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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 28
日，第十四届中国智能机器人大会在
渝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熊有伦、中
国工程院院士杨华勇等全国 200 余
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聚焦智能机器
人与智能制造，交流成果、总结经验、
展望未来，探讨智能机器人发展战
略。

本届智能机器人大会由中国人工
智能学会主办，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市
信息无障碍与服务机器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重庆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等承

办。会议通过院士、专家的专题报告
及6个分论坛，围绕机器人基础理论、
智能控制、智能导航与定位、感知与交
互、智能检测与识别、智能机器人与应
用等相关专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与深
入探讨，展示了我国在人工智能、智能
机器人系统与智能制造与智能装备领
域的实力。

会议还录用论文 97 篇，内容涉
及智能机器人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应用和产品开发，以及智能机器人
发展方向和战略等各个方面，反映

了我国智能机器人研究的最新进展
和成果。

“目前，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
术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本次大会
是我国智能机器人科技界、学术界和
产业界的一次盛会，将对我国智能机
器人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大会主席付宜利教授致辞表示。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王
国胤称，大会为学术界、产业界搭建
了一个高水平交流平台，对中国人工
智能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中国科

学院院士熊有伦在致辞中表示，当
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高潮已经来临，
中国人工智能要朝着国际化、融合
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为建设创新型
国家提供支撑。

与会专家还表示，智能机器人是
引领技术创新的时代先锋，大会不仅
高度契合了重庆大数据智能化战略的
实施，更有力地促进了重庆与各界在
智能机器人领域更广泛的合作与协同
创新，助力重庆人才高地、科技高地的
建设。

全国2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重庆，聚焦智能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用智慧火花照亮智能机器人前行方向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人机协
作时代，如何确保工业机器人既能够自
主移动作业，又不会对人造成伤害？近
期，国内首款可大范围移动作业的工业
机器人在渝实现产业化，有效解决了这
道难题。10月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庆鲁班机器人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鲁班研究院）获知了这一消
息。

鲁班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款
产品是一种智能喷涂机器人，由中国船
舶重工长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鲁班研究院和重
庆大学等5家单位联合研发，近日已在
郑州应用于桥梁工程大型构件涂装作
业。

赋予机器人移动性，让其灵活自主
地与人和机器并肩协同工作，被认为是
智慧工厂发展的一种趋势。但在当前，
普通工业机器人只能在固定位置作业，
且通过防护栏等与人隔离开；协作机器
人虽然能够实现人机协作，但普遍只能
限制在很小范围内作业，移动性仍然很
差。

“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很好解决
机器人的作业安全问题。为确保人的
安全，机器人的移动性就受到了很大限
制。”重庆市机器人专家组牵头人何国
田说。

由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谁都无法

确保人机协作时不会发生碰撞，只有当
人机碰撞时人体不受伤害，才算达到最
安全的标准。从目前的情况看，协作机
器人在人机达到碰撞警戒线时会自动
暂停，却不能在人机碰撞时保护人体不
受伤害。

基于此，前述5家单位从2016年
启动该研发项目时起，就把如何确保人
机碰撞后不会对人造成伤害作为突破
方向。经过近3年时间努力，研究人员
在今年初取得成功，并掌握了机器人本
体加工核心技术和可吸收碰撞能量的
力觉传感器核心技术。此后，通过不断
改进、完善，智能喷涂机器人在近期实
现了少批量生产。目前，有3台正在郑
州进行桥梁工程构件喷涂作业，并成功
实现了安全的人机协作。

与国内外其他机器人相比，其最大
特点是具有双重安全保护机制——当
人机或机器人之间面临碰撞危险时，
避障安全系统会让机器人立即自动暂
停。如果因意外情况导致碰撞仍然无
法避免，机器人搭载的力觉传感器会
在发生碰撞的同时吸收碰撞能量，形
成缓冲区，从而避免对人或机器造成
伤害。

此外，它还能自主规划作业路径、
自主移动，移动范围最大可达到500
米；能够灵活地完成彼此之间的协作及
与人的协作，非常适合用于桥梁构件等
大型工程部件的喷涂作业。

何国田表示，根据文献资料及公开
报道来看，能够大范围移动作业并且具
有上述双重保护机制的工业机器人，此
前在国内外尚无先例。未来，其相关技
术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机器人，市场
前景非常广泛。

解决人机协作安全难题

国内首款大范围移动作业工业机器人在渝实现产业化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苏畅）“‘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中的

‘志’是平舌音还是翘舌音？”10月28
日，在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市租公司”）开展的普通话
推广员专项培训课上，“雷锋的士”的

“的哥的姐”们和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
赵嫦老师讨论普通话平翘舌的问题。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提
高“的哥的姐”们的普通话服务水平，
市租公司特别开展了普通话推广专项
培训。

“有次一个外地的乘客要去虎头
岩，我问他是不是要去"斧头挨”（川普
发音），经过好几次交流他才明白我说
的是什么意思。”有着22年驾龄的“雷
锋的士”队员殷其龙向记者介绍，自己
因为普通话不标准闹过很多这样的
笑话。

出租车行业是城市的“窗口”行业，
出租车从业人员的普通话水平直接影
响到城市的品质提升工作。为把《全市
大力推广使用普通话工作实施方案》落
到实处，市租公司在上级单位的指导关
怀下出台了《大力推广使用普通话工作
实施方案》。

“我们公司从去年开始开展了普通
话专项培训，引入普通话等级测试的综
合考评机制，使我们公司600多名员工
获得了普通话等级证书，现在我们每个
月都会有一次培训，让大家的普通话从

‘说得了’进一步转变为‘说得好’。”市
租公司营运部部长尹春艳介绍。

如今，殷其龙已获得普通话三级甲
等证书，作为“雷锋的士”的一员，他与
队友们将在出租车司机中继续推广普
通话的使用。

据了解，下一步市租公司将继续开
展普通话过级培训，重点强化“26句驾
驶员服务国标用语”，最终达到4000多
名出租车驾驶员全员通过普通话过级
培训的目标。

“雷锋的士”队员接受普通话专项培训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去医院看
病，你是否遭遇过停车难、如厕难、环境
差?10月28日，市卫生健康委召开新
闻发布会称，明年内，我市将评选200
家左右的“美丽医院”，其中，六成市级
医院将达到“美丽医院”标准，为患者提
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据了解，从去年起，我市启动了“美
丽医院”建设，通过实施美化医院环境、
开展“厕所革命”、强化医院食堂管理、实
施医院停车服务能力建设、实施医院便
民服务设施建设、改善医护人员工作环
境、加强医疗废水废物处置、提高医院后
勤管理水平、加强医院人文环境建设、
实施绿色医院建设等十大举措，让患者
看病就医更加舒适、方便，患者和医务

人员对医院环境满意率达到90%以上。
今年9月，首批15家“美丽医院”

建设示范单位出炉，包括重医附属儿童
医院、重医附二院、市中医院、市肿瘤医
院等。
“我们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这项工作，

旨在建设环境美、服务美、人文美的美
丽医院。”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卫说，
除了环境外，更重要的是改善服务流
程，加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改善患者
的就医体验。

据介绍，我市还将继续推进“美丽
医院”建设，明年内，力争每个区县有
1家区县级医院、3家基层医院建成“美
丽医院”;市级医院中，将有60%的医
院达到“美丽医院”建设标准。

为患者提供更优质医疗服务

明年力争六成市级医院建成“美丽医院”

专家观点>>>

“人工智能、先进机器人、物联网
等技术被誉为引领全球经济变革的
颠覆性技术。未来中国人工智能发
展的三大重要方向应该是工业升级、
医疗升级、服务升级。”河北工业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铁军作了专题报
告。

在他看来，建筑业一直是各次技术
变革与产业进步的主力。中国建筑业

拥有5000多万从业人员，年产值高达
20万亿元，对智能建造技术需求大，建
筑机器人的市场前景广阔。

与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固定、物

料移动”不同，建筑机器人要求机器
人移动、建筑物固定，由此带来的技
术要求是，具有移动功能、有较大承
载能力、运动具有空间约束性和时变

性等。
他以自己最新研究成果为例表示，

未来建筑机器人的研究方向应该为：以
图像信息与虚拟模型为基础，建立

“人-机器人-现实/虚拟环境”的信息
模型；约束空间动态描述方法；基于视
觉、听觉、触觉感知的操作意图理解与
人机协调控制等。

（本组稿件由记者韩毅采写）

河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铁军：

建筑机器人需求量大

“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快速发展，
在电子、食品、医药、日化和新能源等行
业中，高速并联机器人是保障质量、提
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核心装备，在我国
有极大发展空间。”会上，清华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刘辛军的研究团队成员
之一孟齐志作了主题报告。

他称，目前，国际上，高速并联机器

人虽已有应用，但仍存在巨大的需求空
间和关键技术创新空间，尤其在机器人
本体性能方面还有很大提升潜力。此

外，多样化复杂生产工况也对视觉、控
制和多机协同等核心技术及相关成套
装备的自主国产化需求急迫。

孟齐志以清华大学研发的TH-
SR4高速并联机器人为例，阐释了高速
并联机器人多机高速协同作业系统涉
及的关键技术。他认为，高速并联机器
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研发额定负载
10公斤以上的重载型高速并联机器
人，以及面向高端领域研发定位精度优
于0.5毫米的高速超轻载高精机器人。

清华大学刘辛军研究团队成员孟齐志：

高速并联机器人发展空间大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化体现
在产品智能化、生产过程智能化、使用过
程智能化等方面，未来发展前景巨大。”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院长杨华勇作了“智能装备与机
器人发展的若干探索”主题报告。

他表示，在智能工程装备方面，集
交互、感知、分析、决策、控制等功能于

一体的智能工程装备可实现产品在网
上、数据在云上、服务在掌上，是未来发
展方向。在共融机器人方面，目前的产

品感知单一，对复杂环境适应差，缺乏
安全策略，多为机械重复动作。多源感
知、人机协同、执行复杂任务等是未来

发展方向。此外，软体机器人技术、机
器人技术如何渗透到高端装备等，都是
目前国际上的研究热点。

他认为，国家政策和社会需求导
向，将促进我国产品智能化、制造智能
化、运行智能化进程。人机理解与协
作、环境与工况自主适应，是智能机器
人前沿探索的核心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杨华勇：

人机理解与协助是前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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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富硒产业发展大会11月1日在江津召开

➡10月28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市农业农村委、江津区政府
主办的中国·重庆（江津）第二届富硒产业发展大会，将于11月1日在江津召开。

这次大会以“富硒，让我们更健康”为主题，将集中展示我国富硒产业发展的新
技术、新产品和新成果，并通过与会交流共谋富硒产业发展大计。 （记者 周雨）

10月28日，渝黔高速公路扩能工
程藻渡河大桥正加紧施工。大桥位于
万盛、綦江交界处，全长596.28米，为
双线大跨度连续钢构桥。目前，藻渡
河大桥引桥基本完工，主桥墩浇筑顺
利推进，计划在2020年1月左幅合龙，
为下一步T梁架设提供通道。

渝黔高速扩能项目重庆段控制性
工程，预计 2020 年建成，届时重庆到
贵阳行车时间将缩减到 3 个小时左
右。 特约摄影 曹永龙

渝黔高速扩能藻渡河大桥
加紧施工

预计2020年建成

关 注 第 十 四 届 中 国 智 能 机 器 人 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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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8 日 电
1994年 12月 14日，经过长达数十
年论证的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动工，这
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枢纽
工程。

三峡工程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
梦想。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
略》中就提到建设三峡工程一事。
20世纪50年代，在不到5年的时间
里，毛泽东为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
设问题，先后6次咨询当时的长江水
利委员会负责人。1982年，邓小平
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
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
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经过国务院16个部委
和鄂湘川3省以及58个科研施工单
位、11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审查通过，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蓄水位为150
米的三峡方案。1992年4月，七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修建三峡
水利工程的决议。其中，引人瞩目的

是决定修建高程185米的三峡大坝。
三峡工程可以发挥防洪、发电和

促进航运事业发展的作用。其182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847亿千瓦时
的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主体工
程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坝体混凝
土浇筑总量为1600多万立方米，是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

建设者们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
通过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自
主创新相结合，摸索了一套科学的施
工工艺和管理制度，解决了一系列技
术难题，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
以对国家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谱
写了世界大坝工程史上新的纪录，创
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

2006年5月20日，全线浇筑达
到185米高度的三峡大坝建成。自
此，气势雄伟的三峡大坝矗立西陵峡
谷，毛泽东“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
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伟大预言终于
成为现实。

高 峡 出 平 湖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7 日 电
1994年9月，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党的建设，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讨论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
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了全面部署。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
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党
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
大法宝”之一，成功实施了党的建设
的伟大工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
中央领导集体，紧密联系党的“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

“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党建
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
心”，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用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
全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同
人民群众联系等一系列决定。

为落实十四大提出的党的建设

的各项任务，使党的建设与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

《决定》指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是：“把党建
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
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
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决定》要
求在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思想建
设和作风建设部署的同时，着重解决
好党的组织建设这个中心环节，特别
是要解决好三个问题：坚持和健全民
主集中制，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加
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
锻炼数以万计的党的中高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拔大批德才兼备
的年轻干部，从而形成了新形势下加
强党的建设的整体部署。注重制度
建设，是《决定》的一个重要特色。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得到进一步推进。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说 好 普 通 话

方 便 你 我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