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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2日，2022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在重庆开幕，来自国内外的 500 多家参展
单位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集中展示大数据
智能化科技新成果，推动智能科技和产业加
快发展。

右图 在智博会重庆九龙坡展厅拍摄的
机器人表演。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下图 嘉宾在智博会重庆南岸展厅内了
解巡查处置机器人的应用场景。

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智博会开幕

◎本报记者 陆成宽

创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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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增温 2℃，小麦的产量和价格会

发生怎样的变化？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

研究人员发现，全球增温 2℃背景下，由于

二氧化碳的施肥效应，全球小麦平均产量

将有少量增加，但产量增加并不会导致小

麦价格下降。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

《细胞》地学子刊《一个地球》。

“我们分析发现，在升温 2℃下，高纬

度地区的小麦产量会增加，低纬度地区的

小麦产量则会减少，这会进一步加大小麦

的供需矛盾，导致小麦价格变得更加不稳

定。提升主粮自给能力，是保障粮食安全

的关键。”8 月 22 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张天一说。

小麦是一种起源于温带的喜凉作物，

是全球三大谷物之一。目前，大多数研究

主要集中在模拟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小麦产

量。“产量仅是粮食安全问题的一个方面，

农业国际贸易也是很多国家保证粮食供给

的重要手段。”在张天一看来，粮食安全的

其他维度，比如农产品价格、供应链等，也

非常重要，但相关研究却非常有限。

为此，研究人员专门开发了一个基

于全球环流模型、小麦生长模型和一般

均衡经济模型的集合模拟方法。该方法

可以从全球小麦供给链的角度解析未来

全球增温 2℃导致的气候变化和气候极

端事件对全球小麦产量、价格和供给链

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全球增温 2℃下，二氧

化碳施肥效应可以有效抵消增温导致的产

量损失，未来全球小麦产量或出现少许增

加。但是，不同于传统观点，全球产量增加

并没有导致全球小麦价格下降。

研究人员分析发现，处于中高纬度地

区的小麦出口国的产量增加，而处于低纬

度地区的小麦进口国的产量减少。“这会进

一步扩大农产品供需矛盾，加深传统小麦

国际贸易格局，导致全球小麦价格变得更

加不稳定。”张天一说。

同时，区域对比研究发现，全球增温

2℃下，当全球小麦产量处于低谷时，位于

低纬度且人口众多的小麦进口国的小麦价

格增幅，将普遍超过位于高纬度的小麦出

口国。

“这不仅增加了小麦进口国人民的生

活经济负担，而且会使这些国家在粮食安

全保障上处于被动局面。”张天一强调。

张天一期待，他们对小麦价格和波动

的预测将促使全球采取行动。“帮助发展中

国家提升粮食自给能力，对全球粮食安全

至关重要。这值得各国在未来的国际农业

合作政策中讨论。”张天一说。

“在未来大型国际农业合作项目中，农

业科学技术合作的需求不亚于农产品贸易

合作需求。”张天一说，通过农业科技合作，

提升战略合作国家的主粮自给能力，保障

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地区的粮食安全，是未

来国家间在农业战略合作方面的重要研讨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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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棒了，终于稳稳地展开了。”在微信朋

友圈看到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展开柔性太

阳电池翼的绝美瞬间，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宋

爱国滑屏的手指微微颤抖。

8 月 16 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他

感慨道：“我们做了多年的研究，终于不负所

托！”

在距离地面约 400公里的太空，到底需要

用多大的力，才能恰好展开一块相当于标准

单打羽毛球场大小的太阳电池翼？宋爱国带

领团队研发的力测量传感器和测量系统，给

出了精准答案。

穿越天地间，该怎样用“力”控制航天器，

这个问题贯穿了宋爱国的科研人生。1992

年，当代号为“921”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

启动时，宋爱国正在为成为一名博士生做准

备。那时的他未曾想到，此后的 30年，他和团

队研究的人机交互力觉临场感遥操作、航天

员在轨操作力测量技术等，将助力托举中国

的航天事业探月问天。

为太空遥操作探路

力觉临场感机器人是一种先进的人机交

互遥操作机器人。通俗地说，它通过各种传

感设备来捕捉人的动作、力度，去控制远端机

器人的运动，如同“千里手”。同时，机器人的

视觉、力觉、触觉等各种感觉也能反馈给人，

使人“身临其境”。

“这项技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中国，

还是一片空白。”宋爱国说，他博士入学的半

年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刚刚启动。这项工

程的第三步，就是建造空间站。他意识到：

“我国要发展自己的空间站，就一定需要人机

交互遥操作机器人。让机器人成为人在太空

的代理，去完成各项作业。”

“一穷二白”地闯入崭新的研究领域，一

个巨大的挑战摆在宋爱国面前：空地间的信

号传输存在时延，这短暂的几秒内，如何感知

遥操作机器人的力反馈，让它不失控？

经过数次演算后，宋爱国和团队发现，机

器人在遥操作过程中时延的力反馈模式是一

个多余能量输出的过程。他们设想：“如果将

多余的能量耗散掉，是不是就可以让机器人

在时延阶段，渐渐稳定下来？”

历经多年，数不清画了多少图纸、熬了多

少夜，团队设计出一套控制算法，根据机器人

的接触力大小和电机的转速、加速度，分别判

断机器人输出的能量大小和运动趋势，由电

机自动生成阻力。如果时延产生的能量大，

电机的阻力就大；如果能量小，阻力就小。

正要验证这套理论模型的精准度时，团

队却遭遇“苍白”的现实：当时的实验室没有

工业机器人，国内能生产空间机器人特种电

机的工厂也凤毛麟角。

为嫦娥三号研制地面
模拟实验月球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条件，就创

造条件。宋爱国和同事们自己设计电机指标

和结构参数，并将图纸和指标送到北京一家

电机厂定制。两三个月后拿到的成品，还是

不行，又送到南京一家电机厂改装。第一台

电机，团队就改装了五六个月。

有了电机，机器人便有了灵魂。10年间，

团队相继研发了力觉传感器、力反馈器件和

力控制器等器件，建立了力觉临场感机器人

控制系统，就多维力测量不准确、时延带来的

机器人力反馈遥操作不稳定等问题提出系列

解决方案。

2008 年底，宋爱国团队开始为嫦娥三号

研制地面模拟实验月面巡视机器人，主要研

究月球车的遥操作控制算法和识别环境的感

知系统。在做野外实验时，此前已经验证多

次的理论模型，却难以精准控制月球车的机

械臂。

“我们分析后发现，由于外场测试的场

地要模拟凹凸不平的月面，机器人行驶时的

震动降低了机械臂的遥操作精度。”宋爱国

带领团队立即矫正参数，重新建模。半年时

间里，他们每隔十几天往返一次北京和南京

进行测试。

深冬的北京，寒风和雪花冷酷地拍打

着这些年轻的脸庞，却不曾扑灭他们的探

月梦想。

2014 年 1月 14日 21时 45分，在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精确控制下，“玉兔号”月球车

展开机械臂，对月壤成功实施首次月面科学

探测。

这次探测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

了月面高精度机械臂遥操作控制技术，实现

了 38 万公里外机械臂毫米级精确控制。宋

爱国团队此前的地面模拟实验提供了重要

支撑。

帮航天员“量力而行”

如果说掌握了人机交互的“力”，可以通

过“千里手”隔空作业，那么，了解太空中航天

员施力的变化，将为航天员的在轨工作提供

依据。

“航天员的操作力涉及指捏力、手握力、

推拉力、双手插拔力、手部多维力和足部多维

力等十几种力，这要求力测量设备要对应各

种施力方式精确测量。”宋爱国说。

有一次，团队研发的一款测量航天员脚

蹬力的传感器在水下试验时漏水。“水下密封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完全密封了，力就

传不进传感器，无法测量；而密封不好，又会

漏水。”

面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宋爱国

团队为传感器设计了一个活动密封装置，

在 航 天 员 踩 踏 的 传 感 器 接 触 面 开 了 一 个

孔，在孔里垂直塞入表面光滑的波纹管和

胡杨木，以确保传感器不漏水。当航天员

蹬在波纹管上时，管子会将力传到传感器

上，后期收集数据时，再去除波纹管和传感

器之间的摩擦力。

调整再三，再次测试。由于水压太大，波

纹管被压扁了，摩擦力又发生了变化。团队

又模拟水压重新设计，将仪器放在压力舱中

测试，最终成功交付。

创新无止境。2017 年起，团队又开始研

制面向空间站的小型化长寿命高精度多维力

传感器以及航天员在轨生物力学综合测试系

统。2021 年 4 月 29 日，该综合测试系统随中

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升空，并将长

期在轨运行。

现在，宋爱国时常会遥望夜空，寻找中

国空间站这颗“夜空中最亮的星”。每当此

时，他的耳畔总会回响起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只有

不断创新，中华民族才能更好走向未来”。

30年，只为太空那只“千里手”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8月 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岸田文雄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

习近平表示，得知岸田首相感染新冠病毒，我谨向你表示诚挚问候，望你早日康复。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我愿同你一道，推动构

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岸田文雄表示慰问。

习近平致电慰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李克强向岸田文雄致慰问电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2日电 （记者刘
园园）记者 22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

该委与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

了《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

核算体系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到 2023 年，各行业碳排放统

计核算工作稳步开展，统一规范的碳排放

统计核算体系初步建成。

“碳排放统计核算是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制定政策、推动工

作、开展考核、谈判履约的重要依据。”国家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碳排放统计核算是一项复杂而庞大

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层级、多类主体、多

种维度。不同对象、不同用途的碳排放核

算边界和方法也不同。”上述有关负责同志

解释说，为了保证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始

终服务“双碳”工作大局，必须用统一的规

范在“不同”中实现统计核算体系的指向明

确、导向一致、权责清晰、程序规范。

《方案》明确，由国家统计局统一制定

全国及省级地区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明

确有关部门和地方对能源活动、工业生产

过程、排放因子、电力输入输出等相关基础

数据的统计责任，组织开展全国及各省级

地区年度碳排放总量核算。

国家有关部门还将组织制修订电力、

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建筑等重点

行业碳排放核算方法及相关国家标准，并

研究制定重点行业产品的原材料、半成品

和成品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同时，还将完

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机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

为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

《方案》部署了多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建立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加强碳排

放统计核算信息化能力建设，加快推进

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

术的应用；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

位开展碳排放方法学研究等。

我国将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

这是一座城市与一场盛会的年度之约。

8 月 22 日，2022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以下简称智博会）在重庆开幕。自 2018年

智博会首次举办并永久落户重庆，这是重庆

第 5 次进入“智博会时刻”。借助智博会这一

平台，重庆市加快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

城”，推动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

合，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赋能产业“智造重
镇”轮廓初显
“重庆市大力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战

略，走在了全国的第一梯队，是中国智能产业

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国务委员王勇在开幕

式致辞中表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规模已经超过 4000 多亿元，初步形成覆盖基

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完整产业链。

无需人工操作，甚至不用开灯，柔性桁架

机器人系统、地面固定式机器人系统、AGV

（自动导引车）物流系统等智能化设备相互配

合，就实现了工厂从原材料到最终成品全部

过程机器操作。本届智博会上，上海交通大

学重庆研究院带来了加工、运输、检测过程空

无一人的“黑灯工厂”。

4 年来，重庆充分利用智博会汇聚科技、

人才、资金、项目资源的优势，抢占风口布局

发展数字经济，持续壮大“芯屏器核网”智能

产业集群。

重庆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已累计实

施4800余个智能化改造项目，建设734个数字

化车间和 127个智能工厂，示范项目生产效率

提升 58.9%，累计集聚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企业1704家，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6%。

获批建设首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成功入围 5 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

节点建设城市，建成 5G基站超 7万个，入选国

家首批 5G 规模组网和应用示范城市等一批

数字经济领域改革发展先行试点……重庆数

智基础日臻完善，夯实了发展底座。

（下转第二版）

以 数 字 兴 业 以 智 能 兴 城
——2022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开幕

“骨盆骨折手术是相当复杂的骨科创伤，

最大难点是骨折复位，需在大负载下进行精

确的三维空间位置和姿态调整，人徒手很难

在发力状态下精细操作，而这正是‘智能化骨

折复位机器人’的优势。它是由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与北京积水潭医院医工交叉结合的产

物，可以保持稳定发力，以很慢的速度高精度

操作。目前这一填补国际空白的科技成果正

由我们推进落地转化。”8 月 22 日，2022 中关

村论坛进入倒计时 30 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创新成果展厅，北京罗森博特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当日，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一级巡

视员侯云介绍，2022 中关村论坛将于 9 月 22

日—27 日在京举办，主题为“开放合作·共享

未来”，主会场设在国家会议中心，在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等设立分会

场，共设置论坛会议、技术交易、展览展示、成

果发布、前沿大赛、配套活动 6 大板块，130 多

场次活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呈现。

国家级平台，给科技
企业更大舞台
“作为国家级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平台，中

关村论坛国际化水平和专业化高度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其在传播新思想、提炼新模式、引

领新发展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力，这为我们推

广全新的跨学科跨产业诊疗一体化全病程管

理方案提供契合有效的支撑，也可进一步加

强阿斯利康中金资本与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合

作。”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黄彬表示。

据北京市贸促会一级巡视员张幼林介

绍，2022 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线下展会

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总面积约 6.3万平方

米，共设置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区域创新发

展、数字经济、医药健康、碳中和、奇绩创坛系

列活动 7个展区。 （下转第三版）

2022 中 关 村 论 坛 倒 计 时 30 天 ——

重大科技成果闪耀 论坛大赛令人期待
处暑将至，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事劳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图为 8月 22

日，湖南省常宁市胜桥镇港子口村农民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 新华社发（周秀鱼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