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爬树机器人、书法机器人、救援机器
人、服务机器人⋯⋯如今，越来越多的机
器人走近了我们，给生活增添了丰富的乐
趣。目前，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究竟发
展到了什么水平？它将给社会经济带来
多大的影响？人们可以从中寻觅到哪些
创业投资机会？近日在北京闭幕的全国
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
者和产业界人士围绕人工智能领域的最
新热点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与
探讨。

从机器到机器人

自机器人诞生之日起，人们就不断地
尝试着说明到底什么是机器人，却一直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机器人的研
究与开发得到飞速发展，一些实用化的机
器人相继问世。那么，这些会跳舞、会扫
地、会唱歌的机器，能不能称作机器人
呢？它们又是否具有智能呢？

“如今机器人更多只不过是一台自动
化机器，他们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智能，
并不能成为机器人。”国内小 i机器人联合
创始人朱频频表示，长期以来，研发者一
直在机器人的动作上动脑筋，却忽视了对
机器人智能的研究。“机器人应该是人工
智能的一种应用与综合体现，是以人为
本，让机器去完成人的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校长徐扬生也表示，机器人应该具备
动作、感知、认知三个方面的能力，而过去
科学家五十年来的研究只集中在机器人
的动作，并未深入考虑智能问题。

那么，严格意义上的智能机器人应该
是什么样子的呢？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赵杰说：“智能机器人应该是具有感知、思
考、决策和执行能力的机器，能够帮助人
实现生活和生产目标。”他还表示，概念会
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变化，机器人的发展
目标不只是成为像人的机器，而是要具备
真正的智能与强大的功能。

当下，面对传统人工智能发展中存在
的众多瓶颈，学界和业界均在积极研究，
努力提升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让机器人从

“行动自如”到“能听会说”再到“能理解会
思考”，推动机器向机器人的转变。“尽管
机械或计算机表现出的某些行为看上去
是智能的，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目标
是让机器真正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科
大讯飞高级副总裁胡郁说道。

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刘成林介绍，人工智能最主要
的是感知和认知能力。建立在深度学习
与大数据的基础之上的模式识别是其中
的一个重要方面。未来，模式识别与人工
智能的融合将使机器人实现内容识别、自
适应学习、小样本学习、多模态学习、多任
务协同等多种功能。

专家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将在
未来一段时间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成为
新一轮科技盛宴。从动作到智能，从机器
到机器人，这个过程将重塑整个世界。目
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开发研
究，并正在加大科研力度投入，努力使机
器与人工智能达到深度融合，提升机器人
的“智商”。此外，国家还将逐步启动“中
国脑计划”，“类脑智能”的研究已经开始
起步。

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

智慧产业化是国家发展的大趋势。
作为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关键技术，人工
智能日益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擎，必
将深刻影响国际产业竞争格局和一个国
家的国际竞争力。

尽管我国人工智能技术攻关和产业
应用起步较晚，并存在技术成本高等问
题，但发展势头良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文字识别、语音识别、中文信息处理、智
能监控、生物特征识别、工业机器人、服务
机器人等智能科技成果均已广泛应用。

2014 年，我国市场的工业机器人销
量猛增 54％，达到 5.6 万台。2014 年我
国智能语音交互产业规模达到 100 亿元；
指纹识别、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产业规
模达 100 亿元。同时，我国已经拥有国家
重点实验室等设施齐全的研发机构和优
秀的人工智能研发队伍，研发产出数量和
质量也有了很大提升。很多企业也积极
布局，如百度的“百度大脑”计划、科大讯
飞“超脑计划”、京东智能聊天机器人等。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
刘进长认为，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与机
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两个重要原因
密不可分：一是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政策
支持，二是金融界的重视与大企业的不
断进入。

去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中，习近平总书
记在开幕式上曾重点谈到机器人与人工
智能。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
理也提出“中国制造 2025”战略规划，并
明确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人工智能的
探索研发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具有
良好的发展态势。”刘进长说。

此外，“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也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带来新的变革
和商业机遇。“互联网和大数据推动人工
智能迎来了新的春天。”中国科学院院士
谭铁牛表示，“近年来大数据的蓬勃发展
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深度学习所需的众多
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

在历史性的机遇下，我国人工智能的
深度研究正蓄势待发。国内人工智能领
域 目 前 正 以“ 互 联 网 + ”和“ 中 国 制 造
2025”为契机，紧抓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历
史机遇，瞄准国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立
足我国近来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统筹整合
国内相关资源，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大力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

“人工智能领域必须加强人工智能的

教育和科普高素质人才队伍，重视人工智
能前瞻性基础研究，并建设开放共享的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平台，使资源得到充分共
享。未来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既需
要国家层面的推进，也需要学术领域和业
界的不断努力。”谭铁牛说。

创业创新的金矿

与会专家纷纷认为，人工智能与机器
人的融合必将成为未来的发展亮点。那
么，人工智能这座富矿，是否会在 5 年或
者 10 年之内，成为下一个创业创新的风
口呢？

“在政府的支持和扶植下，人工智能
与机器人必将成为科技创新的风口。”刘
进长说，“人工智能企业的不断壮大，必须
建立在创新理念的基础之上，求异发展，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也
表示：“近几年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呈
现爆发式的增长趋势。‘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行动等对人工智能技术提出
了重大需求，发展智能产业和智慧经济需
要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创新，这将在社会
上提供众多创业创新的机会。”

资本市场最认可的就是新技术的发
展——事实上，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化已成
为创业投资的热门方向和诸多行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抓手。谷歌、IBM 等国际 IT
巨头纷纷抢滩布局人工智能产业链，力图
掌握人工智能时代的主动权。大量的毕
业生与高新技术人才也涌入人工智能这
片领域。短短 5 年时间，人工智能领域的
投资便将近 1900 多万美元，新一轮的创
业浪潮即将到来。

未来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也将会对
产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将对传统行业产生重大颠覆性
影响，‘智能＋x’将成为创新时尚。人工
智能将在国防、医疗、工业、农业、金融、商
业、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取得广泛应用，
催生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引发产业结构
的深刻变革。”谭铁牛说。

首先被人工智能改变的或许将是服
务类行业。据专家们介绍，目前研究投入
最多的依然是民用服务类智能机器人，此
外，从用户的角度考虑，老人和孩子正成
为人工智能投资的重点方向——人工智
能机器人将率先在护理和陪伴老人孩子
的工作上大展宏图。

很多人相信，人工智能这座富矿中蕴
藏着无穷的宝藏，而在这个领域的创业创
新将会大幅度的提升人类的发展进程
——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即将到来，数不
胜数的智慧机器将和数十亿互联互通的
智慧大脑结合在一起，帮助我们了解和改
变这个世界。

日前竣工的于家堡高铁站是我国第
一条高速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高铁延
伸线的终点站，该站房是目前世界最大、
最深的全地下高铁站房，也是全球首例单
层大跨度网壳穹顶钢结构工程。施工队
伍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以
技术创新为先导，克服了基坑深、地质差、
地下水多等难题，为国内高铁站房建设填
补了空白，创造了一系列“世界之最”。

地下连续墙最深达 65 米

于家堡站与以往高铁站房建设不同，
除了露出地表的穹顶外，站房 90%的主体

结构都在地下。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于家
堡站工程项目部总工程师李根喜介绍说，
建设地下车站节地环保，并且便于实现与
城市地铁、公路交通的“零换乘”。但是，
海河千百年来冲积形成的盐碱地并不适
合建设地下工程，透水等地质灾害对整个
施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于家堡站的地下连续墙深度比一般
建筑物要求高得多——达到地下 60 米、
最深处到 65 米，几乎等于 300 米高楼所
需桩基深度，地质条件复杂，基坑开挖及
降水的难度大，给地下连续墙施工及基坑
开挖安全施工带来极大难度。

要让设计图纸变成现实，首先起到防

护作用的钢筋笼下放必须精准，为了将误
差控制在 1‰以内，项目部组织了 13 次专
家论证会和计算机 BIM 模拟地连墙施工，
最终采用高精度导墙和三抓成槽施工工
艺控制垂直度，完成了此项难度极大的基
坑支护工作。有了这个地底的铜墙铁壁
作防护，后续的施工作业中成功避免了基
坑漏水的风险。

在复杂的施工过程中，项目部克服困
难，相继研发采用了地下连续墙施工、高
压旋喷桩施工、AM 扩孔灌注桩施工、半
顺半逆深基坑施工等技术和工法填补国
内空白，使工程顺利推进。

4200 吨重穹顶无支撑

于家堡站外表独特的造型令人印象
深刻，车站以海的文化为灵感设计，西北
望去犹如贝壳、东南望去仿佛蓝鲸的透明
穹顶，这种“贝壳”形大跨度穹顶为国际首
创，被参观的游客津津乐道。

“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个结构有点儿类
似鸟巢。可鸟巢内部有混凝土承重，我们
这个全部是钢结构承重的。”该项目经理
曹景全自豪地介绍说。这个大“贝壳”南
北向长 143.9 米，东西宽度 80.9 米，最高
点离地面 25.8 米。重达 4200 吨、相当于
半个埃菲尔铁塔重量的穹顶，主要杆件采
用 36 根正螺旋和 36 根反螺旋曲线钢箱梁
相互交叉连接，中间却没有任何支撑物，

全部是钢结构承重和周边 36 个基座施
力，这种工艺在国际上都鲜有前例。

“ 于 家 堡 站 的 钢 结 构 非 常 特 殊 ，有
1000 多个不同节点，2000 多个不同杆
件，如果采用高空散装，精度很难保证。”
曹景全说，“最大的难度在于连接点太多，
不能像普通的建筑一样程式化安装。”

“我们大小论证会就开了 83 场，光设
计图纸就重达 200 公斤，最终决定采用部
分逆施工法，提出‘地面拼装、部分散装、
中心提升’的施工方案。”李根喜说。“大吨
位、大跨度、大面积”的超大型构件与超高
空整体同步提升，创造了中国又一个建筑
奇迹。

基于对地下站房采光和穹顶承重的
考虑，于家堡站穹顶采用了钢结构和膜结
构相结合的设计理念。膜结构采用与“水
立方”相同的新型建材 ETFE 膜材料，具
有抗撕拉极强、抗张强度高、中等硬度、出
色的抗冲击能力、伸缩寿命长、透光性强
等特点，仅依靠自然雨水及风即可完成外
壳自洁，并且还会根据气温、湿度变化自
动连接电脑进行充、放气，既体现着“智
能、低碳、绿色”的环保设计理念，又确保
了穹顶表面的稳定。

“除了采用各种绿色新材料新工艺，
于家堡车站还是全球首例使用终身健康
监测系统的高铁站房，每五分钟就将监测
数据传回到主控机房，保障了车站的安
全。”曹景全说。

今年上半年，我国纺
织 行 业 经 济 效 益 增 速 较
2014 年进一步放缓，引
起业内关注，纺织行业亟
需转型升级。如何才能做
到深入推进转型升级，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对此，中国家用纺织
品行业协会会长杨兆华提
出了他的观点：“家纺行
业要以新家纺、新生活为
宗旨，以产品研究和渠道
创新为抓手，以消费需求
指导生产，以引导消费促
进行业发展，推动行业的
转型升级。”

消费需求指导生产是
行业发展的新理念，从产
品的角度来看，家纺产品
应该安全、舒适、智能、
时尚；从使用角度来看，
要关注家纺产品的科学和
健康的消费和使用；从环
保的角度来看，着重强调
绿色生产和循环利用。这
些要求促使家纺企业用创
新元素去把这种新理念落
到实处。

“新申集团一直都在
打造舒适、环保的亚麻家
纺生活方式，从亚麻原料
的环保，到这种生活方式
的创新，都同目前行业发
展新理念息息相关。”作
为一家在国内纺织行业主
打亚麻产品的企业，新申
集团品牌营销经理樊继洪
表示，新申的创新元素定
位为新中式的亚麻沙发布
和窗帘布。希望这种亚麻
改变生活的观念，可以传递到更多业内人士的心里。

“目前，国内家纺行业的发展受国内外经济大环境
的影响，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市场整体并不尽如人意。
但是，环境越不好，行业和企业越要努力，从市场角度
开发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江苏悦达家纺有限公
司市场销售部经理施烨剑告诉记者，“这是行业发展的
趋势，也与悦达家纺的发展规划相一致。相信以消费
需求指导生产的理念也可以更好的为消费者打造绿
色、环保、温馨、舒适的家纺生活。”据施烨剑介绍，悦达
家纺的高端色织提花和大提花产品中运用了清新舒适
的自然色、强调品味的欧式轻奢等新元素。“相信这些
新元素的运用，定会令人印象深刻。”施烨剑说。

除了通过创新元素装点纺织消费理念之外，如何
让消费者更加直接、便捷地了解、接受这些创新元
素，如何在消费者了解纺织行业动态的渠道中加入创
新元素成为业内努力的方向，为推动行业横向发展、
实现跨界合作增加了提升空间。

记者近日在 2015 中国（大连）国际服装纺织品博
览会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连服博会将以全新的理
念，进行资源整合，实现跨界合作。通过引入“互联
网+”的理念，把传统的服装纺织产业与传统的商业渠
道模式和外贸模式进行整合升级。据大连服博会主任
张乙明介绍，此次大连服博会将会带来新的活力，使展
会向“会”、“厂”、“商”、“电商”结合的新趋势方向发
展。张乙明表示，本届大连服博会还将围绕产业升级
及“互联网+”等主题举办多场高峰论坛和专题推介
会，邀请国际品牌、知名设计师、业内专家等权威人士
参与讨论，为服装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与
模式。

人工智能：下一个创投风口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实习生 窦红飞

全球首例单层大跨度网壳穹顶钢结构工程于家堡高铁站日前竣工——

“贝壳”亮相京津线
本报记者 齐 慧

创新元素装点纺织新理念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本报讯 记者来洁、通讯员张海啸报道：近日，
由中电投蒙东能源承担的国家 863 计划重大课题“含
可再生能源的孤立电网的运行控制技术及示范”，顺
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该课题基于局域电网
对优化调度方式的研究成果，将为今后更大范围的新
能源消纳以及智能电网技术开发应用产生积极的
作用。

2012 年 3 月课题启动以来，课题组围绕含大规
模可再生能源的孤岛型微电网系统开展研究，以微电
网及其所接入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为研究对象，以保
证孤岛型微电网的安全稳定和经济高效运行为目标，
有序开展了孤立电网的频率稳定机理与负荷—频率控
制、电压稳定机理与动态电压稳定控制、可再生能源
接入孤立电网等关键技术研究，课题研制的微电网的
发电、输电、调度及闭环控制系统，为孤岛型微电网
系统设计、建设和运行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

作为该课题的依托工程——霍林河循环经济示范
工程，是世界上首个风—火—铝联合运行的孤立电
网 ， 包 含 1300MW 火 电 机 组 、300MW 风 电 机 组 、
930MW 电解铝负荷及配套的电网工程及二次系统。
通过示范工程的建设和运行，蒙东能源构建了大比例
消纳风电的煤—电—铝产业链，在开发利用新能源低
碳节能减排上进行了积极实践，有效降低了电解铝的
购电成本，释放了闲置产能，提高了项目抵御经济风
险的能力，摸索出了一条破解能源工业与用能产业困
境的煤电铝一体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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