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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是本届智博会的重要
话题之一。8月27日，2019智博会
举行智能机器人高峰论坛，来自国
内外机器人制造领域的500多名
嘉宾参会。

目前，重庆已聚集300多家机
器人企业，初步形成集研发、整体
制造、系统集成、零部件配套和应
用服务为一体的智能机器人产业
集群。重庆计划到2022年，累计
推动 5000 家企业实施智能化改
造，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培育一批
行业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重庆本土大数据智能化领域
的领先企业，纷纷瞄准机器人。不
过，你知道吗？机器人智能的最高
境界，是为场景而生。换言之，要
有足够高的智能交互水平，紧密贴
合使用场景服务需求，让机器人在
场景中的使用更省心、省力，更有
助于效率提升。

近期，专注AIoT（人工智能
物联网）的特斯联就推出了这样
的场景服务智能机器人，并将智
能机器人列为场景智慧服务解决
方案中的一条基础产品线。据了
解，特斯联将为其服务的园区、政
务、建筑、银行、电力等场景提供
包括室内移动型、桌面型、室外巡
控型、室内外物流型机器人产品
和MR（混合现实）眼镜等适配于
整体场景智慧服务的一揽子解决
方案。

不同于一般的智能机器人的
单体运行，特斯联作为AIoT的领
跑者，其研发的智能机器人产品更
强调执行的协同性，即是整个场景
解决方案的部署中的一环。特斯
联将为客户提供统一的机器人管
理平台，实现运营管理、业务管理、
远程机器人维护及数据可视化分
析。特斯联这一系列名为Titan
（泰坦）的机器人搭载了双异构并
行系统，分别支持运动和交互两个
体系。

同时，特斯联机器人拥有三层
技术架构：支撑层，稳定的基础软
硬件配置支撑机器人底层系统运

行；核心层，搭载特斯联领先的人
工智能技术和SLAM（定位与地图
构建）算法技术，赋能机器人丰富
的人机交互能力；业务层，基于开
放操作系统的完备开源生态系统
平台实现不同场景的业务定制。
业界人士评价，这样的产品布局，

可以支撑用户迅速触达业务场景
深处，帮助用户降本增效，提升服
务水平。

据了解，特斯联的机器人将在
智慧场景服务中从事高重复性、高
危险、高精准的“三高”工作，重复
释放人力。比如室内移动机器人

可以实现咨询、引导、物联等高重
复性工作，提供从端到端一站式的
解决方案；室外巡控机器人解决巡
逻、布控等高重复、高危险工作；
MR（混合现实）眼镜可以带来穿戴
式便捷，自动识人、识车等高精准
工作。

特斯联的产品架概括为“云-
雾（边缘）-端”，智能机器人在其中
是“超级智能终端”的担当。在产
品设计之初，特斯联就定位为打造
实战级的智能机器人平台。从终
端视角，它将承载感知交互界面、
物联中控、数据采集、物流转送等
功能，以丰富的交互能力和行动能
力提供与人、物的数据响应。而特
斯联具备核心优势的边缘计算，将
赋予机器人在本地算力的提升和
业务响应速度的优化。云端平台
是机器人的中枢大脑，包括数据中
台、业务管理后台和开放给客户使
用的控制台。从产品定义到研发，
特斯联Titan系列智能机器人都围
绕着“场景”作支撑，让机器人赋能
场景智慧服务更快速成为现实。

除了精通业务，特斯联机器人
外观设计由国际顶级设计团队操
刀，从物理形态、硬件交互形态、软
件交互形态到PI（产品视觉识别体
统）一直延续“为场景服务而生”的
理念，目前已经获得多项国际设计
大奖。

此外，特斯联更将自身8000
多个智慧项目中的物联服务能力
赋予到机器人产品线上。特斯联
机器人可实现灵活的业务选配本
领，在物联场景下，打通场景内如
灯光、道闸等物联设备，充分感知；
可进行访客管理、自动识别VIP、自
主导航位置引领、自主巡游讲解等
自助式智能物联服务；同时，借助
边缘算力可实现陌生人建库，数据
可视化管理等。特斯联希望通过
匹配场景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实现
了从单体智能到群体智慧的变革，
AIoT助力构筑新型的无人服务场
景最佳实践。

（吴刚）

为场景服务而生

AIoT独角兽企业特斯联推出智能服务机器人

他们，每天会提前出现在智博会展场，离
开时却比任何一位普通观众要晚很多；

他们，一天下来走的路也最多，却几乎没
有时间和机会去逛逛展场。他们调侃自己是
智博会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他们是智博会志愿者、医生、武警，以及
众多的后勤保障者，是一群为智博会默默辛
苦付出的人。

1200余名志愿者：每天9小
时坚守一个岗位

“再见，下次再见。”8月29日傍晚6点，
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
重庆国博中心大门口，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
院2016级学生彭明慧举起手机，给自己留下
了一张自拍照。

“在这儿整整4天，但没时间在里面逛，
就在门口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吧。”彭明慧说。

彭明慧是本届智博会上1200余名志愿
者中的一员。4天展期，在展场的每一个展
馆，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穿着蓝衣、
白裤，戴着小白帽的年轻人。

今年6月，西南政法大学青年志愿者协
会发出征集智博会志愿者的通知，有200多
名学生报名，最终确定了20名成为了本届智
博会的志愿者。

彭明慧称，暑假期间，经过礼仪、急救、应
急处理等培训后，她与来自重庆大学、西南大
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等高校，以
及社会相关单位的共计1200名志愿者，被分
别安排到智博会的展览组、峰会组、宣传组、
接待组、大赛组等服务。

每天5点过起床，7点半到岗，早上8点
半到下午5点半是工作时间。“每天的工作忙
碌而琐碎。”彭明慧被分在展览组。她的工作
是在中央大厅做引导服务。一天下来，“您
好，往左是厕所”“您好，中央展厅请直走”“就
餐可以到前面的自动售卖机解决”等，不知道
要重复说多少次。

“因为说话太多，第一天嗓子几乎哑了，得
不停地喝水。”彭明慧说，他们在重庆国际博
览中心呆了4天，每天工作9小时，但大家几乎

没有时间去看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一直坚守
在岗位上。”8月29日中午，智博会最后一天，
彭明慧终于有了半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大致
浏览了一下，连N馆都没去过。”彭明慧说。

医生：“怕有紧急情况，中午就
在路边蹲着吃盒饭”

“医生，麻烦您赶紧看看她的脚。”8月29
日下午2点半，中央大厅至S馆外的重医附
一院医疗点，一位妈妈带着一个10来岁的小
女孩，一脸焦急地问。

小女孩因为摔倒，左膝盖擦掉了一大块
皮。医生立即给她做了消毒处理，并无大碍。

“昨天有个小朋友的腿不小心被划了一
条2厘米左右的伤口，怕感染破伤风，我们当
即用救护车把她送到了儿童医院作了紧急处
理。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估计有点中
暑，走到广场上肚子痛并伴有呕吐，我们也赶
紧用救护车免费把她送到了医院。”在医疗点
值班的医生宋波说。

据了解，智博会期间，每天从早上8点到
晚上6点，治疗点都有值班医生，2台救护车
随时待命。“怕有紧急情况，我们中午就在路
边蹲着吃盒饭。”宋波说。

武警官兵：每天4万步确保万
无一失

8月29日7点半，30岁的后勤保障人员
余玉科便在中央大厅南门饮水点忙开了。搬
水桶、烧水。8点，一切准备就绪。“我负责的
这个饮水点，每天得搬80-90桶水。”中午12
点半，余玉科吃到了工作人员送来的盒饭。
他擦擦满头汗滴，摆摆手说，“不累不累，这么
多人来参观，总得有水喝吧。”

智博会期间，每天从上午8点到下午6点，
武警官兵要在展场定点定线定时着装巡逻。一
位武警战士告诉记者，开展第一天，天气特别
炎热，他和队员在场外巡逻一圈，衣服全部被
汗水打湿。这天，他的步行数达到了3.96万步。

“每天走三四万步很正常。”8月29日上
午，一位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站岗巡逻的武
警官兵对记者说。

感谢你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记智博会上的志愿者、医生、武警和后勤保障人员

本报记者 仇峥 匡丽娜

机器人的应用正在掀起一场风暴。
在上周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来自全球机器人领域的 180余家知名
企业展示了700余款产品，产业发展在
加速。

看好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泛的应用
领域，各路资本纷纷“押宝”机器人。当
前，很多大厂也纷纷布局机器人方向，阿
里、京东、美团都依据自身业务需求投入
以低速无人驾驶技术为支撑的物流机器
人研发；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发展重新
定义了服务机器人，使其能力更上一层
楼，同时，服务机器人的需求也在持续增
长；教育机器人也是需求旺盛；仿生机器
人，以Boston dynamic为标杆，国内外
很多企业机构也都投入了研发；消费级的
陪伴、陪护机器人也再次崛起，如sony重
启爱宝狗……

机器人产品正在朝着高智能化方向
大步向前。业内人士介绍，机器人的未来
发展趋势是智能化、场景化和生态化，去
帮助人们做高重复、高危险和高精度的

“三高”工作。
智能化包括感知智能、决策智能和执

行智能，赋能机器人更智能场景化，是未
来一段时间机器人价值的体现。受限于
通用的人工智能离我们还有距离，场景化
使机器人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提供有价值
的服务。

生态化，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一样，
机器人会有专属芯片和操作系统、应用生
态、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包括材料、核心
部件、生产制造，和一众发烧友与开发者。

更重要的是，人们在逐渐接受智能机
器人这个物种为我们提供服务。智能机
器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的生活
这么近。它可以在工厂、公共场所和家里
帮助人类做“三高”工作。人与机器从“陌
生”走向“共生”，正在创造一个前所未有
的人机协同奇景。

机器人“智商”越来越高，主要得益于
关键部件、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突
破，为机器人的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
技术支撑。尤其是多模态交互的程度代
表了机器人的能力水平，这样，人工智能
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

未来，机器人将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提
升智能程度？

特斯联副总裁孙贇介绍，随着5G技
术的商用，大规模物联时代即将到来。室
外巡控、巡检、物流等机器人，将具备音视
频通讯无卡顿、操控零延时。机器人产业
生态的不断完善、聚焦智慧场景，为人类
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智能
机器人的发展有赖于人们对这个智能物
种不断接受。

孙贇认为，人机交互过程中需要有温
情，比如服务机器人能够进行情感识别。
这一点在学术界有情感计算、感性工学、
人工情感等研究，这些都是旨在进一步提
升人机自然交互。同时，如艾西莫夫的机
器人三定律所述，机器人在不违背第一、
第二定律，不伤害周边的人、物的前提下，
需要有自我防护功能，它不能在那里等着

“受伤”。更加智能的机器人可期，更加和

谐的人机交互可期。 （吴刚）

机器人“智商”越来越高

高智能机器人投资方兴未艾

特斯联是光大控股孵化的高科技创
新企业，同时也是光大集团“三大一新”战
略中新科技板块的代表企业。该企业在
国内率先提出并应用AIoT（人工智能物
联网）技术架构，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
智慧场景服务商。

围绕AIoT产业赋能引擎，特斯联拥
有5大基础产品线涉及安防、消防、通行、
能源和智能机器人及更多元的生态产品
矩阵。其已在社区园区、公共事业、电力
能源、零售文博等场景落地领先行业的解

决方案。特斯联以AIoT技术架构为核
心，去实现产业场景从信息化、数字化到
智能化的转变。核心产品包括Gaia行业
智能云、Poseidon系列边缘计算、超级智
能终端Titan系列平台级智能机器人等。

机器人是超级智能终端，承载着感知
交互、物联中控、数据采集、物流转送等业
务功能，与公司的智慧场景、核心产品进
行深度协同。为此，特斯联将智能机器人
作为AIoT生态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投入研发。 （吴刚）

持续不断推出各类高智能新产品

特斯联到底是怎样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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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联重庆大楼外观。 （特斯联供图）

智博会期间，重庆交巡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重庆交巡警供图）

轨道集团招募的智博会青年志愿者为市民提供服务。
（重庆轨道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