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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器人有望实现
自动检测和低成本化

本报讯（通讯员 杨保国）在一个房间内，一个智
能移动平台负重30公斤，自主避障并选择最佳线路到
达多个目的地， 周围的摄像头把该平台的运行轨迹数
据传给电脑，很快计算出它到达每个点的精准度。

这是笔者7月8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研
究中心看到的一幕。在第19届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
赛即将在合肥举行之际， 作为参赛劲旅的中国科大机
器人团队， 展示了他们在智能服务机器人自动检测技
术和低成本化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据中国科学大计算机学院陈小平教授介绍，“传统
的服务机器人性能检测， 一直停留在主观观测和定性
评价阶段，在自动检测技术、工艺和装备等方面，国内
外都处于空白。 ”陈小平说，“从产业化的角度讲，产品
的质量检验就没有保证， 这是服务机器人工业化生产
的致命瓶颈之一。 ”

为此，中国科大联合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新
加坡国立大学等国内外高校， 与欧盟第7框架项目协
作， 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服务机器人自动检测技术研
究， 对服务机器人性能指标体系、 性能因素与组合模
型、数据采集与分析手段、参数辨识与模型重建技术等
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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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杀人”：狼真的来了？

■王芳 编译

6月， 德国大众汽车工厂发生
了一起机器人“杀死” 工人的事
件。 大众发言人告诉美联社记者，
事件中机器人突然抓起那名工人，
把他按在金属板上。 次周该名工人
在附近的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这位发言人说： “我们初步的
结论是人为失误， 而不是机器人出
了问题。 机器人一般是按照输入的
程序完成组装过程中的不同任务，
而且是在封闭管制区域内抓取汽车
零件进行操作。” 据他描述， 该名
22岁的合同工人当时正在平时用
来隔离工作人员和机器人的安全笼
内设置机器人的操作程序， 事故发
生时另一名工人也在场， 但因为身
处安全笼外而安然无恙。

德国报纸报道称该机器人在大
众工厂是用来制造电子引擎的。 据
《金融时报》 报道， 大众发言人强
调事故中的机器人不是那种在生产
线上和工人并肩工作、 没有安全笼
隔离的新一代轻量级的合作型机器
人。 《金融时报》 中还特别提到机
器人在事故中并无任何损伤。

当 《金融时报》 一名记者将这
则新闻发布在社交网络后， 立即得
到了3500多次的转发， 还引发某
些网友对事件不太友好的议论和嘲
弄。 有人发现这名女记者与电影
《终结者》 中女主角Sarah� Connor
（人类反抗机器人领袖的母亲） 名
字非常相似， 因而认为此事诡异。

除此之外， 这起悲剧更多地引
发的是人们对机器人相关的法律问
题的关注。 检察官已经对事件展开

进一步调查。 据德新社报道， 检察
官也在考虑是否应提出控诉， 如果
提出， 起诉的对象又会是谁。

关于智能机器人的相关法律问
题， 美国新闻分析评论网“The�
Conversation” 刊登的一篇评论
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法律约束规
范的是自然人与法人的行为， 一般
包括个人、 公司和团体。 如果设
计、 操作、 制造和销售智能机器的
自然人与法人负有法律责任， 那么
机器本身呢？ 未来将出现更先进的
智能机器， 如果它们的自动化决策
造成伤害或损坏， 法律应当怎样处
理？ 法律判决罪名成立有两大关键
要素：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在涉及
自动化智能机器的法律依据方面，
问题就出现了：我们如何去证实‘非
人类’的意图？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
我们又能够怎样去证实呢？”

评论中还这样说道： “我们应
当更多地思考什么时候， 以及什么
情况下， 机器的设计者或制造商应
负有法律责任， 而不是机器的使用
者。 现有的法律大多是将机器使用
者考虑进去。 等到无需人类操控的
智能科技更加先进和普及的那一
天， 这些关于风险、 错误和惩罚的
问题将会更加值得关注。”

对大众工厂出现的这一事件，
机器人技术专家们又是如何评论的
呢？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人工智能专业讲师Blay� Whitby
博士这样认为： “在当今科技水平
下， 我们必须明白机器人不应当被
‘责怪’， 它们尚未拥有相当的决策
能力。 这次不幸的事故从技术层面

和道德层面来说， 遇难的机器操作
者难免其责， 因为事发时他没有使
用安全防护措施。 而事故中更复杂
的关键点在于‘安全防护’ 是由电
脑软件提供的， 那名工人正在设置
的过程中， 因此机器人出错也更加
情有可原。” 他还说： “当今世界
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 我们将越来
越多的决定权交给了各种各样的机
器。 记者们应当多关注这类事件，
以提高公众对科技的认知， 以及公
众对道德事件的监督。”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人工智能和
机器人技术专业名誉教授Noel�
Sharkey （沙克） 则认为： “机器
人并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除非
被输入了程序， 否则不会袭击人
类。 工业用机器人有可能非常强
大， 通常有安全性设计。 但是， 在
操作或编程中肯定也会出现人为错

误， 或者机器失灵， 导致发生事
故。 当机器人技术不断革新， 我们
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的事情发生。”

西英格兰大学布里斯托尔机器
人实验室、 电子工程学教授Alan�
Winfield （温菲尔德） 的看法是：
“我并不清楚细节， 所以只能推测，
那个机器人是工业用的焊接机器
人， 在汽车组装行业已被应用数十
年了。 这类机器人非常危险， 通常
必须在与人隔离的安全笼内操作。
而且安全笼通常会装有机器人自动
断电设备， 比如笼门打开的时候。
我猜想， 安全笼的安全装置———并
非机器人的一部分———不是坏了就
是被关闭了， 从而导致悲剧发生。”

英国伯明翰大学工程学教授、
机械工程学主任说：“尽管严重的机
器人事故鲜有发生，我们还是必须继
续研发和应用可以和人一起安全工

作的机器人。近年来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是合作型机器人（或称为“cobots”）的
诞生，它们的内置系统对它们的力量强
度有所限制，因此可以和人类一起共享
工作空间。我设想这类机器人在未来将
被广泛采用。 ”

显然， 专家们的观点多倾向于机
器人是无辜的。 毕竟， 目前现实中的
机器人的智能程度尚未能完全摆脱人
类的操控， 那样的画面还仅限于电影
作品中的遐想。

一方面， 智能机器的设计和研发
应当更加注重安全性能， 防止意外发
生， 以及尽可能降低造成人身伤害或
财产损坏的风险； 另一方面， 随着智
能机器的迅速发展和应用， 或许我们
从未面临的法律问题将不断出现， 判
定相关法律责任的标准和依据需要重
新审视和探讨。

（“科学媒介中心”供稿）

在涉及自动化智能机器的法律依据方面， 问题就出现
了： 我们如何去证实“非人类” 的意图？ 在现有的法律制
度下我们又能够怎样去证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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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期刊
国际影响力再创新高

本报讯 根据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2015年科技
期刊引证报告 （JCR� 2014）， 中国科学院期刊国际学
术影响力再创新高。 其中， 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主办的 《光： 科学与应用》 影响
因子大幅提升至14.603， 在我国位于Q1区期刊中名
列第1位， 在SCI收录的8618种国际期刊中名列第95
位， 跻身世界百强。 14.603的影响因子也是中国主办
期刊达到的最高影响因子。

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2015年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JCR� 2014） 显示， 2014年， 中国科学院期刊国际
同学科排名持续提升。 国际同学科排名位于Q1区
（前25%） 的期刊数量由2013年的9种上升至12种，
占中国大陆17种期刊的71%。 其中，《光： 科学与应
用》、 《细胞研究》、 《分子植物》 等3种期刊SCI影响
因子位于同学科前10%； 位于Q2区 （前25-50%） 的
期刊由2013年的16种上升到21种； 位于Q1区、 Q2区
的期刊数量占全院SCI期刊总数的比例由2013年的
35%上升到43%。 此外， 中国科学院期刊在学科排名
呈上升状态的有31种， 呈持平状态的有38种， 两者
共占全院SCI期刊总数的95%。

另外，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办的
《细胞研究》 （Cell� Research） 的影响因子持续提升
至12.413， 在我国位于Q1区期刊中位列第2位， 继续
保持国际高水平。

此外， 《国家科学评论》、 《中国病毒学》 于今
年上半年被SCI正式收录， 中科院SCI期刊数量再获
增加， 至此， 中科院期刊被SCI收录数量已达76种。

（科达）

瑞士尝试无人机投递包裹

据英国《卫报》7月8日报道，瑞士邮政当地时间7
日宣布，公司已经开始了无人机投递包裹测试，预计5
年内将在全国范围内投入使用。

据报道，瑞士邮政主管当地时间7日首次展示用于
投递包裹的无人机，并表示无人机的投递性能测试将一
直持续到本月月底。 这架白色无人机有4个从空心环延
伸出来的支架，每个支架尾部都装有螺旋桨。 空心环的
中间装有1个黄色的盒子，上面印有瑞士邮政局的标志。

瑞士邮政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称， 该无人机的结
构极为轻巧，运送1公斤货物飞行10公里以上仅需要1
个电池的电量。 声明还指出，该无人机可按照明确、安
全的飞行路线自行作业。 路线由美国制造商使用云端
软件设计。

据悉， 瑞士邮政与瑞士国际航空公司联合出资设
计了这款无人机， 并强调会在投入使用前进行彻底的
测试，主要测试无人机的技术性能，如电池的寿命等。

瑞士邮政表示，商业无人机或将在5年后投入广泛
使用，在这之前还有很多规定需要明确。 (环球网）

走出科幻电影的3D打印无所不能？
■陈贺能

如果你是科幻迷，《碟中谍4》电
影中有个镜头兴许你会记得： 特工
用3D打印技术在短时间内制作了
一个和真人相貌一样的面具。于是，
略带科幻色彩的3D打印技术给了
人们无限的遐想空间： 想结婚没房
子，打印一座别墅做新居吧；想买新
车，兰博基尼还是奔驰宝马，看你喜
好打印一个； 在家里还没准会经常
听到这样的话，“厨房里没肉了，你
快打印两斤出来！ ”……有了3D打
印技术，未来生活似乎无限美好。真
的如此吗？

美国 《时代》 周刊将增材制造
列为“美国十大增长最快的工业”。
如同蒸汽机、 福特汽车流水线引发
的工业革命， 3D打印是“一项将
要改变世界的技术”。 这个被誉为
“能改变世界” 的技术真面目到底
是什么样？ 看完解读， 你也许会明
白些。

1.3D打印只是个俗称， 真正的
3D打印是什么？

常见的打印机是二维打印， 即

在计算机控制下， 通过两个互相
垂直的方向运动打印出一个平面
图形。 而“3D打印” 中， “3D”
就是“三维” 的意思,直译为“立
体打印”。 就像切面包片一样， 任
何一个物体都可以被切割为很多
块具有一定厚度 （很薄） 的平面
（例如面包片）。 于是可以反过来
想象， 先将这个物体的很多个具
有一定厚度的薄层按顺序制作出
来， 然后就像把单独制作的面包
片按顺序重新组合变成面包一样，
这个物体就被制造出来了。 这就
是“3D打印” 的工作原理。 先用
计算机软件将那个要被我们制作
的物体 （立体） “写成” 由很多
薄层 （平面） 组成的叠加程序，
然后把这个软件拿来控制一个经
过改造的“打印机”， 把材料制成
符合要求的各种平面， 将这些薄
平面按次序层层建造， 叠加起来，
这个物体就被造出来了。 所以
“3D打印” 是一个“俗称”， 是一
系列快速制造原型物体的技术的
总称。 例如说盖房子， 原来建筑
工人总是要将地基铺垫好， 然后

按照图纸“一块砖一块砖地砌出”
第一层， 再逐层往上盖， 最后封顶。
现在新的“3D打印” 式盖房子方法
就将“一块砖一块砖地砌” 改成
“用水泥那样的东西连续地浇筑”，
再逐层往上浇筑便可。 科学家把这
种新式盖房子的方法科学地称之为
“轮廓建造工艺”。

2.打印出来的东西， 如食物、
衣服、 首饰跟实物一样吗？

理论上， 对于很多物体来说，
用3D打印的概念将他们生产制造出
来是完全可能的， 但由“概念” 变
成“现实” 还要做很多探索和研究。
事实上， 各行各业的科学家或工程
师们一直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探索3D
打印的概念怎样变成现实。 我们要
学习他们， 学会大胆地展开想象、
激发创意的同时又积极探索实现这
些想象的方法。 据报道， 美国太空
总署(NASA)正在研究为宇航员打印
食物。 这种尝试很有意义。 其实不
一定非要追求“与实物一样” ,只要
研究出特殊的方法来制造特殊的
（或者说“更美味” “更方便于制
造” 的） 食品， 岂不更好吗？

3.3D打印的人体假肢、 骨骼、
皮肤等人体组织构造， 会不会出现
生物排异反应？

不会。 因为这些研究的基础，
是利用他个体的细胞或组织而不是
其他人的细胞或组织来“打印” 的。
除非是异类材质 （例如金属构件），
那当然要注意防止排异反应。

4.3D打印有什么局限性？
从原理来看就会发现3D打印技

术的局限性。 所谓“逐层” 打印，
这一层到底多厚 （多薄） 为“合适”
呢？ 太厚就粗糙， 不美观； 太薄就
非常慢， 对批量稍大的制造带来困
难。 各种原材料的制造也带来新问
题。 例如制造金属件， 到底用多大
颗粒度的金属粉才合适？ 例如用多
强功率加工才合适？ 加工工艺也不
容易稳定。 于是你会发现“重复性
差” 的问题。 大批量生产一定要确
保能重复， 以确保质量稳定。 所以
3D打印技术最适合制造一些“个性
化” 的“特殊零部件”。

5.3D打印技术能否走进普通人
的家庭？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可以想

象， 如果有临时需要， 或者如果又
有必要， 一些普通家庭的物品可以
自行设计、 自己按需制造了。 这将
不是非常遥远的梦想。

6.中国3D打印自有技术的应用
有哪些？

3D打印的概念用到不同的领
域， 便有它独自的特点， 只要能进
行深入的探索研究解决这些特别的
问题， 那就是“自有” 技术， 或者
说是“诀窍”。 例如“3D打印房子”
的概念来自一位意大利籍的科学家，
他到美国南加州大学潜心研究， 提
出“轮廓建造” 的概念， 也发明了
独特的工艺。 我国也有相关企业的
工程技术人员在实践， 概念并无新
意， 但技术会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总之， 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东西
（不但是实物， 还有各种建造工艺与
技术） 其实不一定永远都不可改变。
你完全有可能改变它。 我坚信， 在
“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 的新时期，
我国还会有更多的青年人利用3D打
印的概念大胆展开想象， 发挥自己
的创意，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本文来自“科普中国微平台”）

新研究称乳腺成像
检查效用或被高估

新华社伦敦7月8日讯 （记者 张家伟） 伦敦大学
国王学院8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乳腺X线成像检
查在降低乳腺癌死亡率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一向认为的
那么好， 很可能被高估了。

乳腺X线成像是最为传统的乳腺影像学检查方
法， 是乳腺疾病最基本和首选的影像检查方法， 主要
用于乳腺癌的筛查和诊断， 可以检出临床触诊阴性的
早期乳腺癌。

早在上世纪60年代， 瑞典一项随机试验就显示，
如果能普及这种方法， 能将乳腺癌死亡率降低20%至
25%。 这类调查结果让许多有条件的国家大力推广这
种乳腺癌筛查方法。

不过， 来自国王学院和其他机构的研究人员对所
有癌症筛查方法的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 乳腺X
线成像检查方法的作用被高估了不少， 这是由于此前
研究所用统计方法与现在所用的存在差异。

报告介绍说， 收集北美、 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相关
数据显示， 在那些女性定期接受乳腺X线成像检查的
国家中， 晚期乳腺癌的发生几率与过去相比并没有降
低， 也就是说死亡率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研究人员说， 许多国家的乳腺癌死亡率下降是源
于多个因素， 特别是近年来在治疗手法上取得的重要
进步。 这份研究也为那些还在制定乳腺癌筛查保健计
划的国家提供了参考。

近期， 一款号称可以转换人们心情的穿戴设备， 映入人们
的眼帘———Thync转换心情穿戴设备。

顾名思义， 这款神奇的设备可以逐渐帮助你消磨坏脾气，
与此同时让你转换到一个相对舒缓的情绪范围内。 是不是听着
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 大家基本上可以理解为， 此设备通过电
子脉冲向用户的大脑传送脑电波， 从而使用户感到全身性的放
松与更新， 整个人变得活跃起来。 人在放松的状态下， 压力也
就会瞬间降低许多。

根据Engadget网站提供的消息来看， 该设备的相关评测
专员已经对此设备给予了认可。 其表示这款穿戴设备能够达到
的缓解效果， 已经代替了咖啡和茶能够起到的作用， 在某种程
度上来看， 使用穿戴设备似乎还更加简便且有效。

CFP图/文

心情不好？
轻触手机来转换

22001155中中国国国国际际机机器器人人展展览览会会77月月88日日在在上上海海举举
行行，， 此此次次展展会会有有来来自自1188个个国国家家与与地地区区的的近近330000家家
展展商商参参展展，， 展展品品台台套套数数22000000余余件件，， 包包括括最最新新的的产产
业业机机器器人人和和服服务务型型机机器器人人都都一一一一亮亮相相。。 图图为为机机
器器人人正正在在墙墙上上作作画画。。 CCFFPP供供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