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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脑工程 

Nature 新研究发现眼睛自带“CPU" 

来自德国的科学家发现眼睛的图像处理过程比人们预想的要更加复杂，他们

对从眼睛到脑的信息传递通道进行了研究，不仅发现了许多新的细胞类型，还发

现视网膜大约具有 40 种不同的通道向脑部进行信息传递，几乎是科学家们之前

预测数目的两倍。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Nature上。 

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就有科学家提出眼睛不仅能够成像，甚至可以在将图像

信号传递到脑部之前进行图像处理，眼睛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只进行简单的成像，

也不会不进行任何过滤就把信号传递给脑，眼睛可能自身就会从看到的图像里提

取一些重要信息。 

蒂宾根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们对上述假设进行了科学研究，想要进一步发现

视网膜究竟会把什么样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因此他们对超过 11,000 个小鼠视网

膜细胞进行了研究。 

研究人员利用一种电穿孔方法结合染色技术，在显微镜下实时观测每个视网

膜神经节细胞的工作过程，通过数据分析研究人员发现不同神经节细胞响应不同

的图像信号，随后再通过不同的通道将图像信息传送给大脑，不同的传递通道专

门负责对图像对比度，颜色，方向和移动，边缘等信息。大脑在接收这些信息之

后再进行进一步处理形成图像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基于不同功能，研究人员在视网膜上发现了大约 40 种神经节细胞，这些细

胞可能代表了不同的信息传递通道。这一数目远超过了之前研究预测的最多 20

种通道类型。研究人员也指出，小鼠模型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适用于人类，但

所有哺乳动物的视网膜都大同小异，人类视网膜可能也存在类似情况。 

这项研究发现这些不同的信息传递通道表明视网膜并不是简单地将接收的

光信号转变为神经信号，它也会通过一些基本方式对信号进行简单解析。这帮助

科学家们在深入理解大脑如何处理图像信息方面又迈近了一步，同时也为人类眼

部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来源：生物谷 

论文题名：The functional diversity of retinal ganglion cells in the mouse 



 

论文链接：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29/n7586/full/nature16468.html 

Cell：科学家首次鉴别出“注意力”神经元 

最近，来自瑞典卡若琳斯卡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首次在小鼠大脑中鉴别

出了对注意力非常关键的特殊细胞类型，而通过对这种细胞类型的活性进行操控

就可以增强小鼠的注意力，相关研究刊登于国际杂志 Cell 上，该研究为理解大

脑的额叶结构的功能及其控制行为的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图片来源：cell 

大脑的额皮质结构在认知功能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日常的思维过程，比

如注意力、记忆力、学习能力、决策制定及问题解决能力等；然而研究者并不清

楚大脑额皮质如何完成这些思维过程，长期以来一种理论认为，小清蛋白表达的

神经元（PV 细胞）在认知功能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研究者却发现，PV 细胞

似乎不仅对于注意力非常必要，而且其还足以自身优化细胞的活性来增强大脑的

注意力。 

文章中，研究者对注意力进行了重点研究，大脑的认知过程会被许多精神性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29/n7586/full/nature16468.html


 

疾病所影响，而文章中研究者对小鼠进行训练来让其需要高度地注意力来完成某

项任务，同时在小鼠重复进行任务时，研究者记录下了其大脑额皮质中成千上万

个单一神经元的活性。研究者 Marie Carlen 教授表示，我们发现，PV细胞的活

性可以反应动物注意力的水平，而如果动物高度注意力集中时 PV 细胞就具有较

高活性，而当动物注意力不集中时 PV 细胞的活性就会降低，因此研究者就可以

通过观察 PV细胞的活性来成功预测动物是否可以成功完成任务。 

研究者利用光遗传学技术在动物注意力集中期间来影响 PV 细胞的活性，他

们发现，当抑制或改变细胞活性时动物机体的注意力就会被相应改变，然而仅进

行一种类型的控制或许就可以改善动物大脑的注意力；在特定的认知过程中，一

种名为 Gamma节律（30-80Hz）的脑波就会在前额皮质中增加，而当研究者在 Gamma

频率下激活 PV细胞时动物就会高效地解决问题。 

目前并没有有效的疗法来治疗精神性疾病中常见的认知问题，本文研究中研

究者将特殊的 PV细胞同认知和精神障碍之间相互联系了起来，结果显示 PV细胞

对于认知能力和精神性疾病的发生至关重要；基于本文研究，研究人员或许可以

通过改变单一神经元类型的活性来增强认知功能，而毫无置疑，未来研究中 PV

细胞也将是开发治疗精神性疾病的重要靶点。 

来源：生物谷 

论文题名：Prefrontal Parvalbumin Neurons in Control of Attention 

论文链接：http://www.cell.com/cell/abstract/S0092-8674(15)01557-3 

http://www.cell.com/cell/abstract/S0092-8674(15)01557-3


 

Nature：科学家阐释运动神经元新角色 

 

图片来源：medicalxpress.com 

来自瑞典卡罗琳学院 (Karolinska Institutet)的科学家揭示了运动神经

元的新角色，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运动神经元可以脊

髓延伸到肌肉和其他器官中，而且其一直被认为被动接收来自神经元回路内部的

信号，本文中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一种通过运动神经元的新型直接的信号通路，这

或许可以影响产生节律性运动的机体运动回路。 

运动对所有动物都非常必要，而且其是基于一种肌肉和大脑间的精细化平衡

作用，神经细胞可以接收并且产生电脉冲随后传递到其它神经细胞中，同肌肉进

行接触的神经元称之为运动神经元；而且近一个世纪以来其被认为可以被动接收

脊髓中神经细胞网络中运动程序产生的信号，本文中通过对模型的研究，研究者

发现，运动神经元实际上可以转播信号并且单向传递到肌肉中去。 

研究者 Abdel El Manira 教授指出，如今我们发现运动神经元在运动行为最

终程序的加工过程中扮演的新角色，而且运动神经元可以通过缝隙接合处来以逆

行的方式控制运动回路的发生；研究者利用斑马鱼进行了这项研究，斑马鱼是一

种神经生物学研究中的常见动物模型，其是相对透明且很容易进行遗传操作。 

 



 

通过利用多种不同的方法研究人员就发现，运动神经元和兴奋性中间神经元之间

通过电突触或缝隙接合处存在一种直接的关联，而兴奋性中间神经元可以在鱼类

机体中产生有节奏的游泳运动，这些电突触可以直接连接两种神经元从而在神经

元细胞间传递电信号，在光遗传学的帮助下，研究人员有选择性地沉默了运动神

经元的活性，结果发现其可以通过缝隙接合处来影响运动回路的功能。 

最后研究者表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来揭示运动神经元的新

型角色，而且运动神经元也不再被认为仅仅是被动接收命令的神经元，其还是产

生运动行为的神经回路中的中整体部件。 

来源：生物谷 

论文题名：Motor neurons control locomotor circuit function retrogradely 

via gap junctions 

论文链接：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29/n7586/full/nature16497.html 

 

Nature Neuroscience: 大脑也有 plan A 和 plan B  

来自加拿大皇后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大脑在做出最终动作

反应之前，准备了多种预备方案。相关的研究结果于 1月 11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Neuroscience上。 

目前, 越来越多的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了解到, 大脑开展行动计划的

整个过程。然而，可以用来解释神经生理学数据的，更具有说服力的行为学证据

却是缺失的。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大脑最初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最终是如何

从几种相互竞争的行动中作出选择的。 

触及行为是依靠反射反应的，在行动的过程中，不断的反射反应可以随时进

行纠错，以保最终接触到目标。例如，我们想拿到一个物体，我们的眼睛可以看

到我们手的行动，然后，"视觉动力"反射就会产生出不同的行动要求，不断地校

正行动的方向，最终拿到物品。在此过程中，如果物体的体积越小越精细，那么，

对大脑纠错的能力就要求更加严格。 

研究者们还发现，如果请测试者们去拿两件物品，一大一小，且相互重叠。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29/n7586/full/nature16497.html


 

不论测试者去拿那一件物品，大脑做出的视觉动力反射是两者的平均值。也就是

说， 当目标物品不是十分明确的时候，大脑产生了同时拿大小两种物品的行动

计划。 

大脑同时产生多种行为计划，可能有助于快速启动其中一种计划。大脑最初

是如何运作，以及最终是如何根据环境做出决定的这些问题，都是关于决策和行

为控制神经科学中的最根本的问题。 

来源：生物谷 

论文题名： Parallel specification of competing sensorimotor control 

policies for alternative action options 

论文网址：

http://www.nature.com/neuro/journal/vaop/ncurrent/full/nn.4214.html 

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署发布《关于神经启发计算原理的信

息请求》 

1 月 4 日，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署（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IARPA）发布《关于神经启发计算原理的信息请求》（Request 

for Information for Neurally Inspired Computing Principles），邀请神经

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对学习、记忆、时序（timing）与协作（coordination）

等 4大问题进行回答，其目标为利用神经计算原理研发新一代计算机。  

文中指出，IARPA 正在寻求获取有关神经启发计算原理的信息，此次动作纯

粹是收集信息，并非正式的研究计划征集，收集到的反馈将用于在 2016 年举办

的神经启发计算单元会议（Neuro Inspired Computational Elements conference）

上组织一个相关研讨会，部署下一步研究计划。 

 IARPA希望获得以下 2种专家的反馈：一是计算科学家，最好具有设计或者

构建基于大脑运行机制的计算系统的研发经历；二是具有可靠想法的神经科学家，

可以借鉴神经计算原理为新一代计算机研发带来可操作的帮助。IARPA 希望神经

科学家和计算科学家可以简要清楚地回答以下问题（本文只列出神经科学相关部

分）：  

话题 1：基于放电的表征（Spike-based representations）  

http://www.nature.com/neuro/journal/vaop/ncurrent/full/nn.4214.html


 

通常，大脑中神经元放电编码在时间序列和整个神经元群体上看似杂乱无

章或不精确，提示近似计算（approximate computation）可能在大脑运行中发

挥作用。 

IARPA问神经科学家： 

 当前有关基于放电的表征、稀疏编码（sparse coding）和/或近似计算

的认识可以为新一代计算机研发带来什么实际帮助？当前在理解上存在的分歧

或空白是什么？亟需解决的首要难题是什么？  

 关于基于放电的表征、稀疏编码和/或近似计算能被用来执行真实世界任

务（real-world tasks）的，有无模拟或示范？  

话题 2：异步计算（Asynchronous computation）  

默认状态下，神经元独立发挥功能，彼此之间的协调性活动只是暂时的。  

IARPA问神经科学家：  

 当前有关大脑异步计算和/或暂态协调（transient coordination）的认

识可以为新一代计算机研发带来什么实际帮助？当前在理解上存在的分歧

或空白是什么？亟需解决的首要难题是什么？  

 关于异步计算和/或暂态协调可被用于执行真实世界任务的，有无模拟或

示范？  

话题 3：学习（Learning）  

大脑支持在线学习（online learning）背后的机制是可塑性，可塑性超越

多重时间维度持续发挥作用，且大脑在这一过程中运行稳定。  

IARPA问神经科学家： 

 当前有关大脑在短和长两种时间维度上在线学习的认识可以为新一代计

算机研发带来什么实际帮助？当前在理解上存在的分歧或空白是什么？亟

需解决的首要难题是什么？ 

 关于短和长两种时间维度上的在线学习能够被用于执行真实世界任务的，

有无模拟或示范？  

话题 4：记忆存储与计算的协同（Co-local memory storage and computation）  

大脑并未严格区分记忆和计算单元，正如传统冯·诺依曼结构（von Neumann 

architecture）一样。神经元的突触输入能够同时发挥存储记忆与支持计算的双



 

重作用。  

IARPA问神经科学家： 

 当前有关大脑记忆存储与计算协同的认识可以为新一代计算机研发带来

什么实际帮助？当前在理解上存在的分歧或空白是什么？亟需解决的首要

难题是什么？ 

 关于记忆存储与计算的协同能够被用于执行真实世界任务的，有无模拟

或示范？（翻译：王玮） 

来源：中科院心理所 

原文标题：IARPA Wants Human-Like Robot Brains. At least, brain-inspired 

computers  

原文链接：

http://www.iarpa.gov/index.php/newsroom/iarpa-in-the-news/2016/671-ia

rpa-wants-human-like-robot-brains-at-least-brain-inspired-computers 

原文标题：Request for Information for Neurally Inspired Computing 

Principles 

原文链接：

https://www.fbo.gov/index?s=opportunity&mode=form&tab=core&id=7ea2ad0

e075b31c05a011f2d835392a9  

人工智能 

IBM 拟与 RPI 联合开展认知系统研究 

2015 年 11 月 18 日， IBM 宣布与伦斯勒理工学院（ RPI）联合开展沉浸式

认知系统 研究。这一研究将在伦敦勒理工学院实验媒体表演艺术中心（ EMPAC）

新成立的认 知与沉浸式系统实验室（ CISL）进行。 CISL的使命是探索并推进

人机之间的自然协作问题解决方案。实验室的建立围绕未来情境来开展，以适应

于特定行业环境（包括认知会议室，设计工作室，诊断 室和沉浸式教室），发现

能改善人们一起工作方式的新方法。CISL 将继续为对用户体验提升、协作认知

等多个领域感兴趣的用户提供令人兴 奋的议程。CISL将由 IBM研究中心认知用

http://www.iarpa.gov/index.php/newsroom/iarpa-in-the-news/2016/671-iarpa-wants-human-like-robot-brains-at-least-brain-inspired-computers
http://www.iarpa.gov/index.php/newsroom/iarpa-in-the-news/2016/671-iarpa-wants-human-like-robot-brains-at-least-brain-inspired-computers
https://www.fbo.gov/index?s=opportunity&mode=form&tab=core&id=7ea2ad0e075b31c05a011f2d835392a9
https://www.fbo.gov/index?s=opportunity&mode=form&tab=core&id=7ea2ad0e075b31c05a011f2d835392a9


 

户体验领域的领先研究人员 Hui Su 领导。沉浸式认知系统的研究整合了两个独

立的新兴技术，充分利用了 IBM的认知计算技术和伦斯勒理工学院正在研究的加

强型视听沉浸式环境，二者互相完善提高。 认知计算有望改变各行业和产业，

而沉浸式认知系统将在塑造未来共生工作环境方 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认知

计算系统设计了更多更自然的方式与人类专家进行协作、交互学习、使个人和团

队通过利用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做出更好的决策。CISL平台是一个沉浸式、交 互、

可重新配置、能提高团队认知的物理环境。它通过“听”和“看”积极主动地 回

应其使用者，让多个从事某活动不同方面的用户同时在小团队中工作，并探讨有 

限屏幕情况下不可能做到的交互和可视化呈现问题。 

来源：信息科技动态监测快报 2016年第 01 期 

原文题名： IBM Announces Collaboration With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原文链接： 

http://www.hpcwire.com/off-the-wire/ibm-announces-collaboration-with-

rensselaer-polytechnic-institute/?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c

ampaign=ibm-announces-collaboration-with-rensselaer-polytechnic-insti

tute 

GeNN：加速脑模拟的代码生成框架 

具体脑回路模型的大规模数值模拟对于验证和测试基于脑功能假设的一致

性和合理性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模拟现实模型而言，一个持续的挑战是计算速度。 

目前来自苏克塞斯大学计算神经学和机器人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框

架来解决这一问题。具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刊物 Scientific Reports

上。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提出了 GeNN(GPU-enhanced Neuronal Networks)

框架，旨在促进图形加速器在大规模神经网络计算模型上的应用，去解决上述挑

战。GeNN 是一个开源库，通过一个灵活和可扩展的接口，用户不需要更深的技

术背景就能生成代码去加速在 NVIDIA GPUs 上执行网络模拟。 

所做的测试结果显示，构建一个一百万个 Hodgkin-Huxley神经元网络，GeNN

http://www.hpcwire.com/off-the-wire/ibm-announces-collaboration-with-rensselaer-polytechnic-institute/?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campaign=ibm-announces-collaboration-with-rensselaer-polytechnic-institute
http://www.hpcwire.com/off-the-wire/ibm-announces-collaboration-with-rensselaer-polytechnic-institute/?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campaign=ibm-announces-collaboration-with-rensselaer-polytechnic-institute
http://www.hpcwire.com/off-the-wire/ibm-announces-collaboration-with-rensselaer-polytechnic-institute/?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campaign=ibm-announces-collaboration-with-rensselaer-polytechnic-institute
http://www.hpcwire.com/off-the-wire/ibm-announces-collaboration-with-rensselaer-polytechnic-institute/?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campaign=ibm-announces-collaboration-with-rensselaer-polytechnic-institute


 

的性能是 CPU单核性能的 200倍，构建其他模型时的性能可能不同。GeNN在 Linux、

Mac OS X 和 Windows 平台上都可以使用。源代码，用户手册，教程，Wiki，深

入的实例项目和其他相关信息可参见网站 http://genn-team.github.io/genn/。 

论文题名： GeNN: a code generation framework for accelerated brain 

simulations 

论文链接：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8854 

佳能开发出 1 秒能识别 30 次的“超级机器视觉”技术 

佳能在“Canon EXPO 2015 Tokyo”（11月 4～6日于东京国际论坛举行）上，

公开了用 1/30秒的时间就能识别出三维形状的“超级机器视觉（Super Machine 

Vision）”技术。即使摄像头与被拍物体并非相对静止状态，也可获得被拍物体

的 3D形状及姿态信息。可通过运动着的机器人手臂上安装的摄像头来识别散装

部件，直接拣选。目前在工业机器人中，佳能的视觉装置“RV500”、 “RV300”

（2015 年 7月发布）被广泛用于散装部件拣选等用途，这些装置识别每个工件

需要花 1.8秒，而此次的技术可大幅缩短这一时间。佳能计划在下一代产品中配

备这一技术。  

目前的系统是向被拍物体投射数种黑白几何图案（格子条纹），根据拍摄这

些图案得到的图像来计算 3D形状。而新技术只使用一种几何图案。并且是使用

近红外线而非可视光线构成图案，因此人眼看不到投射的图案。同时还使用基于

可视光线的摄影技术来获得物体表面的颜色信息。  

另外，新技术还可将检测结果的姿态与事先输入的 3D-CAD数据重叠，从而

看出差异。佳能在 Canon EXPO 2015 Tokyo 上做了相关演示，操作时从纸制的被

拍物体下方吹风，将随风飘舞的形状作为 3D 数据来识别，然后与原 CAD数据重

合，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来源：环球电气之家  

NEC 开发出基于大数据的“预测型鲁棒优化框架技术”  

NEC 日前宣布开发出“预测型鲁棒优化框架技术”（Predictive Robust 

Optimization Framework Technology），该技术能根据 NEC开发的用于发现大数

http://genn-team.github.io/genn/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8854


 

据中混合的大量规律性的“异种混合学习技术”（heterogeneous mixture 

learning technology）等预测的结果，用软件实现以往由人工完成的战略及计

划的制定等更高级的决策工作。其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1）可生成风险低于预

测误差的高效计划；（2）可高速生成将大量预测公式的关联性考虑在内的最佳计

划。 

来源：研发型企业创新态势监测快报 2015 年第 22期 

原文题名： 

NEC develop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at makes decisions and 

plans based on predictions using Big Data 

原文链接：http://www.nec.com/en/press/201511/global_20151102_03.html 

英剑桥大学、马斯克先后成立人工智能研究所 

2015 年 12 月初，英国剑桥大学宣布成立利华修姆（ Leverhulme）未来智

能中心， 探索人工智能相关研究给人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该中心获得了利华

修姆信托（ Leverhulme Trust）基金 1000 万英镑的资助。该中心由剑桥大学哲

学系教授 Huw Price 任主任，汇集了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

领域技术专家，旨在共同研究在新世纪中人工智能引起的技术、实践和哲学问题。

新中心将研究不同智能类别、可靠技术开发、以及围绕自动 武器和无人机的问

题等主题。 

2015 年 12 月中旬，特斯拉和 SpaceX 的 CEO 伊隆·马斯克、Y Combinator

董事长 Sam Altman 等人宣布出资 10亿美元成立非盈利性人工智能（AI）研究机

构 OpenAI。OpenAI 声明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推动数字智能化向着利用全人类进

步的方向发展，而不需要有经济回报。”“深度学习”和类似人类的思考将首先成

为 OpenAI 的研究重点。不过，该组织的任务不仅仅是推动数字智能的发展，而

且讨论人类该如何符合伦理地、有效地应用这个技术。 

来源：机器人网、天极网  

相关新闻： 

Cambridge University launches new centre to study AI and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 

http://www.nec.com/en/press/201511/global_20151102_03.html


 

相关新闻链接： 

http://www.cam.ac.uk/research/news/the-future-of-intelligence-cambrid

ge-university-launches-new-centre-to-study-ai-and-the-future-of 

机器人 

欧盟发布机器人技术多年路线图 

欧洲机器人技术合作伙伴组织 SPARC 是全球最大的民用机器人创新计划， 

2014-2020 年获得了欧委会 7 亿欧元的资助，并将从欧洲产业界获得 21 亿欧元

的配套资助。2015 年 12 月 3 日，针对欧盟 H2020 计划 2016 年机器人技术工作

计划，SPARC发布了机器人技术多年路线图，旨在为描述欧洲的机器人技术提供

一份通用框架，并为市场相关的技术开发设定一套目标。该路线图主要关注三个

方面的内容：市场领域、系统能力和技术。 

市场领域根据不同的商业模式划分（如下图），覆盖了机器人技术的所有市

场部分，确认了机器人技术的广泛影响及垂直终端用户市场的重要性。市场领域

路线图如下： 

 

系统能力路线图提供了一种独立于应用、市场领域和技术的方式来描述整个

http://www.cam.ac.uk/research/news/the-future-of-intelligence-cambridge-university-launches-new-centre-to-study-ai-and-the-future-of
http://www.cam.ac.uk/research/news/the-future-of-intelligence-cambridge-university-launches-new-centre-to-study-ai-and-the-future-of


 

系统的性能，并通过不同层级的定义确定了机器人系统可以拥有的不同能力。这

些能力包括：可靠性；交互能力；知觉能力；认知能力；自适应性；运动能力；

操作能力；可配置性和决策自主性。其中，可靠性涉及故障、功能、环境、交互

方面的可靠性。交互能力包括人-机、机-机交互能力与人-机交互安全，以及社

会交互的持久性、范围与职责。知觉能力包括感知、追踪、识别、场景和位置感

知能力。认知能力包括行动、解释、预见、学习和推理能力。自适应性涉及参数、

组件和任务方面的自适应性。运动能力涉及受限运动和不受限运动。操作能力包

括抓取、握持和搬运能力。 

技术路线图将机器人技术分为多个集群，以目的作为每个集群的特征，例如，

系统开发集群旨在开发出更好的系统与工具；人机交互集群旨在实现更好的交互；

机电一体化集群旨在制造更好的机器；知觉、导航与认知集群旨在实现更好的行

动与意识。每个技术集群包含多项关键技术与方法，如下图所示。 

 

来源：中科院信息科技战略情报 

原文题名：Robotics 2020 Multi-Annual Roadmap 

原文链接： 



 

http://sparc-robotics.eu/multi-annual-roadmap-mar-for-horizon-2020-ca

ll-ict-2016-ict-25-ict-26-publis hed/ 

NSF 投 3 至 5 千万美元研发协作式机器人 

2015 年 12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宣布将投资 3至 5千万美元用

于研发协作式机器人，相关经费将用于支持 25 至 70 个科研项目。 NSF 将从 14

个重点方向开展相关研发。 

来源：信息科技动态监测快报 2016年第 01 期 

原文题名： 

The realization of co-robots acting in direct support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原文题名： 

http://www.nsf.gov/pubs/2016/nsf16517/nsf16517.htm?WT.mc_id=USNSF_25&

WT.mc_ev=click 

美 NIH 拟资助开发与人协作机器人 

2015 年 12月 2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投资

220 万 美元资助三项与人协作机器人项目的研发工作，旨在改善残疾人士的健

康状况和生 活质量，培养儿童的好奇心和努力做事的决心与毅力。下面将对这

三项研究项目进行简要介绍。  

（1）增加老年人行动灵活性的助行器：该项目由 NIH 生物医学成像与生物

工程研究所（ NIBIB）、护理研究所（ NINR）和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国立儿童健

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 NICHD）联合资助，由阿拉巴马大学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旨在开发一种四条腿机器人，增加老年人的行动灵活性，使其可保持体力活动，

享受更健康的生活，同时降低对护理人员和斜道、升降式电梯等昂贵家装的需求。

这种机器人包括智能动力助行和智能骡子两种模式，将为老年人提供所需的行走

动力辅助和物品携带服务，通过 3D计算机视觉传感系统 来感知用户行动和环境，

克服电动轮椅无法跨越的环境障碍。 

（2）帮助视障人士抓取物体的手戴设备：该项目由 NIH 眼科研究所（NEI）

http://sparc-robotics.eu/multi-annual-roadmap-mar-for-horizon-2020-call-ict-2016-ict-25-ict-26-publis%20hed/
http://sparc-robotics.eu/multi-annual-roadmap-mar-for-horizon-2020-call-ict-2016-ict-25-ict-26-publis%20hed/
http://www.nsf.gov/pubs/2016/nsf16517/nsf16517.htm?WT.mc_id=USNSF_25&WT.mc_ev=click
http://www.nsf.gov/pubs/2016/nsf16517/nsf16517.htm?WT.mc_id=USNSF_25&WT.mc_ev=click


 

资助，获资机构为阿肯色大学，旨在创建一种手戴式辅助设备，利用计算机视觉

来识别环境中的目标物体，确定此物体与用户手指间的偏离程度，然后通过自然

的人机接口来利用手的运动抓取物体。这种设备将从两个方面来提高视障人士生

活的独立性，一是通过帮助用户来识别可移动和处理 的障碍物来提高其独立旅

行能力，二是实现门把手等物体的抓取。 

（3）陪伴儿童的社交机器人：该项目由 NICHD 资助，获资机构是麻省理工

学院，旨在创建自主社交机器人，陪伴儿童的成长，通过各种互动活动来引导和

评估儿童的好奇心与成长心态。 

来源：信息科技动态监测快报 2016年第 01 期 

原文题名： 

NIH funds development of robots to improve health, quality of life 

原文链接： 

http://www.nih.gov/news-events/news-releases/nih-funds-development-ro

bots-improve-health-qualitylife 

精工爱普生研发出新款 6 轴垂直多关节“N 系列”机器人  

精工爱普生近日发布了 6轴垂直多关节“N系列”机器人。其承载重量为 2.5kg，

重复精度小于 20μm，将于 2016年 5月销售。N系列的特点是采用了呈 N字形的

结构设计，新产品的设置空间较原产品减小了 4成，且采用折叠式新型手臂结构

有利于缩短机器人的工作时间。据悉，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热点是与人在同一空间

内工作的协作机器人。 

来源：中国人机器人网 

日本首次批准机器人为医疗器械  

日本厚生劳动省近日正式批准将“机器人服”和“医疗用混合型辅助肢”（HAL）

列为医疗器械在日本国内销售，用于改善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肌肉萎缩症等疾病

患者的步行机能。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批准将可穿戴型机器人作为医疗器械，今后

还将研究是否将其列入适用保险的范围。“机器人服”和“医疗用混合型辅助肢”

是能够读取人体神经信号的可穿戴型机器人，也被称为“智能外骨骼”。据了解，

http://www.nih.gov/news-events/news-releases/nih-funds-development-robots-improve-health-qualitylife
http://www.nih.gov/news-events/news-releases/nih-funds-development-robots-improve-health-qualitylife


 

正常人的运动是由大脑发出指令，神经系统传导电流信号，驱动肌肉收缩或舒张，

但是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肌肉萎缩症等疾病的患者，肌肉萎缩无力，接受神经电

信号后也不能完成运动。“机器人服”和“医疗用混合型辅助肢”等装置，利用

贴在大腿和膝盖处的传感器读取人们想运动时发出的神经电信号，利用内置计算

机操纵关节部位的马达帮助运动，此外，这些装置还可以模拟“能够行走”这种

感觉的神经电流信号反馈传输回脑内，帮助人体步行机能的恢复。日前，日本厚

生劳动省的专家会议建议将此类机器人作为医疗器械，用于治疗肌肉力量衰退或

肌肉萎缩等疑难杂症，这一建议最终正式获得厚生劳动省批准。 

来源：新华网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成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 

中新网深圳 1月 20日电(郑小红 林叶彤)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机器人与智能

制造研究院 20日在深圳龙岗揭牌，这是该大学成立的首个研究院。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协理副校长李学金代表研究院与汽车智能与先进电磁

技术团队、易视智瞳机器视觉创新团队、深圳市怡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市斯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扬生表示，研究院目前的主要

研究方向有智能机器人(包括老年人服务机器人、家庭服务机器人、医疗辅助机

器人、工业机器人等)、智能混合动力汽车系统、智能穿戴界面、视频监控等方

面的技术研究和产业化。 

据悉，研究院将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强大科研力量，联合国际、国内

知名科研机构，引进一批机器人、智能制造与自动化领域院士专家，筹建一批国

家级实验室，组建国际化的创新创业平台，创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

助推创新创业团队快速发展，促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研成果的快速市场化、产

业化，推动龙岗区和深圳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 

徐扬生说，“工业 4.0”战略的核心是机器人，也就是制造系统的自动化和

智能化。深圳是全世界著名的制造中心，因此在深圳开展机器人的研究开放和应

用是十分有意义的，将对深圳的制造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都有长期的积极影响。

而机器人又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业，有一定的辐射效应，将很大程度地推动区域内



 

的一系列行业的发展。而且，在学术的角度上讲，机器人也是许多行业，如大数

据、穿戴式装备、现代医疗仪器等行业的交汇处。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预测，到 2015 年，中国机器人市场的需求为 3.5 万

台，占全球总量的近 17%，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原文题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成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 

来源：科学网 

芯片与集成电路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首次在芯片上成功创建光子对  

以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微纳研究学院为首的联合研究团队首次开

发出适用于微型计算机芯片的光子对，成功破解了未来超安全通信密码，加快了

量子计算时代的到来，也表明了下一代集成量子光学技术与当前安全通信技术的

兼容性。这一突破性成果已发表在 Nature-Communication 期刊上，其他团队成

员包括加拿大魁北克国家研究院材料、能源和电讯研究所（INRS-EMT）、英国萨

塞克斯大学和赫瑞·瓦特大学、中国香港城市大学和一家位于西安的研究所。 此

研究团队开创性地使用了基于微环谐振器的新方法，其能在微小光腔中利用能量

守恒定律抑制经典效应的同时放大量子过程。研究人员采用了不同波长的激光束

并避免其对脆弱量子态的破坏。偏振是一种量子光学常利用的光波特性，在芯片

上创造单个光子或光子对的过程使得产生的光子具有与激光束相同的偏振，因此

必须找到在芯片上通过非线性光学方法实现光子混合或交叉偏振的方法。虽然在

气体蒸汽和复杂微结构纤维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经典效应抑制现象，但在芯片上

还是第一次，这为在单光子水平利用混合偏振构建可扩展集成设备提供了路径。

此外，该芯片的生产过程与当前的电子芯片相兼容，从而既可充分利用现有 CMOS

工艺的设施，又可为在芯片上集成电子设备提供可能。 

来源：信息科技动态监测快报 2015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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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研究人员联合开发出首个光通信微处理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罗拉多大学联合首次

在微处理器集成电路芯片内融入光子元件，为创制高速低功耗计算机处理器探索

途经。 

这一处理器采用简化指令组计算机(RISC-V)架构，包含超过 7000 万个晶体

管和 850 个光子元件，而且是在一座现有芯片工厂内制作，显示出相关工艺与现

有生产程序可以兼容。项目专家介绍说，上述微处理器芯片呈长方形，各边尺寸

分别为 3 毫米和 6 毫米，其中光子元件充当输入/输出端口。这一芯片内的数据

通信带宽为每平方毫米 300千兆比特，相当于市场上现有“纯电子”微处理器内

通信带宽的 10至 50 倍。  

测试结果还表明，这一芯片内光子输入/输出端口的功耗是每比特 1.3 微微

焦耳，即传输 1 兆兆比特数据仅消耗电力 1.3 瓦。此外，光子输入/输出端口在

实验中发出并接受数据的距离是 10 米，而高速电子数据线路的传输距离极限大

约是 1米。 

这项研究工作得到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的资助，相关研

究 成果已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 

来源：中科院重大科技任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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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发布 2016 年九大技术趋势 

2015年12月15日，IEEE计算机学会发布了所预测的2016年九大技术趋势。

据该学会前任主席 Dejan Milojicic 表示，其中一些技术趋势将会在 2016 年趋

于成熟，其他的技术趋势将在 2016 年达到关键发展点。下面将对这九大技术趋

势进行简要介绍。  

（1） 5G：按照当前的技术标准， 5G 将达到的速度是不可思议的，这将促

进从互动汽车和 超级游戏到工业物联网的所有事物与互联网的连接，甚至包括

厨房中的水槽。 

（2）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在经过多年的可行性质疑之后，虚拟现实（ VR）

技术将会在 2016 年迎来转折点，其功能性、可靠性、易用性、可支付性、可用

性都将达到临界点。电影工作室等机构正和 VR公司合作，以推动 VR 技术的市场

化及其在生活中的应用。当 VR 技术能够 帮助改变人与机器之间的物理接口时，

其应用范围将超越娱乐和游戏，科幻小说中 的场景将成为现实。同时，增强现

实（ AR）技术的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拓展。增加计算机视觉和物体识别等功能的

先进 AR 技术将实现用户与周围真实世界之间的信息交互和数字化控制。 

（3）非易失性存储器：新型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发展将取得巨大进步，这将

缩减数据存储的成本，显著 降低能耗，切实地改变计算领域的面貌。 

（4）网络物理系统：为满足智能电网、下一代航空运输系统、智能交通系

统、智慧医疗技术、智能 建筑、智能制造等快速增长的应用需求，网络物理系

统应具有高水平的运行可靠性、安全性和可用性。尽管网络物理系统的应用已达

到一定的规模，但尚没有满足这些 要求，在 2016年将迎来里程碑式的发展。 

（5）数据科学：数据科学的热度将进一步提升，将需要更多具有数学、统

计学、软件工程跨学科背景的数据科学家，从海量可用的数据中提取可确定趋势、

购物建议、社交关系 等的知识，使世界更加安全、高效、有趣。 

（6）基于能力的安全：安全是网络世界中最重要的问题，基于能力的安全

可为网络攻击提供更精细化 的保护和防御，为数据安全性带来更多保障。 

（7）先进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基于对个例的学习建立模型，然后根据数据

做出预测和决策，可为从游戏体验和在线广告到脑机接口和医疗诊断等的所有事

物带来深刻的影响。 



 

（8）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网络功能虚拟化是一种新兴技术，可为下一

代云服务提供所需的虚拟基础设施，显著地降低云服务的费用、提升便捷性和可

靠性，将于 2016年取得巨大进步。 

（9）容器（Containers）：容器提供了必要的计算资源来运行应用，可避免

在同一台机器上运行的不同应 用容器间的冲突，为云服务用户提供更加高效、

快速的应用开发和部署服务。目前，容器应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安全性，将有

望在 2016 年达到企业应用的要求。（王立娜编译） 

来源：中国科学报 

多项信息技术入选 2015 年度百大科技研发奖 

2015 年 11 月 18 日，美国著名科技杂志 R&D Magazine 公布了 2015 年度的

百大科技 研发奖（R&D 100 Awards）。 

序号 Primary Developer 2015 R&D 100 Winning Technology 

(TOP10) 

Co-developers/Con

tributors 

1.  908 Devices M908 (Analytical/Test)   

2.  Adelphi Technology 

Inc. 

Model DD110M Hybrid Neutron 

Generator (IT/Electrical) 

  

3.  Agilent Technologies Agilent 5100 ICP-OES 

(Analtyical/Test) 

  

4.  Alpha STAR Corporation GENOA 3D printing Software 

(Software/Services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tory 

5.  Americ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c. 

MINI Z Handheld Z Backscatter 

Screening System (IT/Electrical) 

  

6.  Applied Brain Research 

Inc. 

Nengo 2.0 (Software/Services)   

7.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Argonne's Versatile Hard Carbon 

Microspheres Made from Plastic Waste 

(Mechanical/Materials 

Purdue University 

8.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Binary Pseudo-Random Calibration 

Tool (IT/Electrical) 

ABeam Technologies 

Inc.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9.  Ascent Solar MilPak (IT/Electrical   



 

Technologies Inc. 

10.  BIOVIA Dassault 

Systemes (previously 

Accelrys) 

BIOVIA Capture (Software/Services)   

原文题名：2015 R&D 100 Award Winners 

来源：http://www.rdmag.com/news/2015/11/2015-r-d-100-award-w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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