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二一三二一，，开始开始！！””在在 20192019 世世
界机器人大会上界机器人大会上，，青少年机器人青少年机器人
设计大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设计大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随随
着裁判的一声哨响着裁判的一声哨响，，小伙伴们神小伙伴们神
情紧张地关注着自己参赛的机器情紧张地关注着自己参赛的机器
人人。。只见那些机器人抓起不同颜只见那些机器人抓起不同颜
色的小方块色的小方块，，躲避障碍躲避障碍，，准确地把准确地把
小方块送进小仓小方块送进小仓。。

这是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这是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
DobotDobot智造大挑战赛上的一个场智造大挑战赛上的一个场
景景，，来自山东淄博柳泉中学的带来自山东淄博柳泉中学的带
队老师王富鑫告诉经济日报记队老师王富鑫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者，，这项比赛考验选手对智能视这项比赛考验选手对智能视

觉觉、、无人驾驶无人驾驶、、智能机器人系智能机器人系
统统、、路径优化的综合应路径优化的综合应
用能力用能力。。机械臂传感器机械臂传感器
需要支持光电传感器以需要支持光电传感器以
及颜色传感器及颜色传感器，，由于担由于担
心赛场灯光太强心赛场灯光太强，，孩子孩子

们打着遮阳伞调整光线们打着遮阳伞调整光线。。““这这
里高手如云里高手如云。。尽管我们团队已尽管我们团队已
经获得山东省青少年机器人大赛经获得山东省青少年机器人大赛
一等奖一等奖，，但来到这里发现自己还但来到这里发现自己还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王富鑫说王富鑫说。。

除了除了 DobotDobot 智造大挑战赛智造大挑战赛，，
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还有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还有 AIAI
探索探索、、VEXVEX、、MakeXMakeX 等九大赛事等九大赛事
同期举行同期举行，，大赛从大赛从88月月2020日开始日开始
持续到持续到88月月2525日结束日结束。。

别看参赛选手都是孩子别看参赛选手都是孩子，，实实
力可不容小觑力可不容小觑。。来这里参加冠军来这里参加冠军
赛的所有选手都经过了层层选赛的所有选手都经过了层层选
拔拔，，他们中很多人都参加过今年他们中很多人都参加过今年
77月底在河北保定举办的世界机月底在河北保定举办的世界机
器人大赛总决赛器人大赛总决赛。。

““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是不同国家和地区青少年之间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是不同国家和地区青少年之间
的机器人联谊盛会的机器人联谊盛会。。””亚洲机器人联盟赛事负责人陆超介绍亚洲机器人联盟赛事负责人陆超介绍，，
从小学从小学、、初中初中、、高中到大学高中到大学，，作为一项技术创新作为一项技术创新、、技能培养技能培养、、科科
教普及教普及、、全球合作的竞赛全球合作的竞赛，，主要培养孩子们的团队协作主要培养孩子们的团队协作、、策略策略
分工分工、、动手实践等综合能力动手实践等综合能力。。““为了考验孩子们的创新能力为了考验孩子们的创新能力，，每每
年的比赛项目都不同年的比赛项目都不同，，不仅创立全新的赛事项目不仅创立全新的赛事项目，，也会设立新也会设立新
的比赛规则的比赛规则，，选手们要在不同的比赛规则下设计机器人选手们要在不同的比赛规则下设计机器人。。””
陆超说陆超说。。

VEXVEX系列赛则是一项面向全球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机系列赛则是一项面向全球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机
器人比赛器人比赛，，每年都会吸引全球每年都会吸引全球5050多个国家的数百万名青少年多个国家的数百万名青少年
角逐参加总决赛的荣誉席位角逐参加总决赛的荣誉席位，，并被并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认认
证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比赛证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比赛。。参加参加VEXVEX系列赛不乏一系列赛不乏一
些些““老手老手””，，来自西安铁一中的高二学生靳焯越就是第二次参来自西安铁一中的高二学生靳焯越就是第二次参
加比赛加比赛，，如今他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了如今他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了CC语言编程和硬件控语言编程和硬件控
制程序制程序。。

““参加机器人设计大赛让我爱上了编程参加机器人设计大赛让我爱上了编程。。””来自湖南的小来自湖南的小
选手李向阳自学了很多编程课选手李向阳自学了很多编程课，，对参加机器人相关的比赛展对参加机器人相关的比赛展
现出浓厚兴趣现出浓厚兴趣。。

不同的赛事不同的赛事，，搭建不同的机器人搭建不同的机器人，，指挥指挥、、编程编程、、操作高度协操作高度协
作作，，考验孩子们的战略战术能力考验孩子们的战略战术能力。。特别是智能挑战赛特别是智能挑战赛，，现场公现场公
布的路线和任务布的路线和任务，，要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完成机器人设计要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完成机器人设计、、制作制作
和编程和编程，，整个竞赛过程中老师和家长不能进行任何指导辅助整个竞赛过程中老师和家长不能进行任何指导辅助。。

上海森孚机器人科技教育中心刘定良老师带着上海森孚机器人科技教育中心刘定良老师带着6060名选名选
手参与了手参与了33个项目的比赛个项目的比赛，，他们的强项是编程和操作他们的强项是编程和操作，，曾经在曾经在
保定的比赛中获得了小学组的冠军保定的比赛中获得了小学组的冠军。。据介绍据介绍，，此次青少年机此次青少年机
器人设计大赛的队伍很多都是像刘定良这样的冠军之师器人设计大赛的队伍很多都是像刘定良这样的冠军之师。。除除

了国内选手以外了国内选手以外，，来自全球来自全球20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1000
余支赛队和余支赛队和40004000余名选手也加入战团余名选手也加入战团。。88月月2525

日的决赛赛场将是全球机器人领域顶尖选日的决赛赛场将是全球机器人领域顶尖选
手们的终极对决手们的终极对决，，20192019世界机器世界机器

人大会的现场无疑将再次上人大会的现场无疑将再次上
演一出好戏演一出好戏。。

2019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云集了世界世界机器人大会云集了世界
各地的机器人各地的机器人，，尤其是那些多才多艺的尤其是那些多才多艺的
机器人机器人““明星明星””备受观众追捧备受观众追捧。。

四足机器狗四足机器狗 ANYmalANYmal，，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一位擅长一位擅长““卖萌卖萌””的机器人明星的机器人明星。。在中在中
瑞福宁机器人有限公司的展台上瑞福宁机器人有限公司的展台上，，拥拥
有红色身躯有红色身躯、、灰色金属腿灰色金属腿、、黑色关节的黑色关节的
ANYmalANYmal 四肢十分灵活四肢十分灵活，，无论平地还无论平地还
是台阶都行走自如是台阶都行走自如。。只见它头顶一只只见它头顶一只
黑色金属网框黑色金属网框，，框里放着一个快递件框里放着一个快递件，，
迈过几级阶梯将快递件送到另一台迈过几级阶梯将快递件送到另一台
PP——CareCare综合服务型机器人的手上综合服务型机器人的手上。。

任务完成任务完成，，ANYmalANYmal 扭动身躯扭动身躯，，
开始开始““耍宝耍宝””。。跳累了跳累了，，还会自动走到工还会自动走到工
作人员身边趴下作人员身边趴下，，““求充电求充电””。。围观的观围观的观
众们直呼众们直呼，，““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据了解据了解，，ANYmalANYmal是瑞士苏黎世联是瑞士苏黎世联
邦理工学院研制出的四足机器人邦理工学院研制出的四足机器人，，中瑞中瑞
福宁是其应用端的合作伙伴福宁是其应用端的合作伙伴，，实现了实现了
ANYmalANYmal 在中国的市场化应用在中国的市场化应用。。中瑞中瑞
福宁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倩告诉福宁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倩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经济日报记者，，该公司通过联合开发的该公司通过联合开发的
应用技术应用技术，，已将机器狗用于隧道已将机器狗用于隧道、、煤矿煤矿、、
核工业等应用领域核工业等应用领域。。

机器人除了能模仿会跑会跳会爬机器人除了能模仿会跑会跳会爬

梯的狗梯的狗，，也会模仿海鸥也会模仿海鸥。。
在德国公司费斯托在德国公司费斯托（（FestoFesto））的展的展

台前台前，，智能飞鸟智能飞鸟SmartbirdSmartbird的表演吸粉的表演吸粉
无数无数。。这只银白色大鸟翼展约这只银白色大鸟翼展约22米米，，体体
重却仅有重却仅有450450克克。。它拍打翅膀它拍打翅膀，，就能自就能自
主起飞降落主起飞降落、、并能实现可以灵活转向的并能实现可以灵活转向的
空中飞行或滑翔空中飞行或滑翔。。

““它的功耗仅为它的功耗仅为 2525 瓦瓦，，是一种高是一种高
性能性能、、超轻型飞行模型超轻型飞行模型。。””费斯托费斯托（（中中
国国））有限公司汽车行业大客户经理白有限公司汽车行业大客户经理白
洋介绍洋介绍，，费斯托费斯托首次解密鸟类飞行原首次解密鸟类飞行原
理理，，成功地将高能效的技术与自然模成功地将高能效的技术与自然模
型相结合型相结合，，同时结合了仿生学习项目同时结合了仿生学习项目

““空中鳐鱼空中鳐鱼””和和““空中企鹅空中企鹅””的经验的经验。。““智智
能飞鸟与众不同的特性就在于它的翅能飞鸟与众不同的特性就在于它的翅
膀可主动扭转膀可主动扭转，，无需使用额外爬升装无需使用额外爬升装
置置，，主动扭转将空气动力效率从被动主动扭转将空气动力效率从被动
扭转的扭转的3030%%提高到了现在的提高到了现在的8080%%。。””白白
洋说洋说。。

机器人明星的魅力值可以转化为机器人明星的魅力值可以转化为
实用值吗实用值吗？？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智能飞鸟用于智能飞鸟用于
直线和旋转动作的耦合驱动技术直线和旋转动作的耦合驱动技术，，可用可用
于水力发电机以及过程自动化中的新于水力发电机以及过程自动化中的新
型型驱动器驱动器。。

不过有趣的是不过有趣的是，，有些机器人明星有些机器人明星
反其道行之反其道行之，，将实用值转化成了魅将实用值转化成了魅
力值力值。。

比如格力的机器人乐队比如格力的机器人乐队。。由由 1313
台格力工业机器人组成的乐队台格力工业机器人组成的乐队，，囊括囊括

了钢琴手了钢琴手、、吉他手吉他手、、贝斯手贝斯手、、鼓手等各鼓手等各
种种““乐手乐手””，，能现场演奏民族风能现场演奏民族风、、流行流行
风等的风等的 66 支曲目支曲目。。这支机器人乐队组这支机器人乐队组
建于建于 20172017 年年，，后来不断升级后来不断升级，，曾受邀曾受邀
登上登上 20192019 央视春晚舞台央视春晚舞台，，与郎朗与郎朗、、周周
华健和任贤齐同台演绎歌曲华健和任贤齐同台演绎歌曲《《朋友朋友》。》。

““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世界机器人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世界机器人
大会大会。。经过不断的优化升级经过不断的优化升级，，乐器种类和乐器种类和
机器人个数都增加了机器人个数都增加了。。乐队还新增了三乐队还新增了三
角钢琴元素角钢琴元素，，钢琴机器人的演奏手指也模钢琴机器人的演奏手指也模
拟了人手拟了人手
形式形式，，可可
以 很以 很

灵活地弹琴灵活地弹琴。。””格力智能装备市场策划白格力智能装备市场策划白
静介绍静介绍，，格力很多空调生产线就是用这样格力很多空调生产线就是用这样
的机器人来工作的的机器人来工作的，，机器人乐队充分展机器人乐队充分展
示了格力工业示了格力工业
机器人的高机器人的高
精度和高精度和高
性能性能。。

机器狗送快递、机器人玩乐队、智能鸟技术强——

这些“明星”颜值在线身手不凡
本报记者 佘惠敏

①① 观众在世界机器人博览会现场观看机器人观众在世界机器人博览会现场观看机器人
表演表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②② 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上的小选手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上的小选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翟天雪翟天雪摄摄

③③ 机器狗机器狗ANYmalANYmal受到观众追捧受到观众追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惠敏佘惠敏摄摄

④④ 格力机器人正在为观众演奏钢琴曲格力机器人正在为观众演奏钢琴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⑤⑤ 智能飞鸟完成飞行任务后智能飞鸟完成飞行任务后，，自动降落到工作人自动降落到工作人
员手中员手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惠敏佘惠敏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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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是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
主论坛开幕的第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
机器人产业大咖集聚一堂，聚焦机器人
产业变革时代下的机遇和挑战。专家
认为，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
重塑机器人产业，技术和应用的拓展、
供给和需求的扩大，使得机器人产业仍
然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动力。

智能机器人站上“风口”

从波士顿动力的人形机器人 At-
las，到诺基亚“未来工厂”的智能监控，
再到手术机器人、脑控外骨骼机器人等
在临床医学和康复领域大显身手……
智能机器人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未来的机器人是智能机器人，不
再是单独工作的个体，可以做到机器人
之间、机器人与人类之间的交流和互
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机械学的多元融
合。”以色列机器人协会主席兹维·席勒
认为，智能机器人必须在软件和硬件上
都实现智能化，并不断迭代升级。

意大利比萨圣安娜大学教授保罗·达
里奥认为，随着物联网不断发展，所有
设备都是互联的而且是智能的。“如今，
不能再把机器人仅仅看作一个独立行
动的设备，而是看成一直在线、一直互
联的载体，通过机器与感知的连接，驱
动自我行为的生成，就像人类一样。”

“想要做到人机交互与融合，机器人
学习就不再是简单的数据输入，而是在应
用场景中形成分析与判断。同时，我们也
可以发挥人的作用，给机器人提供决策路
径，但最终的操作还是由机器人完成。”英
国帝国理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院
士杨广中举例说，机器人可以通过追踪技
术了解外科手术的目的，从而在手术台上
操作，这种人机共生模式必将是医疗机器
人领域的大势所趋。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助力下，机器人
从简单自动化转变为高度智能化，但仅
仅依靠人工智能远远不够。“先进的机
电系统、稳定持久且可负担的组件、新
材料等共同驱动着机器人的发展。”欧
洲机器人协会主席贝恩德·利珀特直
言，机器人应用场景已从工业到医疗、
农业、家庭服务等领域不断扩展，同时
推动着各个行业的转型升级。

国产机器人增速放缓

“从2009年开始，机器人始终保持
高速发展。但去年全球机器人市场，包
括增速最快也是全球最大的中国机器
人市场也出现拐点，由过去的高速增长
转为低速增长，甚至趋近于零增长。”新
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总裁曲道奎抛出了不少人心中的疑问，
机器人产业的“寒冬”已经到来了吗？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
2018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再创新
高，达到 38.4 万台，但增速明显趋缓，
从前几年的两位数增长降至个位数。
与此同时，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消费总
量为13.5万台，连续第6年成为全球最
大的消费市场，然而这一数据却较
2017年同比下降了3.75%。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分析，虽然原
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际贸易环境恶
化，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汽车和电
子等主要应用行业发展低迷等。但从
深层次原因来看，机器人产业已经进入
深度调整阶段，拓展新的应用领域、提
质增效成为产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求。

“在这方面，中国机器人产业呈现
出一些积极信号。比如从机器人种类
来看，工业、服务、特种三类机器人开始
呈现协同发展趋势。”辛国斌说，我国工
业机器人起步较早，近年来服务机器人
和特种机器人需求增长明显，增速高于
工业机器人。

对此，曲道奎也指出，由于服务机
器人、特种机器人占比较小，所以尽管
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大幅高于全球，但
我国整体机器人密度只有 97，略高于
全球平均水平85。

另有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自主
品牌工业机器人销量达 4.35 万台，同

比增长16.2%，在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
市场中的占有率为 32.2%，比 2017 年
回升了 5.5 个百分点。“虽然当下全球
机器人产业增长乏力，但根据产业周期
判断，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经历一个从

‘冬天’到‘春天’的全新阶段，面临新的
发展机遇。”曲道奎说。

“机器人正从搬运、装配等传统应
用领域向更加智能化的先进制造、医疗
健康、生活服务等领域快速延伸。”曲道
奎表示，未来5年至10年，机器人替代
率要达到30%以上，而过去40年的发
展里替代率不到1%。我国机器人产业
正处在大变革时期，技术突破、产品迭
代、跨界融合不断提速，企业也正经历
由野蛮到理性的洗牌时期，机遇与挑战
并存，变革与颠覆成为常态，从而加速
量变到质变的调整升级。

工业机器人潜力巨大

尽管增速放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
实，但全球机器人细分领域市场正走向
多元。“过去机器人产业的增长始终都
围绕着汽车和电子电气领域，但如今，
金属、食品饮料、塑料和化工产品等新
的应用领域成为工业机器人需求增长
的新引擎。从中长期看，这些关键行业
对机器人和自动化的投资预期依然强
烈。”麦肯锡亚洲运营咨询业务及物联
网负责人卡雷尔·伊鲁特举例说，比如

在中国，由于生产端提质增效的需求增
加，以及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增大
了企业对自动化设备的需求，工业机器
人相关配件和服务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卡雷尔·伊鲁特表示，自动化对单
位工作时间内带来的潜在生产率提升
约为75%，且每年机器人的成本都在下
降，到2025年前，得益于规模效应，成
本还会进一步缩减约 10%，因此工业
机器人还将继续产生深远的经济影响，
未来仍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实现机器人产业的规模化、高质量
发展，离不开合作共赢。对此，辛国斌
谈到四点“共同”，他认为，一是要共同
打造全球协同创新体系；二是共同完善
全球产业链新生态；三是共同开拓产业
发展新空间，加快“引进来”和“走出去”
步伐；四是共同应对产业发展中的潜在
风险，加快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让机器
人新科技、新产品更多地为人类造福。

此外，随着5G落地，机器人与5G将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与会专家表示，
依托高带宽、低时延、大容量、高可靠性
等新特性，5G将成为引领机器人领域融
合创新和驱动增长的新动力。“随着5G
通讯技术、工业互联网和机器人技术的
融合，机器人将能够利用云计算和存储
能力而不受到物理条件的束缚，我们将
有望在全球任何地方近乎于实时地精确
地控制未来的机器人。”意大利机器人与
自动化协会主席雷齐亚·莫菲诺说。

2019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论坛开幕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论坛开幕，，专家热议专家热议——

人工智能重塑机器人产业人工智能重塑机器人产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