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日本 http://www.tjf.or.jp/hidamari

今日日本‐1

人们期待机器人的作用是什

么呢？首先，是可以代替人们进

行各项作业。除了像产业机器人

那样协助人们进行生产以外，还

可以在灾区和深海等危险区域

进行作业。其次，像更换床单，

给重病在床的人换床等，利用机

器人从事日常生活中重体力劳动

的研究也正在进行。

最近，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能够与人交流、与人共同生活的

机器人。如果大家是研发人员的话，想要研制什么样的机器人呢？

将来，读者各位和机器人将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不妨想一想，一

定很有意思。

机器人（Robot）一词，最早出现在 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剧

本 R・U・R（Rossum's Universal Robots）中，是捷克语的 Robota（劳

动者）去掉词尾“a”的造语。该剧中，机器人是一个只有劳动能

力的人造人角色。1927 年，德国电影《首都》中，女性形象的金

属机器人在银幕上登场。据说由于 R・U・R 和《首都》的影响，“机

器人”“为人类服务的人形机器”一词逐渐在人们的意识中定性。

而实际上，对机器人并没有严格的定义。现在被称为机器人

的东西造型和机能多种多样。例如，活跃在生产现场的机器人，

主要是重复进行程序设置的动作，形状看上去像是人的手臂；而

灾情救助现场，有通过遥控排除障碍物的操纵式机器人，还有在

移动中可以避开障碍物、进行寻人作业的自控式机器人。此外，有

能够辅助人体活动搬运重物的外骨格式机器人装置。总之，根据

不同用途，机器人的形状、机能和种类也有千差万别。

与人类共存的机器人开发 机器人和孩子们一起到处跑；机器人没赶上公交车；

机器人吹奏乐器……近来，在日本的电视广告和各种活动现

场，经常能看到这些场面。在日本正在积极地进行人形机器

人（拟人机器人）的开发和研制。最近，除了研究人员，有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机器人制造的队伍中来。本期将为大家

介绍日本机器人发展的现状。

生产

大家心目中的机器人是什么样子和有哪些机能呢？在日本的动

画片中，有很多是以机器人为主人公的。像《铁臂阿童木》（富有

正义感的人形机器人阿童木的故事）和《哆啦 A 梦》（猫型机器人

使用未来工具、帮助同住男孩康夫的故事）中出现的机器人能够

像人一样思考 ；《铁人 28 号》和《魔神 Z》中出现了由人操纵的大

型机器人。这些动画片中出现的机器人，有的是人们的朋友、有些

则是英雄。很多日本人都对机器人有着莫名的亲近感。

也有不少人是因为受动画片的启发而投身到机器人开发当中。

双脚行走机器人 ASIMO（阿斯莫）的发明者说，在做项目时，上司

提示说“做个铁臂阿童木”。而具备记忆功能、能够通过与人交流

培养智能的四足行走机器人 AIBO（爱宝）的发明者也有同样的体会。

1960 年代 v ( 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在美国诞生 )
 v为了缓解制造业人手不足的问题，引进工业用机器人
 v 自主研制开发工业用机器人

1970 年代 v 工业用机器人产量居世界首位

1980 年代  v 工业用机器人产量达19,000 台
  v 全盛期的日本工业机器人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70%
  v 不断推进人工智能的研究
  v 举办首届高等专门学校机器人设计大赛 (1988)

1990 年代 v 工业用机器人产量达 79,000 台
 v 举办首届大学生机器人设计大赛 (1991)
 v HONDA（本田）双脚行走拟人机器人P2问世 (1996) 
 v SONY（索尼）四足行走机器人 AIBO 问世 (1997)
 v 举办首届 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 (1997)
 v SONY发售的普及型AIBO（售价 25万日元）3,000 台，
 　在 20 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1999)

2000 年代 v 工业用机器人产量达 89,000 台
开始   v HONDA 双脚行走拟人机器人 ASIMO问世 (2000)
 v 举办首届 ROBO-ONE（双脚机器人格斗赛）大赛 (2001)
 v 举办首次ABU亚广联亚太地区机器人大赛 (2002)
 v 在爱知万国博会上，丰田的保姆式机器人登场 (2005)

日本のロボット開発関連の年表

資料 : （社）日本ロボット工業会、 国際ロボット連盟

现在投入使用的机

器人，半数以上为

从 40 多年前活跃在

汽车制造厂及精密

器械厂等生产第一线

的工业机器人。截止

2005 年，全世界有

92 万多台机器人投

入使用，其中约 40%

在日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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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の産業用ロボット稼動台数（1985-2005）

資料 : 国際ロボット連盟

什么是机器人？

机器人的作用

动画片和机器人

© 東京大学情報理工学系研究科国吉康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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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MO

由拟人机器人开发的先驱企

业 HONDA，于 2000 年开发成功。

随着不断改进，现在既可以奔跑，

还可以推着手推车行走。

ASIMO 不仅可以和孩子一起

奔跑，还能对在博物馆看到的各种

东西做出吃惊的表情。http://www.

honda.co.jp/ASIMO/gallery/index.

html

HRP2-JSK

2007 年，东京大学信息系统工学研究室

成功研制出可以做家务的机器人 HRP2-JSK。

HRP2-JSK是在新能源及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开发的 HRP-2 基础上改进的新版本。

Reborg-Q

由日本综合警备保

障公司开发研制。机器人

的前后左右装有四个摄像

机并配有感知火灾和漏

水的传感器。在预先设

定的建筑物通道内巡逻，

将拍摄的图像传送到监

控 室。2006 年 12 月起，

在 东京台场 AQUA CiTY

使用 Reborg Q 进行巡逻。

PaPeRo
 NEC 开发研制的在家庭中与人共同生活的保姆式机器人。该款机器人可以通过手势、动作和语

言与人交流，能够同时记住 10 个人的相貌。目标是在托儿所、幼儿园及小学协助看护工作。

Partner Robot

丰田公司开发研制的机器人，带

有能像人的嘴唇一样活动的“人工嘴

唇”，可以吹奏小号。

PARO
为借助机器人实现动物治疗的效果，开发研制出的心理护理机器人。从 2000 年前后开始

在面向幼儿及老年人的医疗福利设施投入使用。目前，在日本国内外约有1,000 台 PARO 机器

人作为动物的替代物，活跃在一些家庭及不适合饲养宠物的医院等地。

能够和人们一起生活的机器人

引起社会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在日本，以拟人机器人和能够

与人交流的机器人为重点的研

究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

© 東京大学情報システム工学研究室（JSK)

© 2001-2007 NEC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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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专家之

外，一般的机器人爱好者也开始制作

机器人。各种机器人竞技大赛先后举

办，受到人们的强烈关注。

ABU亚广联亚太地区机器人大赛
虽然比赛规则每届都有所不同，但比赛的基本形式是用遥控器操纵机器人，通过运球

或搬运砖块等项目得分。大赛主要是考察技术和战略。1988 年开始举办面向日本高等专门

学校的机器人比赛；1991年，发展为日本大学间的比赛；2002 年，大赛进一步发展成为现

在的 ABU 亚广联亚太地区机器人大赛。参赛的大学、工科大学由 ABU（亚洲太平洋广播联

盟）的成员国或地区选拔产生。日本大学机器人大赛的胜者，作为日本的大学代表队，参

加 ABU 亚广联亚太地区机器人大赛。

ROBO-ONE竞技大赛
其宗旨是“向大众普及机器人的乐趣”。 从

2001年开始举办的双脚行走机器人的格斗大会，

重视技巧和娱乐性。预选赛按各届大赛的规则进

行技能展示，决赛规则是在格斗场上将对方机器

人击败。2010 年10月10 日的竞技大赛，预定在

宇宙空间中举行。

RoboCup
始于1997 年。分为足球部和救援部两类。足球部的目标是在 2050 年以前，研发出可以战胜世界

杯冠军的机器人球队。救援部的目标是研发出可以奔赴灾区的自控式“国际救援机器人队”。此外，还

有面向小学生和一般机器人爱好者的“业余机器人杯”。

机器人竞技大赛

© The RoboCup Federation

制作机器人

Kohga, Kohga2

用于收集营救信息的蛇形机器

人。可以钻入瓦砾中寻找受灾者。

用于收集营救信息的机器人。可

在狭窄的空间里进行搜索。

T-52 援龙

在救助掩埋在瓦砾下的受

灾人时，需要“援龙”这样的强

有力的机械。“援龙”为液压驱

动机器人，既可遥控操作，亦

可坐在驾驶台上手动操作。

救助

人们期待能够在危险的灾区

进行作业的机器人早日投入使

用。

© 2004 テムザック
© 電気通信大学松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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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VSTONE Robovie-i
不管是谁都可以轻松操作的机器人入门机型。

该款机器人可以升级成为真正的双脚行走机器人，

还可以通过专用软件简单地改变机器人的动作。售

价 29,400 日元（含税）。此外，VSTONE 公司还以在

ROBOCup 大赛中获胜的机器人为基础，实现了供研

究用机器人的商品化。

ツクモロボット館／
TUKUMO机器人专卖店

2000 年开业的日本的首家机器人专卖店（东京）

在大赛中获胜的机器人，被复制成组装机器人在商店里售出。制作简便的组

装机器人套装在市场上随处可见。还出现了机器人及机器人零件的专卖店，

各地的机器人教室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KHR-1HV
以 2004 年 Robo-One 

J-class 大赛中获胜的机器

人为母本复制的机器人商

品。并附带机器人制动的

简易编程软件。即便是初

学者也可以体验亲手制作

机器人的乐趣。加之价格

低廉，是一款人气商品。

售价13万6千日元（含税）。

商品化的机器人套装

http://www.kondo-robot.com/html/
Product_main.html  © TSUKUMO CO., LTD.

 © KONDO KAGAKU CO., LTD.

¥20,000

 © ATR

对机器人的热爱让我们走到一起

在日本，每年11月份举办高等专门学校（以下简称 : 高专）机器人全国大赛。

大赛展示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手工制作机器人的技艺，是凝聚青春和汗水的

竞技舞台。比赛实况由 NHK 向全国转播。这次，我们走访了前年和去年

连续两届参加机器人大赛的东京高专代表队，对参加机器人大赛的感受及

取得的收获进行了采访。

——为什么参加机器人大赛？ 

俊英：上幼儿园的时候，在电视上看过机器人比赛。那以后就开始迷上机

器人了。小时候，只是觉得机器人动来动去很有意思。上中学的时候，

我萌生了参加机器人大赛的想法，因此，我决定考高专。

良介 : 不管是打扫用机器人还是看家用机器人，只要是机器人我都喜欢。机

器人很可爱，里面装满了欢乐。因为想参加机器人大赛，所以进了高专。

裕史 : 在电视中看到机器人大赛，自己也想参加，所以就进了高专。

悠佑 : 小时候就喜欢搬弄东西。曾经拆过旧收录机、修理家里的自行车和

家具什么的。但是升入高专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动手的机会。想

自己做点什么东西！因此加入了机器人小组。

——请谈谈参加活动以来，经历的辛苦或开心的事情 

裕史 : 每当临近比赛，大家每天都是坐末班车回家的。有的人回家要花一

个半小时，到家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一点多了。而第二天早晨还有课，

要说辛苦的确是挺辛苦的。

良介 : 其实，一年级的时候加入机器人小组的人大部分已经离开了。但留

下来的人，都是真喜欢机器人的，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经常是刚看

表的时候不过晚上 9 点，一转眼功夫就半夜12 点了。( 笑 )

裕史 : 由于设计失误把机器人弄坏时，那真让人难过呢。

俊英 : 不过，机器人按照设定程序动作时，真是很开心。

良介 :正因为我们体验过成功的喜悦，所以我们才会不懈地努力，追求更

好的成绩。

——动手制作机器人的活动与课程学习有关联吗？

悠佑 : 通过制作机器人，可将课堂上学到的技术知识实际运用，并变为自己

的东西。比如，通过制作机器人，我们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各种工具。

良介 : 还有，能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刻用于实践，也是其魅力之一。在操作中，

高年级的同学无形中将他们当天学到的知识披露给我们。（笑 )

合作来源于信任

——你们的分工是俊英负责设计与操纵、良介和裕史负责制作，而队长负

责统揽全局、协调意见及安排日程的吗？

悠佑 : 我是 2005 年的队长，但我并不记得曾经统揽过全局。队员们各自

干着自己分担的工作，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良介 : 俊英擅长操纵，高班的悠佑同学手指灵巧，每个人擅长的领域都不

相同。但大家都是憧憬机器人大赛而走到一起来的，彼此有一种“这

事交给他放心”的意识。而且，基本没有上下级的关系，最多是叫

一声“师兄”什么的，无拘无束，有什么就说什么。

——有意见冲突的时候吗？

裕史 : 当然有。商量不出结果的时候，就进行试制。谁的方法可行就采用

谁的。

悠佑 : 以前，在制作将球贴到靶子上的机器人时，提出了两套方案。一套

是给机器人安装器手或 UFO 似的抓手，虽然球抓得少，但可以把球

确实地贴在靶子上；另一套是给机器人安装一面贴满尼龙粘链的板

子（手），一次可以粘很多球。大家在讨论这两种方案时，商量和

举手表决均没有达成一致。于是进行试制验证，大家发现，用板子（手）

粘球比想象的效果要好得多，结果决定采用板子（手）方案。通过

试验，大家明白在创意时觉得不错的东西，而实际上有可能事与愿

违，同时，在事实面前被否决的人也心服口服。

良介 : 通过参赛，对出现的问题会想到“啊，当时注意到这一点就好了”。

不过，由于是大家认可的结果遭到了失败，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

只要能吃一堑长一智。

——在机器人比赛中学到了什么？

悠佑 :为了能将自己的想法体现在机器人制作当中，我也能表达自己的主

张了。但是，如果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只是争论或是答非所问，则

得不出任何结果，我也学会了聆听别人的意见。

良介 : 我越来越健谈了。

裕史:我初中的时候老被人欺负，怕见生人。加入机器人小组后的最初两年，

完全不能和人交谈。由于机器人小组成员彼此信任，可以坦诚交心，

因此我也慢慢地有所改变了。

俊英 : 现在，裕史可是我们这儿的开心果。大家打不起精神的时候，他总

是会说一些有趣的事儿活跃气氛。

制作有助于人类的机器人

——请谈谈将来的理想 

俊英: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想从事与机器人制作相关的工作。

良介 : 如果能制作出很帅的机器人当然最理想啦。

裕史 : 我想制作救助用机器人和看护用机器人等可以直接为人类服务的机

器人。

悠佑 : 我不想进大企业，想进那些中小型的零件制造厂。在大企业只会成

为企业的螺丝钉，而进中小企业，自己的意见更容易被企业采纳，

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从设计到制作都想自己来完成。我想

这种“自己动手”的意识，也是在机器人大赛中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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