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致 2015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机器人大会

值此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

人的名义，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国际机构负责人及

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各方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诞生了大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成果。巴比伦的计

时漏壶、古希腊的自动机、中国的指南车等，就是古代人类创造的自动装置中的

精妙之作。这些创造发明，源于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实践，体现了人类创造生

活、利用自然的执着追求和非凡智慧。

当前，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汇点上。科学技术在广泛交

叉和深度融合中不断创新，特别是以信息、生命、纳米、材料等科技为基础的系

统集成创新，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驱动着经济社会发展。随着信息化、工业化不

断融合，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现时代科技创新的一

个重要标志。

中国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先重点领域，我们愿加

强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合作，推动机器人科技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使机器人

科技及其产品更好为推动发展、造福人民服务。

本次大会以“协同融合共赢，引领智能社会”为主题，体现了各国协同创新、

多学科融合共赢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全球科技界、产业界的共识。我希望，各国

科学家和企业家携起手来，共同推进机器人科技创新发展，为开创人类社会更

加美好的未来作出积极贡献。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5年11月20日

贺 信贺 信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对对2015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作出世界机器人大会作出

批示批示

2015年11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召开表示祝

贺并作出批示：机器人是衡量现代科技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抢

占智能社会发展先机的战略领域。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对促进中国

和全球机器人技术与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这将有力促进

机器人新兴市场的成长，创造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希望各国科学家、企

业家携手加强合作，共享智慧成果，推动机器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实现更大

的突破，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为开创人类社会的智能时代作出新贡献。

资料来源：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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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在
北京举行。刚才，我们宣读了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发来的贺信
和李克强总理的批示。受习近平
主席委托，我代表中国政府向大会
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远道而
来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本次大会是国际机器人领域
的综合性大型会议，在中国举办这
样的会议是第一次。这次大会以

“协同融合共赢，引领智能社会”为
主题，研讨交流世界机器人研发及
智能社会发展趋势，很有意义。当
前，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智能
社会初露端倪。机器人技术是智能
社会创新发展的风向标。习近平主
席在贺信中深刻指出，以机器人科
技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
为现时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标
志。这对机器人的研发和产业发展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我就中
国发展机器人科技和智能产业的
政策谈几点看法，同大家交流。

第一，坚持融合创新，实现技
术突破。机器人是多学科、高科技
交叉融合的产物，涉及计算机、自动
控制、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
一系列前沿技术。目前，机器人技
术有了很大进步，有的人工智能机
器人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思维和
学习能力。但机器人研发还面临不
少亟待突破的技术难题。比如，如
何实现人脑与机脑信息的交换，如
何实现机器人与生命组织之间的融
合，如何实现机器人自组装和自修
理等。攻克这些难关，需要多学科
专家通力合作。希望大家秉持融合
创新的理念，加强多学科多领域交
流，在融合碰撞中激发创新火花，在

合力攻关中实现技术突破。
第二，坚持协同创新，打造新

兴产业。当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国的
转型发展亟需新动力。机器人被誉
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既是
新兴产业的代表，又能通过开发新
的需求创造更新的产业。无人机、
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人工智能
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产业的
转型升级。希望大家秉持协同创新
的理念，加强产、学、研、政、金协同，
建立技术创新联盟，不断创造新业
态，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第三，坚持开放合作，拓展广阔
市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预测，机
器人革命将创造数万亿美元的市
场。目前，全球机器人市场主要以
工业机器人为主，占市场份额的
80%。从未来趋势看，服务机器人将
成为热点。今年“双11”，一款扫地
机器人进入网上家电销售前10名，
销售额甚至超过了小米手机和创维
电视。现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
机器人创新应用方面走在前列，但
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巨大。希望大
家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开放市场、
开放技术，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第四，坚持共享普惠，造福各
国人民。目前，各种机器人产品已
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装配机器
人、搬运机器人、家政机器人、收割
机器人等，给人们提供了便捷高效
的服务。可以预见，机器人将会像
手机、电脑一样，成为我们离不开
的帮手。现在机器人的普及应用
还面临成本较高、功能单一、智能
化水平不高等障碍。希望大家秉
持共享普惠的理念，携手推动机器

人的研发生产，降低应用成本，让
更经济、更智能、更人性化的机器
人产品进入千家万户，让各国人民
共享科技进步成果。

这次大会期间，将举办世界青
少年机器人邀请赛，有来自16个国
家和地区的145支代表队参赛。青
少年是科学的未来、创新的希望。
机器人青少年世界杯、世界青少年
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等，深受各国
青少年欢迎。中国科协举办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是青少年
最踊跃参与的项目。中国的中小
学和社会培训机构都开办很多机
器人兴趣班。希望大家把机器人
的明天寄托在广大青少年身上，更
多组织青少年机器人科技活动，培
养青少年的兴趣爱好，激发青少年
的创意创造，为世界机器人技术和
应用积聚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机器
人技术和产业，“中国制造2025”规
划将机器人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
重点领域之一。中国已连续两年
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占全球市场总销量的 1/4。但中国
在机器人研发领域与世界先进水
平还有不小差距。中国已提出“十
三五”规划建议，将大力推进创新
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
展、共享发展。这次大会“协同融
合共赢，引领智能社会”的主题与
中国“十三五”规划发展理念是高
度契合的。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
姿态，欢迎世界机器人领域的专家
学者和企业家来华交流合作，为推
动世界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发展，为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
2015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致辞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致辞
———协同融合共赢—协同融合共赢 引领智能社会引领智能社会



尊敬的李源潮副主席，尊敬的中国

科协主席，尊敬的北京市市长，各

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朋友

们：

我谨代表电气和电子工程师

协会机器人和自动化学会，向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对组织此次

历史性的盛会“2015世界机器人大

会”表示祝贺。此次大会是由电气

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机器人

和自动化学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

支持的会议，同时也感谢大会邀请

我在此次开幕式发表演讲。

IEEE机器人和自动化学会是

一家拥有 12000 名会员的国际组

织，近30年来一直支持着机器人和

自动化领域的研究、创新、教育和

传播。

女士们、先生们，如今人们普

遍意识到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由快

速改变社会的信息技术带来的新

革命。诚然我们确实永久地利用

着信息技术，不仅是在办公场所、

办公室还是公司，不管我们从事怎

样的活动，即使在家庭、在日常生

活中，每个人也都彼此互联。我们

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持续永久的

沟通，不久之后物体之间也将通过

物联网实现互联互通。然而，另一

场革命也在进行。它的征兆在近

几年间一直若隐若现，它不仅是信

息的革命，也是行动的革命。物体

之间不仅将产生沟通，而且将在现

实世界开展行动，这便是技术引发

的革命，这也是行动的科学。机器

人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知识，而且改

变着我们的行动，他们已经在一些

工厂得到应用，在这些工厂里他们

转变着生产过程，实现更为灵活的

自动化，和普通工人一起工作，从

而重塑了工厂的未来。它们已经

开始辅助外科医生开展更为安全

的微创手术，它们在探索火星，帮

助人类在危险的海下环境开展作

业。正如全自动汽车一样，未来几

年它们将以更安全的方式搭载我

们穿越公路和街道，也将以更快的

速度实现物品的空运，它们将被用

于农场和农田以改进农业，同时也

将在施工场地得到应用，它们将被

用于干预灾害，此外它们将被用在

公共场所和家庭环境中，为我们提

供帮助、娱乐以及新的服务，这是

一场科技革命也是信息和行动的

革命，将渗透我们的生活、将挑战

社会，改变工作模式。他们将塑造

全新的产业，培育全新形态的创新

型企业，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

新增长高度的契机，也将就如何将

新型机器整合进人类社会带来一

些新颖的问题。

今天，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在

北京召开，彰显了世界各国对机器

人技术的关注。我们的目标是推

动机器人科技造福全人类！

谢谢大家！

IEEEIEEE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主席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主席
Raja ChatilaRaja Chatila 在在 2015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机器人大会
开幕式上的致辞开幕式上的致辞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持续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正在应运勃发。信

息、生命、材料等技术不断交叉融合，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

为发展主旋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正迈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智能社会正在向我们大步走来。机器

人是智能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展机器人已成为

世界共识，美国再工业化和工业互联网战略、德国工业4.0战略、日本机器人新战略、欧洲火花

计划、韩国机器人强国战略、新工业法国、中国制造2025战略，全部将发展重点瞄向机器人。机

器人将对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格局带来重大的影响。本次大会以“协同融合共赢，引领智能社

会”为主题，主办论坛、博览会、邀请赛3项活动，200多名专家学者将出席主旨报告会和12个专

题论坛，209家全球知名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将展出机器人领先成果。145支青少年代表队将

展示孩子们对机器人的热爱和创意，这将是世界机器人领域值得铭记的一次盛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
在在 2015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的
主持辞主持辞（（节录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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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 （（史永超摄史永超摄））

年 11月 23日早

晨，北京连续几

天 的 雨 雪“ 模

式”刚刚关闭，空气中有雪后的清冷，但

当天位于北京鸟巢附近的国家会议中

心却另有一番火热景象，一场为期3天
的世界机器人领域的盛会将在这里拉

开帷幕。

上午9点半，以“协同融合共赢，引

领智能社会”为主题的 2015世界机器

人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开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来

贺信，此前他曾在不同场合强调国家对

机器人研发水平和产业发展的重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前也对大会的举

行作出了批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则亲

临大会并致辞。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机

器人领域的群英荟萃一堂，共赴盛会，

共谋人类与机器人的未来。

吸引数万人的大会
作为一场定位高、国际化程度高、

向公众开放度高的机器人大会，这样的

会议在中国是首次举办。本届大会由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电子学

会、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中国科协青

少年中心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承

办。会前，中国科协等单位积极开展组

织工作，力邀世界范围内机器人研究和

产业领域的优秀代表参加本次大会，收

效显著。

本届大会主要由2015世界机器人

论坛、2015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 2015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 3 部分组

成。来自13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64
位机器人领域知名学者，以及 78位国

内知名专家参与主旨报告会和12个专

题论坛。40家国际企业、85家国内企

业在博览会上集中展示一系列国际领

先的机器人产品与解决方案。12个机

器人国际组织，包括中国工程院和中国

科学院在内的58家国内科研机构参与

大会。18个国家和地区的 151支青少

年代表队参加为期 2天的机器人竞赛

角逐。大会专门设立了机器人互动展

区，布置客厅、厨房等模拟智能家庭场

景以及乒乓球对战、乐曲演奏、足球表

演等，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向观众展示

机器人的最新技术和产品。

在大会首日的主论坛上，上千人的

报告厅座无虚席，大会安排的主旨报告

涵盖了机器人发展的战略与趋势、技术

与创新以及产业与应用 3个阶段。这

些报告不仅介绍了全球机器人行业的

发展态势与统计数据，指出了未来的发

展趋势以及全球机器人行业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同时也介绍了中国机器人行

业的发展情况。主论坛 3个阶段的最

后分别安排了“高峰对话”环节，几位来

自海内外的嘉宾就当前的行业热点问

答或对谈，思想当场碰撞，智慧火花四

射。来自中国科协的数据显示，当天参

加主论坛的人数达 2310人，大会还开

通了3个网络直播平台，在线观看大会

直播的人数高达56015人。

大会第2天，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

的12个专题论坛也在国家会议中心纷

纷举行，主题包括机器人技术创新暨团

体标准、机器人产业发展与政府公共服

务、机器人检测认证与产业发展、机器

人智能感知与先进控制、人工智能、智

为中国进入机器人新时代揭幕为中国进入机器人新时代揭幕
————2015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大会全景

2015

8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报道特刊 www.kjdb.org

慧城市中的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医用机器人产业发展与未来

战略、海洋机器人创新发展与开发应

用、“智能机器人创新创业发展”青年学

者专题、金融助力机器人产业发展以及

中韩日机器人技术创新与发展等等，涵

盖了机器人的各个领域。部分专题论

坛人满为患，如机器人智能感知与先进

控制、智慧城市中的服务机器人、人工

智能等专题论坛，很多观众挤在门口听

与会专家论道，场面十分火爆。

世界机器人博览会是本届大会的

一大亮点，来自国内外的先进机器人产

品在国家会议中心2.2万平方米的展厅

中亮相，3天的展出时间吸引了 5万人

次观展，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这些与人

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智能产品，对

未来的智能社会激起无限联想。

本届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的

参赛者们也令人瞩目，这些生机勃勃的

青少年，早早地展现出在机器人领域的

兴趣与天赋，他们专注的眼神、精巧的

设计以及执着的探索精神，更让人们对

未来的机器人世界充满期待。

与会者高度评价
“这次大会办得很好！这个‘好’字

要从几个方面来讲，首先这次大会对提

升中国机器人行业在世界机器人学术

界和工业界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大会搭建了一个平台，把世界各国机器

人的科研人员和工业界人士都给集中

起来，给大家以后的协同创新和交流，

创造了平台和机会；大会还举办了青少

年机器人邀请赛和世界机器人博览会，

吸引了大量的公众参观，把公众对机器

人的兴趣也提高起来，这对全民对机器

人的认识和应用都有启发和帮助。”记

者在大会第 2天碰到美国密歇根州立

大学电气及计算机工程系教授、中国科

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席

宁时，他即将主持一场专题论坛，在会

场门口非常高兴地对本届大会作了如

此评价。

与席宁一样，这次大会让不少机器

人领域的研究者都非常兴奋，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飞跃不仅在

会中提出了一种认知超前的平行机器

人概念，引起了同行的热烈关注，而且

对这次会议也给出了高度评价，“以前

从来没有这样开过机器人领域的会议，

如此高的规格，来自国家层面的重视，

以及世界各国的机器人顶尖专家的

汇集，这种会议形式本身就是一种

disruptive technology”。
韩国高等科学技术院类人机器人

研究中心主任 JUN Ho Oh教授也对本

刊记者说，这次大会令他印象深刻，这

次来到北京参会，他非常高兴地见到了

世界机器人领域中许多领军人物，众多

参展的知名厂家也代表了当下先进的

机器人技术；而他本人带来参展的机器

人Hubo也曾荣获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

项目局组织的机器人挑战赛冠军，代表

了业内顶尖水平。

在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展厅，一些参

展者也纷纷对本届博览会表示赞许。

“这次博览会水平非常高，参展的企业

很多是国际国内一流的公司，还有少数

大学。我观察了一下，本次参展的企业

至少涵盖了60%~70%国际国内著名的

机器人公司，这些公司和展品代表了当

今世界机器人产业最高水平”，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教授陈小平如是说，他是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参展团队的领队。他

说这是中国的第1次举办这样的大会，

以前都是国际组织来办机器人世界杯

和学术大会，该会议 2008和 2015年也

曾先后在中国举办过，两次会议他本人

都担任主席，“这个会议在全球共举办

了19届，虽然会议代表世界最高水平，

但毕竟是纯学术会议，影响力小一些，

政府介入也较少。这次由中国科协和

国家工信部等牵头来举办，不仅规模大

而且档次高，从国内角度来说，应该是

一次最高水平的机器人展会。

“我们这次主要是来展示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在机器人研发领域的工作的，

我们带来的 2个机器人项目都是国际

性的，代表世界最高水平，我们认为在

这样的博览会向国内大众展示是很有

意义的。”陈小平强调，他们带来的2项
产品意在展示机器人的核心技术，比如

图2 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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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项是服务机器人，是完全由中国

科大完全自主研发的可佳机器人，它是

目前国际上成绩最好的智能服务机器

人，连续2次获得国际标准测试第1名，

同时它也是一种标准平台，可以2次开

发之后用在不同场合，比如在大型的公

共场合提供服务，在超市引导购物等；

另一项则是中国科大和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大学合作研发的足球机器人，该

项目主要展示的是机器人的控制能力、

对环境的感知和决策能力等，“新南威

尔士大学是这个项目 2015年的冠军，

我们是 2014年的冠军，所以我们这次

邀请他们一起展出，它代表了世界最好

水平”。

在北京康力优兰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的展位前，记者看到满是观众或来

进行商务洽谈的合作者。作为参展企

业的代表，该公司负责人刘雪楠认为这

次大会办得非常成功，“我们是国内最

早做机器人的公司之一，国内的机器人

行业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重视，机器

人行业的元年看来真的是到来了。”

“中国机器人的春天已经走过，目

前已经进入火热的夏季，收获的季节很

快就要到来了。”正如山东大学从事四

足机器人研究的李贻斌的评价，中国机

器人行业的发展很快将进入一个新的

阶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大会的贺信

中说到：中国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

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先重点领域。本

次大会强调了发展机器人的重要性，同

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准备拥抱即将到

来的机器人时代的热情与决心，也提振

了国内机器人行业发展的信心。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已为中国进入机器人

新时代拉开大幕，它是中国机器人发展

进入新阶段的一个前奏、一个序曲，中

国机器人行业未来将如何奏响一曲融

合研发、产业与应用的令人沉醉的交响

乐令人期待。

图3 2015世界机器人博览会现场

图4 2015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参赛选手

文/李娜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科技导报社事业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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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机器人，人们想到的首先

是科幻电影、漫画故事中各

式各样的机器人角色，万能

的机器猫、铁臂阿童木、机器人大白、变

形金刚擎天柱等等。当然，以目前的科

技水平，上述的机器人无一可以走入现

实，那现今的机器人技术又发展到什么

样的水平了呢？11月 23日，走进正在

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2015世界机器人

博览会，你会得到非常直观的答案。本

届博览会中，来自中国、美国、德国、加

拿大、日本等 16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

款机器人不仅可以让观众感受到现代

科技的力量，也从多种角度预示着：智

能社会正在逐步到来。

1920年，捷克剧作家卡尔·恰佩克

在剧本《罗萨姆的万能机器人》中创造

了“Robot”一词，“Robot”由捷克语的

“Robota”而来，后者也是奴隶的意思。

随着 1947年第一台机械手的问世，协

助人类完成重复工作、解放劳动力也正

是在逐渐完成“Robot”自身的工作。随

后人们开始探索从代替人到超越人的

道路。1999年，医疗手术机器人系统

——达芬奇问世，该系统由外科医生控

制台、床旁机械臂系统、成像系统 3部

分组成，能以微创法实施复杂的外科手

术；2005年研发成功的四足“机器人”

大狗；2007年投入使用的中国极地机

器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根据功

能的不同，人们也给予了机器人不同的

分类：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与特种

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提升科技生产力
工业机器人指面向工业领域的多

关节机械手或多自由度机器人，主要包

括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喷涂机器

人、装配机器人、码垛机器人、切割机器

人、自动牵引车（AGV）和清洁机器人

等。在本次博览会中，各种各样的机械

臂、机械手随处可见，大到可以搬运玻

璃钢、码放集装箱、装配车辆，小到

IPAD检测、折纸、纳米操作等等。

流线型设计的7轴机械臂

日本Kuka公司展示了一款在售的

机械臂，通过灵活运转的手臂实现了人

机协调，通过内机传感可以进行 IPAD
等设备外接电源或者耳机线等的插拔

操作，工程师介绍称：“这款机械臂具有

独特的7轴设计，通过流线型的外观衔

接，内置有传感器，可以对周围环境进

行感知并定位，在机械臂运转的过程中

可以保持机械手的相对平稳，精确、智

能地完成工作任务。在机械臂受到意

外阻拦时会通过自动感应停止操作，避

免意外损失，除了可以插拔耳机线等操

作外，该设备还可以测试 home键的按

键次数、电子器件的组装包括组装电子

产品手机等。”这款产品已经成功运用

于市场中，在华为、富士康等公司的生

产线中都可以看到。Kuka在工业机器

人领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华

晨、宝马、奔驰等汽车企业的生产线也

是采用了Kuka的机械臂，不过根据产

品需求，在汽车装配上可能6轴机械臂

已经足够了。

自主研发的2维、3维解析系统

深圳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的展位

摆满了画纸，正在由机械手给现场热情

的观众画像。只要观众在展台的白墙

前站定、拍照，传到一边的笔记本电脑

上，该研究院自主研发的2维解析软件

就能通过提取，解析出人的轮廓信息，

产生机器人可以画出的轨迹并发送给

机器人，继而由机器人执笔画出相应的

说

全球智能机器人亮相全球智能机器人亮相
20152015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世界机器人博览会

大会全景·世界机器人博览会

图1 灵活的7轴机械臂 （（杨小舟杨小舟//摄摄））

图2 会绘画的机器人 （（杨小舟杨小舟//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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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这一技术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模式

识别的图像处理技术及机器人的轨迹

规划技术。画像只是为了展示这一处

理技术的可实现性，更换机械臂的话，

机器人还可以实现打磨、雕刻等多项功

能，做到只要有图片就可以进行2维转

换，进而进行操作。

除了2维图像处理技术外，该研究

院还自主研发了3维成像技术，通过多

次拍照，就可以通过传输、提取，形成

3D模型，再使用通用的3D打印机就可

以把3D模型打印出来。除了现场展示

的人脸识别，软件主要的功能是进行一

些工件的加工检测，在流水线生产过程

中，只要通过拍照就可以实时测量模拟

出工件的3维尺寸，避免了目前人工测

量的耗时耗力以及繁琐的流程。

服务机器人引领智能生活
服务机器人指服务于人类的非生

产性机器人，主要包括家庭作业机器

人、娱乐休闲机器人、残障辅助机器人、

住宅安全和监视机器人等。在本次展

览会中，服务机器人的种类不胜枚举，

迎宾机器人、炒菜机器人、送餐机器人、

助老助残机器人还有多种智能娱乐情

感机器人等，这些服务机器人为人们演

绎了多彩的未来的智能生活。

强化体验的迎宾服务机器人

在2015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上出现

最频繁的机器人，可能就是哈工大机器

人集团设计并生产的迎宾机器人，它担

任着整个活动的引导指示工作。该款

机器人造型非常可爱，具有圆圆的头部

和大大的显示屏，下面配有滚轮可以自

由移动。据该集团服务机器人事业部

销售副总裁张文光介绍：“除了迎宾展

示功能，该款服务机器人还具有引导、

带领的功能，进一步开发的话还可以做

到网银转账、间接支付等二级功能，它

作为一个载体，可以开发出适合各行各

业的功能，用于多种场所。”

目前该服务机器人已经成功应用

于银行、机场、酒店等多种场所，在正常

环境下，该机器人通过触摸和语音系统

与顾客进行互动，当应用于银行业务中

时，会预设一些银行业相关的语句，当

客户询问开户、存款等相关业务，机器

人都会很好地做出回答。当应用于酒

店中时，机器人的行走功能就成为了一

个亮点，在住客 check in后，机器人可

以按照酒店设计好的路线，带领住客走

到相应的电梯或者房间门前，增强酒店

的客户体验。

寓教于乐的家庭服务机器人

在展厅中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胖

子”，它就是非常受小朋友喜欢的家庭

服务机器人“小胖”。北京进化者机器

人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小

胖”主要面向4~12岁的儿童顾客，它具

有三大功能，即：娱乐、教育和服务。据

该公司创始人林贺工程师介绍说：“该

款机器人的设计高度与 4~6岁的小朋

友差不多。对于他们来说，小胖具有聊

天、唱歌跳舞这些娱乐功能，再稍大一

点的孩子会把它当成小朋友，提供的是

学习陪伴的功能，像中小学作业辅导，

学英语，讲述寓言故事、十万个为什么、

百科全书等。另外小胖还具有远程遥

控功能，在家长出差时，可以远程控制

机器人运动，跟孩子互动，家中有保姆

的话可以远程查看，有老人的话可以监

护老人。小胖还配有投影，用大屏幕看

电影，相对平板没那么伤眼睛。针对目

前的环境问题，小胖特别配有空气净化

设备，监测并清除空气中的 PM2.5。它

还有自主导航的功能，当朋友来家里参

观的时候，小胖就可以带着朋友认识整

个家。”

目前小胖取得了多项国家专利，计

划 2016年中期面世，由于定位于家用

服务机器人，所以它的性价比也非常

高，只要一个 iphone 6s的价格，随着循

环播放的宣传片和小胖的各种演示功

能，很多来参观的小朋友都非常开心，

现场随处可以听到：“爸爸、妈妈，我想

要一个”。相信“小胖”面世之后应该会

很快走入普通大众的家庭。

拟人化的情感机器人

“石黑浩情感机器人”Geminoid F
在场内有着超高的人气，她穿着黄色毛

衣，拥有细腻的仿真皮肤和曼妙的体

态，甚至能模仿人的面部表情，说话的

时候，身体、眼睛和头都会移动。现场

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Geminoid F是为

了向人们展示一种未来智能机器人概

图3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的

迎宾机器人

图4 可爱的家庭服务机器人“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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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即拥有真人的外在，又可以模拟人

类的情感。对于目前的研究水平来说，

机器人情感模拟非常困难，然而“石黑

浩情感机器人”的出现使这种不可能的

技术走入了现实。目前，这款情感机器

人在日本已经可以实现部分功能的智

能化，但要实现完全智能化，拥有类人

类的语言应对和反应能力，还有待于进

一步的探索和研发。

特种机器人展现尖端科技
特种机器人指特殊环境下的机器

人，主要包括场地机器人，专业清洁机

器人，医用机器人，物流机器人，检查和

维护保养机器人，建筑机器人，水下机

器人及国防、营救和安全应用机器人

等。在本届博览会中，包括侦察、排爆、

武装打击机器人，无人侦察机，航空航

天机器人等逐一亮相，展示了中国不容

忽视的机器人国防力量。

航天机器人凸显尖端实力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展品有着

令人非常熟悉的外貌，那就是1∶3尺寸

的长江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巡视器模型，

在模型背后一直播放着嫦娥探月工程

的宣传片。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

处长桑毅介绍：“关于嫦娥探月工程主

要分为 3期，分别是‘绕、落、回’，绕是

长江一号和长江二号，目前已经圆满完

成；落是第二阶段，在2013年通过长江

三号也已经完成了；回是第三步，需要

在月球上进行采样，在月内用上升器把

它升空，再用地面转移轨道把它运送回

地球上来。这是嫦娥五号，2014年的

时候嫦娥五号飞行实验器已经完成实

验，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就会发射到月球

完成第三阶段的探月工程。”

除了探月工程的相关模型，场内还

有一个近十几米的大家伙也吸引了观

众们的注意，桑毅解说道，“空间机械臂

是目前在研的一个重要项目，主要用于

未来的空间站。机械臂长度达到十余

米，重量达到六七百千克，主要用于空

间站的维护。在机械臂的末端可以连

接宇航员进行舱外作业。目前全球只

有一个国际空间站，但使用寿命也马上

到期了，中国的空间站2016年开始发射

实验，预计到2022年建成，届时全球只

有这一个空间站，宇航员需要太空作业

的话也需要通过中国的空间站进行。”

智能步行机器人协助救灾救险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高峰团队带来

了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六足”系列机器

人，高峰团队主要从事并联机器人设计

理论、新型机器人发明等方面的研究。

此次团队展出了 3款最新研制的六足

步行救援机器人，“它属于仿生设计机

器人，模仿了昆虫的步行方式，在行进过

程中永远有3条腿处于地面之上，持续

保持其稳定行进状态。在腿部采用机械

系统，可以防水、防火，避免因为电路损

伤产生影响等”，高峰介绍说。

此次展出的3款机器人具有视觉、

力觉、识别地形、主动避障、自主开门、

感知外载、自主平衡等功能。高峰说，

“相比于传统的轮式和履带式机器人，

在面对复杂崎岖地形时，步行机器人可

以更好地适应并实施有效的救援。

2015年发生在中国天津港的爆炸事件

敲响了警钟，使我们更认识到在恶劣环

境和复杂情况下采用机器人作业是目

前重要的突破点。”本次演示的六足步

行机器人具有高强的载重能力和敏捷

的行走能力，这也为救援步行机器人的

实际应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本届世界机器人博览会，除了为企

业间相互交流搭建桥梁，为有兴趣参与

机器人沟通交流的青少年人群创造了

良好条件，也为机器人创业用户提供了

合作洽谈机会，更是世界机器人领域专

家、学者、学生交流的优良平台。本届

机器人博览会呼应了“协同融合共赢，

引领智能社会”的大会主旨，从产学研，

工业、服务、特种机器人等多方面展示

了机器人未来的无限可能。

文/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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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玉兔巡视器1∶3模型

图7 在研的空间机械臂

（（杨小舟杨小舟//摄摄））

图8 六足步行机器人

（（杨小舟杨小舟//摄摄））

图5 “石黑浩情感机器人”

Geminoi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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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机器人

大会上，不仅有

专家、学者交流

研讨的专题论

坛，有荟萃世界机器人领域最新产品的

博览会，还有一片专供青少年机器人爱

好者大展身手的舞台——2015世界青

少年机器人邀请赛

本次邀请赛吸引了全球 18个国家

和地区的151支代表队参加，参赛人数

逾 700人。邀请赛共设 2个比赛项目

——国际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2个表演赛项

目：FTC机器人科技挑战赛和FRC机器

人设计挑战赛，都是在国际上有较大影

响的赛事。

参赛者大都还是中小学生，他们在

机器人设计、制作、操控和比赛中的投

入表现，大多是出于纯然的热爱。也正

因如此，这场青少年挑战赛在名家论坛

和名企展会的“夹击”之下，仍然呈现出

毫不逊色的光芒。

赛场片段
“看，5127号正在勇敢地尝试远距

离射门！”“3476号表现突出，每次都挑

战最高篮筐！”别困惑，这既不是足球

赛，也不是篮球赛，而是以“极限抛射”

为主题的FRC机器人设计挑战赛中的

一幕。那些在赛场上闪转腾挪、互相

阻击的选手们，则是6台形似小车的机

器人。

FRC机器人设计挑战赛是美国非

盈利机构FIRST的系列赛事之一，也是

难度较大的一项赛事，参赛队员均由

14~18岁的高中、大专学生组成。竞赛

采用 3对 3联盟对抗的形式进行，各个

参赛队之间既是对手，也是盟友。在

“极限抛射”项目中，参赛队要用自行设

计搭建的工业机器人向高高悬起的对

方球门投掷飞盘。此外，在比赛结尾阶

段，操纵机器人成功攀爬场内竖立的

“金字塔”也能得分。

尽管用来制作机器人的材料、零件

大同小异，但每一台机器人的核心程序

和搭建方式都有所不同，这最终带来了

成绩上的差异。比赛中“表现突出”的

3476号机器人出自美国学生之手，它

不仅移动速度快、投掷效率高，而且每

次都能在比赛结束瞬间迅速钩挂在“金

字塔”上。此外，它还有一项“独门绝

技”：捡盘子。在这台机器人的底盘下

方，安装了一个特殊结构，能将赛场上

掉落的飞盘回收再投掷，大大节约了飞

2015

在青少年中寻找机器人的未来在青少年中寻找机器人的未来

大会全景·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

图1 FRC机器人设计挑战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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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补给的时间。而与此同时，另一台机

器人却因无法接近场外补充飞盘的工

作人员，而“急”得原地打转。此外，澳

大利亚的5331号机器人也是“明星”之

一，它投掷起飞盘来既快又准，赚足了

眼球。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5127号机

器人则专攻远程射击，这样它就能在接

到己方人员递送的飞盘后，无须移动到

对方半场，直接射击，优势也很显著。

比赛最后，由美国3476号、辽宁沈

阳5127号和天津1015号机器人携手作

战的A组获得了决赛冠军。

国内外选手的差别
北京西觅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

引进赛事、为参赛者提供基础器材和培

训等工作。据该公司的销售副总经理

庞洁介绍，这些参赛的机器人是学生们

在赛前 1~2个月里搭建完成的。整个

过程颇为复杂，不仅要针对比赛的题目

进行设计、绘图、编程等，还要自己动手

切割钢板等原材料，并进行精加工，可

谓“动手、动脑，一个都不能少”。因为

机器人的任务是抛射飞盘，发射装置是

最核心的结构，要经过非常精细的设计

才能保证抛射的距离、角度和弧度，学

生们在制作过程中要涉及到物理、数

学、计算机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应用。庞

洁说：“我真心觉得能做到这些的学生

都很厉害！他们制作的很多东西都达

到了工业级水平。”

每台机器人都是学生们的心血结

晶，但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有很多其他

东西发人思考。比如创意、筹谋和操控

熟练度等。就拿美国的3476号机器人

来说，它底部用来捡盘子的装置其实并

不复杂，其他队之所以没有安装，最主

要的原因还是“没想到”。此外，一名裁

判在向记者描述的过程中，也提到“中

国各队的机器人‘长’得都差不多，形态

差异明显较大的几台机器人都是国外

学生组装的”。赛场上，灵巧构思、周全

考虑以及出奇制胜的设计，往往是制胜

的关键。而在这些方面，外国学生似乎

优势更大一些。

对此，国内学生也深有感触。当日

冠军组合A组的成员之一——天津市

第二南开中学晶采队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几名队员向记者表示，来自国外的

队友和对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开放的思维。

在核心原理相仿的情况下，国外一些代

表队做出了更加发达、精巧、稳定的系

统，这些都值得借鉴和学习。

比赛期间，国内外的青少年机器人

同好者们有充足的时间去交流、互动。

在交谈中，这几名中国学生发现，虽然

都得到了校方、老师和家长的支持，但

国内外学生投入在机器人钻研中的时

间仍然悬殊较大。“我们社团每天活动

1个小时左右，一周里用来制作机器人

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半天。而他们（国

外学生）每周的活动时间有 1到 2天。”

按队员王云鹏的估算，国外学生花在机

器人上的时间可能是他们的 4 倍以

上。几位队员表示，他们非常希望未来

能有更多这样的比赛和交流机会，也能

像外国朋友那样有更充足的活动时间。

关于人才培养的思考
一个国家发展机器人产业需要什

么?除了政策鼓励、科技支撑、工业基础

外，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人

才”。人才可以“引入”，但根本的途径

还在“培养”。迄今为止，国内高校还没

有开设独立的机器人学专业，尽管相关

专业的学生不少，但真正能匹配机器人

行业发展需求的研发人才、设计人才、

应用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少之又少。

从这场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可以

看出，我国并不缺少对机器人充满热情

的孩子，他们在比赛中展现出的才华和

意志令人欣喜。而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

里，机器人兴趣社团也逐渐变得普遍。

但是与国外相比，我们的教育土壤

可能还不够肥沃。在鼓励孩子们勤于

动手、勇于创新的同时，传统教育模式

的束缚仍然若隐若现。一个明显的表

现就是，机器人等活动仍然只能存在于

课外社团中，作为“正规”课程的点缀，

而不是对有兴趣、有天赋的学生进行重

点培养的方向。严格限制活动时间的

背后，可能仍是对课外活动影响课业学

习的隐忧。

事实上，正如受访学生所说的，对

机器人的研究不仅没有影响成绩，还有

力地开发了他们的思维，让他们在学习

中游刃有余。也许，适当地模糊课内、

课外的界限，为一些有意义的兴趣活动

留出更多空间，也能让我们的学生走向

更为开阔的发展天地。

毕竟，开放式的教育才能产生开放

式的人才，而在开放式的青少年人才

中，也许就孕育着机器人行业的广阔

未来。

文/李晨阳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报社。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图2 表现出色的3476号机器人及其设计者 图3 赛场上的中国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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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器人联盟目前有50多个成

员，其中有国家协会会员，还有各个国

家的行业会员，他们都代表着世界机器

人行业的重要发展趋势。今天我给大

家介绍一些统计数据，即我们每年在世

界范围内发布的一些统计数据。首先

向大家介绍工业机器人，然后再介绍服

务机器人。

首先看工业机器人的数据情况。

图 1表示世界工业机器人年度供应情

况（2000—2018年），可以看到，最近几

年出现了发展的峰值，而且在接下来几

年会有长足的发展。在该图中，2015
年的数据还没有出现。2014年全球销

售的工业机器人达到 23万个，预计今

年会有 15%的增长。在接下来几年会

有更大增长，因此，在工业机器人数据

上会有持续的两位数增长。

有哪些是应用机器人应用非常多

的行业呢？主要的驱动力是汽车业，这

是传统的机器人应用行业。汽车行业

是机器人最开始得以应用的一个行业，

在2014年销售的23万个机器人当中有

10万个应用于汽车行业。第二大使用

机器人的行业是电子行业，接下来还有

金属、橡胶、食品、制药、化妆品等行业。

从图2可以看出，按区域划分出的

3大区域中，亚洲是现在工业机器人使

用最大的地区，占世界范围内机器人使

用的 50%。其次是欧洲，接下来是美

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机器人的应用在

亚洲增长非常强劲，欧洲、美洲也都有

非常好的发展势头，而且会一直持续

发展下去。

图 3表示使用机器人最多的国家

分布。中国是应用机器人最多的国家，

占比世界总量 56%，2014年销售的 23
万个机器人当中有 56%的机器人是中

国在使用。依次是日本、美国、韩国，这

些国家对机器人的使用都有所增长。

接下来重点看一下中国的情况，我

们可以分析更多的信息。图 4表示机

器人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细分状

况。红色是国际供应商，有斜线的红色

是中国的供应商。近几年，中国供应商

主旨报告

全球机器人调研全球机器人调研:: 正在征服世界的正在征服世界的
机器人机器人
Arturo Baroncelli

国际机器人联盟（IFR）主席

图1 世界工业机器人年度供应情况（2000—2018年）

图2 世界主要区域的工业机器人使用量（2010—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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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日益增强，目前有4万个是国际

机器人的供应商，其他的是中国供应

商，而且中国供应商的数量占比还在不

断地上升。

接下来看看各个国家和区域发展的

状况，如中国台湾地区、意大利、泰国等

（图5）。台湾是新的机器人消费地区，当

然还有法国、墨西哥，这些都是机器人的

重要销售区域。

图 6表示机器人的使用密度。韩

国每万名员工中有478个工业机器人，

日本和德国的机器人使用密度也比较

大。中国的机器人使用密度低于平均

水平。因此可以想象，中国在机器人使

用方面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每万名员

工中机器人的占比还有大幅的上升空

间。中国的机会非常大，虽然中国现在

已经是世界上机器人最大的消费国，但

是消费密度还可以进一步上升。

工业机器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有

哪些？现在面对工业4.0和各国国内的

一些举措，各个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

题：增强沟通、加强对机器人的使用和

机器人间的通信等。所以在工作中所

有东西都在发生变化，而机器人在这个

变化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他的

一些驱动力就是人机协同的需求，我们

可以看到对于机器人，还存在在新的技

术的促进下与人类共同合作的可能性，

可以覆盖各个方面。人机协同变成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型行业，重要地位不

言而喻。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

在机器人使用方面的业务性或简化方

面，此外还有移动机器人。这些新技术

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渐实现，这就是我们

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接下来3年的目标

和流程方面是怎样的呢？我们预测在

中国将有进一步的发展，在美国和西欧

也会有一些较好的发展。亚洲市场的

巨大增长，欧洲市场的增长，都会持续

下去。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市场整体比

较强劲，对于电子行业、制造业以及其

他行业，比如能源效率等领域，机器人

也会逐渐普及开来。

另外一个方面是机器人的生命周

期的变化增强，自动化方面的灵活性也

是驱动机器人发展的重要动力。

接下来是我们对未来3年亚洲、欧

洲、美洲机器人市场的预测（图7）。我

们期待将有较大的增长，这些增长令人

关注，尤其是在中国。考虑到中国的供

图5 各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使用情况（2010—2014年）

图3 世界主要机器人使用国家增长情况（2010—2014年）

图4 中国机器人市场发展情况（2005—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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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以及全球国际供应商，在北美我们

预测同样会有增长，在欧洲还有其他一

些国家，我们预测都会有非常好的增

长。

到底有多少机器人在工厂里工

作？图 8表明，2014和 2015年有差不

多超过 150万个左右，预测未来 3年将

有 230 万的机器人在工厂中得到应

用。并且，根据我们对亚洲的预测，这

其中一半机器人将出现在亚洲。

关于工业机器人，我们用一个词总

结就是“增长”。

工业机器人是 1961年出现的，而

服务机器人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

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启动了一个新的市

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类型的

服务机器人，制造公司有 200多个，很

多都是新兴公司。对于服务机器人来

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家政服务机器

人，二是专业服务机器人。我们首先看

家政服务机器人或者是个人服务机器

人。扫地机器人、修剪草坪机器人等属

于家务机器人，而家庭服务机器人也包

括一些激光娱乐机器人等。总体来讲，

从商业角度出发，有 1200万机器人是

属于家庭服务型的机器人，包括250万
的家务机器人，以及差不多 1000万娱

乐以及激光机器人。所以从数字角度

来讲，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领域。

另外一个部分也是越来越重要，那就是

一些残疾人服务机器人，也将成为非常

重要的领域。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越来

越多的残障人士开始需要这样的帮助，

其次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对这类

机器人的需要和大量普及。我们再看

其他的机器人类别，它们属于专业机器

人，列前四位的分别为安保、医疗、清

洁、水下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领域，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帮助

人们减负的机器人，二是物流当中使用

的机器人。大家都知道医疗机器人是

很重要的，再比如说挤奶机器人，很多

农场都在使用，还有就是移动平台。

我们预测在未来的3年，将会有越

来越多的服务机器人被制造出来，差不

多超过 1500万台，从商业角度来讲会

带来超过200亿的销售额。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非常简单，我

给大家展示了很多数字，但是这些数字

背后还有很多故事。从我30年的从业

经验来看，我见证了很多机器人的发展

进程。机器人是在 1961 年出现的行

业，我们现在正出现在一个机器人行业

的新时代。有一点我们非常肯定，无论

在全世界还是在中国，我们都面临着一

个机器人发展的黄金时代。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史永超史永超））

图7 亚洲、欧洲和美洲机器人市场增长预测（2015—2018年）

图8 全世界机器人使用数量及预测

图6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使用密度（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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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技术机器人技术：：科学与工程的融合科学与工程的融合

主旨报告

Raja Chatila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主席

机器人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它实

现了科学与工程的融合。我们已经看

到了实际应用中机器人的重要性，可以

在很多领域看到机器人的身影。他们

可以替代人类在非常复杂、有害的环境

中工作，并且能协助人类尤其是残障人

士的康复等，这都是非常好的应用。如

何才能让这些功能更加高效并拓展到

真实世界当中呢？

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在我

们有了机器人之后。机器人作为智能

机器与人类进行互动，其必须要处理持

续的观念和行动。这需要完成对冗余

的触动器与感应器的控制以及对知识

进行整合等工作。他们必须对下一步

要做什么做决策。这个过程要适应环

境并协调他们的决策以及学习流程。他

们要一边学习，并且与其他的人进行互

动，一边组织所有知觉性的架构。面对

这些功能我们可能会提出同一个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人类。

对于机器人来讲它们可以做到

吗？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必须

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析。如果单纯地

站在工程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能

够建立这种自动化的自主机器人。但

是从工程科学结合计算神经学的角度

来讲，我们需要模拟人类乃至一般生物

之间互动的方式，例如他们如何互动、

如何作决策。也就是说我们想建立一个

大脑模型。这就实现了科学与工程之间

的连接融合，因为我们可以使用最新的

科学发现，建立更好的机器人系统，更好

地去理解或者设计一些数学的模型，去

解释到底人类的大脑中发生了什么。

这里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冗余操纵

非常重要，在研究当中很重要，在一些

新应用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前人已

经提到，我们需要更多的研发以实现人

类的发展。这就必须解决电机控制、冗

余操纵等非常复杂的任务。一个系统

可以通过多个手指操纵，并进行工作的

分配，使它能够完成一些更加细致的动

作。可以通过研究人类控制学中关于

人类步态以及动作的控制，解决仿人机

器人的设计。让其能够在不同的限制

和环境中完成更加复杂的工作，实现全

面的身体控制。

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机器人和

生物一样可能受到伤害或者被破坏。

所以机器人在出现问题后要能够适应

和重新配置，让它能够像人或者生物一

样进行自我修复。对于人和生物来讲

他们不见得非要了解到是什么情况，但

他们可以适应自然的生活。所以从适

应的角度出发，最初让机器人学习如何

走路这些知识，将这些知识融入到一个

行动的模型中，让机器人有不同的行走

方式。如果在行走过程中局部出现了

故障，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寻找到一种新

的、最有效的方式继续行走。这也是基

于进化论的一些基础知识之上的行为。

机器人如何理解周围的环境？如

何理解要操纵的物体？人类试图理解周

围的物体，不仅对他们进行观察同时对他

们进行操纵。机器人能够理解周围物体

的承受性，不仅能够看到物体是什么样

的，还要真正理解它周围所处的环境。

机器人和人类一样，它们彼此必须

要进行互动，也要与人类互动。我们所

创建的机器人不仅仅是把它们放在火

星上，也要将其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而

且机器人必须能够自主地行动，能够对

人类做出响应。正因为如此，机器人必

须和人类有共同点，共同地完成任务。

共同点意味着他们能够了解人类的一

些指令，了解人类希望他们做些什么，

这样它们可以和人类进行高效的互

动。而且对于人类合作伙伴来说，机器

人的行动必须让我们感到舒服。我们

要把自己放在他人的立场并设身处地

地为他人着想，这一理论是人类和机器

人之间互动的基础。有时人类和机器

人有共同的任务，机器人帮助人类清理

桌子，人会将一些物体放到机器人手

中，因此机器人和人类必须在共同完成

任务时相互帮助。

比如机器人把一个物体递交到人

的手中，这需要构建一个针对人类感知

的模型。机器人根据这个模型把物品

从人类无法触及的区域转移到人类可

以拿到的区域。所以，我们必须创建一

种人机共同完成工作的模型，这样可以

促使机器人以最佳的方式完成工作，以

实现人和机器人的联合行动。

那么我们怎么把机器人的能力、行

动、概念、感知、决策集成到一个单一系

统中，以便以最高效的方式控制机器人

呢？神经科学里讲到的大脑当中特定

区域的一些运作机制对于我们的决策

至关重要。在这个方面也有一些研究

指出如何利用这些大脑的组织帮助人

类作出决策。从神经学研究当中我们

可以设计出一个系统、一种架构，把它

用在机器人身上，把它称之为机器人的

认知架构。该认知架构可以把所有机器

人的设备、能力、模块进行集成，机器人

利用这些模块进行感知和采取行动。另

外机器人还有自己的知识和信息，我们

可以把机器人的感知、信息和环境进行

集成，机器人通过学习和互动来积累知

识，他们根据这些知识作出决定。

来自工程学和神经学当中的一些

理论和模型是彼此互补的，促进了机器

人系统的进一步的发展，使得机器人可

以很好地控制自己并感知外界。机器

人可以作出更好的决定，学习人类并进

行互动。机器人不仅仅对于神经学的

应用来说是非常独特的，机器人科学也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领域。他可以把科

学和工程结合在一起，让我们了解生

活、了解人类，促进人类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史永超史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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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助力中国智能制造机器人助力中国智能制造
王天然

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旨报告

我想从中国对机器人的需求，目前

的状态和应该做什么的分析和判断以

及对中国机器人技术及产业的发展谈

几点看法。

2000年到 2013年的 13年间，中国

进口机器人约100万台，尤其是最近几

年，增长的势头非常快，切实地反映出

中国对机器人的巨大需求，我认为中国

对机器人的需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

个必然阶段，是一个正常的、必然的结

果。

目前，劳动者的工资快速上升，劳

动力短缺。有的地方直截了当地提出

来用机器换人，机器人首当其冲。中国

这些年通过快速的发展，制造业的产值

已经很高，但是质量、效益、水平都还比

较低，跟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全球劳动生产力也比较低，跟发达国家

比差距就更大。所以如果我们要想实

现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提高效率是一

个重要的内容，智能化，灵活度高的机

器人设备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现在对机器人的应用很不平衡。

从地域来看，主要是集中在东南沿海地

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向其他区域扩

充。从应用领域看，首先是汽车和电子

行业，其他领域应用的比较少，现在发

现很多其他领域也有需求。另外，大家

都知道先进制造的发展方向是智能制

造，而机器人是智能制造当中的支撑设

备，我们国家必然的要借助技术进步来

发展我们自己的制造业。最近这些年

以来，我们国家对服务机器人的需求快

速增长，从国家的角度看，需要科学考

察的机器人；从医生的角度看，需要医

疗辅助机器人；在国家鼓励政策的支持

下，相信会有新的机器人不断涌现出

来。面对如此多样的需求。如何快速

提高机器人技术水平，使我们的产品和

产业更好地在中国制造大潮当中发挥

应有的作用，是我们这些机器人从业者

的重要使命。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

开始进行机器人的相关研究，很多单位

参与其中，而且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

其中有些科研成果已经成功的应用。

比方说科考机器人，到南极进行过科学

考察；水下机器人，到大洋深处进行过

海底观察；移动机器人在救灾和反恐防

爆中得以应用；旋翼无人机已在国家电

网的检查当中发挥了作用。中国科学

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也是最早开展机

器人研究的单位之一。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的机器人

研究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所研发的技

术和产品在很多单位都有应用。比如

已经在核电站应用了机器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功开发出脑

外科手术应用机器人，已经进入临床应

用阶段。

目前，很多在工业上应用的机器人

已经被研究出来，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很多也已经在实践中应用。

我总结的这些例子说明：通过这些

年的努力，我们在很多领域和方向已经

取得了一些应用成果，同时也说明我们

还有相当多的差距需要去努力追赶。

那么，我们的产业究竟如何呢？

2013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对中国机

器人产业做了分析。他们觉得中国机

器人产业创新比较弱，规模相对比较

小，竞争力比较差，中国的工业对于机

器人产业发展的支持能力比较弱。我

觉得这个分析是非常中肯的。

但我同时也认为，中国通过这些年

的努力，已经基本掌握了工业机器人设

计技术并积累了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经

验。现在机器人产业在发展当中，迅速

成长出很多机器人公司，虽然这些公司

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但

是他们为将来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目前，有一些公司已经在

市场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实现

了良性的循环。

服务机器人是庞大的领域，中国在

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现在比较起来产

业还比较少，这个产业在酝酿和发展

中。新松机器人公司，是上市公司，也

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广

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除了做工业机器

人产品外，还做机床控制器；广州启帆

工业机器人公司也是最近几年发展比

较快的；还有南京的埃斯顿自动化公

司、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北京

的遨博、深圳大疆创新科技公司和深圳

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他们是我国机

器人企业的代表，反映了现在中国机器

人产业的大致情况。

由于大家共同努力，最近几年中国

机器人的自给产能无论数量还是产值

都有所增长，但是所占份额很小。我们

的应用虽然开拓了许多新领域，但是所

做的工作技术上来看多数都是做搬运

的，所以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

为了促进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健康

发展，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产品质量监督与

检测检疫总局都非常支持这项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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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相继成立了包括中国机器人产业

联盟在内的一些组织，希望他很快变成

一个行业协会，现在他已经成为国际机

器人协会的接口单位。成立的其他单

位还有检测与评定中心、质量检验中心

等等。

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企业要努力

壮大自己，就是要扩展新的应用领域和

提高自己的产品水平。另外就是应该

看清新的发展方向，增强创新，抓住机

遇，发展自己。这是做大做强的最重要

的手段。我单列出来，是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予以特别注意。因为新需求会产

生新的技术，产生新的机器人。下面谈

谈我们机器人企业应该注意哪些发展

方向。

制造业向智能制造发展已经是共

识，智能制造向现有机器人提出了新要

求，现在的机器人还不能够满足现代的

智能制造要求，更不能满足往前看的智

能制造要求。另外技术进步特别是信

息技术进步为机器人进步提供了支持

和保证。同时学科交叉也给机器人发

展提供了机会。当前由于产品的生命

周期越来越短，用户的个性化制造要求

越来越强烈，给机器人提出了新要求。

现在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只有两年，为

了生产新产品更换生产线要 100天、

200，这是不能忍受的。汽车生命周期

已经由5年缩短至3年。为适应新产品

的生产，更换生产线，以月计也是不能

忍受的，希望能以天计，最好能在几天

之内完成，这样就需要灵活、快速的生

产单元，这对机器人企业提出了新要

求。要使现在的机器人企业改变现有

的生产方式，能够迅速进入新的生产当

中，机器人企业要完成这个要求，一个

重要的事情是国际间能够快速标定，现

在用信息技术做三维建模已成为一个

方向。

机器人进入新的移动系统中，不仅

和机器相联系，还要和控制系统相结

合。现在信息系统包括网络系统不断

地影响和进入到机器人生产系统中，如

何将这些系统迅速连接在一起也是当

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现在的工业机

器人实际上是没有手的，我们在工作中

都是根据具体对象设计具体的末端执

行机构来工作，到现在为止是有效的，

但是，人们一直希望能够发明一个廉价

的、通用的“手”，这件事情还得继续努

力。

智能制造的发展要求机器人和人

的关系要发生改变。为什么这样说？

现在的机器人和在汽车行业上的应用

顺风顺水，用得很成功。即使是现在的

造船、造飞机，这些企业的零部件都是

用高精度的生产系统加工出来的，但是

在装配的时候，相当多的情况下需要人

类亲历亲为，目前机器人还不能满足这

方面的需求。劳动密集型产业希望用

机器替换这些人，但结果发现现在的机

器人并不能轻易替代所有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中的工人。现在的机器人在很

多场合并不满足要求。在制造业，现在

的工作方式就是手工作坊。

我们面临着一种选择，或者做全自

动化的生产线，或者设计一个手工作

坊。人和机器人合在一起，有人提出混

合自动化，可能是很合理、很高效的生

产方式，这就要求机器人和人融合。服

务机器人领域情况也是一样，回想 15
年前，那段时间服务机器人有很大进

展，但当时的乐观估计现在没有实现，

服务机器人更需要机器人和人很好地

融合。所谓的与人共融，就是能在同一

自然空间里工作，能够紧密地协调，能

够自主地提高自己的技能，能够自然地

交互，同时要保证安全。实现这样的与

人共融的机器人，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就

会改变，是一种朋友关系，可以相互理

解、相互感知、相互帮助。

要做与人共融的机器人就要把人

的符号化能力、学习能力、预见能力、自

我调节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与机器的精

准、力量、重复能力、作业时间、环境耐

受力结合在一起。当然我们可以看得

更远一点，现在在大尺度上机器人和人

一起融合，将来可能在生物电信号的解

析、生物反馈控制人机协调和本体结构

设计和在更远的未来在分子尺度上人

与机器人共融。

机器人是智能制造的支撑设备，必

将助力中国的智能制造发展，满足中国

的民生需求。与人共融是下一代机器

人的本质特征。各个学科的交叉结合

将为机器人带来新的发展机会。所以

我们应该关心它、抓住它，为人类服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史永超史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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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的现在与未来机器人的现在与未来

主旨报告

Michiharu Nakamura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主席顾问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网络

中充满战争，同时在实体世界中不断地

出现社会创新和进步的时代，特别是机

器人行业，横跨了工业、医疗、灾难救

助、物流、自动驾驶以及其他各个领域，

快速的发展正不断地改变着社会与人

类的活动。我们能够看到日本的机器

人在Edo时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不

断地服务于富有人群，并且后来慢慢在

大众中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下面的这

个机器人是19世纪发明的（图1），同时

Toshiba先生成立了Toshiba制造公司，

这是东芝集团的前身。

日本有比较长的工业机器人发展

历史，差不多超过了半个世纪。美国发

明了第一个工业机器人，后来日本也制

作出了类似的工业机器人。机器人的

制造业及半导体、集装箱等行业也越来

越多地呼唤使用机器人，再后来日立出

现了第一个焊接线路机器人。

日本在服务机器人研发方面也有

比较长的历史，在索尼的AIBO系列中

使用了家族机器人。机器人与人类进

行的互动越来越多，并且不断地挑战自

我，这些均依赖于精准的控制模型、人

机互动技术和语音识别等技术的发展。

机器人发展的第 3个技术浪潮是

机器人实现了更多更丰富的服务。这

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意义和挑战，比如说

机器人真空吸尘器，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了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正在向社会更丰

富的领域介入。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

会上，日本将展示出新的机器人技术，

在社会当中机器人将成为我们最主要

的一个主题。

在日本，最早的工业机器人是于

1969年制造的Kawasaki-unimate，这是

大规模生产中在集装线上做焊接的机

器，可以实现汽车生产的连续性、可靠

性和准确性，在集装线当中得到广泛应

用，现在保管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机器

人越来越深入到制造行业当中，并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制造中的可靠性

替代了很多的人力。

预计全世界范围内工业机器人的

供应将快速增长。根据 IFR报告，2014
年机器人销售增长 29%，达到 229261
万台。日本是机器人开发和生产大国，

但是由于中国以及其他的一些新兴发

展中国家的增长，某些制造业正逐渐地

开始向中国或者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转

移。比如电子行业，这是最主要的使用

工业机器人的一个行业。

在成功发明工业机器人之后，我们

也有其他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机器人的

应用，比如服务机器人甚至宠物机器

人，这是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的发展。

AIBO是索尼开发的，他引起了巨大轰

动，受到日本家庭的喜爱。还有机器人

乐园也成为了机器人使用的新领域，并

且现在建立一些类人形机器人，它们有

更好的控制技术，当然这个技术并不是

特别复杂和精密，在这个技术当中我们

追求与人的互动，并且能够实现人工智

能，还有机械方面的控制。

Cyborg类型的机器人是一种新的

发展趋势，通过人类大脑的仿真，对人

类大脑进行一种外骨骼延伸，我们看到

这种应用有越来越多的发展，并且有一

些系统已经可以使用这种材料，帮助人

们进行康复，在一些医疗中心中使用很

多，其中的一些人机互动非常好，可以

帮助人类康复。在德国机器人康复系

统已经被医保覆盖。

在商业应用方面，包括真空吸尘器

等，经过 20年的改革，自从 20世纪 80

图1 19世纪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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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之后，我们已经形成了先进机器人

的一个新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

时代充满了变化，不光是在日本，在全

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着快速老龄化的问

题，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挑战。对于

老龄化来讲，其中包含了低出生率和人

类寿命延长，并且在工作人口数目减

少，越来越多的社保支出等问题。另

外，我们也面对着越来越多的严重灾

害，这给我们带来了基础设施的严重损

害。安保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随着

信息通信技术的进展，根据美国未来学

家的一些预测，CPU和存储性能的表现

会越来越好，成本将逐步降低，计算机

的性能将会有进一步的改善，也会给我

们带来在人工智能方面更广泛、更深入

的应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最近启

动了新的战略，这一举措是实现 21世

纪机器人革命，包括现代化机器人技

术，重新进行机器人的定义，并依靠自

动化、信息终端及联网实现快速发展，

使机器人可以应用在汽车或者消费电

子、手机甚至家庭当中。我们对机器人

的利用将越来越多和充分，不仅在制造

业当中，还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机器人

给我们提供新的价值，克服社会问题，

加强竞争力。根据这样的政策，日本希

望能够发展成为全世界的机器人创新

中心，并且能够使用机器人技术去提高

在护理以及医疗照护基础研究方面的

世界领导力，达到机器人在利用 IT以

及大数据方面的领先能力。

日本的机器人发展计划的目标设

定在2020年，其中包括各种改革，如制

造业、服务业、医疗保健、农业、食品工

业、基础设施、灾难救助、建设行业。

机器人是个跨学科行业，包括机械

工程、人工智能、电力控制等，所以我们

必须要实现技术的重新定义，包括集成

驾驶技术、感应技术，来不断地实现新

技术和现代技术的融合，包括纳米技

术、生命技术和制造业信息等。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最近的一

些发展倡议和发展提案。首先是自动

车辆项目，它可以帮助我们大幅度地减

少交通事故，这是一个跨领域的创新，

由日本政府支持。在该项目中最重要

的是促进这些自驾驶车辆的发展，到

2020年希望能够实现大量自动驾驶车

辆在路上出行。这样的车辆发展对于

提高公路的安全性非常重要。我们必

须要把这样的项目放在议事日程上，为

实现完全自动化车辆的发展，我们必须

要解决社会学的问题，还有人文学的问

题，我们正在进一步加强研究，以便提

高人们对全自动化车辆的接受程度。

日本现在推出了一个 Fukushima-
daiichi项目，日本 20世纪 80年代出现

了大量核项目，后来出现了核泄漏事

件，现在我们建立了事故响应机构，可

以解决生化和核方面的灾难。日本出

现了福岛核泄漏事故，在这之后，我们

从 2013年开始促进技术的发展，进一

步响应核泄漏事件，进行事件的预防。

我们首先强化了预防能力，防止出现这

样的核泄漏事故。其次，可以利用机器

人在出现事故时进行事故现场响应。

机器人在出现高危的电厂中可以发挥

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进入事故点进行

调查，也可以去救援受事故影响的人

员。灾害救援机器人是现在我们发展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通过发

展突破性的技术，可以促进该领域得到

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我们要进一步地促进人机互

动，我们的目的是发展能够给人类带来

更多帮助的机器人，机器人必须要能够

和人类共生，共同发展。我们可以发挥

各个结构的作用共同合作，为了实现比

较好的人机互动，当然必须要去发展比

较好的新材料，这样可以使机器人与人

类互动变得更加安全。我们有一个人

类测试的机器人，是由日本的一位教授

在一个项目当中研究出来的。这个机

器人和人类的沟通真的让我们感到特

别的震惊。

当然，我们也要去促进远程机器人

的发展。Susumu tachi教授来自东京大

学，他研究了怎样把传输的技术纳入到

机器人当中，这样可以增加机器人对压

力、震动和温度的感知。把该技术和远

程沟通相结合，也可以用在远程医疗和

购物，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最基本的机器

人的研究纳入到国家政策当中。

最后，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服务机

器人的安全评估。日本2010年12月建

立了机器人安全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去

制定服务机器人安全的检测标准，增强

他的安全性。在研究服务机器人方面

必须要满足这样的安全标准，也要促进

全球安全标准的一体化和标准化。在

该研究中心的协调下，我们开展了非常

多的现有服务机器人的安全评估工作，

众多机构参与其中。服务机器人是多

种多样的，出行辅助机器人及一些其他

机器人已经进行了安全测试。当然，我

们也要考虑国际机器人安全标准，为建

立 ISO的国际机器人安全标准，我们必

须进行合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史永超史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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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限机器人技术超限机器人技术：：应用与挑战应用与挑战

主旨报告

席宁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及 John D. Ruder讲席教授

机器人属于多学科、综合性的领

域。机器人发展的动力来自2个方面：

一是新技术发展的推动，二是新应用的

拉动。这 2个方面推动和拉动了机器

人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们从新技术的

出现和新应用的出现来谈一下机器人

的发展。

当机器人最开始出现的时候，机器

人和人在同样的环境里进行工作，发展

机器人主要的目的是代替人。由于信

息技术的发展，从机器人简单的代替

人，发展到现在可以扩展人的能力，机

器人除了能够干一些人能干不想干的

工作以外，还能干一些人干不了的工

作。比如机器人联网后，我们可以通过

网络控制远处的机器人做一些人够不

着、摸不着的事情，所以信息技术给机

器人的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提供了

新的应用。

另一方面，纳米和微纳米技术的发

展也给机器人提供了新的应用领域。

比如在微纳米领域，最具有挑战性的问

题就是环境非常小，我们要操作的位置

也非常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现在

机器人把原来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变

得能看到、能摸着，扩展了人在微小环

境里的加工能力。生物技术的发展也

给机器人提供了很多新的应用领域，但

是生物领域跟传统的制造业不太一样，

因为细胞生活在特定的生理条件下，要

把机器人技术推广到这个领域，不仅是

操作的物质很小，环境也很特别。所以

从这3个方面讲，机器人能够扩展人的

能力，能够克服距离给人带来的困难，

也能克服尺度给人带来的困难，还能够

克服环境给人带来的困难，比如生理环

境。综合起来，机器人除了简单的代替

人以外，还能拓展人的能力，这就是我

们所说的超限机器人，超越人的限度，

克服距离、尺度和环境给人类带来的困

难。以下为具体工作。

首先，信息技术给人的发展带来了

什么新的机遇和应用？机器人最重要

的应用就是自动化，机器人是自动化的

工具。但是要达到自动化的目的，首先

要有机器人，同时还要有传感器，这两

个东西结合起来才能产生自动化。因

为通过传感器可以把物理世界的信息

变成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作决

策，反过来作用到物理世界中，这就是

自动化的过程。

现在机器人和传感器变成了一个

从信息世界、数据和物理世界中间的交

互工具，所以机器人从简单的代替人的

工具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基础设施，这个

就是信息技术发展带给机器人的新角

色。

通过机器人联网，我们可以形成所

谓的物联网。机器人通过传感器可以

监测环境，同时还可以通过物联网和机

器人远程使用设备。这样可以把原来

距离给人类带来的困难通过机器人技

术和网络技术克服掉。同时还可以通

过网络进行一些医疗的诊断和治疗，通

过网络让机器人做一些安全和国防方

面的工作。

我们通过网络和机器人的结合，进

行远程的感知和操作。网络不仅能够

传播信息、数据、声音等多媒体信息，现

在通过网络还可以传播动作、感觉。把

这些动作、感觉和传统的声音、图像结

合起来，这就叫做超媒体。

这有什么应用呢？首先，可以通过

互联网支持远程医疗服务，进行乳腺癌

的远程诊断。我们知道乳腺癌传统的

诊断手段是通过X光诊断，但是X光诊

断只能诊断出80%左右的肿瘤，由于肿

瘤的位置和大小的不一样，有20%不能

通过X光诊断，要通过医生用手摸的办

法来诊断，这个就跟医生的经验很有关

系。在很多边远地区没有这种有经验

的医生，我们通过机器人技术和网络技

术结合起来，医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诊

断。机器人不仅可以操作，本身还有传

感器，可以把病人身体上的感觉通过网

络传到一个远程的地方，通过装置再现

出来。这样医生在远程通过装置和机

器人就能够感觉到机器人感觉的信息，

医生就可以直接对这个病人进行诊

断。通过网络和机器人把病人和医生

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在制造方面，现在很多工厂都是由

于劳动力价格的原因设置在别的国

家。比如说美国汽车的座椅是在美国

设计的，但是可能在墨西哥生产，所以

要对座椅的质量进行检测。检测的方

式是人摸这个椅子，感觉软硬程度进行

打分，判断这个椅子达没达到要求。在

远程的情况下，设计人员可以通过带有

传感器的机器人摸这个椅子，把感觉通

过网络传过去，设计人员在远程摸这个

装置，跟直接摸这个椅子的感觉是完全

一样的，就可以进行质量控制以及帮助

他们进行设计。通过机器人和网络技

术就把生产和设计中间的距离缩短

了。同时，我们还可以用这种技术进行

客户定制，比如你现在去买车，每个椅

子都是一样，但是如果有这个机器人技

24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报道特刊 www.kjdb.org

术，通过数学模型把感觉再现出来，买

车的时候可以一直摸，直到选出合适

的，然后根据数据造出一个椅子，满足

你的需求。这里主要的观点是通过机

器人技术把设计、生产和用户之间的距

离缩小了。

微纳米技术给机器人的发展有什

么推动和新的应用呢？我们知道微纳

米技术的发展重要的方面是出现了很

多新的材料，如纳米碳管、石墨烯，把这

些材料变成有用的装置，比如传感器、

电子元器件，其中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制

造过程。制造过程中需要有工具和一

些加工过程，还有车床、铣床和装配的

过程，但是在微纳米领域，由于材料尺

寸非常小，看不到也摸不着，就给加工

带来了很多困难，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

开发一些新的工具和新的制造手段，这

样才能把微纳米材料变成有用的元器

件。

机器人技术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作用，帮助人们把原来看不

到、摸不着的，变成了能看到、能摸着

的，还可以进行装配和生产。我们开发

了一套微纳米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可以

把纳米环境中物质之间的作用力直接

拓展，让操作者可以感觉到，这样可以

直接控制微纳米机器人，对微纳米尺度

的物质和材料进行操作，而且可以自动

的进行操作和装配。

通过纳米机器人的操作，我们可以

自动地把纳米颗粒进行移动，装配成你

设计的形状。如图1所示，左面是CAD
模型，设计了一个三角形，把纳米线弄

成三角形，把三个纳米颗粒放在中间。

由于这个设计，可以自动转化成机器人

的装配程序，纳米机器人自动按照一定

的顺序把这个材料装配起来，整个过程

是自动的。这里的纳米线的尺度只有

100 nm，相当于头发直径的千分之一。

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开发了一套生

产制造系统，直接对纳米线的加工进行

装配。首先是把纳米线和纳米碳管做

成传感器，包括从材料的选取、装配、电

特性的测试到分装的整个加工过程，由

此制造了一个红外传感器。由于纳米

线有很多独特的性质，比如热噪声非常

小，灵敏度非常高，所以用纳米线做出

的红外传感器灵敏度高，而且由于它的

热噪声小，也不需要冷却系统，所以能

够做出高灵敏度、小体积的红外传感

器。要做到这一点主要的困难是必须

有可靠的加工装配手段，因为纳米碳管

必须做得非常小，传统的做法根本没有

办法装配出纳米红外传感器。

再讲一个纳米机器人在生物医药

领域的应用。机器人技术最成功的应

用领域是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

90%的工业机器人都用于汽车制造过

程。而生物医药领域的产值远远大于

汽车行业，但是在新药开发的过程中，

很多过程都是人工的。对于装配汽车

而言，一般的技术工人达到高中毕业水

平就可以了。但是在新药开发过程中，

研究人员至少要大学毕业，很多是硕

士、博士，所以开发成本非常高。怎么

把这个过程自动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工作，是今天医药行业面临的一个很大

的挑战。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希望怎

么把机器人技术用于新药开发的过程。

主要解决 3个问题。一个是传感

器感知的问题。在新药开发中试验做

新药，要有办法测量药效，这是一个感

知的过程。同时要有一个操作的过程，

就是把药放到指定的地方，控制整个过

程。怎么把原来在汽车制造业的技术

用于新药开发呢？如果能够做到这一

点，经济效益会非常高，但是这面临很

大的挑战。汽车里面的零件都是人设

计的，尺寸都一样，有误差，但是很小，

是一个结构化的环境，对机器人做高速

重复性工作是很有利的。但是在新药

开发的过程中要实验，可能在细胞上试

验，每一个细胞长得不一样，位置也不

一样，是非结构性的环境，怎么克服这

个环境，能够把机器人用于新药的开

发，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问题。

现在开发一个新药要用 10~15年

的时间，要花10~15亿美元。像辉瑞制

药这样的公司每年只能开发出 1~2个

新药，花费的钱很多。新的疾病却不断

出现，研发药物的费用越来越高，出现

的新药越来越少，是人类面临的很大挑

战，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途径就是把新

药开发的过程自动化，如果能够自动

化，带来的效益是非常高的。

整个汽车行业的价值是 8650亿美

元，人们估计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产生

了 6560亿美元的价值，如果不用机器

人、自动化，现在的产值也就2000多亿

美元，自动化和机器人带来了 6000多

亿美元的产值。如果用同样的模式到

制药工业中，会比汽车产值大，可以达

到 9800亿美元，但是目前制药行业自

动化程度非常低，潜在的价值有 6800
多亿美元。如果能够成功地把机器人

和自动化用于新药开发，产生像今天汽

车工业这么大的应用，能够创造五六千

亿美元的价值。

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工作，开发

了一套自动化系统，就像今天的生产自

动化一样，不是装配零件而是开发新

药。传送带送来的都是细胞，用机器人

把药物放在细胞上是一个操作过程，同

时进行测量，看药物的效果。在短时间

内对大量的药物直接在细胞上进行筛

选可以提高新药开发的效率。要做到

图1 纳米机器人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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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需要操作、传感、控制，这就是机

器人技术在里面起到的作用。

下面举 2个具体的例子。一个是

我们跟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合作进行的研究。我们知道淋巴癌是

非常致命的一种癌症，死亡率非常高，

但是现在人们开发了一种靶向治疗药

物，这种药物在淋巴癌细胞上有一个靶

点，叫CD20，他是一个受体，如果把美

罗华这种抗体结合到CD20的受体上，

就可以把癌细胞杀死。这个对放疗和

化疗都有好处，因为做化疗不管是正常

细胞还是癌细胞都杀死，把人的免疫能

力破坏了，所以副作用特别大，但是这

个没有副作用，所以叫靶向治疗，他只

杀癌细胞。但问题是有很多人虽然患

有同样的淋巴癌，但是没有治疗效果，

有些人却很有效果。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问题。如果能在治疗之前预测治疗

的效果，对医生进行确诊有很重要的参

考价值。但是在治疗之前怎么能知道

治疗效果呢？现在我们就开发了一种

技术，把病人的瘤细胞取出来，用纳米

机器人把美罗华的抗体抓起来，直接放

到CD20的受体上，然后进行测量，看看

能不能把癌细胞杀死。我们发现同样

的癌细胞，CD20和美罗华的结合率是

一样的。如果结合率太小杀不死癌细

胞，如果结合率大就可以杀死。有了这

项技术就可以在治疗前把病人的癌细

胞取出来，进行测量，看看美罗华能不

能把癌细胞杀死，如果能够杀死的话，

我们再进行治疗。这样就能预测治疗

的效果，不仅节省病人的费用，同时也

节省了很多时间。具体来说，纳米机器

人把美罗华的分子抓起来，放到病人

CD20的受体上进行测量，通过对测量

结果的大量统计，会获得数据，知道当

结合率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治疗结果

是怎样的，这样给医生提供重要的信

息，对于癌症的治疗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

再有一个工作是帮助新药开发。

我们知道很多人的听力不好，是什么原

因呢？人的耳朵里有一种绒毛细胞，我

们说话的时候，绒毛会震动，绒毛通过

震动打开了与细胞上的离子通道，然后

离子进入细胞，从这个细胞传到神经

上，人们就能够听到东西，这是听力的

过程。很多人的绒毛细胞有问题，机械

震动以后打不开离子通道，就产不了离

子电流，所以就会听不到或者某些频道

的声音听不到。在治疗这种病人时，可

以通过实验就知道哪种细胞有作用或

者没有作用。做到这一点要有方法，第

一要把药物放进去，第二要对细胞进行

测量，还要有办法测量离子通道。我们

开发了一套系统，通过纳米机器人推动

绒线，同时测量离子电流。在小的环境

中，我们就可以对药物进行高速的筛

选，开发出新的药物，就可以治疗因绒

线细胞障碍而产生的听力问题。

今天讲这几个例子主要想说明一

点，机器人技术除了代替人以外，更重

要的是还能拓展人的功能，能够做一些

人做不到的事情。通过跟信息技术结

合可以在远处进行感知和控制。通过

纳米机器人可以在微小的环境中进行

感知和控制。机器人能够克服由于距

离、尺度、环境给人带来的困难，然后进

行操作和控制。机器人除了代替人在

我们的范围内有广泛的应用以外，还在

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环境里，机器人

同样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创造很大的

价值，为人类做出很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史永超史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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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我们从DarpaDarpa机器人挑战赛中机器人挑战赛中
学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主旨报告

Jun Ho Oh

韩国高等科学技术院（KAIST）类人机器人研究中心主任

大约是三四个月之前，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举办了一个大型机器人挑战赛，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参赛的体验。

2011年，日本东部出现了地震和
海啸，当时也出现了核泄漏，我们必须
要进行疏散，在出现这样的事故之后日
本政府决定要部署灾害响应机器人，美
国军方也派遣了一些机器人来帮助应
对这样的灾难，但是他们发现这些机器
人受到了一些门和墙体等障碍物的阻
碍，没法进入到大楼中，而且他们也没
法与这些机器人进行通讯，这些灾害响
应机器人无法应对人为产生的灾难。
Darpa（美国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划来解决未来我
们可能会面临的复杂问题。

首先，假设机器人必须能够去驾驶
常规的车辆，并到达灾害发生地，从车
辆上下来，然后去清理路障，这样才能
够进入到灾害区域。

一旦进入到大楼，他们必须能够打
开大门，进入大楼之后，机器人必须能
够沿着非常陡的梯子或者楼梯往上爬，
当有一些墙体阻碍了他们前进时，他们
必须能够在墙体上敲一个大洞以便穿
行过去，如果一些管道泄漏，他们必须
能够自己关掉阀门。最后这些机器人
必须能够去解决一些出其不意的问题，
要做一些事先界定好的工作。

为了促进活动的开展，Darpa决定
要对机器人挑战赛投入上亿美元资金
进行支持，选择了7个团队来帮助他们
解决这些问题。每个获选的团队会获
得3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每个参与者
也都可以获得同样的资金支持，我们把
它称为 TrackA。TrackB是团队进行机
器人操作来解决前面遇到的挑战，一旦
参赛，他们会获得 100万美元的资金。
韩国政府、日本、欧盟有3个团队，韩国

政府决定要参加机器人挑战赛，并提供
了400万美元金的支持；日本政府也提
供了几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欧盟也提
供了资金的支持，机器人挑战赛3年的
资金支持达到1.1亿美元。在该挑战赛
当中，我们开展了几次活动。初选赛是
在 2013年 6月，2013年 12月进行了预
赛，2015年6月进行了决赛。

这些机器人是参加挑战赛的机器
人。图1左边的是Atlas，是由美国一家
公司发明的。最右边的是HRP平台机
器人，是日本的代表机器人，它主要是
针对工业设计的，是人机共同合作；旁
边的 Jaxon是日本的机器人，这个机器
人在 2013年 12月份预赛获胜后，公司
被谷歌收购；还有来自美国宇航局的机
器人Robosimian，这个机器人研发的目
的是为了在月球或者火星上进行施工，
他也在太空当中进行过一些作业，是太
空作业的机器人；还有Chimp机器人，
是卡耐基梅隆大学发明的；还有来自意
大利的机器人Walkman。这个DRC—
HUBO是我专门为此次挑战赛所组装
的机器人。挑战赛一共有 25个团队，
有 7个Atlas机器人，还有 2~3个 Jaxon
机器人，有 4个HRP机器人，其他的机
器人也有几个。

挑战赛是从图 2右上角标识的步
骤开始的，首先必须要把机器人放到车
辆上，机器人必须要开车，然后进入到
目的地，接下来要从车辆上下来，进入
到大楼当中。在这个地方他必须要转
这个阀门，接下来要拿工具在墙上敲一
个洞，在这里它还要应对一些意料之外
的状况，必须要穿过特定的障碍物，最
后要从大楼上成功地撤出，离开救援
地。

这个任务最难做的就是组织者下
调了通信的带宽，通常需要一秒钟的时
间才能获得比较好的视频图像，但是一
旦他们进入到了大楼当中，WiFi的带
宽就变成了一万分之一，传一个图片需
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因此，机器人必须
自主去决定，没有外部的支持。操作室
离现场有 500米的距离，因此，操作人
员无法知道现场发生的状况，他们也不
知道现场这些机器人是怎么运作，因为
当时WiFi通信信号非常弱的。

25个团队中，有3个团队一个小时
之内进入到了A点，最快的团队用了44
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卡耐基梅隆大
学的团队是第2位，我们是第1位，很多
团队没有完成任务。

25个机器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

图1 参加挑战赛的机器人 图2 挑战赛顺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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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造价可能在 100~200万美元之
间，可能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才建造完
成。他们行走得非常漂亮，操控也非常
好，在实验当中他们表现的特别好，但
在现实当中却会不断地摔倒，会出现这
样那样的故障，很多人对于这样的结果
感到特别失望。

灾害响应机器人在进入到灾害现
场之前实际上遇到了非常多的障碍，因
为它们遇到了真正的灾害。在我们实
验室当中这些机器人表现得特别好，但
是在真正的现场，它们可能会遇到非常
多的障碍和困难，因此在实验室和现实
世界区别非常大。究竟发生了什么样
的状况呢？我们发现有几个原因造成
了机器人的故障。大部分是系统和硬
件的故障。当我们制造机器人的时候，
让机器人在实验室当中行走是很容易
的，但是在任何地方让它们随时都能够
行走是很难的，因为有时候这个系统并
不是特别可靠。我们发现两足行走对
于机器人来说并不是特别安全。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机器人自己行
动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一旦机器人要和
环境进行互动，它可能会遇到非常多的
障碍。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
子，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机器人要开门，
对于机器人来说，开门这样的一个动作
做起来是最难的。因为大多数的机器
人擅长定位，如果你让机器人待在一个
位置是可以的，而如果让机器人自身去
模仿人类，或者自己去做一个事情实际
上是很难的。我给大家再稍微解释一
下，开门意味着这个门本身有一个门
闩，它要是以门闩为中心点让这个门旋
转，在开门的过程中这个机器人就得按
照开门的轨道做同样的动作，在这个轨
道当中它要考虑到机器人和门以及在
门闩位置的关系，如果这个计算轨道错
误的话，就打不开门。如果这个轨道是
能够吻合的，就可以开门。如果不能够
配合，机器人的手指头和胳膊很容易在
开门的过程中就碎掉了。在很多的开
门试验当中大家可能都曾经见过机器
人是非常容易损坏的，所以这个过程非
常困难。我们认为需要用人工智能完
全自主地做一些事情来实现这种自动
化和监管之间的和谐。有些事情可能
不见得这么成功，因为在过程中一些沟
通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中间会存在一些
延迟，有时候视频反馈又可能出现一些
问题。自动化和监管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操作员会出现一些错
误，在现实世界当中操作员本身也非常
重要。以我们为例，我们的胜利点主要
是在比赛之前做过一些测试，我们尽可
能一个接一个解决这些问题。在首尔
我们制造了一个非常稳健的机器人平
台，包括像电力方面、内部的通信等。
另外我们还有非常强劲的视觉控制
器。视觉系统非常容易出错误，视觉控
制器在这个系统当中用到的比较多。

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通过操作系
统进行机器人编程。我们暂时没有使
用 IOS系统，IOS系统太大了，很难学
习。另外系统本身是非常复杂的，需要
有非常多的支持。还有机器人的控制，
实际上也是需要与周围的环境结合在
一起，比如说开门、拉一辆小车、把一张

纸放下等，这些与环境有非常大的相关
性，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些情况。

我们建立的平台，有很多不同的方
式。零部件在内部也有非常好的散热
能力，我们还有内部的水冷系统或者气
冷系统，就像汽车一样，里面会有一些
驱动的散热单元。我们要让这个机器
人有高灵活度，它应该非常流畅地与周
围的环境进行结合，在视频当中能够看
到他的一个运转的过程，你可以看到这
个驾驶的方向盘和机器人的位置不是
固定的，他们想测试一下看这个机器人
是如何来驾驶的，但是你看到机器人试
图想把方向盘拉到自己驾驶的位置，这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机器人上下车需要一个算法。这
个机器人如果扶住车辆的上沿往外跳，

如果设置不合适可能会导致胳膊断
裂。当然它可以取决于机器人和车辆
的距离，以及机器人与地面的距离，有
很多控制的决定因素，但是由于这个过
程中有很多的跳动是被动的，所以我们
要考虑到中间的一些动力和摩擦以及
与地面的高度等等。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机器人自己
是如何平衡自己的身体的，在出现干扰
的情况下它内部的控制，让它能够抗击
外部的冲击，而且它还有能力能够在砖
上面进行行走。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其
他的实验，如图 3。机器人是在走，当
它感受到前面有一个障碍的话，可以让
倒下一边的手臂放松，避免一些相应的
伤害。如果前面有障碍的话，它可以这
样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让自己的身

体平衡，而且它需要对地面的情况进行
建模。这里有非常多的通信干扰，还是
比较低频、低带宽的通信。另外一个是
它的适应性。它在走的过程中有时候
可以跪下，要利用它的走动和滚动的方
式，利用不同的环境，在跪的过程中使
用下面的轮子进行滚动。

HUBO的视觉系统。这里能够实
现一个平衡，它能够找到这样的平衡实
际上是非常难的，我们可以让机器人容
易地测量到距离，给的指示是需要拿什
么东西，其他的部分都是自己完成的。
比如我们让他左手拿这个工具，他就可
以测量出他和这个物体的距离。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史永超史永超））

图3 机器人HU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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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未来1010年的机器人大挑战年的机器人大挑战

主旨报告

Paolo Dario

意大利圣安娜大学生物机器人研究所主任

我来自意大利非常古老的地区

——Tuscany地区，它和中国一样有几

千年的历史，并且有很多历史文化遗

产。下面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几

年的工作，希望在不改变过去的同时实

现发展。我们希望把这些历史的文化

遗产保留下来，这是非常大的挑战，如

何在应用机器人的同时，又能够让我们

的环境、我们的社会关系，尽可能地保

持生机蓬勃，过和原来一样的生活，这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在这样一个小城里面，机器人正被

应用在幼教、医院、康复、海洋以及环境

等方面，还用在治疗一些儿童早期疾病

当中。下一代机器人将会产生非常大

的影响，这个影响甚至可以和互联网媲

美，甚至超越互联网。问题在于这些机

器人革命的秘密何在？除了工业机器

人和服务机器人的进展，我们还应该看

到一些机器人更深层次的发展。因为

机器人拥有这样一些潜力，不仅能带来

一些技术方面的变化，同时还能实现一

些用途方面的变化。

首先，我们谈一谈科学和工程，对

于机器人来讲，科学和工程应用在了生

物机器人以及仿生机器人方面。我们

回顾一下机器人发展史，在 20世纪 70
年代我们就看到仿生学的缺失。由于

现在机器人被引入了荧幕，特别是一些

仿生机器人在电影当中出现，人们开始

更多地考虑人与机器人之间的通信能

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仿生学方面

栩栩如生的机器人，这是未来的趋势。

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和工程学必

须要更多地融合在一起，它们代表机器

人发展的未来，这里有明确的路径，科

学主要涉及到发现，发现是在不同的科

技领域的杂志上发表的非常多的科技

成果，如《自然》《科学》《新科学家》杂志

等。而工程是一种发明，大家可以在杂

志上看到很多工程学的成果。在这里

工程学和科学结合在一起，当我们谈到

科学的时候往往指出必须要有这些文

献的发布，而在谈工程方面的时候，往

往在另外一些杂志进行发布，我们必须

把科学和工程进行很好地融合。

机器人实际上越来越多地成为科

学的一部分，现在有非常多的机器人成

果是发表在科技领域的杂志上。另外

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工程学的成果

和机器人结合在一起。科学和工程对

于机器人的未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一位教授，我非常喜欢一些模型，

我喜欢进行环境的建模，对这样的情景

建模。像这样的研究，生物机器人实际

上是生物系统，包括空气、阳光、大海

等。作为工程师我们确实会对这些系

统进行建模，这样我们可以找到设计的

原模，可以利用这些原模设计机器人，

可以设计灾害响应机器人、康复机器

人、手术机器人等。有一些机器人的设

计并不是针对现实应用的，而是针对研

究和实验，他们是科学的工具。我们还

可以设计出人造的器官、感官、肢体等，

这些也可以作为生物机器人。这就是

我们对生物机器人和工程学发展的看

法。

我们参与组织了一个机构，主要研

究对自然的理解，该机构由意大利和其

他国家的工程师共同组成。在1958年
的时候仿生学出现了，我们的类生命系

统可以去复制自然系统的一些功能和

特征，这就是仿生学的内涵。1989年，

我建议并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在研讨会

上我们讨论了仿生学。在那个时候，这

个领域的出版物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

这个领域的出版物数量众多，出现了长

足的发展。当时我们和 IIT的一位同事

进行合作，那时候我们都非常年轻。现

在生物机器学和仿生学是非常成功的

领域，有很多实验室在开展这方面的研

究，包括一些中国的科研机构也正在开

展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和天津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个领

域在中国也是非常流行，很受欢迎。

这里有非常多的人都针对生物学

和仿生学开展了研究，还有非常多的杂

志发表了文献。最近仿生学研究人员

非常成功地制造的一些假体、假肢。他

们利用机器人的工具制造假体，使人类

从中受益匪浅。

科学上的一些发现最终可以真正

促进我们进行技术的创新，我们必须要

沿着这样的路继续往下走。比如数字

蜂窝的系统，就是科学和工程方面非常

好的结合。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探索，去

探索一下机器人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

发现一些新的规则。实际上很多新规

则发现的方式，最开始是有一些现象，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些假说、建模，然后

进行试验，最后是对我们的发现和假说

进行检验。机器人是一个科学的应用

工具。

这是一个例子。我们这个项目主

要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出一个模型的实

用性，我们发明了这个模型，它可以帮

助我们进行几个阶段的视觉操控，我们

利用机器人来进行模型验证。这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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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的项目，我们实验室和其他机构

进行了神经科学的实验。我们可以利

用这样的试验建造新的机器人。

另外一个问题是预测。预测在大

自然当中非常重要，科学家非常了解预

测的重要性。我们在机器人当中也可

以利用这样的功能，可以按照同样的方

法进行对动物的试验。比如说蚯蚓，可

以对他进行试验，深入的研究了解每一

个动物物种背后科学的问题，譬如说在

这里的问题就是要了解这类昆虫的移

动状况。在一个科学的杂志当中发表

了相关的文章，因为我们是发现了一些

新的东西。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观察

了这种蝗虫是怎么跳的，它的跳跃有着

独特的方式，在生物学杂志上也发表了

文章。

选择行为和决策过程是怎么样

的？可以调查所有生物当中的特征，然

后把这些特征在机器人身上进行应

用。还可以看到章鱼，实际上章鱼可以

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知识，它不需要骨

骼，也不需要太多的中枢系统帮助控

制，我们可以把这些生物上的发现都应

用在机器人上。

在这个例子当中，是利用它的软体

进行运移，我们在研究这些动物都是怎

么移动的，我们进行了密切的观察，有

了重大的发现，章鱼是利用它的肌肉进

行移动和调节的。这里章鱼一部分的

肢体可以僵化，一部分肢体进行了转

化，就像是腿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行为，当然我们了解了它的这种行为，

在机器人的原型当中也进行了模拟。

我们可以把科学的问题和工程上

的应用结合在一起，看看工程学上的应

用是否成功。这里介绍几个成功的例

子。一个是来自蚯蚓的模型，最后是把

它应用在无痛结肠镜检查当中。另外

一个例子是来自章鱼，还有一个是涉及

人体假肢的。我们可以利用前面所提

到的蚯蚓模型应用在临床上和工业

上。我的机构也发表了很多文章，把我

们的科学发现实现工业化，最后实现临

床应用。我们所做的一项研究，是把他

用在内窥镜的检查当中，我们按照同样

的原则进行了结肠镜设备的设计，可以

让我们实现结肠镜的视觉化，而且是无

痛的，这样无痛的结肠镜检查已经在

1500多个患者身上进行了测试。

我们接下来看章鱼的模型，我们把

生物学上对章鱼的发现转化成生物医

学的机器人进行了具体的应用，这也是

内窥镜。在人体假肢方面，我们希望能

够实现让我们的大脑控制假肢，现在是

能够这样做的，在左面我们植入了一个

神经系统（这个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

表了）。人的大脑可以去感知假肢僵化

的程度和硬度，从而可以去进行抓获这

样的动作。这是在另外一个行业的应

用，我们把它称为Azzurra，在中国现在

得到了应用。在2015年我们希望能够

去真正地实现38个肌肉和关节的功能

性模拟，让假肢的功能和使用方式都得

到一个突破。

最后，从人类关节到真正的外骨骼

应用，这里我们用了人类模型的控制模

型。将神经仿生学回环用在可穿戴的

机器人手臂当中，通过这种方式来更好

的理解关节的一些动作，我们可以更加

有效地实现能量的利用。关于机器人

伴侣这方面我们认为也是非常大的挑

战和机遇，我们也在开发新一代的机器

人，它可以帮助人类从儿童期到成人，

一直到老年，这也是非常大的愿景，尽

管是有很多障碍，我们需要实现集成和

简化。

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最重要

的一些工程化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通过

仿生学和动物机器人，这是我们的梦

想。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在形态学的计

算方面，这是一个核心概念。我们可以

看到这个的机器人，他是在进行这样一

个形态学的仿生。我并不是说这就是

我们在总体上追求的目标，但至少这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其中包括

了 5个最主要的驱动力来驱动我们对

于机器人方面的宏大挑战。

其中有一个就是强调了传感器的

重要性，这也是我们在几年之前就遇到

的一个挑战，我们需要找到低能耗并且

非常可靠的传感器。

第二个驱动力是改变身体。最近

《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入了“机

器人材料”的概念。

第三个驱动力是与网络的互联，这

也是一项革新，不仅在网络当中，同时

在网络之外，甚至是机器人网络之外。

第四个驱动力就是关于资金方面，

欧盟投入了 35亿欧元，也是最大的在

机器人研发方面的投资，中国对机器人

研发也进行了投入。在美国、日本、韩

国，很多方面都在进行竞争，甚至一些

私人公司像谷歌也进行了大量的机器

人研发的投资。

第五个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方面

的发展。丰田公司最近有人工智能方

面的研究，把他安装在汽车当中，这里

有一些例子，关于在形态学计算机的发

展，发展出这种智能的设计，这将对于

疾病的控制以及解决残障方面的康复

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就是在

社交方面的重要性，法律方面的实践，

产生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终通过机器人自动化实现GDP的增

长、降低劳动力的负担，给我们带来更

多的闲暇时间。最后，我是一个愿景

家，我希望把所有的资源融合在一起，

做基础方面的研究，并且能做一些全球

的机器人方面的研究。现在欧洲正在

促进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的发展，也将

帮助我们实现全球机器人方面举措的

发展。

最后的总结，这是一个新兴的、跨

学科的技术研究行业，是在人类科学和

技术方面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业。机

器人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服务、新的行

业，并且机器人作为颠覆性的技术，不

仅是技术方面的发展，同时也能够带来

科学和技术进一步融合。我们希望，机

器人的革命将会从我们今天这个会议

开始，不仅对于中国，而是对于全世界，

帮助我们进一步促进全球的合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史永超史永超））

30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报道特刊 www.kjdb.org

机遇与挑战机遇与挑战———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
深度思考深度思考

主旨报告

曲道奎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热点，但目前

为止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机器人发展

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在国际机器人产

业大背景下，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展如

何？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下面谈

一谈目前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最新进展。

我的文章要讲4个部分，第一是机

器人遇到的重大挑战；第二是中国机器

人产业的深度分析，包括市场、技术以

及应用；第三是机器人的重新定义和机

器人未来发展；第四是小结。

机器人遇到的重大挑战
机器人现在遇到了一个重大挑

战。这里用机器人与市场来说明这个

问题。现在机器人的名气，无论是从技

术上还是从未来战略上都到了无以复

加的高点，但机器人发展了半个多世

纪，他在市场上的真正表现怎么样？机

器人是名不副实还是名副其实？

机器人是20世纪最大的技术发明

之一，可以称之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

珠。同时，机器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争

相发展的高新技术。机器人未来将改

变我们的制造模式，将改变我们的生活

方式。机器人的重要性已经到了无以

复加的地步。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

展，机器人现在在市场上的表现又是什

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为止

机器人的拥有量不到200万台，而中国

一年的汽车产量为2000万台。机器人

作为一种产业或者产品，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机器人作为这样一个重要产品

在半个多世纪的保有量不到200万台，

这与他名气的差距之大令人惊讶。

这是为什么？2009—2014年是世

界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全

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机器人逆势增

长，全球的增长率接近 30%，中国的增

长率接近 60%。近几年进入了机器人

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的表现尤为突

出。2013年中国成为机器人全球最大

市场，2014年中国市场增幅 54%，仍然

保持全球最大市场。预计未来 10~15
年，中国一直会保持全球最大机器人市

场的地位。更关键的一点是中国的机

器人保有密度还没有达到国际平均密

度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的潜力巨大。

我们再分析一下，为什么机器人技

术这么重要，但是机器人整个市场表现

又这么不理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机器人技术的严重滞后。成本、价格只

是一方面的因素，而真正的因素可能在

技术上。

从市场表现数据可以看到，机器人

全球平均密度是 0.62%，中国只达到

0.3%。实际上在机器人替代人的比率

里，我们认为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全球

平均 99.38%的工作还是人来做，机器

人在里面的替代率只有 0.6%多一点，

在中国 99.7%还是人作业。由此可以

分析为什么这么大的工作量机器人不

能替代，原因在哪儿？这里一个关键点

是机器人技术。很多领域因为机器人

技术无法支撑，不具备条件，机器人根

本不具备替代人工作的条件，而不在于

成本和价格，在于产品功能和性能不能

满足真正制造业大批量刚性需求。

机器人现在能做什么？现在典型

的工业机器人，缺少感知系统。一般的

视觉、力觉还有其他感知，现在的机器

人都没有。机器人还缺什么？缺少灵

巧性。真正制造业里很大一类工作，特

别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几乎都是靠人的

灵巧性，这恰恰是今天机器人所欠缺

的。机器人既没有感知系统，又没有灵

巧的操作系统，按照人类来讲，机器人

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残疾人，这样的人类

会被基本排除在就业范围之外，这就是

今天机器人的现状。

今天的机器人在这种现状下能做

什么工作？只能在结构工作环境下做

程序化、规定性的工作。真正需要灵巧

性的工作或者在需要变通的环境中，机

器人都无能为力。这个问题导致了很

大一类工作机器人无法承担，包括典型

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大家说未来机器

人一个重要发展领域在于3C（通讯、电

子、消费类），需要劳动者用双手或者手

指从事的灵巧性的工作，但是机器人做

不了。再有工作性质不一致的工作机

器人也做不了。还有一大类特种性的

工作，没有一定规范，机器人也做不

了。真正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行业机器

人全部无能为力，主要是技术问题。

还有一类是机器人的安全问题。

机器人和人类现在不能协同工作，机器

人工作必须在一个笼子里围着，由于安

全性的限制又把很大一类工作排除在

外。除了制造业外，现实生活中，包括

养老、助残、医疗等领域，今天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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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无能为力。刚才很多专家在谈未

来机器人在这个领域怎么发展，但在今

天这确实是一个解决不了的大问题。

特种领域机器人的作用。一个是

人类的替代、一个是人类能力的拓展，

在这个领域现在机器人所做的工作也

是刚刚开始。目前，因为众多技术的限

制使机器人只是局限在制造业很窄的

一部分里，这也回答了为什么机器人发

展了半个世纪全球只有 200万台的问

题，作为一个产业来讲是微乎其微的。

针对这个情况，下一步机器人技术突破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机器人的作业能力，从灵巧性

入手；二是机器人的自主决策能力要增

加；三是机器人的交互能力，不像过去

靠编程、靠键盘，而是通过其他交互方

式，通过这个来解决机器人在复杂环境

下的作业，解决机器人与人的共融性，

还要解决与作业决策相关的自主意识

问题，要重点解决机器人的交互能力问

题。这几个技术突破以后，机器人才会

摆脱只是作为一种机械设备在专用领

域应用的现状，从而进入广泛的市场。

机器人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要经

历 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算智能。

现在的机器人主要体现在编程、计算，

以轨迹计算为主。第二阶段是进入感

知智能，各种传感要进来，提高机器人

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第三阶段是认

知智能，这个比较长远。这 3个阶段，

当下机器人重点发展的是第二阶段

——感知智能，可以实现机器人在制造

领域或者外部环境的适应性。认知智

能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眼前需要重点

突破的是感知智能领域。

现在机器人具备两大属性，第一个

属性是机器人的机器属性或者机械属

性，机器人到目前重点发展的是这个属

性。第二个属性是人的属性，即智能、

智慧、灵巧性。今天可以说机器人正处

在一个由机器向人的转折点，也就是智

能的提升。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
中国成为机器人最大市场，中国的

机器人公司一夜之间从几十家发展到

几百家。我掌握的数据是，现在中国有

一定影响力的机器人公司可能有 700
至800家，这是短短三五年间的爆发式

发展。中国机器人的量上去了，发展速

度上去了，我们的质在哪儿？中国机器

人的内涵是什么？图 1表示 2014年中

国机器人市场国内外企业的增长率表

现。左边蓝色的是国外机器人公司在

中国的增长，增长率为 47%，红色是中

国本土企业的增长，增长率为77%。右

边的这个比较，把前一年的统计作为参

数样本，去年机器人企业继续保持了这

个发展速度，不考虑增量，中国原有存

量公司的增幅是 25%。这说明一年之

间新的增量公司做了很大贡献，也就是

新一年产生了很多新兴公司。

我找到几个关键数据说明中国机

器人存在的巨大问题。如图2所示，包

括 3个方面：一是机器人技术层面，机

器人的复杂程度，多关节机器人国外公

司产品占了国内市场的 90%。二是机

器人作业难度，现在机器人更多体现在

焊接，在焊接领域国外占了84%。三是

行业应用，真正机器人的高端应用主要

集中在汽车制造业，在这个领域国外公

司占了 90%。中国企业制造的机器人

大多是做搬运、码垛的工作，可能在家

电领域或者金属制造领域也有些应

用。通过两个 90%和一个 84%的数字

说明了中国机器人在技术层面，也就是

机器人的复杂度，在作业层面，在应用

行业现在都处于比较大的劣势，也就是

说国外企业占主导地位。

将来很可能在产业链中中国企业

的产品处在低端应用领域。另外就是

市场边缘化，很多主流市场，中国企业

可能进不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

以现在中国企业的问题是产品在高端

市场产业链的低端化和市场的边缘化。

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包括核心部件

设计技术、编程程序技术、控制技术、应

用作业技术。关键部件有驱动器、伺服

系统、高精度的减速器等。感知系统包

括视觉、力觉等。中国的很多企业或者

大部分企业在核心技术、核心部件、感

知系统关键的工艺技术都是欠缺的，所

以存在将来技术空心化的大风险。我

们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但真正的核心部

件存在空心化，另外在应用里我们很可

能低端化，在主流市场很可能存在边缘

化，存在这“三化”的风险。

机器人产业，我国大的开发区、产

业园现在有 30多个，有机器人概念的

上市企业超过百家，和机器人有关的大

小企业已经有上千家，主要的企业有七

八百家，这说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

规模已经发展起来了，真正需要做的是

怎么提高和改变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

品以及我们的市场应用。现在产品的

质量提升是摆在中国机器人产业面前

最大的问题，由数量、速度转变为真正

的质量、内涵，这是中国机器人发展的

最大问题。

中国机器人产业到底应该发展到

什么程度，我想和各位分享新松公司在

这个领域最新的成果。

图1 中国机器人市场国内外企业增长率（2013—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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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松已经成为机器人产品线最全

的企业，包括工业机器人、清洁机器人、

特殊机器人、移动机器人、商务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我们完全可以做工业 4.0
的解决方案。新松作为全球上市公司，

市值已经是全球第三位，ABB、发那科、

新松，也是这几年成长最快的企业。新

松的产品有了比较好的地位，新松 2/3
的产品在外资外企中使用，现在出口

23个国家，完全改变了中国产品在低

端应用，很难走出国门，在这一点我们

走在了前面。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同时中国

也成为了全球机器人竞争最激烈的战

场。中国机器人产业里的企业数量近

几年飞速增加，但我们的质量需要有一

个大的提升。中国机器人产业存在三

个大的潜在风险：一个是技术，很可能

要空心化；二是应用的低端化；三是市

场边缘化。这三大潜在的风险，中国机

器人企业必须重视起来，要解决好。当

务之急是中国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企业。一个国家没有国际级的龙头

企业不可能在国际上占据优势地位。

中国政府现在要打造机器人相关

的大平台——研究开发平台、检验检测

平台，还包括其他的标准平台，这都是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需要的支撑。

机器人的重新定义和新一代机器

人的发展
工业 4.0带来一个新的概念，对产

品的重新定义，虽然产品名字没有改

变，但是产品内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现在问什么是机

器人，这是非常难回

答的。我们看看机器

人发生了什么变化。

首先看工业 4.0
和机器人。工业 4.0
是非常热的一个概

念，但是很多人不知

道 伴 生 工 业 4.0 的

M2.0，现在工业 4.0要

伴生第二次机器革

命，这当中典型代表

是新机器人。传统机

器人的使命是支撑前三次工业革命，作

为大设备的支撑。第四次工业革命必

须有新一代机器人支撑，必须满足物物

相连、物物相通，满足数据、网络、云这

些新的要求，所以就有一个大的变化，

我们称之为新一代机器人。

现在，智能制造时代已经来临，表

现为几个基本特征。第一，美国的再工

业化，美国物联网的革命，包括欧盟的

工业4.0以及日本的复兴战略和日本的

机器人新革命，以至中国制造 2025，这
一切都标志着全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大智能

的变革，核心是智能。我们在智能制造

这个大范畴内需要一个大模式的变

革。第二，为支撑智能制造需要有智能

设备，同时设计手段包括管理手段的数

字化、智能化，这是大的系统的变革时

代。

推动这个时代进步的动力在哪

儿？或者说新工

业革命发展的驱

动 要 素 又 是 什

么？首先是技术

驱动。机器人今

天的现状是技术

不能提供支撑，

很多功能、性能

满足不了需求。

新一代机器人首

先在技术上有了

新支撑。包括网

络技术、传感、大

数据、新一代材

料等，在技术上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第

二是市场导引。产能过剩，产品的个性

化、定制化需求，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

这一切都需要有新的制造模式来支

撑。传统的制造模式，大批量、大规模

的制造模式在新市场环境下已经过时

了。第三是社会的倒逼因素。无论是

环境、劳动力成本，还是其他各个要素

倒逼我们必须进入新的制造模式。技

术、市场、环境使我们进入了新的制造

业革命的时代。

这个阶段需要的机器人已经完全

变化了。传统的机器定义为可编程的、

多功能的、有自由度和灵活性的高端设

备，是机械设备的范畴。新一代机器人

的定义摆脱了设备概念，已经成为了人

类真正的伙伴，无论在制造业还是日常

生活、特殊领域，机器人一直伴随我

们。新的机器人和传统机器人在内涵、

功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按照

这个定义，麦肯锡做了大分布（见图

3）。制造业只是机器人的领域之一，另

外医疗、国防安全、服务生活等领域是

机器人未来发展的大空间、未来的大市

场，几万亿美金的市场，是整个机器人

市场的新范围。

按照新的机器人定义和新的范围，

世界各国都把新发展机器人产业作为

国家发展战略。机器人是多种高新技

术的综合集成，机器人的发展几乎代表

一个国家综合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发展

阶段。机器人技术对制造业、对国防安

全、日常生活有巨大的支撑作用，这是

图2 多关节机器人、焊接技术和汽车行业应用

机器人国内外对比

图3 麦肯锡的机器人产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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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复合机器人

机器人和其他产品的巨大差别。机器

人的发展具有持续性。任何技术和产

品都有它的发展阶段和生命周期，但机

器人的发展几乎看不到终点，应该是伴

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和持续。

按照这样一个新的变化，我们再看

中国机器人在近阶段有哪些新变化。

以新松为例，新松最新的智能化生

产机器人的工厂是用机器人生产机器

人，包括了智能物流系统、信息化管理

的仓储系统、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的智能

制造过程，完全形成了工业 4.0的制造

模式。

图 4表示离线编程+精确力控制，

实时记录机器人的力矩，对打磨轨迹和

界面进行实时记录和反馈。

图 5表示机器人通过视觉自动定

位实现动态抓取。两个机器人通过力

传感器进行自动精密装配，机器人在装

配过程中力矩和位置随时进行变化。

图6表示Clean-room robot的集成

应用。

图7表示移动机器人，包括搬运

型、装配型、室外机器人的应用。

图 8是我们最新开发的复合机器

人。过去是分离的，现在解决了机器人

在移动过程中完成精密的操作问题，把

过去的两种机器人复合在一起。这种

机器人推出时间很短，但是市场上已经

有大批量的订单过来了。

除了制造业机器人的进展，现在又

最新推出了服务机器人，并已经大批量

推向市场。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餐饮服

图4 离线编程和精确力控制 图5 视觉自动定位系统

图6 Clean-room机器人应用 图7 移动机器人应用

务机器人，代替服务员点餐送菜。现在

同步进行地图重建，这样可以使移动机

器人具备可行性。过去是要做标识的，

现在完全实现了实用性。过去，机器人

很难识别前面是人还是障碍物，现在通

过人脸识别技术，就知道这是一个人，

怎么对人进行交互，怎么避障。这实现

了在复杂环境中移动机器人的可用性

和实用性。

最后我想利用最新开发的柔性轻

量机器人作为今天报告的结束。这个

机器人有轻自由度，可以跟人协同作

业，具备感知能力。过去机器人和人必

须要独立、分离，现在利用感知系统，机

器人完全可以跟人进行交互、协同。

机器人新的定义或者是重新定义，

开辟了机器人发展新的时代，我们认为

传统的机器人从技术层面已经走到尽

头，但是机器人的产品还会持续10年、

15年，因为中国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发

展相比，具有一定的错位和滞后性。另

外，机器人现在已经不单单是在制造业

使用，已经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更关键的一点是现在传统的机器人已

经进入到低附加值的时代。我们现在

正处在机器人转折的关键点上，传统机

器人需要升级换代，新的机器人产品逐

渐成熟进入市场。机遇和挑战并存，但

是相信我们机遇要远远大于挑战。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史永超史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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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的 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论坛上，
第一阶段“战略与趋势”部分的最后，一
场高峰对话拉开帷幕。对话由德国汉
堡科学院院士、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张建
伟（以下简称张）主持，参加对话的嘉宾
有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教授Alois C.
Knoll（简称 A），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
Lynne Parker（简称 L），KUKA 研发总
监 ，euRobotics AISBL 副 主 席 Rainer
Bischoff（简称R），以及来自中国哈尔滨
工业大学的教授赵杰（简称赵）。本刊
摘录了本节高峰对话的部分主要观点，
以飨读者。

张：我们非常兴奋地迎来了机器人
发展的新一轮高潮，请问各位嘉宾，今
天我们来重新谈机器人的研发，有什么
更好的机会？

L：在机器人领域，我认为物联网、
云计算是新的方向，尤其云机器人面临
着研究的挑战。我在机器人领域工作
了 30年，对机器人目前的发展感到震
惊，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云机器人未
来将在量和质的层面都会带来突破。

A:机器人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会，
比如环境感知技术，这是人工智能领域
对场景的理解，人工智能在计算的技
术、方法上将会有长足发展，这在30年
前是无法想象的。

R：我想机器人领域会出现新的范
式，那就是机器人与人的密切合作。

赵：十几年前，我们只有工业机器
人可以谈到产业，其他包括家用机器人
等还谈不上产业。近10年来服务机器
人产业发展很快，可以预言，未来服务
机器人产业的产值要大于工业机器人，

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服务机器人还有
很多关键技术需要突破，这个时候云技
术出现了，我们可以通过云端的服务来
解决这些问题，这也为服务机器人的发
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张：请各位预测一下，今后最受市
场欢迎的机器人会出现在哪些领域？

A：智能机器人将不断发展，农业
机器人的应用我想会是未来值得市场
期待的一个领域。

L：我想会是安全性更高、更高效
的机器人。

R：有感知的能力、面向未来一些
工厂的机器人。

赵：从中国的情况来讲，我认为助
老助残机器人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前
景。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
中国总人口的 15.5%,预计到 2050年，
中国60岁以上的人群将突破4亿，助老
助残机器人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当然这
类机器人目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攻克，
但它仍然具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张：服务机器人在几年内可以超过
工业机器人的产值？

A：我想在5年之内。
R:从数量来讲，非工业机器人已经

超过工业机器人，但是从产值来讲，我
想需要10年的时间其产值才能超过工
业机器人。

L：10年
赵：10年
张：我的观点可能相对不够保守。

我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过程会
大大加速，我想可能不需要那么长的
时间。

张：各位嘉宾对中国机器人产业发
展有什么样的观点和希望？

A：中国机器人领域发展的宽度和深
度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研究人员非常活
跃，未来他们将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L:中国在自动化领域有着悠久的
历史，机器人的发展源头即来自于此；
中国的机器人在不断发展，未来还将有
强劲的发展势头。

R：我 1999第 1次来到中国，这些
年来中国机器人的发展令我感到震惊
和不可思议。我想唯一的建议是，在机
器人领域合作非常重要，机器人制造商
不要自己去开发一个轮子，而是要多多
合作和使用已经成熟的技术，其中当然
包括跨国合作，放眼世界将是条很好的
发展道路。

赵：我想分别对政府、机器人研究
者和机器人生产企业说 3句话。对政
府要说的是，通过过去 10年的经验总
结，我们要真正区分什么是政府主导，
什么是市场主导，政府一定要主导机器
人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突破，其他一些
事情就交给市场来办；对机器人的研究
者要说的是，研究机器人一定要与需
求、实际应用市场相结合，一定要注重
技术的实用化和低成本化，只有这样才
能有好的产品；对中国的机器人制造企
业来说，要能够尽快地走出低水平的、
重复的尴尬局面，能够使我们的机器人
性能提升，能够走高端化和高附加值化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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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机器人““战略与趋势战略与趋势””高峰对话实录高峰对话实录

高峰对话

图1 “战略与趋势”高峰对话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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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机器

人“产业与应用”高峰

对话在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富士康科技集

团自动化总经理戴家

鹏、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副总裁白相林、Smok⁃
ie Robotics 董事长谈

金东、上海智臻智能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小 i 机器人）创始人

兼董事长袁辉出席高

峰对话，美国密歇根州

立大学电气及计算机

工程系教授席宁主持

对话，并向 4位嘉宾分

别提问。本刊对嘉宾的主要观点进行

报道。

主持人主持人：：工业机器人的发展经历了

三四个从高潮到低谷的过程，您 30年

前就开始研究工业机器人，经历了工业

机器人发展的整个过程。这次机器人

的火热发展与30年前有何不同？对工

业机器人下一步发展有何预测？

戴家鹏戴家鹏：：工业机器人是为制造业服

务，它不只是制造机器人，而且可以维

修、服务、再生等等。现在的环境与 30
年前有了变化，大数据与网络的快速发

展，会促进机器人的发展。制造业有起

有伏，从经验来看，每七八年就会发生

变化。

中国机器人市场虽然现在火热，但

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其主要原因

是：1）目前机器人的很多应用正在展开

或者进行尝试，但是它们过几年可能就

会被淘汰；2）工业机器人在工业生产中

使用时并不能拿来就用；3）下一个阶

段，工业机器人的制造方式会有改变，

将会用更少的机器人和设备来增加产

能。不过，整体来看，机器人产业是会

增长的。

主持人主持人：：目前制造机器人的公司很

多，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如何在这种竞争

的环境中显示出优势？

白相林白相林：：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的目标

是搭建机器人研发与产业化平台，提供

一种模式，在该平台下为机器人相关领

域的人才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使他们

能够以各种形式加入公司。哈工大机

器人集团致力于机器人的核心技术与

高端应用，提升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整体

水平。

目前中国对机器人的市场需求很

大，要将中国从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

国，就需要各企业通力合作，而不是相

互“搏杀”。

主持人主持人：：您在美国密歇根理工大学

做教授，后来又来中国创建公司，原因

何在？

谈金东谈金东：：当时在美国从事机器人的

研究，不可避免就需要机器人，但是当

时机器人的价格非常昂贵。后来自己

做了一个机器人，不仅节省了一大笔费

用，而且性能还很好。接着就产生了创

业的念头，北京的创业环境非常理想，

不仅有较好的人才，而且公司也得到北

京市门头沟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基金

方面也较容易获得支持。

主持人主持人：：从机器人发展历史来看，

服务机器人并不是近期才提出的。它

过去并没有成功，但是现在却已走向市

场。从您的角度来看，促进服务机器人

新的发展机遇的原因是什么？

袁辉袁辉：：服务机器人是机器人市场中

“皇冠上的明珠”，它未来的市场不可估

量。它的核心分为3部分——感知、思

考、运动，而真正的核心在于思考，因为

它需要与人进行交流、互动。从广义上

来说，未来所有的机器都会变成机器

人，比如电视机等机器都需要与人交

流。

我们做了 15年的研究，服务机器

人现在还很“年轻”，未来有很长远的路

要走，它的终极目标是“无所不知，无所

不能”，它的应用将从大到小、从商用到

个体式，它的发展有个渐进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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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机器人““产业与应用产业与应用””高峰对话实录高峰对话实录

高峰对话

图1 “产业与应用”高峰对话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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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专家、朋友们：

机器人技术创新暨团体标准专题

论坛作为世界机器人大会的重要内容，

由中国科协、国家工信部和北京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中国电子学会承办。来

自中国及世界10余个国家机器人技术

界、产业界和标准化领域权威专家，围

绕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标准化交流合

作以及机器人产业发展，开展高水平的

研讨交流。在这里，我代表世界机器人

大会执委会和中国科协，对论坛的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嘉

宾、专家们表示诚挚欢迎和良好祝愿！

机器人技术创新是机器人产业发

展的核心推动力，促进技术创新，推动

产业发展，保持竞争优势均离不开技术

标准作为桥梁和纽带。可以说，技术标

准是技术创新成果的重要体现和应用

标志。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很大，但整体

上呈现技术创新不够、技术标准不足的

情况。本次论坛以技术创新和团体标

准为主题，抓住了机器人发展的核心问

题，对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和标准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央领导同志对

机器人产业发展极为重视，习近平总书

记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贺信，李克强总

理的批示，以及李源潮副主席在大会开

幕式上的讲话，使我们倍受鼓舞。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在创新

发展和科技事务中发挥科技社团的重

要作用。在深化改革和政府简政放权

中，将技术标准研制等科技公共服务转

移给科技社团承担。

2015年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中国科协所属

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围绕科技评

估、工程技术领域职业资格认定、技术

标准研制、国家科技奖励推荐等适宜学

会承接的科技类社会化公共服务职能，

推动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

作。其中，把团体标准研制作为重要的

改革内容。文件特别强调，选择工业机

器人以及 3D打印、物联网、新能源汽

车、中医药等专业领域，鼓励学会面向

新兴交叉学科和市场需求空白，协调相

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

需要的团体标准，增加标准的有效供

给，发挥团体标准作为市场自主制定标

准的优势，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制定标准

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

套的新型标准体系。

国家标准委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给

予团体标准工作全方位支持。推动以

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将学会承担团体标

准研制试点纳入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

标准化改革总体部署。借此机会，我代

表中国科协和有关学会，对国家标准委

的推动改革精神、深化改革的力度以及

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

谢。2015年6月，国家标准委组织遴选

13个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开展团体标准

试点工作，其中，中国电子学会作为试

点单位之一，负责牵头制定工业机器人

及物联网领域团体标准。

满足创新需求，得到市场认可，是

决定技术标准生命力和价值的关键因

素。学会开展团体标准研制，符合国际

惯例，也有利于促进标准研制过程与技

术创新融为一体、互相借力，形成产学

研相结合的研制模式。在机器人这样

的新兴、交叉领域，还可以通过充分发

挥学会的专业和协作优势，科学缩短研

发周期，对产业、市场实现快速灵活反

应，有利于产生好的、有用的标准，为产

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例如中国电子

学会广泛协同企业和研发机构，选择码

垛机器人、轮式机器人等前沿热点领域

研制团体标准，较好地满足了市场和创

新的需求。

中国在未来五年规划中提出了“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围绕经济和产业发展，提出中国制

造2025的战略蓝图。机器人作为工业

制造皇冠上的明珠，具有巨大的发展前

景和潜力。中国科协将会同有关学会，

围绕机器人技术创新和团体标准研制，

最大程度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协同行业

上下游各环节单位，研制高质量的团体

标准；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完善符合

团体标准研制规律的管理体制及运行

方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做到政府放心，行业、市场和社会认可，

科技工作者满意；推动团体标准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标准国际互认，

推动标准成为经济共同体之间的技术

通用语言，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

资源与成果共享贡献中国力量。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在机器人技术创新在机器人技术创新
暨团体标准论坛上的致辞暨团体标准论坛上的致辞
宋军

论坛速递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 企业工作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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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日，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

——中国机器人检测认证与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

委）、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简称国标

委）、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简

称认监委）、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

工信部）、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

（简称国评中心）、国内外机器人产业代

表、相关专家及新闻媒体记者等共计

20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机器

人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宋晓

刚主持。参会专家主要观点如下。

卢卫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

协调司副司长

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难以摆脱

深度调整的压力，经济复苏步伐低于预

期，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正在重塑，作为

经济发展基石的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

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而以机器人为代表

的智能制造装备的战略地位愈加凸显，

成为我国跨越式跻身世界制造强国，实

现新常态下经济平稳运行的有力抓手。

近年来，在一系列政策红利驱动

下，我国机器人行业发展势头迅猛，然

而，我国在机器人技术、产品和产业化

发展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

距。为了促进我国机器人行业的健康

快速发展，发改委针对行业内检测认证

缺位等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和结果导向，联合多部委共同建立以检

测检验服务、标准研究/制定、认证服务、

合作交流、培训与咨询、信息服务为主要

职能的第三方机器人检测认证机构——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并力求将

其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机器人检测认证服

务平台，为我国机器人相关产品的质量

提升提供保障，为国产机器人迈出国

门，走向国际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

戴红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标准

二部主任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下，机器人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成绩喜

人。但产业在迅速扩张的同时也显露

出了在标准、检测与认证技术和平台方

面的缺失和不足，其中包括缺乏较为完

整的标准体系框架、已有标准主要为等

同翻译 ISO的工业机器人标准、服务机

器人专用的标准缺失、缺乏符合已有标

准要求的检测平台和研制标准的验证

平台等，限制了产业的发展。

为了改变不利于我国机器人行业

健康发展的现状，推进机器人标准化工

作，国标委牵头成立国家机器人标准化

总体组，力求最大范围地团结标准化工

作有关力量，并与相关部门统筹协调，

共同实践、整体推动和加快工业、服务、

特种等机器人在基础性、共性标准方面

研制与应用，重点开展检测、评估、可靠

性等基础共性标准的研制，为我国机器

人产业科学、有序、可持续地发展提供

标准化专业支撑和服务。目前，在中国

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和上海电器

科学研究所两个秘书处单位的牵头下，

总体组正着手梳理、研究并形成我国的

机器人标准化体系框架，明确我国机器

人标准化工作的蓝图和顶层设计，编写

发布《中国机器人标准化白皮书》。

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推进和落

实，机器人的发展将进一步升级，我们

将充分运用标准的力量，加快推动我国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和我国工业智能化

生产水平的提高。

李春江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认证监管部副主任

我国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态势已成

为近年来业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

各界共同努力下，行业发展成绩斐然，

2014年中国蝉联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

人市场。然而，在市场快速扩张的同

时，我们必须看到，自主品牌机器人在

核心技术和商业模式等方面与发达国

家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也导致了自主品

牌机器人较低的市场占有率。

中国机器人提升体系包括 3个方

面：第一，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

系。第二，建设一批促进制造业协同创

新的公共服务平台，规范服务标准，开

展技术研发、检验检测、技术评价、技术

中国机器人检测认证体系构建进行时中国机器人检测认证体系构建进行时
————““中国机器人检测认证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中国机器人检测认证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纪实纪实

编者按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机器人及机器人部件产品方面缺乏行业

认可标准和第三方认证规范，各厂家设计产品时参考依据不清，缺乏统一

规范指标，技术水平尚未成熟便抢先上市，导致国产机器人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因此，完善我国机器人标准体系，加快建设机器人标准认证体系，促

进产业健康良性发展是当前重要的议题之一。在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

上，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组织召开“中国机器人检测认证与产业发展高峰

论坛”，从产、学、研等维度，探讨如何建设我国检测认证体系，共同寻求机

器人产业发展之路。《科技导报》将此次论坛上发声的与会者观点进行凝练

并呈现给关心相关问题的读者。

论坛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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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质量认证、人才培训等专业化服

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第

三，提高核心企业系统集成能力，促进

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机器人核心技

术和商业化运作能力。

认证是质量基础设施之一。联合

国工业署认为，标准、计量、认证这三大

要素是质量基础设施，其中标准、计量

更多的是认证的一种前提。

检测认证的种类包括强制认证和

自愿认证两种。为了推进机器人产品

认证工作，特别是自愿性产品认证，国

家认监委提出：第一，放开对自愿性产

品认证业务的市场准入限制。第二，扶

持重点产业、重点产品认证业务。第

三，推动自愿性产品认证结果采信。第

四，与国际性认证认可组织建立合作关

系，为我国机器人产品走出去提供便利。

国标委2015年已成立机器人标准

化总体组，协调我国机器人相关国家标

准的技术内容和技术归口。我国机器

人及部件和工业机器人相关标准已发

布，部分产品认证的依据已具备基本条

件。检测方面，我国已经成立了国家机

器人检测和评定中心，同时也成立国家

机器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认证

方面，上海添唯认证技术有限公司已得

到机器人产品认证的机构授权。

将来，我们将利用由上海添唯认证

技术有限公司牵头的认证联盟，通过认

证机构来进行产品认证，最后推向市场。

发改委、工信部和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会

通过采信认证结果引导国内采用经过

认证评价的产品，使产业得以提升。

王建宇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机械处处长

尽管当前机器人行业发展态势如

火如荼，但官、产、学、研、用各界都需要

理性看待，防止产业发展的无序和泡沫

化，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并加快打造

我国机器人民族品牌的步伐。

为了促进我国机器人行业的健康

快速发展，工信部已经着手从机器人应

用标准、行业认证采信等方面入手，在

推广机器人应用的同时，全方位、多角

度打造机器人行业的市场规范。

一方面，工信部启动了机器人应用

标准的制定工作，在完善我国机器人行

业标准体系的同时，着力推广机器人应

用；另一方面，工信部还充分利用示范

效应，建设自主品牌自动化示范线，设

立国内机器人标杆性企业，提升自主品

牌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的影响力，进一

步做深做实机器人的应用推广工作。

此外，工信部还积极参与行业检测

能力建设和权威认证品牌的建立，并逐

步推进机器人认证结果的采信工作，使

真正具备发展前景的企业能够得到社会

的认可和国家的支持，进而达到维护行

业发展秩序和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王爱国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

副秘书长

从我国机器人市场的销售量以及

行业中机器人运用规模来看，市场上国

内品牌的机器人认可度偏低，其问题在

于国内外企业在规模、技术、市场认可

度等方面差距大；基础核心技术落后、

人才缺乏；缺少质量评价和监管；虽然

机器人热潮席卷全国，但是低水平重复

建设苗头显现。目前机器人企业缺乏

对评价体系的重视，而机器人评价工作

刚刚起步，急需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机

器人具体特性的评价体系，国家机器人

检测与国评中心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国评中心设1个总部，3个分中心，

2个公共服务平台，其主要职能包括标

准研究/制定、检测服务、认证服务、合

作交流、培训咨询等。目前，国评中心

正积极参与国家机器人标准化总体组

有关工作，在国标委的指导下，机器人

标准总体组秘书处正在开展顶层设计

与推进工作，具体内容包括：制定机器

人标准化白皮书；梳理我国机器人标准

体系和框架；制定 2016年标准制定工

作计划等。

张益民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机器人

感知实验室高级总监

英特尔持续创新的同时，积极参与

推动技术标准制定，与同行共同切磋，

促进 IT产业发展。最近在标准方面的

合作有：一是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

（ODCC），这是由百度、腾讯、阿里巴

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英特尔联合发起成立，由数据

中心相关的企业、事业单位自愿结成的

非营利的、行业性的全国社会组织，其

宗旨是综合:“天蝎”系列服务器、模块

化数据中心、开放网络数据中心领域研

究内容，打造中国的数据中心开放平台，

推动互联网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标准

化、产业化进程。二是工业互联网联盟

（IIC），这是一家成员资格开放型组织，

由AT&T、思科、通用电气、IBM和英特尔

于2014年成立，致力于促成和协调技术

开发并加速市场推广，降低进入市场的

门槛，使工业互联网技术成为可能。

对于机器人标准的初步设想：一要

注重开放性，鼓励创新，推动行业共同

发展，给市场提供最合适的产品；二要

注重可测试性，测试平台(testbed)和测

试规范，并能够鼓励创新；三要关注其

不断演变，机器人相关的技术在不断演

变，并根据市场反馈来相应调整。

韩建达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研究员

机器人是一种应用科学，研发机器

人技术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标准是

用来约束和指导发展。机器人技术在

标准上有2个方面的概念，一个是通用

型的机器人技术标准，如工业机器人的

速度、精度、载荷能力，可靠性等；另一

个是行业应用技术标准。不论是工业

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还是家庭服务性

机器人，要制定出跟应用紧密相联的标

准，才能促进和保障机器人良性发展。

孔兵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库卡在很多国家包括欧盟内部，坚

持必须符合当地的标准体系，通过检测

才能销售。库卡非常认可整个体系的

建立并会积极配合整个标准的建立，检

测的环节等。实际上库卡会更多地关

注到质量和整个体系的认证。标准认

证的建立可以很好地保障下游客户。

库卡已在中国建立本地化生产，标准体

系的建立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入全

球的产业链的合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对本文提供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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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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1月 24日，世界机器人大

会机器人智能感知与先进控制专题论

坛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清华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孙富春主持开

幕式。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刘

兴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此次论坛不

仅包含了6个特邀主题报告，同时设置

了互动交流环节，来自中国、美国、瑞士

和韩国的机器人领域学者共同探讨了

有关机器人智能感知与先进控制方面

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

论坛邀请的专家分别为上海交通

大学、大阪大学教授，瑞士机器人研究

竞争力中心副主任Rolf Pfeifer；哈尔滨

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赵杰；美国

西 北 大 学 机 械 工 程 系 教 授 Kevin
Lynch；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机器

人中心副主任乔红；韩国电子和电信研

究所 IT 融合研究实验室首席工程师

Young-Jo Cho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王飞跃。6位专家分别就未

来机器人发展方向、未来机器人控制技

术与理论以及机器人发展政策做了专

题报告。

Rolf Pfeifer、乔红和王飞跃分别在

“Soft Robotic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Machines”“机器人与神经科

学交叉的意义？——关于智能机器人

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平行机器人——

从工业自动化到知识自动化”的论坛报

告中提出了“软机器人”“类脑机器人”

和“平行机器人”的概念。Rolf Pfeifer
认为应用软材料制造的软机器人，作为

新一代的智能设备，既增加了机器人的

柔软度，又提升了其运动的灵活性。乔

红及其团队从“手、眼、脑”三方面互补

开展机器人研究，提高了机器人操作精

度和智能水平。她表示，“手、眼、脑”融

合起来才能真正了解机器人的操作原

理，做到精密感知，不仅是工业操作上，

还体现在智能应用上。王飞跃提出在

加强现有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上，重视

软件形式为主机器人的研发。他认为，

在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网络化后，

我们进入了第5个技术发展阶段：平行

化，就是以虚实平行互动为特征的智能

技术时代，所以就有了 X5.0 的讲法。

他同时以平行机器人为例，介绍了从工

业自动化到知识自动化的机器人未来

发展趋势。

Kevin Lynch 在“Mo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 for Robot and Human Ma⁃
nipulation”报告中，介绍了电子传感器

在机器人中的重要性，他表示未来机器

人研发应该重视电子传感器的作用，并

提出了未来机器人和人类操控的路径

规划与控制问题。Young-Jo Cho的报

告 题 目 为“Recent Approaches to the
Fusion of Robot Technology (RT)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他展示了韩国电子和电信研究

所在信息/通讯技术与机器人设计融合

方面的具体工作，报告中提到在复杂环

境中，机器人之间可以实现导航、合作，

识别环境动态的特征，机器人群组合作

并执行多项任务。

赵杰的报告题为“中国机器人技术

进展”，他着重介绍了国家 863计划对

中国机器人技术研究的支持，并预测了

“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主要侧重支持

的 6个方向，即基础问题与前沿技术、

产业瓶颈技术、新一代机器人、工业机

器人、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

在论坛的最后提问环节，参会代表

积极提问探讨，现场互动频繁，专家与

参会代表在思想的碰撞中不断擦出火

花，论坛的学术交流氛围再度被调动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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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感知引领未来机器人发展热点智能感知引领未来机器人发展热点

图1 博览会上展出的机器人

论坛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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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日，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

第五专题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主题围绕“人工智能开启机器人新

纪元”，邀请了来自国内外智能机器人

领域的10余位代表参加。整场论坛气

氛热烈，会场座无虚席。论坛期间，开

展了主题为“未来机器人需要怎样的

‘智能’”的院长圆桌会议。科大讯飞高

级副总裁、讯飞研究院院长胡郁主持会

议。参会专家的主要观点如下。

任福继 日本工程会院士

未来人工智能的方向在情感方面，

机器人革命的本质标志是情感，智能和

情感不可分离，现在二者分开是因为智

能和情感用计算机的方式来表达的。

机器人若产生革命，就一定是机器人本

身产生革命，它的主体是机器人，这与

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主体

是人类不一样。我研究的观点是身体

与意识不可分开，这可从人类的进化过

程来看，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分开进

行研究。

沈晓卫 IBM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

中国研究院院长

我们认为整个 IT行业已经进入了

认知时代。与 30年前的热潮相比，很

大的不同在于今天的技术是基于大数

据来实现的，使我们可以用全新的方式

解决对生活和商业产生影响的实际问

题。无论人工智能还是认知计算，最终

必须解决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而不仅

仅是一个简单的游戏，这也是未来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们要做的不是取代人脑，而是要

解决大家现在关心的环境、能源、医疗、

食品、教育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我们思

考的是如何把认知真正带到这样的行

业中，利用大数据来解决问题。比如，

仅关于癌症的文章每个月发表量就达

到上万篇，对于治疗癌症的医生来说，

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阅读，我们思考的

是如何构建一个认知系统，来帮助医生

诊断癌症患者，实现个性化制药，实现

未来机器人需要怎样的未来机器人需要怎样的““智能智能””
————““人工智能开启机器人新纪元人工智能开启机器人新纪元””专题论坛院长圆桌专题论坛院长圆桌
会议实录会议实录

摄影 新智元特约记者黄嘉旖

图1 “人工智能开启机器人新纪元”专题论坛专家合影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供图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供图））

论坛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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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治疗，甚至个性化医后护理。

孙富春 清华大学教授

我今年主要研究通过芯片控制机

械手，2015年7月，通过深度学习，机器

已经超过人；然而，在情感方面，它甚至

不如刚出生的孩子。这两年有两个较大

的发现，我认为对未来的情感交互与智

能相结合的研究会有帮助。第一，人的

一些动作行为在脑神经的编码几乎是稳

定的；第二，根据面部表情、语气的分析，

通过核磁共振建立之间的关系，基本可

以做到3种情感交互。随着下一步医学

和生命科学的发现，特别是脑科学的发

现，系列化表示情感会慢慢到来。

机器人的发展，最开始从自动化代

替人，到自主、有感知，下一步，机器人

要有自我意识、情感交互、内容认知、环

境共融等这些特点。从机器人的发展

来看，人类在一步步地做一个与人一样

的东西。我们这双灵巧的手的活动，是

由肌肉来控制骨头做出各种动作，但

是，现在的机器人却是骨头控制肌肉。

所以，下一步要做什么，就很清楚了。

我们要模拟人，研究人手的感知，使得

机器人的皮肤不仅具有保护功能，还要

有感知，然后通过神经运动系统传输到

大脑。

景鲲 度秘首席设计师

从企业角度讲，我们关注的核心是

能不能真正让机器人走入普通家庭的生

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中坚力量，真

正让它变成产业界的一种支柱，解决真

正的问题。有情感的机器人是很好，黏

性更强，但是现在离情感还挺远。虽然

有一部分特定的群体需要情感，但是企

业关注的是机器人能不能够真正走入人

们的生活，解决真正的问题。

在企业，我们会思考是不是需要做

一个手来替代人类自己的手。如果端

杯水，可能用不着有这么丰富神经元的

手也能够完成。所以，从企业来讲，我

们把机器人系统抽象化，基于各种各样

的数据和算法来解决人们的需求，这可

能与研究机构做法的思路不太一样。

刘宏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教授

视觉听觉感知是机器人走向智能

化的关键技术。首先，我想讲两个关于

机器视觉和听觉的小故事。第一个故

事是，我们看杂志的时候经常遇到“找

不同”的游戏，两个图片中的5个不同，

我通常用 3分钟左右才能完成。我把

它拍下来，拿到实验室让有视觉系统的

机器人来找，不到 1秒就把 5个不同找

到了。这正是机器智能远远超过人类

智能的地方。我们过去更多地关注于

机器人仿生，关注机器人怎么学习人

类，其实机器智能很多潜在成果还没有

很好地挖掘和应用，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要提倡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第二个故事是，深圳有很多电视机

厂商希望开发一个声控摇控器，因为现

在的摇控器有很多键，老人用起来太麻

烦了。我分别问了博士生、硕士生与本

科的保送生共3个学生，问他们能不能

做出这样一个摇控器。博士生说他可

以就此课题做博士论文，需要3~5年时

间去研究，研究强噪声情况下的语音识

别，先分析噪声种类，然后克服噪声提

高识别率；硕士生说他得做两年，关键

技术是说话人的口音，而且需要人机合

作；本科的保送生说，现在就有一个公

司的产品可以识别安静环境下的语音，

只需要完成噪声环境下一个特定的单

词语音识别就好了：在电视机开大音量

的环境下，声控遥控器只要识别“你

好”，就自动关闭电视机的声音，现有的

语音识别技术就可以工作了。因此，不

用研究那么多的抗噪音语音识别技

术。其实，本科生可以更有创意。因

此，我的另一个观点是，我们已经积累

了很多人工智能的成果，更重要的是研

究者要走下神坛，要面向应用去创新。

关于机器人的智能，可以划分为以

下几个层次：一是计算技能，主要解决

机器人与数据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二是

运动智能，解决机器人和环境之间的关

系；三是感知智能，是机器人与事件和

目标的关系；四是交互智能，是机器人

和人的关系；最后是协同智能，是多个

机器人之间的协作。这 5个层次基本

上把所有的“人机环境信息”要素都涵

盖进来了，代表着机器人智能化的发展

方向。

讨论机器人的情感，我们可能要先

弄清楚人和人的情感如何衡量。如果

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就去研究人机情

感，就有点天方夜谭了。从人与人的情

感体验出发，我觉得机器情感至少应该

包括要“有吸引力”、“能够形成依赖”和

“相处起来感觉轻松”这样 3个基本要

素。将来的机器人如果能够让人类拥

有这 3种感受，就可以说，机器人与人

类建立了感情——人机友好是服务机

器人走向实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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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郁主持院长圆桌会议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供图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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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日，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承办了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第 8
专题论坛——医用机器人产业发展与

未来战略论坛。论坛旨在探讨医用机

器人技术发展趋势，以制定我国医用机

器人发展战略；探讨医用机器人临床应

用问题，以建立医工企联动的医用机器

人技术创新体系；研讨医用机器人产品

化问题，促进我国医用机器人全产业链

建设；以及探讨医用机器人标准化问

题，服务于医用机器人相关政策法规的

制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

樊瑜波和意大利圣安娜大学生物机器

人研究所主任 Paolo Dario担任论坛的

主席，20位来自国内外医用机器人领

域专家作特邀报告及参加圆桌讨论。

来自官、产、学、研、用（医、养老、助残）、

高新工业园区、投资证券公司等领域

300余人参加会议。随着世界范围的

老龄化社会到来和人们对健康快乐生

活的追求，医疗机器人产业将迎来爆发

点，医疗外科机器人、智能假肢与康复

机器人、医用服务机器人等多种医用机

器人子领域都将获得快速发展。

医疗外科机器人的创新发展

Paolo Dario 意大利圣安娜大学生物

机器人研究所主任

目前全球有超过 300家医院在应

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其精准、微创的

手术效果广受外科医生和患者欢迎。

意大利圣安娜大学生物机器人研究所

医用机器人的未来之路医用机器人的未来之路———医用机器人—医用机器人
产业发展与未来战略论坛纪实产业发展与未来战略论坛纪实

图1 手术机器人

论坛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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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开始从被动治疗走向主动预防，并

希望在未来的3年内能够研发出2款胶

囊机器人，如果这种胶囊机器人用于糖

尿病人即可使其免除注射胰岛素的痛

苦。

如果做更大胆的预测，我认为将来

手术机器人会在操作方式上有重大改

变。就像以前，人们无法想象机器人可

以帮助医生做手术，但是这一点已经实

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可以代

替医生直接为患者做手术。

Dong-Soo Kwon 韩国先进科学技

术研究院（KAIST）教授

韩国自1999年起开始研究医疗外

科机器人，目前的研发重点是单通道手

术机器人，KAIST研发的六自由度模块

化医疗机器人针对达芬奇机器人的缺

陷而进行了改进，具有比达芬奇机器人

更好的灵活性、易操作性、低成本性等

优点，已开展胆囊切除术的活体（狗）实

验，开始着手商业化。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手术机器

人将非常灵活，能够单孔实现微/无创

手术。达芬奇机器人现有的手术器械

仍有一些僵硬，灵活性还不够，一旦实

现了机器人灵活性的突破，其适应证范

围必将会进一步扩大。

罗志伟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目前各国高精尖医疗保险费太高，

医疗外科机器人的未来突破口可能不

在于低侵入手术，而在于超高精度、超

微量检测诊疗技术，也就是从呼气检测

病态。

高长青 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

利用手术机器人，可以达到高效、

精准、高度可重复等效果，而且手术切

口小、出血少、住院时间大大缩短、患者

恢复快，但也存在手术过程无反馈、价

格高、时间长等缺陷。随着技术的发

展，这些缺陷将会逐渐改进。利用机器

人进行微创手术，使得 21世纪的外科

成为微创的外科、无创的外科，机器人

让外科从“切除时代”进入了“修复时

代”。

未来手术机器人不单是一台机器，

而是一个信息系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

与其他信息融合；利用外科导航-机器

人手术系统，外科医生可以将实时三维

扫描图像融合显示于手术屏幕上，或者

说人体组织将成透明化，使得操作时可

避免损伤内部结构；同时，大数据外科

时代的到来，未来手术将预先程序化。

田伟 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北京大学

教授

机器人技术使我们的手术水平得

到很大提高，机器人辅助不仅可以减小

病人的创伤，还因为它的精准度及 3D
实时透视功能，降低了手术难度，让一

些以前外科高手都不敢做的高难度手

术获得了成功。骨科机器人不是完全

替代外科医生，它是外科医生的工具，

让外科手术的安全性、精确性越来越

高，给病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王田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北京

智慧制造研究院执行院长

在美国，医疗健康产业占GDP的

17％，而在中国只有6.5％，这意味着中

国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其中，药物和器械的耗费比，国外基本

是 1∶1，国内是 1∶0.2，这意味着医疗器

械的发展潜力更大。医疗外科机器人

是医疗器械中的高端产品，市场前景不

可低估。医疗外科机器人有五大发展

难点：第一，研发门槛高，周期长；第二，

传统上工科和医科分离，而医疗外科机

器人需要双方密切协作；第三，资本需

求巨大，目前企业与金融机构均投入不

足；第四，当前我国药械市场消耗比例

不合理；第五，高端医疗器械大量进口，

医疗外科机器人也不例外。要培养自

己的医疗外科机器人品牌，还需要付出

艰苦的努力。

在医疗外科机器人领域实现创新

创业，一要专注，二要与医疗专家合作，

三要产品定位准确简单，四要与有实力

的基金或企业合作。后工业时代，人们

追求的永恒主题是快乐和健康。医疗

外科机器人一定会成为未来的“刚需”。

机器人只是一个概念，在真正临床

上应用，还是要从发病率和死亡率角度

看待医疗外科机器人的发展方向，只有

围绕类似于高血压、肌肉萎缩、骨科、神

经等疾病开发比较实用的产品，我认为

才是未来医疗外科机器人的方向。

廖洪恩 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

教授

目前在用的医疗外科机器人更多

的是模拟医生完成手术，下一步的发展

方向可能是：如何让机器人更精准，柔

性更好，如何让其与诊断结合。机器人

目前还是一个有形的东西，而治疗是一

个综合模式；机器人更多用于外科，而

治疗不仅仅是外科，还涉及用药、内科

等其他方面。再大胆预测，医疗外科机

器人的未来发展更多的是将有形变成

无形，整合相关的技术后整体性发展。

康复机器人的创新发展

樊瑜波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

长/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院长

虽然医疗外科机器人和康复机器

人从机器人技术上来讲有区别，但也有

很多的共性。康复机器人更多的是在

家庭和社区，帮助老人或者失能残障者

实现一些功能和动作，比如行走、搬运

重物或者是做一些日常工作等，“养子

防老”已经不现实，要靠装备，靠机器

人。解决养老问题，单纯依靠多生子女

或者延长退休，是没办法解决的，这是

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将来要靠技术，

靠装备解决养老的问题。

Paolo Dario 意大利圣安娜大学生物

机器人研究所主任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说明护理

机器人能比人做得更好。从认知、四肢

运动来讲，机器人与人相比没有优势。

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面临的最大挑

战可能在于它们所处的环境复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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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有类似的机器人产品，但是在认

知系统，人机交互，与人的情感交流方

面做得还不够好。再就是如果机器人

想要抱起 70 kg的人，设备将会很大，

自重比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王田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北京

智慧制造研究院执行院长

护理机器人和陪伴机器人是重要

的发展方向，目前做的比较好的机器人

集中在日本。研究的难点在于：1）功能

与价格的对比。护理从医学上来讲，分

自由型养老、半自由养老、全护理的养

老；护理机器人还是有很大的挑战性，

要具有很多护理功能，则意味着价格非

常高。2）没有医生指导下的陪护，安全

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一个老人扶

着机器人，机器人倒了，老人也倒了，这

会带来一系列标准和法律的问题。但

是从我的了解来看，护理和陪伴机器人

的增长率要比医疗外科机器人的增长

率快得多，因为它们的许可证没有医疗

外科机器人的许可证那么严格，不过从

价值量而言，医疗外科机器人的价值量

还是远远大于护理和陪伴机器人的。

毕胜 北京大学医疗康复医院院长

我们医院在康复机器人的研发方

面起步很早，也设计出了一些康复机器

人产品，但是产业化一直没做好。现在

康复机器人已经是热门了，上肢、下肢、

辅助机器人的产品非常多，这个产业将

增长非常快。目前一些康复机器人的

产品与临床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需

要做康复理疗的患者情况非常复杂，特

别是一些瘫痪的病人，如何从康复原理

方面设计这个机器人，是很重要的。要

做康复机器人，一定要与康复医学专家

结合，真正把专家的思路、理疗师的经

验放入康复机器人中，从康复医学的原

理设计这个机器人，这样才能成功。

孔繁军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

康复医院副院长

康复机器人会向着多元化、精准化

方向发展，但永远取代不了人。康复应

该达到两个最终目的：一是功能训练，

将功能恢复到一定正常的水平；如果达

不到这个程度，则是第二个，功能替

代。康复机器人应该具备这两个任

务。从疾病角度讲，比如神经系统疾

病，比如脑出血、脑血栓等，康复的意义

会更大，患者更依赖。目前国内脑血管

病发病率比较高，死亡占疾病的第 1
位，每年有新发心脑血管病患者200多
万，死亡人数 150多万，即每 12秒就有

一人新发心脑血管疾病，每 21 秒就有

1人死于脑血管疾病。从治疗上讲，中

国的治疗死亡率为16.2%，与发达国家

（美国 14%、法国 15%、德国 15%、日本

16%）基本差不多，但中国脑血管病的

致残率非常高，达到 80%，而发达国家

仅为 30%左右。中国康复这块起步比

较晚，技术上会有一定提升空间。神经

疾病的康复越早越好，但康复时间一般

会很漫长，需要患者后期在家庭康复，

康复机器人未来应向着便携化、小型

化、轻量化、舒适化方向发展，给心脑血

管病人带来更多的福音。

医疗机器人标准化和产业化

张松根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不管是医疗外科机器人还是康复

机器人，就它们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

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环境。如果没有一

个全链条的政策支持，很难形成一个好

的产业格局。目前更多的政策支持在

前端，即核心技术、关键部件等，可能在

注册这个环节也重视了，但是怎么用、

怎么收费、能不能进医保这些问题还没

有落实，要想形成良性循环仍面临巨大

挑战。另外，实践过程中也缺乏标准，

真正做到产业化的话，标准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机器人？注册

证上能不能写机器人？如果没有定义，

将会很复杂。如果手术，或者康复过程

中出问题了，是设备的问题，还是医生

的问题？这些工作不是一个企业能完

成的，也不是一个检测机构可以完成

的，可能需要顶层的一些设计和规划。

李静莉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

疗器械标准管理研究所所长

医疗器械领域涉及24个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的标准的制/修订管理。近十

几年来，医疗器械标准化管理发展非常

迅猛。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医用机器

人产业研发包括平台的建设和标准的

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医用机器人首先应该属于医用器

械，符合医疗器械定义，对目前医用机

器人产品进行分析来看，手术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和诊断机器人这 3大类属

于医疗器械。国际专业标准还处于起

草和研究阶段，中国也积极地参与国际

标准的修订过程。

从事机器人研发的专家更多地侧

重于性能、功能的实现，是否能够完成

手术，但是医用机器人在设计的时候就

要考虑一些安全的标准，如医用电器标

准、电磁兼容标准。在设计和安装调试

过程中，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标准要

求，然后再看它的性能。随着产业的发

展，不同类型、不同规格型号的医用机

器人的研发及产业化的不断深入，将来

有望起草一些国家标准，或者是主导立

项一些国际标准，希望在战略新兴产

业，包括医用机器人标准的研究方面有

所突破。

李德玉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秘书长

标准制定是医疗器械发展过程中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标准分3种：国家

（行业）强制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

准。如果企业标准做得很好的话，有可

能成为制定上一层级标准的一个部分

和基础。医用机器人国家标准的制定

还需时日，应该也是“十三五”期间的一

个任务，学会以及各大社会团体都可以

在标准方面做一些工作，一起推动标准

的制定。希望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参

与标准制定。

（感谢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对本文提

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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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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由中国国家“863”计划
先进制造领域智能机器人主题专家组、
韩国机器人产业协会、日中产学官交流
机构主办的第七届中韩日机器人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技部高新技术
发展与产业化司副司长杨咸武、韩国国
家电子通信研究院首席执行官Young-
Jo Cho、日本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执行
董事兴直孝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作为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专题
论坛之一，此次会议旨在通过交流中韩
日三国各自在国家机器人战略、机器人
产业化发展、机器人新技术等方面进
展，研讨机器人技术创新与发展道路。
会议特别邀请了中韩日三国国家项目
的首席科学家对各国科学项目进行详
细介绍。

来自中国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赵杰作了题为《中国国家项目简介及应
用》的报告，重点介绍了中国“十二五”
期间“863”智能机器人主题项目的总体
情况，针对机器人共性技术与基础零部
件、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
人等专业方向，以主题项目、重大项目
和支撑计划等形式进行了任务部署。
主题项目包括特殊服役环境下机器人
关键技术、四足仿生机器人、机器人标
准化模块化关键技术等 21个主题项
目；重大项目包括工业机器人工程化产
品及自动化生产1个项目；支撑计划包
括双动力智能型双臂手系列化救援工

程机械产品研制等 4个项目。其中主
题项目总经费达到 12.6亿人民币。针
对“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提出了以基
础科学问题为根本，共性核心技术为主
要思想，集成与典型示范为实践的总体
布局，希望在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的智能发育、机器人核心零部件、
新一代机器人“与人共融”共性关键技
术、新型工业机器人技术、服务机器人
人机协同与安全技术、特种机器人环境
适应与自主服役技术方面进行攻关突
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重
点专项计划总资金40亿元人民币。

韩国产业技术评价与管理研究所
机器人项目组组长Hyun Sub Park作了
题为《韩国机器人研究与发展战略》的
报告，简要介绍了韩国产业技术评价与
管理研究所的概况，并就韩国机器人战
略规划与韩国机器人研发项目进行了
说明。韩国 2015—2016 发展计划指
出，随着社会智能化的加强，各方面对
机器人的需求日益增加，目前社会主要
发展趋势集中于：国家安全、老龄化社
会、工业 4.0、云计算与大数据、无人驾
驶、通用机器等方面，所以关于机器人
研究的主要精力投入在国家安全机器
人、医疗机器人、智能机器人、通用软
件，各类无人驾驶机器人、人工智能标
准化等方面。“机器人发展计划 2017”
指出，期望机器人20年内在366个行业
代替人工，特别是包括电话销售人员、

出租车司机等重复劳动的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社会智能化方面对机器人的
需求日益增强。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浅间一作了题
为《日本救援机器人新战略及应用》的
报告，分析了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在日本
异常活跃的原因，报告了 2015日本新
机器人战略概况。为振兴日本科技产
业，日本商务部宣布希望到2035年，日
本机器人市场产值可以从现在的 7千
亿日元，达到 9.7万亿日元，在制造、服
务、研发行业都可以看见机器人领域的
重大发展。日本机器人发展的活跃取
决于2个重要因素：2011年关东地震和
福岛核电站泄漏引发的危机，以及自由
民主党安倍晋三当政后对于机器人项
目的一系列推进政策。日本是一个问
题驱动发展的国家，目前面对着老龄
化、出生率低等严峻问题，因此政府希
望推动机器人革命，在信息终端、网络
化、自主化方面开展创新，增加日本的
国际竞争力。经历了福岛危机之后，日
本国内更认识到对于救援机器人的迫
切需求，日本受到很多自然灾害的威
胁，如地震、火山、海啸等，因此救援机
器人的开发使用也迫在眉睫。为实现
上述愿景，目前日本国内正在逐步推行
机器人技术标准化和实地测试制度，针
对研发测试的法律监管也在进行调
整。日本政府希望在2020年可以组织
世界机器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比赛形
式推动机器人行业发展。日本期望通
过多国间的合作引导年轻人发展，达成
合作共赢的局面。

除了主旨报告，会议还组织了机器
人产业发展与应用、机器人新技术与挑
战两个分论坛，协同研讨中韩日三国各
自在国家机器人战略、机器人产业化发
展、机器人新技术等方面的进展，倡议各
国加强机器人技术交流与分享，同时积
极培养和储备青年机器人研发人才。

文//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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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韩日机器人未来发展剑指何方中韩日机器人未来发展剑指何方
———第七届中韩日机器人研讨会在京召开—第七届中韩日机器人研讨会在京召开

论坛速递

图1 第七届中韩日机器人研讨会参会专家合影

46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报道特刊 www.kjdb.org

当前，全球正大步跨入智能化时
代，智能制造逐渐渗透到国民经济各部
分。2015年 2月 5日国际机器人联合
会报告称，中国机器人尤其是工业机器
人需求增长迅速，年增长率已达25%以
上，预计到 2017年其销量将达到 10万
台，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将超过 40万
台。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报告也显示，
到2025年，机器人在制造业、医疗和服
务等行业可产生 1.7～4.5万亿美元产
值。中国对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的需求
正以每年 40%的速度增长，并有望在
2016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机械处处长王
建宁在 2015年 11月 23日举办的世界
机器人大会上表示，作为中国机器人产
业发展的风向标，《机器人产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简称《规划》）草案已基
本制定完成，该规划提出了 2016—
2020年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主要发展方
向。12月2日，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主
持招开专题会议，审议《规划》，他表示，
《规划》将助推本土机器人研发、推广及
应用。
接棒《中国制造2025》

2015年 5月 8日，国务院印发《中
国制造 2025》，全面部署推进实施制造
强国战略。作为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
略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中指出，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
在重点领域试点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
车间，加快人机智能交互、工业机器人、
智能物流管理、增材制造等技术和装备
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促进制造工艺的
仿真优化、数字化控制、状态信息实时
监测和自适应控制。

《中国制造 2025》大力推动重点领
域突破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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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接棒《中国制造 2025》，更

加详细地制定了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方
向。着眼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力图在
2016—2020年，使我国从机器人制造
大国转变为机器人制造强国。

在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
智能感知与先进控制专题论坛上，哈尔
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赵杰做
了《中国机器人技术进展》的报告。他
指出，2016—2020年，中国的工业机器
人应该达到世界水平，服务机器人需要
培育新产业，特种机器人则要提升环境
适应力。他表示，未来5年，“智能机器
人”重点专项主要侧重支持 6个方向，
即基础问题与前沿技术、产业瓶颈技
术、新一代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
器人和特种机器人。在工业机器人与智
能制造专题论坛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中国
机器人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郝玉
成作了《工业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的报
告，他认为智能制造是智能化与新型生
产制造系统融合成的全新的生产制造运
行状态，是整体的概念，不是智能与制造
的简单叠加。传统的制造不能用智能来
简单定义，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智能制
造由许多部分组成，例如智能装备、智能
工厂、智能物流等。
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

在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国际
机器人联盟主席Arturo Baroncelli公布
的数据显示，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
超过韩国和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
机器人市场。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销
量约占全球市场的 1/4，2014年中国工
业机器人市场较2013年增长54%，同期
全球工业机器人增速为 27%。中国工
业机器人的使用数量虽多，但密度低。
全球平均万名工人使用机器人的数量
为62台，中国仅为23台，远远低于韩国
（347台）、日本（339台）和德国（273台）
的使用密度。2013年12月22日工信部
发布的《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显示，到2020年12月22日
中国机器人密度达到100台/万人以上，
预计至少需要110万台，由此可见，机器
人市场潜力巨大。

《规划》与《中国制造 2025》逐步描
绘出了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路
线图：到2020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年销
量将达到15万台，保有量达到80万台，
将较“十二五”末新增 40万台；到 2025
年，工业机器人年销量将达到26万台，
保有量达到180万台，较“十二五”末增
加140万台。

Arturo Baroncelli报告中的数据表
明，工业机器人占全球机器人市场份额
的 80%。工业机器人发展速度较快，
但服务机器人相对弱势。从未来发展
趋势看，服务机器人的缺口巨大，将成
为新的热点。工信部相关工作人员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规划》对服务机
器人行业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与工
业机器人相比，我国服务机器人实用
仍然较少。人机交互、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是服务机器人发展的核心技术，
具体涉及到算法、大数据、云计算等多
项技术。《规划》提出了市场主导、质量
为先、强化基础、创新驱动的发展原
则，实现在助老助残领域、消费服务领
域、医疗领域等重点领域的示范应用，
并开展核心零部件攻关、前沿共性技
术研发、医疗康复机器人应用等重点工
作。

目前，中国的机器人行业主要面临
以下困境：产业基础薄弱；标准、人体、
公共服务平台体系不完善；自主品牌影
响力差；市场竞争加剧。为了解决我国
机器人行业面临的发展瓶颈，国家将加
大研发投入，推动出台《规划》，夯实产
业基础，集中突破重点产品，加紧研制
下一代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储备产业
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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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产业机器人产业““十三五十三五””发展规划发展规划》》面纱面纱
即将揭开即将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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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落幕的 2015年世界机器人

大会上，来自全球各国的先进机器人齐

聚一堂。从明眸善睐、能说会道的石黑

浩美女情感机器人，到与现场观众展开

乒乓球大战的仿人机器人，再到大型空

间机械臂……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各显神

通、各展其能，真像一场大型招聘会。未

来，这些机器人将怎样“就业”，怎样走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着实令人期待。

毫不夸张地说，世界需要机器人。

机器人不仅能辅助甚至代替人类完成

那些危险、繁重、不讨喜的工作，更能扩

展人的能力，做到人类做不到的事情。

此外，机器人“职工”还具有生产成本

低、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稳定、事故发

生率低、不惧恶劣环境等优势。近年

来，全球机器人市场快速增长，机器人

正悄然进军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如

医疗制药、汽车机械、电子信息、精密制

造、救灾应急和服务娱乐等。

当前的中国，正面临着人力成本上

升、劳动力结构性供给下降、人口老龄

化等问题，对机器人的需求猛增成为必

然趋势。从 2000年到 2013年，13年间

中国的进口机器人增长了100万，最近

几年增长尤快。有些公司、工厂甚至直

截了当地提出，准备用机器人代替人类

员工。如此看来，机器人在中国的就业

形势似乎应该是一片大好。

但事实如何呢？本届世界机器人

大会上的一组数据显示，机器人的全球

平均密度仅为 0.62%，即全球平均

99.38%的工作还是由人来做，机器人

的替代率微乎其微。而这个数字在中

国还要更低——只有0.3%。

在 2013年的统计数据中，中国每

万名制造业从业人员仅拥有25台机器

人，还不到日本的 1/10，与世界 58台的

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即便是在自

动化水平最高、机器人应用最多的汽车

行业，中国的机器人使用密度也仅为

213台/万人。

看来，尽管需求旺盛，机器人在中

国的就业率却仍然惨淡，其中“中国籍”

的机器人可能境遇更差。2013年，国

内工业机器人企业在全国市场销量中

仅仅占到 15%。虽然近年来国产机器

人的产量和销量都在增长，但与人们的

期望明显还有很大差距。

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儿？本

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中国科学院沈阳

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新松机器人公司

总裁曲道奎一阵见血地指出：“当前的

机器人大多既没有灵敏的感知系统，也

没有灵巧的操作系统。按照人类的标

准，都是严重的‘残疾人’。”这样的机器

人，在就业市场上怎么可能受欢迎？

机器人的技术发展滞后于需求，已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011年，日本福

岛核泄漏事故后，日本政府决定部署一

批灾害响应机器人，美国军方也派遣机

器人参与救援。然而，这些机器人在遭

遇门和墙体等阻碍后，根本无法进入建

筑内部。这和人们想象中的机器人应

急救援部队着实相差太远。而与日、美

等国相比，中国虽然在特种机器人领域

有一定优势，但工业和服务机器人的制

造水平与世界水平相比普遍存在 5~15
年的差距。特别是工业机器人的核心

零部件，如高精度减速器等，长期依赖

进口，至今仍然受制于人。

专家预测，未来 10~15年，中国仍

将是全球机器人产业最大、竞争最激烈

的市场。世界主要的机器人生产厂家

早已把中国市场视作必争之地。在这

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机器人外有强手竞

争，内遇技术瓶颈，面对国内大好市场，

有时也只能望“岗”兴叹。如何提高中

国机器人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抢

占市场、优势“上岗”?如何让机器人在

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推进我国制造业

转型、推动我国新型产业融合创新发

展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这都是需

要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共同思考

的问题。

目前，我国机器人仍缺乏顶层设

计，特别是国家层面的技术路线图。而

专门针对整个机器人产业的支持政策

和实施细则也有待建立。此外，工业基

础薄弱、制造业水平偏低、科技领域创

新性和前瞻性不足、产业链碎片化态势

明显等，都是制约中国机器人做大做强

的瓶颈。

要改变现状，奋起直追，就必须针

对上述问题各个击破：从顶层设计入

手，尽快研究出台符合国情的机器人产

业发展技术路线；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

制和科研评价体系，鼓励高校和研究机

构突破、创新；着力引进和培养复合型、

专业化人才，调整人才资源结构；合理

规划、系统引导产业发展，协助建立强

有力的产业集群和完整的产业链……，

而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国家政策的

强力推动上。

在致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贺信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已

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了国家科技

创新的优先重点领域。希望在国家的

大力支持和业内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机

器人这颗“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能

真正在神州大地绽放华彩，也希望中国

“土生土长”的机器人能成为国际市场

上有竞争力的生力军。

文//李晨阳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报社。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中国机器人产业顶层设计不可或缺中国机器人产业顶层设计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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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0年“机器人”这一词汇诞生

以来，在将近100年的时间内机器人在

制造工业中逐步获得实际应用，随着自

动化、纳米制造、纳米传感等新兴技术

的发展，机器人的研发及应用正引发越

来越多的关注。2015年，世界机器人

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为中国在该领

域与世界的交流提供了全新的窗口。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讲席教授和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特聘研

究员席宁在机器人技术、生产制造自动

化、微纳米制造、纳米传感器和设备及

智能控制系统等各相关领域都作出了

杰出贡献。特别是在机器人控制研究

方面首次提出基于事件的控制方法；在

微纳米技术方面，创新开展了机器人技

术与纳米操控相结合的研究思想，实现

了基于原子力显微镜的实时视觉和触

觉反馈纳米操作，该成果在国际上引起

巨大反响，并获得 2007年度 SPIE纳米

工程奖。席宁是1999年中国科学院百

人计划的入选者，并在此后与中国科学

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开始了长达近 20
年的密切合作。他目前是中组部千人

计划特聘专家、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他还积极参与

学术成果的产业化，创办了深圳市智能

机器人研究院，架起学术界和产业界的

桥梁，为深圳市产业转型和高新技术发

展贡献力量。席宁刚刚当选（2018-
2019）主席，成为该学会 IEEE机器人与

自动化学会（IEEE-RAS）主席、成为该

学会 30多年来的首位中国籍主席，席

宁对机器人的产、学、研领域都有很深

的经验和见解。《科技导报》（以下简称

《科》）本期特邀席宁（简称席）对机器人

未来的发展现状及中国在世界机器人

研发领域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发表真

知灼见。

《科》：对于机器人的发展来说，人

们往往会谈到“机器人终将会代替人

类”，对此你是如何看待的呢？

席：这个问题需从机器人发展的角

度谈起。机器人的发展其实经历了两

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制造机器

人以代替人，在人们日常的工作中有

3-D 的工作，即 dangerous，dull，dirty。
危险的工作如消防救援、处理核废料，

平淡繁琐的工作如重复流水线上的工

作等。这 3类工作就可以用机器人代

替人来做。

但等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

们希望机器人做一些人做不了的事，比

如说微纳米级的操作。前面所说是3-
D工作是人类能做但不想做的，但微纳

米级别的工作是人做不了的一类工

作。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如人的一根头

发丝，直径是 100 μm，1 nm 是 1/1000
μm，基本上达到了原子和分子级的尺

度。在这个尺度下，人没法进行加工制

造等操作，所以通过机器人使人获得这

个能力，使得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现在可以看见并感觉到了。这时候机

器人就可以从代替人走上了拓展人的

这条道路。

《科》：在拓展人的能力这条道路

上，目前机器人有什么先进的应用呢？

席：目前在制造业领域有很多机器

人技术应用成功的案例，人们研究出很

多纳米材料，比如石墨烯、纳米碳管，这

些材料有很多独特的性质，可以做半导

体器件、传感器等等，但有一个重要的

从跟跑到并跑从跟跑到并跑，，中国机器人研发吸引中国机器人研发吸引
全球关注全球关注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讲席教授席宁访谈—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讲席教授席宁访谈

科学人物

席宁，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特聘

研究员。目前是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此后与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展开近20年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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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些材料太小了，怎么去做切

削、装配？这就需要用到纳米制造机器

人。除了材料领域，生物医药领域对于

机器人的需求更高，因为蛋白质、细胞

等都是纳米级、微米级的物质，所以新

药开发、诊断等很多领域都涉及到在这

种微小环境中的操作和感知。目前新

药开发的自动化程度很低，潜在的价值

空间很大，其市场价值会远超过一般的

汽车制造业等行业。特别是在药物研

发花费越来越高的今天，平均开发一个

新药需要 10~15年的时间，要花 10~15
亿美元。伴随而来的是疾病的日益多

样化，要解决这样的挑战，一个重要途

径就是把新药开发的过程自动化，以带

来更高的效益和社会价值。也因此，我

们把机器人技术与纳米操控技术相结

合，产生了这样的研究思想，实现了基

于原子力显微镜的实时视觉和触觉反

馈纳米操作，不仅推动技术的发展，同

时具有应用前景。

《科》：30年前的电脑行业遇到了

没有统一的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很难在

五花八门的装置上运行等问题，而Bill
Gates的微软公司通过Windows平台

解决了这一危机，那么在机器人领域是

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呢？

席：对于机器人来说，可能包含两

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机器人技术的标准

化问题，再一个是机器人是否需要一个

统一的操作系统，这是软件问题。

标准化涉及到软件、通讯、硬件、人

机接口等等。从标准化的角度来说，肯

定有这个必要，所有技术都要有标准化

的过程，标准化会促进技术的发展，这

从汽车、通讯等行业中已有的经验可以

证明。现在的机器人尤其是工业机器

人领域较为成熟，已经有一些安全标

准；但对于一些新兴机器人如医疗机器

人、服务机器人、助老助残机器人等，其

标准化的工作刚刚开展，但这一工作也

完全是有必要的。

再说到操作系统这个问题，微软公

司在十几年前投资做了一个Robot Studio
机器人操作系统，类似现有计算机领域

的公用操作系统Windows。但是从现

在看，这个系统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

用，微软公司关闭了这个部门。所以从

尝试的角度来说，机器人是否需要统一

的软件或者操作系统，还有待商议，虽然

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需要的，但机器

人有自己的特点，肯定不能照搬当年计

算机发展的思路。

这里面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无论

是 pc、work station还是超级计算机，所

有的数字计算机都是基于图灵计算机

构建的，由于图灵模型无外乎是指令、

总线等等，所以相对容易构造一个统一

的操作系统。但机器人没有一个这样

统一的模型，就很难把他们构建在统一

的操作系统上。第二，计算机只处理信

息，即使是图像、音频等也是通过转换

成数字来处理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共

性的东西，给操作系统的建立带来很大

方便，但机器人不同，他需要跟外部环

境有相互作用。工业机器人要抓东西、

要操作，服务机器人要跟人互动，这就

有一个物理的互动在里面，与计算机有

很大的不同，所以以现在的技术手段创

造出一个统一的系统，不仅要管理通过

传感器得来的信息，还要管理跟环境、

其他机器之间的互动，这个就复杂得

多。所以我认为，目前人们还不能够认

知到一个什么样的系统能起到像操作

系统在计算机中所起到的那种作用，简

单地把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搬到机器人

上我认为是不可行的，微软Robot Studio
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科》：你这次是专程从美国赶回国

内参加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对这

次机器人大会怎么看？

席：我觉得这次大会对中国提高在

机器人领域的影响力有很大推动作用，

一是国外看到中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

二是看到中国有广泛基础，市场、工业、

技术等领域都有很多人来加入这次大

会；三是中国无论是机器人市场还是研

发，对国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国外很

多人都踊跃参与，说明他们认为在中国

有机遇，他们愿意跟中国合作也觉得在

合作中能够得到收益。

《科》：目前中国在机器人领域中的

地位和作用如何？

席：对于机器人研发来说，中国起

步较晚，但有巨大的市场，巨大的需

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尤

其是机器人研发，目前处于需要赶超世

界先进水平的时候，然后慢慢引领。其

中最重要的是跟国际交流，学习别人的

东西，所以创造中国学者跟国际交流的

机会是很重要的。

《科》：那我们在这个领域交流的时

候最欠缺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弥补？

席：这个比较复杂，一个是机器人

工业，再一个是机器人科研，规律不一

样。比如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有几大技

术，比如减速器、控制器等等，这对工业

机器人来说很重要；但从研发角度来

说，这些更是一些“know-how”，就是一

种手艺，这是要练出来的，所以对中国

的企业来说，怎么尽快掌握这门手艺是

非常重要的，这样产品才能真正跟国际

竞争。这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比如机

械臂，里面没有太多新的东西，但是从

制造的角度，这里面“know-how”是很

多的。这还不能一概而论，各自有独特

的规律，要分别总结发展。

《科》：对于“know-how”的问题，

是否不光中国，对全球来说都是一样？

席：也不全是这样，比如说减速器，

日本做了很多年，所以他们做的产品质

量很好，中国要掌握这个东西，简单靠

研究、靠攻关是不行的，它跟企业管理、

工人素质等社会文化问题都有关系。

《科》：对于机器人领域，科研成果

的产业化应该怎么做？

席：现在中国做的也很多。现在的

市场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工业自动化

领域，其中传统重工业制造业领域如汽

车等，但现在慢慢转移到电子行业，所

谓的3C行业，即电子、消费、电器，还有

通讯设备，这些都是在制造业工业机器

人领域。还有一个服务业领域，养老、医

疗、手术，还有军事方面。就研究成果来

说，有很多可以转化。现在之所以这么

火，就是一方面传统应用在扩展，另一方

面新兴领域在发展，市场就扩大了。

《科》:美国政府对机器人成果转化

有哪些支持政策？中国有哪些可以借

鉴的？

席：美国经过这么多年，有一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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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管理系统，政府对企业、工业机器

人的直接投资和资助很少。虽然现在

提出一个振兴美国制造业的政策，其中

机器人是一个重要手段，也有一些资

助，但力度不大，相对国内小了很多。

但美国有很多关于国家安全的东西，主

要是政府在投资，但市场方面的支持相

对较少，所以现在是觉得制造业有所缺

失，想在短期内有个提升，因此有一些

干预措施，但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比如

先进制造网络，美国有 15家国家实验

室，但 5年才投资 7500万美金，折合约

5亿人民币，而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1年在先进制造的预算就超过5亿元人

民币。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其科研投入

和研究力量都很足够，但是在成果转化

方面可能还要加强，在研究方向上主要

分为重大技术突破、国家特殊需求两方

面。对于前者，应当由研究人员自己提

出方向，并进行研究；对于后者，国家可

根据发展需求，提出立项，采用两种结

合的推行方法。在随后的成果分配上，

应当兼顾国家、企业、投资人、发明者的

各方利益。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新的

知识产权分配规定方案，相信在此推动

之下，机器人产业的成果分配上会更趋

近于合理。

《科》：中国除了市场，还有哪些吸

引世界的地方？你对于中国机器人产

业未来发展有哪些期望？

席：中国除了市场还有资源。以前

因为美国科研条件好，所以人们愿意去

美国进行科学研究。现在中国也有条

件、有经费，所以很多国外的人也到中

国来参加会议。中国在发展自身实力

的同时，也变相对世界作出了贡献。在

我看来，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过程中应

该着眼“突破点”：包括“市场需求”及

“国家安全”的机器人发展研究方向是

不变的两个大方向。另外，还要加深新

技术和新的科学发现对机器人发展的

认识，不断捕捉新机遇。例如结合大数

据、互联网和传感器网络等技术，也许

会成为我们能够抓住的机遇所在。

《科》：恭喜你当选 2018-2019年
度的 IEEE-RAS主席，可以谈谈作为

第一位中国籍科学家担任了这样一个

国际组织领导人的感受吗？你对国内

学者参加国际学术组织有什么样的建

议呢？

席：总体来说感觉挺自豪的，一方

面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另一方面是发现

中国确实强大了。由于国力的提升，中

国在世界的学术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

组织中任职一般都是通过遴选，这个主

席职位也不例外。有人选你说明中国

的学术地位在不断加强，中国的影响力

也越来越大，中国科学家所做的科研工

作在国际上也越来越被认可。

这些在几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我的老师谈自忠教授从大陆去台湾，随

后在20世纪60年代去往美国留学，之后

留下任职教授，在机器人学术界属于泰

斗级人物。当时中国启动了863计划，

他被邀请回国，带了十几个国外专家回

国，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帮助中

国建立了第一个863机器人计划。

他在 1989年就当选了 IEEE-RAS
主席，也是 IEEE-RAS 第一个华人主

席，并且是作为第一个亚裔科学家当选

的。但当时如果他是中国籍的话，当选

的希望不大，因为当时中国的学术影响

力不够，竞争也激烈。但是经过这么多

年的发展，中国不仅学术影响力越来越

大，而且在学术组织的领导层中的影响

力也越来越大，这个跟中国国力增强，

科学研究影响力的增大有很大关系。

对于青年科学家来说，以前出去参加海

外学术会议很难，包括审批和经费等各

种问题，但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则

非常容易。我觉得除了去听人家的新

鲜理念和观点，青年科学家还应该积极

参与，去主动组织这些会议、参与杂志

的编辑、积极参加学术组织等等。现在

有很多中国科学家在RAS里担任理事

会成员，不过也要考虑到，参与进去是

一回事，起到积极作用是另一回事，中

国的科学家应该勇于发声，在世界范围

内造成影响。

《科》：作为未来 IEEE-RAS的主

席，你的工作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呢？

席：首先是希望可以促进海外优秀

人才回到中国进行创业和工作，这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国的科学家更应

该立足于祖国，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中国

话语权，让世界听到中国机器人的声

音，用中国力量在世界机器人领域内占

有一席之地。其次是加强增加 IEEE-
RAS和中国机器人相关学术组织的联

系，实现国内学术团体的国际化，加大

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推动中国

主导的机器人国际标准，IEEE不但是

一个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同时担负着

电子电气相关领域的标准化工作，

IEEE标准协会已经制定了 900多个现

行 工 业 标 准 ，如 众 所 周 知 的 IEEE
802®有线与无线的网络通信标准和

IEEE 1394™标准等。目前制定中国相

关标准化工作已经提上了日程。

《科》：您也提到中国的科学家应该

立足于中国，放眼看世界，那在做科研、

企业、培养学生包括在与国外众多机构

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你是如何安排好时

间，进行中外间的合作和沟通的呢？

席：为了抓住国内和国外的工作，

我每年大概要飞行 60多万公里，常常

是中国待不几天又返回美国。在两国

我都有带学生，在美国有博士生、博士

后，最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个；在国内也

带学生，我与中国科学院合作了 10多

年，也带了很多学生。对于科研工作来

说，真正可以将之投入市场去发展，达

成产学研一体化，才是科研根本的目

的。我带领的学生团队，就很希望把一

些科研成果转化到市场，所以我们也依

托于深圳市政府的一个成果转化平台，

建立了深圳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由此

吸引了很多国外的技术成果，同时也可

以满足中国很多企业的投资需求。所

以从长远来看，这种平台的作用是非常

强大的，即吸引了国外技术，也可以培

养国内自己的人才，同时还可以与企业

对接。这个研究院下设一个两岸四地

机器人协同创新中心，希望可以把港澳

台的科研力量也吸引进来共同研究，我

们希望成立一个机器人园区，目标是两

岸四地协同创新，将科研成果产业化进

行实际的应用。

文/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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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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机器人，我认为，如果它只是

你的工具，那它就是机器，称不上机器

人；如果它可以跟你友好地交流互动，

成为你的伙伴，那么，它就是机器人。

我们把汽车智能化，可以无人驾驶，一

直把它看作轮式机器人。

轮式机器人是汽车的颠覆性创造

自从 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奔

驰发明第一辆汽车（三轮内燃机车）以

来，汽车工业走过了 130年的辉煌历

程，改变了全球交通，改变了社会形态，

也改变了人类生活，成为现代文明的重

要标志。百年汽车工业成功的秘诀在

于规模化生产、精细化管理和高可靠运

行，如果想让传统汽车变成和人类友好

相处的轮式机器人，要达到这3个标准

对 IT人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同时也

是对传统汽车行业的颠覆。

颠覆性技术是指打破常规、另辟蹊

径的新技术，它会对传统技术或主流技

术的继续使用产生颠覆性效果。2013
年麦卡锡公司预测了12项决定未来经

济的颠覆性技术，其中移动互联网、知

识工程的自动化、物联网、云计算、先进

机器人学、自主或准自主行驶的车辆、

储能技术这前 7项颠覆性技术都与轮

式机器人强相关。颠覆性技术固然重

要，但颠覆性创新更重要。颠覆性创新

跟技术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它往往从边

缘市场切入，以简单、方便、便宜为初始

阶段特征，用新的价值体系开辟新市

场，改变已有的规则。

颠覆性创新是不可抗拒的，假若全

世界的汽车都变成轮式机器人，那将多

达几十亿个。所以，对机器人产业的定

义，需要重新考量。汽车以人工孤立驾

驶的模式运行100余年，车辆动力学性

质已经相当完善，在此基础上的轮式机

器人，主要不是改变车辆的动力学性

质，而是实现智能驾驶。2012年第4期
的《麻省理工综述》中的《汽车的颠覆性

创造》刊登了这样一句话：“个人移动共

享工具”才是21世纪的交通，“汽车”已

经过时了。如今，一人一车、一人多车，

导致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和

过度消费，尤其是土地和能源，还引发

一系列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

谈到轮式机器人的智能驾驶，就必

须谈到它的性能、可靠性与成本。目

前，轮式机器人的硬件成本大概在100
万元人民币左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太过昂贵。所以，我们不看好私家车的

智能化。从可靠性来看，人工驾驶即使

是有经验的专业司机，可靠性大概是

10-3，也就是说，开车 1000次，就有 1次
要被扣分，或者开车1000小时，就有一

小时出事故。10-3的可靠性，造成的交

通事故被号称为全球“第一杀手”。事

故率较低的飞机，其飞行的整体可靠性

可达 10-6；而轮式机器人的可靠性，基

本可以达到飞机可靠性的水平。目前，

按照我们的计算，如果BD/GPS导航、摄

像头导航与雷达导航的可靠性均是10-2，

理论上它们同时使用的可靠性就能达

到 10-6。由此可见，轮式机器人自主

驾驶的可靠性，比人工驾驶高 2~3个

数量级，它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移动互联时代需要从根本上改变

车辆驾驶方式，把人从低级、繁琐、持久

的驾驶活动中解脱出来，把人类从全球

“第一杀手”中解救出来。到2025年左

右，路上80%以上的车辆都将是自主行

驶，偶尔的人工驾驶只是为了享受驾驶

的乐趣而已，移动机器人将极大地提高

人类移动生活的品质。所以，轮式机器

人将兴起，专职司机行业将逐渐消失，

私人拥有轿车的时代会渐行渐远。

轮式机器人颠覆性创新的十大

共识

全球智能驾驶的实践近乎火爆，尽

管形态多样，方法各异，但轮式机器人

的技术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并趋向形成

以下10点共识。

1）出行有风险，开车须谨慎，安全

无尽头，智能无极限。轮式机器人的可

靠性会逐步提高，但是永远没有不犯错

误的时候，甚至可靠性达到 10-10，仍然

不能说是没有事故。

2）道路信息化有助实现智能驾

驶，但研究重点还是应放在车上。

3）车载传感器必然是多元异构，

没有哪一种传感器是完美的，轮式机器

人的传感器配置方案和智能驾驶实现

途径具有多样性。

4）包括导航在内的、越来越丰富

的、离线的汽车辅助驾驶手段（ADAS，
Advance Driver Assistant System）离在

线的自动驾驶仅一步之遥；越来越多

的、在线的自动驾驶科目离汽车的全自

主驾驶仅一步之遥，跨过这两步比人们

轮式机器人的实践与展望轮式机器人的实践与展望
李德毅 1，郑思仪 2

1.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北京100876
2.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研究所 北京100039

技术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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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料的要快。

5）引入人类生活 130年的汽车，

车辆动力学性质已经相当完善，其人机

工程学的巨大成功导致纵向控制和横

向控制的解耦，为轮式机器人的自主驾

驶和双驾双控奠定了基础，人与车的关

系类似骑士与马的关系，人一定要能合

理干预智能车，人机双驾双控势在必

行。正如一匹好马，在骑士受伤之后，

会把骑士背回家，希望将来的轮式机器

人也能有这样的功能——在驾驶途中

驾驶员突然发病，轮式机器人会直接将

驾驶员送到医院。

6）轮式机器人带来的伦理问题和

交规修改，不太会影响智能车的质量认

定和行驶过程中的事故责任认定，总体

上仍然分别归属生产厂商和车辆责任

人。

7）智能车已悄然上路，智能驾驶

就在身边，各种各样智能商用车的社会

化运营比智能轿车的私人购买要早。

8）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建立高效的

智能车试验场、示范项目，规范智能车

的测试与评估，探索运营模式。

9）利用包括智能车传感器在内的

大数据，可优化交通基础资源，实时监

控交通设施，提供高效的信息服务，即

时处置交通事故，缓解交通拥堵，有效

建立车联网和物流网。

10）轮式机器人可望成为互联网

时代手机之后的新型端设备，再加上交

通设施的信息化改造和“随你而行”的

信息化服务，包括自主驾驶汽车在内的

轮式机器人产业迎来井喷期，整车价格

上不封顶，智能驾驶对汽车行业不是灾

难而是福音。

智能驾驶实践的再认识

智能车的各种感知和认知手段，相

互依存，甚至彼此缠绕。在各类比赛

场、测试场中，对智能车表现出的千奇

百怪、反反复复的状况，人们都困惑过、

迷茫过，试来试去理不出头绪，试验和

评估活动混乱无序。也就是在这些多

姿多彩的实践活动中，正在逐渐形成明

确的试验约束，呼唤规范化试验，呼唤

智能驾驶试验与评估的方法学。

轮式机器人，就像一位驾驶员，在

它的驾驶认知里要能理解道路地图，比

如哪个路口好走、哪个路口拥堵等等，

要非常清楚，并做出实时路径规划。尤

其重要的是，同步定位和SLAM技术已

经成为当今智能驾驶的十大关键技术

之一，要不断把这些知识在认知坐标系

里进行迭代、转换，形成记忆认知。其

实，记忆认知比计算认知更重要，驾驶

员在陌生的道路与熟悉的道路上开车

差别会很大，而差就差在经验上，也就

是驾驶员的记忆。我们的驾驶态势图，

充分体现了记忆认知、计算认知和交互

认知三位一体，并正在完成一个整体架

构的板卡设计。我们希望可以做成一

个轮式机器人的驾驶脑板卡，让它从一

个传统的、具有执行功能的汽车变成一

个自主的轮式机器人，不但有行动，更

有感知和认知。

在 15年的智能车研发中，我们摸

索出一条智能驾驶试验与评估的递进

式阶梯，可解耦合，排先后，拾级而上。

我们用3个1/3实现智能驾驶试验的解

耦和排序，由上而下地认识问题，由下

而上地解决问题；先后有序，递进式调

李德毅在“人工智能开启机器人新纪元”专题论坛上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供图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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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不牵一发动全身；孤立问题，减少

耦合，增量式调智商，不相互缠绕。我

们坚持把车辆的动学性能做好，然后再

一个一个模块地增加。在智能车改装

完成后，首先由第三方完成车辆动力学

性能测试，确保控制器和执行器接收到

驾驶脑送来的数据和信号是符合要求

的，同时确保改装没有影响人工驾驶的

功能和性能，能够实现人机双驾双控。

其次，在封闭环境下，孤立问题，突出重

点，先调好控制模块，后调雷达模块、图

像模块，完成首个 1/3分项测试，是智

能车试验调试成功的基础。接着，在开

放道路稀疏流量下，完成 2/3 组合测

试，雷达+GPS，或摄像头+GPS，或雷

达+摄像头完成一次次分组试验。最

后，在典型开放道路环境下完成 3/3的
综合测试。我们强调人机交互，智能车

可以通过语音播报路段信息、车辆状态

等，通过 iPAD等手持终端显示车辆实

时位置；车上乘员通过 iPAD等手持终

端可控制车辆的启动/停车、加/减速

等，同时可以显示车辆实时位置和轨

迹。这就是“解耦和、排先后、拾级而

上”——智能驾驶试验与评估特定的递

进式阶梯。

云计算和大数据让轮式机器人更

聪明

众所周知，基于位置的服务（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s）是最接地气的

云计算，和街景地图的作用相比，用于

车联网的驾驶地图才是互联网地图的

命根子。

云机器人依托云计算优势，重在认

知，体现在端设备上是感知和行动；先

研发语言和图像丰富、认知复杂、动作

相对简单的特定认知域的云机器人，如

导航机器人，其智商和情商容易取得小

众的共识。研发云机器人成为大数据

认知的一个突破口。

机器人与人，可能形似神不似，也

可能神似形不似。我们认为当前应该

更多研发的不是人型机器人，而是神似

形不似的云机器人。利用“云+端”的

形态和深度学习，涌现出太多的云机器

人雏形，它们和自然人相比神似形不

似，很多的记忆认知和计算认知可从云

上获得。当前的感知、交互认知、行为

控制和协调在端上，有自主学习和主动

寻求帮助的能力，能够满足移动生活中

的人群对特定领域工作的机器人的迫

切需求。

在云计算数据中心，用成千上万台

的CPU+GPU服务器架构，通过大数据

样本做混合的大规模深度学习的并行

训练，可确定几十亿个参数的人工神经

网络模型，用于语音识别、人脸识别等

已经获得明显成效，深度学习等这类有

监督学习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群体智

能，在云计算数据中心得到了广泛应

用。当前，深度学习吸收了云计算和大

数据的红利。深度学习实际上是一套

灵活的、复杂而又简单的形式化模型框

架，依靠不同深度的神经网络中的大量

参数的确定去处理不同的问题，参数量

可高达十几亿个，参数的精度靠大量的

数据训练得以保证，适合端到端的学

习。深度学习以卷积神经网络（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为代表，

相比早先的浅学习，它不但可以从局部

到全局提取不同层次的特征参数，还可

以利用卷积的微分性质通过改变卷积

核在更高阶上提取特征参数，是抽象认

知能力的提升，而不仅仅是神经网络的

宽度——神经元数目的增加。

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

可以有力支撑云机器人如何听说、如何

看、如何想，解决机器人如何动作的“智

能制造 2025”迎来了我国机器人的春

天。云计算和大数据使得轮式机器人

更聪明，我们能为驾驶服务研发更多

的云机器人，如路口交警手语识别机

器人、教练机器人、代驾机器人、交通

事故仲裁机器人、特种车辆服务机器人

等等。

轮式机器人展望

轮式机器人亦或是我国智能制造

2025的第 1张名片，也是我国智慧城

市、智能交通的第1张名片。机器人产

业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影响

不可低估。

仅仅由研究院所和高校利用后改

装的汽车，在封闭道路上进行无人驾驶

试验或比赛，已经成为过去时。因为用

户不会购买昂贵的、“拳打脚踢”后改装

的试验用车，并且整车厂商的智能车已

经上路行使，智能车研发正在进入规模

化生产阶段。

国内外智能驾驶示范项目会越来

越多，各种各样的智能商用车的社会化

运营比智能轿车的私人购买要早，其商

业运营模式甚至会改变城市和社会的

组织形态。其中，快速公交、社区通勤、

景区观光、公路火车物流等，尤其值得

关注。从以车载传感器为代表的智能

车零部件到整车的智能鲁棒性评测，正

在形成规模化生产智能车全新的产业

链，跨界创新尤其是 IT和汽车业的跨

界创新在其中展现出勃勃生机，外企车

进军中国智能车市场的势头汹涌。

轮式机器人还会对移动测绘行业

带来挑战。移动测量车比无人驾驶车

有更高档的传感器配置，可以在测量的

同时实现无人驾驶。一旦全国乃至全

球的移动测量车变成移动测量机器人，

泛在测绘将成为事实；一旦智能驾驶成

为事实，全球的车辆都在移动测量，测

绘的众包将成为事实。

当然，轮式机器人除了用于交通，

还可用在工业、农业、医疗与健康等各

个方面，将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中的经

常态。它方便、简洁，自主、自适应、自

学习，助老、助残、助儿童、助自理，它时

刻在线，将和手机一样成为人人联网、

物物联网中的基础型端设备，成为生成

大数据的海量传感器，成为人类移动生

活的同行者。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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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机器人产业的飞速增长，

机器人技术在保障国家安全、推动国民

经济转型、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引

领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制造模式、生活方式、军

事作战形态的颠覆性变化，推动机器人

技术迅猛发展，使之成为一种面向未来

的战略性技术，已成为未来国与国之间

竞争的焦点。2014年 6月 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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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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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
23日，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李

源潮副主席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这

一系列举措，掀起了机器人研究与开发

的热潮。

从未来10年乃至20年的发展角度

看，机器人将越来越深入地融入社会，

在更加动态和不确定的环境下，完成复

杂和精细的操作任务。同时，我们也必

须认识到，机器人无论如何发展，都只

能是人类生活和工作的工具和帮手，辅

助人类完成一些复杂、危险的工作。机

器人将在人类的控制之下自主地执行

任务，最终形成人和机器人协同工作的

和谐环境。

目前人类生活的空间，是完全根据

人类的认知能力和物理限制而建造

的。未来人类建造或改造环境时，必须

考虑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

得未来人类生活和工作的环境适合机

器人辅助人类生活、人和机器人协同工

作。因此，机器人一方面需要借助脑科

学和类人认知计算，通过云计算、大数

据处理技术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另一

方面也需要在环境建造或改造中提出

和研制易于人类和机器人操作的接口、

设备等，研究新的机器人操作系统和操

控技术，提高机器人的精细与灵巧作业

能力，最终实现机器人和环境、设备的

相互适应和共同进化，创造人和机器人

和谐、协同工作的新空间。

综上所述，新一代机器人要求借助

脑科学和类人认知计算方法，通过云计

算、大数据处理技术，增强机器人感知、

环境理解和认知决策能力。通过对人

和机器人认知和物理能力、需求的深入

分析和理解，构造人和机器人的共生物

理空间。使得机器人能够完成复杂、动

态环境下的主动服务和自适应操作。

作为机器人领域的后发国家，我国

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相比于欧美日等先

进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然而，大数

据、云计算与物联网带来的变革，以及

脑科学研究和类人认知计算技术的兴

起，给机器人领域带来了新的跨越式发

展机遇。目前，云脑机器人（参见图 1）
及人与机器人共生物理空间研究仍然

是国际上的空白，它的研发、制造和应

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高端制造

业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必将是

国家安全的基石和形成支柱产业的战

略引擎。抓住这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期，

增强我国在机器人领域的自主创新能

力，是我国机器人研究和发展赶上和超

越国际水平的重要途径。

机器人系统中的类脑计算

人类大脑具有非常强大的信息处

新一代机器人新一代机器人：：云脑机器人云脑机器人
孙富春，刘华平，陶霖密

技术前瞻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北京100084

图1 云脑机器人工作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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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认知功能，人类对自己的大脑及其

功能的研究，历经数百年，取得了巨大

的进步，但依然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

人类对自己大脑运行原理的理解，依然

十分有限。因此，类脑计算面临着非常

巨大的挑战，寻找一个易于突破的方

向，是当前类脑计算领域亟待解决的重

大问题。

使机器人也具有同人类一样的

脑-手功能，将人类从琐碎和危险环境

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一直是人类追求的

梦想。随着人类对脑-手认知功能理

解的加深，从脑-手生物系统认知机理

的角度研究仿生机器人，已成为机器人

发展的重要方向。而这些研究有赖于

对人类脑-手感觉运动系统多源信息

编码和神经协同机理的认知，以及如何

将其转化为仿生机械手灵巧操作的理

论方法。这里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就

是脑-手感知运动系统多源感知信息

的编解码、神经协同运动机理。人手、

臂的运动行为是运动皮层和感觉皮层

等多脑区参与的神经信息协同表征与

处理结果，而运动行为的学习则须将各

种相关感知信息如视觉、触觉、温度觉

等，编码后传入中枢神经系统，经过重

复整合并存入长期记忆中。

目前对于脑-手运动机理的分析

通常限定为初级运动皮层或运动前区

与手具体运动参数的统计关联性，而对

于如何同时将多种感官信息传输到人

脑、如何表示、整合，并长期存贮用于指

导运动技能的学习，则鲜有研究。揭示

脑-手运动行为在神经信息中的动态

表征机理，从细胞、回路和脑区三个层

次上分别研究神经元活动与运动行为

在时间与空间分布上的系统量化关联

性，对多脑区、高通量、时变、非线性的

神经信号，进行高效、动态、联合的传感

测试与解析，是当前脑科学和人工智能

领域面临的共同挑战。

云脑机器人

云脑机器人的类人认知离不开神

经科学的发展。受大脑视觉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特点启发建立的深度学习已

在某些方面接近于大脑对于信息的处

理能力。然而,深度学习仍然不完全具

备大脑的认知能力，比如自主学习、对

于多种模态的快速切换和自由融合、运

动与感知的一体化等。因此，云脑机器

人还需要从大脑借鉴更多的知识才能

达到真正的类人认知。其次,为了实现

类人认知，需要发展一种开放的、可扩

展的、可重构的云脑计算体系结构，制

造类脑神经元网络等新型机器人的“大

脑”。

目前，美国、欧洲等均启动了类脑

芯片及新型体系结构等的研究，最引人

瞩目的成果是 IBM公司于 2014年 8月

发布的类脑芯片 TrueNorth，其中含有

100万个可编程神经元、2.56亿个可编

程突触，每秒可进行 2560亿次突触运

算。每消耗一焦耳的能量，可进行 460
亿突触运算。国际上开展类似研究的

还有许多知名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

包括英特尔、ARM、惠普、高通、斯坦福

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海德堡大学等。

我国的脑计划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清华大学也于最近研制成功了类

脑计算芯片天机 1号。这方面的研究

成果有望为云脑机器人的研发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

云脑机器人研究需要大数据技术

的支撑。目前的大数据计算的前沿研

究热点目前正拓展对信息系统、物理系

统和人类社会之间的高度耦合机理和

互动模型研究。如何在现有认知科学

和信息科学的研究基础上，对跨时空大

数据中数据、对象和事件的属性进行建

模、分析和挖掘，揭示跨时空大数据的

高度耦合机理和融合交互规律，解决将

人类知识与数据驱动的大数据技术有

效结合的关键问题，是大数据计算的研

究趋势，亦是云脑机器人认知与决策的

重要基础。在智能决策方面，随着人们

对人类脑神经系统、感觉运动系统多源

信息编码和神经协同机理的认知，如何

研究利用基于这些认知机理的智能控

制理论与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机器人，

增强机器人对不确定环境的适应能力

和精细与灵巧操作能力，是云脑机器人

智能控制研究的核心技术之一。目前,
匹斯堡大学,布朗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单

位已通过对猕猴和人的脑神经运动系

统认知机理的揭示，研究新型的机器人

操作理论方法，并进行了猕猴和人的典

型抓取实验。作者领导的课题组开展

了机械手高分辨率多模态陈列传感装

置以及基于经验学习的机械手精细操

作方法的研究，并将其应用于科学实

验。

未来发展方向

尽管类脑计算和云计算目前已经

取得显著进展，云脑机器人的研究依然

面临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应

该在以下方面开展深度研究：

1）云脑机器人系统的体系结构

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模态感

知信息完成对作业环境的进行认知并

对操作目标进行精细与灵巧操作是云

脑机器人必备的能力。拟突破该体系

中网络与机器人、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

的感知运算存储等资源的配置、角色分

配、任务分工、协作方式以及人机情感

交互，以及基于类人认知的机器人精细

与灵巧操作等问题。研制认知专用加

速芯片，实现高性能功耗比的复杂认知

功能。研究支持多机器人协作的云端

融合体系结构，根据任务复杂度、数据

量、网络状况以及机器人的电源状况等

自动选取优化的云端任务划分和机器

人间任务划分机制，降低总体成本、功

耗，提高任务执行效率。突破云端融合

的智能机器人编程方法、编译器和运行

时系统，实现云脑机器人性能的整体跨

越。研究超智机器人与智能家居环境

和智能制造环境进行信息交互和操作

控制的方法与体系结构。基于新型器

件和新型类脑计算模型的研究，研究新

一代认知加速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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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脑机器人的类人认知

机器人在感知外界事物时，需要从

多个感官模态获取信息，对这些信息有

效整理用于认知过程、指导后续行为，

并可通过云计算和云存储延伸感知能

力。为此，需要发展云脑机器人的类人

认知基础理论和方法，解决多模态信息

“如何表达、如何处理、如何使用”以及

类人认知与现有信息处理系统如何高

效融合等问题。

3）云脑机器人的智能控制

云脑机器人需要高效处理来自网

络空间、物理空间和人类社会空间的跨

时空复杂信息。因此，如何在与环境交

互和共同进化过程中实现自适应的决

策与控制是云脑机器人必须具备的能

力。为此，需要研究跨时空复杂环境下

的智能控制理论、方法与系统。包括：

（1）云脑控制的分层递阶结构；（2）云脑

控制的认知机理；（3）面向云脑控制的

人机交互；（3）云脑协调多任务规划与

决策。（4）云脑机器人核心功能部件，包

括多模态、高分辩率阵列传感装置、仿

生肌肉纤维和记忆合金协同驱动装置

以及关键传动与控制器件等。

4）云脑机器人的大数据处理与分析

云脑机器人需要高效处理来自于

网络空间、物理空间和人类社会空间的

跨时空大数据。如何智能地从与环境

交互的海量历史数据及实时数据中自

适应学习与决策是云脑机器人必须具

备的能力。为此，需要研究跨时空大数

据环境下的智能信息处理理论、方法和

系统，包括：（1）跨时空大数据的统一表

达以及数据、属性和语义的交互机制建

模；（2）跨时空数据的变粒度结构挖掘

及其高度耦合机理；（3）知识与数据驱

动相结合的学习理论和高效算法；（4）
开放式动态复杂环境下的隐含结构识

别、异构推理与融合；（5）不确定环境下

的高效智能决策与自适应学习；（6）支

持云脑机器人数据计算的大数据分析

处理系统架构、质量控制模型与高效算

法，实现跨时空大数据并行处理机制及

知识管理模式。

5）应用示范

建立在云脑机器人基础之上的服

务机器人在未来养老服务中应逐渐扮

演起重要角色，利用多感觉整合与注意

脑机制及其与人情感关系、人-机器人

的友好交互、技能学习与智能决策等关

键技术，提高机器人的认知能力，提升

服务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承担起养老

服务，解放劳动力，带动整个服务产业

新发展，解决国家重大社会问题。另一

方面，云脑工业机器人在新工业时代大

背景下，利用自主协同操控，面向复杂

加工任务的自主制造，群组工业机器人

的智能规划、决策，基于网络的人机共

融操作等关键技术，进一步提高工业技

术水平，同时结合服务机器人生产、制

造，进行应用示范。

为了攻克云脑机器人上述关键技

术，应该建立高等院校、企业和标准化

组织协作的创新模式，为新技术的应用

提供市场准入条件。在技术示范方面，

要充分结合企业的工程实施能力和产

品化能力，通过技术转让等成果转化方

式吸引相关企业参与项目实施。与相

关行业管理部门积极沟通，以便于成果

辐射整个生产行业，带动行业进步。在

人才保障方面，加强对云脑机器人科技

人才培养的政策支持，吸纳高素质人员

进入机器人研发领域，建立高层次人才

培养体系。此外，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与经验，实现我国机器人技术发展与

世界接轨。加强国际机器人标准体系

研究，系统与装备国际化顶层设计，国

际合作机制研究，以及国际发达国家机

器人技术跟踪与发展态势分析。

云脑机器人是新一代机器人的发

展趋势。通过云脑机器人的研究与开

发，形成完备的机器人产-学-研-用创

新体系，具体包括突破云脑机器人的体

系结构、环境交互学习、认知行为与作

用机理、灵巧操作等基础理论与核心技

术，并研制大面积多模态、高分辩率阵

列传感装置、类人认知计算芯片、仿生

肌肉纤维和记忆合金协同驱动装置等

新型仿生感知与执行器，开发云脑机器

人关键传动与控制器件，完成原创性的

云脑机器人实验样机平台研制，建立服

务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应用示范。通

过对云脑机器人的研发，不仅能够快速

提升我国在机器人领域的领导地位，还

能有力地促进云计算、类脑计算与认知

计算的协同发展。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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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服务机器人发展服务机器人，，助力智能社会发展助力智能社会发展
陶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中国航空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191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 2015世界机

器人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信

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智能社会初露

端倪。机器人技术是智能社会创新发

展的风向标。”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

提到：“迎接即将到来的智能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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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机器人发展我们与

世界各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1]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

发展，信息时代带来的革命正在极大的

改变人们的衣食住行，而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的深远变革才刚

刚显现[2]。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数

据的采集变得容易；基于大数据采取的

高度拟人化系统或生态技术，实现的人

工智能，将有可能表现得“比人更人

化”；云计算为人们提供智能化的服务

器与系统服务。

智能生活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们

能够享受到舒适、方便、快捷、安全的生

活，并且生活的方式更加环保[3]。其中，

各种智能服务机器人，将成为人一生中

成长、工作、生活、养老的重要助手，有

望在未来智能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

作用。

1 服务机器人的国际前沿与发

展趋势
智能感知识别、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在服务机器人中的应用，促使机器人的

感知识别能力逐渐接近于人或其他生

物，微软、谷歌、百度等已经在人工智能

领域有所布局。如图1所示，美国国防

部 DARPA实验室开发了仿人类大脑

（True North），模拟人类大脑，使机器人

更加智能化；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智

能空间通过观察人的姿态并通过接受

人的语音命令指导房间控制系统为用

户服务；2014年，微软在 Build大会上

推出了虚拟个人助理 Cortana，其思考

能力足以支持整个对话过程；谷歌在

2014年 4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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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感知、微纳制造、生物材料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

展，信息时代带来的革命正在改变人们的衣食住行，智能社会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的深远变革逐渐显

现。智能服务机器人将成为人一生中成长、工作、生活、养老的重要助手，有望在未来智能生活中发挥

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服务机器人的国际前沿与发展趋势出发，介绍服务机器人在智能社会中的重

点方向以及对未来生活模式的影响，阐述家用服务机器人和医疗康复机器人在智能社会的应用形态及

若干关键技术，对服务机器人助力智能社会发展提出建议。

图1 智能感知识别、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服务机器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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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IDL）开发的“百度大脑”已经能达

到2~3岁孩童的智力水平。

家用服务机器人方面，多功能家庭

服务机器人将给人们带来的便利性和

舒适性[4~6]。美国 iRobot公司的Roomba
清洁机器人，其AWARE智能系统能够

让机器人从多个传感器中获取环境信

息，并依次决定如何移动；不但根据需

要定时清洁，还能在耗尽电能之前自主

充电，然后接着自动投入清洁工作中。

医疗康复服务机器人将进一步实

用化，在临床、康复、家庭等领域推广和

普及。智能化也已成为人类健康及健

康工程的重要需求，将为健康管理提供

新维度上的信息，无线互连将改变原有

的医疗模式。新型家用医疗器械的发

展将会促进健康管理模式的模式；新型

家用医疗器械可以实现检测的即时化、

日常化、非侵入，有效地分析健康趋势、

监测疾病进程，进而实现早期治疗、个

性化治疗等；无线互连将在健康状态监

测、远程即时诊断、个人健康信息即时

查阅等方面获得广泛应用，健康管理将

在无线互连的技术支撑下实现无时不

在、无处不在，实现云健康管理。如图

2所示，美国 Intuitive Surgical 公司研

制的da Vinci外科手术机器人，率先突

破外科手术机器人3D视觉精确定位及

多自由度末端操作手结构设计与精确

控制问题，可帮助医生实现精准的手

术，高可靠，高效率；以色列埃尔格医学

技术公司研发的外骨骼机器人，将帮助

瘫痪病人摆脱轮椅，像正常人一样行

走，它可以感应截瘫患者细微动作及重

心位置的变化，协助他们站立、步行甚

至爬楼梯[7,8]。

在美国和欧洲，服务机器人研究人

员致力于改进机器人智能化水平，如图

3所示，美国MIT研制的Alphadog，法国

的NAO人形机器人等；在日本和韩国，

研究的服务机器人旨在用于参与人们

日常生活，如日本的ASIMO仿人机器

人、韩国的引路机器人，其中由MIT人

员成立的波士顿动力公司率先突破四

足机器人复杂动力学建模、控制与驱动

问题，其研制出一款四足机器人Alph⁃
aDog可以搬运重 180 kg的物品，同时

还可以利用感应器朝着指定地点前

进, 在没有燃料补给的情况下可步行

约32 km。

国内服务机器人起步较晚，但智能

机器人发展势头良好，尤其是以服务机

器人为代表的新兴智能科技成果已进

入广泛的实际应用。如图4所示，海尔

于 2015年发布首款家庭服务机器人，

阿里巴巴投资Pepper机器人，百度、腾

讯为机器人开放互联网服务，万科“未

来三成物管人员是机器人”，华为、中兴

均布局服务机器人产业。

图2 医疗康复机器人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图3 仿生服务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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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机器人在智能社会中的

重点方向，对未来生活模式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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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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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得益于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

进步和成熟，人工智能在理论研究与实

际应用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与此同时互联网也将实现智能化，

这构成了智能社会发展的公共基础设

施，人们可以通过可穿戴智能设备或者

植入式芯片随时随地与互联网交换信

息。生物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拓宽了

人类的感觉，许多科幻中的场景得以成

为现实，人们甚至可以通过智能硬件实

现疾病的远程诊断、实时监控。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生物技

术、虚拟现实构成推动智能社会发展的

几大核心动力[11~16]。在另一方面，市场

的迫切需求也反过来加速智能技术的

飞速发展。智能技术正处于拐点时期，

一个崭新的智能社会即将到来。

服务机器人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

关，现在已从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时代进入到数据技术

（Data Technology，DT）时代，未来将进

入机器人技术（Robot Technology，RT）
时代[17]。未来发展的趋势，将朝面向服

务机器人的类人脑认知与发育机制技

术，机器人伦理与社会学技术，人机和

谐共融的情感识别与交互机制，陪护机

器人的情感理解技术等的发展反向。

为人们提供监控、安防、看护、室内外清

洁、教育、娱乐等多项服务的多功能服

务机器人。多功能家庭服务机器人将

给人们带来的便利性和舒适性[18]。

3 服务机器人在智能社会应用

的产品形态与关键技术
3.1 家用服务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是在非结构环境下为

人类提供必要服务的多种高技术集成

的智能化设备，其应用范围很广，主要

从事维护保养、修理、运输、清洗、保安、

救援、监护等工作。

3.1.1 服务机器人在未来智能社会中

的重点应用与产品形态

未来智能社会中服务机器人包括

教育娱乐机器人、家庭安全监控机器

人、基于网络音视频的替身机器人、具

有短程代步功能的移动机器人、网络与

社交机器人、面向情感交流的陪护机器

人、面向公共服务的接待机器人等。

1）家庭安全监控机器人。

在家庭中进行巡逻，探测闯入者、

火险及煤气泄漏等隐患，自动按照预设

路线进行巡视，并集成机器视觉、烟雾

传感器、气体传感器等，采集家中的相

关信息。如图5所示，家庭安全监控机

器人发现陌生人闯入，通过机器视觉采

集图像，通过无线网络反馈给家庭主

人，由其判断是否报警；如发现煤气泄

漏或火险等，通知远程的服务中心联系

消防及时救援，同时通知家庭主人家中

情况。

2）面向情感交流的陪护机器人。

基于该陪护机器人，老人的家人、

子女可上传个人日记、微博等信息到远

程服务器，每天(或定期)从服务器下载

以上信息，通过信息整合，以家人的语

气、声音陪使用者谈话，进行交流，提供

精神慰藉，如图6所示。陪护机器人的

脸/上半身也可以集成一个显示器，远

方的子女/亲人可以通过视频语音等方

式与老人直接交流；根据老人的喜好，

自动下载新闻、图书、音乐等，并阅读/
播放给老人听。

3）云服务机器人。

图4 国内服务机器人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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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耐基梅隆大学的 James Kuffner
教授首次提出，机器人从云平台中获取

有关知识和技能，借助云计算，帮助机

器人互相学习、共享知识。2011年欧

盟资助了RoboEarth项目，旨在让机器

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分享知识，并且能够

获取强大的机器人云服务。如图 7所

示，云服务机器人通过互联网和云计

算，帮助机器人相互学习、共享知识，不

仅降低成本，而且提高自主学习与适应

能力，从而提高了其对复杂环境的适应

性[19,20]。

3.1.2 家用服务机器人若干关键技术

支撑服务机器人产业化发展与推

广应用的关键技术包括面向非结构环

境下、低成本的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视觉的图像理解、高可靠性的

语音识别与情感理解、人机共融的高安

全决策机制、软体结构的新材料应用、

人工皮肤、3D打印的轻量化/个性化结

构设计、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的网络决

策机制、可互换/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化、

多机合作的共享与学习技术等。

1）用于服务机器人的低成本、高

可靠的 SLAM 技术。服务机器人的

SLAM技术，将实现机器人在未知环境

中从一个未知位置开始移动，在移动过

程中根据位置估计和地图进行自身定

位，同时在自身定位的基础上建造增量

式地图，实现机器人的自主定位和导

航，如图8所示，主要包括地图构建、传

感、定位、建模等。

2）高可靠性的机器人语音识别与

情感理解技术。服务机器人与用户之

间的自然和谐的交互，是提高用户体

验、增强机器人可用性的重要因素。

如图 9所示，服务机器人如何自然感

知、理解周围环境及人的意图，生成拟

人的感情特征，最终使服务机器人与

人自然地交互，是服务机器人的关键

技术之一。核心技术包括服务机器人

人机交互的情感机制，情感信号的获

取、分析和建模，情感信号的感知、识

别和理解，情感的生成与表达等。

3）服务机器人软体结构技术。服

务机器人的软体机构使用新型的合成

材料构筑一个集生态、环保、工程安全

性与一体的结构，模拟自然界的生物

运动模式，可在大范围内任意改变自身

形状、尺寸。如图10所示，美国哈佛大

学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型柔韧机器

人，可像蠕虫一样依靠蠕动在非常狭窄

的空间里活动。服务机器人的软体结

构涉及材料、微机电、液压、控制等多学

科，从材料、设计、加工、传感到控制等

方面开展交叉与融合研究，在医疗、侦

察、探测及救援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21]。

4）用于服务机器人的人工皮肤技

术。人工皮肤是指利用工程学和细胞

生物学的原理和方法，在体外人工研制

的皮肤代用品，用来修复、替代缺损的

皮肤组织。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鲍哲南

图5 家庭安全监控机器人

图6 面向情感交流的陪护服务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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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服务机器人具有语音识别与情感理解

图10 软体服务机器人

图7 基于云的服务机器人

图8 服务机器人SLAM技术

领导的团队开发出一种塑料制成的人

造皮肤，能够感知压力并与大脑沟通的

柔性人造皮肤，像“1页纸那么薄”，分

为两层，外层是可以感知压力的传感

器，由塑料加上碳纳米管制成；内层是

柔性电子电路，可以把压力信号改变成

电子信号，并传递给大脑。如图 11所

示，通过这种材料能让机器人获得一种

接近人类的皮肤，令机器人在智能化的

基础上拥有“感觉”，包括人类指尖上的

那种灵敏触感度。

3.2 医疗康复服务机器人

医疗康复服务机器人在未来智能

社会，将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探索

利用工程技术变革医疗健康服务模式，

并面向个人、家庭/社区、医院及社会，

提供用于健康管理、疾病诊疗及康复过

程的新一代技术、系统及平台，实现人

类生活的个性化、低价化、网络化和智

能化。

医疗机器人将进一步实用化，在临

床、康复、家庭等领域推广和普及，新型

家用医疗器械的发展将会促进健康管

理模式的模式；新型家用医疗器械可以

实现检测的即时化、日常化、非侵入，有

效地分析健康趋势、监测疾病进程，进

而实现早期治疗、个性化治疗等。同

时，无线互连将改变原有的医疗模式，

健康管理将在无线互连的技术支撑下

实现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实现云健康

管理；无线互连将在健康状态监测、远

程即时诊断、个人健康信息即时查阅等

方面获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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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医疗康复机器人在未来智能社

会中的重点应用与产品形态

在未来智能社会的重点应用形态

与产品包括体域网与数字健康管理、医

疗大数据与疾病防治、智能硬件与移动

医疗服务、个体化精准诊疗、微创/无创

诊疗、远程医疗、生物信息控制助老助

残、组织修复与器官替代等方面。

1）疾病早期诊断与预警机器人。

介入式诊疗微型机器人（胶囊式微

型机器人），包含微型泵、微型活检钳、

微行走机构、微型注射器、微型摄像头、

微传感器、能源、通信、控制等器件，具

有摄像内窥镜、生理参数监测、药物释

放、取样等功能。如图12所示，便携与

穿戴式（疾病）监测仪器，通过传感器采

集人体的生理数据（如血糖、血压、心

率、血氧含量、体温、呼吸频率等），通过

传感器、无线传输、中央处理器等技术

助力医生进行全面、专业、及时的分析

和治疗。

2）微创/无创诊疗机器人。

微创/无创诊疗机器人以导航和机

器人为手段，变革传统治疗理念和术

式，提高治疗效果（高精度、低/无损伤）

和效率，提升手术质量 [22]。围绕微创/
无创治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开发了基

于手术 CAD/CAM 理念的系列智能手

术工具，帝国理工大学研制了Acrobot

骨骼成形手术机器人，华盛顿大学则开

发了轻便型的主从式手术操作机器人

Raven系统，如图13所示。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开发的骨科

手术机器人已获得医疗器械三类注册

证并实现产品销售；天津大学开发的妙

手机器人也已进入产品报批程。

3）康复及助老助残机器人。

康复及助老助残机器人的主要功

能是辅助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日常生活，

如图 14所示，典型的产品有辅助腿脚

不便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出行的智能轮

椅或智能假肢，为瘫痪的老人进行康复

和训练的机器人 [23]。围绕康复及助老

助残，英国Argo公司开发了ReWalk外

骨骼助行辅具，日本筑波大学开发了

HAL 外骨骼系统，美国 UC Berkley 将

BLEEX外骨骼民用化为一种便携式康

复辅具，应用前景广阔。

3.2.2 医疗康复服务机器人的若干关

键技术

医疗康复机器人需突破的关键技

术包括生理信息采集微纳传感器、健康

大数据挖掘、多模态医学图像配准与融

合、人体运动及生理功能的仿生、延时

网络通讯与远程安全交互、可穿戴设备

的人机耦合及实现、用于体内受限空间

的高精度灵巧操作机构构型、个体化植

入/介入医疗器械三维打印、健康智能

有效性与可用性评估技术等。

1）可穿戴设备的人机耦合机制及

实现技术。

以人为中心，实现人机接触和交互

时人的个体特征与机的物理与功能特

性之间的高度匹配。人的感知、认知、

行为、生理结构、生物与环境相容性等

特征与可穿戴式服务机器人的材料、传

感、决策、控制等特性，均限定在一定范

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人机交互时的耦合

性能，决定了可穿戴式服务机器人的可

用性、有效性及舒适性，多样性人机耦

合是可穿戴式机器人需突破的关键技

术之一，从而实现人机之间自然交互和

可穿戴式机器人设备大规模推广将逐

渐成为可能。

2）个性化植入/介入医疗机器人

器械三维打印技术。

以人体生理信号、脑肌电信息、神

经传导、乃至情感等生物信息为借口通

道控制助老助残机器人实现人的能力

替代和增强的技术，从而解决老人残疾

人的能力受限问题。可实现人按自己

意图随意控制助老助残设备，达到人机

合一的境界。

3）健康大数据挖掘技术。

从群体数据中发现和描述健康特

征和趋势的一系列过程和技术，实现对

个体健康状况的长期持续性精准评估

图11 人工皮肤

图12 医疗服务机器人用于早期诊断与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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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诊疗。以巨系统、物联网、数据挖掘、

中医工程等为基础，可带动临床医学信

息学、中医科学和工程、健康管理学等

医学知识发现为主的新型医学服务技

术的飞速发展。健康大数据挖掘技术

将在慢病管理上首先获得突破，将促进

医疗模式从关注疾病转向关注健康。

4 建议
1）注重基础学科与技术开发的协

同进展。

目前，国际上智能生活的研究仍处

于发展时期，应积极加强与先进国家交

流与合作，结合中国国情和需求，深入

细致地进行理论研究，尽快接近或达到

世界水平。

2）支持发展关键共性技术以及面

向产业化的技术。

当前，制约智能生活相关产业大发

展的主要因素还是行业共性关键技

术。当抓住相关领域技术革命的时机，

攻克智能生活所需服务机器人的关键

技术，为实现不同的智能生活相关产品

和服务打破技术壁垒[24,25]。

3）加强智能生活技术标准建设。

加快形成智能生活产业体系，需要

技术、服务和资本共同推动，为智能生

活企业的技术开发、产品制造和推广应

用创造条件。在智能生活领域鼓励服

务机器人产业标准和产业联盟标准的

制订，允许重点实验室和产业联盟利用

企业标准和产业联盟标准进行产品检

测。加强数据标准化建设，整合大数据

资源并加强数据开放工作。

4）以产业链带动创新链。

实行以产业链为主导，高校科研单

位参与研发的产学研模式，更有利于研

发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更有利

于市场化的推广，更有利于服务机器人

产业化发展。围绕要素整合、研发创

造、商品化、社会效用化四个环节，建立

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处理好政府

主导和市场机制的关系。

5 结论
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攻关和产业应

用发展势头良好，尤其是以服务机器人

为代表的新兴智能科技成果已开始得

到实际应用，有力的支撑中我国智能社

会的建设与发展。本文分析了服务机

器人的国际前沿与发展趋势，介绍了家

用服务机器人、医疗康复机器人在未来

智能社会的应用形态，阐述了需攻克的

若干关键技术，并提出了服务机器人助

力中国智能社会发展的建议。

图13 微创诊疗服务机器人

图14 康复及助老助残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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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innovation in service robots, help china's future smart social
development

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mart sensing, micro-
nano manufacturing and biological materials, the information age revolution is changing people's daily life. The intelligent society for
people living and working will bring great changes gradually. Intelligent service robots is expected to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t life. Firstly, the international frontier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ervice robots are proposed. The service robot’
s impact on future mode of life is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a number of key technology of the household service robots
and medical robots are presented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proposals of intelligent service robots boost social development are given.
KeywordsKeywords iIntelligent society; service robots; household; medical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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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水下机器人研究进展智能水下机器人研究进展
庞硕，纠海峰

哈尔滨工程大学水下机器人技术重点实验室，哈尔滨 150001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资源的宝库、

交通的要道，占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

是人类发展的四大战略空间（陆、海、

空、天）中继陆地之后的第二大战略空

间，同时也是一个富饶而远未得到充分

开发的宝藏。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能源、

生物资源和金属资源、是人类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财富，是目前最现实、最

具发展潜力的战略空间。随着智能水

下机器人（Autonomous Underwater Ve⁃
hicle，AUV）技术的发展，必将使海洋开

发进入新的时代。

智能水下机器人是一种无人无缆

的潜水器载体，它将人工智能、探测识

别、信息融合、智能控制、模式识别、系

统集成等技术应用于同一水下载体上，

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自主完成预定任

务。智能水下机器人由于在实际作业

中无需人工干预，可以自主地运行在无

法预知的海洋环境中，完成自主行为决

策和自主路径规划等任务，无论在民用

上还是军事上都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1 智能水下机器人国内外发展

现状
1.1 国外发展现状

20世纪 80年代末，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微电子技术、控制硬件和计算机

技术等方面的进步，智能水下机器人技

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在智能水下机器

人技术的研究方面，许多沿海国家尤其

是发达国家都致力于智能水下机器人

技术研发和产品研发。美国、英国、日

本、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成立了专门

的研发机构。最著名的研究院所有：美

国伍慈霍尔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e），美国海军研究

生院的智能水下机器人研究中心（Cen⁃
ter for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Research），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智能

水下机器人实验室（MIT Sea Grant's
AUV Lab），英国的海洋技术中心(Ma⁃
rine Technology Center)，日本东京大学

的水下机器人应用实验室（Underwater
Robotics Application Laboratory）等。同

时，一些国际的专业协会也为推动智能

水下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如：IEEE机器人和自动化协会

（IEEE Robotics and Automation），IEEE
海洋工程协会（IEEE Ocean Engineer⁃
ing Society）等。

美国康斯伯格公司的Remus（Re⁃
mot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Units）系

列智能水下机器人，是最成功的智能水

下机器人系列之一，具有Remus-100，
Remus-600 和 Remus-6000 等多个型

号。 Remus- 6000 最大工作水深为

6000 m，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系统，代表

了目前智能水下机器人的最高水平。

Remus系列智能水下机器人因为其优

越的性能，已经被多个国家所采购。科

研工作者们利用Remus智能水下机器

人完成了大量的海洋环境观察和数据

采集试验，图 1[1~3] 为Remus-100和Re⁃
mus-6000智能水下机器人。

2009年，法航447号航班在大西洋

近赤道海域上空失踪，调查人员花费了

整整 2年的时间也没有找到飞机的黑

匣子。2011年调查团队首次将Remus-
6000智能水下机器人投入到搜索黑匣

子任务中，调查人员绘制出接近于飞机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和海洋开发需求的日益加强，智能水下机器人技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致力

发展的技术领域。本文介绍国内外智能水下机器人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智能水下机器人的关

键技术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图1 Remus-100（左）和Remus-6000（右）智能水下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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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位置的搜索网格图，机器人能够精

确地沿着搜索网格线自动行驶。在

Remus-6000加入调查不到一个星期的

时候，这台机器人拍到了在一个深海平

原上的大量飞机残骸。至此，调查人员

找到了法航 447航班客机。这次搜索

的成功，展示出智能水下机器人在水下

搜索方面的巨大优势[4]。

美国蓝鳍水下机器人公司研制的

蓝鳍金枪鱼智能水下机器人（Bluefin-
AUV）按照直径分为9英寸（约23 cm）、

12 英寸（约 30 cm）和 21 英寸（约 53
cm）3种，质量 50~750 kg，最大工作水

深 200~4500 m，续航能力 12~30 h，可
装备多种传感器，用于水雷探测、海底

地形地貌探测、海底沉物探测、海底管

道跟踪和海洋环境数据采集等，如图 2
所示。2014年 4月，美国利用Bluefin-
21 型智能水下机器人在南印度洋海

域，开始进行马航MH-370客机残骸的

搜索工作，目前已完成水下核心区域搜

索任务的 95%，仍没有重大发现（www.
bluefinrobotics.com）。

法国ECA公司研制的Alister智能

水下机器人，长约4.5 m，空气中质量约

为 900 kg，巡航速度为 4节（节是水中

载体速度单位，1节约等于1.852 km/h=
0.514 m/s），最大工作水深为 300 m，续

航力为 12~20 h，并且能够进行自主导

航。通过搭载相应的传感器，Alister智

能水下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目标区域

监视和绘图等任务，图 3（图片引自

www.eca.fr/en/robotie- vehiele/roboties-
naval-auv-alister-autonomous-underwa⁃
ter-vehiele/2.htm）为Alister智能水下机

器人出水的照片。

挪威康斯堡·西姆莱德公司研制的

Hugin智能水下机器人系列可提供海

底地形调查及多项水下探测作业服务，

现已为 8个国家完成了约 3万 km的探

测作业。Hugin系列共有：Hugin1，Hu⁃
gin1000，Hugin3000这 3种智能水下机

器人。以技术最为成熟的Hugin3000
型智能水下机器人为例，其长为5.35 m，

最大直径为 1 m，空气中质量约为

1400 kg，巡航速度为4节（约2 m/s），最

大工作水深为 3000 m。携带的电池可

维持约 60 h的水下自主航行，续航力

约为 440 km。Hugin具有惯性导航系

统、超短基线或长基线定位系统，以及

多种传感器，包括：多普勒测速仪、压力

传感器、感度计、前视声纳等，图4[5~7]所

示为Hugin3000智能水下机器人。

1.2 国内发展现状

国内在智能水下机器人技术研究

方面，主要研究机构有：中国科学院沈

阳自动化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大学智能

水下机器人技术重点实验室和中船重

工710所等。 从1992年6月起，中国科

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联合国内若干

单位与俄罗斯展开合作，在俄罗斯MT-
88智能水下机器人的基础上，针对国

内对国际海底资源调查的需要，研制开

发了“CR-01”型最大潜深6000 m、续航

力约 10 h 的智能水下机器人，并于

1997年6月，成功完成了太平洋某区域

的深海考察。“CR-01”的研制成功，使

中国智能水下机器人总体技术水平跻

身世界先进行列，成为世界上拥有潜深

6000 m智能水下机器人的少数国家之

一。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所联合国内若干单位在20世
纪 90年代后期又成功研制了“CR-02”
型智能水下机器人。在“十二五”期间，

在大洋协会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沈阳

自动化研究所对“CR-02”进行了改造

与设备更新，构成了新的“潜龙-1号”

智能水下机器人，在 2节（约 1 m/s）航

速下最大续航能力增大到24 h，并搭载

了浅地层剖面仪等探测设备，可完成海

底微地形地貌精细探测、底质判断、海

底水文参数测量和海底多金属结核丰

度测定等任务。“潜龙-1号”是目前国

内唯一具有6000 m深海探测能力的智

能水下机器人，图 5所示为“CR-01”和
“潜龙-1号”智能水下机器人[8,9]。

中船重工 710所研制了多型中等

潜深（几百米范围）的智能水下机器人，

近年来，又研制了多功能远程自主运载

智能水下机器人、搭载合成孔径声纳的

图2 蓝鳍金枪鱼智能水下机器人系列

作业示意

图3 Alister智能水下机器人 图4 Hugin3000智能水下机器人

图5 “CR-01”（左）和“潜龙-1号”

（右）智能水下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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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710所研制的2款智能水下机器人

图7 2款某系列微小型智能水下机器人

智能水下机器人等，并在智能水下机器

人的工程化方面也取得了相应的业

绩。图6所示为710所研制的2款智能

水下机器人。

哈尔滨工程大学智能水下机器人

技术重点实验室从 20世纪 90年代起，

开始进行智能水下机器人技术的研究

工作，重点围绕运动控制、智能规划与

决策、水下目标的探测与识别、信息融

合与理解、系统设计与集成等方面进行

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目前，哈尔滨工

程大学智能水下机器人技术重点实验

室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智能水下机器

人技术研究基地。研制有某系列微小

型智能水下机器人、某系列中型智能水

下机器人以及应用于海洋探测的大型

综合探测水下机器人。

近年来研制出某系列多款微小型

智能水下机器人样机，可搭载成像声纳

和微光摄像机，能够在复杂海洋环境下

完成自主侦查与探测任务，如图7所示

为该系列2款微小型智能水下机器人。

图 8所示为最新研制的某微小型

智能水下机器人，其主要功能为依靠自

身搭载的侧扫声纳系统对指定区域进

行自主搜索探测和跟踪观察，可用于海

洋环境监测、寻找失事舰船、探测打捞

等多项任务。

某系列中型智能水下机器人是重

点实验室的重要研制系列，2000年夏，

研制的某中型智能水下机器人在海洋

环境下实现了自主识别水下目标、自主

避碰、自主规划安全航行路线和模拟自

主作业5项功能演示。2003—2005年，

研制的某中型智能水下机器人进行了

多次海上试验，在真实海洋环境下完成

了长距离的自主航行，实现了自主识别

水下目标及绘制目标图、自主规划航行

路线和模拟自主清除目标等多项功

能。该型智能水下机器人采用了锂电

池作为能源，具有水声通信能力，导航

系统采用了光纤罗经、多普勒速度计、

深度计、高度计等。2009—2011年，经

过两次海上试验和为中海油的一次海

底井口探测试验，某中型智能水下机器

人，完成了长距离的水下中继通信、水

下单目标的自主声学跟踪、海底地形地

貌自主探测、海底沉船自主探测等功能

演示，图 9所示为 3款某系列中型智能

水下机器人。

最新研制潜深2000 m的海洋探测

智能水下机器人，已完成南海 2000 m

深潜试验和指定区域内的深海探测试

验，实现海洋油气管道的自主探测、海

底表面特征测量、海底地形地貌的探测

扫描和海底浅层剖面测量等技术目

标。该型智能水下机器人设计最大航

速为 5节（约 2.5 m/s），续航力 200 km，

搭载的探测传感器有前视声纳、多波束

声纳、侧扫声纳、浅层剖面声纳等，图

10所示为2000 m海洋探测智能水下机

器人南海试验照片。

“海灵”号海洋探测智能水下机器

人于2013年9月12日—2013年9月16
日在南海进行了试验。试验期间，完成

了航行能力测试、导航精度测试以及安

全自救测试等项目，以 40 m潜深完成

了 40 h，249 km的续航力测试，并完成

了 500 m浅航试验。在国内首次实现

了水下机器人搭载承压锂电池，可根据

作业需求进行设备与能源的模块化搭

载。图11为“海灵”号海洋探测智能水

下机器人南海试验的照片。

以“海灵”号为基础，研制的500 kg
级智能水下机器人，在 2015 年 10 月

18—20日的海试过程中，完成了智能

水下机器人与对接台的水下对接试

验。试验过程中，智能水下机器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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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3款某系列中型智能水下机器人

图10 2000 m海洋探测智能水下机器人南海试验

图8 某微小型智能水下机器人及其试验

水声引导定位、导航控制技术，将自身

的姿态调整到与平台入口一致，从而顺

利进入喇叭状的对接台内部，进行水下

无线信息传输和水下无线充电，图 12
为对接示意

2 智能水下机器人关键技术
1）先进设计制造技术。

随着智能水下机器人产业化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智能水下机器人将作为

产品出售，先进设计制造技术逐渐发展

为智能水下机器人研究的关键技术。

先进设计制造技术应用在智能水下机

器人主要体现在载体的模块化方面，

目前模块化设计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1）载体外形一体化，内部设备进行模

块化设计；（2）外形和设备分段进行模

块化设计。第 1种类型在载体设计上

主要考虑外形的水动力性能，第2种类

型在设计上主要考虑的是功能性，根据

任务的不同选取不同的设备模块进行

安装。

2）能源与推进技术。

能源与推进技术是智能水下机器

人在续航能力问题上的关键技术。能

源方面：锂电池（一次性或可充电）是目

前智能水下机器人系统广泛使用的能

源，少量系统采用银锌电池（可充电）或

燃料电池。锂电池可采用耐压舱封装

或承压式封装两种形式。推进方面：目

前智能水下机器人系统主要采用低噪

声、高效率的螺旋桨作为推进器，少量

系统采用滑翔式或喷水推进。能源方

面和推进方面在智能水下机器人续航

能力问题上是相辅相成的，大容量的锂

电池可以增加机器人在水下航行的时

间，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而高效率的

推进系统可以提高机器人在运行过程

中的推进效率，使得智能水下机器人在

能源相同的情况下航行更远的距离。

3）水下导航技术。

水下无人系统的导航技术可以分

为基于外部信息的导航和基于自身传

感器的导航两类。基于外部信息的导

航，如罗兰 C、GPS、北斗、USBL、L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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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海灵”号海洋探测智能水下机器人南海试验

图12 水下对接设备、对接示意

等，适用于系统在水面航行或在水下航

行但有水面支持母船的场合，传感器能

接收到外部信号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导

航数据。基于传感器的导航方式是当

智能水下机器人在水下航行时，依靠系

统内部的传感器进行导航而无需接受

外部信号。该导航方式又可分为船位

推算、惯导系统、基于地形信息导航等。

4）水下通信技术。

由于受到海水的影响，水下通信目

前还主要依靠水下通信声纳，只有极少

部分智能水下机器人系统采用光或激

光进行近距离的相互通信。受能源的

制约，智能水下机器人系统能够搭载的

通信声纳都是小型、低功耗的，因而，它

们的换能器功率有限，发出的声波能传

播的距离有限。浅海的高速水声通信

更是困难，其面临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多

途干扰和由于海洋表面反射、内波等引

起的快速时变。

水下通信技术是目前制约智能水

下机器人发展的瓶颈技术。

5）水下环境感知技术。

水下感知技术是指智能水下机器

人通过搭载的光学和声学传感器对未

知区域进行环境识别，由于水下环境自

身的特殊性，使得智能水下机器人在环

境感知方面的研究进展较慢。水下环

境具有如下的特殊性：由于时间和水下

深度的改变，水下的光线会产生一定的

变化，会呈现出非均匀光照的特点；由

于水中存在许多杂质和浮游粒子，会对

水中的能见度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同时

随着能见度的降低，探测距离也随之降

低；水是天然的蓝绿滤波器，水下色彩

会出现降维的特点；由于海流的作用，

使得载体随波运动，从而造成图像模糊

和不稳定的特点。

6）水下无人系统自主与智能技术。

为了满足未来民用和军用的需求，

智能水下机器人需要具备足够的自主

能力以保证其能够在作业过程中根据

周围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正确的决

策。自主能力的增强将会大大提高智

能水下机器人系统作业的效率，降低风

险，适时根据自身状态及外部环境的变

化作出调整，从目前脚本式智能转变为

自适应智能。

3 国内智能水下机器人的发展

方向
1）多水下无人系统的协同技术。

与单一智能水下机器人相比较而

言，多水下机器人系统凭借其空间上的

分布性、执行任务的多样性、执行过程

中的鲁棒性可以更加高效地完成作业

使命，因而成为目前智能水下机器人系

统领域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美国已

开展了多项多水下机器人系统协同环

境探测试验，国内哈尔滨工程大学也已

经对该方面进行研究，并完成了国内首

次 3个智能水下机器人的海上协同编

队试验和双水下机器人海上协同探测

演示试验，图 13所示为国内哈尔滨工

程大学的多智能水下机器人协同编队。

2）混合式智能水下机器人。

混合式智能水下机器人是新一代

智能水下机器人的发展方向，具有可操

控作业和自主作业两种不同的作业模

型，可以应用于水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工业和输油管线检查中。在进行水下

石油开采作业时，可以开启操控作业模

式，方便操作者对作业过程进行控制。

进行输油管线检查时，可以切换到自主

作业模式，对输油管线进行长距离的检

测。混合式智能水下机器人还有很多

应用的方面，如水下考古、水下打捞作

业等。图 14[10]所示美国的Nereus 混合

式智能水下机器人。

3）智能水下机器人系列化、商业

化。

国内的智能水下机器人需要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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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演示阶段逐渐转变为商业化、系列

化阶段，这样才能有更好、更长远的发

展。国内的智能水下机器人目前仍处

在实验验证阶段，距离商业化，还有很

长的一段路要走。商业化最重要的一

点是稳定性，这也是目前国内智能水下

机器人比较欠缺的地方，需要在稳定性

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4 结论
目前智能水下机器人已经在经济

和军事领域的应用中崭露头角，是完成

水下观察和水下作业的重要手段，同时

也是世界各国十分重视的技术领域，正

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国内的智能水

下机器人研究起步比较晚，仍处于科研

阶段，距离产品化还有一段路要走。中

国要在这一领域赶上世界领先水平，增

强在海洋领域的技术竞争力，需要加大

投入，有组织、有计划地促进该领域的

研究，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基础与技术

成果，避免低水平技术的重复，造成人

力和物力的浪费。

图13 多智能水下机器人协同编队试验 图14 Nereus 混合式智能

水下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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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机器人的研究与发展几何机器人的研究与发展
姚燕安

北京交通大学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北京 100044

机器人的概念，首先为大众所熟知

的，是指仿人型的两足机器人，称为“足

式机器人”。再者，研究者将足式机器

人的概念扩展至包括四足仿马机器人、

六足仿昆虫机器人、八足仿蜘蛛机器人

等机器动物。此外，还有非足式的蛇形

机器人。进而，广义的机器人概念还包

括虽并非人或动物形态、但也具有移动

能力的轮式机器人、履带式机器人、球

形机器人以及轮腿、轮履等各种复合式

机器人。

几何机器人的概念，与轮式、履带

式、足式、蛇形及球形等现有各类机器

人均不相同[1~3]。几何机器人是由多个

连杆通过活动铰链铰接构成的三角形、

四边形、五边形及各种多边形，以及四

面体、五面体、六面体及各种多面体，或

者网格图形、组合图形等几何形体，具

有折叠、缩放、扭曲等可变外形的能力，

并可实现以步行、滚动、爬行、滑行等各

种移动模式在地面上移动。

简要而言，依据几何图形以连杆机

构制成物理实体，并施加动力使其变形

且可在地面上行走，将此类新概念机器

人命名为“几何机器人”。

1 几何机器人的数学构型
欧式几何学分为平面几何和立体

几何。在平面几何中，三角形和四边形

是最为基础的几何图形。本文首先介

绍研制的三角形机器人、四边形机器人

和各种多边形机器人。

1.1 多边形机器人

如以三角形组成物理实体，则因其

为固定结构，不能变形，也不能移动。

欲使一个三角形移动，必先设法使其能

够变形。将三角形的每条边均设计成

以移动关节连接的两个杆，每个角均设

计成为转动关节。如此，即得到一个三

条边的边长和三个角的角度均可变化，

并因而整体上可变形的三角形。在此

三个移动关节和三个转动关节中任选

三个安装电机，控制三个电机的旋转角

度，即可使得此三角形的三个边长和三

个角度产生变形。

将此三角形置于地面上，以一条边

的底部着地，三角形平面与地面垂直。

在结构设计上，需要使每条边的宽度适

当，以使三角形不会左右翻倒。这样，

按照一定的逻辑次序，控制三个驱动电

机改变三条边长和三个角度，即可使得

三角形的重心向左（或向右）移动，称其

为“滚动三角形机器人”，如图1所示[4]。

若改变杆件的形状，则可改变三角

形机器人的移动方式。例如，将三角形

的两条边进行延长作为双足，交替使用

阐述了几何机器人的基本概念、数学构型、力学机制、工程应用、艺术设计及哲学思考。以几何机

器人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提出以几何机器人为载体的MSEAP研究与教育理念，即将数学、科学、工程、

艺术和哲学融合于几何机器人的学习、研究以及应用，旨在修养形成数学家的逻辑思维、科学家的创新

精神、工程师的实践能力、艺术家的美学视野、哲学家的普世情怀。

图1 滚动三角形机器人

（a）机构原理简图 （b）滚动三角形机器人翻滚步态示意

（c）滚动三角形机

器人样机
（d）滚动三角形机器人滚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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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足支撑地面，使其具有步行的移动能

力，则称为一种步行三角形机器人[5～7]，

如图2所示。

以四边形构成的连杆机构，在机构

学中称为“四杆机构”，是最为经典的机

构，它与齿轮机构奠基了机械学科。四

杆机构的传统设计

用法，是将一个杆

作为机架、以一个

杆作为输入杆、以

另一个杆与机架的

相 对 运 动 作 为 输

出。提出用四杆机

构来构造一个整体

式的地面移动机器

人，它可用滚动、步

行、滑行、爬行或者

翻滚方式移动。这

是一个全新理念，

与连杆机构数百年

来的应用思想截然

不同。如图3所示，

滚动四边形机器人

通过四边形整体质

心 的 移 动 实 现 滚

动 [4,8,9]，步行四边形

机器人则通过左右

足的交替支撑实现

步行移动[10]。同理，也可设计反平行四

边形机器人，它具有类似翻跟头的移动

模式[11]。

据此推理，可设计各种多边形机器

人，如图4所示六边形机器人。不难发

现，随着边数的增加，机器人的变形能

力也在逐渐增强。六边形机器人可变

形为三角形、四边形、五边形，可模仿履

带的方式进行滚动[12]。此外，改变 6个
转动关节的轴线方向，可以得到可滚动

的空间六边形机器人，也称为空间六连

杆机构[12～14]。

1.2 多面体机器人

以空间多面体为基础，研制了包括

正四面体机器人、正六面体机器人及削

楞截角六面体机器人等数款多面体机

器人[15～21]，如图5所示。

1.3 网格机器人

以四边形机器人为基本单元，进行

平面上的拓展与组合，可获得平面网格

形几何机器人。图6所示为由2、3、4个
平行四边形单元的平面组合移动机器

人，随着平行四边形单元的数量增加，

该系列几何机器人的移动灵活度得以

提高[4,8,9,22]。
图2 步行三角形机器人

以四边形机器人为基本单元，进行

空间上的拓展与组合，可获得空间网格

形几何机器人。图 7所示为基于平行

四边形单元的空间组合移动机器人，以

四边形为基本构造单元，在空间内进行

正交研制出的系列移动机器人 [4,8,9,23～25]。

图 7（a）所示的平行四边形移动机器人

需要依靠一定速度与惯性进行翻滚动

作，然由于其轴线相互平行，因此只能

沿单一方向滚动。图 7（b）所示的双正

交平行四边形组合移动机器人将两个

四边形构造单元进行空间正交，因此获

得了转向功能。图 7（c）所示的三正交

平行四边形组合移动机器人在双正交

平行四边形组合移动机器人的基础上

（a）机构原理简图 （b）步行三角形机器人样机

（c）步行三角形机器人步态示意图

图3 四边形机器人

（a）滚动四边形机器人

（b）步行四边形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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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入一个正交的四边形，使其获得了

更强的移动能力与结构刚度。图 7（d）
所示的多正交平行四边形组合移动机

器人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网格化处理，

进一步具备了完全中心对称的特性，并

获得了更为强大的移动能力。

以可伸缩的四面体为基本单元，进

行拓展与组合，可获得如图8所示的组

合四面体移动机器人，其中每个缩放单

元由顶点单元和伸缩杆单元组成，采用

特定的组合方式将多个缩放单元的顶

点或棱边进行连接，并通过规律性规划

伸缩杆件间的伸缩运动，可实现多种运

动步态，如滚动、步行、攀爬等[26~28]。以

可伸缩的立方体为基本单元，进行拓展

与组合，可获得如图9所示的组合立方

体移动机器人[26,29,30]。

图5 多面体几何机器人

（a）正四面体机器人 （b）正六面体机器人 （c）削楞截角六面体机器人

图4 六边形机器人

图6 基于平行四边形单元的平面组合移动机器人

（a）平行四边形机器人 （b）双平行四边形组合

移动机器人

（c） 3-平行四边形组合移动

机器人

（d） 4-平行四边形组合移动

机器人

图7 基于平行四边形单元的空间组合移动机器人

（a）平行四边形

移动机器人

（b）双正交平行四边形

组合移动机器人

（c）三正交平行四边

形组合移动机器人

（d）多正交平行四边形组

合移动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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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变形机器人

图10所示为一种可缩放的滚动连

杆机器人，该机构由180个气动伸缩杆

构成，在气缸控制下可实现在地面上

全方位移动，完全对称的机械结构使

其能够在任意稳定状态下实现步行、

滚动和转向，全移动关节框架式机构

构型提供了大的缩放比并创造出了大

的内部可用空间。

由于机器人的自由度很多，采用

了称为“二进制控制”的控制策略，即

每个气缸仅具有伸和缩两个状态，分

别设置为 0和 1。如此，通过 180个气

缸伸缩控制的组合逻辑，即可实现对

该机器人的滚动控制[26,31]。

图 11 所示为可变形的几何机器

人 [17]。在平台锁定模式下，该机构的支

链等效为一个串联机构，使得此并联

机构整体变形为一个四足机器人；在

平台分离模式下，该机构可分别实现

类履带滚动、类轮滚动侧滚和爬行等

移动模式。结合可重构和多操作模式

的思想，充分利用机构变形与奇异位

置，使可变形几何机器人具有多种变

形特征和运动模式，继而满足移动能

力的需求。此外，通过支链连杆的运

动，可实现整体的缩放，使其具有良好

的折叠功能。

2 几何机器人的力学机制
2.1 滑移四边形机器人

如图12所示为一种可在地面上滑

移运动的四边形机器人。将四杆机构

的两个杆设计为特殊形状，使该机器

人可周期性地向左右两侧倾斜。当机

器人倾向一足时，此足与地面的摩擦

力增大，以至于这个足的滑动很小甚

至不动。如此，机器人的两足与地面

摩擦力发生交替的变化，实现整体向

前的滑动 [17,32,33]。这个机器人，仅具有

一个自由度，也即仅用一个电动机进

行驱动。

2.2 被动行走几何机器人

开链足式机器人被动行走机制的

揭示是机器人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

碑。研究揭示如图13所示的闭链多边

形机器人也可具有被动行走能力。此

外，还发现一个奇妙特性，当该机器人遇

到高障碍阻挡时会努力攀爬，如不能越

过则自动折回，不能进则退，这一过程不

需电子检测与控制。这种机械智能颇

具趣味，其力学机制亦十分巧妙[17]。图10 可缩放滚动连杆机器人

图9 组合立方体移动机器人

图8 组合四面体移动机器人

（a）单四面体移动机器人 （b）双四面体组合移动机器人 （c） 5-四面体组合移动机器人

（a）单立方移动机器人 （c） 5-立方体组合移动机器人 II型 （d） 32-立方体组合移动机器人

（a）完全缩回状态 （b）完全展开状态

（b） 4-立方体组合移动机器人 I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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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被动行走与自适应机器人

图12 滑移四边形机器人

图11 变拓扑结构地面移动连杆机器人

（a）四足步行模式 （b）类轮滚动模式 （c）类履带滚动模式

（d）侧滚模式 （e）爬行模式 （f）折叠模式

（a）滑移四边形机器人样机 （b）滑移四边形机器人机构简图

（a）雪花机器人 （b）被动行走 （c）自动折返

2.3 概率移动几何机器人

地面移动系统若具有一个自由度

即一个动力机方便实现移动，而若还能

转向则还需增加一个自由度，即至少需

要两个动力机来进行驱动和控制。图

14所示为双三角锥构型机器人，虽也

具有一个自由度和单个动力机，但可利

用形状设计及不稳定受力状态获得符

合伯努利概率分布的倾倒步态，并应用

贪婪算法进行控制，最终可使其到达任

意的目标位置[34,35]。数学模型即著名的

“醉汉行走”（图论中的Random work问
题）。此双三角锥机器人是半醉，而图

示的六面体机器人则是微醉，增加了

“路径记忆（path memory）”的功能。

3 几何机器人的工程应用
几何机器人的工程应用目标，是希

望发挥其强大变形能力与多样运动模

式的特长，发展新概念的地面移动系

统，用于轮式、履带式以及足式等移动

机器人难以适应和通过的极端复杂障

碍地形。

如图 15所示变形轮机器人，可从

圆形轮变形为异形轮，兼具轮式系统的

高速性与变形系统的越障性 [36]。在平

坦路面环境下以圆轮方式快速抵近目

标，如图 15（a）所示；在台阶、废墟等复

杂路面环境下则以异形轮方式跨越障

碍，如图15（b）、（c）所示。

如图16所示为可折叠双三角锥机

器人，通过折叠机构的变形，可在展开

状态下的多面体和折叠状态下的椭球

体两种外部形态之间进行转换 [22,37,38]。

在双三角锥形态下，通过外形的变化实

图14 概率移动机器人

（a）双三角锥概率移动机器人 （b）双三角锥概率移动机

器人概率移动路径

（c）六面体概率移动机器人 （d）六面体概率移动机器

人概率移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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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液压动力滚动RPS机器人

图16 可折叠双三角锥滚动机器人图15 变形轮机器人

（a）圆轮 （b）异形轮 （c）结构化路面试验 （a）多面体形态 （b）椭球体形态

图18 滚动三棱柱机器人

现定向滚动，并能够进行原地稳定停留

控制；在椭球体形态下，运用偏心质量

块驱动方式进行快速滚动。此类多模

式几何机器人可通过模式切换满足多

种任务需求。

如图17所示的滚动机器人以经典

3RPS并联机构为基础，利用液压缸伸

缩产生的支链两末端距离变化替代常

规移动关节作为输入使平台获得大的

变形，利用液压系统的强劲动力，可用

于复杂山地或海底地形的快速移动探

测或运载[26]。

4 几何机器人的艺术设计
西方现代艺术之父、造型之父、绘

画之父“塞尚”提出：用圆柱体、球体、圆

锥体来表现自然。

美术是静态的造型，几何机器人是

移动、变形和动态的几何。我们构造了

棱柱、棱锥以及多种多面体机器人。

如图18所示为一种滚动三棱柱机

器人，以两个等边三角形平面作为上下

平台，以三条支链作为棱边，每条支链

与平台之间安装两个虎克铰，在两个电

机驱动下可实现变形与翻滚运动[39]。

如图19所示为一种滚动削楞截角

多面体机器人，增加组成多面体机器人

的面数，可接近成为球体。

如图20所示为一种滚动四棱锥机

器人，为球面四杆机构，可在地面上以

圆为轨迹循环滚动[40]。

如图 21所示机器人称为“行走的

雪花”。将平行四边形机构分层圆周阵

列布置，生成外形为或六角、或八角的

雪花造型 [17]。在电机周期性正反转驱

动之下，该机器人的四边形机构单元依

次缩放变形，各顶点顺序着地滚动行

走。

图19 滚动削楞截角多面体机器人

图20 滚动四棱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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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雪花机器人

图22 源于哲学思想的几何机器人

（a）太极几何机器人 （b）变形几何机器人 （c）涡旋几何机器人

5 几何机器人的哲学思考
几何学图形为人的思维所主观创

造，是精神虚体，并非物质实体。几何

机器人将几何图形赋予形状和质量而

成为客观的物质实体，然后赋予能源动

力而使其获得行走能力。进而以计算

机控制赋予几何机器人以自主智能。

几何机器人有其形但非人形、有其智能

但非人的思维，若构成与人类平行的几

何机器人世界，它将遵循怎样的哲学？

几何机器人的设计理念，并非源于

仿生。轮子是人类交通工具最伟大的

发明，轮子的设计也不是源于仿生。既

然不是仿生而来，当然也不希望几何机

器人如被人类设计用于获取各种实际

利益的机器或工具一般，被视作为是人

的手足等器官功能的延伸，仅被作为人

的助手去协助或替代人的工作。几何

机器人具有自成体系的外形、自主的智

能和行为，似应可被视作为与人平行、

独立、自主的物理生物。

欧几里得不希望他的几何学仅被

用于获取实际的利益，他的希望是用几

何学来描绘空间的结构，从而了解上帝

如何构造宇宙的秩序 [41]。牛顿基于几

何学、并引入力学来试图解构自然哲

学。他发现并以为，“除非由上帝来设

计，这个由太阳、行星和彗星组成的极

精致的空间结构不可能发生”。牛顿所

理解的上帝，是“感觉的、理解的和作用

的力”，“它完全与自身相似”，“绝不是

以人的方式、绝不是以物的方式”[42]。

研制了与道教有缘的太极几何机

器人、与佛教有缘的变形几何机器人、

与基督教有缘的涡旋几何机器人等（图

22），也希望几何机器

人在自然哲学与人造

物哲学之间游弋，获

得设计和发展的灵

思。

6 以几何机器人

为 载 体 的

MSEAP 研 究

与教育理念
以几何机器人的

科学研究为基础，提

出以几何机器人为载体的MSEAP研究

与教育理念，即将数学（Mathematics）、

科学（Science）、工程（Engineering）、艺

术（Art）和哲学（Philosophy）融合于几

何机器人的学习、研究以及应用，旨在

修养形成数学家的逻辑思维、科学家的

创新精神、工程师的实践能力、艺术家

的美学视野以及哲学家的普世情怀。

选欧几里得代表数学，他的几何学

为几何机器人提供架构；选牛顿代表科

学，他的力学为几何机器人提供动力；

选鲁班代表工程，他的工匠技艺为几何

机器人提供制作手段；选塞尚代表艺

术，他以“用圆柱、圆球、圆锥来表现自

然”的艺术思想为几何机器人提供造型

构思；选老子、释迦牟尼和耶稣代表哲

学，道教大象无形的虚实交融、佛教变化

无常的神通技艺、基督教自有永有的运

动循环为几何机器人提供设计思想。

简要言之，以几何机器人为载体的

MSEAP行动框架，是以数学为心淡泊

宁静、以科学为足扎实根基、以工程为

手开拓实践、以艺术为眼追寻美景、以

哲学为脑统筹方向。

图23 以几何机器人为载体的MSEAP研究与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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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geometry robot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mathematic model, mechanical principl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rt design and philosophy consideration a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geometry robot,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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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机器人研究进展可穿戴机器人研究进展：：材料学角度材料学角度
国瑞 1，盛磊 1，刘静 1, 2

1.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北京 100084
2.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190

机器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极

大便利，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同时

人与机器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尽管机

器所拥用的机械动力装置可以为人类

提供充足的动力和极高的工作效率，但

其智力水平却远远落后于人类。相反，

人类的智力水平虽可应对各种复杂的

环境，但其体能的不足却限制了许多任

务的顺利完成。因此，将人类的智力与

机器的机械系统结合，使机械装置成为

人体一部分的可穿戴机器人成为机器

人领域新的研究热点。据2006年第二

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残疾

人数达 8296万，占总人口的 6.34%[1]。

人类肢体一旦缺失意味着不可再生，而

传统的人工假肢仅能恢复肢体的部分

功能。采用智能假肢代替人体残缺的

肢体则可以基本恢复肢体的运动功能，

部分智能假肢甚至可以恢复肢体的感

觉功能。传统的治疗方法大多局限于物

理疗法[2]，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运动恢复

训练，有些治疗方法对患者的创伤较大
[3]。相比而言，将可穿戴机器人应用于

运动康复，借助机械装置辅助患者进行

运动康复的方法则对患者的损伤较小，

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肢体的运动

功能。除了应用于医疗健康和运动康

复外，增强人体的运动能力也是可穿戴

机器人的重要研究方向。外骨骼机器

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种机器人可

以显著增强人的腿部力量和携带负荷

的能力，在军事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应

用前景[4]。

近年来，可穿戴机器人逐渐受到各

国研究者的重视，作为人体运动系统的

延伸，可穿戴机器人常用以恢复或增强

人体的运动能力。常见的可穿戴机器

人包括外骨骼机械服、仿生假肢或运动

辅助装置等智能化机械装备。可穿戴

机器人的出现很好地弥补了传统治疗

方法的缺陷，为肢体功能再造提供了新

的思路，其驱动方式和人机交互系统的

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常见的驱动方式

主要包括传统的电机或液压驱动、柔性

人工肌肉驱动；人机交互系统的设计方

案主要包括肢体映射控制、生物电控

制、直接力反馈控制、体域网传感反馈

控制以及人体感觉反馈等。本文从材

料学革新角度出发，通过对现有可穿戴

机器人的驱动方式和人机交互系统进

行分类，从上述两方面介绍可穿戴机器

人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的应用前景进

行展望。

1 可穿戴机器人的驱动方式和

材料技术
1.1 传统电机或液压驱动方式

传统电机或液压驱动装置利用电

磁力或液压力提供强大的机械传动力，

为关节活动提供动力。由于该驱动方

式具有可提供较大驱动力以及原理简

单、易于控制等优点，目前被大部分的

可穿戴机器人所采用。20世纪 60年

代 ，美 国 通 用 电 气 公 司 开 发 的

Hardiman外骨骼机器人体型巨大，采

用电机驱动，其优势在于可以产生强大

的驱动力以举起重物。在实验中，

Hardiman 可以轻而易举地举起重达

250磅（1磅= 0.4536 kg）的重物[5]，如图

1（a）[5]所示。随着能源技术和材料科学

的发展，可穿戴机器人向着实用化方向

发展，采用电机或液压驱动方式居多。

如日本筑波大学Cybernics实验室研制

出的世界上第一种商业外骨骼机器人

Hybrid Assistive Leg（HAL）采用电机驱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迅猛发展，可穿戴机器人作为一种可将人类智力与机械系统有机结合的智能设

备，成为机器人领域新的研究热点。可穿戴机器人涉及机械、电子、生物等多学科领域知识，在人体功

能增强、残疾人运动辅助、工业生产和军事侦察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涌现

以及控制算法的完善，可穿戴机器人的性能也在不断改进，并在生物医学及其他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本文从材料学革新角度出发，通过对现有可穿戴机器人的驱动方式和人机交互系统进行分

类，从这两方面介绍可穿戴机器人的研究进展，剖析其中的机器和材料的工作与控制机制，并对其未来

的应用前景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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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式。HAL系统的动力由 2个分布

在髋关节和膝关节两侧的电传装置提

供，该装置可以帮助使用者完成站立、

步行、爬楼、举重等日常生活中的几乎一

切活动[6,7]，如图1（b）[7]所示。此外，采用

液压传动装置提供动力的可穿戴机器

人也投入到实际应用中，如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研制成功了一种可以绑缚在

士兵腿上的“伯克利末端外骨骼”

（BLEEX）[8]，如图 1（c）[8]、（d）[8] 所示。

BLEEX采用液压驱动器模拟人体下肢

肌肉的运动模式，利用3个液压驱动器

带动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运动，

从而实现对人体下肢运动的模拟。整

个装置重达 75 kg，运动过程中需要消

耗大量能源，以至于每次运动的时间仅

能维持几个小时。虽然传统的电机或

液压驱动方式可以提供较强的驱动力，

但是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其

驱动形式与人体的骨骼肌运动模式大

相径庭，不利于人机协调运动；其次，其

动作的完成需要消耗大量能源，需要配

备相应的能源系统；最后，其机械部分

自身重量较大、关节及支撑部件均为刚

性结构，因此必然会影响人体活动的灵

活性。

1.2 柔性人工肌肉

传统驱动方式的刚性结构限制了

肢体运动的灵活性，为解决这一问题，

研究者从仿生角度出发，利用质量轻、

顺应性强的柔性人工肌肉取代传统的

刚性驱动器，从而突破刚性结构对肢体

运动的限制。在众多的柔性人工肌肉

中，气动人工肌肉被广泛应用于可穿戴

机器人的驱动设计。此外，各种具有人

工肌肉特性的新材料不断涌现，成为人

工肌肉研究新的热点。

1）气动人工肌肉。

气动人工肌肉具有质量小、顺应性

强等特点，已广泛用于机器人动力研究

中。气动人工肌肉的结构较为简单，内

部是体积可以自由变化的薄壁囊腔，外

部是用于限制其膨胀强度的支撑材料，

两端使用连接件固定 [9]，如图 2（a）[10]所

示，通过操控气压实现自由收缩或直线

运动。采用气动人工肌肉作为机器人

驱动装置需要根据其应用环境设计一

系列的性能参数，如静态负载特性、顺

应性、连接体配合、反应时间、最大收缩

长度及功率、安全性及可替换性等 [10]。

自 20世纪 30年代Garasiev提出气动人

工肌肉的概念以来[11]，相继出现了各种

形式的气动人工肌肉设计方案，主要包

括编织网结构、内嵌膜结构以及折叠结

构等。

编织网结构是出现较早，使用较广

泛的一种气动人工肌肉结构，如图 2
（b）[10]所示。编织网结构的主体是一个

由编织网套管包裹的密封气囊。编织

状套管沿气囊径向成一定角度螺旋排

布。当向气囊内部充气时，气囊在压力

作用下膨胀变形，并和外部网状结构贴

合，使外部纤维网格夹角变大，从而沿

径向收缩，带动负载运动；释放气体后，

外部网状套管的弹性作用使其恢复原

状。这种结构的典型代表是McKibben
型气动人工肌肉。由于具有结构简单、

与负载连接方便、运动形式类似于骨骼

肌等特点，McKibben型气动人工肌肉

是目前效率最高、应用最为广泛的气动

人工肌肉之一[12]。尽管应用广泛，但是

McKibben型气动人工肌肉仍然有其不

足之处，首先由于内部气囊与外部网状

套管的摩擦使得这种人工肌肉在变形

时存在严重的滞后现象 [13]；其次，内部

气囊的变形降低了对负载的作用力；此

外，这种结构存在启动阈值，驱动气压

必须超过启动阈值才能使其收缩。

折叠型气动人工肌肉是一种新型

气动人工肌肉[14]，如图2（c）[14]所示。折

叠型气动人工肌肉将若干个具有高抗

图1 传统驱动方式的可穿戴机器人

（a）Hardiman型外骨

骼机器人

（b）HAL-3型外骨骼

机器人

（c）第一代BLEEX机
器人的结构模型

（d）一种BLEEX机器人

的原型机

图2 气动人工肌肉的原理及典型分类

（a）气动人工肌肉在恒定负载下的

运动模型

（b）编织网型气动

人工肌肉
（c）折叠型气动

人工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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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特性和高柔韧性的圆柱形薄膜沿中

心轴方向连接在一起，薄膜两端则固定

在连接器上。当向薄膜内部充气时，由

于薄膜的抗拉特性和柔韧性，导致其中

间膨胀最大，向两侧膨胀逐渐变小，两

端则无膨胀，因而整个人工肌肉将缩短

变粗。相比于编织型人工肌肉，折叠型

气动人工肌肉不受摩擦力的影响，膨胀

时不需要消耗很多能量，也不会造成输

出功率的损失[15]。

此外，研究者开发的其他结构的气

动人工肌肉也得到一定应用，如 1972
年Yarlott设计的Yarlott型气动人工肌

肉 [16]、1986 年 Immega 和 Kukolj 设计的

ROMAC型气动人工肌肉 [17]、1988年出

现的Kukolj型气动人工肌肉[18]等，如图

3[10]所示。

气动人工肌肉由于具有低成本、清

洁、安装简便、高功率/质量比、自然柔

顺性高、与生物肌肉类似的力学特性等

优点，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一些

气动人工肌肉已经应用到可穿戴机器

人的研究中。McKibben型气动人工肌

肉的设计初衷就是作为临床康复理疗

的辅助装置 [19]。McKibben设计的手指

运动恢复装置采用二氧化碳气罐产生

气压，驱动人工肌肉带动屈铰夹板使手

指获得捏力，而手指松弛动作由弹簧提

供，如图4（a）[19]所示。由于当时受到科

技水平的限制，McKibben型人工肌肉

没有得到广泛应用。除了模拟骨骼肌

的收缩运动外，通过改变气动人工肌肉

的结构也可以实现多自由度的肌肉运

动。例如，Cianchetti等开发出的基于

液压或气压的变刚性致动器是一个内

部均匀分布 3个气室的橡胶管。分别

向 3个气室内充气或注入液体就可以

使橡胶管向不同方向弯曲，如图4（b）[20]

所示。

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以气动人工

肌肉为驱动方式的可穿戴机器人在运

动康复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日本研

究人员曾设计出一种用于小鼠步态恢

复的软体机器人 [21]。这种机器人的核

心部件是一个固定在小鼠胫骨与主体

框架之间的柔性气压传动装置。该装

置是一个硅橡胶材质的多腔体气动人

工肌肉，通过改变内部气囊的气压可以

实现其长度的变化。实验表明这种驱

动器在内外压差为 40 kPa的情况下，

只需要 0.37 s就可以实现 20 mm的位

图3 其他类型的气动人工肌肉

（a）Yarlot型气动人工肌肉 （b）ROMAC型气动人工肌肉 （c）Kukolj型气动人工肌肉

图4 气动人工肌肉的应用

（a）McKibben设计的手指运动恢复装置 （b）Cianchetti等开发的变刚性致动器

移，并且可以实现频率为 1 Hz的周期

性运动，如图5[21]、图6[21]所示。

多自由度的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可

以使下肢运动更为灵活，气动人工肌肉

的自然柔顺为设计多自由度的可穿戴

机器人提供了可能。例如Salford 大学

研制的下肢康复训练外骨骼机器人可

以提供 10 个自由度的运动 [22]，如图 7

（a）[22] 所示。Wehner等设计的步态恢

复下肢外骨骼装置则充分发挥了气动

人工肌肉轻质量、高顺应性的特点，摆

脱了自由度的限制，可直接驱动人体骨

骼运动[23]，如图7（b）[23]所示。运动自由

度的提高意味着可穿戴机器人可以实

现更为精细的运动，例如，Shadow灵巧

手是英国Shadow公司基于空气肌肉研

制出的一种机械手，它由 36根人工肌

肉组成，可以实现25个自由度的运动，

其外形和功能都酷似人手 [24]，如图 7
（c）[24]所示。

2）高分子聚合物人工肌肉。

生物体中的天然肌肉可以产生很

大的变形和很强的机械力。高分子聚

合物人工肌肉则从仿生学原理出发，利

用静电力、电致伸缩、离子嵌入和分子

构象变化等方法实现变形，从而达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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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自然肌肉的运动效果。根据高分

子聚合物人工肌肉的变形原理可以将

其分为电子型人工肌肉和离子型人工

肌肉 [25]。电子型人工肌肉通过调控电

场实现材料的变形，因此也被称为电活

性聚合物（EAPs）。电活性聚合物主要

包括介电弹性体、压电聚合物、铁电聚

合物、电致伸缩聚合物及液晶弹性体等

材料[26]，其变形机制包括静电力调控和

电致伸缩两种模式。以介电弹性体为

例，变形机制属于静电力调控模式，可

以将其视为一个由高顺应性介电材料

和电极组成的电容器。当电极两侧施

加上千伏电压时，两个电极之间产生的

静电引力在膜厚方向挤压介电材料，使

之在水平方向扩张，关闭电压即可恢复

原状。实验证明介电弹性体可以实现

10%~100%的场致应变（图 8（a））[27]。

在 2005 年第一届人机手臂角力比赛

中，EMPA团队将介电弹性体用于机器

人手臂，并与17岁的女中学生角力，如

图8（b）[28]所示。

铁电体聚合物是一类基于电致伸

缩原理的电活性聚合物。聚偏氟乙烯

（PVDF）和它的共

聚物是最常用的铁

电聚合物。当对

PVDF施加电场时，

可 将 无 极 性 的

alpha 相转变为极

性的 beta 相，导致

极化方向上的收缩

和链方向上的伸

长，如图9（a）[27]所示。离子型人工肌肉

主要通过离子的运动产生形变，主要包

括聚合物电解质凝胶、碳纳米管复合材

料、离子聚合物-金属复合材料和导电

聚合物等[26]。离子聚合物-金属复合材

料（IPMC）是离子型人工肌肉中的典型

代表。该材料由离子聚合物薄膜和镀

在两表面的贵金属电极组成。离子聚

合物膜内含有大量的阳离子，以中和，

以共价键形式结合在聚合物骨架上的

阴离子[29]。电场导致离子浓度的改变，

从而吸引水分子移向聚合物的一侧，导

致层状结构向电极的一边弯曲。非均

匀分布的水分子导致驱动器一侧溶胀

而另一侧收缩[26]，如图9（b）[27]所示。这

种电活性聚合物制作的人工肌肉可以

在较低的电压下实现形变。此外，碳纳

米管复合材料作为离子型人工肌肉也

得到一些研究者的重视（图 9（c）[27]）。

2006年，《Science》刊登的1篇文章介绍

了 1种基于碳纳米管的人工肌肉。这

种人工肌肉利用水中的溶解氧与铂催

化剂反应产生的电荷移动来向碳纳米

管传输电荷。碳纳米管中注入的电荷

使碳纳米管材料中的电子互斥，导致

碳纳米管材料膨胀，当不再注入电荷

时碳纳米管就会收缩，恢复原状，如图

9（d）[30]所示。

电子型人工肌肉一般具有响应时

间短，变形能力不受环境限制等特点，

图7 多自由度气动机器人

图6 活体动物实验

图5 小鼠运动康复软体机器人

（a）基于硅胶材质的软体致动器

（b）软体机器人的总体设计方案，其主体框

架（黑色）固定在小鼠上身，在臂梁和小鼠

下肢之间为致动器（蓝色），致动器下方为

柔性胫骨固定器（棕色）

（c）穿戴软体机器

人的脊髓损伤小鼠

（a）显示左腿驱动器加压（20
kPa），驱动器伸长使左腿落下

（b）显示为与驱动器相连的胫骨

固定器加压，使其夹紧胫骨，同时

驱动器收缩，使左腿抬起

（a）Salford 大学研

制的下肢康复训练外

骨骼机器人

（b）Wehner等设计的

步态恢复下肢外骨骼

装置

（c）Shadow灵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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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驱动电压往往比较大，一般在千

伏左右；离子型人工肌肉则可以实现低

电压驱动，但由于需要溶液环境，其应

用场合有所限制。针对目前离子型人

工肌肉和电子型人工肌肉存在的缺陷，

一些研究人员将注意力转向开发新型

变形材料，并利用其他调控手段，如温

度等实现人工肌肉的变形。2014年，

《Science》杂志介绍了一种用渔线和缝

纫线制作的人工肌肉 [31]。将这种材料

沿着固定方向卷曲则在加热时可使沿

径向收缩，冷却则沿径向舒张；如果沿

反方向卷曲，则这种肌肉在加热时沿径

向舒张，冷却则沿径向收缩。实验表

明，这种人工肌肉可以产生100倍于人

体正常肌肉的收缩力，如图 10（a）[31]所

示。2006年，《Science》杂志介绍了1种
将有机物作为燃料的人工肌肉 [30]。该

人工肌肉将温控形变的金属丝置于装

有有机燃料的烧瓶中。向烧瓶内充入

氧气后，涂抹在金属丝表面的铂催化剂

将催化氧气和有机燃料发生反应，生成

水和热量，从而引起金属丝的形状变

化。当热量散失后，金属丝能够回到原

始的形态，如图10（b）[30]所示。

2 人机交互系统及机器与材料

的协同控制
人机交互系统包括人体对机器人

的控制系统和机器人表面传感器对人

体的感觉反馈两部分。其中人体控制

系统的研究较为深入，目前已发展出多

种控制技术，而人体感觉反馈的研究尚

处于初级阶段，目前主要通过电刺激实

现感觉反馈，而新材料的顺应性研究有

待加强。

2.1 人体控制界面设计方案

可穿戴机器人与传统机器人的不

同之处在于其操作者是人，而非机器。

可穿戴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目的就在于

使机器人成为人体的一部分，而穿戴者

感受不到机器的存在。为使人和机器

能够协调工作，完成任务，研究人员发

展出一系列实现方法，包括肢体映射控

制、生物电控制、直接力反馈控制和体

域网传感反馈控制等[4]。显然，由不同

刚体或柔性材料构成的可穿戴机器，其

所需的控制策略必然存在差异。

1）肢体映射控制方法。

肢体映射控制方法是指利用人体

自身动作控制机器人的运动。这一技

术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研究中应用

较多。例如，Johnson等设计的MAPAS
下肢外骨骼运动辅助装置的控制系统

采用手指关节控制下肢关节运动的方

式。在MAPAS控制系统中，下肢每个

关节的运动首先接受位于手指关节传

感器的控制，以建立手指关节活动与下

肢运动一一映射的关系。更高级的控

制特征则由智能设备的控制算法实现，

从而提高外骨骼的步态平衡和排除故

障的能力 [32]。归丽华等 [33]开发的能量

辅助骨骼服（NAEIES）系统采用上肢控

制下肢的原理。人在行走时上肢的摆

图9 3种高分子聚合物人工肌肉

图8 介电弹性体致动器

（a）对聚偏氟乙烯（PVDF）的Alpha相
和Beta相

（b）离子聚合物-金属复合材料（IPMCs）
的驱动模式

（c）多层碳纳米管复合材料 （d）基于碳纳米管的人工肌肉

（a）介电弹性体的变形机制 （b）介电弹性体在机器人手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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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与 下 肢 关 节 的 活 动 相 互 配 合 ，

NAEIES系统则利用这一特点，通过位

于上肢关节处的角度传感器采集上肢

的运动信息作为控制信号，经过后续的

算法处理，实现对下肢关节的控制 [33]。

采用肢体映射控制机器人的方式可以

实现操作者对机器人的实时控制，增强

了可穿戴机器人的人机交互能力，但是

这种控制方式限制操作者上肢的原有

功能，而且操作者需要一直对下肢发出

操作指令，这会浪费操作者体力。

2）生物电控制方法。

生物电控制方法是可穿戴机器人

控制领域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控制方法，

并且在一些民用外骨骼机器人中得到

应用。生物电控制方法主要通过测量

人体生理电信号（如脑电、肌电等）实现

对机械部分的控制。人体在运动过程

中伴随着人体表面肌电（EMG）信号的

变化，通过检测人体表面肌电信号可以

获得人体自身的运动状态及趋势，从而

实现外骨骼机器人或智能假肢的跟随

运动。采用生物电控制方法实现对可

穿戴机器人控制最成功的应用是来自

日本的HAL外骨骼机器人。HAL肌电

控制系统采用双极型皮肤表面电极进

行肌电信号采集，经过前端电路的放大

滤波，及模数转换实现EMG信号的测

量。在肌肉等长收缩过程中关节力矩

与EMG信号可以视为线性关系，因此

可以通过测量EMG信号的相关参数来

估计关节力矩的大小，如图11[34]所示。

相比于肢体映射控制系统，HAL
肌电控制系统的控制过程更加自然。

但是肌电控制系统存在的缺点也是明

显的：人体肌电信号与

关节力矩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这

使得肌电信号不能实

现对关节的精确控制；

人体肌电信号存在明

显的个体差异，因此基

于肌电信号控制的外

骨骼机器人只能作为

个性化设备；在长期穿

戴过程中肌电信号的

采集电极容易脱落，并

且人体出汗会对肌电信号的准确性造

成干扰。为解决人体表面肌电信号容

易受到环境因素干扰的问题，研究人员

将肌电信号的采集电极直接安放在肌

肉表面，从而避免了电极脱落和出汗等

情况的影响。例如，2014 年 Ortiz-
Catalan等 [35]提出了一种肌电信号控制

假肢运动的方法。该小组采用骨固定

的方法将假肢植入到上肢残端的骨髓

中，通过放置在上肢残端肌肉中的电极

采集到的肌电信号控制机械手的运动，

如图12[35]所示。

采集脑电信号实现对智能设备控

制的方法称为脑机接口技术（Brain-
Computer Interfaces）。该方法直接从

人体头部提取脑电信号，通过对脑电信

号分析处理，得到特征参数用于控制相

应的机械装置[36]。近些年来，将脑机接

口技术用于控制运动康复机器人的报

道屡见不鲜，该技术在运动康复领域有

着广泛的应用。脑电信号的提取是脑

机接口技术的关键环节。人类大脑在

活动时，脑神经细胞群发生各种生物电

活动，脑电信号即是这种生物电活动在

头皮表面或大脑皮层的整体反应。通

过植入式电极或非植入式电极可以获

得不同部位的脑电信号。特征提取是

脑机接口技术研究的核心所在，通过对

复杂脑电信号的分析处理来抽取少量

与受试者大脑活动关联最为密切的信

息。通过对提取的 EEG 特征向量进

行处理和分类，实现对受试者的意识活

动的判断。经过特征提取可以实现脑

电信号到机械控制信号的转换，可实现

对外部设备的控制。

2003年，奥地利Graz大学研究者

开发的基于运动想象脑电的康复系统

将脑机接口系统与功能性电刺激系统

相结合。在实验中让患者想象右脚运

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患者的脑电

信号发生变化，经过对脑电信号的特征

提取与模式识别产生相应的控制信号，

图10 其他类型人工肌肉

（a）用渔线和缝纫线制作的

人工肌肉

（b）有机物作为燃料的

人工肌肉

图11 HAL肌电控制系统

（a）放置在皮肤表面的电极 （b）通过测量肌电信号的相关参

数估计关节力矩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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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控制安装在患者表皮的电刺激系

统，最终使患者的左手抓握及手臂的伸

屈的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37]，如

图 13（a）[37]所示。2008年，美国匹兹堡

大学的研究者将一个微电极阵列植入

到恒河猴大脑的运动区，采集多个神经

细胞的放电信号，经过计算机的处理转

换成机械装置的控制指令。经过一段

时间的训练，猴子可以自由控制机械手

臂的运动，并且达到很高准确度 [38]，如

图13（b）[38]所示。

为了提高脑电信号控制机器人的

准确性，研究人员将多种生物电信号结

合起来，共同完成对外骨骼的控制。

2012 年，加拿大研究者开发的便携式

脑机接口手臂康复系统，通过采集脑电

信号对使用者的动作意识作出判断，同

时，将手臂的肌电信号引入到该系统中

作为反馈信号，进一步提高该系统对人

体动作识别的准确度 [39]，如图 14[39]

所示。

3）直接力反馈控制方法。

直接力反馈控制方法通过在人体

与机器的所有接触点安装力传感器，使

人体与机器之间的作用力保持在一个

预先设定的范围内。当肢体运动时，各

个接触点的作用力发生改变，引起外骨

骼产生相应的动作，以实现外骨骼和肢

体的协同运动。例如，Kazerooni 和

Hayashibara基于直接力反馈控制方法

设计的用于增强人举重能力的上肢能

量辅助臂，使上肢与外骨骼之间的压力

随负载重量的增加而减小。由于机器

承担了大部分的负载重量，因此人体可

以承载更重的负荷[40]。虽然直接力反馈

控制系统的原理清晰，可以实现对机械

装置的准确控制，但是人和机器的所有

接触点都必须通过力传感器测量，因此

力传感器的安放位置需要进一步论证，

使得其可行性比较低。

4）体域网传感反馈控制方法。

体域网传感反馈控制通过遍布于

身体各处的多种传感器实时采集身体

的运动信息，并实时计算出所需要的力

量分配，以达到机器人与人体的协同运

动。例如，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研制成

功的“伯克利末端外骨骼”是该类控制

系统的典型代表。伯克利末端外骨骼

共有40多个传感器、液压接头，它们组

成了一个类似人类神经系统的局域

网。伯克利末端外骨骼可以根据用户

的动作进行力量分配，调节仿生机械

腿，将负荷重量分配到一对不锈钢钢架

结构上，从而使佩带者的负荷降低到最

低水平 [4,41]，如图 15[41]所示。虽然体域

网传感反馈的多种传感器保证了对人

体运动状态的准确测量，但是分布于身

体各处的传感器使得构建的系统非常

复杂，而且这些传感器对人体的自身运

动产生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不易推广

和实现。为解决上述问题，一些研究人

员将柔性材料应用于制造新型可穿戴

传感器。例如，Mengüç等将嵌入液态

金属的弹性体制作而成的微流道柔性

传感器，用于测量人体臀部、膝盖等处

的关节角度，来反应人体的运动状态，

如图16[42]所示。

2.2 人体感觉反馈

除了实现操作者对机器人的自然

控制外，装配有各类传感器的可穿戴机

器人还可以使机器人具有感觉功能，这

对瘫痪、截肢患者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目前，具有人体感觉反馈功能的

智能假肢或外骨骼机器人一般采用力

传感器将压力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通

过电极刺激人体神经系统，来产生相应

的感觉。例如，Daniel等利用神经接口

技术使穿戴智能假肢的患者获得触

觉。该系统将电极植入前臂中部的三

处外周神经附近。以不同的刺激模式

分别作用于三处神经可以使患者产生

图12 植入式肌电采集系统

（a）电极安放位置 （b）假肢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效果

图13 脑电控制机械臂的实验

（a）Graz大学开发的基于运动想象脑电

的康复系统

（b）训练恒河猴抓取食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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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感觉，如轻拍、恒压、振动等。因

此，将位于假肢的力学传感器采集到的

信号转换为相应的电刺激信号作用于

神经电极，就可以使患者产生相应的感

觉，如图17[43]所示。

3 液态金属新型柔性智能材料

在可穿戴机器人研究中的应

用前景
在可穿戴机器人的驱动方式一节

中，可以看到柔性可穿戴机器人正成为

新的研究热点，其多自由度、无刚性结

构可以实现与生物机体运动的高度契

合，这在可穿戴机器人中具有独特优

势。此外，在体域网传感反馈控制方法

一节中介绍的液态金属传感器摆脱了

传统刚性传感器的限制，使得构建从驱

动器到控制系统完全由柔性材料搭建

的方案成为可能。显然，材料学的革新

将成为变革性可穿戴机器人发展的重

要引擎。在各种新材料中，近年来液态

金属的发展尤其值得思索。本实验室

在研究中首次发现，处于电解质溶液中

的镓铟合金液态金属在电场调控下可

表现出在各种架构之间实现大尺度变

形运动的特性（图 18（a））[44]，相应过程

既可在自由空间操作，也可在微小受限

空间甚至是分离区域进行；且在采用化

学-电学协同控制机制 SCHEME后能

实现可逆变形 [45]。若采用空间架构的

电极控制，还可望将这种智能液态金属

单元扩展到三维，从而组装出具有特殊

造型和可编程能力的仿生物或人形机

器，这为设计新型的液态金属驱动器和

控制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基于

液态金属打印技术，可直接将电路印制

到人体皮肤表面（如图 18（b）[46]所示），

这在生理电信号检测方面很有意义，较

有助于实现生物电信号控制系统的柔

性设计 [46]。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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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设计了相应的实验 [47]，结

果发现弹性材料的变形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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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研制实

用化器件十分有利。与此同时，基于低

熔点金属的液-固相转换机制，我们还

图14 脑电-肌电联合控制系统

（a）脑电信号与肌电信号协同控制系统原理示意图 （b）患者通过该系统控制机械臂运动

图15 伯克利末端外骨骼控制系统

（a）体域网控制系统 （b）穿戴伯克利末端外骨骼的士兵

（a）液态金属柔性传感器外观 （b）固定在下肢关节处的柔性传感器用于测量

关节活动角度

图16 液态金属柔性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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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具有感觉反馈的智能假肢

（a）神经接口电极的安放位置和控制系统 （b）智能假肢上的感觉产生位置

提出并证实了一种液态金属人体外骨

骼技术 [48]。这种新概念型机械关节存

在柔性和刚性两种工作状态。平时工

作状态下，低熔点金属吸热熔化并处于

液态，柔性程度高，在体穿戴舒适感好，

整个机械关节因此可在柔性关节处灵

活弯折或扭转；一旦需要执行高强度任

务，关节内的液态金属会在半导体制冷

器作用下快速固化变硬，机械关节于是

切换至刚性固体状态，整个机械关节装

置从而可承受巨大的拉伸或扭转应力，

这就有效地缓解了关节需要承受的重

物拉力。该工作过程无驱动部件，响应

迅速，灵活性好。新技术好比科幻影片

《钢铁侠》中所展示的那种盔甲，预计在

高柔性、高强度人体外骨骼领域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除此之外，液态金属电

子印刷技术可用于快速制造各种复杂

基底形状的柔性电路（图19）[49]，这在发

展人体功能性电子皮肤继而形成特定

柔性外骨骼也有重要意义。总的说来，

作为一大类新兴的功能材料，液态金属

已展示出许多常规材料所不具备的属

性，蕴藏着诸多以往从未被认识的新奇

物理特性。这些前期探索已清晰表明，

液态金属传感器与执行器在构建柔性

可穿戴机器人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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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一些关于可穿戴机器人的能源供给、

智能空间集成问题等，在文献[50]中有

很好概述，在未来发展相应技术时也需

加以考虑。

4 结论
可穿戴机器人是集中了机械学、材

料学、生物医学、力学以及电子科学等

多方面知识的高新技术。不仅为残疾、

瘫痪患者恢复行动能力提供了新的实

现途径，而且在提高士兵作战能力方面

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上述对可

穿戴机器人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材料

学近年来进展的分析，可以看到可穿戴

机器人正在朝着更加人性化、高效率及

操作便捷性等方向发展。可穿戴机器

人的驱动形式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电

图18 液态金属系列典型技术

（a） 液态金属在电场调控

下可实现变形运动
（b） 液态金属打印电路用于设计柔

性传感器

图19 利用液态金属相变转印方法打印并集成的可通过手机无线操控

的系列柔性电子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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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驱动向着以新材料为基础发展起来

的柔性驱动方式转变。人机交互系统

目前已经实现人类意识对机械系统的

直接控制，真正使可穿戴机器人成为

人体自身的一部分。当然，尽管可穿

戴机器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但是现有的方法仍然存在着种种

缺陷，距离可穿戴机器人进入千家万

户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正因如此，

该领域机遇与挑战并存，正酝酿着巨

大的突破空间和应用空间，亟待全面

深入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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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in robotic technology, such machine as a wearable smart device can be developed that perfectly
combines human intelligence with mechanical system. Technologies related to such robots involve many scientific fields like
mechanology, electronics, and biology, and have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fields of human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sports
assistant for the disabled, industrial manufacture and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aterials and
improvement of control algorithms, the performance of wearable robots has gained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they have played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biomedicine and other fields. In this review, the designing schemes for selection of driving modality and
construction of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in developing wearable robots are discussed. From the material innovation aspect, the
corresponding technical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are introduced . The operating and control mechanisms lying behind the machine
and materials are interpret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are prospect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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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型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现状及展望助力型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现状及展望
欧阳小平，范伯骞，丁硕

浙江大学流体传动与机电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7

外骨骼机器人是一类模仿人体生

理构造，能被人穿戴、协同穿戴者运动

的同时辅助穿戴者的智能机械装置。

外骨骼机器人可以提高人们在行走耐

久性、负重能力等特定方面的体能。

目前外骨骼机器人的分类方法很

多。按照仿生部位分为下肢外骨骼、上

肢外骨骼、手掌/手指外骨骼和全身外

骨骼。按照机器人运动方式分为作动

型机器人和助力型机器人。作动型机

器人由机械肢体带动穿戴者运动，是

人-机整体做出运动的决策者，通常用

于偏瘫、神经损伤患者的医疗康复。助

力型机器人自身不会主动做出运动，而

是通过感知穿戴者的运动意图来跟随

穿戴者，协助穿戴者运动。助力型外骨

骼机器人在工作环境上可分为室内型

和室外型。室内型外骨骼机器人可以

方便地获得持续可靠的电力供应，从而

无需集成动力模块。而室外型外骨骼

机器人，多用于灾难现场救援、野外施

工及军事用途，在工作环境恶劣、没有

电力保障的场地，集成了动力模块的助

力型外骨骼机器人可以发挥出其他类

型机器人或装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动型与助力型外骨骼机器人的

对比见表 1。由于助力型外骨骼机器

人展现出的特殊性能和应用前景，国内

外众多研究机构均已开展该领域的研

究工作。

助力型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是模仿人体下肢运动、增强穿戴者运动能力的智能机器人装置，可以在

灾难现场救援、野外施工及军事用途等车辆无法通行的环境中发挥作用。通过分析国内外下肢助力型

外骨骼机器人的研究现状，指出目前国内研究仍处于理论分析和实验室测试阶段。提出了助力型下肢

外骨骼机器人研究的关键技术，并对助力型外骨骼机器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表1 作动型与助力型外骨骼机器人对比

对比项

控制方式

主动关节

动力源

作动器

用途

作动型

机器人带动穿戴者

与用途相关

外部电力

电机/气动元件

医疗康复等

助力型/室内

机器人感知穿戴者运动意图，跟随穿戴者

全身

外部电力/电池

电机/气动元件

医疗护理等室内作业

助力型/室外

全身/下肢

电池/发动机等

电机/液压/气动

救援/野外施工/军事等

1 国外研究状况
助力型外骨骼机器人的研发探索

始于20世纪中期。1965年通用电气公

司在美国国防部的支持下，与康奈尔大

学合作研发可穿戴式机械样机Hardi⁃
man，设计目标是可使穿戴者举起1500
磅（约 682 kg）的物体。该项目只完成

了一只自重约 750 kg、能够举起约 341
kg重量的机械手臂，之后无相关报道。

近 20年来，得益于高性能微处理

器、以永磁材料研发为基础的无刷永磁

电机、各类传感器等一系列新技术、新

元件的发展，助力型外骨骼机器人的研

发不断取得成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的BLEEX样机、日本筑波大学

的HAL样机、美国洛马公司的HULC样

机和Raytheon公司的XOS样机是国外

机构研发的助力型下肢外骨骼样机中

较为成熟的典范。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较早

开展外骨骼研究的机构之一。Kazeroon
等在美国国防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
的资助下从 2000年开展研究，解决了

一系列问题，并研发出 BLEEX 样机。

该团队 2004—2006 年共发表 10 余篇

相关论文 [1~12]，分别从仿生学设计 [1,2]、

动力源实现方案[3,4]、控制方法[5~8]、系统辨

识 [9]等角度对BLEEX样机进行了较全

面的介绍和展示，样机外形如图 1（a）
所示。BLEEX样机由发动机作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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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发动机输出轴同时驱动交流发电机

和液压齿轮泵，下肢髋关节、膝关节和

踝关节共 6 个关节由液压作动器驱

动。控制方式上，BLEEX样机采用动

力学模型求逆的方法，通过关节作动器

末端的力传感器及机器人肢体运动鞋

信息反求人机间作用力，从而得到穿戴

者运动意图。该课题组后期也尝试过

设计电机驱动关节[12]。

HAL系列外骨骼机器人由日本筑

波大学Yoshiyuki Sankai博士领导的科

研团队开发，外形见图 1（b）。第一代

样机HAL-1于 2000年研制成功，随后

该团队与Cyberdyne公司合作，2008年

Cyberdyne 将 HAL 样 机 投 入 商 业 生

产。该系列外骨骼机器人采用充电电

池作为能源，通过皮肤电极获取肌电信

号（EMG）判断穿戴者的运动意图，使

用电动机作为执行器对上下肢的肩关

节、肘关节、髋关节和膝关节进行驱动。

该团队发表过的资料也较丰富[13~20]。目

前HAL系列外骨骼机器人已发展出多

种机型适应不同的应用场合，并已投入

商业生产，主要应用于医疗康复、残疾

人助力、灾害现场救援等用途。

HULC 样机于 2000 年在 Berkeley

Robotics and Human Engineering Labo⁃
ratory研制成功；2009年后移交佛罗里

达 Lockheed Martin Missiles & Fire
Control business unit进行。样机外形见

图 1（c）。HULC样机使用两块总质量

3.6 kg的锂聚合物电池作为动力源，采

用液压作动器对下肢膝关节进行驱

动。据新闻媒体报道，该样机已经交付

美国军方评估。

美国Raytheon公司XOS样机最初

由依托University of Utah Research Park
的 Sarcos公司开发，2007年被Raytheon
公司收购，外骨骼机器人项目代号也改

为XOS，目前介绍较多的XOS2样机是

其第 2 个版本，样机外形见图 1（d）。

XOS2样机采用高压液压系统驱动，但

并未集成泵源和动力模块，而是采用外

部的独立液压泵源提供高压介质的方

式驱动机器人运行，液压油箱也设置在

机器人外部。

上述各样机的关键方案选择总结

见表2。

2 国内研究状况
华东理工大学智能传感测控研究

室第一阶段实验平台样机ELEBOT于

2008年研制初步完成。外形见图2，相
关理论研究见文献[21]~[25]。ELEBOT
设计承载 30 kg，以总重 9 kg的锂离子

电池作为能源载体，通过直流无刷

（BLDC）电机驱动液压泵向下肢膝关节

关节处的液压作动器提供液压能源。

液压系统工作压力为 10 MPa，液压作

动器由高速开关阀控制。样机主要传

感器包括位于液压作动器末端的力传

感器和位于机器人下肢足底的力传感

器，前者用于采集作动器输出力，后者

采集穿戴者脚底压力。该样机控制系

统主要包括控制器电源、定制的MCU
控制器和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

浙江大学杨灿军教授团队研发了

采用气动作动器的下肢外骨骼样机如

图 3（a）所示，对下肢髋关节和膝关节

进行驱动，作动器由高速开关阀控制。

控制策略上将穿戴者脚底压力传感器

作为输入信号，采用自适应模糊人工神

经元网络控制的方法计算出外骨骼预

期动作[26,27]。浙江大学欧阳小平团队研

发的助力型外骨骼机器人样机如图 3
（b）所示。样机以户外负重应用为设计

目标，集成了主要由小型发动机驱动高

速液压泵和小型无刷发电机构成的高

图1 国外研发的助力型下肢外骨骼样机

（a）伯克利BLEEX （b）筑波大学HAL （c）洛马公司HULC （d）Raytheon公司XOS

表2 国外典型样机

研发单位及样机

伯克利BLEEX
筑波大学HAL
洛马公司HULC
雷神公司XOS

动力源

发动机驱动混合动力模块

电池

电池

外部提供

作动器

液压

电机

液压

液压

驱动关节

下肢髋、膝、踝3个关节

上肢和下肢

下肢膝关节

上肢和下肢

运动意图来源

下肢机构动力学模型求逆

下肢肌电信号

未公开

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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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密度混合动力源，其中高速液压泵

用于驱动下肢作动器，而小型无刷发电

机用以向控制系统提供电力。外骨骼

机器人集成的微控制器实现模拟对机

器人肢体进行控制。下肢机构中采用

伺服阀控液压缸对髋关节、膝关节进行

驱动，系统工作压力 10 MPa；踝关节为

自由关节，采用球关节保留3个方向的

旋转自由度。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技术与系

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的外骨骼机器

人样机，如图4所示。样机下肢机构通

过仿生学分析的方法设计[28]，并采用直

流无刷伺服电机对髋关节和膝关节进

行驱动[29]。文献[30]中介绍了该样机的

控制方法，控制方法基于下肢外骨骼动

力学模型求逆的方法消除穿戴者对外

骨骼机器人肢体的作用力；并采用AD⁃
AMS对下肢行走过程做出仿真验证。

电子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研发

的液压驱动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如图5
（a）所示。机器人样机以直流电机驱动

齿轮泵作为液压源，通过溢流阀调压、

过滤器过滤后向下肢关节作动器提供

液压油；作动器是伺服阀控制的液压缸，

对膝关节进行驱动。根据文献[31]，机
器人对穿戴者运动意图的感知来自穿戴

者膝关节角度传感器；文献[32]将人体

行走步态分解成5个部分（sub-phase），
并提出了一种控制策略，先通过传感器

判断穿戴者步态所处的部分，再依此对

机器人肢体进行控制。电子科技大学

机器智能研究所研发的 PRMI外骨骼

机器人样机如图 6所示。该样机采用

扁平电机与谐波减速器的组合对髋关

节和膝关节进行驱动，机器人感知系统

则主要由安装在机械肢体上的姿态仪、

安装在电机上的编

码器和布置在机器

人鞋底前脚掌、后脚

掌的脚底压力传感

器构成[34,35]。

东南大学研发

的动力辅助外骨骼

机构 SPAEX 如图 6
所示。样机采用套索

和液压驱动关节，仅

在腰部和踝关节处与

穿戴者绑定[36]。样机

通过检测人体与机器

人肢体间踝关节的位

置偏差来计算穿戴者的运动意图，使外

骨骼机器人做出跟随动作。

新兴东方航空装备公司研发的TG
外骨骼样机2014年11月首次出现在珠

海航展。该样机相关资料和介绍较少，

外形如图 7所示。样机以电池驱动电

机为作动方案，驱动下肢增强穿戴者运

动能力。根据新闻媒体介绍，该样机可

协助穿戴者背负50 kg负重行走2 h，步
行速度1 m/s。

上述样机的动力来源、作动方式选

用和驱动关节方案各有不同。现将样

机方案总结如表3所示。

国内助力型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

研究多侧重于运动控制策略，对外骨骼

机器人的动力源实现方式、控制器实现

形式及性能分析则普遍分析较少。

目前国内几家军工单位也在积极

图4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

骨骼机器人样机

图3 浙江大学助力型下肢外骨骼样机图2 华东理工大学ELEBOT样机

（a）气动样机 （b）液压样机

图5 电子科技学下肢外骨骼机器人

（a） 液压样机 （b） PRMI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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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型执行元件

新型作动器的研究关注作动器的

阻抗特性、响应速度、安全性等问题。

文献[39]介绍了近期广泛采用的串联

弹性转动作动器（RSEA）的控制方式，

该类型作动器在关节的驱动电机与机

械结构之间添加一个弹簧，通过测量弹

簧形变可以得到作动器的输出扭矩从

而实现关节的扭矩控制和阻抗控制。

文献[40]介绍了采用电机、带轮实现的

刚度可变的作动器，如图9（a）；文献[41]
介绍了以调节串联弹簧在关节处作用

力臂长度的方式实现的变刚度作动器，

如图9（b）。文献[29]介绍了一种并联-
串联结构作动器，如图 9（c），作动器集

成的弹性单元可以在运动周期内存储

和释放能量。文献[42]介绍了一种采

用气动人工肌肉实现的外骨骼机器人

作动器，见图 9（d），并对其频率响应、

阻抗等特性进行了详细的测试。

3.3 高功率密度动力源

动力源的实现是助力型下肢外骨

骼机器人的关键难点之一。室内应用

的助力型外骨骼机器人可以方便地得

图6 东南大学SPAEX机器人样机 图7 新兴东方航空装备公司TG样机

投入到外骨骼机器人的研制过程中，并

取得了一些成果，由于特殊性的原因，

目前还没有相关成果报道。据了解目

前这些机构的研究还处于实验室研究

阶段，在外骨骼关键技术处理上还没有

达到预期要求，尚未获得实际应用。

3 关键技术
3.1 新型传感元件

外骨骼机器人整体体积较小、设计

紧凑，对其采用的元件有很多限制，因

而广泛应用于工业环境下的通用元件

往往难以满足外骨骼机器人的需求。

外骨骼机器人系统用到的传感器

可分为采集机器人系统自身状态的传

感器和采集穿戴者-机器人交互信息

的传感器。外骨骼机器人外形和结构

复杂，因而通常需要研究者根据实际应

用场所设计所需的传感器结构。文献

[24]介绍了采用应变片组建的惠更斯

电桥作为敏感单元，应用于机器人足底

的压力传感器设计；文献[36]介绍了以

光学传感元件为敏感单元的微型拉压

力传感器，原理见图 8（a）。文献[23]和
[37]（图 8（b））分别介绍了采集机器人

穿戴者足底压力信息的传感靴设计。

文献[38]展示了一种带有传感功能的

绑带用以固定穿戴者和外骨骼肢体，绑

带上分布有如图 8（c）所示的微型敏感

元件阵列，敏感元件测量穿戴者施加在

绑带上的接触压力计算运动意图。

表3 国内样机采用的关键方案

研发单位及样机

华东理工大学ELEBOT
浙江大学气动样机

浙江大学液压样机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骨骼机器人

电子科技大学样机

东南大学SPAEX
新兴东方航空装备公司TG样机

动力

锂电池

外部提供

小型发动机

—

48V DC动力源

—

电池

作动器

液压

气动

液压

无刷电机

液压/电机/减速
器

液压、套索

液压

驱动关节

膝关节

髋/膝关节

髋/膝关节

髋/膝关节

髋/膝关节

髋/膝关节

膝关节

运动意图来源

足底力、作动器力传感器

足底力传感器

足底力/人体关节角度传感器

下肢机构动力学模型求逆

膝关节角度传感器/下肢姿态仪/编码器/
足底力传感器

踝关节人机位置误差传感器

—

图8 新型传感元件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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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电力能源供应而无需集成动力源，但

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应得到足

够重视。室外应用的助力型外骨骼机

器人受到应用环境的限制通常难以获

得外部能源供应，能否实现可靠、高密

度、长续航时间的集成动力源是机器人

样机能否实现的核心问题之一。

较早对外骨骼机器人集成动力模

块产生重视而开展的研究是伯克利分

校在BLEEX样机研发过程中提出的以

发动机为动力源的混合动力模块[3]，模

块构成外形如图 10（a）所示。在BLE⁃
EX样机动力模块相关的文献[4]中，作

者通过Ragone图展示了通过计算对比

多种典型的小型发动机的Ragone曲线

选择了外骨骼机器人动力源的最优型

号，为一台用于航模飞机的小型双缸汽

油发动机，发动机输出轴同时驱动一台

齿轮泵和一部交流发电机。

浙江大学研发的高功率密度动力

模块如图 10（b），该模块采用小型单缸

汽油发动机驱动小型高转速柱塞泵，为

外骨骼液压系统提供约 1.6 kW动力，

发动机同时驱动小型永磁无刷电机产

生约100 W电力。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其他类型机器

人也有集成动力模块、向机器人系统提

供动力的需求。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

研发的大狗（BigDog）四足仿生机器人

集成了15马力的水冷两冲程内燃机驱

动液压泵作为动力源[43]；美国航空航天

局主持研发的双足人形机器人Valkyrie
集成了1.8 kW·h、重约14 kg的电池，在

没有外部电力供应的情况下向机器人

提供能源，维持约 1 h的工作时间 [44]。

这些相关机器人的动力模块实现形式

和相关技术值得外骨骼机器人设计者

参考学习。

Logan等[45]从质量和功率的角度对

比了电池和发动机-发电机作为移动

机器人或小型车辆动力源的方案，结论

中指出当动力模块需要的电池质量大

于 2.7 kg时，发动机-发电机方案的性

能总是优于电池提供的性能。

除电池和发动机

以外，也有学者探索

过可作为外骨骼机器

人潜在能源的其他方

案，如采用燃料电池

为外骨骼机器人提供

电力的方案[46]、采用自

由活塞发动机驱动液

压系统的方案[47]、采用

自由流体活塞发动机

实现的压缩机向气

动系统提供动力的

方案 [48]。但目前条件

下这些方案技术不成熟，没有得到实际

应用。

3.4 机器人肢体控制策略

机器人肢体控制策略主要包含两

个问题，即机器人肢体预期做出何种动

作，和机器人肢体如何完成预期动作。

前者涉及到外骨骼机器人集成的各路

传感器信息融合处理，进而实现穿戴者

运动意图的获取，以及机器人肢体运动

模式的选取（关节位置控制，力控制

等）；后者则包含了下肢机构动力学分

析、控制器软硬件设计等课题。

文献[49]中，作者利用膝关节驱动

装置展开研究，将膝关节机械结构与人

体之间的耦合关系建模为图 11（a）所

示的串联阻抗，并实现人体与机械下肢

小腿部分整体的等效质量和等效阻尼

控制。文献[50]将人体与外骨骼机械

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抽象建模成虚拟

阻抗，如图 11（b），并根据阻抗模型采

用动力学补偿的方式控制机械肢体的

运动。文献[51]介绍了一种被动下肢

外骨骼实验装置如图 11（c），用来获得

穿戴者步态信息、人机交互力、体能负

载等信息，作为人机交互特性的数据支

持。文献[52]提出一种非绑定的助力

型下肢外骨骼机器人，通过在穿戴者肢

体上捆绑若干惯性测量单元（IMU）感知

穿戴者的运动，并跟随穿戴者的动作。

3.5 机器人噪声控制

来自外骨骼机器人动力系统的发

动机、电动机、液压泵，以及来自下肢作

动器的电动机等元件都会产生不同程

度的噪声和振动，不仅大幅降低穿戴者

舒适性、影响外骨骼机器人的工作环

图9 新型作动器

（a） （b） （c） （d）

图10 基于发动机的外骨骼动力模块样机

（a）BLEEX样机动

力模块

（b）浙江大学外骨骼

动力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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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也对外骨骼机器人的传感器、作动

器等关键元件寿命造成损害。

外骨骼机器人噪声振动的控制，主

要通过隔离消除机械振动和屏蔽噪声

两个途径实现。在伯克利混合动力模

块中，定制消音器消除发动机特定频率

的噪声；发动机外围用两层钣金件外壳

包围，钣金外壳两侧装有弹性阻尼吸声

材料，最终发动机噪声降至 87 dBA的

水平[4]。

4 展望
尽管国内外机构对外骨骼机器人

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还需在以下

几个方面继续开展研究，以便进一步提

高外骨骼机器人的实用性。

4.1 新型材料应用

当前外骨骼样机通常用金属材料

实现机械结构；无论采用传统的钢材还

是较为轻便的铝合金材料，外骨骼样机

的自重仍难以达到实用中可接受的程

度。而外骨骼机器人自重过大，会带来

有效载荷和承载效率低下、等效惯性

大、响应速度慢等问题，在实际应用中

如果发生误动作、跌倒等故障，更会对

穿戴者带来很大的危险。因此外骨骼

机器人选用轻量化材料是其投入实际

应用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采用钛合

金材料新型高分子材料、高强度碳纤维

材料等制造外骨骼机器人机械结构、液

压系统阀块和作动器都可以大幅提高

强度-质量比，是未来外骨骼机器人样

机候选的解决方案。

4.2 高功率密度动力模块

目前外骨骼机器人采用的集成动

力源方案主要有发动机动力源和蓄电

池动力源。两种方案各有优点和不足。

以蓄电池为动力源、采用直流无刷

电机驱动下肢关节的方案被多数外骨

骼样机所采用，这种方案具有工程实现

简单、易控制、噪声小等优点；但当前技

术条件下的蓄电池功率密度和能量密

度都有待提高，采用蓄电池为能源的样

机通常持续工作时间短、输出功率较

低。此外，蓄电池充电速度往往远小于

其放电速度，采用蓄电池的动力模块能

源补充效率也是设计者要解决的问题。

以发动机驱动液压泵的方案实现

的动力模块，可为外骨骼机器人提供较

大的功率和相对较长的持续工作时间，

在燃料耗尽时可以快速补充燃料继续

运行，但该方案必须解决发动机的噪

声、振动、散热等工程问题，同时发动机

与电机相比更难以控制，发动机启动时

需要较大的扭矩，其启动方式往往成为

限制发动机应用的关键因素。

4.3 实际应用测试

国内外研究单位对助力型下肢外

骨骼机器人样机获得的相关数据大部

分在实验室环境下得到，但实验室测试

环境与样机的实际工作状态有较大差

别，如环境温度、地面材质、地形地貌、

外骨骼承载情况、工作周期等。目前缺

少广泛认可的实际应用环境中外骨骼

机器人自身性能、外骨骼对穿戴者的协

助效率等方面的评估方式和指标。随

着助力型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样机逐渐

完善和趋于实用，来自应用现场的机器

人性能数据和行为特征，以及来自穿戴

者的体验报告将为研究人员提供重要

的反馈信息。

4.4 安全性问题

助力型外骨骼机器人在工作时与

穿戴者直接捆绑接触，常常背负较大质

量，作用力远大于穿戴者；如果外骨骼

机器人在工作中发生故障将严重威胁

到穿戴者的安全。因此助力型外骨骼

机器人的安全性是硬件、软件设计中不

可忽视的问题。外骨骼机器人的安全

性研究往往被忽略。由于多数样机并

未进入整机测试阶段，现有试验数据无

法开展故障分析，因此在如何保证外骨

骼机器人安全性的问题上国内外并没

有统一的认识和措施。。

实现外骨骼机器人安全性的研究，

可以从故障预防和故障应急措施两方

面展开。外骨骼机器人的故障预防需

要实现机器人自身的故障检测，同时对

传感器、控制回路等关键元件和子系统

进行冗余设计。故障的应急措施需要

从设计阶段入手，研究如何设计安全的

控制策略和机械结构，一方面在故障发

生时外骨骼机器人做出尽可能保证穿

戴者安全的应急动作；另一方面可以使

穿戴者尽可能快速和安全的与外骨骼

机器人脱离。

5 结论
当前国内助力型下肢外骨骼机器

图11 外骨骼机器人肢体控制研究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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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d prospects of the lower extremity exoskeleton robots for
human power augmentation

AbstractAbstract The lower extremity exoskeleton used for human power augmentation is an intelligent robotic device that imitates the movement
of the wearer to improvehis capacity of load- carrying, walking speed and duration.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tool in rescuing, field
manipulating and military applications. In this paper, the state-of-the-art prototype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is analyzed, which
reveals that the domestic research is still i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laboratory test stage. A review on the key techniques of the lower
extremity exoskeletons is presented. Some developing trends are stated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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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交互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人机交互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
技术研究技术研究
宋爱国

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 210096

20世纪 90年代初，由于智能机器

人技术经过近30多年的大规模研究一

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机器人领域专家

对智能机器人的研究进行了深刻反思，

结果表明，由于受到机构、传感、控制、

人工智能等技术水平的限制，发展能在

未知或复杂环境下工作的全自主式智

能机器人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

间内难以达到的目标[1~3]。

许多机器人学研究者认为，机器人

技术的研究重点应从全自主方式转向

人机交互方式，尤其是在未知环境中作

业的机器人，这样更具有现实意义[4,5]。

因此，工作在人与机器人交互方式下的

遥操作机器人技术自20世纪90年代中

期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6]。

所谓交互技术包括人与机器人的

交互和机器人与环境的交互。前者的

意义在于可由人去实现机器人在未知

或非确定性环境中难以做到的规划和

决策，而后者的意义在于可用机器人去

完成人所不能达到的恶劣环境（空间、

深海、辐射、高温、战场、毒害等）下的作

业任务。这里的关键是人-机器人-环
境的交互界面问题，临场感（telepres⁃

ence）技术是人机交互遥操作的核心[7]。

临场感在美国称为“telepresence”[8]，

在日本称为“tele-existence”[9]。其实人

们早已有了这样的梦想：身处此地，而

又同时如在另一地，并可自然地感受到

彼此所发生的一切。“telepresence”从意

义上侧重于远地环境在操作者周围的

再现，即由计算机和各种感受作用装置

（如主机械手、数据手套、数据衣、头盔

显示器等）生成关于远地真实环境映射

的虚拟环境；“tele-existence”在意义上

侧重于由替身实现操作者在远地环境

中的存在，即由机器人成为操作者在远

地的替身。虽然两者的侧重点不同，但

本质是一致的，即：一方面通过操作者

操控（或穿戴）的多传感器系统将操作

者的运动和位置信息实时检测并作为

控制指令送到远地机器人控制器中；另

一方面通过在远地机器人上安装的多

传感器系统将机器人和环境的交互信

息（视觉、听觉、力觉、触觉等信息）实时

地检测并反馈到本地，并以自然和真实

的方式直接作用于操作者的感觉器官，

使操作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从而有

效地感知环境及控制机器人完成复杂

的任务。具有临场感的遥操作机器人

系统是一种人在回路（human in the
loop）的复杂人机耦合系统[10]。

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的实现，将极

大地改善机器人的作业能力，人们可以

将自己的智慧同机器人的适应能力相

结合而完成有害环境或远距离环境中

的作业任务，如空间探索、海洋开发、核

能利用、远程医疗、远程实验、军事战

场、反恐安保等领域。

正是鉴于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技

术的重大意义和应用价值，美、日、德等

发达国家竞相开展相关技术研究和开

发，如力反馈和触觉再现技术、三维立

体视觉显示技术和虚拟环境技术[11~13]等。

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针对空间遥操作机器

人关键技术进行深入研究[14]，日本也制

定了一项为期 8年的先进机器人研究

计划实现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系统[15]，

德国针对空间机器人的应用开展临场

感遥操作机器人ROTEX研究计划[16]。

中国“863计划”在 1993年就将临

场感遥操作机器人作为关键技术进行

立项研究。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中国

人机交互式机器人是当前机器人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之一，而临场感（telepresence）技术是人与

机器人交互的核心。本文通过阐述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技术的产生、发展和现状，介绍了力觉临

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的系统组成，指出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面临的3个难题：力感知、力反馈和大时

延力控制。针对以上问题，对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的四大关键技术：传感技术、力反馈与触觉再现

技术、大时延控制技术、虚拟预测环境建模技术进行了综述；介绍了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机器

人传感与控制技术研究所30年来开展人机交互遥操作机器人技术研究的进展及其在核探测、康复医

疗领域应用的情况。展望了人机交互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技术未来研究与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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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沈阳自动化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从1992年开始

先后开展了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技术

的研究工作 [17]。中国的载人航天与探

月工程在2005年也将临场感遥操作技

术作为空间机器人的关键技术立项研

究，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上海宇航技

术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

清华大学等单位针对中国空间探测任

务的需要，积极开展人机交互空间遥操

作机器人技术的研究。

1 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系统的

组成
临场感概念的提出者之一，日本著

名机器人专家Tachi认为临场感遥操作

机器人系统应由类人型机器人及其监

控系统、遥控子系统和一增强传感子系

统等几部分组成，同时他还指出传感器

技术对于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系统是

至关重要的 [18]。要实现临场感遥操作

机器人系统就必须研究开发下列有关

技术：1）测量人体运动的技术；2）研

制与人类感觉器管功能和尺寸相仿的

视觉、听觉、力觉、触觉的传感器技术；

3）类人型机器人的控制技术；4）复现

机器人感觉的感知再现技术。

Tachi对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系统

的说明，只是狭义上的临场感系统，广

义上的临场感系统应包括操作者和环

境在内，即临场感系统由操作者、人机

感知交互设备（头盔、数据手套、数据背

心、外骨架装置、手控器等)、计算机、机

器人和环境组成，如图1所示。

临场感主要可分为力觉临场感

（force telepresence）和 视 觉 临 场 感

（visual telepresence）两种形式。

对于力觉临场感遥操做机器人系

统而言，一般由以下几个基本功能单元

组成：运动传感器单元、控制器单元、力

觉传感器单元、触觉传感器单元、力反

馈单元、触觉再现单元，如图2所示。

根据现有的机器人硬件技术去实

现此功能结构，目前亟待需要在以下 2
个基本功能单元上取得突破：1）小型化

的多维力觉传感器与类人皮肤的阵列触

觉传感器研究；2）小型化高精度力反馈

与触觉再现人机交互感知装置研究[19]。

此外，由于人机交互临场感遥操作

机器人系统在人与机器人之间不仅距

离遥远，而且存在着大量的控制与感知

信号的双向交流，受通信环节信号带宽

有限的影响，人与远地机器人之间的信

号传输存在很大的时延，如空间站遥操

作机器人与地面控制站之间的时延可

达 7 s之多，水下遥操作机器人与水面

操作者之间的通信时延有 10 s以上。

这样大的通信时延造成了力觉临场感

遥操作机器人的不稳定和难以操作。

因此，力感知、力反馈与大时延力

控制成为人机交互力觉临场感遥操作

机器人面临的 3个难题。力觉临场感

遥操作机器人技术涉及面广，其中，传

感技术、力反馈与触觉再现技术、大时

延控制技术、大时延下虚拟预测环境建

模技术是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的

四大关键技术。

2 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的

传感技术
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的传感

技术主要包括 2个方面：1）测量操作

者运动和姿态的传感技术；2）机器人

与环境交互感知的非视觉传感技术。

2.1 测量操作者运动的传感技术

人体运动测量装置有头盔显示器

（head mounted TV）、外骨架装置（exo⁃
skeletal device）、数据手套（data glove）
等固定在操作者身体上的测量装置，也

有采用机器视觉对人体姿态进行非接

触测量的装置。

1）头部运动位置的检测。检测操

作者头部运动位置的传感装置通常是

利用测向仪和超声波定位等方法测量

操作者头部的运动。代表性装置是头

盔显示器，一些头盔显示器还可以测量

人眼球的运动。

2）操作者身体运动位置的检测。

检测操作者身体运动位置的传感设备

包括两类：一类是用于检测操作者躯体

运动的数据衣；另一类是用于检测手部

运动和位置的外骨架装置或数据手

套。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外骨架装置

或 数 据 手 套 ：EXOS Dexterous Hand
Master，VPL Data Glove，Immersion Da⁃
ta/Cyber Glove，Mattel Power Glove，
5DT Data Glove。

美国 EX0S公司的Dexterous Hand
Master（图 3）是外骨架装置的典型代

表 [20]，它是固定在操作者肢体上的刚性

串联连杆机构，连杆的关节位置与人体

图1 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系统的组成

图2 力触觉临场感机器人系统的功能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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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位置相同，具有20个关节，每个关

节上装有小巧的磁霍尔传感器测量手

指转角，角度分辨率达到0.1°。
数据手套一般采用柔性材料制作

成手套形状，并在手套上安装柔性角度

传感器测量手指的关节角度。数据手

套一般采用电阻式弯曲传感器与光纤

型角度传感器 2 种方式测量关节角

度。Immersion公司的Data/Cyber Glove
具有 18或 22个光纤型角度传感器，分

辨率为 0.5°，质量仅 84 g；5DT公司的

Data Glove具有 14个光纤型角度传感

器，分辨率为0.1°，质量300 g；日本Mat⁃
tel公司的Power Glove采用塑料电位计

式角度传感器测量关节角度（图4）。

图3 EX0S公司的Dexterous Hand Master 图4 几种常见的数据手套

（a） 5DT公司Data Glove （b） Immersion公司

Data Glove
（c）Mattel公司Power Glove

图5 机器人六维腕力传感器的十字梁型弹性体结构

（a）典型的十字梁结构 （b）东南大学的六维力传感器结构（c）东南大学研制的六维力传感器

2.2 机器人与环境交互感知的非视觉

传感技术

机器人非视觉传感技术主要有力

觉传感器和触觉传感器。力觉传感器

用于检测机器人同目标接触时产生的

力和力矩，包括腕力传感器、指间力传

感器和关节力传感器等。触觉传感器

用于检测与目标接触时的压力分布、表

面形状、振动、温度等信息。

1）机器人力觉传感器。目前研究

主要集中在各种机器人腕力传感器上，

其典型结构为十字梁型弹性体结构（图

5（a））[21]。国内外代表性的产品为美国

ATI公司的系列六维力/力矩传感器，以

及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和东

南大学仪器科学系联合研制的 SAFMS
型机器人六维腕力传感器[22~24]。

机器人六维腕力传感器影响人机

交互精度的主要问题：惯性力的影响严

重、维间耦合干扰较大、体积大。

在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中要

求力觉传感器体积小、重量轻、精度高，

特别是应克服惯性力的干扰。这需要

在结构和测量原理上探索新的方法和

手段。

1）机器人触觉传感器。目前研究

较多的是光电式、压电式及半导体电容

式阵列触觉传感器[25,26]。大多数触觉传

感器仍长期停留在对法向力的检测上，

三维触觉传感器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其

一致性和维间干扰仍难以完全解决。

2）在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中

迫切要求触觉传感器面积大、厚度薄、

分辨率高、一致性好、具有类似人类皮

肤的柔软性。

3 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的力/触
觉再现技术
力/触觉再现技术主要包括力反馈

技术和触觉再现技术。力反馈装置具

有力反馈功能，使操作者能够感受到远

地机器人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力。触觉

再现将远地机器人所接触物体的外形

轮廓与触觉特征再现给操作者，使操作

者产生实际接触远地物体的触觉感觉。

3.1 力反馈技术及装置

力反馈装置主要有力反馈数据手

套、手控器、操纵杆等。

力反馈数据手套如 Immersion公司

生产的MasterARM（图6（a）），在关节上

增加驱动电机，获得力反馈作用。美国

Rutger大学研制的力反馈数据手套（图

6（b））采用气体泵产生力觉反馈。

手控器是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的

力反馈人机感知接口装置，它的作用可

以归结为：1）操作者手臂运动的跟踪

测量，并将对人手的测量结果作为机械

手的运动控制指令；2）对操作者手部

产生和机械手与环境之间作用力成比

例的力。手控器分同构式和异构式两

种，异构式手控器是当今遥操作系统中

手控器的主流。

图7[6]为美国Utah大学研制的外骨

架式手控器和遥操作机器人。外骨架

式手控器是较早发展的一种同构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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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器，它的各个关节是串联的。重要特

点是结构上是按照人手臂结构和运动

设计，整个手控器固定或联接在操作者

的手臂上，它一方面测量人手臂关节的

运动，另一方面将反馈力分别作用在人

的肩、肘、腕、手指关节上。

美国NASA针对空间机器人遥操

作的需要，于 1988年研制了 Salisbury/
JPL力反馈手控器 [27]，它的特点是 6个

直流伺服电机后置以平衡重力并产生

6个自由度力作用，如图 8（a）[27]所示。

加拿大针对空间舱外18 m长大型机械

臂的遥操作，于2004年研制了三维力反

馈手控器，它具有较大的运动空间，如图

8（b）[28]所示。日本针对卫星遥操作机

器人研制了基于Delta并联机构的 6自

由度力反馈手控器（图8（c））用于ETS-
VII卫星上的机器人遥操作，结构简洁，

具有较好的力反馈效果[29]。

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针

对不同用途的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

人研制了多种力反馈手控器[30,31]。图 9
为两种同构式的力反馈手控器，图 9
（a）为 1997年研制用于空间舱内机器

人遥操作的6自由度力反馈手控器；图

9（b）为1999年研制的用于远程共享实

验室机器人遥操作的 6自由度力反馈

手控器。图10为两种异构式的力反馈

手控器，图10（a）为2003年针对网络遥

操作机器人研制的 6自由度异构式力

反馈手控器HC01，它具有运动空间大，

精度高的特点；图10（b）为2011年针对

空间舱内机器人

地面遥操作所研

制的 7自由度力

反馈手控器。

3.2 触觉再现

技 术 及 装

置

触觉再现是

指安装在操作者

手上的触觉作用

设备将机器人触

觉传感器输出的机械手与物体相接触

的信号进行物理重现，并刺激人体的相

应部位，从而再现远地机械手与物体的

接触力、接触形状以及物体的柔性、纹

理、温度等物理特性。

触觉再现可分为形状改变式和表

面刺激式两大类。

形状改变式触觉再现是通过位移

变化模拟远地物体表面与机械手的接

触状态，使操作者直接感觉到远地物体

的存在及其形状。形状改变式触觉再

现早期是采用气囊、气环制作，如触觉

反馈手套 Teletact Glove II就是在手指

和手掌的一些关键部位上安装了30个
气囊，使操作者能够大致感觉到远地物

体的接触部位和形状。为了提高触觉

显示器的分辨率，Tini Alloy公司采用

形状记忆合金制作了阵列触觉显示器

（图 11），其空间分辨率为3 mm，单点输

出力为0.2 N。英国Hull大学利用电流

变材料研制了高密度触觉显示器，通过

电极点阵施加电场使电流变体在要求

的部位变硬，从而可在其表面摸出远地

物体的形状，达到被动触觉显示的效

果，其空间分辨率达2 mm，但这种装置

需要施加2000 V或更高的工作电压。

表面刺激式触觉再现是通过对操图6 力反馈数据手套

（a） Immersion公司的

MasterARM
（b）美国Rutger大学的

力反馈数据手套

图7 美国Utah大学研制的外骨架

同构式力反馈手控器 图8 几种典型的异构式力反馈手控器

（a）美国NASA的力反馈手控器 （b）加拿大研制的力反馈手控器 （c）日本研制的力反馈

手控器

图10 东南大学研制的异构式力反馈手控器图9 东南大学研制的同构式力反馈手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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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的重现，其复杂性与难度远远高于

立体视觉显示技术，至今为止，尚未研

制出令人满意的综合触觉再现装置。

4 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的

大时延控制技术
人与机器人之间的通信时延造成

了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系统的不

稳定和难以操作，时延问题是力觉临场

感遥操作机器人控制所面临的最主要

问题,目前解决的思路主要有两种：一

是通过控制算法实现系统的稳定性与

可操作性；二是采用虚拟预测环境建模

技术克服大时延的影响。

4.1 基于控制理论的大时延力反馈控

制技术

1988年，Raju首先提出用二端口

网络理论分析力反馈遥操作机器人系

统，并指出导致系统不稳定的原因在于

时延造成了通信环节的有源性 [36]。

1989年Anderson等 [37]利用散射算子分

析法提出了一种无源控制算法来解决

传输线的有源性，在小时延下可保证系

统的稳定性。1991年Niemeyer等 [38]提

出了波变量的概念，利用能量流理论，

提出了一套相类似的无源控制算法。

1993年Hannaford[39]对存在通讯时延的

遥操作机器人系统采用上述的无源控

制算法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两

种无源控制算法都能保证力反馈遥操

作机器人在大时延下的稳定性，然而这

种控制算法造成力反馈的失真，是以牺

牲遥操作机器人的力觉临场感性能为

代价的。1998年Niemeyer和 Slotine对
基于波变量的无源控制算法进行改进，

提出了基于“波积分”的大时延无源控

制算法[40]。1999年，美国密执根州立大

学席宁等 [41]针对大时延力反馈遥操作

机器人的控制问题，提出了基于事件的

控制算法，用于保证随机时延对系统稳

定性的影响。2003年Chopra等 [42]通过

频域优化技术，提出了阻抗匹配滤波器

设计，以保证力反馈遥操作系统的无源

性和透明性。2008 年东南大学李会

军、宋爱国提出了基于操作对象等效阻

抗在线辨识与修正的自适应无源控制

图11 Tini Alloy公司的阵列

触觉显示器

图13 美国西北大学的TPad触觉

再现系统

图12 Immersion公司的振动触觉手套

Cyber Touch

图14 东南大学研制的多种触觉再现装置

（a）柔性触觉再现装置 （b）纹理触觉再现装置 （c）无源触觉再现装置

作者皮肤表面或表皮神经施加气流冲

击、振动刺激或电刺激，使操作者在相

应位置产生接触觉，从而实现触觉再

现 [32]。振动刺激采用电磁式振动音圈、

压电材料或 SMA等多种驱动方式，如

Immersion 公司的触觉反馈数据手套

Cyber Touch上安装多个振动音圈作为

触觉再现器件，构成振动刺激式触觉反

馈手套，通过振动使操作者感觉到机器

人与目标对象的接触部位和接触状态

（图12[32]），但是振动音圈尺寸较大难以

制作出高密度阵列。TeleSensory公司

研制的阵列式振动触觉显示器具有

100 个刺激点，空间分辨率为 1.9~3.8
mm，振动频率为 230 Hz。电刺激触觉

显示采用表面电极刺激、神经肌肉刺激

或静电刺激方式产生触觉感受。美国

Louisiana技术大学和Wisconsin大学正

在研制硅基底静电触觉显示器，它是在

硅片上制作电极阵列，并覆盖聚酰亚胺

薄膜作为电绝缘层，当电极上施加

200~600 V电压时，对触摸该硅片的手

指表皮产生静电吸引力，从而在相应位

置感觉到接触。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Colgate2007年提出了一种在手机显示

屏上实现触觉反馈的TPad触觉再现系

统（图13[32]），它通过内嵌在显示屏中的

压电陶瓷片产生不同强度的振动，改变

操作者手指与接触面的表面摩擦力，从

而让操作者获得从很光滑到很粗糙的

感觉来再现不同模式的纹理触觉。这

种方法能实现较精细的纹理触觉，但提

供的接触面积较小。

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宋

爱国课题组研制了多种触觉再现装置，

2005年与美国西北大学合作研制了一

种基于弹性梁结构控制的柔性触觉再

现装置（图 14（a））[33]；2006年研制了一

种基于运动控制的纹理触觉再现装置

（图 14（b））[34]；2008年又研制了一种基

于磁流变液的无源触觉再现装置，可以

实现大量程触点力反馈要求下的触觉

反馈（图14（c））[35]。

由于完整的触觉再现技术涉及形

状、纹理、表面柔顺性以及温度等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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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时延力反馈遥操作机器人基于时间的控制方法

算法，可保证较大时延下力觉临场感机

器人的稳定性[43]，2012年又将这种基于

阻抗辨识的自适应无源控制算法应用

于力反馈康复训练机器人的控制[44]。

以下为一些典型力反馈遥操作机

器人系统的时延控制方法的简要介绍。

1）基于无源性的控制方法。无源

理论是从电网络理论发展而来的一种

保证稳定性的理论。无源的系统是稳

定的，而且多个无源的系统通过串联、

并联、反馈而得到的系统仍然是无源

的。无源理论从能量传递的角度判断

系统的稳定性，应用范围已经从电网扩

展到了控制系统中。在时延力反馈遥

操作机器人双边控制系统中，从边环

境、从机器人、主机器人都是无源的，操

作者也可以认为是无源的。因此，如果

能保证遥操作机器人系统通信环节的

无源性，就可以保证整个系统的无源

性，从而保证系统的稳定性[45]。基于无

源理论的方法是目前分析力觉临场感

遥操作机器人控制性能最有力的工具。

2）基于时间的控制方法。在常规

的基于时间的遥操作机器人系统中，从

控制参数的角度看，各部件使用时间作

为参数是引起系统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控制和反馈系统按照时间轴

进行采样造成了系统的不稳定。因此，

如果各部件不使用时间作为参数，则可

消除时延的负面影响。传统的控制系

统中，系统的动力学方程是通过微分方

程描述的，参数为时间变量 t，而且，运

动轨迹也通常是时间的函数。基于非

时间参数的控制方法使用非时间参数

变量模型化系统与运动轨迹。这些非

时间参数称作运动参数，通常用s表示，

并把它称作基于时间的运动参数。基于

时间的控制方法原理如图15所示[46]。

图15中的运动参数模块模仿时钟

运行，它从机器人系统的输出或状态 y

映射到因子 s，机器人的规划或者命令

被描述成 s的函数，该参数通常取为系

统的物理输出，如距离或者位置。事件

参数也可取作一个虚拟值不对应任何

物理量。例如，选为系统执行控制循环

的次数。只要机器人的控制器是稳定

的，则基于事件的控制方法就能保证时

延力反馈遥操作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

但是在这种方法下，控制的性能是与选

取的事件参考变量相关的，由于事件参

考变量的选取还没有一套通用的方法，

所以基于事件的控制方法有很大的随

意性和局限性。

3）基于H∞理论的控制方法。利

用H∞控制理论进行时延下力反馈遥

操作机器人控制不仅可以得到期望的

稳定控制，还能将时延对遥操作系统的

影响降到最低，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系统的性能要求，同时对系统可能

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扰动也具有一定的

鲁棒性[47]。

1995年 Leung等 [48]将通信时延建

模为系统扰动，并根据μ算子综合设计

控制器使得遥操作机器人系统对时延

具有鲁棒性，同时系统获得了较好的控

制性能。1996年Yan等[49]对力反馈双向

遥操作机器人系统提出了统一的H∞
控制框架，以取得稳定性和透明性之间

的平衡。2008年，Razi等[50]针对遥操作

系统中操作者和环境阻抗中的不确定

性提出了非线性H∞控制方法，该方法

可以对主从力反馈遥操作机器人的位

置和力值跟踪误差函数的权值进行调

节，但对于任意时延的情况，该控制方

法难以胜任。较大的时延会得到比较

保守的结果，较小的时延又有可能无法

保证系统的稳定性。而且，H∞的设计问

题需要解适当的偏微分方程或不等式，

在力反馈遥操作机器人系统中求这些

偏微分方程或不等式是非常困难的。

虽然针对具有时延的力反馈遥操

作机器人的控制算法还在不断改进与

研究中，但是，这些控制算法还不能完

全满意地解决遥操作机器人系统中的

时延问题，特别是大时延（7 s以上）情

况。因此，人们除了继续研究具有最佳

操作性能的控制算法外，还需要寻求其

他途径来克服大时延对力反馈遥操作

机器人系统性能的影响。

4.2 基于虚拟预测环境建模的大时延

力反馈控制技术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

是解决大时延力反馈遥操作问题的重

要手段。利用VR技术建立力觉临场

感机器人及其环境的准确的虚拟预测

仿真图形，并提供真实的力觉/触觉反

馈，将可以使操作者在良好的人机界面

条件下进行遥操作，有效解决大时延对

力觉临场感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可操作

性的影响。

美国NASA针对空间遥操作机器

人的虚拟预测环境建模进行了深入研

究和开发，JPL实验室1990年就设计了

“仿真遥操作机器人系统”[51]，通过模拟

预测远地工作现场的环境和机器人的

运动提供给操作者以实时的视觉反

馈。1991年 JPL实验室设计了“遥操作

机 器 人 环 境 模 拟 器（GLETS）”[52]，

GLETS使操作者置身于一个实时的、交

互式的、模拟的、视觉可调的远地机器

人工作现场的虚拟环境中。GLETS用

三维有阴影的彩色图形来描绘机器人

的现场环境，利用光偏振技术提供立体

图像，操作者通过力反馈数据手套装

置，控制机械手的动作。当远地真实环

境和虚拟环境间的差别超过一定范围

时，利用反馈的传感信息进行调节。

1992年德国研制的空间机器人ROTEX
中就包括了在时延情况下具有预测机

器人状态能力的计算三维图像和立体

显示算法。

虚拟现实技术用于大时延遥操作

机器人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火星探测机

器人（图16）[53]。1997年7月，基于虚拟

现实技术控制的旅行者号火星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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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ETS-VII的地面设备和预测虚

拟环境

图16 基于虚拟环境建模的遥操作火星机器人系统

（a） rover机器人在火星上的实际图片 （b）地面建立的机器人 rover的虚拟环境

图18 虚拟预测图形与真实图像的叠加

在火星上着陆，其图形界面上提供了大

量的操作指令。利用一个简单的轨迹

球作为 I/O接口设备就能将虚拟的工

作现场和虚拟的火星旅行者的模型连

接在一起。操作者的规划可以通过图

形编程的方法实现。如果结果令人满

意，则控制代码通过深空通信网络传输

给火星旅行者机器人。

日 本 国 家 宇 宙 开 发 事 业 集 团

（NASDA）于 2002—2007年在 ETS-VII
卫星上完成基于虚拟预测环境的遥操

作机器人实验任务（图17[28]），整个系统

包括力反馈操纵杆、卫星机器人及其作

业环境、虚拟卫星机器人及其虚拟作业

环境构成的虚拟预测环境，以及卫星通

讯环节。虚拟机器人和真实机器人一

样同时受到操作者的遥操作控制，虚拟

环境产生预测作用力通过力反馈操纵

杆实时反馈给操作者。远地反馈回来

的真实图像叠加在虚拟图形上，帮助操

作者理解时延的情况。

图 18[54]为东南大学建立的空间单

自由度遥操作机器人的虚拟预测环

境。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建立空间机械

臂和操作环境的 3D虚拟模型，对机械

臂的动作进行预测。在虚拟预测环境

中，通过模拟碰撞检测计算出虚拟的反

馈力，实现接触力的预测，通过虚拟机

械臂线框模型和真实机械臂图像的定

位叠加，实现增强现实预测；对未知环

境进行在线的模型修正，提高对真实机

械臂运动与接触力预测的准确性。克

服大时延的虚拟预测环境建模技术包

括对机械臂及工作环境的几何学和运

动学建模，以及利用远地机器人的多传

感器反馈信息进行机械臂工作状态的

准确计算与预估[54]。

尽管基于虚拟预测环境的遥操作

机器人控制技术是解决大时延问题的

有力手段，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

机器人工作环境的未知性或不确定性，

难以准确建立环境的预测模型，如何在

线建立准确的环境预测模型是目前需

要深入研究的难题。

5 东南大学的相关究进展与典

型应用
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机

器人传感与控制技术研究所成立于

1984年，一直从事机器人传感和控制

技术的研究工作。通过30年的长期研

究，在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的传感

技术、控制技术、力触觉再现技术、虚拟

环境建模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

进展，并将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技

术应用于空间探索、远程康复医疗和核

化探测与应急处理领域[55~61]。

5.1 远程康复医疗机器人

中国是世界上残障者最多的国家，

全国残障者总数约 6700万。此外，全

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也有较大的增

长，2011年人口调查显示中国 60岁以

上人口占 13.26%，老龄化进程逐步加

快。中风是目前严重危害中老年人身

体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具有发病率

高、致死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合

并症及治愈率低的特点。中风后遗症

主要表现为肢体痉挛、僵硬、偏瘫、植物

人等。

对中风患者偏瘫部位进行康复训

练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医疗手段。医

学专家指出，对于因中风、脊髓损伤和

各种事故引起的肢体功能残障的患者

来说，及时进行康复训练，就可以有效

恢复神经肌肉的功能，大大减少造成终

身残疾的可能性。肢体康复训练机器

人不但将为这些患者带来福音，也将具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图19为将力觉临

场感遥操作机器人应用于康复训练领

域，研制的网络化远程力觉辅助康复训

练机器人，可以实现一个康复治疗师同

时远程控制 3台不同的康复训练机器

人，并监控3个肢体运动功能障碍患者

的康复训练过程，机器人可提供给患者

合适的力反馈作用。

5.2 小型核化探测与应急处置遥操作

机器人

核辐射和生化毒剂因其威胁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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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东南大学研制的网络化远程力觉辅助康复训练机器人

（a）康复训练者与康复机器人 （b）康复治疗师端控制界面

图20 东南大学研制的小型核化探测与应急处置遥操作机器人系列

（a）参加上海世博会安保任务 （b）应用于秦山核电站3期的巡检任务 （c）执行防化演练任务 （d）应用于江苏省核应急办的核探测任务

蔽性、持续性和大范围杀伤性使得其始

终成为各种恐怖袭击的首选手段。另

外中国核电事业处于快速发展期，目前

正在运营的核电站有6座，在建的有12
座，筹建中的有 25座。2011年 3月 11
日，日本东部海域大地震引发海啸所造

成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给世界各

国核电安全敲响了警钟。在应对核生

化恐怖袭击和各种核泄漏事故中，能否

快速准确地探明核泄漏源位置及核辐

射程度或生化危险品污染情况，是制订

正确处置方案的前提。研制一种适应

各种复杂危险环境、高度机动灵活、远

程控制距离远、现场可迅速展开的小型

核化探测与应急处置遥操作机器人是

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

自 2004年开始，本研究所与南京

军区防化研究所、北京防化研究院合作

将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技术用于

核化探测和应急处理领域，研制成功了

小型核化探测与应急处置遥操作机器

人（图 20）。研制的小型核化探测遥操

作机器人能够在核生化灾害现场代替

人完成诸如侦查、取样等任务，提高应

对核生化事故或者恐怖袭击的处理能

力。小型核化探测遥操作机器人在野

外无线遥控距离可达 3~5 km，城市环

境下无线遥控距离大于 1 km。移动机

器人采用履带式移动机构，可携带机械

手和多种核化仪器，在遥操作控制下，

进行半自主抓取、取样、探测等工作，能

实现基于视觉图像等多传感器信息的

自主目标跟踪、自主爬楼梯和自主路径

跟踪。遥操作控制器采用三维图形动

态模拟和力觉、触觉反馈等方法增强操

作员临场感。

小型核化探测与应急处置遥操作

机器人已形成六代产品，从第二代产品

开始装备南京防化分队，其中第二代机

器人担负了北京奥运会上海赛区的安

保任务；第四代机器人成功完成了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安保任务，并多

次参加核泄漏和危险化学品污染的应

急演练；第五代机器人用于中国科学院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的核能系统的安

全巡检与监测；第六代机器人已用于秦

山核电站3期的安全巡检任务。

6 未来研究重点
由于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涉

及学科广、技术高度集成、系统复杂性

强，当前的研究水平离理想的临场感尚

有很大的距离，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重点主要有：

1）临场感概念的提出在于提高遥

操作机器人系统中操作者的感知能力，

这是操作者正确决策的前提。由于这

种身临其境的力触觉感受不仅和系统

的性能有关，而且和操作者的生理及心

理感觉有关，因此评价力觉临场感系统

的操作性能即临场感程度尚存在不少

争论，而临场感理论的发展，迫切需要

建立一套合理的定量评价力觉临场感

系统操作性能的方法。

2）随着深空探测的发展，如火星

探测、太阳系外空间探测，遥操作机器

人工作距离越来越远，通信时延不仅越

来越长，而且通信中断越来越频繁。这

样大的通讯时延与频繁的信号中断将

严重影响遥操作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

和操作性能。因此超大时延与信号中

断对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系统的影响

是下一步急需研究的问题。

3）力觉临场感遥操作系统是一个

人 在 回 路 的 人 机 耦 合（human- ma⁃
chine-coupling）系统，操作者是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操作者的人为因素（生理、

心理特性）会对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

遥操作系统的人机工效学研究将是今

后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

4）由于远地从机器人大都工作在

未知的环境中，难以预先建立机器人工

作环境的模型，从而限制了虚拟环境预

测控制的作用，因此对未知环境的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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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uman-robot interaction telerobot with force telepresence

AbstractAbstract Human-robot interaction telerobot is currently a frontier and hot-point of robotics research. Telepresence is a core technique
of the human-robot interaction.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history of the telepresence telerobot technology, and illustrat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telepresence telerobot system. There are three foundmental problems in force telepresence telerobot research:force perception, force
feedback, and force control under time delay. Then we discuss its four key techniques, that is, sensing technique, force feedback and tactile
display technique, control strategy under time delay, and predictive virtual environment modeling. We briefly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telepresence telerobot research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nuclear dete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herapy areas at Southeast University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At last, we point out som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 human-robot interaction telerobot with force tele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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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觉的多机器人协作基于视觉的多机器人协作SLAMSLAM问题问题
吕强，林辉灿，张洋，马建业

装甲兵工程学院控制工程系，北京 100072

移动机器人的自主导航问题可以

分为定位、地图构造和路径规划3个部

分[1]。定位的任务是确定机器人在当前

环境中的位姿，地图构建的任务是将对

环境的零碎分布观测整合为一个联系

的模型，路径规划的任务是确定最佳路

径并导航机器人通过环境。

起初定位和地图构建是分开研究

的，后来学者们意识到二者是相互关联

的。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simultane⁃
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SLAM）是

指机器人在未知环境中运动时增量地

构建周围环境地图，同时运用此地图对

机器人自身位姿进行估计[2]。SLAM是

移动机器人系统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

能力，随着未知环境探测的日趋复杂和

非结构化，SLAM已成为自主移动机器

人亟待解决的重要基础性难题[3,4]，并被

视为移动机器人领域的“圣杯”[5]。当摄

像头作为唯一的感知外部环境的传感

器用于 SLAM，就称为视觉 SLAM。准

确的环境地图有助于实现高精度的定

位，而精确定位则有利于建立更加真实

可信的环境地图[6]，两者相辅相成。

许多视觉 SLAM系统在如下的环

境中容易失败：外部环境、动态环境、显

著特征太多或太少的环境、大尺度环

境，以及当摄像头运动不稳和部分或全

部的闭锁现象。视觉 SLAM系统成功

的关键是具备处理上述困难的能力。

近 10年来，从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一

个清晰的趋势，就是使用视觉作为唯一

的外部传感器的感知系统用于解决

SLAM问题[7~11]。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趋

势，是因为基于摄像头的系统既能够获

取尺度信息又能够恢复环境的外观、颜

色和纹理，使得机器人能够完成更高级

的功能，如在环境中识别人员。进一步

说，摄像头更便宜、更轻且功耗更低。

不幸的是相机数据存在误差，由于相机

分辨率不足、光线变化、表面缺乏纹理

和快速运动引起图像模糊等因素。许

多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不

少成果，比较典型的有Klein等基于BA
（bundle adjustment）的 实 时 SLAM 算

法，即并行跟踪和构图（parallel track⁃
ing and mapping，PTAM）[9]，Engel 等采

用直接的方法构建大范围内的半稠密

地图，即 LSD-SLAM[12]，以及 RGB-D
SLAM[13] 和 ORB SLAM[14] 等。 RGB- D
SLAM采用一种能够同时获取环境彩

色信息（RGB）和深度信息（depth）的

RGB-D传感器。

对于单个机器人的 SLAM系统已

经有不少的解决方案，然而多机器人的

SLAM相较而言还是一个新领域，多机

器人 SLAM系统可以提升构图的速度

和精度，有利于路径规划等探索研究。

该领域的核心问题是多机器人之间的

通信拓扑、任务规划和地图融合。任务

规划：当多个机器人用于共同探索同一

个环境进行研究时，需要处理好各个机

器人的任务规划问题。做好任务规划

可以节省探索整个研究环境的时间。

通信拓扑是指机器人之间的通信结构，

有完全连接和部分连接等多种通信拓

扑结构。对于完全连接需要使用外部

设备以克服通信带宽和距离的限制，外

部设备用于将一个机器人的数据发送

给所有的机器人 [15]。部分连接采用两

个机器人之间的一对一通信解决通信

带宽和距离的限制问题，机器人仅能使

用通信范围内的其他机器人的信息。

地图融合是解决多机器人 SLAM的关

键问题，运用共享的信息改进全局地图

的精度和构图范围，全局地图通过联合

所有机器人的局部地图获得。当机器

人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已知，只需要根

据每个机器人的定位和构图进行拼接

地图；而当机器人之间的相对位置未知

时，需要对每个机器人的地图进行转换

才能进行拼接地图。

总之，虽然需要处理上述难题，但

是多机器人SLAM能够以更快的速度、

视觉SLAM仅采用图像作为外部信息，用于估计机器人位置的同时构建环境地图。SLAM是机器

人自主性的基本前提，如今在小动态环境采用激光或者声呐传感器构建2D地图得到较好地解决。然

而动态、复杂和大范围下的SLAM仍存在问题，使用视觉作为基本的外部传感器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新

颖热门的研究方法。在视觉SLAM中使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如特征检测、特征描述和特征匹配，图像识

别和恢复，还存在很多改善的空间。本文在视觉SLAM领域的最新技术的基础上，对基于视觉的多机

器人协作SLAM领域的前沿技术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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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精度探索未知环境。而且，多机

器人SLAM具有更强的容错能力，环境

条件的恶劣或者变化、由于错误的数据

关联或假设模型引起的算法失败等问

题，可以通过多机器人系统克服。因

此，近几年相对单个机器人的SLAM应

用研究，多机器人的SLAM应用研究更

加吸引人和热门。

1 视觉SLAM
1.1 同时定位和地图构建

在 1985—1990 期 间 ，Chatila 和

Smith提出地图构建和定位同时进行研

究的问题。不久之后，该问题有了专业

名 称 SLAM（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有关 SLAM的历史可以

参阅Durrant和Bailey撰写的有关 SLAM
发展历程的文章 [16,17]。SLAM指移动平

台（机器人、运输载体等）能够构建所探

索环境的全局地图，同时利用地图进一

步确定自身位置。

为了对环境构建地图，机器人必须

拥有用于感知和获取外部环境观测的

传感器，可分为外部传感器和内部传感

器两种。外部传感器包括声呐、激光扫

描仪、相机以及GPS等，这些传感器都

存在噪声和距离受限的问题。此外，前

3 种传感器只能获得环境的局部视

图。激光传感器和声呐传感器可以获

取精确而稠密的环境结构信息，然而，

存在的问题是：在复杂性高的环境以及

物体识别方面均不可用，质量大、体积

大使得难以在飞行机器人或者人型机

器人上应用。另一方面，GPS在狭窄街

道、城市峡谷、水下和室内等环境的定

位精度不能满足要求。内部传感器能

够测量机器人的速度、位置变化和加速

度，例如编码器、加速度计和磁罗盘等，

但由于存在累积误差，并不能保证足够

的估计精度。

在文献[18]~[20]中得到证实，为了

获得机器人位置的高精度且鲁棒性好

的估计，需要使用信息融合技术处理多

个传感器的数据。然而，传感器增加引

起的系统的造价过高、重量增加和功耗

过大等问题，因此，探索如何仅仅依靠

相机作为传感器实现同时定位和地图

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

1.2 相机在SLAM中的应用

第一个视觉导航的作品采用双目

立体结构相机[21,22]，然而，多数情况下由

于价格昂贵，很难获取双目或者三目立

体相机。另一种解决方法是使用一对

单目相机，导致需要考虑不懂方面的困

难：采用硬件或软件的方式实现相机同

步；每个 CCD传感器对颜色或光线的

响应略有不同；采取何种几何结构进行

校准等。

不管采用什么类型的相机，在使用

之前都必须校准（手动或者自动），校准

需要估计相机的内部参数和外部参数，

前者依赖于相机的几何结构（焦距和光

点），后者由相机在空间中的位置决定

（某个坐标系统中的旋转和位移）。根

据多视角棋盘校准图像，关联图像坐标

与真实世界坐标可获取参数[23]，也有许多

工具能够实现相机的校准：OpenCV的

校准函数、Matlab的相机校准工具箱

等。

使用多相机带有或者不带有视角

重叠的研究 [24,25]，使用特殊镜头的相机

如广角 [26]或者全向 [27]相机增加视觉范

围，进而一定程度上减小累积误差。近

几年出现的RGB-D传感器应用于室内

环境的地图构建，已被验证是一种非常

有前途的方法[28,29]。

德国弗莱堡大学的Engelhard和慕

尼黑技术大学的Sturm等[30]提出了一种

基于 RGB-D 传感器的实时 3D 视觉

SLAM 方法，主要包括特征提取和匹

配、位姿估计、位姿修正、位姿图优化4
个步骤。该方法对Henry等提出的方

法进行了3点改进：首先在特征提取时

将SIFT特征替换为SURF特征，其次在

位姿图优化时使用 g2o方案代替 TO⁃
RO，最后在环境地图的表示时将点云

地图转换成 3D占据栅格地图。文献

[31]中进一步对 SIFT、SURF和ORB[32]3
种不同的特征描述方法进行了研究和

实验分析对比，而且针对着色点云地图

存储量大和计算量大的问题，使用基于

Octree 的地图构建框架 OctoMap 将点

云地图体素化转换成 3D占据栅格地

图。此外，他们还首次构建了一个包含

RGB-D图像序列和真实摄像机轨迹的

数据集用于评估 SLAM系统的性能[33]。

基于该数据集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结果

表明其位姿估计平均精度为 9.7 cm和

3.95°，平均每帧的处理时间为 0.35 s，
基本满足实时运行的要求。

自从单目 SLAM的出现 [34]，仅用一

个相机实现同时定位和地图构建的方

法就变得越来越流行。这是因为通过

手机、数码相机或笔记本等可以轻松获

得相机，比立体相机更加容易获取。单

目方法的硬件简单灵活经济，数据处理

时间也较短。仅依靠单目并不能直接

获得足够的信息计算航标的深度，因此

需要处理航标的初始化问题，通常有两种

解决方案[35,36]。为了从一个相机获取环

境的三维信息，需要处理多个观测图像

的特征跟踪问题。

2 图像数据关联
最先进的RGB-D SLAM系统大多

数都采用迭代最近点（iterative closest
point，ICP）算法去匹配点特征，这些点

特征的空间位置是根据匹配的传感器

深度数据计算得到的。然而，特征的深

度测量数据经常被噪声所干扰，因为视

觉特征倾向于在实物的边缘。为了减

小估计误差，高翔等[37]采用了可靠的深

度数值提取和选择特征的方法，如平面

点特征。平面点特征有利于提高传统

的 ICP的精度和鲁棒性，同时保持合理

的实时应用的计算消耗。通过公开数

据集的轨迹跟踪和构图结果以及实物

机器人的实际试验，验证了一个基于平

面的RGB-D SLAM的系统的有效性。

在单目视觉SLAM中，绝大多数采

用基于特征的地图表示，因此此处主要

对基于特征的运动估计方法进行分

析。对该问题的研究，是计算机视觉领

域中经典的从运动恢复结构（SFM）问

题，也有学者将其等同于视觉里程计研

究。基于2D图像特征的运动估计一般

包括特征检测、特征匹配和运动估计。

2.1 特征提取

特征提取对于视觉 SLAM是最为

关键也最为基础的一个环节，因为后续

的所有处理都以此为基础进行。SIFT[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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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10多年的应用中验证其良好的

性能，成功应用于视觉特征、目标识别、

图像匹配和视觉构图等方面 [32]。但由

于采用128维向量，相较而言在计算和

匹配过程中运算速度较慢，不利于在实

时性要求很高的 SLAM 系统中的应

用。SURF[39]能够在保持与SIFT相同性

能的辨别率的情况下，提高运算和匹配

的效率，然而该描述符使用了 64维向

量的浮点数据即256位，当需要存储数

以百万计的描述符时也是不能满足要

求的。BRIEF[40]使用二进制流作为关

键点特征的描述符，该方法使用较少的

位数就能够获得高性能且计算简单，文

献[40]验证该方法在获得与SURF相当

或者更好性能的情况下，需要的时间更

少。ORB[32]是一种基于 BRIEF的快速

二进制描述符，该方法具有旋转不变性

和抗干扰性能，更加适用于视觉 SLAM
系统对实时性和精度的要求。ORB-
SLAM[14]是一个满足大、小范围，室内外

环境的实时单目SLAM系统，且可以完

全的自动初始化，采用适者生存的方法

选择重构点和关键帧，生成稠密地图，

该地图仅当场景内容改变时才更新，加

强了终生地图构建的能力。

2.2 特征匹配

特征匹配的性能对 SLAM效果具

有决定性的影响，为快速获得高精度的

匹配，主要有两类算法 [41]：一是灰度匹

配，使用统计模型寻找点匹配；二是基

于特征的方法，该方法基于从图像检测

得到的特征（点、线或面）。两种方法各

有千秋，灰度匹配的方法具有更高的精

度但同时消耗更多的计算资源，目前来

看并不满足视觉SLAM的实时性要求，

另一方面，基于特征的方法需要的计算

资源较少且抗干扰性能好。基于特征

的方法需要先从图像中提取特征，在上

一节中已经介绍过方法。基于特征的

方法计算两个帧间的特征匹配，有两种

思路：一是先提取前一帧图像的特征，

然后在局部范围内的图像检索寻找对

应点[42]，该方法具有的优点是算法速度

快，局限性是仅在两帧图像变化较小的

时候适用；二是对两幅图像都进行特征

提取，在根据提取的特征建立联系，该

方法的优点是能够适用于帧间的变化

较大的情况，缺点是计算效率较低及存

在匹配不一致。对于匹配不一致的问

题可以采用文献[38]和[43]的方法提高

匹配一致性。

2.3 运动估计

Structure from Motion（SFM）技术能

够从一系列图像中计算场景中的3D结

构和相机位置 [44]。标准的流程是提取

输入图像的特征，进而特征匹配，采用

一种称为捆绑调整（bundle adjustment，
BA）的非线性优化方法，最小化重投影

误差 [45]。解决 SLM递增问题的一种方

法是视觉里程计，该方法仅使用序列图

像就可以实时计算相机的位姿。Klein
等发表的称为PTAM的单目方法，基于

关键帧，采用两个平行的处理线程，第

一个线程执行的任务是鲁棒地跟踪很

多特征，另一线程的任务是生成 3D地

图点。该方法在动态环境中和存在相

似纹理环境中出现跟踪失败[9]。

Strasdat 等 [46]证实为了提高单目

SLAM系统的位置精度，增加特征的数

量比增加帧的方式更为有效，同时，BA
优化的方法比滤波器的方法效果更好，

然而，该文章指出滤波器的方法在较高

不确定的情况下更有利。理想的

SLAM系统将同时利用 SFM技术和概

率滤波器的优点[47]。

3 多机器人协作SLAM
多机器人方案相对单个机器人方

案有许多优点，例如，随着机器人数量

的增加，整个系统执行任务需要的时间

缩短，对错误的容忍度增加且地图的精

度得到提高。Marjovi等 [48]对多机器人

在时间上的优势做了阐述，在不同环境

中使用不同数量的机器人，以获得满意

的构图结果。两个机器人的系统用于

构建地图，需要的时间是单个机器人的

1/2，尽管存在一些优势，但是多机器人

SLAM系统需要探索由多个机器人带

来的问题，例如在线路径规划、同时定

位和地图构建、特征提取和数据关联。

然而，这些问题在单个机器人SLAM系

统已经得到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此

外，任务分配、通信拓扑和地图融合是

多机器人系统需要解决的重要难题。

有关通信拓扑方面的综述，可以参阅文

献[49]，本文主要关注多机器人系统的

地图融合问题。

多机器人系统中，每个机器人在进

行SLAM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坐标系，

因此由不同机器人创建的地图不能够

直接用于融合。学者们已经研究出一

些实现地图融合的方法，通常情况下，

在获取两类必备条件的情况下就能够

实现地图融合。一是机器人之间互相

清楚对方的相对位置，如当机器人相遇

时使用全向相机获得机器人之间的距

离，进而计算地图的转换矩阵[50]。二是

机器人之间不清楚互相之间的位置，但

是各自构建的地图之间有公共的区域，

文献[51]匹配地图的点特征。

Gil等 [52]则使用RBPF滤波对地图

进行融合。Vidal-Calleja等[53]使用一个

飞行器与一个地面机器人进行合作，在

半结构化的地形中构建地图。Bene⁃
dettelli 等 [54]让各个机器人独立进行

SLAM，生成独立的地图。在机器人相

遇时，计算地图的相似处，进行合并生

成全局地图，然后，每个机器人通过开

发融合的地图开始单个机器人的

SLAM算法。Michael等 [55]对地震中毁

坏的建筑里采用地面和空中机器人进

行协作建图进行研究，通过采集多层结

构的环境构建3D地图。他们提供了协

作建图方法的细节，并且报告了试验中

分别由单个机器人和机器人团队构建

的地图。

Forster等 [56]通过微型飞行器的单

目相机对准由地面机器人的深度传感

器构建的地图，得到稠密的 3D重构地

图，如图1所示。他们提出一种用于微

型飞行器联合地面机器人的定位方法，

解决了通过多个机器人上的不同传感

器计算得到的 3D地图的配准问题，由

微型飞行器上的单目相机得到的稠密

的3D重构与地面机器人上的深度传感

器得到的地图配准。一旦配准，微型飞

行器上的稠密重构将用于扩充由地面

机器人计算得到的地图，使用航空视角

所传递的信息进行扩充。整体的方法

是新颖的，由移动相机得到的现场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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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解决了空地联合定位问题。

Saeedi等 [57]使用神经网络拼合地

图。他们先从网格地图中提取特征，根

据特征计算两个地图间的旋转与平

移。对于增强的自主性的机器人来说，

在没有GPS信号的环境中导航是一项

非常重要的要求。虽然在一些单个机

器人的场景中已经得到解决，但是下一

步的挑战是为多个机器人设计有效的

构图和导航算法。实现编队自主性的

关键需求是提供给机器人协作去精确

的构建环境地图的能力，这个问题和协

作的同时定位和地图构建密切相关，他

们研究的构图过程扩展到多机器人新

的占有栅格地图融合算法。地图融合

通过转换若干单个地图到Hough空间

得到，Hough空间里地图用一种抽象的

形式描述。Hough变换的特性用于找

到各个地图之间的公共区域，进而用于

计算地图之间的未知变换。他们亦提

出使用Hough峰来拼合地图的算法[58]，

融合的结果如图 2所示，其中图 2（a），

（b）和（c）分别为子地图，（d）为融合得

到的全局地图。

4 发展趋势
机器人在进入未知环境时，需要对

所处环境进行有效地探测和感知，获取

其在环境中的姿态信息，同时还要构建

出环境地图。只有在了解环境真实信

息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避障、路径规划并

完成相应的目标任务。

1）联合空中多旋翼飞行器和地面

机器人，搭载RGB-D、单目或多目等不

同的视觉传感器，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

获取更多的环境信息，构建适用于室内

外复杂动态环境的多机器人视觉

SLAM系统。

2）在多机器人系统的地图融合工

作中，在子地图的重叠部分可在优化地

图精度方面进一步研究，可用于闭环检

测提高整体系统性能。另外，对部分机

器人构图失败的情况，如何提高系统的

容错能力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3）深度学习技术能够让机器自主

理解图像中存在的特征，并以此为基础

去辨别图像的相似性，完成闭环检测的

任务。然而深度学习技术在 SLAM研

究领域中，远没有得到应用，仅仅在一

些物体识别中得到应用[59,60]。下一步可

以基于视觉的 SLAM系统中的大量图

像信息，应用深度学习知识在闭环检测

以及目标识别等高级别任务中。

图1 空中和地面机器人的定位和构图

图2 3个子地图融合成1个全局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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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the cooperative SLAM problem of multi-robots systems
based on visual

AbstractAbstract Visual SLAM using only images as external information estimates the robot position while building the environment map.
SLAM is a basic prerequisite for autonomous robots. Now it has been solved by using a laser or sonar sensor to build 2D map in a
small dynamic environment. However, in a dynamic, wide range and complex environmen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the use of vision as the basic external sensor is a new area of research. The use of computer vision techniques in visual SLAM, such
as feature detection, characterization, feature matching, image recognition and recovery, ha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The
paper offers a brief overview on visual SLAM about the latest and easy to understand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Multi-robot systems
have many advantages over a single robot, which can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SLAM system, and better adapt to the dynamic and
complex environmen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ethods of multi-robot SLAM, with emphasis on the map fus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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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标准化领域研究进展和趋势机器人标准化领域研究进展和趋势
杨书评，刘颖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北京 100120

自 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两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世界各

主要机器人生产商也开始关注中国的

机器人标准。机器人技术及其标准化

又是“中国制造 2025”的重要内容，因

此，机器人的标准化工作对规范国内机

器人市场以及占领国际市场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对中国重振制造业至关重

要。

1 机器人国际标准化组织
机器人技术起步于 20世纪 60年

代，而国际机器人的标准化研究工作开

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当前，制定机器

人标准的国际组织主要有国际标准组

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
dardization，ISO），另外国际电工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IEC）和美国电气和电子工

程 师 协 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也制定少

量机器人标准。

ISO是最早进行机器人标准化研

究的国际标准化组织，1983年12月，国

际标准化组织第184技术委员会第2分
技术委员会（编号为 ISO/TC184/SC2）成
立，主要目的是满足汽车行业机器人自

动化和制造环境要求，名称为“制造环

境用机器人（Robots for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s）”。当时 ISO/TC184/SC2
只有工业机器人安全一个工作组，后

来，由于机器人开始服务于人类，国际

机器人联合会（IFR）服务机器人定义

出现，从 2006年起，ISO/TC184/SC2更

名为“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Robots
and Robotic Devices）”，这种改变使得

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编号为 ISO/TC184）的工作范围从工

业领域扩展到非工业领域，随后出现了

很多新型服务机器人的定义和工作组，

以支持新兴的机器人市场的发展。当

前，ISO/TC184/SC2的工作范围包括除

了军用和玩具之外的所有机器人，P成

员（participating countries）已经达到 22
个，O（observing countries）成员 7个，机

器人的国际标准化工作进入了一个新

的快速发展的时期。

2 机器人国际标准化现状
ISO/TC184/SC2的工作重心一直在

机器人本体方面，安全与性能测试标准

是工作重点。

截至 2015年 10月，ISO/TC184/SC2
发布的国际标准（IS）和指导性技术文

件（TR）只有 12项，内容涉及机器人词

汇、安全与测试方法、接口等方面，2012
年后，发布了2项与服务机器人相关的

标准。以下为所有标准[1]：

1） ISO 8373: 2012, Manipulating
industrial robots - Vocabulary；

2） ISO 9283: 1998, Manipulating
industrial robots - Performance criteria
and related testing methods；

3） ISO 9409- 1: 2004, Manipulat⁃

ing industrial robots - Mechanical inter⁃
faces - Part 1: Plates；

4） ISO 9409- 2: 2002, Manipulat⁃
ing industrial robots - Mechanical inter⁃
faces - Part 2: Shafts；

5）ISO 9787: 2013, Robots and ro⁃
botic devices - Coordinate systems and
motion nomenclatures；

6） ISO 9946: 1999, Manipulating
industrial robots - Presentation of char⁃
acteristics；

7） ISO 10218- 1: 2011, Robots
and robotic devices - Safety require⁃
ments - Part 1: Industrial Robot；

8） ISO 10218- 2: 2011, Robots
and robotic devices - Safety require⁃
ments - Part 2: Industrial robot systems
and integration；

9） ISO 11593: 1996, Manipulating
industrial robots - Automatic end effect⁃
er exchange systems - Vocabulary and
present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10）ISO 13482: 2014, Robots and
robotic devices -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personal care robots；

11）ISO 14539: 2000, Manipulat⁃
ing industrial robots - Object handling
with of grasp- type grippers - Vocabu⁃
lary and present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12）ISO/TR 13309: 1995, Manipu⁃
lating industrial robots - Informative
guide of test equipment and metrology

简要介绍了国际国内机器人标准化组织及其历史，综述了机器人标准化领域的研究现状及中国实

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的情况，展望了机器人技术国际国内标准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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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of operation for robot perfor⁃
mance evalu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ISO 9283。

当前，ISO/TC184/SC2 共 8 个工作

组，工作组名称和工作内容[2]为：

1）ISO/TC184/SC2/WG1：词汇和特

性（vocabulary and characteristics）。

2012年，完成修订了机器人词汇，定义

了与机器人相关的新词汇，如服务机器

人、医疗机器人、自治程度等，正在制定

移动服务机器人词汇标准，此工作组主

要是韩国专家主导。新的机器人定义

正在修订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能

力，可在其环境内运动以执行预期的任

务的可编程的执行机构”这个新的机器

人定义在 2015 年 6 月 ISO/TC184/SC2
年会已达成共识，表明机器人的范围得

到进一步的扩展。

2）ISO/TC184/SC2/WG3：工业安全

（industrial safety）。主要是美国工业机

器 人 协 会（American Industrial Robot
Association）主导。目前，工业机器人

的标准已经比较完善，本体安全与集成

安全的标准已经修订完成，协同机器人

的安全要求有望2015年底发布。将来

的《工业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安全要求》

和《工业机器人手动负荷站安全要求》

分别是对协同安全和集成系统安全标

准的补充。可以看到，工业机器人安全

标准正在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

ISO/TC184/SC2/WG7：个人护理机

器人安全（personal care robot safety）。

完成了服务机器人领域第一个安全标

准——ISO 13482：2014《个人护理机

器人的安全要求》。此标准涉及电动平

衡车、外骨骼机器人、移动机器人等服

务机器人产品（图 1）[3]。英国行走与爬

行机器人协会（CLAWAR）、日本机器

人制造企业生化人公司（Cyberdyne）、

德国库卡机器人公司（KUKA）和弗朗

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等公司和研究

单位都参加了此项国际标准制定。现

在工作组正在进行与个人护理机器人

安全相关的测试方法和指导性文件的

编写，纳恩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此

领域也作出了贡献。将把在某些特定

条件下的移动机器人的人工测试方法

（manual test methods for mobile robots）
写进国际标准。

3）ISO/TC184/SC2/WG8：服务机器

人（service robots）。正在制定服务机器

人性能及相关测试方法的系列标准，包

括移动机器人及导航等。IEC 方面，

IEC/TC59（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性

能）和 IEC/TC6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的安全）标准主要集中在家用清洁机器

人等领域，它们主要从家用吸尘器工作

发展而来。

4）JWG9：应用机器人技术的医疗

设备的安全，Joint ISO/TC184/SC 2 -
IEC/TC62/SC 62A: Safety for medical
devices using robotic technology。

5）JWG35：ISO/TC184/SC2和 IEC/
TC62/SC62D 联合：医疗手术机器人

（medical robots for surgery）。
6）JWG36：ISO/TC184/SC2和 IEC/

TC 62/SC62D 联合：医疗康复机器人

（medical robots for rehabilitation）。
4）~6）工作组[4]正在进行包括应用

机器人技术的医疗设备安全自治程度

指南，手术机器人和康复机器人的基本

安全要求和性能的特殊要求的制定。

7） ISO/TC184/SC2/WG10 服 务 机

器人的模块化（modularity for service
robots）。正在进行服务机器人模块化

软硬件系列标准的制定。中国一直是

倡导者和主导者。

总之，机器人国际标准化组织研究

的热点集中在工业机器人安全标准完

善，服务机器人标准安全与测试方法的

开发与研制。

3 机器人国内标准现状
中国从1992年就开始了国内机器

人的标准化工作，国家编号：SAC/
TC159/SC2。秘书处设在北京机械工

业自动化研究所。国内的机器人技术

归口单位标准化的框架与国际一致，机

器人标准化工作一直比产业的发展

早。中国现行机器人国家标准体系中

含标准 47项，标准体系相对完整。已

经发布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6项。

ISO/TC184/SC2发布的国际标准已全部

转化为国家标准。另外，各种工业机器

人通用技术条件等整机标准具有中国

特色。近年来，配合国家项目，开发机

器人模块化系列标准，正在全面推向国

际。SAC/TC159/SC2已经成立机器人

模块化、医疗机器人及服务机器人工作

组，并进行相应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国际

标准的跟踪，SAC/TC46也成立了家用

机器人工作组，相应的国家标准也是由

苏州科沃斯机器人有限公司主导起

草。新成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工作组，

正在制定相应的词汇等基础标准。

另外，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安全标

准会持续得到修订，各类工业机器人的

测试方法标准也会陆续出台。

在国内服务机器人标准化领域，已

经形成了良好布局，在服务机器人基础

标准领域，已经出版了国家标准《机器

图1 ISO 13482涉及的机器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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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机器人装备词汇》和行业标准《机

器人与机器人装备分类和型号》，规范

了服务机器人的词汇及分类，在安全标

准化领域，正在制定《教育机器人安全

要求》、《个人护理机器人安全》以及《锄

草机器人的安全》等国家标准，另外医

疗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电动平衡车

以及农业机器人等产品的安全标准也

即将启动，在服务机器人模块化领域，

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即将发布。

4 实质性参加国际标准化活动
过去，在 ISO机器人国际标准化的

舞台上，美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掌

握话语权，经过中国专家多年艰苦努

力，现在情况已经大为改观。2010年

起，ISO/TC184/SC2已经派团参加了 13
次国际会议，承办1次年会及多次工作

组会议，中国代表团派代表出席境外会

议 70人次，参加国际标准制定的专家

20多人。

SAC/TC159/SC2 正全力以赴努力

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项目成果

推向国际标准，2014年 6月，中国专家

第一次成功当选服务机器人模块化

（ISO/TC184/SC2/WG10）联合工作组组

长，主导机器人模块化的标准化。2014
年 10月，中国专家当选为个人护理机

器人工作组（ISO/TC184/SC2/WG10）个

人护理机器人安全指南项目的联合负

责人。在国际标准化工作方面已经初

见成效，形成良好的布局，在 IEC方面，

中国主导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智能

移动机器人平台标准起草。2013年 1
月 ，IEC/SMB 成 立 特 别 工 作 组

ahg47——家用和类似机器人技术

（household and similar robot technolo⁃
gies）[3]调研家用机器人标准化活动, 中
国专家任组长。

5 发达国家机器人标准化现状
各发达国家的标准化现状[5]如下:
美国机器人的国家标准（ANSI）有

22项，除了工业机器人的安全标准外，

基本自成一体，主要内容是军用，集中

在军用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及机器人

系统、焊接机器人的标准。

韩国机器人的国家标准（KSB）有

31项，除了采用国际标准外，服务机器

人标准就有 12项，这也是当今国际组

织中服务机器人的大部分召集人由韩

国专家担任的原因之一。

日本机器人的国家标准（JIS）有26
项，除了采用国际标准外，另外的标准

集中在智能机器人、可移动机器人、服

务机器人和焊接相关的词汇上。

欧洲标准有个显著特点，一个是直

接采用 ISO标准，一个是直接采用 EN
的标准。

英国机器人的国家标准（BS）有35
项，由于语言的原因，国际标准（ISO）的
标准加上BS就全部变成了英国国家标

准，另外的标准集中在喷涂、焊接等的

安全和性能要求上，主要是直接采用欧

盟的标准。

法国机器人的国家标准（NF）有19
项，除了采用国际标准外，只制定了少

量与包装家用电器安全要求相关的国

家标准。

德国机器人的国家标准（DIN）有

13项，基本采用 ISO和EN的标准。

各个国家的机器人标准化有个显

著特点，主要标准全部采用 ISO/TC184/
SC2国际标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

的标准数量不比美国、英国、德国、日

本、韩国和法国等各发达国家少，但在

标准的实施和宣贯方面要加强。

6 国际机器人标准化发展趋势
1978年，自日本广岛发生第一起

机器人杀人事故开始，机器人安全标准

就一直是国际机器人标准化工作的重

点。虽然近年来机器人的应用领域不

断扩展，安全依旧是近 10 年来 ISO/
TC184/SC2的战略发展方向。接下来，

工业机器人的安全标准会日益完善，也

会扩展到工业机器人设备的安全。各

种服务机器人的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标准也会陆续出台。

机器人模块化也是国际机器人标

准的发展方向之一，机器人模块化正处

于非常关键的时期，在国家“863”项目

的支持下，中国在此领域的技术研究已

有多年，积累了不少技术成果，一直是

此领域国际标准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当

前也是主导者。而机器人模块化标准

涉及面广、难度非常大、周期长，需要政

府资金的持续支持和研究院所、企业的

一批高层次人才的有力推动与积极参

与。在此领域，尤其是美国医疗仪器促

进 协 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
vancement of Medical Instrumentation，
AAMI）也希望对医疗机器人某些产品

进行模块化，此领域的国际标准的竞争

也将日趋激烈。

社会、法律和伦理问题的研究也是

机器人标准的一个热点，英国出版了机

器人和机器人系统伦理设计和应用指

导（BS8611: Guide to the ethical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robots and robotic
systems），欧洲也有相关项目(Robolaw
project）支持。中国在此领域标准化的

研究还是空白，应尽快启动。

7 中国机器人标准化发展趋势
中国部分服务机器人拥有核心技

术，在清洁机器人、电动平衡车和无人

机等领域市场发展很好。这些领域要加

快各级标准的制定过程，为将来占领并

争取更多的市场做准备。

在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的现状稍

滞后于标准发展，尤其是精度较高的机

器人功能部件对外依存度高，成本和精

度是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需要解决的

主要问题，希望机器人模块化标准，尤

其是功能部件标准能助推中国工业机

器人产业化的发展。另外，各个应用领

域的机器人检测标准也将完善。

当前，ISO和 IEC政策鼓励发展中

国家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国积极

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符合 ISO“提高发

展中国家对标准化的认知和能力”战略

规划。中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契机，

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标准成

为国际标准，培养一批机器人领域的标

准化人才，最大限度地争夺机器人国际

标准化领域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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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 9日，在一年一度的

中国机器人产业推进大会上，来自沈阳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数控设备有限公司、库卡机器人（上海）

有限公司、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上

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安川电机

（中国）有限公司、唐山开元电器集团、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广州

瑞松科技有限公司、青岛科捷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武汉奋进智能机器有限公司、青

岛宝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青岛海尔

机器人有限公司、傲特敏(AM)机器人技

术有限公司、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恒丰泰减速机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有限公司、长沙

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的20余的机器人

行业企业领袖齐聚青岛，在中国机器人

产业联盟的号召下首次集体发声，共同

发出“关于推进中国机器人产业健康发

展的倡议（青岛倡议）”，号召本行业企

业一同团结合作，共谋发展，为建立良

好的市场环境、为推进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贡献力量。

关于推进中国机器人

产业健康发展的倡议

（青岛倡议）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

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服

务机器人也显现出巨大的

市场潜力。在产业快速发

展的同时，创新能力不强、

技术发展滞后，空心化、低

端化、边缘化等问题凸显，

尤其是产业发展过热和低

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开始显

现。“十三五”被视为是我

国机器人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在这样一

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中国机器人产业联

盟号召行业各骨干企业领袖加强合作、

携手并进、共同努力，为建立良好的市

场秩序、为推进中国机器人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我们倡议：

一、倡导行业自律。不恶意压价、

不恶意诋毁同行，共建公平竞争市场秩

序，创建和谐、健康向上的市场环境。

二、提倡和谐共赢发展。正确认识

行业发展规律和自身所处环境，避免重

复建设，避免盲目投资。倡导平等互

利、合作共赢的发展理

念，加强产业链间企业

合作，建立互信、互利、

平等 、协作的商业模式。

三 、加 强 自 主 创

新。大力开发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

核心技术，加强技术积

累，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四、提升产品质量

和品牌。不断提升产品

质量和服务水平，创建

自主品牌，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品牌信

誉。

五、推进国际合作。互惠互利、共

同发展。

六、积极参与并共同推动统计、标

准、检测认证等行业基础工作的开展，

推进我国机器人统计分析、标准及检测

认证体系的建立，助推行业和企业健康

有序发展。

中国已连续 2年成为全球第一大

工业机器人市场，助老助残、家政服务、

医疗康复、教育娱乐机器人等服务机器

人也显现出巨大的潜在市场。在市场

需求的拉动和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下，

近年来，中国机器人产业得以前所未有

的快速发展，也受到了社会各方的高度

关注。然而，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创

新能力不强、技术发展滞后等问题凸

显。十三五”是我国机器人发展的重要

窗口期，在这个关键阶段，“关于推进中

国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倡议（青岛倡

议）”的发出，旨在倡导行业正确认识行

业发展规律和所处环境，避免过热发

展，创建和谐健康的市场环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中国机器人企业领袖首次集体发声中国机器人企业领袖首次集体发声
推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青岛倡议”全体企业领袖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曲道奎宣读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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