辅助康复。

现代智能机器人不仅在上述方面

有广泛应用，而将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

个方面，像在煤炭工业矿业方面，考虑

到社会对煤炭需求量日益增长的趋势

和煤炭开采的恶劣环境，将智能机器人

应用于煤炭工业、矿业势在必行。在建

筑方面，有高层建筑抹灰机器人、预制

件安装机器人、室内装修机器人、擦玻

璃机器人、地面抛光机器人等。在核工

业方面，主要研究机构灵巧、动作准确

可靠、反应快、质量轻的机器人等。在

情感陪护方面，机器人通过摄像头和麦

克等传感器采集人的实时信息，通过机

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算法，获得人的实时

情感状态，进而根据人的情感状态合成

相应的表情和姿态与人进行实时的情

感互动。智能机器人的应用领域的日

益扩大，人们期望智能机器人能在更多

的领域为人类服务，代替人类完成更多

更复杂更高级的工作。

3 总结
世界上大概有 50%的机器人在亚

洲，32%在欧洲，16%在美国北部，1%在

澳大利亚，1%在非洲[8]。全世界有40%
的机器人在日本[9]，目前日本是拥有机

器人数量最多的国家。随着机器人变

得越来越先进和复杂，越来越多的专家

和学者们甚至开始探讨需要建立什么

样的道德规范来管理机器人的行为[10]，

机器人是否可以拥有任何类型的社会，

文化，道德或法律权利[11]。一个科学团

队表示，到 2019年机器人的大脑可能

将会存在[12]。还有人预测，到2050年机

器人的智能将会有所突破 [13]。最近的

发展使得机器人的行为更加复杂 [14]。

智能机器人的社会影响是2010年一部

名为Plug & Pray纪录片的主题[15]。

3.1 技术的发展趋势

机器人科学的各种技术在不断地

出现。一种方法是可进化的机器人技

术，母机器人构造出多个不同的子机器

人，通过测试，那些表现最好的被当做

模型标准来创造后一代机器人。另一

种方法是发育机器人（Developmental
robotics）技术，该技术追踪一台机器人

在解决特定功能领域的问题时，机器人

内部的变化，从而改进机器人的智能。

另一种刚刚推出，被命名为RoboHon的
新型机器人，既可以看作为智能手机，

又可以看作为机器人 [16]。日本希望到

2025年为止能够实现服务机器人的全

面商业化。日本的许多技术研究由日

本政府机构领导，特别是经贸部[17]。由

于机器人变得更加先进，最终有可能形

成一个标准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来设计

机器人。机器人操作系统是一套开放

源代码的代码集，正在由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和慕尼黑工业大学、德国

等开发。ROS提供了一些用来编写机

器人导航和四肢程序的方法，这些方法

不需要考虑所涉及的具体硬件。它还

提供了高层次的命令，像图像识别，甚

至于开门。当ROS在机器人的计算机

上启动时，它会得到机器人属性数据，

如机器人的四肢长度和运动数据，接着

将这些数据传递到更高级别的算法。

微软也正在开发一个“机器人视窗”系

统，该系统开发在2007年已面世[18]。卡

特彼勒公司正在制造一辆可以自动驾

驶，没有任何人为操作的卡车[19]。

智能机器人在各行业均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然而，尽管国内外智能机

器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其

智能化水平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会在以下几方面发

展：面向任务，由于目前人工智能还不

能提供实现智能机器面向开放任务的

完整理论和方法，已有的人工智能技术

大多数要依赖领域知识，因此对机器要

完成的任务加以限定，发展面向特定任

务的特种机器人，已有的特定领域人工

智能技术就能发挥作用，使开发这种类

型的智能机器人成为可能；传感技术和

集成技术，在现有传感器基础上发展更

好、更先进的处理方法和其实现手段，

或者寻找新型传感器，同时提高集成技

术，增加信息的融合；机器人云互联技

术，利用云互联网络技术将各种机器人

连接到计算机网络上，机器人的知识库

源自于云端，云端通过网络对机器人进

行有效的协同控制，即机器人云与机器

人学校 [20]；智能控制系统的计算方法，

与传统的计算方法相比，以模糊逻辑、

基于概率论的推理、神经网络、遗传算法

和混沌为代表的计算技术具有更高的

鲁棒性、易用性及计算的低耗费性等优

点，应用到机器人技术中，可以提高其

问题求解速度，较好地处理多变量、非

线性系统的问题；智能机器人中的机器

学习，各种机器学习算法的出现推动了

人工智能的发展，深度学习，强化学习、

蚁群算法、免疫算法等可以用到机器人

系统中，使其具有类似人的学习能力，

以适应日益复杂的、不确定和非结构化

的环境；智能优化的人机接口，人机交

互的需求越来越向简单化、多样化、智

能化、人性化方向发展，因此需要研究

并设计各种智能人机接口如多语种语

音、自然语言理解、图像、手写字识别、

甚至包括生理信息等，以更好地适应不

同的用户和不同的应用任务，提高人与

机器人交互的和谐性；多机器人协调作

业，组织和控制多个机器人来协作完成

单机器人无法完成的复杂任务，在复杂

未知环境下实现实时推理反应以及交

互的群体决策和操作。

3.2 中国智能机器人建设设想

由于现有智能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还不够高，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努力

提高各方面的技术及其综合应用，大力

提高智能机器人的智能程度、自主性和

适应性，是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关键。同

时，智能机器人涉及多个学科的协同工

作，不仅包括技术基础，甚至还包括心

理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让智能机器

人完成有益于人类的工作，使人类从繁

重、重复、危险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就像

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学三大法

则”一样，让智能机器人真正为人类利

益服务，而不能成为反人类的工具。相

信在不远的将来，各行各业都会充满形

形色色的智能机器人，科幻小说中的场

景将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逐步成为现

实，很好地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和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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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事物的探索能力。

中国的智能机器人发展还落后于

世界先进水平，而智能机器人又是高科

技的集中体现，具有重要的发展价值，

因此中国在智能机器人领域要认清形

势、明确发展目标，采取符合中国国情

的可行发展对策，努力缩小与世界领先

水平的差距，早日让智能机器人全面为

社会的发展服务。相信经过政府的重

视和投入，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奋斗，中

国的智能机器人发展水平能达到新的

高度。中国应将机器人作为优势和战

略产业的突破点，在智能机器人方面，

例如针对家庭服务机器人，未来需要使

其具备自主感知，具备类人操作，与人

共用工具，实现机器人与机器人，机器

人与人的协同进化[20]，可与人进行自然

语言交互，包括情感交互。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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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的未来发展机器人的未来发展：：从工业自动化到从工业自动化到
知识自动化知识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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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机器人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

各发达国家的空前重视，从美国的“国家机器人计划[1]”、欧盟

的“SPARC机器人研发计划 [2]”，到日本的“机器人新战略 [3]”

等，充分表明机器人技术对发展国家实力和保障国家安全的

重要性。长期以来，中国相关部门对机器人技术的研发也给

予了很大的支持，尤其是自2014年起，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

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呈爆发式增长，一场中国式的机器人

“大跃进”势不可挡[4,5]。

据报道，201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达5.7万台，与

2013年的3.6万台同比增长55%，约占全球市场总销量的1/4。
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但其中

2013年国内企业仅占中国市场销量的 15%左右。另据国际

机器人联合会（IFR）统计，2005—2014年间，中国工业机器人

市场销售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2.9%，而2004—2013年间

为 29.8%。预计到 2017年，工业、服务和特种机器人的全球

市场规模将达到 750亿美元，并带动相关产业上千亿美元的

增长。该统计还指出，2013年，中国每万名制造业从业人员

机器人保有量仅为25台，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8台，其中韩国

396台、日本 332台、德国 273台。对于机器人应用最多的汽

车行业，先进汽车生产国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均己达到

1000台/万人，而中国仅为213台/万人。

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健康有效地发展机

器人技术，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人才培养、深入应

用、让机器人在产品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切实发挥作用，是大

家公认的正确途径。同时，本文认为，除物理形态的机器人

之外，应更加注重软件形态的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吸

取计算机技术发展过程中“重硬件、轻软件”所造成的信息技

术与产业长期整体落后的惨痛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工业时

代的核心技术是工业自动化，物理机器人正起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但智能时代的核心技术将是知识自动化，因此必须

从一开始就加快、加强以软件形态为主的知识机器人的研发

与应用，以软件机器人的发展促进物理机器人的升级，尽快

形成软件和物理形态平行互动的新型机器人系统，并以此为

突破口，引发下一代智能机器人的迅速发展。

1 物理机器人：功能智能化与深度化
第一台可编程工业机器人 Unimate 源自 George Devol

1954 年的专利 Unimation，即通用自动化（universal automa⁃
tion）之意，由 Joseph Engelberger主持试制生产，1961年完成

并用于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GM）的压铸生产线。

1978年，他们又推出用于组装生产的 PUMA（Programmable
Universal Machine for Assembly）机器人，这才真正启动了工业

机器人的时代。随即，以George N. Saridis为首的自动化与智

能控制学者进入机器人领域，于1984年创立“IEEE机器人与

自动化委员会”，3 年后转为“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

（RAS）”，今天已成为全世界机器人领域最大最具权威的学术

重点围绕软件机器人、知识机器人、平行机器人和相关的机器人学，对机器人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进

行探讨。主要观点如下：1）在加强和提高现有工业机器人，特别是以物理形态为主的机器人技术与应

用的基础上，必须重视以软件形态为主的机器人，特别是知识机器人和虚实互动的平行机器人技术的

发展；2）工业机器人曾在工业自动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知识机器人的未来是知识自动化，必将

在智能产业中起关键和核心作用，连通物理、社会和信息空间，使工业制造系统从过去的牛顿式机械系

统成为默顿式智能系统，这就是未来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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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与应用专业人士的组织[6]。

从发展历程来看，机器人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在20世纪80
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潮（图1为本

文作者当时在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机器人与自动化实验室进

行实验，领导团队于1992年实现了通过互联网从法国和日本

远程控制实验室的工业机器人），逐渐从工业制造向国防、救

援、医健、娱乐、家庭、教育、生物等方向扩展，形成了工业机

器人[7]、服务机器人和军事特种机器人[8]等分支。但核心技术

基本相同，而且都是以机电一体化的物理形态机器人为主，

机器人软件开发、机机通信、人机交互等重要但非主流方向[7]

为辅。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科技发展的热点转向网络技

术的研发与应用，机器人相关工作受到一定冲击，一度进展

缓慢，人才流失严重。进入 21世纪后，随着机器人和无人机

在美军反恐战争中的有效部署、特种手术机器人的成功应

用、无人车的重大突破，特别是智能技术的迅猛兴起与融合

贯通，物理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和高潮。

除传统的机电传感、规划控制、协调执行等研发方向之

外，物理形态机器人的最近工作呈现许多新的趋势，例如：1）
人机交互、人机共同操作（Co-manipulation）、人机安全等；2）
软体机械人，从柔性机械臂向软性材料构建的机器人发展，

对各种性能的人工假肢、人工关节和驱动型人工肌肉的开

发；3）小至体内检测、释药、手术的体内医用机器人，大至管

道检测维护和岸边或离岸的巨型机器人等多种多样的特种

机器人系统，还有更多种类的先进机器人武器等；4）以无人

车或智能车为代表的移动机器人更为引人注目，各大汽车制

造厂家纷纷介入，推出自己的相应产品或演示系统，机器人

汽车或许不久将成为现实；5）机器学习、SLAM、概率图方法、

多源数据深度融合、自然语言处理等智能技术方法广泛用于

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特别是己经成为数据驱动的机器人和

人形机器人等的兴起及发展之关键。由文献[9]～[27]可以看

出，物理形态的机器人的研发正朝着功能的精化、可靠、高效

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2 软件机器人：系统虚拟化与云端化
软件机器人的历史起源很难清楚地界定，虽然与机器人

仿真、胞式机器人（cellular robots）、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等密切相关，但这些从未被正式地以“软件机器人”

称之。事实上，英文“software robots”或“software robotics”很
少被专业地使用，至少没有专业上的界定或学术定义。一般

认为：“software robots”就是“bot、web bot、web crawler、spider”
等软件的统称，就是网上数据的搜索、下载、复印等软件程序

而已。近来，Siri、Cortana、“小冰”、“小度”或“小 i”等聊天问答

软件的出现，更被大众视为“软件机器人”的代表和象征。

事实上，网络化机器人的出现和发展应被视为软件机器

人的真正开始。20世纪8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在已有工业机

器人应用的基础上，提出“制造自动化协议（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protocol，MAP）”工程以及相应的基于EIA-1393A
通讯协议的MMFS（Manufacturing Message Format Standard）标
准。由于 MMFS 无法满足由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数控机

（NC）、可编程控制器（PLC）等组成的过程控制系统（PCS）的

通信要求，制造报文规约（manufacturing message specifica⁃
tion，MMS）应运而生 [28,29]，成为“虚拟制造装置（virtual manu⁃
facturing device, VMD）”之间通信的标准，最终演化为国际标

准 ISO-9506，为网络化机器人系统，进而软件机器人的形成

和实际应用创造了基础条件。

MAP/MMS之后，特别是在WWW使基于TCP/IP的HTTP
得到广泛应用之后，网络化机器人系统才真正起步。20世纪

90年代初，基于互联网的工业机器人系统雏形出现，如通过

电子邮件和网页控制的PUMA和其他机器人系统[30,31]，并逐渐

发展成“网络机器人学（networked robotics）”这一新领域。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又提出了远程脑化机器人（remoted
brained robots）等概念，并进一步演化成与生物或人类大脑交

互的网络控制机器人等相关研究方向[32]。

2001年，IEEE RAS创立“网络机器人专业委员会”，以推

动相关研究。同时，自动化领域也开展了网络化控制等相关

方向的工作，如基于代理的控制方法（agent-based control，
ABC）等代理，特别是移动智能代理的引入，加快了从网络机

器人向软件机器人转化的进程。2009年，欧盟的“机器人地

球（RoboEarth）”项目启动，目标宏大：提出要建立机器人自己

的WWW，形成一个关于机器人的巨大网络和相关数据、知识

和算法共同演化的机器人世界，让机器人可以在RoboEarth
中共享信息并相互学习各自的行为和环境。图2[33]给出RoboEarth
的系统构架，相关功能模块清晰地显示了机器人软件从实质

上开始了向软件机器人的转化过程。云网络、云计算等，如

Rapyuta平台，已在此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34]。

图1 20世纪90年代初本文作者在亚利桑那大学机器人与自

动化实验室工作，图中有2个PUMA工业机器人

和1个三菱教学机器人

Fig. 1 Wang Fei-Yue collected data at UA/SIE Robotics
& Automation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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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James Kuffner 正式提出“云机器人（Cloud En⁃
abled Robots）”和“云机器人学（Cloud Robotics）”的概念与术

语，并阐述了其可能的优越之处[35]。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业

界的支持，虽然Kuffner没有使用软件机器人一词，但这标志

着软件机器人已经与物理机器人分离，入驻云端，成为一个

独立的机器人研发与应用领域。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云机器人控制建立了起飞的

基础，而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智能控制等智能技术，特别是

众包（包括人类的众包和机器的众包）又为云机器人构筑了

起飞的平台并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但云机器人的发展也面

临着诸多挑战，如在隐私与安全方面，存在着许多与法律和

道德相关的约束，以及易受黑客和计算机病毒攻击等重要问

题必须解决。技术上也存在网络引起的可靠性、服务质量、

性能效率、算法设计等问题。很明显，基于代理的网络控制

和管理方法，特别是“当地简单，远程复杂”的网络云系统设

计原理，可以从 IaaS、PaaS、SaaS这3个层面来应对这些挑战。

然而，软件机器人的深入和进一步发展，必须将机器人

的物理形态与软件形态进一步分离，同时在分离的基础上更

加深度地融合，因此，必须考虑知识机器人和平行机器人。

3 平行机器人：互动可视化与个性化
2011年，文献[36]~[38]引入网间机器人（web surrogates）、

知识机器人（knowledge robots）、平行机器人（parallel robotics）
等概念，试图将机器人从CPS（cyber-physical systems）空间推

向 CPSS（cyber-physical-social systems）空间，从牛顿式的机

械物理机器人，迈向默顿式的智能平行机器人，使机器人也

普及成为RaaS（robot as a service）式的实时、互动，而且网络

化、可视化和个性化的产品。最终，使机器人从主要服务于

工业自动化，逐步发展演变为促进知识自动化的主力。

图3给出平行机器人的框架，主要由2个对应体和3个功

能块组成。首先是一般意义下实体形态的物理机器人，其次

是特别意义下虚拟形态的软件机器人，或软件定义的机器人

（Software Defined Robot, SDR）。软件机器人SDR不但刻画了

机器人的规格和性能，同时以可视化的手段提供了机器人的

其他详细信息，主要包括维护、维修、备件、更新、服务、新算

法、新应用等网络化实时知识，使对应的物理机器人的操作

与保养变得简单而且经济、方便、可靠。换言之，SDR就是实

际物理机器人之“活”的本体知识描述、可视化的信息中心，

可以放在云端，也可以放在手机端或其他客户端，是云机器

人的具体化、个性化和专门化的体现，也是类似于RoboEarth
项目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软件机器人和物理机器人的对

应和平行互动，可以实现下面3个主要的功能模块。

1）机器人的学习与培训——这既可以是机器人的操作

员，也可以是机器人本身的学习与培训。可以是操作人员利

用SDR学习使用机器人，也可以是机器人本身学习新的控制

算法或智能技术。此时，RoboEarth中所提供的虚拟工作环境

和互学习功能可以被充分的利用，众包式的人类计算手段也

能够得到更加完美的发挥。

2）机器人的实验与评估——同理，可以是操作员或机器

人本身进行的各类“计算实验”或“计算实践”，以此对机器人

的轨迹规划、任务排序、安全检测等程序进行分析与评估，借

以降低成本、遵守法规、合乎模式等等。目前的机器人图形

编程和可视化规划，正是这一功能模块的初型。

3）机器人的管理与控制——通过物理和软件机器人的

虚实平行互动，在CyberSpace中形成一个关于任务执行的大

闭环系统，从而可以利用虚实互动自适应的反馈方式，使平

行机器人系统更加准确快速地完成指定的任务，实现对机器

人系统的智能控制与管理。

图2 机器人地球系统框架

Fig. 2 Framework of RoboEarth

图3 平行机器人框架

Fig. 3 Framework of Parallel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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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利用平行机器人的框架和运营机制，可以方便地

将生产制造的物理空间、消费服务的社会空间、数据知识的

信息空间连通，进而使平行机器人成为基于CPSS，而非仅仅

是基于CPS的智能机器人。一定程度上，平行机器人可视为

封装的O2O（O2O in a box）。而且，这种面向智能产业的新型

机器将为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工种，就像计算机产生新的工作

岗位一样，如机器人学习与培训工程师、规划与评估工程师、

操作与管理工程师等，绝非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机器

扩人”、“机器渡人”、“机器化人”等，使社会更加智能、高效、

舒适和安全。

4 从工业自动化到知识自动化：牛顿机与默顿机
在工业时代，受效益驱动，加上生产制造任务的不定性、

多样性和复杂化等，促生了工业自动化和工业机器人。随着

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知识工作，特别是涉及网上的数据处

理、信息操作、知识运营等变得更加不定、多样、复杂，因此更

迫切地需要知识机器人，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迈入一个知

识经济和智能社会。知识机器人，如上述的平行机器人系统，

正是进入这一新社会形态的一种关键且核心的工具和手段。

如图4所示，利用平行机器人形式的知识机器人系统，可

以将物理世界中物理形态的机器人和虚拟或云端世界中软

件形态的机器人融合起来，如同实数和虚数的融合打通整个

数域，通过社会网络和物联网络连通形成虚实互动的机器人

平行世界，即

平行知识机器人 ====

物理机器人 +
∑物理机器人 +

物理机器人 +
∑物理机器人 +

i
i
i∑
i∑

软件机器人
软件机器人
软件机器人
软件机器人

如此就可以形成虚实一一对应、一多对应、多一对应、多

多对应式的新型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系统

等，使智能机器人在处理不定、多样、复杂的知识工作任务和

流程的时候，具有深度知识支持的灵捷、通过实验解析的聚

焦以及反馈互动自适应的收敛等能力，进而完成从工业自动

化向知识自动化的转化。

图4 知识机器人：从工业自动化到知识自动化（注：本图引用了网上开源的机器人图片，特此致谢）

Fig. 4 Knowledge robots：From industrial automation to knowledge automation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必须考虑以前工业

机器人不必处理的社会信号。物理机器人曾只需要考虑物

理信号，但在平行机器人中，软件机器人在相当程度上是依

靠社会信号来获取其对社会和信息空间的感知，这就是平行

知识机器人必须面临的新挑战，也是为什么知识机器人必须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其他智能技术的

主要原因。这方面的相关讨论和研究目前刚刚起步[39,40]，涉及

社会、心理、文化等学科，主要是如何完成从“大定律，小数

据”的机械式牛顿系统转向“小定律，大数据”的智能化默顿

系统。这一过程远比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的开发要复杂，但意

义也更加重要和巨大，必须倍加关注，尽快完成从机械的牛

顿机器向智能的默顿机器的升华。

5 展望
发展智能机器人系统是产业升级和智能产业的基础，也

是时代的要求。首先是智能产业对劳动人口的能力提出了

更专、更深、更高，有时甚至是“非分”的要求，一般素质难以

达到。其次是新一代“QQ”式的劳动力人口，伴随着智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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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微博、微信等“碎片化”社会媒体和生活方式成长，已经难

以适应上一代传统的学习方式与工作要求，相对而言“传统

能力”退化。这“一进一退”，使得需求双方的差距更加扩大，

必须靠机器人这类智能机器加以“补偿”。否则，不但产业无

法升级，整个社会的竞争和影响力也将退化，这就是中国和

其他国家近年来纷纷提出发展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战略与计

划的根本原因。

人才，特别是面向应用的高端人才的培养和有效利用仍

是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瓶颈。此外，必须充分思考机器人产业

发展的战略，在提高加强物理形态的工业机器人的基础上，

关注并重视刚刚起步但意义非凡的软件和知识机器人，特别

是二者融合的平行机器人，吸取中国在计算机产业发展过程

中的教训，突破重“硬件”，轻“软件”的传统思维，不要在回头

捡“芝麻”之时，却被面前的“西瓜”绊倒，在智能机器人和先

进装备制造领域再次失去另一次可能的重大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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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老年社会的健康机器人科学技术面向老年社会的健康机器人科学技术
———迎接健康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迎接健康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

罗志伟

神户大学自然科学系先端融合研究环，日本神户 657-8501

伴随着人类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

发展的变迁，先进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

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已加速步入或

正在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几千年传

承下来的“家中有老是个宝”以及“养子

防老”等东方传统文化价值观正受到极

大冲击。取而代之的现代社会价值观

的延伸则消极地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带

来社会劳动力大幅下降，老人护理劳务

加剧以及医疗费急速膨胀，从而给产业

界，社会经济和社会医疗健康保障体系

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以日本为例，从2005年开始，日本

已成为世界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高龄

国家。至今为止，65岁以上的老人已

超过国民总人口的 25%，与 15～64岁

范围的人口相比，比例为 2.3∶1。也就

是说，每一位老人的养老金由 2.3位劳

动人口所交的国民保险来支付。到

2060年，预计日本 65岁以上的老人将

达到国民人口的 40%。每一位老人所

对应的劳动人口将下降到1.3。与此相

对应，社会保障支付已大大超过 GDP
的20%，并伴随着高科技医疗技术的临

床投入，国家医疗费支付超过GDP的

10%。从家庭结构上看，独居老人家庭

已超过了50%。到目前为止，日本偏远

地区的老年化已趋于平稳，而更加严重

的是都市型老年化问题正日趋加速，孤

独死和都市中心地区老人的过度集中

将给房价和地价带来重大打击。老人

需要被护理的平均年数超过了 10年。

加上婴儿出生率的下降，也就是少子

化，2014年度，日本国民总人口下降达

到27万[1.2]。

值得思考的是，社会的老年化是否

有可能相反给社会带来崭新的、正面的

乃至积极的价值观，给社会注入新的活

力？以机器人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

是否会成为老年社会贡献的救世主，还

是会落为引发社会医疗费膨胀、经济萧

条、人类退化和颓废的元凶？对于这些

涉及到人类幸福、文化价值观及社会经

济发展的根本问题，科技工作者必须给

予高度重视和思考，并为引领社会发展

提供全新的世界观和健全的科学技术。

不容否认，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

大保障和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社

会生活，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然而，

社会的老年化将会极大影响人们对未

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取向和价值观。社

会的老年化将越来越促使人们提高对

个人和社会整体的健康和环境意识。

通俗点讲，现在人们生了病才想到要去

就医，而未来人们将会主动化钱来买健

康。因此，健康技术和健康服务业将迎

来广阔的市场需求。面对老年社会，机

器人技术的健全发展不但会进一步取

代人们从事第一产业的体力劳动，而且

还会渗透到未来社会的健康、医疗、社

会福祉乃至家庭和社区服务中来，带来

技术、服务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推动

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引领一个崭新

的健康文艺复兴的新时代。

面对健康新时代，应该如何推动智

能机器人科技的健康发展？机器人的

有效性、安全性和方便性等性能指标应

该如何加以评价？有哪些实际的技术

可能性？如何创新健康机器人的科技

体系？本文围绕以上问题，结合目前具

体研究开发的健康、医疗福祉机器人技

术给予初步探讨。

1 RI-MAN危机
2006年3月，作者在日本理化学研

究所仿生控制研究中心带领以环境自

适应机器人系统研究小组为核心的研

发团队经过5年多的努力奋斗，在世界

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人类已开始加速步入老年社会。社会的老年化将增强人们的

健康和环境意识，从而为创新以健康技术和健康服务业为代表的健康产业开拓广阔的市场。面对老年

社会，机器人技术不但会进一步取代人们从事第一产业的体力劳动，而且会渗透到未来社会的健康、医

疗、社会福祉乃至家庭和社区服务中，从而带来技术、服务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推动社会经济和文

化的变革，迎来一个崭新的健康文艺复兴新时代。本文结合世界首例护理机器人研发的经验教训，提

倡构建体系化健康机器人研发创新平台，构筑有效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健康机器人技术的体

系化和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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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首次研发了面向老人护理的机器人

RI-MAN（即与人交互的机器人 Robot
Interacting with Human）[3~13]（图 1）。

RI-MAN可以通过与人对话确认和初

步理解人所指示的操作要求，并且根据

对立体视觉、具有空间音源定位功能的

听觉和皮肤表面触觉等外界传感信息的

实时采集和融合处理观察被护理者的姿

态、体重等全身运动学和动力学信息，进

而通过分布式实时力觉反馈控制利用，

全身接触实现抱起被护理者的动作，完

成护理工作中最劳累的移乘作业。

为了实现以上护理操作，RI-MAN
研发中攻克了一系列核心技术。首先，

众所周知，自重比一直是困扰工业机器

人降低其能耗并实现大马力驱动的重

要问题。通常，一台超过100 kg的工业

机器人能够抓取的物体质量大约仅为

1～5 kg，也就是说，其自重比大约只在

1∶100～1∶20之间。为了实现以与人

体相等身长大小的机构来大马力操作

人体重量，RI-MAN采用了单关节双马

达驱动方式（图 2）及全身接触操作模

式（Full Body Manipulation）（图1），使得

其操作性能的自重比大幅度提高到了

1∶3。RI-MAN全身有 19个自由度，其

中包括头部 3自由度，双手臂各 6自由

度，体部 2自由度和移动 2自由度。自

身体重 100 kg，可以抱起大约 30～40
kg的物体。为了使关节马达机构不影

响全身操作模式，RI-MAN的手臂机构

实现了仿人上肢的结构设计，使其关节

部位不被大型机械部件所占有而造成

不必要的动作障碍。

为了实现对全身各关节驱动马达

的实时同步分布式控制，RI-MAN配用

了自主开发的超小型可重组式计算机

控制器（3 cm×5 cm）并采用CU-net的
通信协议，使各马达之间的通信延迟在

2 ms以下。整机机构小巧，动作灵活。

该小型控制器还具有多通道输入输出

功能，以组合方式最多可实现64通道的

A/D转换用于采集全身皮肤分布式触

觉，使得全身接触式操作模式中廉价得

到全接触部位的力觉信息（图3，图4）。
为了实现护理操作中的安全性，

RI-MAN采用了全身柔性皮肤（图 5），

并运用自主开发的沉浸式 3维动力学

仿真和仿人运动学习算法等方法对其
图1 RI-MAN护理机器人

Fig. 1 A human care robot RI-MAN

图2 RI-MAN的单关节双马达驱动方式

Fig. 2 Coupling motor driven structure in the joint of RI-MAN

图3 RI-MAN配用的超小型可重组式计算机控制网络

Fig. 3 Computer control network within RI-MAN

图4 RI-MAN配用的全身分布式触觉皮肤

Fig. 4 The tactile sensing skin of RI-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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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进行充分调节（图 6）。除此以外，

RI-MAN还配有立体视觉，可实时探测

外界人物的脸部信息（图 7），以及立体

听觉（图 8）辨别外界音源的空间位置

继而进行有效的、针对性的语音识别和

对话，降低环境杂音干扰。基于以上

各项核心技术的统合应用，RI-MAN
可以成功地按照使用者的语言指令，

安全实现对被护理人员的移乘护理作

业（图9）。
RI-MAN 总体的研发费用约为

5000万日元。成果发布后，包括日本

国内外主流媒体在内，社会各界的正面

反响远远超出了研发人员的期待。世

界对RI-MAN的赞美远远超过了对技

术的好奇。

然而机器人研发成功不等于就有

市场。不能仅仅从技术层面去判断，更

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能否与社会实际应

用相符合。随着大众对RI-MAN的宣

传，批判之声也随之而来。

社会学家批判说：你们可以实现用

机器人去护理老人，可是你们是否能够

想象用机器人去照顾自己的婴儿？

护理学家认为：对人护理的精神所

在不仅仅要去搬动他，更重要的是要去

感触他，引导他走向自立和恢复对生活

的自信。

社会福利机构怨言：哪能买得起？

那么大的设备福利设施都放不下，家庭

里哪有空间放置？那怕买得起，在一般

机构和家庭里谁会使用它？

生理学家指出：老年人本来就处在

老化过程中，过度的护理也许会加快老

人身体功能的老化，甚至脑神经系统意

欲的衰退。

产品化厂家担心：万一产品发生故

障造成人身事故的话，该由谁来承担责

任和风险？

对于还沉浸在开发成功的喜悦和

媒体赞扬氛围中的研发团队来说，各界

的批评无疑给我们了莫大的打击，甚比

RI-MAN危机。有益的批评促使我们

深刻理解到应该建立体系化的全方位

健康机器人创新平台和评价体系，并且

应该更深层次地思考技术与人们健康

的本质关系。

图5 RI-MAN全身采用柔性皮肤

Fig. 5 Full body soft skin of RI-MAN

图8 RI-MAN的立体听觉可辨别外界音源的空间位置继而进行语音识别和对话

Fig. 8 Stereo sound localiz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RI-MAN

图7 RI-MAN的立体视觉可实时探测人物的脸部信息

Fig. 7 Stereo vision of RI-MAN to detect human face in real time

图6 沉浸式3维动力学仿真和仿人运动学习

Fig. 6 Immersion type 3D dynamic simulation and learning from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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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RI-MAN成功地按照使用者的语言指令，安全实现对被护理人员的移乘护理作业

Fig. 9 Human care task by RI-MAN

2 健康机器人研发创新平台的

体系化
机器人科技以多维代数学和微分

方程等高等数学为基础，由机械学，电

子电工学，计算机科学，信息学和控制

论等立足于物理学的各大工科类学科

出发，确立了以运动学、动力学、测量与

非线性机械控制及人工智能为支柱的

学术体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

产业界投入实际使用，对于减轻劳动

力，提高生产质量，降低成本发挥了巨

大作用。

从机器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分析，引

入产业机器人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人远

离工厂生产第一线的体力劳动，远离机

器人。正因为如此，机器人科技长期以

来忽略了其学术体系构筑的另一半，也

就是参考、模仿和统合人与动物的生理

学，身体力学，大脑神经科学以及认知

科学、心理学和情感等机能，甚至包括

动物一生的诞生、发育成长到老化的医

生过程中的各种机制。

当机器人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为

促进人类健康作贡献时，必须要重新思

考和探讨健康机器人技术及其研发的

理念、体系化，开拓坚实的学术基础。

一般来说，探讨研究开发平台的体

系化问题需要首先明确体系的维度，建

立各维度之间的关系，确立体系的结构

和目的。其中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思

考。包括健康机器人的定义？认定标

准？政府如何对技术进行认证和调

控？用于哪些使用者？在哪些场合使

用？是否好用？人们是否乐意使用？

对健康是否有效？是否安全？有无副

作用？需要哪些技术？有没有市场？

如何完成从开发到产品化？如何进行

临床试验和维护？谁来评价？如何评

价？社会经济效果如何？有没有风

险？谁来承担保险等一系列的问题。

与现有机械产业、电子产业不同的

是，由于需要临床试验、客观评价、维修

维护、风险分担等各环节，使得健康机

器人技术的研发及市场化无法由某个

企业单独完成。必须在社会建立完善

的创新平台体系来构造企业，研究机

关，评价机构和医院，街道的相互分

工。协调政府，企业与研究机关的相互

合作。

以日本神户市的发展为例。神户

市是一个依山傍海的国际大都市。地

处京阪神沿海工业地带。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依靠沿海金字塔形重工业

的发展，成为日本第5大都市。然而不

幸的是，1995年发生了阪神淡路大震

灾。都市直下型 8级地震摧毁了城市

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阻断了交通，破

坏了金字塔形重工业的产业链。在思

考救灾复兴时，神户市思寻城市面向未

来的发展机遇，大胆提出了医疗产业都

市构想。以人工岛为基地，全方位开展

医疗健康产业建设。经过20年的艰苦

努力，如今在神户的人工岛上不但引进

了日本最具权威的理化学研究所的生

物学研究部门和拥有日本最快的超级

计算机的计算科学研究机构，还相继建

成了6所高水平的大型专业医院，引进

了300多家健康医疗企业，并配有公共

医疗信息服务中心、健康福利技术评价

机构、国家医疗技术调控认证机构。市

政府大力协调各部门构造医疗技术产

业化创新平台帮助企业促进医疗健康

技术的研发、评价、临床试验、政府认

证，以及产品化、市场化等一系列关键

环节。系统、有效地促进了健康技术的

研究开发、产业化以及在市民健康服务

中的实际应用。

以此为鉴，健康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与产业化离不开健全的、体系化的开发

创新平台，其职能不仅单纯局限于技术

开发，还必须包括临床试验、规格化、标

准化、政府认证、制造、流通、营销、运

用、调整、维护与保险等各大环节。

在体系化研发创新的大环境下，健

康机器人技术的评价体系应该如何构

建？针对评价体系建立问题，神户市以

作者为代表试行建立了福祉用具的使

用指导评价标准体系，并在市内部分地

区试点推广运用。

日本是一个全民保险的国家。除

了医疗保险制度以外，针对福祉和护理

还有两个不同的法律，分别为在 1993
年 10月实施的《福祉用具研究开发与

普及促进法律》（简称：福祉用具法）以

及 2000年开始施行的《护理保险法》。

这两个法律对福祉和护理用具的使用

对象、目的和用具本身范围给予了明文

规定。使用对象规定为老年人、身心障

碍者以及护理和被护理人员。用具包

括对日常生活提供方便，帮助生活自立

的用具，以及用于身心各功能训练的用

具和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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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福祉用具的评价和标准化还

主要偏重于从工程技术角度的评价，缺

少从使用者的角度进行人性化的合理

评价。工程技术角度的评价包括基于

SG，JIS和 ISO等标准的评价。ISO的评

价具体包括对福祉用具的性能试验，强

度试验，冲击试验和疲劳试验，并配有

相应的试验器械和性能测量器械。因

此，有必要建立新的以人为本的评价体

系，以尊重使用者的角度出发，以福祉

用具的有效性、方便性，使用者身心可

承受性和安全性、信赖性为评价体系的

三大支柱，结合使用者的主观与客观评

价进行综合定量的判断。

例如，在有效性的评价方面，本评

价体系考虑到使用者通过实际使用福

祉用具是否提高了生活质量，扩大了日

常活动范围以及促进了生活自立，护理

劳动负担是否得到减轻，劳动效力是否

提高。通过使用福祉用具，身体各种机

能是否得到辅助、训练、康复和改善，有

没有达到预防诸如跌倒等各种危险事

故的效果。

对于方便性和使用者身心可承受

性的评价，本体系考虑到使用者是否可

以方便地得到有关福祉用具的产品信

息，得以自由选择和购买。考虑到是否

可以根据个人的身体特征、认知程度、

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相应地调

整，更换和维修福祉用具。考虑使用者

是否好用，使用方法说明和表示是否明

确，用起来是否舒服。

对于安全性和信赖性的评价，本体

系不仅考虑到福祉用具本身可能带有

的缺陷，而且还重视由于使用者的失误

或不适应而带来的事故。同时也顾及

到福祉用具本身的性能老化与卫生清

洁问题，以及由于过度依赖用具可能会

带来的身体功能退化和生活能力与生

活欲望的衰退。

至今为止，福祉用具还没有正规的

临床试验机制，福祉用具服务方的各种

职责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网

络。特别是福祉用具到底对人们带来

怎样的生活帮助，对使用者的生理和心

理带来怎样的变化等问题还没有明确

的测量方法与定量化评价指标。因此，

在大力研发健康机器人技术阶段，有必

要同时开发对健康机器人的科学评价

技术。此外，落实健康机器人在社会中

的实际应用，不仅要考虑健康机器人本

身，还要重视构建机器人的使用环境以

及操作技术人员、维护维修人员的职业

培训。更应以全局眼光认识机器人技

术的应用给社会带来的实际经济效益。

3 健康机器人技术的体系化创新
对于健康机器人技术的研发也应

该首先从体系化的角度来加以思考和

认识。健康机器人技术本身的体系化

结构应该如何构造？对于这个问题可

以有若干不同的切入点。首先，可以根

据工程技术的不同种类来进行分类整

理。也可以根据技术开发历史，从时间

轴的角度来分类。当然也可以按照医

疗流程，从医生的角度，或者根据患者

病情变化的角度来分类。更可以按照

人们的生活质量，健康程度或社会服务

的角度来进行分类。

根据医疗流程和人们的健康程度，

本文主张按用于检查和诊断的健康机

器人技术、用于治疗和手术的健康机器

人技术、用于康复的健康机器人技术、

用于日常生活辅助与护理的健康机器

人技术、用于疾病预知和预防的健康机

器人技术 5大分类来构造健康机器人

技术本身的体系化结构。基于这 5大

类结构体系，下面分别举例介绍有关具

体的研发课题。

3.1 用于检查和诊断的机器人技术

首先，在疾病检查和诊断方面，众

所周知，当今基于逆问题解析的医学影

像诊断技术以及基于内窥镜的体内低

侵袭检验技术已得到全面临床应用。

未来基于影像的疾病检查和诊断技术

将会向更高分辨率，三维影像以及对影

像的实时高速处理，医学病灶的数据挖

掘和可视化，医学影像的远程传输等方

向发展。同时，超微量检测诊断技术也

将有希望投入临床试验。

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运动功能和

大脑认知功能的老化和疾患是直接影

响日常生活，给护理工作带来困难的两

大主要健康难题。

有关身体运动功能检验技术，与影

像等静态医学信息相对比，近年来随着

人体动力学模型的建立，使得人们可以

对身体运动功能及其疾患进行有效的

动力学解析、评价和诊断。例如，为了

检查和评价老年人运动平衡功能，防止

跌倒，日本厚生劳动省在临床中积极推

行“两步行走检验法（two step test）”。

如图 10所示，该试验法让被检验对象

从两脚并立状态开始，尽可能以最大的

跨度步行两步，然后再恢复到初始的并

立姿势。通过测量这两步的步长并除

以身高，可得到一个数值，称为二步

值。该方法与其他身体运动平衡功能

检验方法的相关统计分析表明，二步值

可以有效地评价被检验对象的运动平

衡功能。

图10 检验和评价老年人运动平衡功能的两步检验法以及动力学解析

Fig. 10 Two-step test of elderly balance function and its dynamic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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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明本检验法的生物力学原

理，运用机器人运动学和动力学技术，

对不同对象的两步步行运动进行了全

身运动测量和动力学解析。结果发现，

对于二步值较小（<1.6）的那些容易跌

倒的对象，其驱动腿部各关节弯曲和延

伸的肌肉的同步驱动调节能力明显下

降，使得其腿部各关节的机械阻抗调节

范围受到限制。这些对象要不就是从

一开始腿部各关节就非常强硬，使得其

不能跨出大步，要不就是在脚离地或着

地时膝关节的机械阻抗非常微弱使得

身体重心无法在重力方向调节高低，从

而影响其二步值[14]。

借助于计算机仿真，已经可以实现

用刚体力学来分析全身肌肉骨骼系统

的运动功能。随着计算速度的不断加

快和身体模型精度的提高，未来可进一

步运用流体力学及非线性弹性体力学

理解身体运动带来的呼吸、血流及内脏

变化等复合动力学现象（multi-physics）。

再者，随着人体宏观的物理模型、生理

模型、病理模型和药理模型的建立和统

合，加上微观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定量化、

结构化，将会推动多尺度（multi-scale）
生物学研究的进展，更精确的数字虚拟

人将会问世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对病患

的分析、检验和诊断。

另一方面，社会老年化使得认知症

患者急剧增加，它不但影响患者本人的

生活质量，而且对家庭乃至社会带来巨

大负担。目前，日本认知症患者已大大

超过400万人，给家庭和养老院带来了

极大的困难。在高级大脑功能（Higher
Brain Function，包括大脑的注意、计划

功能、记忆功能和任务执行功能等功

能）的检验与评价方面，机器人技术中

的虚拟现实技术也大有用武之地。常

规的临床神经生理学和临床心理学检

测方法虽然可以对高级大脑功能的某

些侧面进行测试和评价，却无法评价患

者在家庭、街道等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综

合性大脑功能表达。要让医生跟随患

者对其日常生活进行观察和评价既不

现实也无法满足评价的统一要求。因

此，应用虚拟现实技术来统一评价在日

常生活中患者的高级大脑功能的技术

近年来受到广泛重视。如图 11所示，

通过与健康学科专家的密切合作，作者

开发了用于统一检验与评价高级大脑

功能的“虚拟商店街测试平台”。利用

该平台，患者可以在虚拟商店街里自由

来往或进入特定商店购买指定商品。

患者的所有行走和购买行为及所需时

间都被自动记录用来定量评价。通过

临床试验以及与现有临床神经生理学、

心理学检测方法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

现本测试平台可以进一步综合评价在

日常生活环境中的高级大脑功能[15~16]。

3.2 用于治疗和手术的机器人技术

在治疗和手术机器人技术方面，低

创的内窥镜手术机器人已得到医院的

推广采用。它减少了患者的出血和痛

苦，使得伤口快速愈合，从而大大缩短

了住院疗程，提高了医院病床周转率，

增加了医院经济效益。在手术机器人

的研发中，如何实现精确定位和手术导

航？如何利用机器人来引导实习医生

进行手术训练？如何实现手术中的精

确力觉反馈？如何实现对细胞乃至细

胞膜的微型手术等都是未来机器人研

发的重要课题。

除了手术机器人以外，各种治疗机

器人也将相继问世。例如，图 12为由

日本MINATO医科学株式会社开发的

一种治疗颈椎病的新型颈椎牵引机器

人。通过3维动力学仿真，可以精确计

算出在不同牵引力度和角度时患者颈

椎各部位的变形，从而帮助临床整形医

生给出合理的整形治疗处方（图13）[17]。

3.3 用于康复的机器人技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

心血管疾病是当前全球的头号死因。

加上各种交通事故频频发生，康复治疗

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多。典型的康复治

疗包括理学疗法PT，作业疗法OT以及
图11 检验与评价高级大脑功能的“虚拟商店街测试平台”

Fig. 11 A virtual shopping street to evaluate higher brain function

图12 日本MINATO医科学株式会

社开发的新型颈椎牵引机器人

Fig. 12 A new type of cervical
traction therapy robot by MINATO

Medical Scien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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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疗法ST。近年来心脏康复疗法也

开始受到广泛注视。

面向康复治疗，至今世界上已研发

出很多机器人技术用来帮助患者恢复

身体运动功能。但是很多技术过度重

视机器人对患者身体进行被动式的驱

动，而忽视了患者本人的主观意愿和训

练动机，对大脑神经的运动控制机能的

康复起不到很好的功效。对于偏瘫病

人来说，偏瘫部位的肢体往往无法自主

运动，或者仅能在很小的局限范围内动

作。但是，如果外界给与患肢一定的触

觉，患肢就能够跟踪外界触觉执行较大

范围的运动。

为了能使患者由被动变主动，更有

效地激发大脑神经系统的活动，提高自

我训练意识和愿望，同时顾及患者的触

觉跟踪特性，开发了用于双手协调运动

功能康复的机器人系统[18]。如图 14所
示，根据患者患肢机能的不同，各机器

臂既可以驱动引导患肢来协调另一上

肢共同执行游戏动作（比如说，抓起屏

幕显示中的红色立方块物体），又可以

作为力觉传感装置使得患者能够感觉

到机器臂接触到虚拟方块物体时的力

觉。为了降低设备成本同时又能实现较

好的力觉反馈特性，研究充分运用实时

3维动力学仿真与实际机器臂控制相

结合，不但节约了设备成本，而且减轻了

机械臂本身的机械惯性，使之更有利于

实现高精度的力觉诱导和力觉反馈。

另一方面，在下肢运动康复中，人

们利用较多的是跑步机。通常跑步机

可以使人被动地跟随传送带的速度进

行跑步训练。这样的跑步机虽然可以

满足健康群体的日常健身，但对患者来

说会十分危险。通过对不同跑步速度

时下肢着地和蹬地时的地面反作用力

进行分析发现，蹬地时地面反作用力的

时间积分与跑步速度之间满足一定的

线性关系。所以，利用这样的线性关

系，可以根据步行者蹬地时的作用力预

测其预期跑步的速度。根据这一原理，

研发了如图15所示的能够自适应步行

者跑步速度要求进行实时速度调节的

跑步训练系统[19,20]。

3.4 用于日常生活辅助与护理的健康

机器人技术

包括假肢，拐杖和轮椅在内，世界

上用于日常生活辅助和护理方面的福

社用具技术已有数万项专利。与此相

比，老年护理中，即使是在像日本这样

技术先进的国家，绝大多数的社区护理

设施还主要依靠人工进行直接护理。

护理环境的系统化、信息化以及各种护

理作业中的机器人技术急需研发。一

般来说，日常护理工作可大致可分为 6
类：穿脱衣服、变更身体姿态、移动、饮

食、卫生与洗浴、心理护理。可以实际

应用在这些护理工作方面的机器人技

术目前还处于空白。护理机器人的研

究开发课题包括局部穿戴式助力用具

用来减轻护理人员的各种身体疲劳，以

及利用穿戴式大脑活动检测和模式识

别技术的脑机接口等技术。

例如图 16所示，为了使被护理者

能进行饮食，作者开发了利用诱发性脑

电波来识别被护理者饮食意欲的自主

饮食服务机器人技术[21,22]。该研究使用

一定频率范围内的外界光源（5 个红

点）刺激被护理者诱发大脑视觉区产生

相同频率的脑电波。利用简易的穿戴

式无线脑电波测量传感器识别脑电波

的相同频率，可以获取对象所注目的光

源位置和摄取某个食物的意愿，进而控

制机械臂抓取相应食物提供给饮食者。

近来，脑机接口技术科学研究的飞

速发展。如何实现既廉价又能快速，准

图13 颈椎牵引机器人的3维动力学仿真

Fig. 13 3D dynamic simulation of the
new type of the cervical traction

therapy robot

图14 用于双手协调运动功能康复的机器人系统

Fig. 14 Development of a robot system for rehabilitation of upper limbs
cooperative movement functions

图15 能够自适应步行者跑步速度要求

进行实时速度调节的跑步训练系统

Fig. 15 An human adaptive treadmill
for training locomo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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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和安全地完成大脑与机器人之间的

信息交互，意愿交互和情感交互将是未

来的挑战课题。护理机器人的技术研

发还必须顾及过度护理对老人带来的

危害和副作用，需要科学理解护理的有

效范围，掌握护理的本质。护理学是一

门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科学，它将促使

人们更加科学认识老化，深刻理解健

康，进而为机器人护理提供可靠的行为

准则。

3.5 用于疾病预知和预防的健康机器

人技术

微机械技术（MEMS）和具有高精

度定位及低能耗功能的无线通信与传

感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穿戴式健

康信息采集和网络交互模式。

至今为止，人们通常每年只接受

一次健康体检来了解自身的健

康状况。然而，随着穿戴式健康

信息系统的不断完善，人们就可

以采集到自己每时每刻的健康

信息。举例来说，利用穿戴式的

无线心电传感器，就能够获取时

时刻刻的心电信息。通过对心

电脉冲间隔的时间变化进行频

率分析，不但可观测到心脏本身

的健康状态，而且还可以得到自

律神经中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的

活动信息，进而辨识出在日常生

活中的疲劳，睡眠及身体运动强度等各

种与健康有关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

仅靠医院的一次性心电图检验是无法

得到的。从微观科学的角度来看，随着

遗传因子快速排序技术的实际投入及

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进步，人们已经可以

弄清很多疾病的发生原理，从而得以预

知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很早以来，人们

就建立了对外界环境观察的天气预报

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

作用。可是，人们却忽视了对自身健康

的客观观察以致至今都没实现完整的

健康预报系统。未来机器人技术与网

络通讯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有效结

合将会促进健康预报服务技术进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跨越家庭，社区护理设

施与医院之间信息空间的鸿沟，实现健

康信息与医疗信息系统的大统一。今

天人们生病了还需要徒劳赶赴医院去

排队挂号，苦苦等待医生的检验、诊断

和治疗。现代社会把高端的医学技术、

医学人才都集中在一个特殊的地点，也

就是所谓的医院，被动式地为患者治

病。然而，随着健康科学技术的发展与

进步，未来社会将会一改被动，技术集中

型的医疗健康社会体系，实现以预知，预

防为主的、主动的、社区分散型的健康

服务社会[23~26]。

4 结论
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丰

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发展。未来50年
人类将要面临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老

年社会。作者相信，社会的老年化必将

触发人类的聪明才智，唤醒个人以及社

会整体的健康意识，由此为包括制造业

和服务业在内的健康产业振兴与发展

带来巨大的机遇。机器人技术体系的

发展不但可以进一步缓解产业界劳动

人口下降的困难，而且将步入街道、设

施和家庭，为未来社会的健康、生活和

文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健康文

艺复兴时代已经到来。

图16 利用诱发性脑电波来识别被护理者饮

食意欲的自主饮食服务机器人技术

Fig. 16 Wearable EEG-based human
intention dete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human care-robo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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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innovation of health robotics for aging society
——Health renaissance century is coming

AbstractAbstract Following the industry r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we are now facing a serious aging society.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greatly enriched our social life and changed our viewpoint of value. Aging society will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us promote a huge market for health engineering and health service. In the aging society,
robotics will not only make their efforts in manufacturing but also contribute to health, medical and social welfare directly, which in
turn may change our life and even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health renaissance century is coming.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are robot RI-MAN, then proposes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innovation platform for health robots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The paper also presents a systematic structure as well as examples for health robotic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KeywordsKeywords health engineering; robotics; innovation platform; evaluation; syst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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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机器人的研究和应用军用机器人的研究和应用
邹丹，李晓楠，杨浩敏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八研究所，北京 102202

军用机器人，即无人作战平台，是

无人作战系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一

种有动力但无人驾驶、能自主控制或远

距离遥控、可回收或一次性消耗、可携

带致命或非致命载荷的平台。

在战场上，军用机器人可以执行战

场抵近侦察监视、精确引导与毁伤评

估、潜行突袭与定点清剿、作战物资输

送、通信中继和电子干扰、核生化及爆

炸物处理等多种作战任务，具有后勤保

障依赖度低、持续作战能力强等优势，

有效提高作战行动的灵活性、有效性和

持续性，能代替人在高危险环境下完成

各种任务，对保存有生力量、提高作战

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1 军用机器人的分类
根据不同使用区域，军用机器人可

分为无人机系统（UAS）、无人地面车辆

（UGV）、无人潜航器（UUV）、无人海上

系统（UMS）、无人水面艇（USV）和无人

值守地面传感器（UGS）[1]。

无人地面车辆作为军用机器人的

一个分支近年来受到世界各国广泛重

视。20世纪 80年代军事无人车出现，

90年代地面无人作战系统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军用无人车的发展大致分为

遥控式、半自主、自主无人车3个阶段。

按执行任务划分，无人车可分为侦

察型、排爆型、后勤支援型、突击型等。

在美军“联合机器人计划”中，将无

人车按质量进行了分级，如表1所示[1]。

2 国外军用机器人发展与应用
近年来，无人系统在世界各国军事

领域蓬勃发展，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

用，无人车作为其中最受关注的无人系

统产品之一，世界各军事强国在推动其

发展过程中做了大量努力。

2.1 军用机器人的发展

美国机器人系统联合计划办公室

早在 2011年发布的《无人地面系统路

线图》中将自主导航技术、通信技术、动

力技术、视觉技术、系统架构技术、人机

接口技术、操纵技术、复杂地形机动技

术和载荷技术确定为地面无人系统发

展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2]。经多年的发

展，军用机器人在通信、打击、自主等关

键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更注

重装备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在无人车的发展策略上，美国侧重

于研发军用无人作战系统。加拿大研

发的领域包括自主系统、控制系统、数

据通信系统、机器人平台、人工智能和

人机交互技术。德国重点发展地面无

人系统的关键技术，包括感知技术、智

能控制和自主式机器人平台；近年来德

国开始发展便携式小型机器人。澳大

利亚研发的重点领域是平台相关的技

术和武器技术、人-无人协同系统、控

制理论和控制系统。法国研发的重点

是系统协作技术、武器技术、自主能力、

夜视技术等。

随着智能控制水平的不断提高，国

外更为重视半自主式无人车的研制，其

未来战争中军用机器人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介绍近年来各国在军用机器人领域的发

展思路，以及推出的先进军用机器人和技术，分析国内外军事机器人的发展特点和趋势。提出中国未

来军用机器人的发展应以实战应用为出发点，明确发展方向，推进专用武器的研发。

表1 无人车按照质量分级

Table 1 Unmanned vehicl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quality classification

级别

Micro（微型）

Miniature（微小型）

Small（小型）

Medium（中型）

Large（大型）

轻型

中型

重型

质量

8磅（3.6 kg）

8～30磅（3.6～13.6 kg）

31～400磅（14～181.4 kg）

401～2500磅（182～1134 kg）

2501～20000磅（1134～9072 kg）

20001～30000磅（9072～13608 kg）

>30000磅（13608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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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在于将人类的智能和机器的智能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发挥平

台的作战效能。同时，开始由单体地面

无人作战平台的研究转向多平台协同

作战系统的研究，也就是地面无人作战

平台群的研究。今后，地面无人作战系

统的发展趋势是面向复杂环境的应用

需求，突破新的环境感知、自主规划与

多平台协同理论和技术。

2.2 推进军用机器人战场应用

美国国防部在 2013年发布了《无

人系统综合路线图 2013—2038》。在

这份路线图中着重强调了无人系统在

战争中的应用能力。提出无人系统的

发展经久不衰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

1）军用无人系统在战争中的迫切需

要；2）在整个国防系统投资预算持续

收紧的情况下，发展无人系统具有最佳

费效比；3）多变的国家安全局势带来

了一些独特的挑战，难以进入或无法进

入的特殊环境需要无人系统。同时指

出，虽然无人车辆已经在整个中东和中

亚地区的作战行动中证明了自身的价

值，但是目前技术必须得到扩展，并被纳

入国防建设的核心中。未来，无人车辆

将被要求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工作[3]。

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NIST）和西

南研究所联合建立了机器人标准试验

场（图 1[4]），专门用于进行地面无人作

战系统的各项性能测试。能够进行地

面无人作战系统在各种地形上的机动

能力、通信及续航能力、自主能力等测

试，建有各种典型的场景设施，对地面

无人作战系统的实战性能进行测试。

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将地面无人作

战装备纳入未来武器发展计划，已有无

图1 美国机器人标准试验场

Fig. 1 Standard test ground for robot

人作战平台应用于实战。在伊拉克战

争中，美军有超过 8000多辆地面无人

系统用于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至

2010年9月，美军地面无人系统用于超

过 125000多次作战任务，包括可疑物

体识别、道路清理、临时爆炸物清理

等。在排雷任务中，陆军、海军和海军

陆战队爆炸物处理任务分队应用地面

无人系统处理了超过 11000 起爆炸

物 [5]。应用的无人系统开始由单一型

行驶机构机动平台向特殊型、复合型行

驶机构机动平台发展，功能更加多样，

自主能力不断提高，复杂环境适应性不

断增强。美军在研的班组任务支援系

统（SMSS）（图2）已具备语音控制、自主

控制、路径规划等多项自主能力，并逐

渐形成系列化。该车已进入阿富汗战

场进行实战测试[6]。

Packbo 机器人（图

3）是 DARPA 支持开发

的最为成功的无人轻武

器作战平台原型机之

一，其战术使用价值在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

得到充分体现。Packbot
是一种便携系统，能够

应对各种不利环境。它

可以快速更换电池,快速

拆装调节履带,调节履带

具备自动调整功能。由

于 采 用 铝 合 金 外 壳 ，

Packbot非常耐用，运动平台的原型机

可以承受离水泥地面3 m高处的落地冲

击，可以多次从二楼扔下完好无损。全

世界范围内的各国军方和公共安全组

织已有 3500多辆 packbot机器人投入

应用，用于侦查、监控、探测、排爆等领

域。

“龙行者”机器人（图 4）是QinetiQ
公司首款全模块地面机器人，可由一人

带标配背包进行操作。无需特殊装置，

可快速拍摄区域内的动、静事物。“龙行

者”可用于执行多项任务，可在建筑物、

下水道、院落中进行侦察任务。已有大

量“龙行者”机器人投入应用，例如在阿

富汗战场执行侦察、排爆任务。

MAARS机器人（图5）是“模块化先

进武装机器人技术系统”的简称。

MAARS是无人地面侦查车家族中最先

进的一员，相对于早期的 SWORDS系

统它的平台更大更有力量，它可以携带

M240B/G 机关枪或者 4 个 40 mm 的

M203手榴弹发射装置。该机器人已在
图2 SMSS进入阿富汗战场

Fig. 2 SMSS int Afghan battl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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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场进行实战评估。

以色列“守护者”无人车（图 6）随

车携带摄像机、夜视仪和感应器，同时

也配有机关枪等武器。它可以按照预

先设定好的路线沿着隔离带巡逻，还可

以独自穿越城市。该无人车于2008年

初开始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具有态

势感知、自主机动和独立决策等能力，

可以执行侦察巡逻、火力打击、战斗支

援支援等作战任务。

“大狗”机器人（图 7）的四条腿完

全模仿动物的四肢设计，内部安装有特

制的减震装置。“大狗”机器人的内部安

装有一台计算机，可根据环境的变化调

整行进姿态。“大狗”可以自行沿着预先

设定的简单路线行进，也可以进行远程

控制，被称为“当前世界上最先进适应

崎岖地形的机器人”。

通过各国列装和研发情况可以看

出：遥控型无人作战装备技术已基本成

熟，并有较大规模的列装；半自主型无

人作战装备大多处于研发阶段，已有多

种样机，少量装备了部队；完全自主的

无人作战装备仍以突破关键技术为主。

3 国内军用机器人的发展
基于中国目前的人口和社会结构

形态，对无人系统的需求和美国等国家

相比较还不是非常迫切。但从长远来

看，人类现在能胜任大部分的工作，未

来未必能胜任所有的工作，尤其是有危

险的军事领域。

经过多年计划的实施，中国在军用

机器人技术方面已取得了突破进展，缩

短了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国家国防科技工

业局以及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国

内一些高校和研究所从20世纪80年代

开展了移动机器人、智能车辆等轻型无

人系统的研究。国内研制相对成熟的

机器人产品，主要用于工业、消防和排

爆领域。国内技术水平较高的科研院

所将开发重点放在无人平台自主控制

方面，在此领域的研究主要处于对现有

车辆改装测试阶段，还没有形成成熟的

产品应用。

目前，遥控型无人平台技术己基本

成熟，研制出了许多样机，少量投入使

用；半自主型无人平台以关键技术开发

与验证为目标，有少量样机，尚无装备；

自主型无人平台方面，只开展了一些关

键技术研究，尚无研制出的样机。

在“十一五”期间，进行了“轻武器

智能作战平台技术”项目的研究，实现

了轻武器智能作战平台（图 8）的遥控

操作、打击等功能，有一定的地形穿越

能力，但速度较慢。

反恐机器人（图 9）曾投入上海

2010世博会执行安保任务。该机器人

图3 PACKBOT机器人

Fig. 3 Packbot
图4 “龙行者”机器人

Fig. 4 dragon runners

图5 模块化先进武装机器人

Fig. 5 Modular advanced
armed robotic system (MAARS)

图6 “守护者”无人车

Fig. 6 Guardium

图7 “大狗”机器人

Fig. 7 Big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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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地形适应能力，能够翻越一

定高度的障碍、爬楼梯等。

在“十二五”期间开展的无人作战

平台项目研究。在平台可靠性、自主

性、环境适应性等方面较之前的研究已

有很大突破，逐渐形成微型、小型、轻型

系列化无人平台，在功能上更加能够满

足未来战场的需求。

2015年 10月，某型单兵地面机器

人（图 10）正式亮相边防一线，开展的

牵引性作战试验，标志着中国军队地

面无人作战系统正式由实验室走向实

用化。此款机器人在远程操控、硬件

集成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智能化

程度更高。

4 国内外差距分析
国外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经过多年

的发展已形成了装备体系结构和部队

编配方案，并逐步向系列化、通用化、自

主化方向发展，同时更注重装备的可靠

性和实用性，并实现型谱发展。国内地

面无人作战平台近些年也得到了一定

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部署和

配套建设，目前还处于无序发展状态，

技术分散缺乏交流，距离标准化系列化

还有一定的距离。主要体现在：

1）自主性能差距较大。美国、加

拿大、德国、法国等国在自主控制技术

方面的优势比较明显，它们对地面无人

作战平台自主运动控制技术、目标探测

与识别技术、人机协同与智能控制技术

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如美国正在进行

研制和测试的 Crusher（破碎机）无人

车，其研究目标是完全自主运动与高智

能化控制。中国部分地面无人作战平

台应用了自主避障、路径规划等自主技

术，但总的来说自主程度不高，多数为

遥控式或半自主式产品，目前，自主控

制技术的研究大部分尚处在理论研究

与前期试验阶段。

2）平台硬件、结构与机动性方面

设计缺乏创新。国外许多国家研究设

计了一系列不同型号、具有不同机动性

能的地面无人作战平台，按运动方式主

要分为履带式、轮式、腿式、复合式等，

在核心部件、结构设计和机动性能方

面具有很大优势，其中有许多产品已

经过实战检验或装备部队。中国也分

别研制了不同型号的军用无人车，但

整体处于模仿、学习阶段，且机动性能

较差，真正符合实际战场环境要求的

产品很少。由于核心部件过多依赖进

口，国产化程度较低，从而导致国内平

台硬件技术受制于人，成本过高，限制

了推广应用。

3）系统可靠性亟待提高。国外军

事发达国家多制定了一系列军用机器

人平台设计、生产、检验标准，并且经过

不断地测试与实战化检验，其产品系统

可靠性较中国优势很大。国内的地面

军用机器人在试验、应用过程中，暴露

出机构可靠性、电气可靠性、软件可靠

性、抗干扰能力、环境适应能力等方面

的很多不足，距离更加严苛的实战环境

应用还有很大差距。

5 思考及建议
目前，无人车已大量投入使用，装

备型号有十几种，涉及大、中、小型，多

数无人车用于执行排爆和侦察任务，少

数用于执行攻击和后勤保障任务。从

无人车发展来看，早期主要执行排爆任

务，近年来任务领域得到不断扩展，拓

展至侦察、武装攻击和后勤保障等，还

呈现出向多功能方向发展的趋势[7]。

面对国外越来越多的无人作战系

统在实战中的应用，国内对无人作战平

台在未来的应用中的定位尚不明确，导

致研制方向不清晰，目前只是从研制方

的想象中估计未来的可能性，笼统指出

能够代替单兵完成一些侦察、搜索、打

击任务，具体的协同应用还需要开展大

量的试验论证。

技术方面，现有无人作战系统武器

载荷均借用现有制式武器，无论从武器

的装卡还是射击动作完成方式等方面

都不达适用于无人作战系统，这种借用

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无人作战系统

的总体集成度和使用安全性，专用武器

的研发应逐渐提上日程。

伴随着地面武器系统信息化、智能

化、杀伤威力的提高，战场环境愈加险

恶，无人系统的应用需求将愈加迫切，

而随着技术进步的推动，以各类无人作

战系统为主搭建一套可补充或代替现

有作战体系的无人作战体系将是未来

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图8 轻武器智能作战平台

Fig. 8 Intelligent combat robot
with small arms

图9 反恐机器人

Fig. 9 Anti-terror combat robot
图10 某单兵地面机器人

Fig. 10 Combat Unmanned
Ground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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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足机器人发展现状与展望四足机器人发展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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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公元前1000年前就发明了

轮子，几千年来轮子的广泛应用为人类

提供了大量便利。然而在不断使用和

改进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的局限

性。地球陆地表面有各种崎岖地形，包

括山地、丘陵、峭壁等，传统的轮式与履

带式车辆难以在这些地形行进，而哺乳

动物却能在这些崎岖地形行走自如，充

分展示出四足移动方式的优势：

1）四足移动方式的落足点是离散

的，可以在工作空间内主动选择落足

点，可以跨过障碍和深坑。

2）四足移动方式无横向运动约束，

易于实现全方位移动。

3）足端运动与躯干质心运动解

耦，可以实现主动隔振，在起伏不平地

形移动时能保持躯干运动的平稳性。

4）可以用腿迈过障碍，避免质心

上下浮动所需的额外能耗。

纵观自然界，大型陆生动物大多为

四足动物，无论在峭壁、丘陵、草原，还

是沙漠，总能见到四足动物的身影，这

充分表明了自然选择对四足移动方式

的认可。四足机器人以四足动物为仿

生对象，具有像四足动物那样灵活运动

的潜在能力，既有比双足机器人更好的

稳定性，又有比六足机器人更简单的机

构，是一种实用、有广阔应用前景的移

动机器人。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四

足动物的运动规律进行了研究分析并

设计出多台四足机器人，虽然受理论发

展水平和材料、驱动机构性能的限制，

目前四足机器人的运动性能与四足动

物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也取得了很多

可喜的成果，四足机器人的改良仍需要

坚持不懈的努力。

1 国内外四足机器人发展现状
从 20世纪 60年代起，国内外学者

设计开发了一系列四足机器人样机[1,2]，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MITRaibert于
1984 年设计的四足机器人 [3]，该机器

人腿部采用伸缩结构，使用气缸实现

触地缓冲和跳跃，基于虚拟腿和三部

分控制方法实现了动态平衡，能使用

trot，pace和bound步态快速稳定奔跑[4]，

如图1所示。

意大利理工学院从2007年开始研

发HyQ液压驱动四足机器人[5]（图2），该
机器人长 1 m，宽 0.5 m，腿伸展后身高

0.98 m，自重 70 kg，采用电机和液压混

合驱动，实现在崎岖地形的稳定爬行[6]

和有腾空相的 trot步态，并能在一定的

外界扰动下保持稳定[7]。

MIT设计了一款能高速奔跑的四

足机器人Cheetah[8]，该机器人具有低达

0.5的能耗系数（Cost of Transport），经

过优化后发布的改进版 Cheetah v2四

足机器人（图 3），能在 bound步态下以

8km/h的速度前进并自主跳过 0.46 m
高的障碍。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可以在野外环

境中运行的四足机器人，其中以美国

自然界中有许多地形无法使用传统轮式或履带式车辆到达，而哺乳动物却能够在这些地形行走自

如，这充分展示出四足移动方式的优势。在动物的启发下，科研人员对四足机器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

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综述国内外四足机器人的发展现状，归纳了四足机器人领域涉及的关键技术，

展望了其发展趋势。

图2 HyQ四足机器人

Fig. 2 Quadruped robot HyQ
图1 Raibert设计的四足机器人

Fig. 1 Raibert's quadruped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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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Dynamics的成果最为显著，其研

发的BigDog（图 4）[9]四足机器人，最大

负重 154 kg，能爬 35°斜坡，能以 trot步
态在冰面、石子地、雪地、沙地和积水路

面行走，以 crawl步态爬越空心砖堆，以

bound步态跳过沟壑，在受到侧踹时仅

通过几步调整即可恢复平衡，表现出惊

人的性能。

BostonDynamics 随后研发了具有

更强负重能力（181 kg）和续航能力

（32.2 km）的四足机器人LS3（图 5），它

拥有更强的抗扰动能力，能够在摔倒后

原地站起，能实时探测地形信息并在线

调整落足点位置，可识别领航员并完成

人员跟随。

BostonDynamics 还研发了具有高

速移动能力的WildCat四足机器人（图

6），该机器人能以 bound和 gallop步态

在较平坦的路面奔跑，可实现步态切

换，最高速度达25.7 km/h。
BostonDynamics 在 2015 年推出一

款轻型液压驱动四足机器人 Spot（图

7），它自重只有 72.6 kg，采用电机带动

液压泵的方式为整个机器人提供液压动

力，既具有液压驱动高动态性、大输出

力的特点，又保留了电驱动安静、发热

少的优点，在室内室外均可运行，为设

计高性能机器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国内四足机器人从20世纪90年代

初开始起步，清华大学研制的QW-1[10]

四足机器人，实现了静步态下的全方位

移动；上海交通大学研制了 JTUWM[11]

系列四足机器人，完成了静步态、动步

态下的运动分析与控制。2013年，山

东大学 [12]（图 8）、国防科技大学 [13]（图

9）、哈尔滨工业大学[14]（图 10）、北京理

工大学[15]（图11）和上海交通大学[16]（图

12）研制了多台液压驱动四足机器人，

无论是从移动速度还是负重能力方面，

均较以往的电驱动机器人有大幅提升。

四足机器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

逐渐由实验室走向应用，甚至奔赴战

场。美国在这方面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其机器人已完成在野外环境下的测试，

无论是在崎岖地形的表现还是运动灵

活性，四足机器人的优势均已凸显，它

们将在未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图6 WildCat四足机器人

Fig. 6 Quadruped robot WildCat

图5 LS3四足机器人

Fig. 5 Quadruped robot LS3

图4 BigDog四足机器人

Fig. 4 Quadruped robot BigDog

图3 MIT Cheetah v2四足机器人

Fig. 3 Quadruped robot MIT
Cheetah v2

图7 Spot四足机器人

Fig. 7 Quadruped robot Spot

图9 国防科技大学四足机器人

Fig. 9 Quadruped robot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图8 山东大学四足机器人

Fig. 8 Quadruped robot of
Shando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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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足机器人的关键技术
四足机器人的发展离不开各项技

术的支撑，目前与四足机器人性能密切

相关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2.1 高强度机构设计技术

四足机器人在移动时每一步都会

导致质心上下波动，足端触地时会受到

地面的巨大冲击，尖峰值常达到站立状

态的几倍到几十倍，因此坚固的机构是

机器人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虽然可

以使用主动柔顺或被动柔顺的方法减弱

冲击，但对于那些以驼运为目的的机器

人来说，高强度的机构至关重要。

2.2 高带宽作动器设计技术

四足机器人的各关节均由作动器

驱动，因而机器人的动态性能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作动器的带宽，尤其是当机器

人奔跑和跳跃时，需要各作动器高速运

动，若带宽不足则可能导致机器人无法

实现跳跃，甚至无法保持动态稳定。目

前的高性能四足机器人普遍采用液压

驱动方式，利用液压驱动带宽高、输出

力大、运动精确的优点，保证机器人的

动态性能。

2.3 高能量密度动力源制造技术

动力源是机器人走出室外、无缆运

行的必备部分，功率大、重量轻的动力

源可有效减轻机器人自重，降低对机构

强度的要求，提升机器人的动态性能和

负重能力，因而增加其功率密度尤为重

要。目前小型机器人常采用锂电池作

为动力源，大型机器人常采用内燃机。

2.4 噪声抑制技术

机器人在运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各

种噪声，如工控机风扇、作动器、减速

器、发动机、散热器都会发出噪声，然而

过大的噪声一方面会对人造成不适，另

一方面会限制机器人的应用范围，因而

应当采取措施降噪，如增加消音器，对

噪声进行隔离等。

2.5 柔性控制技术

现在机器人越来越多地采用柔性

控制。与传统精确位置控制不同，柔性

控制的特点是各关节可随外力变化而

发生位移，避免因微小位移偏差导致输

出力大幅变化，很适合与外界物体交互，

如夹持物体、足端触地缓冲等。实现柔

性的方式分为被动和主动柔顺。被动柔

顺通常利用机构形变实现对外力的顺

应，而主动柔顺则是基于力控制方法主

动规划。主动柔顺对传感器和作动器

的带宽要求较高，但控制更灵活。

2.6 自平衡控制技术

四足机器人在行走时具有支撑腿

数量少、稳定裕度低的特点，因而保持

平衡成为控制系统的基本任务。依据

是否考虑质量和惯性力，四足机器人的

平衡判定准则可分为静态稳定判据和

动态稳定判据。常见的静态稳定判据

包 括 SSM[17]、ESM[18]、NESM[19]、CESM[20]、

TESM[20]和 SAL[21]等，但随着对机器人运

动速度要求的提高，静态稳定判据难以

满足要求，动态稳定判据逐渐占据主导

地位，如ZMP[22-24]、DSM[25]和LAR[26]等。

2.7 复杂地形步态规划方法

步态规划是四足机器人运动控制

的核心，对四足机器人的越障能力和移

动速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的步

态规划方法主要包括基于中央模式发

生器 [27]（Central Pattern Generator）的控

制方法和基于模型的控制方法。中央

模式发生器是对生物运动机理进行模

拟，使用微分方程模拟相互抑制的神经

元产生周期振荡，从而控制各关节周期

运动。基于模型的方法首先建立机器

人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模型，然后依据地

形信息规划各关节运动，进而实现机器

人的运动。

2.8 目标识别与避障方法

四足机器人在自主行走时需要对

周围的目标进行识别，区分领航员和障

碍，以此实现人员跟随和自动避障 [28]。

准确、实时的识别能力可以保证机器人

稳定、安全的自主运行，常用的传感器

有摄像头、激光雷达等。

2.9 定位与导航技术

使用定位与导航技术可以使四足

机器人实现自主导航，在地图上指定

目标点，由机器人自主规划完成移动

任务 [29]。四足机器人的自主导航与传

统移动机器人的自主导航类似，虽然没

有轮式里程计，但可以使用腿足式步程

计代替。

图12 上海交通大学四足机器人

Fig. 12 Quadruped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图11 北京理工大学四足机器人

Fig. 11 Quadruped robot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图10 哈尔滨工业大学四足机器人

Fig. 10 Quadruped robot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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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足机器人的发展趋势
目前已有一些四足机器人展示出

惊人指标，随着理论的发展和技术的进

步，它们的性能仍会进一步提升。

3.1 移动速度更快

美国BostonDynamics研发的Cheetah
机器人在 2012年初创造了 29 km/h的

速度纪录，成为最快的腿足式机器人，

而该机器人的最新记录达 45.5 km/h，
超过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通过提

升作动器的带宽，减轻腿部转动惯量和

增加动力源功率可以使机器人运动更

快，实现更高的速度。

3.2 负重能力更强

四足机器人可以用来完成运输任

务，或构成通用移动平台，如BigDog能
在负重 154 kg的情况下行走，LS3则可

以负重181 kg。通过优化机构、增加功

率和改进控制算法，可以使机器人负重

能力进一步增加，提升实用型。

3.3 地形适应能力更好

目前的四足机器人已经具有相当

强的地形适应能力，能在山地、灌木丛

行走，甚至越过横倒的树干，但与动物

相比仍不够灵活，如猫可以在奔跑过程

中跳跃几倍于身高的高台，狗可以跑上

墙面完成跑酷动作。在研究人员的努

力下，四足机器人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具

备这些能力，甚至超越。

3.4 续航时间更长

腿足式机器人虽然地形适应能力

优于轮式机器人，但也往往需要消耗更

多能量。美国康奈尔大学的Ranger在
30小时49分钟内持续持续行走65 km，

创造了腿足式机器人的续航记录。通

过增加机器人的被动环节，减小质心上

下浮动的范围，可以提高腿足式机器人

的能量效率，延长续航时间。

3.5 环境感知更加自然

随着传感器技术的进步，四足机器

人将拥有更全面的环境感知能力，在更

复杂地环境中自主判断可通过区域并完

成导航任务，可通过视觉、听觉与人类

交互，增强自然交互功能。

3.6 驱动技术更加仿生

传统的气动、电动、液压驱动方式

在工业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体

积大、速度慢、功率密度低等缺点限制

了机器人性能的提升，于是需要将新驱

动技术引入机器人领域，打破瓶颈。人

工肌肉是一种仿生驱动器，无需马达、

齿轮等复杂装置，通过材料内部结构的

改变而伸缩、弯曲、束紧或膨胀，体积

小、重量轻，可以作为一种高性能的柔

性驱动器。此外，一些新研制的可变形

材料也可应用于机器人，如碳氮二维纳

米片电极材料、石墨烯、液态金属等。

使用新的驱动技术有望显著增加四足

机器人的功率质量比，提升动态性能。

3.7 动态可控重构机构

模块化可控重构机构由若干个独

立的机电模块组成，每个模块间都有接

口，通过每个模块在相邻模块上的移动

实现构型的改变，系统可使用相同的模

块组成多种构型，进而实现多种运动形

式，既可以通过变形改变腿的长度，又

可以在四足、双足甚至其他结构间灵活

切换。可重构机器人正由需要手动拼

装的静态可重构机器人发展为能够自

动拼接的动态可重构机器人。

3.8 可控发育机构

可控发育机构可以使机器人具有

比可重构机器人更灵活的变形机构，甚

至实现自修复。美国麻省理工对这方

面进行了初步探索，研制出一种先进变

形材料，将聚氨酯泡沫放置在融化的蜡

液中，通过蜡的融化与凝固实现材料的

变形和自修复。虽然目前还没有能够

应用于四足机器人的成熟技术，但可以

试想一下，未来可以用一种可控的特殊

材料通过生长的方式制造四足机器人

本体。

4 结论
四足机器人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

已取得一些可喜成果，但相对于动物而

言，其运动灵活性仍有较大差距，需要

继续从仿生的角度新型驱动和结构方

式、改进控制方法、提升环境适应能

力。四足机器人的优势已经逐渐显现，

未来必将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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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spect of quadruped robots

AbstractAbstract In nature,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terrains on which traditional wheeled and tracked vehicles can not move, but
mammals can freely. This has fully shown the advantages of the four legged moving method. Inspired by these animals, researchers
have done much indepth study on quadruped robots, and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quadruped robots in domestic and abroad, summarizes the key technologies in this field, and points out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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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陆两栖及其过渡环境中狭小空间内的勘测，微小型水陆两栖机器人能够完成许多单一推进

方式的机器人所无法完成的两栖任务，如水下管道的检测、珊瑚礁内鱼类的监测、水下岩缝中矿物采样

等，因此需要一种能够具有微型结构、多功能运动模式、高位置精度、长续航时间等特点的机器人，以适

应复杂两栖环境。提出一种两栖子母机器人设计方案。其中，两栖母机器人采用腿-矢量化喷水两栖

推进，利用一套驱动系统实现两栖运动，以降低机构和控制的复杂度，增大其负载能力。两栖推进机构

和机器人外形可以根据介质环境以及任务特点的改变，进行主动的形态与结构变化。微型子机器人由

人工智能驱动器驱动，可以实现游行、爬行、转动、上浮/下潜、抓取等动作。母机器人和子机器人之间

通过智能软缆线连接，实现子母机器人之间的通信及子机器人的回收。

多功能两栖生物型子母机器人系统研究多功能两栖生物型子母机器人系统研究
郭书祥 1,2，石立伟 1, 2

1.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现代医工学系统研究所，北京 100081
2. 北京理工大学工业和信息化部融合医工系统与健康工程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水陆两栖机器人为了实现水陆两

栖及其过渡环境中狭小空间内的勘测

任务，如水下管道的检测、珊瑚礁内鱼

类的监测、水下岩缝中矿物采样等，需

要同时具有微型结构、多功能运动模

式、有效的续航时间、环境友好等特

点。由于以上几个特点之间有一定的

矛盾性，由单一的智能驱动器驱动的仿

生微型机器人或者电机驱动的小型水

陆两栖机器人很难同时满足以上需求。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两栖机器人的驱动构型

目前，国内外对两栖机器人的研究

主要有轮式/螺旋桨两栖机器人、腿式

两栖机器人、腿浆式两栖机器人、履带

式两栖机器人、球形滚动式两栖机器人

和蛇形两栖机器人等。美国凯斯西储

大学和美国海军研究院提出了一种具

有全地形适应性的仿蟑螂两栖机器人

设计方案，其采用简化的轮式机构实现

蟑螂腿的爬行功能。为了实现水中驱

动，其轮腿机构的轮辐采用传统螺旋设

计（图 1（a））[1]。这种轮腿机构有着很

好的陆地推进性能，但受到轮腿机构限

制，其水下螺旋桨推进时效率不高。加

拿大麦吉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卡内基梅隆大学等机构

联合研制了一系列腿式机器人 RHex
（图1（b）[2]，可以适应不平整地形，可是

由于只做了简单的防水处理，其水下驱

动方式仍只限于水底的爬行，并无有效

的水下驱动机构。加拿大麦基尔大学

的机器人研究小组研制的AQUA两栖

机器人，将轮式驱动机构的旋转简化为

一根弧形辐的转动，在陆地时通过弧形

辐的转动模拟腿式驱动实现爬行，在水

中时通过弧形辐的转动模拟浆的拨动

实现前进运动（图 1（c））[3]。美国蒙特

雷湾水族馆研究所的 Hobson等 [4]研制

了一种两栖机器龟，其身体两侧各有两

个平行的鳍作为驱动装置，能在海底和

海滩爬行。腿浆式机构有着很好的陆

地适应能力，但受到转动腿式机构的限

制，其在水中通过浆拨动时推进时效率

不高。美国福斯特-米勒公司研制了

一种使用履带推进的遥控型两栖小型

机器人，其水下驱动方式仍采用履带推

进，并无有效的水中驱动机构。瑞士研

制的水陆两栖蜥蜴机器人（图1（d））[5]，

在陆地上行走时，依靠身体四条可以转

动的腿和可以弯曲的脊柱实现陆地爬

行，在水中时，脊柱扭动的频率会加快，

依靠身体的波动产生驱动力。这种机

器人依靠陆地腿式驱动和水下波动驱

动两种机构的叠加，由于波动驱动对机

器人整体结构限制比较大，其陆地和水

下推进效率都不高。东京工业大学研

制的名为“ACM-R5”的多关节水陆两

栖机器蛇[6]，在陆地上主要是依靠身体

各关节的相互转动与地面产生的摩擦

力进行推进，水中推进则采用了仿生波

动推进。由于仿生蛇的波动驱动是唯

一在陆地和水下同时适用的推进方式，

所以可以利用一套机构实现两种运

动。不过这种波动驱动方式本身的局

限性，其在非结构化地面（如碎石地、泥

行地等）中蛇形推进方式的性能受到很

大的影响[7,8]。

在国内，哈尔滨工程大学王立权

等 [9]以河蟹作为原型，研制了两栖仿生

蟹。其通过8足机构实现陆地爬行，在

水下时采用整体包裹的防水方式，因此

其水下驱动方式仍采用爬行，并无额外

的水下驱动机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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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构态的两栖机器人

Fig. 1 Amphibious robots with different shapes

（a）两栖机器人Whegs II （b）腿式机器人RHex

（c）两栖机器人AQUA （d）水陆两栖蜥蜴机器人

冯巍等 [10]提出了一种陆地轮式驱动与

水中浆式驱动相结合的两栖机器人推

进机构，利用切换机构实现两栖运动转

换。北京邮电大学的孙汉旭设计了一

系列球形滚动机器人，并利用球形机器

人全封闭的特性，通过在球形机器人内

部安装螺旋推进装置的方法研制出具

有水陆两栖功能的球形机器人。此外，

孙汉旭将球形机器人与轮式机器人运

动特点相结合，提出球-轮复合可变形

机器人，该移动机器人可以通过自身几

何形状发生变化以实现球形和轮式机

器人互换 [11]。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和石河子大学共同研发了名为“Am⁃
phiRobot”的多模态两栖仿生机器鱼，

釆用陆地轮式驱动、水中波动驱动相结

合的方式实现水陆两栖功能 [12]。中国

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马秀云等提

出一种足板驱动两栖机器人，并对其主

要驱动方式的陆地运动进行步态和受

力分析。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外

RHex和AQUA机器人的启发下，先后

设计了轮桨腿一体化两栖机器人、轮

浆-足板混合驱动两栖机器人、足板驱

动两栖机器人 3种基于六推进器驱动

的两栖机器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杨杰等[13]提出了基于弧形足的足-蹼复

合驱动机构，并测试其在松软介质中的

运动特性。上海交

通大学机器人研究

所的孙安等开发了

一种仿生四足两栖

机器龟，其在水中和

陆地均采用爬行的

方式进行推进。本

研究小组通过分别

分析水陆环境的多

种仿生运动，提出基

于矢量喷水推进的

两栖驱动机构规划

与验证 [14~21]。

目前两栖机器

人或釆用两套独立

的推进机构和推进

变换机构，两套推进

机构的设计大大增

加了两栖机器人机构和控制的复杂度，

降低了其空间机构和功能拓展能力。

另外，其他两栖机器人或采用一种主要

驱动方式（多为陆地驱动方式），在不改

变主要驱动方式的基础上，通过改进驱

动机构局部构型，利用陆地驱动机构来

实现水中推进，而这种增加的驱动方式

往往效率较低。水陆两栖机器人要想

走向实用，还需解决陆地推进方式和水

下推进方式如何有效复合的问题。

1.2 仿生微型机器人

为了实现水下机器人的小型化、低

噪声，近几年报道了很多利用人工智能

材料驱动的微型水下仿生机器鱼，主要

有压电晶体式（PZT）微小型机器鱼、永

磁体式（NdFeB）微小型机器鱼、离子交

换聚合体膜式（IPMC）微小型机器鱼、

介电弹性体式（ANTLA）微小型机器

鱼、形状记忆合金式（SMA）微小型机器

鱼和超磁致伸缩材料式（GMM）微小型

机器鱼等。

美国东北大学海洋科学中心 1999
年用形状记忆合金（SMA）和链杆结构

开发了波动推进的机器鳗鱼RoboEel，
通过身体侧向的波动，机器鳗鱼不仅驱

动自身穿越水柱，而且能控制其浮游深

度。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2010年用

形状记忆合金（SMA）和弹簧开发出了

一种仿生鳍条（BISMAC），并利用 8个

仿生鳍条驱动仿生水母外壳收缩和复

原（JET驱动方式），从而实现上浮/下潜

运动。韩国首尔大学2011年用形状记

忆合金（SMA）研发了胸鳍摆动推动的

仿生机器海龟。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发

的微型仿生鱼，尾部由两根形状记忆合

金（SMA）驱动，最大游速达 112 mm/s
（2.7 Hz）。本文研究小组通过多种水

下生物运动理论分析与实验验证，归纳

出适用于水下微型机器人的软体驱动

机构设计方法[22~26]。

目前，运用人工智能材料研制的仿

生微型机器鱼虽然具有微型结构、灵活

性等特性，但离实现鱼类的真正仿生还

有一定距离，与真正鱼类相比，在速度、

续航时间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极大

限制了仿生微型机器鱼的运动范围。

另外，由于仿生微型机器鱼是靠胸鳍、

尾鳍或者身体的摆动或波动产生向前

的驱动力，这种驱动方式很难保证仿生

微型机器鱼在水下狭小空间的游动时的

位置精度。为了克服单一游泳驱动方式

带来的限制，除了仿生机器鱼以外，迫切

需要开发一种具有高位置精度、微型结

构等特征的仿生微型机器人。

图2 子母机器人系统概念

Fig. 2 Proposed father-son robot system

（a）水中巡航状态 （b）陆地步行状态 （c）释放微型子机器人进入狭小管道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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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陆两栖用子母机器人系统
鉴于以上水陆两栖机器人与仿生

微型机器人存在的不足，提出一种水陆

两栖用子母机器人设计方案。如图 2
所示，此水陆两栖用子母机器人系统由

一个水陆两栖母机器人和若干仿生微

型子机器人组成。母机器人由电机驱

动，具有多运动模式、长续航时间、稳定

的移动速度等特点，可以将子机器人载

往浅滩、水底的目标区附近。微型子机

器人由离子交换聚合体膜（IPMC）式驱

动，具有微型结构、高位置精度等特点，

可进入狭小的空间，完成最终的监测。

3 方案设计
3.1 仿生微型子机器人

本研究组成功研制出离子交换聚

合体膜（IPMC），可以直接将电能转换

成机械能，低电压即可驱动，具有体积

小、环境友好、柔性等优点[17]。IPMC还

具有传感器功能，可以实现精确到变形

位置控制。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对微型

仿生机器人进行了大量研究。研制出

由 IPMC驱动的微型仿生机器鱼，并在

“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展出。

机器鱼长50 mm，具有水下三自由度运

动[27]。采用尾鳍摆动的驱动方式，减少

了螺旋桨对周围水流影响；由于不用电

机驱动，所以没有马达和螺旋桨的嗡鸣

噪音，具有很好的环境友好性（图3）。
为了研究具有微型结构、高位置精

度等特征的微型子机器人，本研究组提

出一种微型可变形机器人方案（图4[18]）。

这种微型机器人由离子交换聚合体膜

（IPMC）驱动 [28, 29]，左右两侧各 4个爪，

中间四条作为支撑爪，外侧4条作为驱

动爪，可以实现爬行和回转；前端两个

IPMC用作两个手指夹持一些微小物

品；后端一个 IPMC用作驱动尾鳍，实现

水中游泳运动；通过低频率电压（小于

0.3 Hz）驱动 8条 IPMC爪，可以电解产

生气泡[30, 31]，气泡附着在机器人上改变

了其浮力，实现上浮动作；在机器人身

体下部，利用两个形状记忆合金（SMA）
驱动两侧 8条 IPMC爪向下转动，从而

实现身体形变（从爬行到站立）的动

作。此提案保持了上浮、游动、抓取等

动作，增加了爬行、旋转等动作以保证

水中的位置精度。机器人通过身体的

形变，可以实现平躺和站立两种运动形

态，用以适应低平或高窄的狭小通道。

3.2 水陆两栖球形机器人

两栖驱动机构中，腿式推进具有较

强的越障能力，虽然步态控制复杂、运

动速度不够理想，但对于两栖环境中不

规则地形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对于不同

松软度的介质环境，可以通过调整足部

与介质的接触面积而降低腿的下陷问

题。喷水推进是利用喷水装置产生的

水的动量变化，形成机器人在水中运动

的推力。这种驱动方式能够大大简化

水动力特性，提高机器人的运动效率，

通过对喷水方向和大小的控制，提高水

下机器人的运动灵活性和可控性，还能

降低对周围水流和生物的影响。

本研究提出将陆地腿式步行机构

与水下矢量喷水驱动复合的设计方

案。陆地上，喷水驱动器作为腿部的末

端关节，通过对腿部的支撑实现爬行与

转弯。在水中，通过腿部其他关节的转

动改变喷水驱动器喷水方向，从而实现

水中三自由度航行 [14~16]。两栖球形机

器人的外形由1个半球形机体和4个腿

组成。如图5、6所示，机器人上半球密

闭，内部安装有控制系统和驱动电路。

为了增加整个身体的对称性、承载和释

放子机器人，在机器人下半部分增加两

个 1/4球壳，两个 1/4球壳分别由两个

电机驱动，可以打开和闭合（图 7）。球

形母机器人在水中由四个喷水电机驱

动，通过调节四个喷水电机的方向和喷

水大小，可以实现水平和垂直方向的运

动（图 8）。在水平运动时，母机器人还

可以实现两个方向的直行，回转等运动

（图9）。

图3 微型仿生机器鱼

Fig. 3 Fish-like microrobot

图4 微型可变形机器人

Fig. 4 Proposed transformable microrobot

（a）平躺姿态 （b）站立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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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球形母机器人的下球壳开合机构设计

Fig. 7 Opening mechanism of the spherical robot

（a）俯视图（球壳关闭状态）（b）斜视图（球壳张开状态）

图8 水中水平、垂直方向运动

Fig. 8 Underwater motions (front view)

（a）前行 （b）上浮 （c）下潜

图9 水中水平方向直行、旋转运动

Fig. 9 Underwater motions (bottom view)

（a）前行 （b）顺时针转动 （c）逆时针转动

图6 两栖球形机器人整体设计（下球壳关闭状态）

Fig. 6 Proposed amphibious spherical robot (closed state)

（a）主视图 （b）左视图 （c）俯视图 （d）斜视图

图5 两栖球形机器人整体设计（下球壳打开状态）

Fig. 5 Proposed amphibious spherical robot (opened state)

（a）主视图 （b）左视图 （c）俯视图 （d）斜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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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原型机两栖运动实验

Fig. 11 Amphibious motion

图10 微型机器人原型机

Fig. 10 Prototype microrobots

（a）微型机器尺蠖 （b）微型可变形机器人

（a）初始位置 （b）陆上步行 （c）跳入水中 （d）水中水平方向直行

图12 母机器人水下垂直方向运动

Fig. 12 Surfacing and diving motions

（a）初始位置 （b）调整喷水方向向上 （c）机器人下潜 （d）调整喷水方向向下实现上浮

4 原型机及实验
本研究利用 IPMC分别实现微型机

器人的爬行、转动、上浮、下潜、游动、夹

持、形态改变等动作，并通过比较各种

运动的实现方法、驱动器数量、达到的

位置精度等，完成具有微型结构、多运

动模式、高位置精度等特征的微型子机

器人的原型机试制。图10（a）[29]为微型

机器尺蠖，可以实现直行、转动、夹取、

上浮等动作；图 10（b）[28]为微型可变形

多爪机器人，在实现直行、转动、夹取、

上浮、游动等动作基础上，可以进行形

态的改变，以适应不同环境需求。

对于两栖球形机器人，试制完成腿

式—矢量喷水复合推进的两栖机器人

原型机试制，进行了基础运动实验的验

证，实现了陆地各种地形的爬行、水中

水平直行和回转运动、水中垂直上浮下

潜等基本运动[14, 15]，该两栖机器人的陆

地和水下运动模式切换、姿态控制等均

达到预期（图 11[14]，图 12[15]）。此外，完

成了无缆微型机器鱼及有缆可变形多

爪鱼的搭载和释放实验[15]，利用母机器

人将 IPMC驱动的微型机器鱼和多爪鱼

搭载到指定位置释放（图13，图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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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无缆线子机器人搭载和释放试验

Fig. 13 Wireless microrobot deployment experiment

（a）搭载微型仿生机器人 （b）释放子机器 （c）微型子机器人自行巡航

图14 有缆多爪子机器人的释放试验

Fig. 14 Legged microrobot deployment experiment

（a）母机器人水中前行 （b）达到指定狭小通道 （c）调整姿势 （d）释放子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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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An amphibious robot with a small size may complete the tasks in amphibious and transition environments, such as pipe
detection, fishes monitoring, mineral collection, object recovery and so on, which a single propulsion mechanism robot cannot
implement. So, the robots that possess the attributes of compact structure, multi- functionality, precise positioning, and attributes of
long endurance are of great interest to researchers. A father-son robot system is proposed in this research that is composed of an
amphibious spherical father robot and several son robots. The father robot is actuated by a leg- water jet composite propulsion
mechanism. By utilizing one composite propulsion mechanism, the father robot can achieve the amphibious motion, which may
increase the load capability and reduce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mechanism and control system. It can adjust its shape and propulsion
mechanism automa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The son robots can implement swimming, walking, rotating, floating/diving,
and grasping motions, which are actuated by the smart actuators. The father robot and each son robot are connected by a smart cable,
which can be used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father robot and its son robot. Also, the smart cable can be used to recover the
son robot.
KeywordsKeywords amphibious robot; bio-inspired microrobot; spherical robot; father-son robo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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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机器人可代替驾驶员进行可靠性、危险性和高精度的车辆道路试验。以一款自主开发的

自动驾驶机器人为研究对象，介绍自动驾驶机器人功能和结构，分析自动驾驶机器人的关键技术，开发

自动驾驶机器人在车辆道路测试试验、车道保持、跟车、换道和远程驾驶方面的应用。

自动驾驶机器人关键技术及应用自动驾驶机器人关键技术及应用
余贵珍，冀浩杰，周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随着汽车工业的大力发展，人们对

汽车的安全性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这需要大量的汽车可靠性和耐久性试

验来不断提高设计水平[1]。汽车试验可

以由自动驾驶机器人来完成的，它相比

试驾员具有控制精度高、重复性好、耐

久性强等优点。特别是道路试验驾驶

机器人，通过环境感知和识别系统大大

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可代替驾驶员完成

一些疲劳性和危险性驾驶试验[2]，为驾

驶员的安全和试验结果的可靠性提供

保证。自动驾驶机器人是指具有自主

驾驶车辆行为的机器装置，它可以按照

人们给定的指令执行相关驾驶操作，如

起步、加速、制动、换道等，也可以通过

环境感知实现自主驾车行为，如车道线

跟踪、换道、避撞、停车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自动驾驶机器人技术自 20世

纪80年代发展以来，已取得很大成果，

但关键技术仍处于保密阶段，研发单位

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一些较大的仪器测

试公司和零部件供应商，如日本的

Horiba 公司，英国的 Froude Consine，
Anthony Best Dynamics（ABD）公司，德

国 的 STAHLE、WITT 公 司 ，美 国 的

LBECO公司等[3, 4]。图 1为英国ABD公

司研发的 SR系列转向驾驶机器人，可

以通过转向机器人测试车辆瞬间转向

性能，也可按照指定路径进行跟踪行

驶，具有高精确度和高重复性等优点。

德国 STAHLE公司是目前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汽车整车与零部件试验用自动

驾驶机械人的供应商，图2所示为德国

STAHLE公司研发的 SAP2000型驾驶

机器人，可以应用于环境测试、道路里

程累计试验、耐久性试验、噪声试验、变

速箱试验、传动系测试等。部分汽车制

造公司在自动驾驶机器人方面也做了

一定的研发，如德国大众公司研发了室

外道路试验驾驶机器人，福特在全顺的

测试中用于测试汽车加速、刹车、转向

的驾驶机器人，但不具有环境识别能

力，如图3所示。

国内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自

动驾驶机器人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汽车公司、高校和科研机构中。2004
年东南大学与南京汽车研究所成功研

发出国内第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DNC-1，随后研制了DNC-2型驾驶机

器人 [5]，如图 4所示。国内其他高校如

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

也在相关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主要侧

重于智能车辆的研究，真正用于汽车道

路试验的机器人并不多。

针对当前自动驾驶机器人的发展

现状，国外还存在很大的技术垄断，且

价格较为昂贵，动辄上百万的成本仍很

难实现商业化，而国内在自动驾驶机器

图3 福特耐久性测试驾驶机器人

Fig. 3 Driving robot for durability
test of Ford

图1 英国ABD公司转向机器人

Fig. 1 Steering robot of British
ABD Company

图2 德国STAHLE公司驾驶机器人

Fig. 2 Driving robot of German
STAHL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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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方面的研发机构并不多，大多趋向于

开发无人驾驶操作系统，但是后者对整

车改动较大，并且距离无人驾驶汽车正

式上路还存在一定时间和相关法律法

规问题，当前阶段只处于推广、研发和

试用阶段，普及性和经济性不强。

2 自动驾驶机器人关键技术
自动驾驶机器人实现功能和应用

范围主要取决于关键技术的研发，关键

技术主要体现在环境感知系统、控制系

统和执行机构3方面，下面分别进行详

细介绍。

1）环境感知系统。环境感知系统

是为获得道路、车辆位置和障碍物的详

细信息，是自动驾驶机器人正常行驶和

准确控制的基础，主要包括GPS定位和

视觉感知[6]。在车辆定位中，为提高定

位精度常采用差分GPS定位技术。视

觉感知主要是进行车道线、道路标识、

信号灯、行人和障碍物的信息识别，环

境感知的精确性和信息处理的实时性

是视觉技术的关键，可以选择单目视觉

或者多目视觉进行信息获取和处理。

为保证环境感知系统能够提供可靠和

精确的环境信息，可以在视觉图像处理

的基础上借助雷达、GPS及其他传感器

进行多源信息融合。

2）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是自动驾

驶机器人的核心，它在人为控制指令下

根据车辆状态和环境感知信息，通过决

策将控制指令发送给执行机构，实现车

辆的速度控制和方向控制[7,8]，主要包括

驱动方式和控制策略两方面。驱动方

式有气动、液动和伺服驱动等方式 [9]，

可根据各驱动方式特点和适用场景选

择合适的驱动方式，并体现在控制策略

当中。控制策略是在考虑车辆行驶安

全的前提下对车辆速度和方向进行控

制，如车道保持、巡航、换道、超车、避撞

等功能的实现。在道路试验中主要考

虑车辆的方向控制，这是一个典型的预

瞄控制行为[10]，需要通过驾驶机器人找

到当前道路环境下的预瞄点，再根据预

瞄点对车辆进行控制。常用的有经典

的智能 PID算法，如模糊 PID算法、神

经网络PID算法等。

3）执行机构。执行机构是自动驾

驶机器人实现所有预期功能的基础，它

通过操纵车辆离合器踏板、制动踏板、

油门踏板、方向盘，甚至换挡杆和点火

机构，实现速度控制、方向控制和安全

控制[11]。在自动驾驶机器人进行各项功

能操作时，需要像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一

样保证机械腿和机械腿的协调性。例

如在汽车制动时，驾驶机器人需要保证

离合踏板机械腿、油门踏板机械腿、制

动踏板机械腿和方向盘机械手之间合

理的时序关系，符合正确的驾驶行为。

3 自动驾驶机器人应用
自动驾驶机器人可以代替司机进

行重复性、危险性和高精度的道路试

验，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单一驾驶环境下，代替驾驶员

执行易疲劳、重复性的驾驶操作，如汽

车耐久性试验和道路性能测试试验，如

图5所示。

2）应用于控制精度高的测试试验

和驾驶要求，如通过自动驾驶机器人可

以实现匀速驾驶、S型驾驶、按里程驾

驶等。

3）进行危险性试验，如ABS、ESP
试验，防侧翻试验，如图6所示，避免了

驾驶员执行操作时存在的安全隐患。

自动驾驶机器人还可以通过其他

辅助系统实现无人驾驶，如环境感知系

统、人工智能控制系统等，实现自动驾

驶机器人驾驶车辆的高度自动化，通过

控制车辆速度和方向实现自主驾驶车

辆在特定环境或路径下载客、运输、探

测等功能和任务，如城市快速公交、景

区机器人出租车、矿区自动驾驶机器人

运输车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车路协同与安

全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自主开发了

两代驾驶机器人Robot Driver I和Robot
Driver II，如图 7所示。Robot Driver II
在Robot Driver I的研究基础上对执行

机构和控制系统进行了性能提升，可满

足不同路面加载试验对自动驾驶车辆

功能的要求，实现高强度持续工作，具

有试验效率高、重复性好等优点。

Robot Driver型自动驾驶机器人采

用交流伺服电机驱动方式，由执行机

构、控制系统和环境感知系统三部分组

成。其中执行机构的结构图如图 8所

示，该执行机构采用的是独立于汽车之

外的结构，结构简单，拆装方便，可适用

于不同类型的车辆，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和灵活性。环境感知系统采用摄像头、

GPS、雷达、信息采集板等设备进行单

目视觉和多源信息融合技术的研发，在

大大降低成本的同时保证了各项功能

的顺利实现，如图9所示。

图4 东南大学DNC-2驾驶机器人

Fig. 4 DNC-2 robotic driver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图6 汽车防侧翻试验

Fig. 6 Anti rollover test of vehicle
图5 汽车耐久性试验

Fig. 5 Durability test of auto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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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系统在正式使

用前需要进行反复的软硬件

调试和功能测试，图 10为Ro⁃
bot Driver型自动驾驶机器人

安装和测试现场。Robot Driv⁃
er型自动驾驶机器人实车测

试试验可以实现车道保持、跟

车、超车换道、紧急避撞、车路

协同等功能，在驾驶环境较为

复杂且较为恶劣的情况下，可

以通过远程遥控操作系统自

动驾驶机器人进行远程监控

和驾驶操作，实现功能如图11
所示。

Robot Driver 型自动驾驶

机器人不仅可以满足汽车厂

商对车辆的各项性能测试，而

且与无人驾驶系统相比，几乎

可以适用于所有车型（小车、

客车、货车）等，拆装方便，可

调性高，适用范围广泛，可以

成为汽车厂商的测试标配。

图7 Robot Driver 型驾驶机器人

Fig. 7 Robot Driver

（a）Robot Driver I （b）Robot Driver II

1—方向盘机械手

2—离合机械腿

3—制动机械腿

图8 Robot Driver型自动驾驶机器人结构

Fig. 8 Structure diagram of Robot Driver
type of driving robot

图9 环境感知系统

Fig. 9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图11 Robot Driver型自动驾驶机器人实现功能

Fig. 11 Function of Robot Driver

图10 Robot Driver型驾驶机器人安装和测试现场

Fig. 10 Installation and test site of Robot Driver

（a）车道保持 （b）跟车 （c）紧急避撞

（d）超车换道 （e）远程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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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echnology of robotic driver and its application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a robotic driver and introduce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robotic driver.
Subsequently, the key technology of the robotic driver is analyz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obotic driver is described with vehicle
road experiments, including lane-keeping, car-following, lane-changing and remote driving.
KeywordsKeywords robotic driver; vehicle road experiments; unmanned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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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编辑 田恬田恬））

4 总结
本文介绍了自动驾驶机器人的国

内外现状，分析其关键技术和应用。根

据驾驶机器人具有操纵准确、重复性好

等优点，可以代替驾驶员完成车辆道路

危险性试验和可靠性试验；驾驶机器人

外加环境感知单元可在现有车辆上实

现车自动驾驶功能，随着环境感知技术

和控制技术不断完善，驾驶机器人将会

在汽车试验行业及自动驾驶行业有很

好的市场前景，对推动车辆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自动驾驶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1371076）
作者简介：余贵珍，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车辆智能控制与感知，电子信箱：yug@buaa.edu.cn

75



科技导报 2015，33（21）www.kjdb.org

《中国制造 2025》站在历史的新高

度，从战略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我国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的行

动计划，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作

为大力推动的重点领域之一，提出机器

人产业的发展要“围绕汽车、机械、电

子、危险品制造、国防军工、化工、轻工

等工业机器人应用以及医疗健康、家庭

服务、教育娱乐等服务机器人应用的需

求，积极研发新产品，促进机器人标准

化、模块化发展，扩大市场应用。突破

机器人本体，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

器、传感器与驱动器等关键零部件及系

统集成设计制造技术等技术瓶颈。”并

在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中明确了

我国未来十年机器人产业的发展重点

主要为两个方向：一是开发工业机器人

本体和关键零部件系列化产品，推动工

业机器人产业化及应用，满足我国制造

业转型升级迫切需求；二是突破智能机

器人关键技术，开发一批智能机器人，

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挑战。

1 以需求为导向，增强创新能力，

扩大市场应用

根据应用环境不同，国际机器人联

合会（IFR）将机器人分为两类：制造环

境下的工业机器人和非制造环境下的

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是在工业生

产中使用的机器人的总称，是现代制造

业中重要的工厂自动化设备；服务机器

人是服务于人类的非生产性机器人，服

务机器人技术主要应用于非结构化环

境，结构比较复杂，能够根据自身的传

感器与通过通信，获得外部环境的信

政策解读

《《中国制造中国制造20252025》》规划系列解读之规划系列解读之
推动机器人发展推动机器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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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从而进行决策，完成相应的作业任

务。

1）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

市场，潜力仍待挖掘

工业机器人主要是指面向工业领

域的多关节机械手或多自由度机器人，

用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搬运、焊接、装

配、加工、涂装、清洁生产等方面。2014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22.5万台，同比增长27%。市场增

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亚洲地区，特别是

中、韩两国。

近年来，中国机器人市场需求快速

增长，并已成为全球机器人重要市场。

201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到 5.6
万台，同比增长 52%，再次成为全球最

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用户已从外商独

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为主，向内资企

业乃至中小企业发展。国内沿海工业

发达地区不少企业产品用来出口，对产

品质量要求高，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机

器人代替产业工人。在珠三角地区，使

用工业机器人的年均增长速度已达到

30%，尤其在装配、点胶、搬运、焊接等

领域，已经掀起了一股机器人使用热

潮。

虽然自2013年中国已经是全球工

业机器人最大市场，但制造业工业机器

人密度仍然很低，2013年中国工业机

器人密度仅为 30台/万名产业工人，不

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与工业自动化

程度较高的韩国（437台/万名产业工

人）、日本（323台/万名产业工人）和德

国（282台/万名产业工人）相比差距更

大。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巨大潜

力。

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工业机器

人应用方面一直处于落后地位。除汽

车行业外，量大面广的一般制造业对机

器人的应用基本上处于自发、分散或零

散的状态。随着我国工厂自动化的发

展，工业机器人在其他工业行业中也将

得到快速推广，如电子、金属制品、橡胶

塑料、食品、建材、民爆、航空、医药设备

等行业。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程度是一个国

家工业自动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

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应围绕加快我国智

能制造的发展需求，协同机器人供需双

方，一方面提高我国机器人制造企业的

创新能力，促进机器人标准化、模块化、

系统化发展，降低使用成本，提升集成

应用水平，从而扩大市场应用范围；另

一方面积极开展自主品牌机器人的应

用试点，抓好一批效果突出、带动性强、

关联度高的典型应用示范工程，以点带

面推动运用工业机器人来改造提升传

统制造业。

2）我国服务机器人产业应以需求为导

向，有重点地进行发展

服务机器人包括专用服务机器人

和家用服务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应用

范围很广，主要从事维护保养、修理、运

输、清洗、保安、救援、监护以及医疗、养

老、康复、助残等工作。服务机器人是

一种新型智能化装备、一项战略性高技

术产品，在未来具有比工业机器人更大

的市场空间。

全球服务机器人在近五年间呈现

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根据 IFR的统计，

2013年全球专业服务机器人和个人/家
用服务机器人的销量分别达到2.1万台

和400万台，市值分别为35.7亿美元和

17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4%和 28%。

未来几年，全球服务机器人的市场将继

续快速增长。随着相互学习与共享知

识云机器人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小型家

庭用辅助机器人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

将在 2020年之前形成至少累计 416亿

美元的新兴市场；另一方面虽然残障辅

助机器起步缓慢，但可预测未来 20年

会有高速增长。

目前国际上服务机器人的技术研

发主要由美、日、中、德、韩五国主导。

我国服务机器人的发展滞后于工业机

器人，与日本、美国等国家相比，我国在

服务机器人领域的研发起步较晚，与发

达国家绝对差距还比较大。但相对于

工业机器人而言，国内外差距较小。服

务机器人一般都要结合特定需求市场

进行开发，本土企业更容易结合特定的

环境和文化进行开发占据良好的市场

定位，从而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另一

方面，外国的服务机器人也属于新兴产

业，大部分服务机器人公司成立的时间

还比较短，因而我国的服务机器人产业

面临着较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专业服务机

器人有望先于个人/家用机器人实现产

业化，特别是医疗机器人、危险特殊环

境巡检探查机器人等。随着我国进入

老龄化社会，医疗、护理和康复的需求

增加，同时由于人们对生活品质追求的

提高，将使个人/家用机器人在未来具

有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2 突破技术瓶颈，提升产业化

能力

机器人集现代制造技术、新型材料

技术和信息控制技术为一体，是智能制

造的代表性产品，其研发、制造、应用成

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制造业水

平的重要标志，引起了世界制造强国的

高度重视。

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可追溯到

20世纪 80年代，当时科技部将工业机

器人列入了科技攻关计划，原机械工业

部牵头组织了点焊、弧焊、喷漆、搬运等

型号的工业机器人攻关，其他部委也积

极立项支持，形成了中国工业机器人第

一次高潮。其后，主要是由于市场需求

的原因，机器人自主研发和产业化经历

了长期的停滞。2010年以后，我国机

器人装机容量逐年递增，开始面向机器

人全产业链发展。

机器人产业发展包括研发试验、机

器人本体和零部件产业化、系统集成技

术、服务等，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我

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发展是一个任重道

远的过程，整体来看，目前中国大部分

机器人企业集中在集成领域，加工组装

企业占多数。在核心及关键技术的原

创性研究、高可靠性基础功能部件、系

统工艺应用解决方案以及主机批量生

产等方面，距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

距。关键部件方面，精密减速器、伺服

电机及驱动器等关键部件大量依赖进

口。虽然多年来国家对这方面也做了

较大的投入支持，由于原来市场规模和

产业化程度不高，不足以带动核心部件

的发展，致使效果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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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我国机器人技术实力不

足制约了产业化规模，而规模较小也反

过来制约了技术的发展，这些都影响了

机器人产业化进程。若想提高国产机

器人的市场竞争力，一方面要扩大国产

机器人产量，提高国内机器人企业的产

能；另一方面，要推动国产机器人关键

零部件的国产化，提高关键零部件生产

能力，满足国产机器人产能扩张的需

要。

近两年，国家对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高度重视。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等

多部门都在力推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从

顶层设计、财税金融、示范应用、人才培

养等多个方面着手推进自主品牌机器

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愈来愈全面、细

化。我国机器人产业路线图以及机器

人产业“十三五”规划相关工作也在稳

步推进。这对我国机器人企业突破技

术瓶颈、提高产业化能力将起到极大的

促进作用。

目前对于我国机器人产业而言，已

经不是重视或不重视的问题，而是以什

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产业，以什么样

的思维来培育和有序发展这个产业的

问题。对于机器人产业的市场需求、技

术创新模式、资金支持方式等多方面问

题，各地政府对该产业的扶持政策都有

望走向细化。

3 加快下一代机器人研发生产，

抢占机器人技术及产业发展

的下一个制高点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根据功能

不同，机器人又被分为一般机器人和智

能机器人。其中，一般机器人是指只具

有一般编程能力和操作功能的机器人，

目前我国生产的机器人大多数属于这

一类；智能机器人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大多数专家认为智能机器人至少要具

备以下几大功能特征：一是具备对不确

定作业条件的适应能力；二是具备复杂

对象的灵活操作能力；三是具备与人紧

密协调合作的能力；四是具备与人自然

交互的能力；五是具备人机合作安全特

征。无论是现代的工业机器人还是服

务机器人，最终都将发展为具有学习能

力的智慧型机器人。我们一般将智能

机器人又称为下一代机器人。随着3D
视觉感知/认知、力觉传感器等技术的

不断进步和与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下

一代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将进一步提

高，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可以完成动态、复杂的作业使命，实现

多机协同，并与人类协同作业。

为进一步抢占国际市场，提升制造

业在全球的竞争性地位，各经济强国跃

跃欲试，纷纷制定发展规划，以图抢占

先进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先机。目前，德

国政府推行“工业4.0”战略，构建“智能

工厂”，打造“智能生产”，其重点课题之

一是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交互

合作。美国 2013年提出了“美国机器

人发展路线图”，将围绕制造业攻克机

器人的强适应性和可重构的装配、仿人

灵巧操作、基于模型的集成和供应链的

设计、自主导航、非结构化环境的感知、

教育训练、机器人与人共事的本质安全

性等关键技术。2015年初，日本政府

公布了《日本机器人新战略》，并在其五

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开发

下一代机器人中要实现的数据终端化、

网络化、云计算等技术”。韩国政府近

年来陆续发布多项政策，旨在扶植第三

代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2012年

韩国公布的《机器人未来战略战网

2022》，其政策焦点为支持韩国企业进

军国际市场，抢占智能机器人产业化的

先机。在美、日、欧等技术强国的大力

推进下，近 5年来下一代机器人样机、

示范应用乃至实用系统不断涌现。

从我国目前来看，下一代工业机器

人需求市场尚未完全成熟，但具有战略

意义的共性技术研发、储备又尤为迫

切。当前我国发展下一代机器人产业，

应首先注重夯实机器人产业技术基础，

着力推动现有机器人的产业化进程，加

快自主品牌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推广

应用。探索新的技术研发模式，鼓励科

研院所与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多方建立

下一代工业机器人前沿、共性技术研发

与储备的国家级平台，从中国的国情、

需求出发，突破下一代机器人核心技

术，研制出下一代机器人样机系统、产

品，并推进产业化进程，抢占下一代机

器人国际制高点。对于应用于不同领

域的机器人产品，实施不同的发展战

略：一方面以企业为核心，以共性技术

平台为支撑，优先发展下一代工业机器

人，推进产需对接，抢占发展制高点；另

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把握国内需求

特点，发展医疗、养老助残等服务机器

人和特殊服役环境下作业的特种机器

人。

文//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本文转载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本文转载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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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是集机械、电子、控制、

计算机、传感器、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先

进技术于一体的自动化装备，代表着未

来智能装备的发展方向。推进工业机

器人的应用和发展，对于改善劳动条

件，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带动

相关学科发展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工业

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 30余年的发展，我国工业机

器人产业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基

础，在制造领域、应急救援、野外勘测、

资源开发、国防军工等领域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业

机器人产业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是产

业基础薄弱，关键零部件仍严重依赖进

口。二是公共服务平台、标准、人才等

产业体系尚待完善。三是自主品牌工

业机器人市场影响力弱，推广应用难。

四是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重复建设隐忧

显现。为加强行业管理，推进我国工业

机器人产业有序健康发展，提出以下指

导意见：

1 发展目标

开发满足用户需求的工业机器人

系统集成技术、主机设计技术及关键零

部件制造技术，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

键零部件，提升量大面广主流产品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指标，在重要工业制造领

域推进工业机器人的规模化示范应用。

到 2020年，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业机器

人产业体系，培育3~5家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龙头企业和 8~10个配套产业集

群；工业机器人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

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明显增强，高端产

品市场占有率提高到45%以上，机器人

密度（每万名员工使用机器人台数）达

到 100以上，基本满足国防建设、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2 主要任务

1）围绕市场需求，突破核心技

术。选择汽车、船舶、电子、民爆、国防

军工等重点领域，根据用户需求，开展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设计、制造、试验

检测等核心技术研究，攻克伺服电机、

精密减速器、伺服驱动器、末端执行器、

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技术并形成生产

力。

2）培育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集

聚。建立以工业机器人主机企业、系统

集成企业为牵引，零部件及产业服务企

业协同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工业

机器人全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大力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机器人骨

干企业，积极发展创新型中小企业，形

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工业机器人产业

集群。

3）突出区域特色，推进产业布

局。引导各地方根据自身条件，合理确

定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模式和规模，依

托现有科研制造能力、应用基础、产业

园区等特点和优势，科学谋划，因地制

宜，有序推进工业

机器人区域差异化

发展。

4）推动应用

示范，促进转型升

级。积极利用工业

机器人技术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提高

生产和运行效率，

推进节能减排，保

障安全生产，促进

工业领域的产业升

级。抓好一批效果突出、带动性强、关

联度高的典型应用示范工程，在工业机

器人用量最大的汽车及其零部件行业，

在劳动强度大的纺织、物流行业，在危

险程度高的国防军工、民爆行业和对产

品生产环境洁净度要求高的制药、半导

体、食品等行业开展自主品牌工业机器

人的应用示范。

5）加强总体设计，完善标准体

系。强化统筹协作，依托跨部门、跨行

业的标准化研究机制，协调推进工业机

器人标准体系建设。按照急用先立、共

性先立原则，加快基础共性标准、关键

技术标准和重点应用标准的研究制

定。鼓励和支持国内机构积极参与国

际标准化工作，提升自主技术标准的国

际话语权。

6）强化公共服务，创新服务模

式。不断完善产业公共服务体系，集中

人才、技术和实验条件等资源，建立和

完善创新能力强、运行机制灵活、能为

产业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的工业机器

人设计、研发、检测、试验验证、认证认

可等公共服务平台，推进第三方检测认

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7）推进国际合作，提升行业水

政策解读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
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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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加强工业机器人技术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引导国内企业与国际优势企业

在工业机器人关键技术、关键部件、主

机及系统集成等方面进行研发合作，充

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带动自主品牌工

业机器人的发展。支持国内企业参与

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竞争，推动我国自

主技术和标准走出去。

3 保障措施

1）加强统筹协调。建立跨部门、

跨行业、跨区域、军地之间的工业机器

人发展统筹协调机制，研究重大问题，

协调制定政策措施和行动计划，形成资

源共享、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加强工

业机器人相关规划、产业化专项等的衔

接协调，积极支持工业机器人重大应用

示范和产业化项目，强化产业链配套和

区域分工合作。

2）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建立健全

有利于工业机器人创新激励、推广应

用、有序竞争的政策体系。建立产需对

接的长效机制，通过发布供需信息、供

需现场对接、工艺技术培训等工作，推

动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的市场应用。

研究制定工业机器人产品推荐目录，鼓

励用户采用自主品牌机器人，提升自主

品牌的市场认知度。研究建立鼓励多

元资本公平进入、平等竞争的工业机器

人市场准入机制。

3）加强财税政策支持。利用现有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

大专项、智能制造装备专项、技术改造

专项等资金渠道和重大技术装备进口

税收政策，并积极开拓新的政策和资金

渠道，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工业机器人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投入，提升

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的质量和可靠性。

4）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充分利用

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在行业协调、行业

自律、信息交流、政策研究、咨询评估、

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优势，维护自

主品牌工业机器人企业在国际竞争中

的合法权益，完善公平竞争规则，推动

行业健康发展。及时掌握行业动态和

发展趋势，解决行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

题。

5）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多层

次多类型的工业机器人人才培养和服

务体系。支持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加

强多学科交叉整合，加快培养工业机器

人相关专业人才。依托国家重大专项、

科技计划、示范工程和重点企业，培养

工业机器人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人才。

加快引进工业机器人高层次人才，完善

配套服务，鼓励海外专业人才回国或来

华创业。

各地可按照本意见要求，结合实际

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工业机器人发展

的具体实施方案、行动计划和配套政策

措施，加强沟通协调，抓好措施落实，确

保取得实效。

（（本文转载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本文转载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2015年11月3日，双机协调作业机器人在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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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

许”，谈到“情感”，最先想到的是人与人

之间的感情。随着机器人科技的发展，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直教生死相许的，

不仅仅是人，还有机器人。任福继及其

团队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索机器人

情感计算与交互能力的研究。在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召开前夕，本刊对任福

继进行了专访，与他一起畅想未来机器

人的发展。

《科技导报》（以下简称《科》）：自

2000年你开始从事情感计算与情感机

器人的研究工作，是什么机缘让你从事

这项研究的呢？

任福继（以下简称任）：20世纪 80
年代，在日本工作的机器人占全世界的

2/3。当然，那时只有产业机器人。可

以说，机器人是让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上

升到世界第 2位的功臣之一。我正是

在日本那个所谓的黄金时期去留学

的。在 20世纪 90年代的日本，公司巨

头、政府官员、大学教授，总之，从官到

民、从学到商都希望将机器人导入到家

庭。各方面也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尽

管已取得一些成果，仍未能如愿让机器

人进入家庭。我那时除了在大学做教

授外，也兼任一些公司的技术顾问，开

始对情感计算与情感机器人这个问题

有了兴趣。我认识到，为什么机器人进

入不了家庭，主要原因就是机器人没有

情感，人类不希望一个没有情感、冷冰

冰的机械与之生活在一起。以此为契

机，基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背景，我也对

人类进行了一些思考，包括“人是什么

东西？”“人为什么具有情感？”“人为什

么要革命？机器人如何产生革命动

力？”。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直立行走、

说话、使用语言、情感和思考力是灵长

类进化到人的重要特征。以此特征和

目前研究的机器人进行比较，就会清楚

要让机器人进入我们的生活，也即实现

人机共生，应该往哪个方向使力了。这

可以说是我从2000年开始从事情感计

算与情感机器人研究的机缘。

《科》：你在“第七届全国认知科学

会议暨第一届中国与世界认知科学国

际会议”主题报告中强调了高级人机交

互这个概念，请问高级人机交互与情感

计算有关吗？

任：是的。有关。实际上，这个领

域也可以归结为高级人机交互。人机

交互经历了手工作业阶段、作业控制语

言及交互命令语言阶段、图形用户界面

阶段、多模态人机交互阶段到高级人机

交互的发展历程。当前，随着现代信息

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

能机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国民经济与

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人机共存”正在

成为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实现

安全、高效、友好的高级人机交互是关

系到国家新兴产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人与人的交互过程中，情感是表

达和理解交互意图的重要途径，是交互

效果的关键瓶颈。高级人机交互的研

究，本质上是为了让机器更好地为人类

提供服务，其最终目标是能够达到或无

限接近人与人的交互。而机器与人类最

任福继任福继：：机器人革命必须要让机器人机器人革命必须要让机器人
具有情感具有情感

任福继，日本工程会首届院士，日本国立德岛大学教授、合肥工业大学先进智能机器研究院

院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协海智专家、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

术委员，情感计算与先进智能机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情感

计算，智能机器人，自然语言理解，社会计算研究等，在人工智能特别是自然语言理解、多语

言翻译这一新兴学科中取得显著成就。

科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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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差距就体现在情感上。情感作

为交互意图和交互效果的综合体现，在

人机交互信息的主动采集、高效融合、选

择感知和意图理解等关键环节，具有不

可替代的调控作用。因此，具有情感的

高级人机交互是实现人机和谐、友好共

存的有效途径。可见，要想让机器给人

类提供自然、友好的服务，就必须要让机

器具有情感计算与交互能力，只有这样

的人机交互才能逼近人人交互，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高级人机交互。具有情感

的人机交互是高级人机交互的重大体

现，将情感融入人机交互是科学研究面

对的巨大挑战。高级人机交互要取得

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智能

机器赋予的情感计算与交互能力。

《科》：目前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一

些成果，在研究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

困难是什么？是如何解决的？

任：最大困难就是“情感”。有言

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

许”。千百年来，古今中外，人类为了一

个“情”字，上演了多少凄美的故事。但

时至今日，我们对人类情感认知机制

和 情感产生机理还知之甚少。更何

况，我们是要让机器人理解人的情感，

要让机器人自身产生情感，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如何让机器人理解人的情感，如何

让机器人自身产生情感？首先想到的

是脑认知，或脑科学脑计算。近年来，

各国都在努力进行脑功能探索。脑能

被认识吗?如果从深度、广度上将人的

大脑的机制研究透了，再让机器来实现

当然是好的，但是这可能需要相当长一

段时间。我并不是否定脑科学脑计算

研究，只是想说在未来相当长的期间，

仅依靠脑科学获取的人脑认知机理实

现高级人机交互是远远不够的，以智能

机器为载体、以多元感知为手段、以情

感计算为突破是实现高级人机交互的

有效途径。也就是我们要采取的逆向

思维，即认知脑。什么是认知脑？简单

而言，就是我们不清楚大脑内部是什么

机制，也搞不清楚人类情感的本质，包

括情感机制，我们就利用外界信息（如

语言、语音、面部

表情、手势姿态

等）推演与情感的

关系，间接认识脑

功能，认知情感机

制。

而如何在认

知 脑 中 描 述 情

感 ？ 如 图 1 所

示。将人的内心

情感分为 n 个状

态，假设它对应于

信息处理过程中

的 n个离散状态，

我们称为“心状

态”。各状态在外界刺激（称为情感能

量）下，依据这之前的状态将向另外的

状态转移，这就是这个时间点后的情感

状态。根据大数据，可以分析得到这个

“心状态转移网络”。

如何去获取情感？如何让机器人

具有情感？图2表示了其基本思想。

我们对基于语言的情感认知进行

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语

言、表情也已经展开，特别是构建了情

感语料库。

基于情感认知的导航机器人除了

学园导航外，也能根据使用者的语言表

达来认知情感并使机器人自身生成适

当的情感并进行交流。

《科》：在您的科研经历中，有没有

难忘的故事？

任：那我就讲一下“丰心工程”的创

立吧。要研究情感计算，要按我们提倡

的理论认知人类的情感以及生成机器

的情感，必须要有大数据，因为在使用

机器学习时大数据非常重要。但情感

数据很难得到，更不用说大数据了。于

是，我们在 2007年开始构建情感语料

库，首先是文本情感语料库。

有一天，我们得到消息。国内汶川

大地震之后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在

2009年4月20日凌晨2：00左右自缢身

亡。

在大地震中，他7岁的儿子不幸遇

难，他忍住巨大的悲伤全身心投入到抗

图2 情感认知与情感生成

图1 情感状态转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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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救灾工作中，为北川的抗震救灾作出

了突出贡献。知道消息后我们迅速取

到了他自杀之前的博客资料。其中有

这样的文字：

“……儿子，你走了，带走我们所有

的希望……”

“……假如，某一天，我死了，爸爸，

请您不要哭泣，我真的活得太难了，人

生为什么总是充满苦难，充满艰辛，充

满离愁……”

这些文字反映了博主当时极端负

面的心理状态和自杀倾向，倘若及时通

过文本情感计算就可发现这种危险的

心理，并给予及时的开导的话就可能避

免悲剧的发生。事实上，利用我们研发

的成果可以明显计算出他的自杀曲线

已到了危险边界。

基于此，我们提出“丰心工程”概

念。简单而言，即用工程方法来丰富人

们的内心。

除了语言，语音、表情、姿态等情感

状态也客观上反映出心理健康的状

况。基于这些考察和事实，“基于先进

智能的心理健康的感知与计算”已被列

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忧郁症及潜

在自杀者大多封闭了内心世界，不再和

医生、家人、朋友等交流，但却通过博

客、微博等表达其情感。我们研究的具

有情感的机器人就可能认知这些情感，

并可以和他们进行交流，就可能挽回他

们的生命。

《科》：情感机器人还能解决实际生

活中的什么问题？目前是否已经有成

功的案例？

任：从大的方面说，情感机器人是

所有服务类机器人所必需具备的。包

括老人护理、患者看护、儿童陪伴、学习

教育、智慧家庭、和谐社区、服务中心、

咨询机构、医疗健康、通信交流、游戏娱

乐等。

我的一个博士8年前开发的“心灵

扫描”，可以认为是使用情感计算的最

早游戏，软银开发的情感机器人“佩贝”

可以看作是情感计算的商业化先例。

按我的估计，尽管不是我们研究的

本意，情感计算技术会率先在游戏领域

中获得青睐。

合肥工业大学与中航工业洪都研

发的“情感轮椅”，里奥推出的“儿童陪护

机器人”也是实际生活中的成功案例。

《科》：国外服务机器人行业现在发

展状态如何？与之相比，国内服务机器

人存在哪些差距？

任：如果把机器人简单地分为工业

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的话，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在工业机器人核心技术方面几

乎为空白，以日本、美国、欧洲为主。但

在服务机器人，特别是我所提到的未来

具有“脑智”和“心智”的服务机器人领

域，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企业可以说

拥有绝对优势。从较长的时间轴来看，

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如果要勉强给目前的服务机器人

的“脑智”（智商）和“心智”(情商)评价

的话，以 100分为满分，目前服务机器

人的“脑智”可能为 15分，“心智”则会

低于5分。

我并不是指各国在服务机器人研

发上没有差异，而是强调相对于工业机

器人来说，会有更多赶超的机会。

事实上，欧美各国不仅在工业机器

人领域继续发力，而且在服务机器人研

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亚洲

的日本、韩国等更是在服务机器人上狠

下功夫。日本在2015年5月召开了“机

器人革命行动委员会”创立大会。提出

实现机器人革命的三个核心，一是建成

世界机器人创新基地；二是在利用活用

机器人方面世界的第一（中小企业、农

业、护理及医疗、环境等）；三是要引领

世界机器人的物联网时代。

中国在机器人领域近年来投入较

大，特别是在引进工业机器人方面下了

很多工夫。但在服务机器人方面认识

不足。在产业界还谈不上对智能机器

人有较明确的理解。学研界也好像有

“短平快”思想在潜意识中引导。更有

甚者将一些玩具似的东西指认为服务

机器人，理解为智能机器人。事实上，

具有智能情感的服务机器人是一个融

合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机械工程、机

器人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病理

及美学等多学科的复杂领域。因此，需

要静下心来，针对个别领域，花些功夫，

才能取得原创成果。

《科》：你曾在“2015中国智慧城市

发展与合作高层峰会暨中国云体系联

盟智慧城市创新中心首届大会”主题演

讲中谈到，机器人革命必须要做的事情

是让机器人具有情感，请谈一谈你对未

来机器人的畅想。

任：2009年8月英国皇家工程学院

在一个科学报告《自主系统》中提出了

机器人革命这个概念，指出了由于人工

智能、机器人、计算机将越来越多地出

现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2019年将迎

来机器人革命。日本首相在 2014年 5
月在OECD理事会上表明了“机器人牵

引产生新的产业革命”，2014年 9月成

立了“机器人革命实现会议”，2015年1
月日本经济再生本部公布了机器人新

战略，宣布设立“机器人革命行动委员

会”，2015年5月召开了“机器人革命行

动委员会”创立大会。

我很早就指出，机器人革命必须要

让机器人具有情感。换言之，没有情感

就不可能有机器人革命。就像我们人

类如果没有情感也不可能有革命的冲

动一样。

爱因斯坦说，智能的真正标志不是

知识而是想象。明斯基指出，问题不在

于智能机器是否能有情感，而在于没有

情感的机器怎么能是智能的。我认为

这里的想象就是要具有情感。在漫长

的岁月里，人们把智能和情感对立了起

来。实际上，二者在较高的层次上是有

机的统一体。

所以说，情感计算是研发未来机器

人绕不开的门槛。人类情感认知及机

器情感生成是我们必须攻克的课题。

未来机器人将会出现在我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未来的最好的医生很可能

就是机器人，一个与人类友好共生的机

器人时代并不是遥遥无期。

文//刘志远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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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中，工业机器人进行机械

化的生产不仅解放了人类的双手，而

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产品

的精度；在家庭生活中，服务机器人可

以扫地、拖地、端茶等等，使人类更好

地工作或者休息；在医院里，医疗机器

人可以帮助医生完成手术，缩短了手

术时间，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也减轻

了病人的痛苦；在执行特殊任务时，机

器人可以代替人类到有污染、有辐射

的危险地带或者人类不能抵达的艰苦

地方去执行探测救援任务……诞生于

1920年的科幻剧本——《罗萨姆的万

能机器人》中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

人类的生活，它的样貌也早已突破了

剧本中所描述的拥有人一样的外形。

然而，机器人绝不仅限于具有较

大的体型，感知、决策、行动与交互技

术的结合才是它的本质。你能想象未

来的一天，重症患者急需的组织器官

不再难以寻觅，而是由机器人根据人

们的需要轻易地用一个个单独的细胞

组装而成吗？甚或是微小的机器人直

接钻入人类身体里完成手术，然后从

眼角或者身体的其他某个地方再冒出

来吗？微纳操作机器人的发展，使得

这些看似疯狂甚至荒谬的想法成为可

能。

一直致力于研究微纳操作机器人

的福田敏男教授，是国际机器人领域

的权威，同时也是世界公认的微纳机

器人生物医学操作领域的开拓者和引

领者。来北京理工大学之前，福田敏

男在日本名古屋大学担任微纳机电系

统中心的主任。2008年以来，福田敏

男担任北京理工大学“特种机动平台

设计制造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

地”的海外学术大师，2010年担任“仿

生机器人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的学术委员会委员，2012年入选北京

理工大学“外专千人计划”专家，2014
年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他的研究

成果显著，主要有：开创了碳纳米管的

微纳操纵技术，并开展纳米传感器和

纳米驱动器的研究，为微纳操作机器

人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提出了基于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微纳操作机器

人系统，可实现单细胞生物特性分析、

纳米尺度条件下的原位检测与生物细

胞的微纳操作；此外，还通过研究猿猴

在树枝间的摆荡，提出了一种摆动控

制器，使仿猿猴机器人可以在梯子连

续几个梯级间自然平滑运动，为机器

人的自然运动和智能控制研究起到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福田敏男先后担任

多个国际重要学术职位，曾获得 80多

项重要国际学术奖励，其中包括由

IEEE总部 2010年颁发的机器人与自

动化领域最高奖“终身成就奖”等。此

次，针对微纳操作机器人，本刊专访了

福田敏男。

如约来到福田敏男的办公室时，

他正与学生聊得热闹。见到人来，他

热情地打招呼，使人立刻感受到了他

的活力。白色简洁的皮质沙发、一张

放着鲜花的茶几、两张黑色优雅的办

公桌、一块写满提纲的白色写字板以

及一张悬挂在墙上的大合影，就构成

了福田敏男在北京理工大学的办公

室，简单、大方。

微纳操作机器人的开端

福田敏男从事微纳操作机器人方

面的研究要从一个故事说起。

1984年的一天午后，福田敏男在

一条小河中悠闲地划着小船，无意中

发现水中有一些正在活动的生物，他

非常好奇，就拿着空的饮料瓶俯下身

去舀河里的水。后来，福田敏男把水

带回学校，以便借助显微镜仔细观察

它们。然而，他却惊奇地发现显微镜

中的神奇世界超乎了他的想象——小

水滴中竟然有如此多的微生物！福田

敏男不自主地想用手去抓住它们，然

福田敏男福田敏男：：微纳操作机器人开拓者在中国微纳操作机器人开拓者在中国

福田敏男，微纳操作机器人领域的开拓者和引领者；2013—2014年 IEEE第十区（亚太区）主席，

2017—2019年 IEEE第十领域主席；原为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外专千人计划”

特聘教授。

科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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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微生物来说，手实在太大了，根

本就不可能抓得住。好奇心驱使他一

直在思索如何抓住如此微小的生物。

可以说，福田敏男从事微纳操作机器人

研究的灵感就来源于此。

后来，福田敏男开始探索如何设置

一种特殊的装置来控制“抓取”这个动

作的开合、握力的大小等等。在研究之

初 ，福 田 敏 男 使 用 了 压 电 致 动 器

（PZT），他在世界上首次研制出针对微

小生物目标的拾取装置。然而，这种装

置太昂贵了，如何再把它做小、做便宜

呢？他向一个研究中心实验室的朋友

寻求帮助。再后来，他设计了一个装

置，这个装置有开关，在显微镜的帮助

下可以自动、灵活、自主地来抓住直径

为100 μm的微生物。这正是微纳操作

机器人的雏形。

福田敏男用幽默诙谐的语言以及

丰富的肢体动作讲述了这个故事，笔者

仍然能感受到他当年的喜悦与激情。

可以看得出，正是好奇心驱使着福田敏

男走上了研究微纳操作机器人的道

路。几十年的研究让福田敏男更能真

切地理解好奇心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

作用。采访中，他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束

鲜花，讲述着“这支红色花儿的叶子为

什么对生，那支粉色花儿的叶子为什么

互生；其实，能够产生这样的问题就是

好奇心在作怪”。福田敏男尽全力地向

我们传达着这一感悟，就像老师急切地

想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部传授给他的

学生。“好奇心是科技发展的驱动力”，

福田敏男这样强调道。

不可比拟的优势

不同于传统的机器人，微纳操作机

器人具有极高的操作精度，能够在微米

甚至纳米尺度下操作极小的目标，它可

以快速精准地抓取、移动像细胞和碳纳

米管一样微小的物体。

微纳操作机器人的高精度决定着

它具有其他机器人不可比拟的优势，它

操作端的“精细”使之能够完成传统大

体型的机器人无法完成的工作。比如，

在生产和制造业中，它使生产系统更加

精益；在医疗领域，它可完成微创手术，

或者以取自重症患者身体的单个细胞

为原料，把它们按照特定的方式组装成

组织器官来代替其严重受损的组织或

者器官等等。微纳操作机器人的操作

端虽小可是效率丝毫不会逊色，一群微

纳操作机器人之间通过协同配合、高度

智能的自动化操作以及一些独特的操

作方法就可快速高效地完成任务。

然而，我们发展微纳操作机器人的

原因不止于此，还因为它是一种“绿色

的科技”。福田敏男详细地解释了这个

“绿色的科技”：若在工业中的热交换系

统中使用，可使该系统的功耗更小，排

出的废弃物也更少，从而减小了对环境

的污染；在生命科学领域中的新药测试

与研发中使用，仅需要一块极小的组织

甚至是一个细胞就可以进行药物的快

速测试，在日后的药物使用过程中还可

针对不同患者进行用药前的测试，以决

定是否用药以及用药的剂量，不仅节约

了药物资源，减少了对人体的危害，并

且还缩短了药物研发的周期；在保存血

液时采用微纳操作技术，可以分离血液

的不同组成部分，使血液保存时间得以

延长，避免了血液的浪费。通常，血液

中的白细胞与红细胞可以保存 2个星

期，而血小板的寿命只有 3~4天，这就

限制了血液的保存时间。若使用微纳

操作技术将血小板单独分离出来，当需

要使用血液时，再用人工的血小板与之

前提取出血小板的血液混合，就使血液

的保存时间延长至2周。

无疑，这种不仅在精度与效率上

“高”，而且对环境“绿”的优点为微纳操

作机器人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非常广泛的应用

微纳操作机器人可在微米甚至纳

米空间进行操作，因此，利用它可以制

作体积非常小的机器人——微纳机器

人，其微小体型决定着它的应用比传统

较大体型的机器人更加广泛。理论上，

微纳机器人可以构建所有的物体。

在医疗领域，微纳机器人能够应用

在临床的检验与诊断等方面，比如可以

完成定点药物输送、癌症治疗、新药测

试与研发等。在 2014年初，就有媒体

报道了韩国全南大学细菌机器人研究

所研发出世界首个可治疗癌症的纳米

机器人，可对大肠癌、乳腺癌、胃癌和肝

癌等高发性癌症进行诊断和治疗；2015
年初，又有报道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的研究人员研制出的纳米机器人可携

带药物进入活体生物体内进行释放，无

任何副作用，且这些机器人成功地进入

活的老鼠体内完成了任务。

除在医疗上的应用，微纳操作机器

人还可以用在传感器的生产制造中。

福田敏男举了一个在汽车上使用的例

子，比如安全气囊的打开与否是由安装

在汽车上的加速度等传感器来决定的，

通过微纳操作技术生产出来的传感器

体积更小而且精度更高。与此同时微

纳技术还可以应用在锂电池中，使电池

更耐用；用在打印机喷头中，使打印更

快速，打印出的文字或图片更细密、美

观；用在存储数据的硬盘中，其容量更

大……福田敏男一口气举出了很多这

样的例子。

在福田敏男的实验室里，我们看到

了可以进行3D细胞组装的微机器人系

统，它基于细胞群的模块化加工与多机

器人协同组装，实现了人体功能性组织

自下而上型仿制。它的特点是由在轨

4自由度多微米机器人组成，基于策略

数据库与视觉反馈实现了微观多机器

人协同控制，操作精度达 30 nm，集成

组装的功能化模块精度高于 200 μm，

它可应用于细胞操作、细胞组装及主流

微纳米材料操作与分析。它基于打印

模式的微小血管支架构造机器人集微

流道技术、芯片实验室技术、机器人技

术、视觉控制技术、细胞培养技术于一

图1 福田敏男神采飞扬地向记者介绍

微纳操作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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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涉及多个领域的前沿学科，是世界

微小血管制造的新兴研究方向，处于国

际先进水平。在该支架中加入血管细

胞，利用血管细胞和可降解支架的复合

培养来构建具有生物活性的、有功能的

小直径血管替代物，解决目前外科手术

中代替小直径血管（直径<6 mm）支架

材料来源极其有限的困境以及人工再

生组织器官缺少微血管网络的难题。

不仅如此，微纳操作机器人在军事

上的应用前景也非常诱人。很多军事

专家预言，微纳机器人将在世界上引领

一场真正意义的战争革命，其作战理念

与方法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

都依赖于微纳操作机器人的发展。

微纳操作机器人如此广泛的应用，

使得很多国家制定相关战略或计划，投

入巨资抢占这一新科技的战略高地。

微纳操作机器人的发展方向

微纳操作机器人的研究已经走过

30余年。目前，这个领域仍处于朝气

蓬勃、不断成长的“青年”阶段。

谈及微纳操作机器人的发展方向，

福田敏男说，它会向着“尺寸逐渐变小，

精度逐渐变高”的方向发展。福田敏男

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了 1966年《神

奇的旅程》这部电影中的情景——科学

家被缩地非常小，注射入人体内完成了

手术。说到兴奋之处，福田敏男把笔者

比作神通广大的机器人，忽地钻进身体

里去完成任务，忽地又钻进眼镜的支架

上……

正如这个例子，微纳操作机器人将

来的发展不仅会体型更小、效率更高，

而且也会更容易嵌入到各种物体上去。

与中国结缘

谈及来中国的原因，福田敏男说，

虽然中国在传统的体型较大的机器人

领域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在微纳操作机

器人方面开展的研究并不多，因此，中

国在微纳操作机器人领域有着更大的

发展空间。目前，中国与日本在微纳操

作机器人领域的差距大概有5~10年的

时间，然而，微纳操作机器人在中国的

研究正呈线性向上发展，与日本的差距

会很快缩小。

近些年来，虽然中国在不断地强调

产业化，但是，作为微纳操作机器人领

域的开拓者和引领者，福田敏男表示他

更愿意做基础性的研究。虽然中国在

微纳操作机器人领域已经初步取得一

些成果，但是还远远不够。福田敏男指

出，微纳操作机器人研究的基础不仅要

牢固，也要广泛，把基础打牢才能将产

业化做得更好，中国在微纳操作领域需

要更多基础性的研究成果。这正是福

田敏男希望带给中国的。

与福田敏男的交谈在欢快中结

束。平日里的福田敏男，非常和蔼、友

善，对待学生也是如此。“当我们在日本

名古屋大学交流学习时，福田老师会带

着我们吃遍名古屋”，福田敏男的学生

高兴地向我们述说着他们去名古屋大

学交流时的美好时光。然而，学生坦

言，这样一位和蔼的教授，当遇到学术

问题时，也会展现出非常严厉的一面。

与此同时，福田敏男的学生们不断地强

调能够跟随这样一名杰出的学者学习

是多么的幸运，以及他们对于中国微纳

技术的发展是多么的有信心。

的确，在拜访福田敏男之后，我们

深感中国微纳操作机器人的研究之路

将越走越顺。

致谢致谢：：感谢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王化

平、博士研究生刘晓明对本文的贡献。

文//王丽娜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科技导报社事业发展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图2 面向人工组织构建的微米机器人协同操作系统

文//王丽娜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科技导报社事业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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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蔡自兴获得中国人工智

能领域的最高奖项——吴文俊人工智

能科技奖“成就奖”。颁奖词写道，“他

是一位敢为人先的开拓者，首先在我国

人工智能、智能控制、机器人学的 3个

学科群构建理论体系和基础课程，他用

科学实践的方法论，推动着我们智能科

学技术教学与研究的新发展”。

自 20世纪 80年代初，蔡自兴开始

对机器人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国
内机器人学的研究与教学均未正式起

步。1983年，蔡自兴前往美国普渡大

学电气工程系高级自动化实验室和内

华达大学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机

器人研究中心学习研究机器人学，1985
年学成回国，开始为我国机器人学的建

立、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

之后带领科研团队攻关克难，进行智能

移动机器人研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

果；他牵头建立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

能机器人分会，是我国智能机器人学科

的开拓者和智能机器人教育与研究的

先行者。

时隔 40年，国内机器人学取得了

很大进展，智能机器人更多地应用在各

种场合之中。在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

召开前夕，《科技导报》专访了这位中国

智能机器人学的开拓者，与他一起回顾

40年来机器人学的发展历史，展望机

器人学的未来。

《科技导报》（以下简称《科》）：

1984年，你率先提出机器人规划专家

系统，实现了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技术与

机器人技术的结合。你是如何提出这

个思想的，它对机器人学的发展意义何

在？

蔡自兴（以下简称蔡）：1983—1985
年，我作为国家派遣的访问学者，赴美

国研究机器人学和人工智能。在普渡

大学，师从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傅

京孙教授学习与研究这两门当时十分

前沿、现在仍然非常先进的学科。在研

修过程中，我冥思苦想如何把人工智能

基本理论和技术用于机器人学研究，实

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的结合。我提

出的应用专家系统理论和技术进行机

器人高层规划的设想，得到傅教授的赞

同与支持，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

1985年回国后，我继续深入研究，

先后完成了机器人任务规划、机器人避

障运动路径规划、机器人柔性装配规

划、机器人零件运送规划和多机器人协

调运动规划等研究，提高了规划性能，

这些对于提高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国内外机器人规划研究的发展。没有

想到，这是国际上开发的第一个用于机

器人高层规划的专家系统，实现了人工

智能专家系统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的结

合，为基于知识的生产过程自动规划和

高层控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科》：现代机器人学研究的一个重

要方面是如何使各种机器人更智能，能

否请你谈一下高级智能机器人的智能

控制理论技术的难点在哪里？

蔡：智能机器人，包括智能机器人

的控制研究，的确面临不少困难与挑

战。一方面，智能机器人要处理的任务

比一般工业机器人的任务更为复杂和

困难；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其

他与机器人学相关的技术，并不是随便

就可以应用于机器人系统的。寻找适

宜的智能控制技术用于相关的智能机

对话中国智能机器人学开拓者对话中国智能机器人学开拓者
———蔡自兴—蔡自兴

蔡自兴，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国际导航与运动控制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

2014年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奖“成就奖”获得者。中国人工智能、智能控制、智能机器人学的学术

带头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智能科学的开拓者”“中国智能控制的奠基者”“智能机器人学科的创始

人”和“中国人工智能教育第一人”。

科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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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系统控制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艰

巨而又实实在在的任务，这应该是高级

智能机器人智能控制理论的技术难点

所在。例如，要解决智能移动机器人的

导航控制问题，到底采用哪一种智能技

术？如果采用计算智能技术，又到底使

用什么计算方法？这需要研究者通过

理论与实践，反复尝试才能解决。

《科》：你首先在我国人工智能、智

能控制、机器人学3个学科群构建理论

体系和基础课程，请谈一谈你的这些研

究是如何将3个方面有序结合的？

蔡：我本科是学习自动控制的，这

是我的知识基础。后来我于20世纪80
年代和90年代2次出国研究人工智能、

机器人学和智能控制，面临新的学习任

务与研究课题。经过长期深入学习和

刻苦钻研，我抓住了学科的关键及相关

学科的内在联系，发现人工智能理论和

方法是智能控制与机器人学研究与应

用的重要基础，而智能控制与机器人学

是人工智能的两个十分“友好”的应用

领域与试验场。我研究的“智能控制四

元交集结构理论”和“机器人学三元结

构理论”思想都是在人工智能理论指导

下取得的。我们科研团队进行的智能

移动机器人研究都是创造性地应用人

工智能技术特别是计算智能技术的结

果。在人工智能、智能控制、智能机器

人中，三者关系极为密切，有序结合。

我的智能科学研究，是以人工智能理论

和技术为指导、以自动控制和智能控制

为基础、以机器人学特别是移动智能机

器人为应用背景展开的。

《科》：你在从事研究工作之余，不

失时机地传播机器人学知识，对机器人

学在中国的普及工作做出很大贡献。

1987年出版的科幻中篇小说《机器人

王国考察记》影响力尤为突出，也对机

器人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虽然

目前机器人已经在工业、医学等领域广

泛应用，但还未能普及到公众的生活，

在你看来，机器人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还需要多长时间？

蔡：机器人，包括工业机器人和服

务机器人等，能够极大地减轻人类的体

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强度，使人类最大限

度地摆脱危险的劳动。现在，工业机器

人已遍及各行各业，服务机器人即将进

入各种服务业和千家万户。可以预期，

机器人即将很快全方位进入大众的日

常生活，为百姓提供周到的服务。

要让机器人真正普及到日常生活

中，突破口包括：第一，面向人类需求进

一步提高机器人的技术水平，包括平稳

性、可靠性、通用性和舒适性等；第二，

进一步开发新一代人-机-机器人“三

元”接口，实现简易、方便、安全、亲和、

环保等技术保障；第三，进一步降低机

器人成本，使公众能够买得起、用得上；

第四，进一步发展生产，提高国民收入，

为普及使用机器人打下经济基础。

《科》：随着机器人越来越广泛地进

入公众的生活，机器人与人类关系的变

化值得深思。而您早在《机器人学》杂

志上就曾提出过这样的思考：机器人与

人类的关系会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现在你怎么看待

这个问题？

蔡：史蒂芬·霍金曾多次警告说，

“未来 100年内，人工智能将比人类更

为聪明，机器人将控制人类。”这一直是

学术界、科技界甚至全社会长期以来争

论不休的问题，谁胜谁负难有定论。

人工智能已在许多科技领域“超

过”人类智能，如计算速度、博弈能力

等。不过，这些“智能”都是人类开发与

设计的，是人类赋予的。人类具有的自

然情感与灵感、社会“公德”、自繁殖、自

供能等能力，都是机器人所没有的，在

未来 100年内人工智能无法解决，100
年后也难以解决，就更不要谈在总体上

“比人类更聪明”和“控制人类”了。

1997年我在中国第五届机器人学

术会议上以“机器人的进化与智能机器

人”为题的大会报告中提出：机器人学是

一门高度交叉的前沿学科。在诸多相关

学科（科学）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机械

学、人类学和生物学。图1表示出它们

之间的学科内在关系，即学科结构图，我

们称之为机器人学的三元交集结构图。

大部分工业机器人和行走机器人，

是模仿人类上肢和下肢功能的机器人

或机械人，是机械人工程学的研究领

域。应用生物工程（包括遗传工程或基

因工程）技术研究人类生命和生殖问

题，是机械学与人类学交叉的人工生命

工程学的研究范畴；如果把生物视为一

种内含DNA（脱氧核糖核酸）链的特种

机械装置，那么人类学与生物学交叉的

人工生命工程学是研究有生命的机器

人问题。而生物学与机械学的交集，产

生了生物机械工程学，研究仿生机械和

机器人。

人类学、生物学和机械学三者之交

集部分，即图1中的“4”区域，是研究用

生物工程方法和技术制造拟人机器人，

即无性系生物机器人或无性系人，也可

称为克隆人。这应是研究的一个禁区，

也是目前人们极为关注和激烈争论的

一个研究领域。

人类从幻想能够制造出像人一样

的机器，到百万机器人的“机器人王国”

或“机器人家族”的现实，经历了三千多

年历史。从第一台工业机器人的诞生

到克隆哺乳动物的出现，只经历了短短

的30多年。这足以说明现代科学技术

的飞跃发展。面对可能制造出真正的

“人工人”或克隆人的现实，我们不得不

对机器人学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重新

审议与研究。到底什么是机器人？机

器猫和克隆羊是否都属于机器人范

畴？机器人的进化与人类的进化是否

有本质的差别？机器人智能与人类智

能是否能相提并论？克隆技术是否属

1：机器人工程学；2：人工生命工程学；

3：生物机械工程学；4：无性系生物机器人

图1 机器人学的三元交集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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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会

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所有这些问题

都值得展开讨论与研究，并得出结论或

取得共识。这些是我正在思考并希望

机器人学研究人员探讨的问题，也是我

对史蒂芬·霍金上述命题的反问。

《科》：作为中国机器人早期研究的

领军者，你被誉为“中国智能机器人学

科的开拓者”，你对当前中国机器人领

域的研究、对从事机器人研究的年轻后

辈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蔡：关于当前中国机器人研究，建

议国家专门制订中国机器人学路线图、

严密组织国内各方力量形成机器人学

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合力，高度注意建立

中国自己的机器人学知识产权；设计与

制造高质量的国产机器人产品并占领

国内外机器人市场；努力培养大批高素

质的各级机器人学人才，实现中国机器

人学的强国之梦。

当前我国从事机器人学研究与学

习的年轻人数以万计，他们是我国机器

人学研究开发的生力军，是追逐与实现

我国机器人学强国梦的希望所在。在

国内外机器人学热潮的面前，他们受到

极大鼓舞，正在或即将为我国机器人学

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借此机会，我想

对他们提几点建议。

第一，机器人学是一门高度交叉的

前沿学科，也是一门高新技术，要树立

中国机器人学强国梦的理想，勇敢地接

受困难挑战，在克服困难中前进。

第二，要追求创新，掌握机器人学

的核心技术，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第三，在开发研究过程中要学会打

持久战，力戒浮躁，树立精品意识，精益

求精地打造机器人精品，脚踏实地一步

一个脚印地迈向目标。

第四，年轻人的成长需要国家的关

怀培养和老一代机器人学专家的言传

身教，要培养大批机器人学学科带头

人、技术精英和能工巧匠，发挥团队集

体作用，团结合作，攻坚克难。

文//刘志远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2014年6月24日，日本全国新兴科技展媒体观摩在东京全国博物馆举行。图为新型智能美女机器人“OTONAROID”
（左）和“KODOMOROID”与两名科学家在一起。 新华社/西霸

89



科技导报 2015，33（21）www.kjdb.org

1978年，王田苗考入西安交通大

学计算机专业，当时他对机器人还很陌

生。1982年本科毕业后，他进入西北

工业大学，师从马远良院士，开始研究

水下电子的模式识别和对抗，逐渐接触

机器人的相关领域。20世纪 80年代，

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开始发展高科技，其中包括互联网、机

器人、第五代计算机等，在世界范围内，

掀起了高科技发展浪潮。中国当时的

改革开放正在进行中，考虑到未来的可

持续发展核心竞争力，863计划从国家

未来高科技发展的制高点确立了机器

人的发展方向，瞄准前沿的发展，希望

在发展过程中推动未来经济的发展并

且发展高技术实验产业化。国家为了

提升在高科技产业中的竞争力，从国家

战略的需求来推动机器人发展。

在国家发展高新科技的大环境下，

1990年王田苗博士毕业之后，进入清

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跟随张钹院士完成自主移动车研发

的国家重大项目，王田苗主要负责基于

传感器的行为控制与识别。项目中涉

及到很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基于

障碍物的距离识别问题。他在张钹院

士的指导下，努力攻关，项目在清华校

园内成功验收。王田苗编制的程序和

设计的控制算法得到导师的认可，他作

为主要参与者之一获得了当时国家电

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的成功

验收使他第 1次觉得自己在机器人方

面有一点点贡献和进步，自此王田苗才

真正开启了机器人研发之路。

“医工结合”助力医疗机器人研发

1992年，结束了清华大学的科研

工作之后，王田苗飞赴意大利，在意大

利博洛尼亚国家仿生力学实验室从事

机器人研究。当时西方已经看到了微

创精细操作和计算机辅助远程手术规

划给医疗器械带来的可能革命。1993
年他涉足医疗机器人，主要从事机器人

辅助膝关节置换的手术规划与控制研

究，包括如何固定膝关节、定位标定、关

节置换计算机规划、模拟手术操作与机

器人动物骨头模拟实验等研究，同时在

研发医疗机器人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医

生在图像标定、误差监控、安全措施等

方面对医疗机器人的特殊需求。这段

研究经历对王田苗回国后的发展影响

重大，从那时他就意识到“医工结合”的

重要性，认为研发医疗机器人必须要与

医生紧密地结合起来。

1995年王田苗回国，受聘于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当时相当一部分专家

认为，医疗机器人还是实验室阶段的研

究，离临床应用试验还有相当长一段路

要走。在国内研发医疗机器人的想法

不容易被认可，也很难得到支持，甚至

还有医疗专家反对。在这种环境下，王

田苗认识了北京人民医院骨科大夫吕

厚山和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大夫田增

服务型机器人探索者服务型机器人探索者
———记王田苗医疗—记王田苗医疗、、特种机器人特种机器人2525年研发之路年研发之路

王田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专家组成员，国家科技部“十二五”服务机器人重点专项专家组长。

机器人作为一种智能机器正在改变着世界。机器人研发从基础研究，

到开发应用，需要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结合市场发展需求、科技创新突破、产

学研与金融投资相结合，才能推动机器人技术在科技、经济上的贡献。

机器人研究需要在材料与结构、感知与识别、控制与认知等方面不断创

新，没有截止点，机器人发展的方向本就是分散的，就像在森林里找到路径，

在沙漠里找到水源一样需要不停地奔跑。 ———王田苗—王田苗

科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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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两位教授。在医生的协助下，1995
年王田苗率先开展了医疗外科机器人

初步研究，田增民在他脑外科机器人研

究方面提供了临床建议与大力支持。

通过医疗外科机器人的研发，王田苗再

次认识到“医工结合”的重要性，他认为

还要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待机器人-
临床-病人-医生-手术这样大系统的

关系，这代表了今后不同的应用流程和

操作方式。

1997年王田苗团队与海军总医院

合作研发医疗外科机器人，并进行了临

床实验。王田苗作为研发者参与了这

次脑外科手术，手术通过长时间的准

备，在医生与病人的配合下，顺利完

成。提到这一次经历，王田苗感触很

深，“当时非常紧张，因为一个不小心，

就会将病人陷入非常危险的情况中，有

一些脑外科不需要开颅，可以采用微创

立体定向技术，这对手术精确定位的要

求非常高，所以我们在整个手术过程

中，不敢有一丝的懈怠，术前进行了周

全的准备，反复论证手术方案。”这次手

术再次让王田苗认识到研发医疗机器

人应该从生命科学的角度，从有益于人

体健康出发。他认为在手术过程中应

借助机器人，尽可能减少医生的主观判

断，而从病人的角度来看，安全、微创、

远程、康复、智能假肢以及微机器人等

将是医疗机器人未来发展的方向。

王田苗科研团队从2002年开始实

施创伤骨科机器人研究，随后与北京积

水潭医院王满宜、田伟、王军强、刘亚军

几位教授等进一步深入合作开展股骨

颈微创临床实验研究，另外又与北京天

智航公司在工程化产品方面合作，首次

提出基于 2-PPTC并联结构的双平面

定位方法，完成了国内唯一医疗机器人

Ⅲ类（最高等级）器

械 注 册 证 ，并 于

2004年在北京积水

潭医院进行了中国

第 1例骨科机器人

手术，手术中机器

人的定位精度达到

0.8 mm，降低术中

辐射 70%，这一成

果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

“机器人永远

不能代替医生，他

只能做医生的助

手。就像手术刀、

听诊器，是辅助的

工具，目的是减少医生的主观或误判。

我不相信也不赞同，手术过程中全是机

器人操作。”采访中，王田苗反复强调要

正视机器人的工具性，不能对医疗机器

人有狭义的理解。并且他认为服务老

人和残疾人的成本不断提高，而助老助

残医疗器械成本不断下降，对于世界范

围内，尤其是中国来说，市场非常大。

但医疗机器人由于有严格的许可证和

安全，所以门槛高，因此应用的步伐可

能要慢些。在他的设想中，未来医疗机

器人可以实现微创外科、远程遥控操

作、精准治疗、可穿戴式康复等，同时让

机器人更加智能、辐射面更广，从而实

现医疗资源的普及化，有力提升偏远地

区的医疗水平。

漫步南极的机器人先锋

2013年在国家极地中心领导下，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和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共同承担南极科考任

务。王田苗随科考队赴南极中山站进

行基于再生能源的极地机器人漫游试

验。

在南极开展外场试验存在许多未

知数，冰盖的厚度无法预料，恶劣的天

气无法预料，没有实验室，只能将住所

充当实验室。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实验，

对王田苗来说还是头一次。由于科考

的名额有限，所以机器人的调试工作需

要自己来完成，他调侃说，到了南极自

图1 与海军总医院合作研发的脑外科医疗机器人

图2 骨科机器人临床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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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做了一回钳工。这次试验历时 30
天，进行了 5次外场试验，累计运行了

10 km，可再生能源系统持续30天进行

现场数据采集。此次南极科考的任务

是国内首次使用再生能源移动机器人

进行试验，使其完成恶劣环境下人类无

法完成的采样等工作，探索了机器人部

分代替人进行极地科考的可能，这在机

器人应用领域属于新的突破。回国后，

王田苗又对现场试验出现的问题进行

了模拟试验与改进，并搭建了仿真环

境，在国内通过离线方式模拟南极状态

下机器人能耗状态，同时在低温、大风、

冰冻条件下进行了场外试验与数据采

集。

“虽然这距离

现实应用还有一

段距离，但这毕竟

开 创 了 新 的 方

向。”王田苗这样

总结自己的南极

之行，“通过南极

之行，使我们看到

了特种机器人开

发的难点和特殊

性，首先一定要结

合特殊的环境，因

为一旦结合特殊

环境会发现，机器人行走如何结构化、

如何避障就更加具体和生动。其次在

低温、抗辐射、真空环境下，特种机器人

可靠性、实用性会更强一些。环境是未

知的，因此要利用基于感知的动力学建

模来完成机器人的设计。并且由于人

无法到达，所以需要远程的遥控操作。

最后特种机器人还要作业，不是单纯的

行走，需要执行的工具，这点要特别重

视，不能忘记特种机器人还需要工具

的。”

寄语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2014年王田苗被机器人与自动化

协会（IEEE）聘为北京地区主席，谈到

这一荣誉，他认为：“这并不代表我个人

有多优秀，而是说国际上看到了中国人

在机器人发展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这个重要性一方面是市场越来愈

大，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的研究，包括基

础理论和产业应用的方面越来越具有

话语权。我只是中国机器人研发团队

的一个缩影，中国已经到了这个时代。

就像中国的手机、通讯、数控机床在国

际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一样，中国的机

器人也会逐渐走入国际市场。”

对于目前的机器人发展形势，王田

苗认为，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机器

人、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高新技术的发

展引领了新的科技浪潮，称为第三次科

技浪潮。这些高新技术相互交错发展

推动着整个社会结构、就业形势、制造

模式和生活模式发生变化，并且推动军

事格局发生变化。这是时代发展的趋

势，对国际、对中国都一样。在这样大

环境下，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其劳

动成本高、产业广泛，因此自动化是其

必然的发展趋势。王田苗提到，这种自

动化发展一定要理解为智能机器的发

展，因为只提机器人的发展相对狭隘一

些。在他看来，应该广义看待机器人，

将感知、控制、决策等技术要素与机器

人结合起来的智能机器才是中国市场

刚性的、长期的需求。因此在这样一个

前提下，对中国来说，面临很重要的发

展趋势，一个是抓住好技术，从原创性、

国家自身的需求出发，比如感知和大数

据的识别技术、人机交互、安全技术、生

物材料等，二是把握好发展的方向，必

须在自主品牌质量树立、核心部件开

发、工艺产业化应用等方面拉动工业机

器人的发展。另外，应扩大研发范围，

包括助老助残、医疗健康,还可以发展

与互联网、家庭服务相关的服务机器人

以及恶劣环境下的特种机器人。所以，

在国家的创新驱动下，加速战略新兴产

业发展，不断释放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的

创造力，会使中国的机器人在国际上占

有一席之地。

文//祝叶华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图4 “钳工”王田苗在冰川上调试机器人

图3 企鹅与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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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从英国博士毕业的乔红

独自一人奔赴香港城市大学工作，前后

长达 7年。彼时她的丈夫留在英国工

作，她新生不久的儿子从4个月大就寄

养在丈夫的山东老家。那时候，性格开

朗的乔红白天和同事朋友们一起工作，

一起吃饭、打球，嘻嘻哈哈，日子倒也潇

洒。到了节假日的晚上，香港本地的同

事们各自回家，乔红一个人上到香港当

时最高建筑物的顶楼喝茶，看风景。华

灯初上，喧嚣褪去，焦虑的感觉渐渐袭

上心头。“怎么还出不来呢？”乔红常常

自问何时才能在领域中脱颖而出。乔

红事业心强，那时候支持她奋斗的最大

动力就是对成功的追求。

“现在的话，支持我前进的动力则

是对机器人本身的研究兴趣，这个变化

是从我有了选择的自由开始的”，十几

年后的乔红已进入全新境界，自信笃

定，同时保有激情。她在 2002年获得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永久教职，2004年

经由“百人计划”回国，目前担任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中心副主任、

机器人理论与应用组组长。虽然已经

是非常成熟的科学家，乔红的状态依然

很年轻，她个性鲜活，语速较快，思维活

跃发散，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在纸上自己

做记录，回答问题时会下意识地用手指

卷着脸侧披下来的长发玩。她说话直

率生动，比如最近听了一位院士的报

告，其“好的研究工作是有交叉性的、有

历史痕迹可循的”的观点令她深受启

发，她把这种感受称为“受刺激”。

万绿丛中一点红——从吸引域

开始的理论创新

机器人研究领域中女科学家比许

多领域更为少见，乔红很好地在这个领

域展示了女性的智慧和毅力。

乔红 1996 年在英国获得博士学

位，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从

此以研究机器人为职业。她早期引起

同行关注的工作是“吸引域”概念的提

出，它被美媒称为“乔的域”。

“当时也是在大量做实验的背景下

发现的”，乔红说，1999年，一次实验

中，她忘了打开机器人的传感器，但是

发现机器人还是成功完成了轴孔装配

的操作，这引起了她的思考——人有时

候是可以不需要眼睛看着就能完成操

作的，那么机器人是不是也可以模仿人

类，在不依赖传感器的情况下实现准确

动作呢？沿此思路，她第一次提出了机

器人操作中“吸引域”的概念，“比如有

一个碗，从任何角度放一粒豆子进去，

基于碗的形状，豆子在重力作用下总会

落到碗的底部。我发现机器人的高维

操作空间中也有这样的‘碗’，机器人通

过控制接触点，可以在环境约束下从一

个比较粗略的位置准确完成目标动

作”。

这项研究最开始是在机器人的装

配任务中进行的，后来乔红他们发现在

机器人的抓取、定位操作中，甚至在机

器人视觉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比如

人脸识别时，可以将一个人各角度的脸

部图片构造为“吸引域”，而“碗底”就是

他正脸的图像，这样当机器人看到一个

人侧脸时，就可以自然地找到他的正

脸，从而进行识别。

从“吸引域”开始，乔红开始了一路

创新。2004年乔红回国，创建和带领

团队长期从事机器人“手-眼-脑”的研

究，主要针对的是机器人“高精度”“高

可靠”“高速度”“高智能”四个维度的诉

求展开。在手的方面，乔红团队主要从

轴孔装配问题出发，通过构建高维环境

吸引域，使得机器人用相对较低的本体

精度，实现 0.0025 mm的操作精度，相

关平台已经应用到奇瑞汽车、秦川机床

厂等公司中。眼的方面，他们通过机器

人视觉中的“吸引域”，让机器人准确地

对人进行跟踪，即使有遮挡或者侧过

身，依然可以辨别被测试者。脑的方

乔红乔红：：从从““吸引域吸引域””到神经机理机器人到神经机理机器人

乔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中心副主任，机器人理论与

应用组组长。2007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科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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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方面通过“手眼融

合”，将机器人的视觉和操

作结合起来，让机器人有很

高的智能性，另一方面和网

络科学、神经科学结合，做

了神经网络稳定性方面的

研究，并将运动、视觉的机

制引入到机器人系统中，实

现机器人的快速、稳定和自

主学习能力。

乔红介绍说，这项工作

主要强调的是机器人与多

学科的交叉，包括模式识

别、控制、网络科学、神经科

学等，“学科之间的充分交

叉可以产生很多有价值的

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乔

红团队也是迎着应用驱动

来做研究，比如“机器人的

手”，现在很多国产机器爪

的成本较低，但是本体重复

精度还达不到操作所需要

求，通过构建“环境吸引

域”，可以实现这一诉求。乔红团队的

这项工作最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今年

年初以“基于环境约束和多空间分析的

机器人操作理论研究”为题获得了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下一代智能机器人：神经机理

机器人

在研究的前十年，乔红一直定位科

研目标，曾经出于热度考虑，转向机器

人与视觉研究。目前她的研究重点则

在机器人与神经科学的交叉融合，这更

多是出于兴趣的选择，“我对神经科学

一直很感兴趣，也希望借此增进对人自

身的了解”，乔红说，希望在未来，机器

人可以和人类成为朋友，能够换位思

考，与人共情。

最早的触动发生在2009年。乔红

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翻译《美国

技术前沿》一书，其中提到，在太空中，

宇航机器人在和人合作时需要从人的

角度去思考问题，比如桌子上有两个扳

手，但是从宇航员的角度只能看到其中

一个，那么机器人在接到拿扳手命令

时，就要理解宇航员的真实意图。乔红

说，为了实现这样的智能，我们需要由

内往外地模仿人，从视觉、听觉的感性

认知层面，到运动规划和运动执行结

构，甚至包括情绪、决策、精力能量的层

面，使得机器人具备人的“神经网络式”

的学习能力。简而言之，就是从神经科

学与信息科学、机器人的交叉角度出

发，构建神经机理机器人。

基于上述思路启发，从2009年起，

乔红团队就开展了关于受神经机理启

发的机器人运动和视觉模型的研究。

其中视觉神经系统中引入了很多神经

生物学上的概念和机制，比如联想记

忆、视觉注意力、学习记忆等模型，使得

模型可以自主学习一个物体的特征，同

时应对很多干扰；类神经运动模型，与

传统结构很不同，是靠像人的筋腱一样

的结构来驱动，通过应用神经机制，可

以在运动速度不下降的情况下，不断学

习，让运动的精度越来越高，具有与人

近似的柔顺性、灵巧性。“就像人打羽毛

球，经过不断练习，可以在速度不下降

的情况下，接球准确率越来越高”，乔红

解释说。这几项研究的文章基本都已

经发表在 IEEE的会刊上。

“类脑这个方向现在非常热，中国

科学院成立了‘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

越创新中心，依托上海神经研究所和自

动化研究所，凝聚全院力量，推动脑科

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研究与创新，我也

有幸成为卓越中心的核心骨干成员。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在今年上半

年也成立了类脑智能研究中心，我担任

中心副主任，仿人神经机器人这个方向

就是由我负责。”乔红看准了神经机理

机器人的方向,认为一方面可以从理论

角度进行研究，另一方也可以从应用驱

动入手，“机器人是一个工程性很强的

领域，有很强的应用需求，包括工业、民

用服务业、国防产业等等，其中很多地

方都对机器人的智能性有要求，服务机

器人如果能‘像人’，与人交朋友，效果

就会很不一样；工业和国防工业中的非

标准件的小批量生产，也需要机器人很

图1 乔红团队研发的服务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部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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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巧、很快地学习和成长”。

神经机理机器人帮助解决产业

瓶颈

“神经机理机器人对解决我国机器

人产业发展的一些重要瓶颈或许会很

有帮助”，乔红在研究中一直在关注机

器人产业和机器人应用中的实际问

题。她认为目前国内机器人产业有几

大瓶颈，一个是系统成本偏高，国内很

多领域的工业机器人都被国外公司占

领绝大部分市场，往往价格很高，国内

很多硬件其实可以做到低价格，但精度

不够，因此系统集成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整体系统算下来价格很高，制约了

国内机器人的发展。其二，国产机器人

的本体精度不够高，利用国产机器人进

行高精度装配是一个较大的难点，“我

们关于吸引域、手眼融合的很多研究都

是从这一问题引出的”乔红说。其三，

本质安全问题在现在人机交互频繁的

情况下的一个重要问题，之前国外出现

过工业机器人伤人事件，本质安全就是

让机器人从机构和内在机制上防止对

人身造成伤害。其四，我国目前高端制

造业的工艺还有成长空间，很多关键零

部件加工得不是很好，比如 RV 减速

器，在工艺、材料上都有欠缺，导致减速

器的耐磨性和国外的产品还是有差距。

乔红说，制造业继续向高端发展的话，

还是需要人静下来把工作做扎实，一些

面向应用的科研人员和工程人员可能

需要深入到工厂中去，真正把研究和技

术落地。她的团队在广东建立了 2个

工业基地，就是希望能把平台和技术落

地，为广东市的“机器换人”计划做一些

贡献。

海归十年，女科学家的荣耀与执着

乔红在采访最后向记者展示了团

队未来的工作计划，她侃侃而谈时很容

易让人产生“女性之光”的印象，她的大

脑在国内机器人领域作了颇具代表性

的贡献。乔红2007年获得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到目前她仍保有

进取心，这与性格有关。虽然回望当初

一家三口长达7年的三地分居状态，现

在的乔红觉得应该在家庭、工作和生活

中多做一些平衡，但说到一些优秀的年

轻女研究生一旦投入家庭就放弃多年

苦读专业，又让她费解与慨叹，“年轻人

还是要有冲劲儿，事业的开端很重要

的”——时光倒流回当年，恐怕上海姑

娘乔红还是会做出同样执着的选择。

采访乔红，绕不开女科学家在科学

共同体中的角色。乔红认为女科学家

有自己的特点，包容性强，别人的话能

听进去，她自己现在非常强调团队的力

量，还注意吸收不同方向和特质的人进

入团队。她不喜欢在科学界因为性别

而受到额外照顾，更希望是因为工作本

身而受到同行肯定和获得支持。同样，

她更不希望因为是女性而受到另眼看

待，2004年刚一回国，她就对媒体直言

作为海归和女科学家在国内是弱势群

体，这也是乔红勇于表达和具有对抗精

神的一面。

从 2004年至今，乔红回国已满 10
年，她说自己心境改变了很多，“当时确

实感觉比较困难，也有过一些牢骚，觉

得应该自己得的东西没有得到。现在

看，成功还是需要多自我反省，这也是

我现在的一个改变，就是要少抱怨、多

做事，因为国内很多事情都是在发展改

善的。有人也跟我讲过，事业上有些东

西不要看得太重，要多换位思考，从人

家的角度去看就容易理解了。”说到这

里，乔红已经更像是个朋友在聊天，她

的心态很年轻，仍然有冲劲，有激情，对

事业有追求，有时候需要自己平衡自己

的心态，一个凡事无谓的人不会像她这

样表达。她一方面心怀感激，感谢环

境、单位、朋友和团队，一方面，也感到

在平衡的基础上，要更为努力。她多年

来保持了自己一贯的性格，难能可贵。

最重要的是，回国这些年乔红觉得

精神上很愉快，“我回国后结识了很多

朋友，相处得很好，国外还是文化不同，

能真正聊得来的人极少。国内外虽然

在技术层面有差距，但生活不能忽略精

神层面，人一定要在精神层面上丰富，

这一点国内给我的感觉会更好一些”，

乔红如是说。

文//李娜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科技导报社事业发展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图2 运动神经机器人展示平台

图3 报告席上的乔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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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0月 12日，以“未来机器

人：展望与科学挑战”为主题的“双清论

坛”在哈尔滨举行，此次会议由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哈尔滨工业大

学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承

办。刘静的本行虽然不在机器人领域，

但因为他在液态金属机器方面的研究成

果而受邀参加此次论坛。他的报告“液

态金属可变形柔性智能机器及其异力学

效应”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研究

机器人的专家们认为“液态金属机器”将

是未来机器人的发展方向之一。

液态金属为研制柔性可变形智能

机器人打开了全新视野和观念，其可在

各种形态之间发生转换的现象，打开了

柔性机器人的新时代。可用作柔性机

器人的传感器，搭配柔性可穿戴机器人

多自由度、无刚性结构，从而实现了与

生物机体运动的高度契合，也因其具有

较高的顺应性以及低熔点金属的液-固
相转换机制，在人工肌肉和骨骼方面有

很好的应用。也许因为液态金属的介

入，未来的机器人不再是冰冷、刚性的

躯体，电影《终结者2》中的T-1000有可

能得以实现。

人类关于“T-1000”的科学幻想真

的有可能变为现实吗？液态金属特殊

性质的发现会给机器人研究领域带来

怎样的变革？带着对液态金属机器人

的好奇，《科技导报》专访了清华大学医

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刘静。

可分身、变形、自主运动的液态金属

机器

液态金属这个几乎被全世界遗忘

的领域，刘静最初是在 2001年前后开

始思考将其用于解决计算机芯片冷却

的问题。十多年来，从概念、发生机制

到应用一路研究走来，取得了众多突破

性成果，走在了世界前列。作为国际室

温液态金属领域的先行者和拓荒者，刘

静带领团队先后开辟出多个重大科技

前沿和应用领域，如：液态金属芯片冷

却与能量捕获、液态金属印刷电子学与

室温 3D金属打印、液态金属生物材料

学与液态金属柔性智能机器学等，走出

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前人的创新之路，形

成了全面技术突破。而对于液态金属

所特有的属性，是近年来该团队重点研

究的重点。

“液态金属因为呈液态，在实验室

操作时很难控制，很多情况下实验会失

败，但是往往又会有一些新的现象被发

现”。当被问及如何发现液态金属的变

形现象时，刘静抑制不住当时取得突破

时的兴奋，解释道“安排学生做神经连

接实验，用电极刺激神经时，结果发生

偏差，当电极触碰到液态金属时，原本

静止的液态金属发生了奇妙的自旋现

象，这让我仔细思索并设计了液态金属

在不同形态之间发生转换的系列基础

性电控实验，之后的大量探索证明果然

如此”。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往往就

是一个实验的偏离，却因此发现了镓基

液态合金的不可思议的变形特性。

循着这一蛛丝马迹开始深入研究，

刘静继而发现了液态金属还具有一系

列的“分身”和“自组装”能力。当两个

运动中的液态金属碰到一起的时候，它

们会合为一体；而将一个较大的“液态

金属”撕裂分开，它们就会相伴而行；如

此种种。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引发广泛

热议，随后更是发现了轰动全球的液态

金属机器自驱动机制。

能“吃”会“跑”的运动机制

液态金属“吞食”食物，可自主运行

的机制在于，液态金属将铝腐蚀，剥掉

了一部分铝表面的氧化铝层，露出了未

被氧化的铝。于是，浸在低浓度氢氧化

刘静刘静：：液态金属将是变革未来机器人液态金属将是变革未来机器人
的核心引擎的核心引擎

刘静，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威廉·伯格奖获得

者，长期致力于工程热物理与液态金属、医疗健康、电子信息及能源技术领域的交叉问题

研究，并取得系列开创性成果，相应工作在学术界和工业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科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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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盐酸乃至中性生理盐水等电解溶液

中的镓铟合金和铝，就在镓铟合金里产

生了内生电场。

反应改变了液态金属的表面张力，

从而成为推动金属珠前进的主要动

力。同时电化学反应产生的氢气，形成

了微小的气泡，成为金属珠移动的辅助

动力。

吞食运动的过程，不同于人们所熟

知的化学反应：当两种物质发生化学反

应时，通常会生成其他的物质，导致原

来的物质消失。但被置于电解液中的

液态合金，只需要一点点铝箔，就可以

跑动很长时间，而且自身基本不会发生

什么变化。就这个表现来看，“食”铝的

液态金属更像进餐后的动物，可以进行

不同的动作，但不会引起自身的改变。

液态金属：通向高级机器人的变革

性材料

系列液态金属机器形态的发现，让

刘静开始反思机器人的发展。“目前很

多机器人还停留在刚体机器阶段，严格

意义上来讲还不能称之为机器人，仅仅

是机器加程序控制，机器人的发展还是

应该朝着更高智能、更灵活、更复杂的

工作方式发展”。

他认为，生物自然是最高智能的，

而生物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软体。自然

界的软体生物随处可见，但是用人工的

方法却很难制造出一个软体生物。“T-
1000就是软体的，虽然它的很多功能，

现在液态金属实验都可以得以实现，比

如从桌面上一滩液体站立起来已经实

现，但整个液态金属机器人架构仍然停

留在科幻电影中的构想中，距离现实还

很遥远，不过我相信，突破口已开启，只

要坚持，总会实现”。

目前的机器人制造还主要依靠传

统材料，它们体型较为庞大，行动不够

灵活，因此，材料学的革新将成为机器

人发展的重要突破。

液态金属可在各种形态之间发生

转换的现象，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材料、

流体力学及刚体机器的认识，预示着柔

性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液态金属传感

器摆脱了传统刚性传感器的限制，可搭

配柔性可穿戴机器人多自由度、无刚性

结构，从而实现与生物机体运动的高度

契合。采用空间架构的电极控制，有望

将这种具有“生命”特性的智能液态金

属单元扩展到三维，组装出具有特殊造

型和编程能力的仿生物或人形机器

人。采用直接印刷式液态金属电极制

造人工肌肉，可以确保较高的顺应性，

变形率高达 300%，显著优于采用传统

刚性金属电极包括纳米导电银浆电极

的情形，而低熔点金属的液-固相转换

机制使得液态金属人体外骨骼技术成

为可能。

刘静说：“液态金属在机器人研究

领域的角色将完全改变，不仅仅作为导

线、执行器、电极系统，还可以作为神

经、肌肉、骨骼等，当然它也不是独立存

在的，而是跟其他材料交相呼应和协同

作用”。

机器人专家：液态金属将是发展未

来机器人的重点方向之一

刘静说液态金属可变形柔性智能

机器，对于机器人领域来说，是一个全

新的概念，它的发现会引发机器人材料

的变革。那么，机器人行业的专家如何

看待它的呢？记者带着这个问题对同

期参加“未来机器人：展望与科学挑战”

双清论坛的专家进行了采访。

清华大学教授刘辛军表示：“机器

人有 2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形态，即什

么结构；二是功能，即能完成什么应用

任务。在形态上创新，即要有区别于其

他机器人的形态；在功能上创新，就要

能完成现有机器人完成不了的任务功

能。刘静教授的液态金属机器人，已经

具有区别于其他机器人的形态，我们期

待将来他们在功能上有重大创新。液

态金属机器人是很前沿的课题，也是未

来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思路和可期前景，

希望刘静教授能够沿着这个方向坚持

继续做下去，肯定会创造出贴有中国自

己标签的机器人”。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研究人员吴新宇和王灿表示：“液态金

属机器人是未来机器人重点发展方向

之一，尤其在我们研发的柔性外骨骼机

器人方向有很重要的应用价值。柔性

外骨骼机器人在国外目前被视为穿戴

式机器人最可能的发展方向之一，美国

已经在2014年开始启动一个多个前沿

课题组合作、投入很大、周期很长的一

个研究计划，主要想开发适合士兵穿戴

的柔性机器人。目前以哈佛大学为主

的研究组主要采用柔性面料和特制的

传感、驱动部件混合在一起，使得贴身、

轻便、难以察觉。液态金属如果能做到

液态-固态转化快速、柔变刚与刚变柔

一般环境下可控，配合特别的能量系

统，会给穿戴式机器人领域带来一场革

命，但是应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期待第二次“生命大暴发”

液态金属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特

性，像极了自然界最低等的软体动物，众

多国际、国内媒体也将它比喻为“动物”。

而对于液态金属“生命”这项研究

来讲，刘静给它的最恰当的比喻莫过于

“生命大暴发”的“前奏”。“我们找到

一副描绘‘寒武纪生命大暴发’情景的

图片，与刊登我们文章的《先进材料》封

面反映的内涵几乎如出一辙，或许预示

着液态金属机器人的某种开端”，刘静

说，“寒武纪生命大暴发被认为是现代

动物分类体系的起点，在那个时期，所

有无脊椎动物的祖先几乎同时出现，从

而逐渐发展到现代的动物模式。”而在刘

静的实验室里，制备有若干种不同尺寸、

不同配方制成的液态金属“软体动物”，

作为将来组成机器人的“生命”，蠢蠢欲

动，伺机等待着第二次“生命大暴发”。

刘静对于液态金属将来在智能机

器领域的突破，充满了信心。他说，随

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液态金属柔

性机器人的实现与应用指日可待。

文//刘志远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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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机器人时代的中国选择
中国电子学会 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定价：30.00元。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托中国电子学会组织国内机器人领域众多专家，对世

界机器人科技和产业发展的趋势、主要发达国家的战略部署和我国的现状与发

展路径开展了深入研究后编撰，在本书中呈现了研究工作的主要结论，希望能够

对关心机器人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读者有所借鉴，能够为我国在未来10年智能

社会发展的战略窗口期中取得先机、加速换挡提供动力。

机器人革命：即将到来的机器人时代
[美] Yoseph Bar-Coben，David Hanson 著，潘俊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 4

月第1版，定价：45.00元。

你有没有想过机器人在不久的将来会以前台接待员、门卫、医院工作人员、

引导员、私人健身教练和家政服务人员等形式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商业活动和

家庭中，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便捷和绝妙的体验？未来的机器人将具有人类

的创造力，会替代你我的工作，这会令我们失业吗？

目前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惊人，机器人在医疗、娱乐、国防军事等领

域正不断地得到应用和推广。因为许多与智能机器人有关的技术飞速发展，特

别是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使我们可以期待不远的将来智能机器人将会出现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机器人科技：技术变革与未来图景
[日] 日本机器人学会 著，宁凡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 1月第 1版，定价：

69.00元。

机器人领域是一个融合了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工学、神经科学、心理学、

仿生学的智慧与技术，不断扩展的研究领域，革新中的机器人技术，将是人类技术

与文明的重要拐点，对未来工业4.0、智慧城市相关的各领域、各行业甚至新的经济

秩序格局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本书由活跃于第一线的日本机器人研究者，用简单

易懂的方式讲解了当前机器人的技术原理、内部结构、研究历史与未来展望。

机器人时代
[美] Martin Ford 著，王吉美，牛筱萌 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定价：

49.00元。

未来的工作会是什么样的？还有多少工作机会是属于你的？你可能会想象

或希望这一场机器人工业革命将像上次那样展开：即使一些工作被淘汰，但会有

更多的工作被创造出来以满足新时代新的创新。

全球自动化趋势正加速到来，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大难题将是机器智能和自

动化带来的冲击。在可预见的将来，机器人行业将与大数据、移动通信等进行跨

领域技术融合，基于服务创新的机器人产业体系也许很快就要到来。

机器人学基础
蔡自兴等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4月第2版，定价：39.00元。

本书是一部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机器人学导论性著作，主要介绍机器人学的

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反映出国内外机器人学研究和应用的最新进展。

全书共10章，主要内容包括机器人学的起源与发展、机器人学的数理基础、

机器人运动学的表示与求解、机器人动力学方程、机器人的控制原则和控制方

法、机器人传感器、机器人轨迹规划、机器人程序设计、机器人的应用和展望等。

图书推介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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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智能识别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风

起云涌，机器人技术与产业呈现出方

兴未艾的发展态势。大批具备一定智

能的机器人，如儿童成长培养机器人、

农业机器人、养老机器人等，逐渐渗透

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人＋机

器’的组合将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主流

方向，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

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谭铁牛在近期举办

的“类脑智能创新论坛”上的这句话，

实际上表达了智能机器人不仅仅局限

于作为工作生活中的小帮手，或许还

能够用于解决整个社会向前发展所遇

到的大问题。教育的不均衡发展是社

会现阶段面临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之

一，近期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

要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那么小小的儿童成长培养机器

人是否能够在推动教育均衡发展中担

当重任？

从儿童玩具到儿童玩伴

鲁迅曾经说过：“游戏是儿童最正

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随着

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收入水平的不断增

加，即使普通工薪家庭也会为小孩儿

购置很多玩具。越来越多的家长在从

玩中学、寓教于乐的理念引领下，对玩

具的认识和需求在逐步增加；玩具更

是越来越受到年轻家长们的青睐。玩

具的功能已从早期单纯的育儿辅助工

具，转向家长们为孩子构建的一个健

康、快乐、向上的童年生活的物质载

体。

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把玩具当

作父母爱心的体现甚至是父母陪伴的

替代品。但是传统的功能性玩具，例

如积木、小汽车等，基本上缺乏交互功

能，更谈不上智能化地感知儿童的状

态。因此这些玩具交到孩子手里后，

他们怎么玩、爱不爱玩、在玩的过程中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等，都发生于家长

的视野之外，极容易导致孩子对玩具

频繁的喜新厌旧，由此产生孤独感。

这显然与家长们期望为孩子带来“健

康、快乐、向上”的童年生活这一初衷

背道而驰。实际上，孩子需要更多的

是一个可以互动交流反馈的玩伴而非

“冰冷”的玩具。在这一背景下，具有

智能交互功能的儿童成长陪伴机器人

应运而生。

儿童成长陪伴机器人与传统的功

能性玩具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在形体上

与儿童接近、能做出逼真的拟人型动

作，可以在形体动作上和儿童一起玩

耍，充当儿童真正的玩伴。此外在人

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能够精准地识

别语音，可以与儿童进行智能对话，特

别是它还具备情感识别功能，能够及

时感知儿童的高兴或伤心的状态。这

些交互与识别的数据还可以保存下

来，经过数据分析与挖掘之后再反馈

给家长，以便其了解孩子的心理情绪

等变化。正因为儿童成长陪伴机器人

具有传统功能性玩具不可比拟的优

势，受到了孩子和家长们的青睐。无

论是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前沿研发

机构还是相关机器产业公司，均开始

了儿童成长陪伴机器人发展上的布

局。具备《超能陆战队》中的大白那样

的智能守护与陪伴功能的成长陪伴机

器人将逐渐成为现实，并成为儿童成

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好伙伴。

成长教育的有效载体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儿童陪护机

器人最核心的价值是促进儿童的健康

成长，替代甚至是超越家长的部分教

育角色。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绝大多

数家长并非全职在家，没太多时间陪

延伸阅读

儿童成长陪伴机器人与教育资源平等儿童成长陪伴机器人与教育资源平等

图1 英语伴读小博士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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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教育孩子的时间就更少了。此

外，还有一大类群体是留守儿童的父

母，他们常年远离孩子，更加不可能陪

伴与教育孩子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有

一个儿童陪护机器人能够作为孩子的

贴心玩伴，同时还能够悄无声息地扮演

着教师的角色，辅助甚至替代家长来对

孩子进行教育，就能够极大程度地解决

家长们难已陪护而带来的教育缺失的

燃眉之急。

儿童陪护机器人所需要的核心技

术，如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语音识

别、语音合成、人脸识别、情感识别、数

据挖掘等目前已日趋成熟，市面上已随

之涌现出一批的相关机器人产品。这

些机器人一般都具备拟人运动、语音交

互、智能识别等功能。产品间的主要差

异体现在以下3点：是否具备高精度的

语音交互功能（这是整个陪伴的基础）；

是否具有高精度的情感分析功能（能够

从儿童的语音以及面部来分析出其心

理的情感状态）；是否具备较为完善与

系统性的教育功能。其中，前2点依赖

于人工智能技术，第3点依赖于产品研

发团队是否有先进的教育课程体系以

及强大的教育知识库。只有上述 3点

做到极致，才能够真正起到儿童成长教

育有效载体的作用，为儿童和家长所接

受。以目前市场上知名度较高的里奥

英语伴读小博士为例，其研发团队不仅

仅是在智能技术上和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等实力较强的研发机构合作，

更重要的是，研发团队背后有一支长期

从事英语儿童教育的一线专家作支撑，

并且有完备的互联网特色英语课程资

源。此外，还能够在定期监测儿童的英

语学习状况与水平之后，对课程进行量

身定做，通过互联网再注入陪护机器人

的学习系统上，以调整后续的英语教学

程序，形成一个个性化教学闭环。

推动教育资源平等化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逐渐

形成了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取向，

国家的大部分财力、物力以及优秀人力

都投向了城市。这种政策取向导致了

城乡的基础教育

资金与资源严重

失衡，使得农村

地区特别是贫困

农村地区的儿童

在教育资源上处

于不平等状态。

此外，留守儿童

的家长教育角色

的缺失更加加剧

了教育资源的不

平等。

儿童成长陪

护机器人除了能够成为儿童健康快乐

玩耍的伙伴之外，还能够扮演教育者的

角色。例如拥有里奥英语伴读小博士

这样的机器人，相当于拥有了一套完善

的英语教育课程以及背后的教育专家

团队的指导。这就能够缓解一些不发

达地区在课程教学上，特别是英语教学

上的资源不足的现实问题。机器人还

能够借助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手段来

实时评测儿童的英语学习状况、水平乃

至整体的情绪状态。家长也很方便地

通过互联网从远程获取这些信息，以便

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成长与学习情况，有

效地消除了留守儿童父母在子女成长

教育上的一大心病。

如果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对未

来教育发展的布局是体现了中央从政策

层面解决教育资源不平等状态的决心和

意志的话，那么儿童成长陪护机器人则

是从技术层面出发来推动教育资源平等

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在中央决策的部

署下，儿童成长陪护机器人将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领域开拓者之

一的青岛里奥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一

直致力于使智能服务人形机器人真正融

入到千家万户的家庭生活中，特别是针

对儿童教育领域。里奥儿童成长陪伴机

器人产品将与儿童的教育生活融为一

体，真正做到让机器人协助家长来为孩

子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推动教育资源向

着平等化方向发展。

文//王志浩 1，吴偶 2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1. 青岛里奥机器人技术有

限公司；2. 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图2 儿童陪护机器人所依赖的部分核心技术 图3 儿童与机器人之间的个性化教学闭环（图片来源：www.58pic.com）

图4 里奥陪伴机器人参加第二届迪士尼万圣节变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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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 年，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

类。”在库兹韦尔著作《奇点临近》中译

本的封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这本书

是2005年的畅销书，如今算来，离库兹

韦尔预测的时间还有30年。这一个预

测结果得自库兹韦尔的加速回报定律

（Lawof Accelerating Returns），该定律

认为人类社会是加速发展的，一个更加

发达的社会本身具备的继续发展的能

力也更强，按照这条定律，2000年的发

展速度是20世纪平均发展速度的5倍，

人类在21世纪的进步又将是20世纪的

1000倍。而这一切试图让人们相信奇

点正在临近，技术将以近乎无限的速度

发展。“从弱人工智能走向强人工智能

可能需要几十年，从强走向超甚至有人

预测是两年，最长的预测时间也是 30
年。大家都同意从强到超会变得非常

快，如果失控，在强的阶段就会出现，到

了超就彻底失控。《超体》虽然是幻想人

脑的开发，但露西发展的过程恰恰是强

人工智能到超人工智能过程的一个图

解。一旦越过了界限，知识会迅速膨

胀。这部电影跟现在关于脑科学、人工

智能的想象关系非常密切。”上海交通

大学科技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

晓原说。

智能超越，的确会破坏人类的安全

感，毕竟智能是人类站上食物链顶端的

重要凭恃。江晓原和穆蕴秋博士刚刚

翻译完成的《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

集》，其中有 10来篇涉及人工智能，故

事结局大多荒唐，字里行间透着隐忧。

“西方做科幻与做前沿的人之间似乎形

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科幻专门用来对

研究的内容质疑，想象其发展所带来的

一些不好的未来。在Nature上的小说

作者都是很入流的，都是跟着西方现在

的科幻潮流在写。”以此反观，对于人工

智能的担忧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这种担忧，大概可以分为 3个层

面：第一层是技术上的滥用、技术缺陷

对人类社会造成伤害；第二种是哲学层

面的担忧，即人对技术过于依赖，把所

有事情都交给计算机决策，人类丧失主

体地位，更丧失生活的意义；第三层是

最为可怕的，人工智能变坏，在意识的

驱动下伤害人类，这更像是电影《终结

者》中的场景。

超越前的“九九八十一难”

人工智能会超过人类智能吗？这

种争论在学界一直存在。坚持人工智

能不能超越人类的人不在少数，依据是

人工智能是人造物，是在不断模拟人

类，模拟者怎么会超越被模拟者？

“这种想法的论据都是站不住脚

的。”江晓原说，“没有任何一条定理证

明被创造的东西不能超过造物主，现实

生活中反而有很多相反的例子，比如孩

子比父母聪明，就非常典型。虽然目前

还在讨论人工智能能不能通过图灵测

试，离超过人类还差得太远，但那种认

为人工智能永远不能超过人类的想法

我不赞成。”他认为，这类东西的问题在

于技术的突破是不可知的，突破也有可

能很快就到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

是人类现在在做的最为危险的两件

事。”

反驳“不会超越说”的一个重要依

据是机器强大的升级能力，离我们生活

最近的例子就是电子邮箱中根据收件

人习惯筛除垃圾邮件的程序。这一点

是霍金提出警示的重要原因，他担心，

一旦发展出相当于或者超越人类智慧

的人工智能技术，它就会脱离控制，以

不断加快的速度重新设计自己。但是

人类受到缓慢生物进化的限制，无法与

延伸阅读

智能机器人会超越人类吗智能机器人会超越人类吗

图1 操作未来计算机的机器人

（图片来源：www.corbisimag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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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竞争，甚至可能最终被超越。库兹韦

尔也在书里写道：一旦人工智能达到人

类的水平，它一定会很快超越人类水

平，因为它会把人类智能的力量和非生

物展现出来的智能（包括速度、内存容

量、知识共享）结合在一起。机器学习

是人工智能学习人类智能的重要方式，

通过大样本的数据、信息让计算机从中

发现学习知识经验、自动改进计算机算

法。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智能维护中心

主任李杰认为人工智能的确有学习能

力，但那属于程式里的学习，不会跳到

程式之外，人工智能只能在指定领域升

级。“不要忘了，人工智能里都有一个核

心东西叫软件，软件不会自己思考，一

定是人编程的。”

目前人工智能在模拟人类智能上

还存在诸多障碍，这让很多人相信“终

结者”的出现还非常遥远。

比如现阶段让机器学习人类的知

识就不容易。这种学习有个困境——

计算机学到的知识未必是人类全部的

知识。李杰认为，人在自身智慧的基础

上学习别的智慧的功能，就不能被机器

复制。“比如人会因为某一条信息醍醐

灌顶，人类称之为灵感，灵感是精神上

的、无形的、不能编程的。我认为，机器

可以取代知识，可以慢慢帮助人类做决

策，但是灵感是其无法实现的，灵感是

由人的智慧（wisdom）跟个人的精神所

造成的一种很即时的冲击，无法量化描

述，而机器是以目标为准。当以目标为

准时，比如在打字速度、翻译速度、计算

能力上，人脑的确竞争不过电脑，但当

人以价值为准，道德价值、意识价值，电

脑就不知如何与人相比。”

难以数字化处理的并非只有灵

感。人有个特质在现象学上叫具身性

——有身体、有感知，可以跟周边环境

接触获得知识，这种知识与不跟外界接

触、完全靠推理得来的知识不一样，打

个比方，眼睛的转动可以帮注意力集中

做出多种选择，这是人生活在世界上跟

周边环境接触形成的，很难提炼出来放

到计算机中去。再如两条腿走路，要在

机器人身上实现并不容易，因为涉及人

如何使用力气来抵抗地心引力，这是人

上百万年来生物进化后自然而然的反

应，要把这个技能加诸机器人身上，会

涉及大量的计算，而且这种运转需要非

常复杂的机电控制系统，保证它像人体

四肢那样可靠地精密运转有很大挑

战。概言之，人的知识来自于社会和交

往，这种知识很难形式化，知识的形式

化边界至少在目前来看也是数字计算

机的能力边界，人工智能缺乏具身性特

征，难以从周边环境中获得这些不能形

式化的知识。

知识学习已经够复杂了，但这还不

是人类智能的全部。前几年机器人“华

生”参加美国答题节目，已经超越了最

好的美国选手，它存储了很多词典、报

纸，也可以做简单推理，已然是知识丰

富了，但并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个完整

的人。“人除了知，还有情和意，意是意

志信仰，情跟人的群体有关，知、情、意

是绑定一起的，很多知识的正确与否取

决于情和意，比如宗教信仰和社会背

景。作为社会动物，人做出的决策并不

完全是知识表达，有很多情和意的因素

在里面，所以很难还原出一个算法来表

现人类如何做决策。”出身计算机专业

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在读博士陈自

富，是个AI（人工智能）发烧友，他的这

个观点与李杰相仿。在李杰看来，人类

是团结的动物，人类的智慧来自于群体

间的学习与成长，人类智慧不是一个单

纯的机械，而是一个智能化集成技术。

简而言之，智慧是智能化的结晶。人工

智能可能在“单挑”中胜出，但是超出整

个社会的人类智慧不太可能。

“即便是最乐观的计算机科学家也

认为人工智能在21世纪达到单个人的

智力水平，这已经不错了，但其中不涉

及情和意。”陈自富认为，知的方面，在

未来 30多年内，计算机可以达到一个

很高的水平，人工智能大致能帮助普通

个人做出不那么糟糕的决策，比如帮人

计算存一笔钱是否划得来，存定期还是

活期，买哪支股票。“对于确定的任务，

人工智能可以做得到，而一些非确定性

的任务则很难。说白了，机器只有不断

进化，成为我们社会的一员，才能达到

人类水平。”

人类意识难以被模拟

人工智能最终达到或超越人类智

慧，必须要跨越机器与人的差别。这种

差别主要是理性、信仰和群体交往中的

情感互动、文化基因。创造出有意识、

有情感的人工智能，怀此愿望的科学家

不在少数，阿森克特说过，我们能够实

现让机器人像人类一样思考，但构建完

美的机器人大脑需要很长时间。.
蓝脑计划（BlueBrain）领军人物亨

利·马克莱姆（HenryMarkram）2009 年

曾声称 10年内推出人类意识的全息

图2 IBM超级计算机模拟人类大脑5千亿神经

元（图片来源：it.ppsj.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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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意图建立一套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

智能。完成的方法是建立一个从突触

到脑半球的完整人脑模型，并在一部超

级计算机上模拟。尽管他的实验室已

成功模拟小鼠单个脑皮层单元的活动，

但是似乎距离还是很远。

“西方人常说，生命是一个奇迹，那

么脑更是一个奇迹，脑是生命里最高级

的组成部分，人们并没有把这个奇迹的

所有机制都搞清楚。”江晓原说，当人们

说生命是一个奇迹，跟说苹果是一个奇

迹，意思不一样，后者只是溢美之词，其

构造运作机制都可以搞清楚，而前者是

因为不知道生命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人脑也是一样。

让我们看看把大脑神经元的工作

原理弄清楚有多难。人脑是由连接着

1000亿个神经元的 100万亿个神经突

触组成的网络，这些神经突触和神经元

的状态每秒改变 10~100次，而线虫只

有302个神经元，人们尚且都搞不懂其

机制。“大脑是个复杂的、开放的巨系

统，跟外界一直有信息交换，用计算机

模拟整个巨系统难度非常大，目前来讲

还差十万八千里。”陈自富说，现在很多

人通过计算机程序模拟神经单元，比如

谷歌的一个项目大概可以实现 10万~
100万个大脑神经元的处理功能，这可

能还达不到一只猫的智力水平，更何况

它的算法是不是就是人脑中的算法，都

没法判断。就连马克莱姆自己都无法

对“模型建出来，能不能做思考”这个问

题给出答案。

事实上，神经系统的计算方式和计

算机有着本质的区别。计算机的状态

转变完全由程序设定好，而神经系统从

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则非常依赖于

当时的境况。“人脑处理事情会做很多

剪枝，当你端起杯子往外倒水，其实有

多个分支，大脑会给出一个直接判断，

把一些不必要的判断剪掉。但是机器

人做这件事，就是对各个分支一个接一

个地做可行性计算，这个叫做蛮力计

算，所有的计算都要消耗能量。再者，

从技术上来看，大脑神经元虽多，其运

算速度是缓慢的，但对事情的处理是并

行的。如果计算机实现 1010~1012级别

的大脑神经元处理功能，目前的技术条

件下散热就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

陈自富认为，人工智能学习人类的这种

缓慢的处理机制，需要认知科学的进

步。但是搞清楚大脑的大部分原理就

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可以说，以现

实的技术路径来看，在模拟人类智能的

路径上完成超越很难，“终结者”似乎还

距离我们几个星系。

人工智能发展充满太多未知

不过，担忧者也有担忧者的道理，

既然人脑中产生意识、情感的机制不清

楚，那么人工智能在升级过程中能否自

主地形成意识也就难以说清。

江晓原的电脑里有一个下棋程序，

其程序设定是不断通过互联网学习高

手对局。“随着它的不断升级，我和它对

局的胜率已经非常低。但是后来我找

到一种发源于明代的古老棋招，由于这

种棋招在互联网数据库上没有记录，就

凭这一招，我的胜率从不到20%提升到

70%。”江晓原说，其实下棋程序若想赢

过这一招，也许可以写入一个“多次输

棋后就跟对手学习”的规则。“这个规则

能不能超越人类设定，由程序自己生

成？如果有这种例证，就说明人工智能

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那就很可怕。这

种事很玄，现在也很难有实证。”江晓原

认为，虽然目前现实生活中还没有看到

科幻作品中所担忧的那种现象，但危险

在于一旦这种事情出现，人们不一定会

马上看出来，等到迹象明显，可能已经

来不及了。“我曾经设想过，如果真的有

人工智能反叛人类，它们肯定会互相约

定一个行动原则，坚决不要通过图灵测

试，免得让人类警惕。”情感自发的产生

也是有可能的，江晓原认为，当谈话程

序能聊天，能让客户觉得放松缓解，它

不可能完全不了解情感。“智能和情感

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复杂

到一定程度可能就有情感了。”

不久前，荷兰埃因霍恩大学发布了

RoboEarth项目，在模拟医院里，4个机

器人协作照顾病人，通过云端服务器实

现信息共享，比如一个机器人扫描医院

房间，将房间地图上传至“云端”，另外

一个对该房间完全不了解的机器人就

可以通过访问存储于“云端”的地图了

解房间内物品的放置情况。目前接入

云端进行测试的只是功能性机器人，但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担心——将来每个

接入云端的机器人可能程序差异很大，

随着接入机器人越来越多，群体思维和

群体协作产生的效果将愈加显著，而差

异性和群体性将共同指向一点——进

化，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将会具备学习、

适应、自我治愈，甚至是进化的能力。

正 如 人 工 智 能 专 家 詹 姆 斯·巴 拉

（James Barrat）所担心的：当所有的机

器人都具备了足够的学习能力之后，就

变得不再依靠人类，如果加上全世界的

机器人都可以进行交流和联系，它们很

有可能变成新的支配者。

“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能

学到什么样的知识，如何用这些知识。”

陈自富认为，人类知识是很庞杂的系

统，价值观多元。有了人类知识，人工

智能怎么去塑造情和意，或者说价值

观，这并不可控。

“互联网与机器人的结合，会使风

险加大，很多科幻作品里都做过想象。”

江晓原说，阿西莫夫在作品中曾谈到机

器人智能的刚性极限，单个智能机器人

做成人状，其身体体积是有限的，智能

也是有限的，因为电脑的微型化有刚性

极限。但是现在有了互联网，连入互联

网的机器人就突破了这种刚性极限。

“好莱坞作品《鹰眼》讲的就是互联网与

摄像头接轨后发生的事。互联网自己

就会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做坏事。

即便没有伺服机构，也可以像《疑犯追

踪》里讲的，自己订一个产品进行组装，

用不着非得化身一个机器人，它可以充

分利用资源，因为这样的超级大脑可以

让千百台计算机都受它控制。”

文//刘力源

（本文转载自2015 年4月17日《文

汇报》。原题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的“终

结者”吗？”，现题为本刊所加）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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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机器人集团成立于 2014
年12月，由黑龙江省政府、哈

尔滨市政府和哈尔滨工业大

学联合组建。集团的成立，意在进一步

深化产、学、研合作，落实国家、省委和

省政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要求，

全面推进黑龙江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1 智能云技术简介

智能云机器人事业部是哈工大机

器人集团面向未来战略的部署，事业部

以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模式识别以及机电一体化为主

要研究方向，结合嵌入式开发、大数据、

信息 -物理融合、基于位置的服务

（LBS）、互联网WEB开发、移动终端开

发、分布式系统、面向服务的计算

（SOA）等相关技术，形成面向机器人的

运动控制、动力控制、机器视觉、位置服

务、虚拟现实、算法、数据采集、分析、识

别与处理的核心控制平台，突破了传统

机器人只能依靠离线编程或以人为处理

完成特定任务的模式，通过云平台，形成

机器人自主学习、机器人互相学习、知识

共享的模式，构建机器人生态系统，提高

机器人的适应能力来应对各类复杂环境

和特殊任务。根据机器人发展趋势和

“互联网+”的发展理念，以“云”概念为基

础，“互联网+机器人”为创造产品的核心

思想，借助互联网与云计算，帮助机器人

相互学习和知识共享，致力于解决单个

机器人智能的局限性，加快“机器换人”

在各行业、领域的实施与应用。

智能云机器人事业部始终坚持人

才是团队的核心与灵魂，目前研发团队

由 20人组成，其中副教授 1名，讲师 2
名，博士生 6名，博士后 2名，硕士生 4
名，平均年龄28岁，在管理、技术、研发

能力上均形成了团队的梯队建设，并具

备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团队成员均

为机器人、机电一体化、计算机软件与

理论、嵌入式系统、高可靠软件工程、物

联网、互联网等领域的高级技术人员，

曾负责及参与多项国家863计划项目、

总装预研、省部委科研项目，具备很高

的科研能力与丰富的工程从业经验。

2 行业发展催生互联网时代的新

产物

尽管随着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的

不断发展，各类产品的质量检测手段在

哈

““互联网互联网++机器人机器人””产生中国的智能产生中国的智能
云质量检测系统云质量检测系统

企业机器人研发进展与成果展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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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更新，但当前国内质量

检测行业针对检测技术方面

的研究仍然比较落后，各种

弊端在各个行业中日渐凸

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传统质检模式在

行业应用范围较窄、弊端较

多。严格的质量检测需要面

向标准的定量指标，虽然某

些产品的自动化检测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满足定量指标的

要求，但应用的产品范围较

小，不具有普适性；当前我国

大多数行业领域的检测过程

依然采用传统人工检测手

段，这种检测方法弊端较多，

存在检测精度低、误差大、达不到全方

面检测及检测效率低等缺陷，这将直接

影响产品质量检测效果，导致产品质量

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其次，特殊行业质检安全性急需

提升。针对医疗等特殊行业领域，由于

生产环境恶劣而导致检测人员不能长

时间停留现场观察设备并进行检测等

问题，其质量检测的安全性急需提升。

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升级现有质检

模式，将智能化、自动化、集成化质检理

念大面积运用在各行业领域的产品检

测设备或产品检测模式当中。

最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

趋势严重。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在

2014 年全年经济增速创下 24 年来新

低的同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出

现了连续第 3年的下降。据统计，16-
59 岁的劳动年龄段人口在 2014 年减

少了 371 万人，降幅超过了 2013 年。

人口红利是支撑过去30 多年中国经济

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在未来 5
年内，我国劳动力数量将减少 3000万

左右，“人口红利”的消退也对中国经济

产生了影响，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减速的

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李克强总理在

2014年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提

出：“加快发展残疾人服务产业，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为残疾人服务，让他们生活

更加殷实、更有尊严。”而在我国八千

多万残疾人中，七成以上残疾人具有劳

动能力却未就业。

在此大背景下，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智能云机器人事业部着手研发智能云

机器人，为残障人士、老年人等难以适

应传统工作要求的各类人群提供就业

机会，为我国再造 3000万劳动力。智

能云机器人事业部充分利用互联网特

性，率先将业界先进的遥控操作技术应

用到产业链中，自主研发了智能云质量

检测系统，该系统以“互联网+质量检

测”为核心概念，将传统质量检测方法

与互联网相结合，创造性地将工业检测

复杂多变的需求与本地自动检测、云平

台检测以及人工检测（移动终端）相融

合，形成智能云质量检测系统，提高了

工作过程的实效性、可操作性和安全

性，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3 基于云平台优势的智能云质量

检测系统

智能云机器人事业部以为残疾人、

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为出发点，开发研

制了智能云质量检测系统。这套检测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待检测的产品在循

环运行中会被摄像头拍照，之后照片会

实时传到云端，再转到跟客户相连的移

动端APP上，通过用户识别后，将指令

下放给机械手，机械手会对残次品进行

抓取剔除。在技术投产之后，人们可在

家中利用手机、电脑等移动设备对其进

行操作，将闲暇时间以及其他碎片化时

间利用起来。

智能云质量检测系统具有面向大

数据和云计算平台的技术架构，具有机

器视觉处理技术，其分布式计算系统能

够高速处理大量产品质量检测图片，快

速产生处理结果。

智能云质量检测系统所采用的技

术和方法，不受生产硬件的限制，其中

基于低成本摄像设备的检测方法、基于

移动终端的产品质量检测方法可以面

向各类产品进行采集和协同检测。这

一系统结合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

享的特性，突破了传统工业工作模式的

限制，在操作方式、执行流程、时间、工

作环境等方面，依据互联网数据传输广

泛性、时效性以及开放性，产生新的工

作模式。

智能云质量检测系统的投入使用，

将极大限度地解决中国发展所面临的

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使中国再造 3000
万劳动力成为可能。相信随着“互联

网+”理念的不断深入，机器人制造产

业的不断成熟，在二者完美的结合下，

不仅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给人

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智能云机器人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智能云机器人

事业部供稿事业部供稿））

图1 智能云检测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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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埃夫特智能装

备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7 年 8 月，

拥有各类技术和管理人才

300 多人，注册资本 2 亿

元。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省工业机器人及成套

装备工程研究中心，2009
年11月被认定为安徽省高

新技术企业。先后牵头承

担工信部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2项，科技部 863计划项

目4项，国家发改委智能制

造装备发展专项4项，安徽

省科技攻关项目3项，参与

制定机器人行业国家标准

2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1项，省科技进步奖 1
项，芜湖市科技贡献奖 1
项，芜湖市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1项，芜湖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公司研发的国内首台 165公斤点

焊机器人，荣获 2012年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银奖，载入中国企业创新纪录。

2013年引进哈尔滨工业大学蔡鹤皋院

士设立院士工作站，联合哈尔滨工业大

学“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设立机器人技术研发中心。

公司目前建成国内首条机器人批

量装配线，拥有年产能 1000台的产业

化规模，2014年关节型机器人销量835
台，位居国产机器人之首。正在建设万

台机器人项目，总投资 4.5亿元，2015
年10月已全面投产。市场开拓方面完

成了对意大利CMA公司的股权收购，

完善了中意两地协同研发和工作机制，

目前在中意双方工程师的共同努力下，

已经实现了CMA部分技术和产品的本

土化，完成的相关产品已经实现了销

售，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与其他欧洲机器

人公司的技术引进和合作。

公司开发的重点产品包括：ER3-
C60 3 kg小负载机器人，主要应用于

手机、平板、电视、汽车电子等 3C电子

类行业的搬运、装配、检测等带来的劳

动密集型工作中；ER10L-C10机器人，

主要用于卫浴行业喷釉，通过工人对辅

助示教系统的拖拽式示教，可实现对不

同产品的快速示教和换产，可满足现代

多品种小批量生产需要；ER20-C10 负

载为 20 kg的通用型机器人，在机床上

下料、搬运、打磨等应用中应用广泛，该

产品具有速度快、精度高、适用范围广

的优点，目前应用市场广泛；ER50-C10
是一款 50 kg负载的高速、高精度机器

人，该机器人即可以满足机床上下料、

搬运、码垛等需要高速度应用场合，也

可满足焊接、切割等需要高精度、大工

作空间应用场合，是一款应用范围广，

性能优良的产品；ER130-C10机器人

是针对于饮料、饲料、粮食、化工等生产

线线尾搬运和码垛应用开发的一款搬

运、码垛机器人，机器人具有速度快、质

量轻、动态性能好的特点；ER210-C60
是针对于汽车焊机、搬运、涂胶应用的

一款经典产品，可实现在大负载情况下

的大工作空间和高速稳定、可靠运动，

是目前汽车行业应用最为广泛的一款

产品。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机器人产业

发展的黄金时期，更是埃夫特公司进一

步确立机器人产业龙头地位的关键时

期。公司将继续以创新能力建设为抓

手，以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为突破

口，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市场

需求布局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力争到

2020年，年产工业机器人 1万台，销售

收入达到 20.87亿元，努力建成国际领

先、国内一流的机器人研发生产基地。

（（安徽埃夫特智能装备安徽埃夫特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供稿有限公司供稿））

安

安徽埃夫特开启机器人装配新时代安徽埃夫特开启机器人装配新时代

企业机器人研发进展与成果展示之二

图1 安徽埃夫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研发的部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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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创立于 2006年，是康力

电梯和紫光股份两家上市公

司共同投资的高科技智能机器人企业。

公司集智能服务机器人产品的科技研

发、工业设计、生产制造、产品营销为一

体，以“打造智能生活”为使命，已成长为

全球领先的民用服务型机器人研发制造

及机器人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

自北京康力优蓝智能服务机器人

面世以来，已经获得了市场的广泛好评

和认可，连续 4次登录央视新闻联播，

成为中国服务机器人的典型代表。截

至目前，康力优蓝智能机器人产品已经

累计销售近4万台。

北

爱乐优机器人爱乐优机器人：：跑步加速跑步加速，，优势精进优势精进

企业机器人研发进展与成果展示之三

爱乐优家用智能服务机器人U03型
爱乐优家庭智能服务机器人（昵

称小优），全球首款心智发育型机器

人，由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融合顶尖科技成果研发而成。

产品定位于 0~12岁儿童启智教育，

机器人科技教学与儿童脑潜能开发

首选装备。

作为具备初级人工智能的家庭

成员，小优配备语音识别技术，内置

360°声波定位传声器和语音处理机

制，可以在房间的任何位置与人类中

英文双语交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理

解人类行为与情感，并用表情、动作、

语言、情绪实现与人类较为逼真的情

感交流，支持WIFI和蓝牙、Zigbee等

多种通讯标准，并可接入云智能平

台；可控制智能家居设备；独有的双

向远程视频监控功能，可实现老年

人、婴儿看护。

爱乐优家用智能服务机器人

U03S型
U03S型是爱乐优家用智能服务

机器人的全新升级型，采用最新的系

统设计和软硬件组合，使得U03S具

备更强大的功能，实现了更贴近用户

的体验。

U03S 具备更加强大的仿生功

能，具备“看”“听”“说”“动”“知”“情”

等6大方面的人机交互功能，构建了

强大的仿生功能，整体技术水平与仿

生层面远远领先于市场同品类产品，

为用户带来了更友好的智能生活与

教育体验，完整地实现了 360°综合

仿生应用管理。

爱乐优商用智能服务机器人U05型
爱乐优商用智能服务机器人

U05型是公司自主开发的仿人型多

用途智能服务机器人，也是目前中国

首款商用级智能服务机器人，产品预

计在2015年年末正式上市。

U05机器人身高128 cm，拥有讨

人喜欢的外形，而且具备有较高水平

的人工智能，U05能够与人亲切的互

动；U05具备人脸识别、跟随移动、自

由避障、动作规划、语音识别、万物互

联以及自主充电等功能。U05将广

泛应用于各类商用场所，为人类提供

多元化的服务和丰富的、有趣的科技

体验。通过物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

技术以及互联网金融手段的完善，

U05已经能够适应于多元化的商业

服务环境要求。

（（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供稿有限公司供稿））

爱乐优机器人产品一览

107



科技导报 2015，33（21）www.kjdb.org

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简称

“广州数控”)成立于 1991年，

专心致力于机床数控系统产

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专业提供机床数

控系统、伺服驱动、伺服电机“三位一

体”成套解决方案，同时积极拓展工业

机器人及全电动注塑机的研发及产业

化，已成为一家集科、教、工、贸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南方数控产业

基地。

广州数控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

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和国家

863计划项目承担企业，是国家规划布

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创新型试点企

业、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广东省装备制

造业 50骨干企业、中国软件业务收入

百强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可靠性重点实

验室，并与广东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分别组建了联合研发中心，公司研发

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持续保持在8%
以上。GSK系列产品已深受数控机床

行业用户的欢迎，批量配套沈阳机床、

宝鸡机床、大连机床等国内100多家主

流机床企业，并远销巴西、阿根廷、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

国产数控系统市场份额的50%以上，自

2000年起，产销量跻身世界前三。

2006年开始，广州数控依托数控

技术的丰富积累，积极从事工业机器人

及其关键功能部件的研发及产业化，自

主研发出搬运、焊接、喷涂、码垛、打磨

等多个品种、系列化的工业机器人，负

载涵盖3~400 kg，拥有工业机器人控制

器、伺服驱动、伺服电机、减速机等关键

零部件核心知识产权，产品陆续销往广

东、上海、江苏、浙江、香港等地。由于

良好的性价比，广州数控机器人也相继

出口到越南、土耳其、智利等国家，在工

业机器人领域为国产工业机器人品牌

树立起一面旗帜。

2015年7月8日上午10时，广州数

控工业机器人“赤金龙”系列工业机器

人新产品发布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中国国际机器人展上举行，展示了“赤

金龙”矫健的绘画（见本页图）。

“赤金龙”主要特点如下：

1）经由工业设计专业公司设计，

产品外观在国内首创具有中国传统文

化特色与现代科技结合、整体充满动感

的工业机器人造型；

2）采用广数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218M控制系统、离线编程系统等，融入

企业多年技术沉淀和积累，使新产品具

有更好的稳定性和扩展性；

3）采用广数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机

器人专用高速电机，运动速度有20%以

上幅度的提高；

4）产品材质轻量化设计并经过结

构优化，更大范围地采用合金铸铝材

料，使机器人的负重/功率比更趋合理；

5）产品结构采用国际流行的刚度

优化设计和合理布局，使新产品性能适

应更高强度作业的要求；

6）针对机械手不同使用工况，手

腕部件采用模块化设计，各部件力求快

速互换和替代，适应作业环境的多变

性，使机器人能在更为恶劣的环境下作

业。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供稿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供稿））

广

潜心智能制造潜心智能制造，，广州数控工业机器人广州数控工业机器人
创民族品牌创民族品牌

企业机器人研发进展与成果展示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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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机器人有限公司隶属于中

国轻工集团公司，是国资委下

属企业中唯一从事机器人及

系统集成的企业。公司前身是长泰机

器人工程中心，成立于2008年，主要从

事机器人系统集成及本体业务。凭借

集团的支持和自身努力，已经成为多

个“首获得者”和国内少数具有研发设

计制造检测服务整体实力的机器人整

线和系统提供商。

2014 年，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

“CTR铸铁件机器人自动化精整系统”，

获得了国际机器人行业最高荣誉

“IERA AWARD”发明与创业奖银奖，

成为了我国机器人制造领域 10年来，

首个获此殊荣者。几年间，公司积累

了 50余项国内外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发明专利 23项），年获知识产权量居

国内同行业之首。研发的基于物联网

的民爆装备智能生产线，填补了国内

市场空白，成为业内首家拥有该生产

线的机器人公司。

长泰机器人拥有湖南省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长沙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清华大学院士工作站等科研创新平

台，拥有 CTR自主品牌机器人及成套

智能装备生产线的制造能力。公司成

功开发出了机器人柔性焊接生产线、

全过程铸造生产线（产品应用详见表

1）、智能物流生产线、危险品智能制造

成套装备等多门类产品，广泛应用于

汽车制造、航空船舶、工程机械、轻工

食品、新能源及民爆等行业，得到客户

和行业的一致认可。2014年初，与重

庆机电集团公司共同建立重庆机器人

有限公司。

通过机器人换人实现铸造自动

化、集约化、连续化生产，可以很好地

解决产能低、能耗高、技术装备落后、

企业劳务用工风险高、环境污染严重

等问题。未来，铸造产业将对标汽车

产业，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

进信息技术进行整合，实现智能、绿色

铸造，真正促进我国由铸造大国向铸

造强国迈进。

长

中国铸造行业中的机器人应用中国铸造行业中的机器人应用
———快速发展的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快速发展的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

企业机器人研发进展与成果展示之五

表1 长泰机器人全铸造

过程应用

过程

成型段

后处理段

冷加工段

主要产品

砂芯搬运

砂芯浸涂

砂芯装配

砂芯去毛刺

铸铁件清理

铸铝件清理

叶片打磨、抛光

搬运码垛

缸体去毛刺

曲轴去毛刺

缸体清洗

缸体吹净
（（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供稿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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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振康焊接机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通振康）是中国

焊接协会焊接装备分会副理

事长单位，全球最大的焊接设备送丝装

置研发生产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拥有大批专

业从事精密机械制造的高级工程师、博

士、硕士等技术人才。通过近6年的潜

心努力，累计投入超过 1亿元，终于率

先实现了RV（见图1，图2）减速机的批

量生产，产品性能达到日本纳博特斯克

水平，并已获得国家科技部863计划项

目支持。

2009年3月，在众多制造焊接机器

人的企业呼吁声中，南通振康开始了

RV减速机的开发试制工作。2011年

12月，成功研制出了 2种型号的RV减

速机样品，并且所有静态性能都到达日

本先进水平；2012年 8月，在 2台进口

安川机器人上，完成了振康RV减速机

样品与日本纳博特克原装产品进行对

比极限疲劳寿命测试，测试结果两者使

用寿命相当，并完成了传动精度和效率

的动态性能检测；2012年10月，开始面

向市场销售振康RV减速机产品；2015
年 8月，累计投放市场近 3000台RV减

速机，无重大性能问题反馈，并实现了

年产1万台RV减速机的生产能力。

在RV减速机研制的 6年时间内，

南通振康先后突破了非标摆线曲线修

正设计、材料极限稳定、整机性能测试、

热处理工艺、非标角接触球轴承设计研

制、高精度工装夹具研制、专机改造研

制、高精密装配等核心技术。其中，最

为重要的是自主 2次开发了非标摆线

曲线修正软件，彻底突破了摆线齿形设

计难题，从而研制出国际先进水平的

RV 减 速 机 样

品。由于传统

的摆线曲线设

计软件无法对

RV摆线齿形模

拟优化设计，导

致 国 产 RV 减

速机的精度、刚

度和效率大打

折扣。南通振

康与美国航空航天局技术专家合作开

发，采用航天领域先进的 ThinkCore修
形技术，对开放底层设计的传统摆线曲

线软件进行 2次开发，实现了RV减速

机全系列优化设计，为研制一流的RV
减速机样品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另外，南通振康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及西安微电机研究

所4家单位技术合作，共同攻克以上技

术难题。通过江苏省“双创人才”及“双

创团队”计划，引进了多位国内顶尖技

术专家，为RV减速机批量稳定生产过

程中，产品性能一致性和可靠性提供了

人才技术保障。

南通振康是国内率先实现 RV减

速机批量生产的企业，产品各项性能均

达 到 进 口 水

平。RV减速机

E 系列和 C 系

列产品的安装

尺寸与日本纳

博特斯克一致，

可实现轻松互

换。2012 年至

今已投放市场

近 3000 台 RV
减速机，拥有超

过 100家机器人制造商客户。沈阳新

松、安徽埃夫特、广州数控等国内知名

机器人制造商都已批量使用振康 RV
减速机产品。国外ABB已批量采购振

康RV-50C产品用于自动化生产线，至

今累计使用时间超过15个月无性能问

题出现。现已实现年产1万台RV减速

机的生产能力，满足机器人制造商寻求

高性价比核心零部件的需求。南通振

康承诺所有RV减速机产品使用一年

内有任何性能问题提供包退包换服务。

南通振康的RV 减速机产品性能

严格按照 2013 年备案的企业标准检

测。企业标准的性能要求与进口产品

对比见表1。

南通振康焊接机电有限公司研发机器人南通振康焊接机电有限公司研发机器人
RVRV减速机的实践减速机的实践

南

企业机器人研发进展与成果展示之六

注：南通振康数据来自企业标准；日本产品来自产品说明书

图1 RV三维图 图2 RV效果图

表1 南通振康RV减速机与日本纳博特斯克产品性能对比表

测试项目

齿隙精度

传动精度

效率（额定条件）

温升

噪声

振康产品

＜1arcmin
＜1arcmin
＞80%
＜45℃

＜75dB（A）

日本产品

＜1arcmin
＜1arcmin
＞80%
＜45℃

＜75dB（A）

（（南通振康焊接机电有限公司供稿南通振康焊接机电有限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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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首台中餐烹饪机器人

的发明者，深圳繁兴科技科

技公司（以下简称繁兴科技）

借助大数据、云平台等现代科技手段，

率先提出集约化供餐模式和机器人智

慧厨房模式，并在南京、山东等地的中

小学校，以及北京交通大学、武汉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等一批高校进行了大胆

尝试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南京市教育局在“宁教办[2015]4
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以智能炒菜机器

人为先导，净菜配送为抓手，学生营养

午餐为目标，逐步推进学校食堂的集约

化生产模式”，之后，南京市加快了该模

式在全市范围内的推广。

同年，南京市教育局致函我公司，

希望加快学校智慧厨房系统的建设，以

更好地配合集约化供餐模式的推广和

应用。

学校集约化供餐模式是一种先进

的供餐模式，它主要由中央厨房配送、

学校机器人智能厨房烹饪和政府统一

监督管理信息系统 3部分构成（见图

1）。具有基地定点生产，规模化集中采

购；现代化工厂集中生产，全程冷链配

送；学校智能厨房采用机器人标准化自

动烹饪；全程信息化监管，保证安全溯

源；学生食谱合理、价格公道等特点。

这种模式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方面：

食品安全有保证。集约化供餐模

式的原材料统一从源头采购，票证齐

全，中央厨房按照GMP和 ISO22000国

际标准生产，加工好的半成品全程冷链

配送至现场智能厨房，机器人标准化自

动烹饪，整个链条建立了食品安全监管

和追溯体系。

保障学生健康成长。所有菜谱由

营养专家设计，现场多种工艺热炒，色、

香、味、型、养俱佳，机器人烹饪火候精

确控制，原料营养有保证，满足学生营

养、健康和口味的多样化需要，学生、家

长都喜欢。

集约化生产，高效低成本。大规模

集中源头采购，降低原料采购成本；中

央厨房机器流水线生产，降低综合生产

成本；厨房机器人烹饪，一个普通操作

员可以操作3~4台机器，加大降低现场

生产和管理成本。以1000人学校食堂

为例，安装 3台机器人，一年节约的成

本便可抵消投资。

节能减排，顺应低碳经济的潮流。

采用集约化供餐模式，烹饪油烟减少

80%，能耗降低30%，废水、厨余减少可

达50%，厨房面积节约60%。

繁兴科技作为发明全球第 1台中

餐智能烹饪机器人的企业，目前已经拥

有 300多项发明专利，承接过 2项国家

863重点项目和国家”十二五”重点产

业振兴及技术改造项目；2010年作为

上海世博会指定参展单位；近年来中央

电视台新闻、专题报道逾10次；多位国

家领导人莅临参观考察并予以高度评

价。

自 2003年成立以来，繁兴科技一

直致力于中餐烹饪标准化、智能化、节

能化设备的研发，它拥有大师级烹饪水

准、便利友好的操作界面，八大菜系样

样精通，1000多道可定制菜肴，最大限

度满足不同地域的口味需求。在短短

的几年时间里，繁兴烹饪机器人就经过

了众多用户的验证，获得良好的社会口

碑。产品广泛分布于：湘鄂情、华为海

外公司、味千拉面、乡村基、大家乐、稻

香、唐宫、西贝等社会知名企业以及各

类学校、医院、政府机关、部队、企事业

单位食堂，2013 年开始在香港、新加

坡、澳大利亚等地进行销售。

繁兴科技，愿与有志之士，共同推

动中餐标准化、产业化的发展。

（（深圳繁兴科技公司供稿深圳繁兴科技公司供稿））

作

深圳繁兴机器人大厨走进学校食堂深圳繁兴机器人大厨走进学校食堂

企业机器人研发进展与成果展示之七

图1 学校集约化供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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