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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太 Cool 了!”8 月 18 日，在 2022 世界

机器人博览会术锐科技展区，一群学生的小

脑袋凑在一起，目不转睛盯着单孔腔镜手术

机器人，当看到它的“蛇形臂”仿佛人类灵活

双手轻盈地剥开一枚鹌鹑蛋的蛋壳，而蛋体

完好无损时，不禁啧啧称赞。若用这款机器

人辅助医生做手术，既延长医生的手也拓宽

其眼睛，使微创手术更精准、灵活。

腔镜手术机器人被誉为机器人领域王冠

上的明珠。像这款由中国自主研发、突破“卡

脖子”技术难题的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比肩

国际顶尖水平的同类型手术机器人，在世界

医疗机器人中堪称佼佼者。而这样的新型机

器人是此次 2022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上亮相的

众多“高精尖”技术与产品的代表之一。

2022 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于 18 日在北京

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将呈现 130余家企业

带来的 500 余件展品，更有 30 余款全球首发

新品陆续在现场集中发布。另外，本届博览

会打破传统策展思路，坚持以应用需求端为

导向，创新推出“机器人+应用场景”的展览新

模式。在展现机器人产品最前沿技术的同

时，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机器人技术为生产

生活带来的变革。

智能化机器人在解放
人类双手

在本届博览会上，可见随着 5G、AI、计算

机控制技术等不断进步，机器人更智能，更贴

心，在“接管”人们深感复杂而重复性的劳作，

助力完成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安川首钢展台 7 台“蓝色工业机器人”形

成的“机器人新能源电池盒智能生产线”颇受

注目。很多观众将欣赏的目光投向它们操作

铝材双机协调电弧焊、焊缝浮动恒力打磨、3D

视觉工件位置识别等多种工艺过程中，相当不

凡的身手，潇洒干练的动作，感受到现代机器

人系统集成方面的智能化高水准。据介绍，这

个系统还配备“电池盒生产管理系统”，实现机

器人及其他设备数据采集存储监控，而且生产

状态可视化、生产信息可追溯和预判维护保养

信息等，大大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在 SRT-软体机器人展区，可见各种软

体机器人在用柔软灵活的夹爪，精准地一个

个抓取柔软、异形且易碎的海参、葡萄、玻璃

等物品，然后轻放在目的地。近距离观察，可

见柔软的夹爪仿照人体工学设计，轻巧灵敏，

有的像人类拇指关节一般驱动，能做到优先

反向拉伸，灵活顺滑抓取各种物品，真是大大

解放了我们的双手。

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惠
及千家万户

一直以来，我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态

势良好，但部分核心零部件大部分依赖进口、

掌握机器人核心技术的企业数量尚不足。此

次博览会上，令人欣喜地看到，一些创新企业

正在努力突破瓶颈。

在柏惠维康展区，展示了自主研发的第

四款手术机器人，也是国内首款脑出血手术

机器人，实现了核心部件国产化。只见科研

人员将复杂术式在系统中预设成智能标准模

块，可灵活自如控制机械臂，定位精度误差达

亚毫米级别。

据介绍，柏惠维康研制的睿米系列神外

手术机器人是目前业内唯一可支持高精度神

经外科远程手术的手术机器人产品。睿米

RM-50 搭载的光学跟踪定位仪运用高分辨

率 CMOS 传感器，在环境光下两分钟内即可

完成患者配准，手术全程动态跟踪、全程实时

导航。机械臂自动注册进行二次验证，无需

手动拖拽，配合智能语音提示实时跟踪，确保

手术规划精准实施，安全可控。

对于科技产品研发的公司来说，硬件与

软件犹如人的四肢与大脑，必须协同配合，一

起前行。在申昊科技展区，可以看到各种智

能巡检机器人：极寒型巡检机器人、室内开关

室操作机器人、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列车车

底检测机器人、铁路钢轨线路巡检机器人等，

可适应多样化的场景需求。据介绍，这一系

列生龙活虎的机器人是基于申昊科技因地制

宜在软件上坚持全自研开发，以及在硬件上

加强自研开发力度使然。

在博览会上，一造科技首次发布其与同

济大学合作研制的智造平台“MetaPrinter”元

宇宙 3D 打印机，将元宇宙场景与多年自主研

发的大尺度 3D 打印技术相融合，以区块链数

据存储及低碳智能建造为核心技术，辅助未

来虚实融合场景的建设。据介绍，这款元宇

宙 3D 打印机可实现全加密设计存储、文件传

输、生产流程。每个定制化设计经过两道加

密工序，在区块链上实现可追溯、可还原的透

明共享模式。（科技日报北京8月18日电）

2022世界机器人博览会：科技盛宴待你“尝鲜”
“有了农科院专家的助力，我们突破

了种业发展瓶颈，探索糯玉米、甜玉米等

鲜食玉米种子研发生产，产值高于普通玉

米。”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甘肃

张掖良润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郝志

宏向记者谈起张掖市农科院专家的助力

时感触颇深。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张掖市把培育

壮大高端智力人才、专家服务团队、“草根”

创新人才“三支队伍”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保障，连续出台 16项

优惠政策，组织实施“百千万”科技人才工

程，打造人才聚集高地。同时，通过出台多

项政策，培育创新主体，激发创新活力，有

力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

畅通渠道，打造人才
聚集高地

张掖市农科院是张掖市多措并举打造

人才高地的“典型派”。

“人才体制改革实施后，科研人员‘双

向兼职’渠道畅通了。”张掖市农业科学研

究院办公室主任何新春向记者悉数改革变

化。

“全院 68 名技术人员中‘双向兼职’人

员 29名，创办、协办、领办种子企业 8家，创

办个人科研工作室 2 个，年实施各类科研

项目 40 项左右，近 5 年完成科研成果 48

项。”在何新春看来，成果丰硕。

数据显示，该农科院“双向兼职”人员

每年服务玉米制种面积超过 10万亩。

作为全国最大的市级规模化玉米制种

基地，张掖在国家粮食安全特别是玉米种

业安全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制种玉

米面积稳定在 100 万亩，科技助力不仅让

玉米种子“颗粒归仓”，也使玉米这一“黄金

产业”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为进一步夯实创新基础，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的后续支撑之策。张掖市还出台

《强科技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年）》。

在这之前，张掖市坚持把科技创新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将经济和科

技结合、培育产业链和配套创新链结合、鼓

励研发与促进转化结合“三个结合”作为工

作重点，在经济发展中优先谋划科技工作，

在产业培育中配套布局创新平台，在技术

革新中注重成果应用，着力打造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服务链、政策链协同融合，研

发转化、基地平台相互支撑的科技创新体

系。

在张掖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

永基看来，先后制定出台的《关于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关于实施“十强双百”企业振兴计划的

意见》等“四大政策”叠加，有力促进了科技

成果转化的力度。

数据显示，政策实施后，培育年主营业

务收入 10亿元以上的龙头骨干企业 10户、

年主营业务收入上亿元的优势骨干企业

100户和“四下转四上”重点企业 100户，落

实奖补资金 1.4亿元。

培育创新主体，激发
创新活力

今年 2月，300多座“张掖造”无水兰标

生物卫生间亮相北京冬奥会，圆满完成赛

事保障任务，受到国内外运动员和媒体记

者的高度赞誉和广泛关注。

“‘无水免冲智慧生态厕所’生物仓内

设计了特殊的高温处理工艺，不仅能加快

分解速度，提高处理效率；同时还能杀死病

原微生物，防止病原扩散。厕所里安装了

空调，马桶圈还设置了加热功能，让如厕更

加舒适。”冬奥会期间，在延庆赛区负责生

态厕所日常巡检工作的张掖兰标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员工胡慧娟回忆，“很多运动员赞

不绝口，有的还竖起大拇指说‘厕所里隐藏

着黑科技！’”

“这是我们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潜心研

究，累计投入研发资金 2 亿多元取得的成

果，离不开科技政策叠加福利。”兰标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兰表示，“科技+绿

色”的无水免冲智慧生态厕所正是张掖市

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多措并举推

进科技创新的产物。

不仅如此，张掖市围绕重大科技需求、

重点创新成果，积极探索低门槛转化、低风

险转化、低成本转化、便利式转化“四种转

化”模式，实现科技与发展交融，创新与创

造并进，激发出自主创新的强大动能和无

限潜力，从“跟跑”向“并跑”和“领跑”跨越。

李永基介绍，张掖市全社会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达 1.26%，高于全省 0.04 个百分

点；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达 54.82%，位

居全省前列。此外，全市 248 家企业进入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全市专利申请总

量达到 2.17 万件，成为甘肃省第 2 个突破

万件的市州。

“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凸显，整体创新

能力大幅提升。”李永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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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在2022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上，展出了包括30余款首发机器人在内的500余件展品。左图 观众在参观脑出血手术机器人。右图 消防机器人吸引小观众。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8日电 （记者付丽
丽）18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气

象干旱黄色预警。

据 18日气象干旱监测，江苏南部、安徽南

部、湖北西部、浙江大部、江西、湖南、贵州大

部、重庆、四川大部、西藏中东部等地存在中

度及以上气象干旱，局地特旱。预计未来 3

天，上述旱区仍维持高温少雨天气，气象干旱

将持续发展。

高温少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旱情持续

发展，南方多地土壤墒情明显偏差，给农业

生产带来严峻挑战。国家气象中心高级工

程师郑昌玲介绍，6 月下旬以来，南方地区平

均高温日数为 1981 年以来同期最多，苏皖南

部、湖北大部、浙江大部、江西东部、湖南中

西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与同期相

比偏多 16 至 36 天，且这些地区大部降水量

较常年同期偏少。高温少雨导致部分地区

旱情显现发展，影响着秋粮作物生长发育和

经济林果生产。

高温天气不利于一季稻开花授粉和灌

浆、玉米抽雄吐丝、晚稻返青分蘖和棉花开花

结铃。目前，安徽中南部、湖北西部和南部、

江西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一季稻、玉米

等秋粮作物生长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在江南茶叶生产区，晴热少雨带来轻至

中度高温热害，局地茶树发生日灼。浙江省

气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金志凤介绍，在

浙江，部分幼龄茶园以及修剪过晚、枝条绿叶

层不足的茶树品种受到较大影响，受灾严

重。同时，江南部分地区水果出现裂果、落

果、日灼伤害等现象。

面对高温干旱挑战，有效的田间管理和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减轻农作物受到的不良

影响。

水稻如何应对高温？重庆市气象科学研

究所副科长武强建议，高海拔尚未收获的水

稻田应尽可能调用水源及时补水，以水调温，

必要时在中午前后喷洒清水降温。叶面喷施

磷钾肥，增强植株的耐热性。高温过后可喷

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或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促

进籽粒灌浆，提高结实率和千粒重。

江西省柑橘气象服务中心正研级高级工

程师李迎春表示，高温天气下，需要加强田间

管理，提升服务精细度。柑橘日灼严重程度

与品种、地势、设施等有关，开展滴灌、喷灌、

喷施防晒剂的果园，日灼现象偏少。

浙江省新昌县气象局局长娄伟平建议，

茶树、果树、蔬菜可在行间铺草，从而降低地

温、减少土壤水分蒸发。有条件的可在茶果

园、菜地里架棚，棚顶覆盖遮阳网，有效避免

阳光直射，减轻高温灼伤。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气象干旱预警

“就不去办公室坐了，先下田。”时值 8

月，虽已入秋，江西各地依旧骄阳似火，农

田被热得裂开了口大声“喊渴”。

说话的这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

究所研究员方福平，近日，农业农村部紧急

派出 25 个包省包片联系工作组和 12 个科

技小分队赴秋粮重点省份和受高温干旱影

响重点地区，指导关键措施落实。8 月 14

日，由方福平为队长的农业农村部江西科

技小分队首站便来到了江西瑞昌，为这儿

的农田“解渴”。

村里来了小分队 手
把手指导农民科学抗旱

位于瑞昌市天意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

范镇陡岗村的水稻种植基地，合作社理事

长聂武林站在稻田里满脸愁容，眼下正处

于水稻拔节孕穗的关键期，持续的旱情已

经让田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龟裂。

小分队在了解当地情况之后，很快便

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

“对处在分蘖期的双季晚稻，田间最好

保持 2—4厘米水层，对处于抽穗扬花期的

一季中稻，在千方百计保水源灌深水的基

础上适当喷施叶面肥，提高植株对高温的

抗性。”方福平说，通过分作物分灾情落实

各项关键举措，实现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

不减产、非灾区多增产。

田间地头实地看 研
判形势“对症下药”
“我们要到田间地头进行实地察看，详

细了解各地的旱情发展情况，分析研判形

势。”江西水稻科技服务小分队的中国水稻

研究所 4 位专家组成员，加上江西省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 2名专家，6人一到当地便下

了田。

方福平说，除了在江西各地实地调研，

小分队还针对种粮大户开展技术培训，有

针对性地提出抗旱技术指导意见。为的就

是“旱口夺粮”，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8 月 15 日一早，小分队赶往宜春市宜

丰县。小分队在实地调研棠浦镇袁谢村和

西刘村、新庄镇张家村和口溪村的情况后，

立即与当地农业部门沟通并提出水稻抗灾

技术意见，科学制定抗灾稳产工作预案。

16日，宜丰县农村、水利和气象部门组成 3

个小组赴各乡镇，将技术意见向农户传达

并应用。

据介绍，为有效解决旱情带来的不利

影响，7 月下旬起，江西省农业农村厅也已

派出 93 个工作组赴各地开展一对一指导

服务，重点围绕保障晚稻栽插和中稻生长，

督促各地采取灌区引水、机井抽水、人工增

雨等多种方式广辟水源，指导农户加强水

肥管理、喷施生长调节剂，提高作物抗旱抗

逆能力。

目前，各地正根据当地旱情进行科学

防旱抗旱，小分队的工作还在继续。

江西：科技小分队“旱口”夺粮

“今年以来，全球多地出现罕见热浪，干

旱、暴雨、洪灾等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国际

社会敲响警钟——气候变化已不是未来的挑

战，而是眼前的威胁。”谈及低碳创新的迫切

性，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的发言引

起与会人员共鸣。

8月15日—16日，在浙江湖州召开2022中

国绿色低碳创新大会期间，2000多位专家及业

界代表围绕能源革命、减污降碳等领域展开研

讨，分享科技创新转变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

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案例经验，明晰我国

“双碳”目标的现有阻碍和实现路径。

依靠技术开路 能源
结构调整必须先立后破

不同于石油、煤炭、天然气三类化石能源

集中在少数储量国，以“风光”为代表的可再

生能源的全球分布更为均衡。

“未来的世界里，大家都有机会‘风光’，

但是谁能够真‘风光’，完全取决于谁能够更

早建成大规模稳定使用这些新能源的技术体

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

院院长贺克斌强调。

如今，超 130个国家已相继提出碳中和承

诺。有观点认为，全球能源发展正从资源依

赖型逐步走向技术依赖型，核心技术创新就

成了重中之重。

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约为 116亿吨，其中电力行业的碳排放

总量在 46亿吨左右，占比达 40%以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

事长舒印彪分析道，这意味着电力是能源转

型的中心环节，自身系统要实现深度低碳零

碳外，还要实现对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能

源的清洁替代。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光伏、风电的大规模

应用，利用可再生能源，在将来可能存在所需

稀有金属、稀土元素等关键材料资源短缺的

隐忧，应当就相关替代材料以及成熟的循环

利用技术做到未雨绸缪。

“减碳过程要实现安全可靠，必须立足国

情、先立后破，将化石能源有序减少建立在非

化石能源可靠替代的基础上。”舒印彪指出，

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现

风光水火储输多能互补、总量充裕、结构合

理、实时平衡。

降污持之以恒 有效
开发生态系统固碳潜力

位于湖州市长兴县与安徽省广德市交界

处，一条长 35.5 公里的全封闭水泥熟料输送

带盘踞山间，串联两地多家水泥企业。通过

以电代油，这一输送带全年预计可减少燃油

2000吨和尾气排放 1.4万吨。

相关研究表明，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排

放，存在同根同源的特性。

“我国生态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

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生态环境部环境规

划院副院长严刚指出，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协同

推进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双碳”目标任务。

作为“两山”理念发源地，湖州聚焦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和数字化改革引领，就维护生

态系统、提升固碳潜力持续探索实践。

比如，湖州德清县以下渚湖湿地为模板，

汇集县内湿地生态碳汇，将碳排放主体的碳

排放量参照全国碳配额交易公开价格向湿地

领域支付碳汇补偿资金，提升湿地固碳潜力，

实现碳排放县内就地消纳。

据浙江省林科院测算，下渚湖街道 2021

全年净固碳量达到 1.7万吨，湿地碳汇生态价

值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突出。

“资源增效减碳，能源结构降碳，生态系

统固碳和市场机制融碳等举措存在互补。”贺

克斌表示，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系统治理

与保护，增强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可为能源结

构方面的降碳技术研发争取更多时间。

“保护自然与人类发展相向而行。在生

态文明建设方面，各个国家更容易达成共

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建议，

应对生态问题，我国可主动作为，提供更多经

验、技术，积极引导国际社会环保治理。

极端天气敲警钟“双碳”之路贵在蹄疾步稳
——2022 中 国 绿 色 低 碳 创 新 大 会 侧 记

科技日报北京8月 18日电 （记者刘垠）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

频发，给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带来严重危

害。通过保护、恢复和管理森林、草地、湿地

和农田生态系统，可增加固碳和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从而提升生态系统的净碳汇能力，这

种“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Natural Cli-

mate Solutions, NCS）被认为是生态系统自

然碳汇之外的额外潜力。但中国生态系统管

理对实现“碳中和”的贡献尚未完全量化，

NCS 的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未知。8 月 18

日，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领衔的

国际研究团队在《自然气候变化》发表了题为

“中国基于自然气候解决方案的生物物理和

经济限制”的研究论文，评估了中国生态系统

管理对固碳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

论文通讯作者傅伯杰院士介绍，内蒙古、

黑龙江、四川和云南通过生态系统管理增加

固碳和减排效应最高。此外，在增加固碳和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天然林管理和造林

的贡献最大。而在未来几十年，湿地特别是

泥炭地管理将是重要的增汇路径。

“在深度减排的情景中，技术的减排潜

力不断收窄，减排成本不断上升。加强‘基

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将对我国强化国

家自主贡献、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作用。”傅

伯杰表示，未来生态系统最大碳汇潜力的发

挥依赖于对大面积国土空间和生态系统的

多路径管理，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全

国土地整体规划提供一个蓝本，在减缓气候

变化的同时，从整体上提升生态系统功能和

服务。

我学者发现：

中 国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有 助 减 缓 气 候 变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