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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获悉，该所在外肌肉机器人领域取得

新进展，研究的具备高泛化能力的人体运动识别方法，与对人体步频特性

具有极高适应性的外肌肉机器人系统，对提升机器人适应能力、辅助效率

以及对促进机器人在智能医疗、智能养老等领域的实用化具有重要意义。

外肌肉机器人是与人共融机器人的一种，主要是通过驱动“附着”在

人体肌肉/肌腱表面的人工肌肉线束，实现对目标肌群的精准辅助。如何

提升机器人对穿戴者在运动状态的快速适应能力，是当前机器人研究的

难点。

据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科研人员介绍，相较于外骨骼机器人，外肌肉

机器人具有更柔性的本体与更精准的辅助方式，能有效促进穿戴者肌肉

功能重建，但这种人机同体的紧密作业方式，致使穿戴者的运动很容易受

到机器人在决策与行为方面的偏差影响。

受人体下肢运动的状态驱动与节律/CPG 驱动特点的启发，中科院

沈阳自动化所控制组的科研人员以机器人识别与控制的高适应性为目

标，开展了具备高适应性的人体运动识别与机器人控制方法的研究。

研究人员基于人体相平面与相曲线的概念，利用相曲线的特征相似

度不变特性，提出了一种可适应不同受试者、不同步态模式的人体运动类

型识别方法，并进一步验证了在下肢运动障碍人群运动功能量化评估方

面的应用可行性。同时，结合人体下肢运动的节律特性，构建了一种可快

速适应人体步频变化的外肌肉机器人控制系统，以提升机器人对人体步

频、运动环境与人机耦合动力学特性等变化的快速适应能力。

近年来，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控制组在康复机器人、脑肌电信号处理

等领域开展了系统性的理论及应用研究工作并取得多项研究成果。该研

究将人体运动更本质的特性融入机器人交互系统设计当中，为机器人策

略设计与行为规划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人体运动类型识别新方法

可提升外肌肉机器人适应能力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潘

建伟院士、张强教授等合作，成功分辨出 1.43 公里距离外相距 4.2 毫米的

两个不同波长光源，以超过单望远镜衍射极限 40 倍的结果，验证了颜色

擦除强度干涉技术具备高空间分辨成像能力，拓展了强度干涉技术的应

用范围，有望被应用于天文观测、空间遥感和空间碎片探测等领域。相关

成果日前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干涉仪被广泛用于各种高空间分辨成像技术中，以突破单镜片有限

孔径下的分辨率极限（衍射极限）。但传统强度干涉方案要求进入探测器

的光子全部具有相同的波长，限制了其应用范围。2016 年，国外学者在

理论上提出一种颜色擦除强度干涉技术，即将基于频率转换原理的颜色

擦除探测器引入强度干涉仪，可以使得进入探测器的不同波长光子也发

生干涉并提取出相位信息。随后，潘建伟团队利用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

自主研制的周期极化铌酸锂波导首次搭建了颜色擦除单光子探测，并在

实验室内原理演示了强度干涉技术。

为了验证该技术具备高空间分辨成像能力，该团队在上海开展了外

场实验，实现了无法分辨 1063.6 纳米和 1064.4 纳米光子差异的颜色擦除

探测器，并用两个这样的探测器搭建了 80 厘米基线长度的强度干涉仪，

对 1.43 公里外的相距 4.2 毫米的两个不同波长光源目标进行测量。获得

实验数据后，他们在理论上提出一种相位拟合的算法得到两个光源的角

距离，结果超过实验所使用的单台 10.9 毫米望远镜衍射极限的 40 倍，成

功验证了该系统的高空间分辨成像能力。

审稿人认为，这项工作为超越由孔径大小决定的传统衍射极限提供

了一种新的有趣成像方法。

1公里外分辨相距4.2毫米的光源

颜色擦除强度干涉技术做到了

科技日报讯（记者乔地）国际权威期刊《今日纳米》近日刊文显示，郑

州大学许群教授课题组利用 CO2在非范德华力晶体孔道内构建强内应力

场，成功制备出具有室温响应的二维铁磁性 VO2。

许群介绍，面对更先进的信息技术需求，相关领域在更高集成度、更

高快速响应、更低功耗等方面对电子器件有更高的要求。二维铁磁材料

由于其少层原子层厚度和可控的电子自旋，已成为下一代自旋电子器件

的研究热点。

过渡金属氧化物 VO2表现出许多新的物理现象，如金属—绝缘体转

变和室温铁磁性。在强相关过渡金属氧化物（TMOs）材料中，d 层和 f层

电子其自由度（自旋、电荷和轨道矩）的相互作用使得结构和磁性对温度、

压力和组分等参数的微小变化非常敏感，然而多数情况下，来自外部诱导

的局部磁矩非常弱，并且产生的磁性通常只关联表面少数原子。因此相

较于缺陷工程，打破序参量的对称性，在材料中创造新的表面或诱导晶体

到无定形的转变，进而产生本征磁各向异性，是一个有效的路径。

许群教授课题组提出一种 CO2诱导相变工程策略，将非范德华体相

VO2成功转化为室温响应的 2D 铁磁体。引入的 CO2不仅可以引发材料

表界面相变，还可以在 VO2的晶格孔道中产生强大的内力场，由此导致的

共价键选择性断裂，将三维 VO2晶体转化为二维纳米片，最终获得“锁定”

的亚稳相的 2D 拓扑结构并表现出显著增强的室温铁磁响应。该研究工

作为二维非范德华铁磁体的制备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同时对 CO2在晶体

孔道中产生的内应力及其关联亚稳相产生的机理进行了探讨，为进一步

拓展超临界 CO2在构筑新型纳微结构上的应用奠定了实验和理论基础。

CO2诱导相变工程策略

成功制备室温铁磁性半导体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

家重点实验室效存德教授团队联合瑞典哥德堡

大学等单位科研人员在《科学通报》发文，对全球

冰川融水和人口变化的不匹配性及其引起的发

展机遇和风险进行了系统研究。

“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引起全球冰川加速

消融，短期看冰川融水是增多了，但增加到一定

值后就会开始减少。”效存德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社会经济规模影响冰川
水资源需求

效存德说，由于区域气候、冰川面积及其流

域覆盖率等综合因素不尽相同，不同区域冰川融

水拐点出现的时间不同，融水对区域的影响也不

同。比如，人口少的区域，水多水少对环境、生

产、生活影响不明显，但人口多的区域，这种影响

或是关键性的。

新研究从冰川水资源的供给潜力和人口依

赖性两个方面，对全球 193 个冰川作用流域（南

极洲除外）的冰川水资源重要性进行区划。结果

表明，冰川水资源在其中 36 个流域发挥着重要

作用，特别是亚洲的印度河、恒河、塔里木河、准

噶尔、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南美的兰佩河、马波

乔河和圣塔河流域以及北美的育空河流域。

“这种冰川水资源供需不匹配首先是空间

上的。”该论文第一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

学学部博士生苏勃介绍，许多冰川水资源富集

地区，例如环北极、新西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地区，当地社会经济规模小，对冰川水资源

需求极低。但一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

需求很高的地区，特别是非洲地区，冰川水资

源储量却很少。此外，冰川融水在同一流域的

不同地区也存在空间供需不匹配的现象。一般

而言，冰川融水从流域上游往下游对当地水资

源的贡献不断减少，但人口和经济规模一般从

上游往中下游增大。

时间层面供需不匹配需
引起足够重视

同时，不匹配还具体体现在时间上。苏勃

说，例如，在温室气体排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

间路径下，欧洲一些重要的冰川水资源补给流

域——波河、多瑙河和莱茵河流域，冰川融水拐

点已过，但当地人口增长率低，冰川融水减少和

人口增长引起的风险会比较偏低。而南美洲情

况就不同，当地人口增长较快且预估在 21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才能达峰，但冰川融水拐点会

早于此前到达。北美洲和南美洲情况类似，许多

冰川水资源重要补给流域预估将在 2090年以后

出现人口峰值，也将显著晚于冰川融水拐点，这

些风险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研究发现，冰川融水给印度河流域带来的

风险最大、机遇也大。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 40 年代，累积增加的冰川融水相当于满足

额外 465 万人 60 年的基本用水需求，但之后至

本世纪末由于冰川融水不断减少且人口还将增

加，预估流域有累积 8857 万人面临严重的水资

源短缺风险。

“相关国际组织、政府管理部门等利益相关

者，应以弹性思维在不同流域和时期采取灵活而

差别化的措施抓住机遇、规避风险。”效存德说。

以我国塔里木河流域为例。过去 20 年间，

塔里木河流域作物种植面积呈现扩张态势，冰川

融水为农业灌溉和缓解农业干旱提供了重要的

水资源保障。冰川融水的增加趋势预计可到 21

世纪 40 年代，期间要进一步通过有效规划和相

应的工程措施充分利用这些水资源。同时，从现

在起也要主动做好有效适应，来应对之后冰川融

水减少引起的水资源缺口。

亚洲地区冰川水资源尤其重要，特别是印度

河和恒河流域，跨越多个国家，人口体量大，亟须

通过协同设计开展跨境合作。

全球冰川加速消融，冰川融水却供不应求？

大脑是如何听懂语言的？几十年来，科学家

们一直认为听觉皮层中的语音处理就像工厂的

流水线一样，按照先后不同处理工序串联在一

起，最终转化成有意义的单词。

然而这一理论近日遭到了挑战，一项发表在

《细胞》杂志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大脑对听觉和语

言的处理是并行进行的。

这种语音处理的并行性质推翻了长期以来

的相关假设，可能会为医生提供新的思路，以治

疗患有阅读障碍等问题的儿童，帮助他们顺利识

别语音。

“人脑在听觉环境中处理语音信息时，传统

理论认为听觉皮质处理信息的过程是自上而下

的。当含有语意的声音传到耳中，耳蜗将其转换

成电信号，在初级听觉皮层分析声谱，在次级听

觉区域提取音素，在外侧和腹侧颞叶皮层提取单

词，顶叶和额叶区域基于语法和语义属性并结合

时间信息，进行单词顺序推断并最终理解句子的

含义。”天津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智能医学工程教

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倪广健介绍。

“语音感知的经典层次模型是假设声音信息

首先在初级听觉皮层接收，然后通过与外侧颞上

回连接转化为更复杂的表征。”倪广健说，这是因

为先前有关听觉机制的研究主要基于解剖模型，

认为大脑遵循一种从初级到高级的层次渐进处

理模式，高级听觉区域对复杂的语音和音乐有更

强的反应。

一直以来，这一理论缺乏直接证据的支持，

因为它需要整个听觉皮层在极高时空分辨率的

条件下记录详细的神经生理学信息。但是初级

听觉皮层位于大脑额叶和颞叶的深处，因此想进

行探究并不容易。

此次最新研究对人类初级和次级听觉皮层

功能组织的研究结论与先前一致，但在赫氏回和

颞上回的起始区发现了早期独立处理的证据，而

非传统认为的遵循语音简单串行的皮层处理层

次。可以确定的是，皮层前部和中部颞上回，具

有明显的并行处理和潜在的长潜伏期串行处理，

说明听觉皮层具有分布式的专业处理单元，每个

单元代表了语音信号中不同的声学和语音线索，

它们的组合创造了丰富的语音理解体验。

传统假设中大脑如何“听懂”语言

目前，已有一些较为成熟的非侵入式技术用

于研究大脑处理听觉信息，例如具有较高空间分

辨率的近红外光谱 NRIS、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fMRI、脑磁图 MEG 等，以及具有较高时间分辨

率的脑电 EEG等。

倪广健举例说，比如近红外光谱通过测量血

氧含量表征听觉皮层的代谢状况，就可以有效反

映外界刺激下听觉皮层的变化情况，具有噪声

低、抗环境干扰性强、成本相对较低、安全便携、

易于使用等优点。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可探索大脑处理听觉

信息的过程，通过核磁共振造影来测量神经元活

动所引发的血液动力的改变，实现对特定大脑活

动皮层区域进行定位，具有准确定位某些区域或

某些疾病发病区域（如癫痫的病灶）的优势，在脑

神经科学领域应用相对较为广泛。

“在静息状态下脑部自发的低频活动的同步

化现象广泛存在于听觉系统内，因此功能性核磁

共振成像能够提供人类听觉皮层不同功能和解

剖区域如何相互作用的更完整的图像，适合用于

研究不同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性。”倪广健说。

另一方面，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脑电技术

因为与人工耳蜗的兼容性也使得脑电逐渐展现

了临床听觉客观评估研究的能力和潜力，使得

大规模探索临床人工耳蜗患者听觉处理模式成

为可能。

然而，上述非侵入式技术在空间分辨率和时

间分辨率上往往无法兼具。倪广健表示，单独采

非侵入技术探究大脑受限于时空分辨率

在此次发表的新研究中，小电极阵列被放置

在受研究者的整个听觉皮层中收集神经信号。

有 9 名患者参与了实验。因为需要切除脑部肿

瘤或定位引发癫痫的病灶，这些患者接受了神经

外科手术。与此同时，他们同意让医生在手术过

程中将微电极阵列放置在他们的听觉皮层，收集

神经信号，用于分析语言功能和定位癫痫，以及

研究听觉皮层如何处理语音信息。

“小电极阵列收集听觉皮层神经信号的方式，

通俗来讲就是通过电极直接捕获皮层表面的神经

信号，由于外侧颞上回暴露在外侧颞叶，因此可通

过皮层脑电图记录方法获取。”倪广健认为，植入式

电极克服了以往采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研

究时不能很好探明腹侧沟回等脑沟的问题。

在这个新研究中，皮层脑电图的高时间分辨

率，能够探测赫氏回上的初级听觉皮层到颞上回

的层次结构与听语音和音调数据的一致程度。

“其从左颞平面的 636个电极部位和颞上回

获取颅内记录，与以前的颅内手术方法是不同

的。”倪广健解释，以前的颅内手术方法每次仅从

这些区域中的一个区域进行零碎取样，而此显微

手术进入外侧裂可同时记录人类听觉皮层所有

区域对语音的高度异质性反应。

此外，该工作采用的高密度电极网格使得同

时记录人类颞叶听觉皮层多个亚区的神经活动

成为可能，因此能够确定听觉信息处理的流程，

以及发现语音信号中的线索是如何跨听觉皮层

进行映射的。

“这种分析需要对自然语音和实验控制的简

单声音刺激的神经反应进行采样，同时对所有皮层

听觉区域进行采样，在初级和高阶听觉区域绘制一

张全面的特征编码图，从而能够对信息流模型和皮

层表征转换进行有意义的评估。”倪广健说。

在这项研究中，当为参与者播放短语和句子

时，位于颞上回中的某些区域的反应速度与初级

听觉皮层一样快，这表明这两个区域同时开始处

理声学信息。

倪广健介绍，该工作还进一步评估了每个区

域在语音处理中的作用，探索激活的时间和顺

序，每个区域中简单和复杂声音表征的性质，以

及它们在功能性和外科消融的语音理解中的因

果作用。

“植入电极的方式在大脑的其他研究领域中

已有不少成功典范，例如脑控打字，准确率已达

到 90%以上；基于皮层脑电的语音重构，句子的

整体准确率已达到 60%；脑控机器人，解码运动

状态实现机械臂的控制等等。”倪广健表示，植入

电极有助于采集到高质量的神经电活动，具有较

高的时空分辨率，比较适合机制机理方向的研

究，从而探明脑部或者神经性系统疾病的成因及

提供治疗手段。而非侵入式技术则由于其无创

的特点，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场景。

植入电极可绘制听觉区域特征编码图

并非先听见声音后理解语义并非先听见声音后理解语义
大脑语音处理可大脑语音处理可““多线程多线程””工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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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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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某一种非侵入性技术探索听觉信息的处理过

程时，会受限于有限的时间—空间分辨率，无法

更好地探究局部异质神经元间的映射结果，因此

无法具体回答语音表征问题。《细胞》杂志发表的

新研究通过植入小电极阵列，创新性地突破了这

一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