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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应对海量作业场景

27 日，“与人共融机器人与新场
景应用”分论坛举行，知名专家、学者
围绕与人共融机器人的应用和未来
发展作主题演讲。

“智能工业机器人具有单机自
主、多机协同和人机共融这三个基本
特征。”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在论
坛上表示，人机共融是智能机器人的
重要特征，“人机交互、人机交流、人
机一体”的新一代人机共融机器人将
引领时代潮流。

“人机交互技术是指通过计算机
输入、输出设备，以有效的方式实现人
与计算机对话的技术。”谭建荣举例，
物理学家霍金作报告时使用眼球交互
系统通过眼动在电脑上打字，实现与
人交流。“眼动交互技术是人机交互与
共融的关键技术之一。”谭建荣说，此
外还有触控交互、动作交互等。

“在技术上，我们已经实现了煎蛋
机器人、按摩机器人、咖啡机器人、去
毛刺机器人、焊接机器人的研究。”江
苏产研院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所长骆
敏舟说，协作机器人的新应用场景越
来越丰富，把人解放出来，享受生活。

2015 年以来，工业机器人总市
场规模稳步增长，与人共融机器人细
分市场的增长尤为突出。骆敏舟认
为，下一代机器人将是可以融入人的
正常生产生活环境，可以与人合作交
互，具备人的灵巧作业以及智能决策
能力的智能化机器人。

目前，江苏产研院智能制造技术
研究所已研发出一款轻型协作机器
人。在江苏一家研制金刚石工具产
品的企业，轻型协作机器人在切割片
工件的加工环节中负责喷漆。“油漆
涂料对人体伤害非常大，喷漆工人需
时刻穿戴繁琐厚重的防护服以及工
业防护面具进行作业，尽管如此，还
是避免不了有毒物质的吸入。”骆敏
舟表示，轻型协作机器人安全、灵活、
人机交互性能高，特别适合代替人工
解决此类喷涂难题。

“在作业场景实践中，我发现人
机共融机器人目前面临环境、任务、

安全和交互四大挑战。”骆敏舟认为，
从安全角度来看，与人共融机器人还
面临很多难题需要攻克：“比如机器
人未来要进入家庭，进入社会，他一
定是安全的。如果不安全，谁都不会
使用。所以长时间的日常应用，比如
机器有个磨损的过程，都会出现不安
全的因素。机器的软硬件的故障、人
类的误操作，都会导致不安全性的因
素。”他表示，随着与人共融机器人技
术的发展，面向人机、机机协作的智
能化作业场景将不断出现。

轻量化技术助力汽车产业变革

作为“工业之王”的汽车产业，在
我省制造转型过程中无疑有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在大会“智能制造助力
汽车产业变革”分论坛上，100 多名
行业专家，围绕汽车智能化关键技
术、智能产品研制、智能化工厂建设
等问题，打造推动汽车智能化与智能
制造领域的技术与需求深度合作的
重要平台。

“江苏是汽车大省，汽车工业主
营业务收入已连续 3 年全国领先。”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说，
江苏产研院正紧密围绕汽车核心零
部件、新能源汽车以及智能网联汽车
等重点发展方向和产业需求，引进和
集聚国内外优质创新资源，布局落地
一批研发载体和重大项目，打造面向
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生态体系。

“汽车智能化是必然方向，高效、
便捷、安全、节能出行需求驱动汽车
智能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钟志华说，以安全为例，

道路安全出行需求推动智能网联技
术的发展，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传感器等飞速发展为汽车智能化
实现提供支撑。

目前，无人环卫、无人公交、无人
配送、无人矿车等智能汽车不断涌
现，应用于民众出行、物流运输，以及
港口、矿山、园区等特殊场景。

“智能汽车进入协同发展时代，
打造协同式自动驾驶系统是关键。”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院长、江苏
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先进汽车技术研
究所所长成波说，通过车路云一体化
融合，构建协同式智能交通系统，解
决单车智能和传统交通管控的局限，
实现高效、高安全的交通出行。他介
绍，工信部、公安部、交通部在全国各
地支持建设16个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示范区，国内 20 多个省市发布道路
测试细则，颁发测试牌照超过 400
张，“目前我国正处在技术研发推向
示范应用阶段，各地积极推动智能网
联汽车示范推广与商业应用。”

无论是普通汽车还是智能网联
汽车，轻量化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实现轻量化，辊压成型技术是关键。

“传统工艺下，钢材在冲压时单段应
变过大，易产生回弹，模具调试难度
大，所以合格率不高。”苏州亿创特智
能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晏培杰介绍，
他们已成功开发出新一代 3DMAX
辊压成型技术。

脑机融合也能服务智能制造

电影《环太平洋》中主人公通过
脑神经连接机甲的原理可以在工业
制造中实现吗？在大会“智能感知

技术与应用”分论坛上，江苏省产业
技术研究院脑机融合智能技术研究
所所长陈弘达向大家分享了脑机融
合技术前沿进展以及如何服务智能
制造。

什么叫脑机融合？陈弘达解释
说，脑机接口和人机融合是不同的概
念，其通过大脑和智能设备连接，跨
越了传统的肌肉或者是文字的限制，
可以实现大脑和机器之间的信息的
交流，使大脑功能得到延伸拓展。

人类只擅长具有不确定性、时空
关联性以及泛化通用性的任务，如语
义解释、自适应学习、联想记忆、多模
态信息处理等；人工智能擅长高精度、
大计算量任务，信息不易丢失，与外设
具有良好接口。“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
结合，才能达到最佳，人机混合智能将
是未来智能的最高形式。”陈弘达这样
认为，未来新一代人工智能把脑机融
合加入进来后，会使人类变得更聪明、
更精准、更有力量，也更加强大。

大学生毕业后通过脑电检测，分
析其是适合做“码农”还是市场营销；
装有义肢的残疾人通过脑电操控轮
椅，更得心应手；电竞项目中，淘汰掉
手柄、操纵杆的玩法，直接用脑电操
控⋯⋯陈弘达说，脑机融合技术能够
广泛应用于教育娱乐、智能生活、医
疗健康、国防军工等领域，脑机融合
智能系统及其关键部件的应用规模
将超千亿美元。

“我们成立了江苏集萃脑机融合
智能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下设脑电
专用集成电路研发中心、脑机融合智
能应用技术研发中心等，对这一领域
展开研究突破。”陈弘达说，目前通过
脑机接口技术，可以实现用眼睛看屏
幕打字的功能，能够做到 1 分钟打
60 个英文字符（12 个单词），这对于
患有渐冻症等患者的交流，是个巨大
的福音。

陈弘达说，脑机融合技术作为人
工智能技术新的发展方向，将服务于
智能制造，脑控机械臂、脑控生产线
等应用场景将会在未来出现在智能
制造领域。 本报记者 张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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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景应用多场景应用，，智能制造让生活更精彩智能制造让生活更精彩
记者从江苏省科技厅获悉，近日

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了 2020
年第二批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名
单，江苏4家获批。截至目前，江苏
今年已累计获批10家火炬特色产业
基地，全省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达
144家，总量继续领跑全国。

此次获批的国家火炬特色产业
基地为：盐城射阳无损探伤设备特
色产业基地、盐城高新区智能终端
特色产业基地、徐州沛县光伏特色
产业基地、南通如东高分子材料特
色产业基地。

近年来，江苏坚持“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科技支撑、产业带动”原
则，推动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实现了设区市全覆盖
和重点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覆
盖，集聚了一批集成电路、5G通信、
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能源
环保等领域的优质企业和各类创新
资源，为培育壮大地方特色主导产
业，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重要支撑。 蔡姝雯

当下正是蟹肥时，记者在常州金坛
的全国水产养殖机械化现场会上看到，
一艘白色的无人作业船驶入一望无边
的蟹塘，投饵、施药、转塘、驻泊，流畅的
作业演示让 200 余名农机、渔业代表

“惊艳”。
“一亩水面的投饵时间要多长？续

航能力怎么样？”“怎么样保证饵料分布
均匀？”“一艘作业船价格是多少？”⋯⋯
江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赵德安教
授被养蟹大户包围着，详细介绍自己研
发的这款河蟹养殖智能投饵施药作业
船。看着这款市面上极为少见的河蟹
作业船，养殖大户们看到了水产养殖业

“机器换人”的希望。
水产养殖过程中，投饵、施药、除草

靠什么？“主要靠人力，要么一人撑船一
人作业，要么一人撑船通过船载机器作
业。”一位养蟹大户感叹，人工撑船投饵
喂料，不仅仅是劳动强度大、人工成本
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靠经验，抛撒
随意性强，“这对需要全池塘均匀投饵、
施药的河蟹养殖来说，是最需要补齐的
短板。”

在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

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在
水产养殖领域尤其突出。2017年我国
农 作 物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达 到
67%，而同期水产养殖机械化率还不
足 29%。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水产
养殖机械化发展的意见》提出目标，到
2025 年，水产养殖机械化水平总体达
到 50%以上。赵德安负责的江苏省渔
业科技类项目“河蟹养殖池塘全覆盖自
动均匀投饵作业船研发与应用示范”，
正是瞄准了水产养殖业投饵作业船的
潜在市场。

“饵料是河蟹的主要营养来源，但
吃不完的饵料又会污染养殖水体。我
们要把饵料精准、均匀地投送给河蟹，
让它们吃饱吃好又不会吃剩下。”这项
研究工作至今已经持续了8年时间，赵
德安也成为了“河蟹专家”。

他介绍，作业船的一项重要功能
就是把饵料准确投放到河蟹的领地
中，因为河蟹的“领地”意识强，食物不
充沛的情况下就会发生打斗，影响品
相进而影响售价；此外，河蟹的价格也
和规格成正比，特别是在大规格河蟹
的养殖上，“3.5 两以上的公蟹和 3 两

以上的母蟹，每涨一两的重量，价格都
能翻上一番。”

现场演示中，这艘双体船结构、明
轮驱动和其他功能部件组成的作业船，
明显区别于市场上仅有的一两款机型，
也成为水产养殖户竞相关注的对象。

“双体船抗摇摆能力强，这样设计是为
了在水里更加稳当，明轮驱动是为了保
护水草，投饵装置系统、施药系统也进
行了优化。”赵德安说。

作为江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机电一体化控制是赵德安的研究
特长。赵德安认为，投饵好不好要看两
项关键指标，一个是投饵装置是否投放
精准，另一个就是自动导航能否精准。

“我们在料斗下安装了称重传感
器，感知料斗剩余饵料的重量，使料仓
内剩余饵料量可测，并确保自动投饵装
置的下料速度可控、抛料器抛幅可调。”
最让赵德安骄傲的，还是团队在导航控
制算法方面的突破，不仅实现了自动规
划作业路径，而且精度极高。

性能试验、建模、仿真与计算、再试
验与分析⋯⋯2016 年第一代样机在
江苏大学校内试制成功，校内水体玉带

河就成为了试验场所。然而这种人工
河堤岸由石块垒成，作业船上岸很不方
便。赵德安意识到，船体太重，下水容
易上岸难，养殖户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必须进行轻量化设计。

几经优化，目前这台由卫星导航
的投饵船已经更新到了第三代，重量
从近 500 斤降到了 300 多斤，机械结
构和产品化设计都有了明显改观，还
增加了施药系统，可以实现投饵和喷
药两项作业。

2018 年 全 国 河 蟹 养 殖 面 积 达
1000 万亩，年产量约 80 万吨，总产值
超过 550 亿元。其中，江苏省河蟹养
殖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庞大的市场
前景，让赵德安对这款河蟹养殖智能投
饵施药作业船的产业化发展信心很
足。“试验数据显示，作业船1个小时可
以完成 40 亩蟹塘的投饵施药作业。”
他说，河蟹养殖正在由追求产量的“大
养蟹”向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养大蟹”
转变，自动化机械作业将极大地降低人
工作业成本，提高水产养殖业的经济效
益，也更多地为水产养殖健康快速发展
赋能。 本报记者 王 拓

11 月 28 日，2020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在南京闭幕。

与往年不同，今年大会展览搬到线上，线上线下同时举办

11场主题分论坛和嘉年华活动，涵盖江苏智能制造各细

分领域，多维度、全方位聚焦产业前景。

在数字化、5G 等技术的引领下，江苏企业正走在智

能制造产业的前沿。在此背景下，江苏的智能制造企业

正做着怎样的创新和变革？《科技周刊》记者参与多场论

坛，探寻他们的“智造”密码。

“一人撑船一人作业”不见了

无人作业船实现水产养殖“机器换人”
新锐

11 月 26 日，中国国际嵌入式
大会在南京开幕。本次大会由紫
金山实验室、国家可信嵌入式软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东南大学、上
海科学院、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长三角嵌入式系统与软件产业联
盟联合主办。来自产学研各界的
300 余名代表，以及何积丰院士、
刘韵洁院士等知名院士专家围绕

“5G，新基建创造新生态”这一主
题在会上展开交流。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在大
会开幕式上表示，5G 作为加速新
基建进入快车道的重要引擎，关系
到信息通信技术的长足进步、数字
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网络强国的全
面建设。希望能够借助本次大会
的平台，分享最新科研成果，探索
前沿科学问题，商谈共赢合作机
制，进一步深化网络通信领域产学
研用的全面合作，共同推动 5G 新
基建的创新发展。

此外，本次大会开幕式上，紫金
山实验室、长三角嵌入式系统与软
件联盟、南京集成电路产业服务中
心三方分别签署了合作协议。三方
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通过产教融
合培养集成电路产业人才，致力于
通过深化合作，共同推进嵌入式技
术的发展和产业应用创新，共同为
我省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打
造良好的基础。 张 宣

国际嵌入式大会举办
三方携手培养芯片人才

成果名称：
一种糖尿病人胰岛素注射服

所属单位：
南京赢创智金科技成果转化

有限公司
产业领域：医疗仪器
知识产权：有
成果简介：

公开了一种糖尿病人胰岛素
注射服，包括领口、子魔术贴二、手
臂活动片、盖片、药物收纳袋、拉链
一、拉锁一、袖管、弹性束带一、腿
部活动片、拉链二、拉锁二、腿部
管、弹性束带二、腹部活动片、固定
片、纽扣、连接带、子魔术贴一、母
魔术贴一、母魔术贴二、子魔术贴
三、注射服本体、臀部活动片、记录
带、母魔术贴三和分隔带。本成果
通过在注射服的不同的胰岛素注
射位置连接相应的活动片，并在活
动片的表面固定连接记录带，实现
糖尿病人的便于注射以及通过绳
结记录在不同位置的注射次数，避
免多次单一位置注射，造成糖尿病
患者身体的损坏。

（项目由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
市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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