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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2015世界
机器人大会23日在京开幕。国家主席习
近平致信，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
出席会议的各方来宾表示诚挚欢迎。习近
平表示，我们愿加强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
的合作，推动机器人科技研发和产业化进
程，使机器人科技及其产品更好为推动发
展、造福人民服务。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向大会

召开表示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随着信息化、

工业化不断融合，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
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现时代科技
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将机器人和
智能制造纳入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先重
点领域。

习近平指出，本次大会以“协同融
合共赢，引领智能社会”为主题，体现了

各国协同创新、多学科融合共赢的发展
趋势，体现了全球科技界、产业界的共
识。希望各国科学家和企业家携起手
来，共同推进机器人科技创新发展，为
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积
极贡献。

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世界机器人
大会在北京召开，对促进中国和全球机
器人技术与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
推 动 大 众 创 业 、万 众 创 新 和“ 互 联
网＋”、“中国制造 2025”，这将有力促
进机器人新兴产业的成长，创造世界上
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希望各国科学家
企业家携手加强合作，推动机器人科技
创新和产业发展实现更大突破，为全球
经济注入新动力，为开创人类社会的智
能时代作出新贡献。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2015世界机器
人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李
克强的批示并致辞，欢迎世界机器人领域
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来华交流合作，为推
动世界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发展，为人类文
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韩启德主持。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由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
主办。12个机器人国际组织，58家国内科
研机构参与大会。来自10多个国家及港
澳台地区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主旨
报告会和专题论坛。100多家国内外企业
参加机器人博览会，集中展示领先的机器
人产品。16个国家和地区的145支青少年
代表队参加为期两天的世界青少年机器人
邀请赛。

习近平致信祝贺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
李克强也作出批示表示祝贺

科研人员研发制造一个能跑会跳、能与人沟
通互动的智能服务机器人，需要突破哪些技术难
关？专家告诉记者，机器人尤其是智能服务机器
人需要具有人的动作、行为、想法以及各种能力，
研发制造非常复杂，牵涉众多科学与工程学科，包
括机械和电气工程、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
智能、脑科学、仿生学、控制学等。

感知外界难
机器人观察外部的“眼睛”通常是一台摄像机，近

年来机器视觉技术不断发展，人脸、人体的识别和图像
分析技术等使机器人可以识别面孔、手势、障碍物等。

机器人实现对外界的感知，靠的是各种传感
器。高端传感器是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部件，目前
国内主要靠进口。不断提高传感器的精度和可靠
性，以及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是机器人感知系统需
要解决的技术任务。

“大脑”思考难
机器人的“大脑”由计算机或多个微处理器组

成。作为一个智能终端，人们看到的机器人其实
是前台，它的后台必须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将云
计算、云存储与互联网技术结合，相当于一台超级
计算机。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让它运算得更快、
反应更敏捷、掌握的知识更丰富。

与人交流难
机器人怎样与人对话？机器人的声音传感器

收集到声音信号，通过语音识别系统和语言处理
技术将说话内容进行分析解读，在“听懂”意思后，
计算机作出回应的指示，过语音合成器模拟人类
说话。尤其是在嘈杂环境中实现语音识别、理解、
处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难点。

稳定行走难
很多智能服务机器人处于敞开式环境中，每

个场景都不一样，要自己认路，还要能自主避障，
这就需要自主导航定位、动态规划技术等。

能移动的机器人可以分为轮式或履带式机器
人和行走机器人两类。行走机器人需要模拟腿部
膝关节的弯曲伸展，它移动速度慢，但可以跨越台
阶、山地等比较复杂的地形，因此运动控制对稳定
性的要求就更高了。

未来任务艰巨
由于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想要使机器人的

运行和功能更加智能，包括知识获取、表达和推
理、计划、想象力等，依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随
着机器人应用领域的拓展，对机器人的环境适应
性、环境感知、自主控制、人机交互等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通过与仿生学、神经科学、脑科学以及互
联网技术等的结合，将加速机器人理论、方法和技
术研究工作的进展。 记者吴晶晶 杨维汉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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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来“抢饭碗”了？

能聊天的美女情感
机器人来了！能打乒乓
球的机器人可以和你对
打！一群机器人在小场
地里踢足球……2015世
界机器人大会如同“武林
大会”，各路厂商带着“小
宝贝”纷纷亮相，世界机
器人领域大师级的专家
学者纷纷登台指点“现在
与未来”的智能世界。

机器人时代正在到
来，智能社会已在路上。

“武林大会”，谁的人气最旺？
从开幕当天看，最让观众流连忘返

的属美丽的Genminoid F。
“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吗？”
“是的，我很喜欢北京（微笑）。”
“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好，我是日本石黑浩教授的情感机

器人（眨眼睛）。”
“情感机器人能做什么？”
“我会说话、唱歌、表演，你可以向我

倾诉……”
机器人博览会展区东南角，看上去

20多岁的美女情感机器人Genminoid F
正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她一头
乌黑的直发，身着黄绿色薄毛衣和黑
色的裙子，声音优美，中文流利。她刚
刚出演了电影《再见》里的女一号，由
工作人员远程控制，与真人演员全程
演出。

“真像真人！”“娶个回家当媳妇吧！”观
众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Genminoid F
团团围住，有的忍不住撩开她的秀发，
拉拉她的手。她微微斜眼，许是有点恼
了。不一会儿，又恢复了微笑。

ABB、库卡、安川、新松、哈工大机
器人集团、广数、DARPA机器人挑战赛
HUBO等12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
先进产品震撼亮相。

各种扫地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
送餐机器人、幼教机器人、养老机器人、
助残机器人，在语音服务区、智慧生活
区、探知未来展区悉数登场。观众零距
离接触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服务、特
种机器人。

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大会秘书
长徐晓兰说，“12个机器人国际组织，58
家国内科研机构参与大会。16个国家
和地区的145支青少年代表队参加为期
两天的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

她来了！
他们来了！

咱家能不能
买个机器人？

5年前，如果问身边人“你买机
器人吗？”得到的答复多是一脸茫
然。然而，今年“双11”一个网上销
售案例令人震惊：

11日凌晨，对科沃斯人来说，
是一个充满心跳的夜晚。整点钟声
一响，这个以扫地机器人闻名的中
国企业开闸发货。“双11”全天，科
沃斯公司全网销售超过10万台
家庭服务机器人，销售额突破
3.15亿元，进入网上家电销售前
10名。

“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取得
了世界性影响，令我们震惊。”参加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美国田纳
西大学教授兰尼·帕克惊叹：“未来，
中国的机器人会有比美洲、欧洲等更
加强劲的发展势头。”

国际机器人联盟统计显示，中
国是应用机器人最多的国家，23万个机

器人当中56％的机器人是中国在使用，其
次是日本、美国、韩国，这些国家对机器人
的使用都有所增长，机器人行业的增长率
达到了两位数。

工信部装备司处长王建宇介绍，
2009 年至 2014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
场销售量以年均58.9％的速度增长，预
计未来5到10年，中国机器人行业将高
速发展。预计“十三五”期间，工业机器
人市场年需求量将达到 15 万台，保有
量约80万台。

国际机器人联盟主席阿托罗·巴龙切
利介绍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
机器人消费国，但是使用密度低于平均水
平，发展潜力巨大。”

产业创新弱、产业相对小、竞争力差
——这是一个国际机器人组织曾经对中国
机器人产业的评价。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天然认
为，这个分析很中肯，反映了目前中国机器
人产业的现状。

王建宇说，机器人产业“十三五”发
展规划将以“市场主导、创新驱动、强化
基础、提升质量”为原则，以企业为主体，
实现机器人关键部件和高端产品应用的
突破，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水平。国家将
加大研发投入，夯实产业基础，集中突破
重点产品，加紧研制下一代机器人和服
务机器人，储备产业创新技术。

需求增长拉动技术提高。王天然说，
“实现国家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智能灵活的
机器人大有可为。”

未来，买个机器人不再是梦想。

8年前，比尔·盖茨在一次演说中预
言，未来家家都有机器人。“机器人将成为
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必将与个人电脑
一样，彻底改变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

比尔·盖茨的预言能否成为现实？多
位专家预测，人类对机器人将逐渐实现语
言、表情甚至意念等方式的控制，智能机器
人终将成为人类的忠实助手和亲密朋友。

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的信息显示，目
前，全球机器人市场主要以工业机器人为
主，占市场份额的80％。从未来趋势看，
服务机器人将成为新的热点。专家预测，
5到10年内，服务机器人的销量和产值将
超过工业机器人。

面对机器人，尤其是服务机器人的可
观前景，各国都在积极布局。韩国计划在
2015到2020年实现每个家庭都有服务机
器人，美国也制定了类似的计划。甚至有
专家预计，2050年左右机器人将可以与自
然人进行足球和其他体育比赛。

拥有全世界40％机器人的日本更是
提出了内涵丰富的机器人发展计划。日本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主席顾问中村道治介绍
说，日本从制造业、护理和医疗、农业和食
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灾害应对四个领域
提出了机器人发展的目标，计划到2020年
机器人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要翻倍，在非
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市场要增长20倍。

在全球家用服务机器人方面，世界
各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产品形态和功
能正在探索和尝试，未来有巨大的产
业发展空间。

“下一代机器人对人类的影响
将超越互联网。”意大利比萨圣安娜
大学仿生机器人研究所所长保罗·
达里奥预测，“新一代的机器人可以
帮助人类从儿童期到成人，一直到
老年，尽管做到这一步还有很多障
碍，但我们将通过集成和简化努力
去实现。”

回顾15年前的历史，王天然
说，当时服务机器人有很大进展，
但是当年的乐观估计现在没有实
现，主要原因是人和机器人不能很
好地融合。“实现了共融，人与机器
人的关系就会改变，是一种朋友关
系，可以相互理解、相互感知、相互帮
助。”王天然说。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机器人会像PC
电脑一样普及吗？

2015年11月8日中国记者节，微信朋友圈里一条《“快
笔小新”上岗了！84岁新华社启用“机器人记者”》的消息刷
屏了。“它会写什么稿？”“机器人抢饭碗来了？”……一时间，
评论无数。

11月23日，在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众在参观一款机器人。 （本版照片：新华社发）

“快笔小新”现供职于新华社体育
部、经济信息部和中国证券报，写体育赛
事中英文稿件和财经信息稿件。机器
人写新闻，“快笔小新”不是第一个。美
联社机器人写财经消息，速度以秒计算。

快，是机器人的制胜法宝，它出色
的运算能力是人无法比拟的。美联社
使用的 Wordsmith 每个季度要写
3000多篇公司财报，每天至少25篇，
工作量约为资深记者的10倍。在数

字充斥的世界里，机器人写稿比人更
不容易出错。

真人记者真的要下岗了么？
尽管机器人可以通过大数据和算

法使写作提速，但是机器脑与人脑相
比，它在创造性、处理复杂信息方面，
与人差距仍然很大。清华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教授王君超认为，机器人新
闻与“手工打造”、具有人文关怀的新
闻稿相比“大异其趣”。

人机PK：记者VS机器人

据了解，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加
强军用机器人的建设。俄罗斯军方力
图研发机器人系统并应用于军事领
域，美军前些年就有机器人服役，我军
也正在研究启动机器人“士兵”参加扫
雷行动。

汽车生产线、喷涂、装料、码垛、安
防、纺织……早在走向媒体、军界之
前，机器人已在国民经济中劳动强度
大、重复性强、工作环境欠佳的行业、
领域施展拳脚。

在珠三角，制造业屡现招工难。“机

器换人”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
“机器换人”，集中在织片环节，

34 台电脑横机由 8 名工人轮班值
守。”东莞大朗镇一家服装厂的负责人
说，“但整个生产线还是‘人机’合作。
机器省人力，机器坏了，还是人来修。”

“机器人将和智能制造、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跨界融合，带来制造
业模式的颠覆性变革。它一边‘高大
上’引领社会趋势，一边‘接地气’改变
你我生活。”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曲道奎博士说。

未来已来：取代OR融合

真正的高科技，与魔法无异。
如今，人工智能在语音识别、图像

分类、机器翻译、可穿戴设备、无人驾
驶汽车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这标志着过去看起来“弱智”的机器人
终于获得初级学习的能力。于是，有
人说，人工智能的春天到来。

再加上大数据技术推动的物联网
时代的推波助澜，人机之间的连接越来
越密切，科幻大片里机器人“深度学习能
力”并非那么遥不可及。于是，也有人
说，人工智能的春天未必是人类的福音。

特斯拉CEO伊隆·马斯克曾发出
预警：借助人工智能，我们将召唤出恶
魔。斯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科技
大佬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智能机器
人的恐惧。技术变革带来生物学、心
理学乃至伦理学的冲突。

尽管存在种种担忧，但人们依然

不遗余力地热心投入其中。哪怕是伊
隆·马斯克本人，也持续加大对人工智
能的投资。IBM公司的“蓝色基因”
超级计算机正模仿哺乳动物的神经系
统，希望能在10年内成功模拟整个人
类大脑。微软、谷歌、亚马逊，都在投
资人工智能。

这场新技术革命，中国人没有
缺席。

百度自然语言处理部高级研究员
马艳军告诉记者，百度的“小度”机器人
掌握了海量数据，具备了一定的像人一
样去思考问题的能力。在视觉领域，清
华大学创业者让机器人通过深度学习
读懂了图像，准确度超过美国同行。

至于对技术过度发展的担忧，许
多专家表示，要相信人类有足够的智
慧和能力驾驭。

（据新华社北京电）

人工智能：福音抑或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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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机器人。

情感陪护机器人Genminoid F。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