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5日，以“智慧美好生活”为主题的中国（青岛）生活机器人
先锋汇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展会以生活类机器人为主
体，集中展示了国内最新的机器人研究成果，涉及家居、教育、娱乐、
康复等类别，还举行了机器人相关话题的线上线下论坛。

图为一台机器人在展会上制作咖啡。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未来咖啡师

新华社讯 （记者郑昕）如果说对着一桌没动筷子的饭菜拍照已

成为一种仪式，那么在一场围棋对弈后拍照留存，也正在成为常态，

当然这是为了通过人工智能（AI）判定胜负。19日，2020年西安市中

小学生围棋比赛在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开枰，AI成了参赛者和裁判

员的好帮手。

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到西安 17个区县 90支队伍的 463名棋

手参赛，水平从未入段到业余 5 段不等，其中业余 5 段的参赛学生达

到 128 名，创下历年新高。主办方介绍，参赛规模的扩大、水平的上

升，意味着复杂棋局增多，引入围棋 AI系统评判胜负变得越发重要。

记者在赛场看到，在一场对弈结束后，裁判员打开一款手机围棋

App 的拍照数子功能留存棋局。只消几秒钟，数据处理后导出的棋

局信息以及胜负一目了然。

“使用 AI 技术省去了大量评判胜负的时间，特别是像基层这种

大规模、快节奏、高强度的比赛，裁判可以专心把精力用在解决赛场

纠纷和技术性问题上。”裁判员欧阳划生说，以往赛后用人力来数子

评判胜负平均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现在几秒就完成。“在现有的准确

率之下，参赛者对胜负都比较认可。”

业余 2 段参赛小棋手蔡旻铭赛后告诉记者，他和对手在对弈结

束后不知道谁胜谁负，呼唤来裁判员用 AI 系统很快知道了结果，对

此他并不意外。“因为我自己平时下棋也在用这个系统。”他说。

本次比赛执行秘书长、陕西天元棋院院长杨军说，西安市中小学

生围棋比赛自 2018年试用这套 AI系统的拍照数子功能，本次比赛已

全面铺开，形成了 AI为主、人手数子辅助的评判原则。

“通过这几年的使用，智能系统的准确率能达到 99%。”杨军表

示，“目前国内很多青少年比赛，也都已经引进智能裁判系统。”

作为 AI技术已然深度介入的体育项目，围棋中的人工智能在判

定胜负及帮助提升棋力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也成为

一些违反体育道德行为所仰仗的工具。近年来，各类围棋赛事中利

用 AI 作弊的情况时有发生。杨军坦言，在青少年比赛中，主要依靠

裁判加强巡场来杜绝参赛者取出手机、智能手表等行为，一旦发现第

一次警告、第二次直接判负。

“但更重要的是棋德与体育精神的灌输。”他说。

教练孔向阳介绍，对高水平教练较少的地区来讲，人工智能系统

带来方便，使用频率也更高。但他们在日常教学中会反复强调公平

竞赛的重要性，有时不惜要求学生在对弈中暂时上交电子设备。“围

棋是一项育人的运动，科技也应该用在它该用的地方。”他说。

小棋手对弈，AI判输赢
国内青少年围棋比赛引进智能裁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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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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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是制造业的皇冠，它的应用、制造是

衡量一个国家高端制造的重要标志。”12月 11日，

在由中国自动化学会、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

主办的 2020国家机器人发展论坛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王耀南

认为，“发展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已经成为我国重大

战略的需求。”

进入高端发展时期

为什么各国要竞相发展机器人？王耀南认

为，原因在于国家民生工程的需要。机器人能够

辅助人们完成各种危险工作、复杂任务，在大型工

程如桥梁建造以及维护、海洋开发、太空探索等中

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耀南指出，20 世纪，机器人进入到智能发

展阶段。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机器人主要

被应用到工业领域，尤其是二战以后日本、美国、

德国等国，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工业机器人有

了更多的应用空间，所以 60年代工业机器人得到

大力发展。

今天机器人的应用无处不在，在制造业、物流

行业、医疗行业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平

台建设方面来看，机器人分为工业机器人、飞行机

器人、移动机器人、空间机器人、海洋机器人等，这

些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应用较多。”王耀南说。

“近十年来中国机器人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前 5年为产业发展期，如今已经进入到高端发

展期。”王耀南预测。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医疗机器人成为智能机

器人的主攻方向之一。“未来，机器人还将在国家

重大工程基础设施建造，尤其是将在新基建的建

设中发挥重大作用。”王耀南说，比如关于珠穆朗

玛峰的科考行动，在恶劣天气下，未来可采用机器

人协助考察。

具备四大核心系统

王耀南认为，机器人是一个能够自动执行

和操作作业的装置，它具备感知功能、规划功

能、决策功能、控制功能，能够完成人类难以完

成或者重复的劳动，可以在枯燥、危险、恶劣的

环境下使用。

那么到底有多少种机器人呢？王耀南指出，

从不同角度出发，机器人划分的类型也不一样。

如从用途来看，可分为工业机器人、农业机器人、

医疗机器人、巡检机器人等；从空间来看，有工业

机器人、水下机器人、空间机器人、陆地机器人等。

“不难看出，机器人是一门涵盖了多学科的科

学，涉及人工智能、机械工程、控制科学、计算机、

电子、材料等多个领域。”王耀南表示，“但不管多

么复杂的机器人，实际上它都是一个自动化系统，

具备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控制系统以及复杂的本

体结构系统这四大核心部分。”

此外，王耀南认为，智能感知、智能协作规划、

智能精准控制是智能机器人的几大核心技术。在

智能感知方面，如何设计好一个完整的机器人视

觉感知，如何打造微传感高智能化的感知感控一

体的芯片，是今后要思考的问题；在控制技术方

面，柔顺控制、智能控制、协同控制是三个研究热

点；要达到精准控制，机器人还要有一双灵巧的

手。“机器人作业，用来完成复杂任务，打造灵巧的

机器手是一项关键技术。”王耀南说。

未来小型机器人或成标配

“现在人人带手机，将来人人会带小型机器

人，而要满足这个需求，机器人需具备五大要素。”

王耀南说，即具备感知功能、规划功能、决策功能、

运动功能、学习功能。

在王耀南看来，“未来真正的机器人要具备情

感交互、人机协作功能，并具备学习、语意分析等

能力，才可以真正成为智能服务机器人。”

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比如

把感知能力、记忆能力、学习能力、决策能力加入

到机器人的系统中，让机器人具备智能化、自主网

络控制系统。

“发展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是关键。人工智

能三大核心技术，感知技术、认知技术、行为控制

技术是发展智能机器人的主要技术。”王耀南说。

王耀南指出，人工智能怎么和机器人有机

结合起来，归纳起来有几个关键点，在感知层面

主要涉及语言识别、物理识别；在认知层面主要

涉及语意理解、情感分析、决策层具备多模态交

互等；在执行层面主要涉及步态控制、步态识别

和交互等。

“未来机器人发展一定是网络化、自主化、协

作化、灵巧化的。同时，机器人一定是要有一个好

的发展规划、创新的环境和下一代机器人的标准

和技术。”王耀南说，最关键还要有产业队伍人才，

这个人才队伍需要将技工、工程师、科学家融合在

一起。

手机将被小型机器人取代？
院士划重点：人工智能技术突破是关键

科技日报讯 （记者龙跃梅）20 日，记者从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

广东省实验室（珠海）（以下简称南方海洋实验室）了解到，南方海洋

实验室与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共同

签署了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的设计建造合同，将建造中国首艘智能

型无人系统母船。项目预估设计及建造周期为 18—20 个月，预计

2022年交付使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双聘教授陈大可表示，在目前传统海

洋观测方式陷入瓶颈之时，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的设计建造，不仅是

实验室重大科学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向前推进的一大步，更是实验室

重点打造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之一。中国首创、未来感、智能化、国产

率高是这艘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最大的亮点。

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在外形设计上也极具未来感。中国舰船研

究设计中心上海分部副总师马忠俊表示，母船在设计上贯彻了未来

感、无人系统保障、绿色智能三大理念，具备较好的操纵性能和机动

性能，能适应高环保和特殊任务场景要求。

“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将成为中国首艘可智能遥控、自主航行的

科考船，也将成为首艘实现空、海、潜无人系统协同作业的母船。”中

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总建造师樊雷说。

据悉，2019 年南方海洋实验室海洋智能无人装备创新团队“智

能快速机动海洋立体观测系统（IMOSOS）”项目正式立项。利用

IMOSOS系统可实时获取和评估不同空间尺度海洋环境信息。智能

型无人系统母船作为 IMOSOS系统的水面支持平台，对于传统海洋

调查模式具有重大突破和创新意义。

中国首艘智能型

无人系统母船签约开建

机器人管家正走向生活，但目前还缺乏“规矩”，专家指出——

服务机器人急需行业技术规范服务机器人急需行业技术规范
相对于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更加重视

人机交互体验，用户和机器人之间的互动频繁，

要求机器人具备高效的反馈速度，也对包括深

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视觉感知、云计算等在

内的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12月 17日，在 2021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系列

高峰论坛上，《机器人自主定位导航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发布。该标准规定了移动机器人的定

位、导航、避障、脱困、地图构建、多机器人协同

避障和协同交通等项目的性能测试要求和评估

方法，对服务机器人的技术规范提出了更加细

化的技术要求。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目前，业界普遍将机器人划分为工业机器

人、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三大类。人工智能

技术的突破、核心零部件成本的下降，加速了服

务机器人在各领域的渗透。近 5年来，中国服务

机器人行业增速高于全球平均增速，市场规模占

全球比例超25%，同时在产业链、产业环境等方面

都具备全球竞争优势，未来有望成为全球服务机

器人领域的领导者。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之

下以及数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基础上，中国服务机

器人产业未来仍将迅速扩张且潜力巨大。

那么与工业机器人相比，服务机器人具备

哪些特点？

“与工业机器人相比，服务机器人最大的特

点是工作环境上的差异，工业机器人的工作环境

可以认为是结构化的，而服务机器人是非结构化

的环境。”北京云迹科技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兼

CPO应甫臣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工

业机器人中，大家最熟悉的工业机械臂，它的最

主流应用场景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机械臂工作空

间的布局，都会按照最适合机械臂工作的方式来

布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展会上看到展示的工

业机械臂，往往会圈在一个区域内，甚至用罩子

完全罩起来，以免碰伤周围人群。

“而服务机器人（这里特指可自主移动的机

器人），往往是进入目前已经成型的场所，比如

酒店、写字楼、餐厅、医院等，无法要求环境去适

配机器人，只能是机器人去适配环境，而且周围

环境可能随时变化，因此服务机器人需要应对

更多的复杂且动态的环境。”应甫臣说。

“机器人需要精进各种环境感知的能力、包

括和各种智能设备的交互，比如机器人需要上

下电梯，通知客人（座机、手机、智能音箱等），以

及室外服务机器人还需要判断路况，这些与环

境交互中的智能系统我们可以统称为环境智

能。机器人和环境之间如何通讯，如何更好的

理解所处的环境，需要机器人厂家和相关行业

一起努力，从而形成行业标准，为服务机器人修

路架桥。”应甫臣说。

服务机器人需要应对动态环境

专家认为，服务机器人应以服务为核心，并

具有明确的价值扩展路径，最终回归商业本

质。那么，服务机器人对机器人性能提出哪些

要求，需要发展哪些技术来作为支撑？

应甫臣表示，服务机器人的人机交互体验很

关键，因为在它沟通的整个工作环节中，会接触

各种角色的人员，比如作为机器人同事的工作人

员或者接受机器人服务的用户、工作过程中接触

到的路人等。因此服务机器人对人体工程学及

人机交互都有很强的要求，以确保操作的便捷性

人机交互要像人际沟通一样自然

伴随着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

导航、传感、半导体以及动力能源技术的快速发

展，服务机器人在功能、性能、自主性、易用性和

成本效益方面的创新也在不断突破。

“自主定位导航技术在服务机器人中起着基

石般的作用。”应甫臣指出，因为它解决了3个核心

问题：我在哪，要去哪，怎么去；只有解决了这几个

问题，服务机器人才能有更大的工作和服务空间。

“同时，机器人在移动过程中，需要和环境、

人类、其他机器人都有交互，比如多个机器人同

时进出电梯，如何确保先出后进，以及机器人如

何排队等；再比如机器人在狭窄通道相互，如何

相互避让，是否都遵循右行规则，在路口相遇的

时候，是否需要有虚拟的红绿灯来保障交通效

率和安全？”应甫臣说，所有这些问题，不是一家

公司能确定和解决的，整体机器人群组的效率

需要有行业的技术规范、标准、认证，来确保各

厂家的机器人，都遵循一套规则（比如交通规

则、通讯协议等）、保障同场景内机器人都能高

效有秩序的提供各自的服务，如此才能使得这

个行业真正发展起来。

应甫臣预测，未来我们身边的机器人数量，

或许将超过人类的数量，而且功能和形态也各

异，如果没有配套的技术规范来约束机器人，其

行业发展也会陷入混乱。

“机器人满足了哪些技术规范的信息标签

也是人类伙伴甄别此机器人是否适用指定场景

的重要判断依据。”应甫臣说。

应甫臣同时强调了服务机器人的安全性。

“带机械臂的服务机器人可以等同为有手有脚

的人，如果它不遵守规范，带来的危害性可以很

大，因此我们亟须行业技术规范。”

自主定位导航技术是基石

以及交互的流畅性。在交互上，服务机器人需要

将UI、语音、视觉等技术手段有机结合，使得人和

机器人的交互如同和人类交互一样自然。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服务机器人的工作

场景往往是和人的活动高度重叠的，有的地方

人流量还很密集，如电梯这种狭小的空间。”应

甫臣指出，如果再考虑到室外机器人的话，还需

考虑到服务机器人和其他交通工具的互动，因

此服务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的安全性，以及人

与机器人的和谐共处就显得尤其重要。

相比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还是一个比

较年轻的行业。应甫臣认为，当前服务机器人，

已经在某些垂直领域取得规模化应用，比如酒

店、餐厅清洁、楼宇等，从功能的角度来说，在室

内配送、清洁巡逻、消毒、迎宾导览等领域也已

经相对成熟。对于室外场景，服务机器人还处

于探索期，但在不久的将来，封闭园区内的服务

机器人，应该也能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室外机器

人和室内机器人的协作，也势在必行。

“另外一个大的发展方向是移动机器人和

机械臂的结合，可以极大的扩展服务机器人的

应用功能和场景，目前机械臂的小型化和低成

本化的速度也很快，我们所期待的家庭机器人

管家，也不会太遥远了。”应甫臣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珠海市岭南

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朱晓蕊认为，移动机器人已

经具备了以下特点，即智能系统感知能力和行

动能力日益增强；人与智能系统日益融合，人机

共融环境正在形成；新型智能移动机器人在未

知社会环境中具有学习行人行为模式的能力。

机械臂加持拓展应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