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触嗅一体仿生智能机械手在人体被瓦砾石堆覆盖的

场景下，可协助开展应急救援。模拟救援情况下，智能机

械手对包括人体在内的 11种典型物体进行了识别，准确

率达 96.9%。在传感器受损的情况下，机械手也有较高

的精准度，在传感器损坏率不超过 50%时，通过算法的快

速调节，机械手准确率超过 80%。

96.9%

◎本报记者 张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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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凝胶加上一层自制冷

装置，就能做出冰板、冰墙。升

温时水不滴落，可以用于制作精

美浮雕——这是世界上现有的

唯一可长期在冰上保存浮雕的

技术方案。在中国科技馆中展

出的冰板上，就雕刻着“城楼”和

“雪花”。虽然摸的人不少，但图

案的形状一直保持清晰。

请试想这样的场景：在地震或塌方后，视觉

受限，人体被废墟掩埋，尘土、飞沙遮挡视线，情

况十分危急，而瓦砾、混凝土、钢筋等物体使得现

场情况更为复杂。这样的情况下，救援人员不仅

要及时救援，对被困人员进行精准定位，自身安

全也受到了挑战。

可否研发一种机械手，只需在现场轻轻一

触，就能快速识别物体与人体，且在使用时，救援

人员无需亲自进入现场即可判断现场情况，并完

成抓取、搬运物体的动作？

记者获悉，日前，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

信息技术研究所和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苏州慧闻纳米科技有限公

司等单位合作，依托国家科技创新 2030 新一代

人工智能重大项目，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

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陶虎团队研发出“触嗅一

体仿生智能机械手”。在人体被瓦砾石堆覆盖的

场景下，该机械手可协助开展应急救援。模拟救

援情况下，智能机械手对包括人体在内的 11 种

典型物体进行了识别，准确率达 96.9%。相关研

究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

为克服恶劣的环境，实现快速判断，并灵活

地完成任务，团队做出了许多努力。救援环境中，

往往需要在视觉受限的情况下判断环境，针对这

一情况，陶虎团队第一时间想到了仿生技术。

长期生活在地下的星鼻鼹鼠，面对地底黑暗

的生活环境，进化出了围绕在鼻孔四周的星状触

手。这些触手巧妙地把触觉和嗅觉结合在一起，

帮助其捕猎或判断危险。星鼻鼹鼠比较少见，研

究人员并没有在现实中见过，但在一些医学领

域，与其相关的研究文献为团队提供了极大的灵

感。受星鼻鼹鼠“触嗅融合”感知启发，团队将嗅

觉、触觉传感器与机器学习算法融合，构建了仿

星鼻鼹鼠触嗅一体智能机械手。

这只“手”，不仅能摸，也会闻，更能结合两种

传感器信息判断周边环境。触觉传感器通过在

接触抚摸中感知压力的变化，可以采集到物体的

硬度、轮廓和局部的样貌信息。而嗅觉传感器中

装有特定的气敏材料，它们在接触特定气体后会

产生电阻变化。特定的气体组合又代表特定的

物质，例如硫化氢、氨气等人体的特殊气味。这

些气味就像人体的名片一样，可显著区别于其他

物体。救援人员只需操作机械手进行触摸，结合

传感器采集信息，就可以快速判断被救人员的位

置和机械手接触的人体部位。

面对灾害环境，团队既要考虑机械手的耐

用性也要考虑其作业速度，为此团队选择了触

嗅一体、联合识别的道路。相较于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发表于《自然》的包含 548 个传感器的单

一触觉感知研究，团队通过融合 70 个触觉传感

器、6 个嗅觉传感器，就达到了更理想的识别效

果。采集信号的传感器少了，通道数少了，后

面的计算量也会变小，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系统

判断速度的加快。

并且该机械手在传感器受损的情况下，也有

较高的精准度。灾害条件下，器械时常受损。得

益于灵敏度超越人类 1 个数量级的硅基 MEMS

气体传感器，以及探测限超越人类 1个数量级的

压力传感器，机械手远比人类的手更灵敏。仿生

智能机械手能在传感器损坏率不超过 50%时，通

过算法的快速调节，保持超过 80%的准确率。

模仿鼹鼠 机械手实现触嗅一体

完成了对于嗅觉、触觉传感器的选择后，是

什么使得团队选择了人手形的结构呢？

现代工业中，三指、四指机械爪可以胜任简

单的抓取任务，比如生活中常见的夹娃娃机就是

三指机械爪。

而团队却选择了 1个大拇指配合 4个手指的

五指结构，并且设计了多个可活动关节。这是因

为在复杂的掩埋环境下，废墟中的物体形态各

异，瓦砾、灰尘、泥土……多种元素挑战着救援工

作，很多条件下，救援人员只能用手完成救援。

而仿生机械手的搬运、抓取灵活度，是简单结构

的机械手无法企及的。

对此，该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上海

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博士生刘孟玮表示，

在设计之初，团队也曾考虑过搭载传感器的

“蛇形”机械人，其细长的结构可以轻松进入

被掩埋的废墟。但人手的生理结构更能保证

及时展开救援。机械手在判断现场环境后立

刻就能进行搬运抓取的动作。且机械手由人

类控制，使用自己的仿生“器官”，更符合人的

操作逻辑。

拥有了灵活的机械手，如何让手与触嗅感官

有机结合，是接下来要面对的难题。机械手的材

质为确保耐用性，较为坚硬，而触摸这一动作，又

复杂环境下 人类手形是最佳选择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汉斌）科技日报记者 2月 6日从云南农业大学获

悉，该校稻作研究人员近期成功构建了杂交水稻雌性不育制种新体系，为

实现机械化高效制种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案。国际期刊《植物科学前沿》在

线发表了相关研究结果。

云南农业大学稻作研究所李东宣教授和陈丽娟教授团队通过水稻雌

性育性控制基因 FST的表达操作，利用苯达松转基因“中转”删除技术，实

现了水稻苗期的转基因致死删除和雌性核不育系的非转基因种苗的繁

殖，并进一步构建了“水稻雌性不育系+雄性不育系”，即“FM 系法”杂交

水稻制种技术新体系，为实现杂交水稻机械化高效制种提供了新的技术

方案。

课题组利用先前发现并报道的完全败育水稻雌性核不育自然突变体

FST，经过多年的杂交选育，育成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的多个“云岭”系列

水稻雌性核不育系，为“FM 系法”杂交水稻制种技术新体系的创建和应

用提供了丰富的花粉供体材料。

随后，研究团队在该校稻作研究所植物分子育种实验室构建了用于

转基因水稻雌性育性互补的 FST 基因表达元件，以及用于转基因筛除的

苯达松除草剂敏感致死的功能性 RNAi元件，并将其紧密连锁后导入水

稻雌性核不育系中，成功创制了基因工程水稻雌性不育系，实现了非转基

因雌性核不育系种苗的繁殖。

此外，该课题组还进一步比较了在不同混栽比例和不同栽培模式下

“FM 系法”杂交水稻制种技术新体系的制种效率。结果表明，与传统“条

厢式”制种模式相比，“FM 系法”通过随机混栽种植模式的制种效率明显

提高。这个杂交水稻制种技术创新体系，可有效解决目前杂交水稻种子

生产面临的高成本、低产量的瓶颈问题。

杂交水稻制种新技术体系

可破解制种高成本难题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科技日报记者 2月 6日从中国科学院合肥

研究院获悉，该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突破了“固态—固态”相变制

冷材料研究的传统思路，提出了“通过静水压驱动液—固相变实现制冷效

应”（液态—固态）这一创新思路，在正构烷烃体系中获得了室温庞压卡效

应，为发展绿色环保的新型制冷技术开辟了新的道路。研究成果日前发

表在期刊《自然·通讯》上。

现有制冷设备主要采用气体压缩循环技术，通过制冷剂达到制冷效

果。第一代制冷剂氟利昂因破坏臭氧层已基本停用。第二代制冷剂以氢

氟碳化物为主。但氢氟碳化物的全球变暖潜能值是二氧化碳的几百至上

万倍，具有强烈的温室效应。未来 30年氢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强效温

室气体的生产和消费量，将被强制消减 80%以上。因此，发展绿色环保的

新型制冷技术将是解决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

一环。

固态相变材料在磁场、电场、单轴压和净水压等外场驱动下会迅速发

生热响应，即固态相变热效应。由于这类材料对环境影响极小，因此固态

相变热效应为研发新一代绿色制冷技术提供了可能。但现有固态相变制

冷材料的制冷性能仍然难以与传统气体制冷剂匹敌。

研究中，科研人员首次提出了利用压力驱动液—固相变实现庞压卡

效应的创新思路，在正构烷烃中发现了低压力驱动的庞压卡效应。在低

至 50兆帕的压力时便可驱动正构烷烃产生较高的等温熵变，是已知固态

相变压卡材料最高值的 3 倍以上，甚至超越了部分商用气体制冷剂的对

应值。该类材料无需添加传压介质，便于制冷设备的小型化，且成本低

廉、相变过程可逆且不产生有害排放。

该研究成果为新型绿色制冷技术提供了新思路并奠定了材料基础，

也为探索性能更加优异的新型庞压卡材料指明了方向。

用水压驱动相变材料

制冷效应超部分商用制冷剂

科技日报讯（张绍忠 李若嫣 陈科）近日，监管人员和专业机构通过

“颐居通”视频监控系统不定时查看各养老食堂操作间，再根据线上检查

情况，精准指导线下检查……这是成都市武侯区新版“颐居通”居家养老

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操作场景。

“通过有机融合智慧监管和专业指导，我们借助新平台，对操作间秩

序较为混乱的食堂提高检查频次和力度，以精准监管大幅度提升监管实

效，构建养老机构的食品安全监管网。”武侯区食品安全办相关负责人说。

新版“颐居通”平台在食堂操作间新安装的视频探头，能直接在平台

上查看实时场景，实现远程监控，可调阅 7 日内监控录像。同时，新平台

借助第三方专业监管服务，对全区 28 家养老机构食堂实施全周期、全流

程、全覆盖的食品安全管理。

“一张表成为落实监管责任、主体责任和第三方责任的关键抓手，食

品安全的不确定性得到了有效管控。”武侯区食品安全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食堂风险隐患排查表》开展日常检查考评，养老院落实食品安全

操作规范比例达到 80%。截至目前，工作人员累计开展安全检查 320 余

次，查找并整改食品安全隐患 107 个，有效提升了食品安全管理智慧化、

专业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

智慧化平台

精准提升食堂食品安全水平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已经开幕，冰雪运动的

热度也在持续升温。当年我国提出的“3 亿人上

冰雪”的愿景，已走向现实。

推广冰雪运动，就要有冰。不过，自然状态

下的冰雪，升温后就融化，水淅淅沥沥，叫人烦

恼。人工搭建冰场，则需建排水系统、沙砾层地

基、加热水泥层等，工序复杂，可移动性较差，成

本较高。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张凯团队研制

出了一种新型材料——凝胶冰雪。它最大的特

点，就是“永不融化”。

用高聚物网络锁住水
凝胶冰雪升温也不化

近日，在中国科技馆，张凯团队制备的凝胶

冰雪冰板在“科技冬奥”主题展上亮相。展台不

大，但吸引了不少路过的观众。大家出于好奇，都

会伸手摸一摸。小朋友特别喜欢，半个身子扑上

去，大叫着：“凉的，凉的，还滑滑的！这是冰呀！”

凝 胶 冰 雪 中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的 成 分 是

水，所以，它具有与自然冰雪几乎相同的视感

和触感。

其实，常温状态下的凝胶冰雪，是一种水凝

胶材料。它摸起来的质感和果冻相近，但力学性

质更好。你用手戳一戳，就能看到它表面陷下去

一小块，又马上回弹。你能压它，能拽它，还能把

它卷起来——就像卷毯子一样。

不融化的奥秘藏在一种亲水的高聚物网络

中。这种网络的设计、制备都大有讲究。它由多

种材料通过化学手段进行聚合反应形成，根据需

求的不同，高聚物网络的用材、形状、交联方式也

不同。在没有高聚物网络时，升温后，冰晶会融

化成水；但加入高聚物网络后，融化后的水，也被

牢牢锁在网格之中，无法逃脱。这样一来，即使

升温，水凝胶依然能保持形状的完整——它介于

液体和固体之间。其实，我们熟悉的面膜、退热

贴等，都是水凝胶。

制作凝胶冰雪时，张凯团队特意选择了生物

相容性材料，无毒无害，自然环保，人们也可以尽

情与它亲密接触。

给水凝胶加上一层自制冷装置，就能做出冰

板、冰墙。升温时水不滴落，可以用于制作精美

浮雕——这是世界上现有的唯一可长期在冰上

保存浮雕的技术方案。在中国科技馆中展出的

冰板上，就雕刻着“城楼”和“雪花”。虽然摸的人

不少，但图案的形状一直保持清晰。

有多种趣味应用 助力
更多人感受冰雪魅力

若在城市中做小型“冰雪嘉年华”，凝胶冰雪

也易于携带和安装。常温下，可以把它卷起来，

到了目的地，垫上一层冰板，加上制冷机组，就能

让它摇身一变，成为不融化的小型冰场。

凝胶冰雪能提供仿真冰无法比拟的真实冰

雪体验感。而且，其原材料价格低廉，制备手段

简单，无需昂贵的大型仪器，且使用过程中易于

维护，成本相比人工造冰技术可大幅降低。

还有更多有意思的应用。

比如，做冰雪主题的咖啡厅。凝胶冰雪制备

的凝胶冰杯、冰碗，不融化、不失型，韧性强，不易

摔碎，还能重复使用。想想看，顾客拿上一只精

美的冰杯，倒入热腾腾的咖啡，咖啡降温了，冰杯

则因升温变得软糯 Q 弹，倒是很具有成为网红

打卡点的潜力。

还能在材料上继续“整活”。凝胶冰雪可引

入具有光、电、磁等特性的元素，实现功能化设

计，比如让它发光发亮，或者做成冰箱贴。

张凯教授带领的凝胶冰雪团队，属于北京理

工大学宇航学院力学系波动力学团队，整个团队

主要研究的是航天和水下大型装备的减震降噪

问题。几年前，他们开始研究水凝胶，主攻方向

是将它与声学结合，研发面向海洋装备和面向医

学的先进声学材料。例如，做 B超时涂抹在人皮

肤上的耦合剂，也是一种高分子水凝胶。团队研

发的新型水凝胶，能让病患体验更好，B 超成像

更清晰。“水凝胶是一种很有潜力的材料，未来在

很多领域都能大显身手。”张凯说。

不过，将水凝胶和冰雪结合，在世界范围内，

还是首创。张凯还记得，4 年多以前，他收到了

学校发来的邮件，鼓励教师们积极发挥研究优势

服务北京冬奥会。张凯觉得，作为北京理工大学

这所具有科技报国光荣传统的高校的科研团队，

该为推广冰雪文化助力。2008 年，张凯曾在现

场看过北京奥运会 110米栏的比赛，奥运氛围给

他留下深刻印象。“我就想找到一种方法，让更多

人接触冰雪，爱上冰雪，感受冰雪文化。”

团队期待着，这种不融化的冰雪，能将冰雪

的魅力，带给更多人。

冰冰滑滑且不化
我国科研人员首创“永不融化的冰雪”

为了考验机械手的实战性能，科研人员与应

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合作，通过在一线消防

救援单位的实地调研，由陶虎团队搭建了模拟场

景，还原了灾害现场有人体被掩埋的环境。

刘孟玮表示，模拟环境的测试已证明机械手

具备实战能力。一旦出现紧急灾害，机械手即可

投入救援。目前机械手已具备基础的仿生和传

感器功能，团队还将深化研究，通过进一步精进

传感器和算法，机械手的触觉传感器将可以敏锐

地捕捉人体的脉搏，就如中医中的把脉一样，轻

轻捏住被困人员的人体部位，就可以即时测量被

困人员脉搏，进而判断生命体征。此外，救援人

员还可以将其安装在智能机器人上，进行更复杂

的救援活动。

通过模拟测试 随时可用于实战

需要“手”与物体有较高的贴合程度。为此，团队

选择了硅基传感器加柔性基底的形式，这类柔性

传感器具有柔韧、可自由弯曲且占据空间较小等

特点。二者结合，安装在刚性的机械手上后，机

械手就像人体的骨骼肌肉与皮肤一样，“刚柔并

济”，协作进行工作。

废墟中精准识别生命信号废墟中精准识别生命信号
触嗅一体机械手触嗅一体机械手““有一手有一手””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