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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与人贴得更近、配合更好，协作机器人发展——

不能靠廉价，
要靠平台化
牛 年 央 视 春 晚 上 ，一 款 会 写
“福”字的“书法机器人”夺人眼球，
展示了协作机器人的灵巧操作。实
际上，这对协作机器人来说仅仅是
“牛刀小试”
，
它的本领远非如此。
协作机器人在工业领域已经发
挥出巨大作用。简单来说，传统的
工业机器人通过与人的接触隔离来
确保安全自主工作，而协作机器人
则是在共享空间中或在与人近距离
接触的情况下，独立或顺序地完成
任务。作为现代工业机器人的一个
重要分支，协作机器人自面世以来
便备受瞩目，
近年来更是发展迅猛。
据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
（GGII）预测，到 2023 年，全球协作

机器人销量将达 8 万台，市场规模
接近 120 亿元。这意味着，继 2020
年开始的协作机器人融资大潮后，
国产协作机器人进入了又一个爆发
周期。
“协作机器人不仅提高了生产
力，更改变了生产关系，
它们将人类
从繁重、危险、机械重复的劳动中解
放出来，让人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在
更多高附加值的工作中体现。
”
艾利
特（ELITE）机 器 人 公 司 董 事 长 兼
CEO 曹宇男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协作机器人真正意义
上实现了与人类并肩工作，从这一
点来看，它们就像是人类的机器人
同事。”

科学家构建水稻全基因组
功能单倍型数据集
据中国农科院最新消息，该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水稻分子设计
技术与应用创新团队，构建了一
个全基因组基因功能单倍型
（gcHap）数据集，全面揭示了亚
洲栽培稻基因功能单倍型自然变
异特征，提出亚洲栽培稻多起源
（驯化）假说。相关研究成果新近
发 表 于《分 子 植 物（Molecular
Plant）》杂志上。
研究人员 根 据“ 日 本 晴 ”水
稻 参 考 基 因 组 注 释 信 息 ，基 于
3010 份水稻核心种质基因编码
区 的 非 同 义 SNP 数 据 ，构 建 了

与其说“省力”不如说“为人赋能”
“协作机器人也叫人机协作机
器人，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灵活部
署、使用安全可靠、简单易上手，用
户体验比传统工业机器人有大幅提
升。”
曹宇男说。
据了解，为保障工作人员安全，
传统工业机器人的行动往往会被限
制在安全围栏内。只有在停止或限
制机器人高精度、高速度操作（如焊
接、搬运码垛、抛光打磨等）后，工作
人员才能进入安全围栏。
而协作机器人能够与人类在共
享空间中近距离互动，
它无须设置安
全围栏，
可直接与工作人员在一条生
产线上一起工作，
能够在保障员工安
全的同时扫除人机协作障碍。
“与其说协作机器人是为了人
类
‘省力’
，不如将它理解成
‘为人赋

能’
更贴切。”
曹宇男说，
以传统焊接
机器人为例，负责操作的员工需要
掌握焊接知识和一定的编程能力，
而具有简化编程功能的协作机器人
大大降低了编程门槛，让仅有焊接
经验的工人也能根据界面设置轻松
完成编程操作，
使用起来更加简单。
除安全、灵活、易用外，高效也
是协作机器人的一大亮点。传统工
业机器人存在造价成本高、部署成
本高等痛点，使一些中小型企业望
而却步。
“协作机器人的集成周期更
短，停线损失更小，
省去了包括维护
费用和改线成本在内的隐性成本，
通 常 投 资 回 报 周 期 在 12 个 月 以
内。也就是说，使用协作机器人一
年就能帮助用户节省一个工人的工
资。”
曹宇男说。

可适应更多元的工作领域
基于对市场的判断和思考，曹
宇男把协作机器人适配场景分为两
大类：第一类是协作机器人可实现
的增量市场部分，比如搭载自动导
引运输车（AGV）功能模块的复合
移载机器人、电力机器人、医疗辅助
机器人等；
第二类是存量市场部分，
例如在汽车车灯及发动机缸体的拧
紧工艺段，基于对部署方式、空间可
达性及综合成本等各维度的综合对
比，协作机器人比工业机器人更加
适配。
相较于传统工业机器人，轻量
化、
灵活度更高的协作机器人非常适
合用于装配、
拧紧、
机床上下料、
物料
检测、
物品取放、
打磨和抛光等领域，
能够高效解决工作区域内需保证人
员安全、
安装空间有限等问题。
当前，协作机器人的重要性在
3C（Computer、Communication、
Consumer Electronics）行业日益
凸显。3C 是电脑、通讯及消费类电
子产品的统称，这些产品具有迭代
速度快、零部件复杂等特点，许多工
厂被要求在短时间内生产一系列不

同型号产品，生产线面临快速整合
重组的压力。
“以检测工位为例，
可能每几个
小时就要切换生产线。如果使用传
统机械平台上下料，无法满足快换
要求。”
曹宇男介绍，
“但是协作机器
人的机械臂本体集成了模块化程
序，在生产线切换时，
操作者可直接
调用程序，快速部署机器人执行指
令，使得切换调试时间大大缩短，
从
而满足短时间内切换生产线的需
求。”
在新消费、新零售行业，
协作机
器人也大放异彩。无人超市、自动
售卖机、人脸识别、无感支付等概念
层出不穷，总体来说都是通过设备
和软件实现
“近场景”
人机交互。
除上述领域，协作机器人在物
流包装、医疗、食品等领域的作用也
越来越显著。它使得人类和机器更
好地配合，充分发挥彼此优势，
能够
适应更加多元的工作领域。相关专
家预计，机器人的迅猛发展并不会
导致其取代人类，未来人机协作将
成为常态。

ADS 发展路线图：第一阶段为原理
验证阶段，即建立加速器驱动嬗变
研究装置；第二阶段为技术验证阶
段，即要建立加速器驱动嬗变示范
装置；
第三阶段为工业推广阶段。
同年，中科院启动战略性先导
专 项（A 类）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
——ADS 嬗变系统 ”，旨在通过 3
个阶段的研发，自主发展 ADS 从试
验装置到示范装置的全部核心技术
和系统集成技术。近代物理所自接
到研发强流高功率质子超导直线加
速器这一重大任务开始，10 多年来
埋头攻关，自立自强，
始终坚持关键
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研究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
界纪录：2014 年实现了射频四极加
速器 10 毫安连续波质子束稳定运
行，国际评审专家评价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2015 年完成 5 兆电子伏、3
毫安质子超导直线加速器研制和测
试；2016 年完成 10 兆电子伏、2 毫
安质子超导直线加速器研制；2017
年 25 兆电子伏质子超导直线加速
器通过专家测试和验收，在财政部

一 个 由 45963 个 基 因 组 成 的 全
基因组基因功能单倍型数据
集 ；全 面 揭 示 了 亚 洲 栽 培 稻 基
因功能单倍型自然变异特征，
提出亚洲栽培稻多起源（驯化）
假说，评估了现代育种对全基因
组功能单倍型多样性的影响。
他们还开发了适用于功能单倍
型数据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全
基因组预测的软件包“HAPS”，
为今后水稻基因的基础研究和
复杂性状有利等位基因发掘提
供极大便利。
（科技日报记者 瞿 剑）

我国科学家提出
区块链技术新算法
平台化、容器化或为破局之路
随着技术进步和制造成本降
低，
协作机器人的市场接受度越来
越高，同时竞争也愈发激烈。据
GGII 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协作
机器人厂商数量在 30 家左右，其
中中国市场协作机器人厂商数量
为 15 家左右；而到 2020 年，全球
协作机器人厂商数量超过 110 家，
中国市场超过 75 家。
“从制造商角度出发，我们并
不认同低价替代逻辑。依靠单纯
的价格战和低价策略并不能推动
协作机器人市场的规模持续扩大，
用户所重视的‘性价比’的概念首
先应该是‘好用’而不是‘便宜’。”
曹宇男说。
国产协作机器人的发展也验
证了这个逻辑。相比著名的元老
级厂商——丹麦优傲协作机器人
公司（UR），目前销量第一的国产
协作机器人在国内售价未达到
UR 产品的一半，可以说具备了相
当明显的价格优势，
但其销售额却
不及 UR 的 50%。
“这说明了低价战略不但无法
抢占现有的协作机器人存量市场，
也不能开拓可复制的、批量的应用
场景。协作机器人市场的特征是
长尾，
大多数需求会集中在已经开
发出的存量市场，
而分布在尾部的
增量市场需求是个性化的、零散
的，这些需求累加起来，就会形成
一个比存量市场还大的市场。要
争取这部分市场，关键在于‘术业
有专攻’。
”
曹宇男说。
在曹宇男看来，
协作机器人目

前仍旧只是一个实现自动化或柔
性化的工具，
而引爆协作机器人市
场需要上中下游，即机器人原厂、
机器人配件及生态（各类末端执行
器、传感器、软件）、集成商、终端用
户的协同。协作机器人的应用需
要继续打磨，
但平台化优势已经逐
步显现。
“我们的战略是对标国际领先
水平，
深化产品力。因此我们推出
的平台级 CS 协作式机器人新品，
完全基于全新的基础架构，
在包括
操作界面和编程方式在内的软件，
以及示教器、机器人本体在内的硬
件全面升级，
展示了新一代协作机
器人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以及人机
协同自动化技术的最新成果。”曹
宇男说。
曹宇男认为，
坚定押注平台化
将成为协作机器人企业发展的破
局之路。
“ 平台化的实质在于通过
打造易用、安全、灵活可拓展的协
作机器人本体产品和操作系统，
为
用户、集成商、末端执行器和软硬
件合作伙伴提供一个‘好用’的载
体，
从而简化协作机器人从技术端
到应用端的落地。
”
曹宇男说，
协作
机器人发展至今，
竞争的焦点已经
不在于产品和成本，
而在于对终端
需求的响应。
“未来要进一步发展并实现机
器人与人并肩工作，
从机器人本体
厂商的角度而言，平台化、容器化
的产品是关键。
”
曹宇男说。
（科技日报记者 马爱平 实习
生 刘平平）

我国强流高功率质子加速器研制再创世界纪录
2 月 14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
近代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独立自
主研制的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
（ADS）超导直线加速器样机在国
际上首次实现束流强度 10 毫安连
续波质子束 176 千瓦运行指标，并
于 12 日凌晨 2 时 20 分，实现 10 毫
安束流稳定运行。事实上，采用全
超导直线加速器加速 5 毫安以上连
续波质子束此前从未在国际上被验
证或实现。
ADS 实际上是加速器和反应
堆的“结合体”，可将乏燃料中那些
半衰期高达数十万年的放射性废物
变成几百年的短寿命废物，将短寿
命废物变成裂变产物，并在此过程
中发电。
射频超导强流高功率质子直线
加 速 器 是 ADS 三 大 关 键 系 统 之
一。实现 10 毫安连续波强流高功
率质子束稳定加速是国际上近 20
多年来投入巨资建设并长期追求的
目标，无论物理上还是技术上都存
在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2011 年 ，中 科 院 提 出 了 我 国

环球科技

的绩效评估中名列第一。
ADS 先导专项验收后，虽然保
障条件有限，近代物理研究所仍然
克服多方面困难，继续开展连续波
高功率束流稳定运行技术研究。
2019 年 1 月，实现了 30 千瓦连续波
质子束功率大于 100 小时长时间稳
定运行这一重要阶段性成果；2021
年 1 月再次取得突破性进展，
连续波
质子束最大束流强度达到 5.6 毫安、
最大束流功率达到 110.9 千瓦，
具备
了百千瓦连续波束流运行的能力。
春节前，
研究团队也并未松懈，
仍然奋战在科研一线上，解决一个
又一个难题，终于在大年三十凌晨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 10 毫安连续
波质子束加速，并在大年初一实现
10 毫安下的束流快速恢复和稳定
运行，功率达到 176 千瓦，供束可用
性达到 90%以上，再次刷新由他们
团队创造的连续波质子束流强度和
束流功率世界纪录。
当前，ADS 超导直线加速器样
机的连续波束流强度和功率均远超
国际同类装置。此次ADS超导直线

加速器样机成功加速10 毫安连续波
质子束流，
必将为我国在建的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
和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提供坚
强支撑，同时验证了未来 ADS 商用
装置束流强度 10 毫安指标的可行
性，为我国未来在国际上率先建设
ADS 商用装置和加速器驱动的先进
核裂变能装置奠定基础。
这次重大突破首次验证了全超
导直线加速器可以稳定加速 5~10
毫安连续波质子束这一国际加速器
领域长期追求的目标，为国际上同
类强流高功率加速器装置建设及其
一系列重大应用提供了成功先例。
数十兆瓦的高功率连续波质子
超导加速器是核废料嬗变处理、稀
有同位素生产、高通量中子源等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核心技术。在射
频超导加速器建设和高功率稳定运
行上不断取得的突破，奠定了核废
料嬗变处理和新元素合成研究的基
础，也将助力我国医用放射性同位
素的规模量产。
（科技日报记者 陆成宽）

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学院软件
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员张振峰
与合作团队在区块链核心技术
——拜占庭容错（BFT）共识研究
中取得创造性突破。该成果发表
在第 27 届国际计算机与通信安
全大会上。
据悉，研究团队提出了小飞
象拜占庭容错（DumboBFT）算
法，解决了异步共识算法设计的
理论难题，且在性能上大幅提升

并全面超越了当前工业界采用的
蜜 獾 拜 占 庭 容 错（HoneyBadgerBFT）算法，可为我国区块链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强安全、高性
能、可扩展的新一代技术。
BFT 共识算法具有运行性
能高、资源消耗低、易于部署等
特点，得到了工业界的青睐，广
泛应用于国内外区块链系统
中。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希格斯玻色子
罕见衰变首证发现
自 2012 年首次“现形”以来，
希格斯玻色子便令无数科学家趋
之若鹜去研究其特性。据美国趣
味科学网站 16 日报道，欧洲核子
研究中心的科学家近日发现了希
格斯玻色子衰变为两个轻子（带
相反电荷的电子或 μ 子对）和一
个光子——
“达利兹衰变”
的首个
证据，这是研究人员在大型强子
对撞机（LHC）上发现的最罕见
的希格斯玻色子衰变之一，有助
科学家发现新物理学。
希格斯玻色子寿命不长，会

很快衰变为质量较小的粒子。借
助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以下简
称标准模型），
科学家能预测希格
斯玻色子可以衰变成哪些不同的
基本粒子，
“ 常见”的是衰变为两
个光子。他们还可以估计希格斯
玻色子衰变为不同粒子组合的频
率——衰变为一个光子和两个轻
子的情况极为罕见。在最新研究
中，超环面仪器实验（ATLAS）和
紧凑缪子线圈实验团队正是发现
了上述罕见衰变的证据。
（科技日报记者 刘 霞）

石墨烯-钙钛矿
新型 X 射线探测器问世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17日消息，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
员通过使用 3D 气溶胶喷射打印，
开发了一种生产高效 X 射线探测
器的新方法。这种新型探测器可
以很容易地集成到标准微电子设
备中，
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成像设
备的性能。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化
学学会科学月刊《ACS Nano》上。
这种新型探测器是由洛桑联
邦理工学院基础科学学院福罗带
领的研究小组研发的，其由石墨

烯和钙钛矿组成。利用瑞士电子
学与微电子科技中心的气溶胶喷
射打印设备，研究人员在石墨烯
基底上 3D 打印钙钛矿层。其想
法是，
在设备中，
钙钛矿充当光子
探测器和电子放电器，而石墨烯
则放大输出的电信号。
结果表明，这种方法生产的
X 射线探测器具有破纪录的高灵
敏度——比同类最佳医学成像设
备提高了 4 倍。
（科技日报实习记者 张佳欣）

第三代太阳能电池
效率显著提升
据英国《自然·能源》杂志近
日发表的最新研究，一组国际联
合团队报告成功制造了钙钛矿/
硅双层单片电池。在室外条件
下，双面串联太阳能电池实现超
出任何商用硅太阳能电池板的效
率。这也是首次通过实验清晰证
明了双面串联装置效能优越的证
据。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利用
钙钛矿型的有机金属卤化物半导
体作为吸光材料的第三代太阳能
电池，
具有成本低廉、光电转换效
率高、商业潜力巨大等让人无法

忽视的特点。
尽管常规串联的太阳能电池
也可以通过吸收额外波长的光转
化为电能，
但此次科学家们证明：
使用双面串联配置，可以超过目
前公认的串联配置的性能极限。
这种利用传统硅基层和钙钛矿制
成的另一层串联组合的新系统，
不但可以搜集到更多的能量，还
可以捕获许多原本被浪费掉的、
从地面反射和散射的光，前所未
有地增加串联太阳能电池的效
能。
（科技日报记者 张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