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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服务务机机器器人人即即将将走走进进千千家家万万户户
陈西广、吴皓：创新研发，要赶上人工智能的“风口”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韩硕

老年市场将是机器人
走进家庭的一个入口

30岁出头的陈西广笑称，
自己将是赶上人工智能“风口”
的幸运儿。可当被问到“人工智
能的风口何时到来”时，他总是
会笑着说不远了。

喜好科幻电影的陈西广对
人工智能领域抱有浓厚的兴趣。
在山东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他
选择了一家从事电力机器人产
品研发的公司工作。2014年他和
他的技术搭档们组成了一个全
新的创业团队，在获得济南高新
区200万元创业扶持资金后开启
了创业生涯，成立了一家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

如今，公司生产出了的第一
台机器人产品“小白”，已经成为
一款明星机器人，被看作是未来
家庭服务机器人的雏形。

机器人“小白”的脑袋是一
个可以显示表情和信息交互的
大屏幕，可手机实现远程控制，
里面安装上表情包等模块，高兴
了还会微笑。在陈西广的指令
下，“小白”给记者现场演示了自
动导航和避障。只见“小白”通过
激光传感器对现场环境进行扫
描后，建立了一个三维图，然后
根据自己的建图自行导航行走，
遇到障碍物可自行规避。

陈西广看好家用服务机器
人的应用前景。在他看来，现在
的机器人已经拥有了足够的专

业知识，达到了7-8岁孩子的理
解能力，目前的机器人完全可以
充当老人的陪护或担任前台接
待指引工作。“随着老龄化社会
的到来，老年市场将是机器人走
进家庭的一个入口。”陈西广说。

继“互联网+”之后，陈西
广认为人工智能或许会成为下
一个“风口”，而家用机器人很
可能成为下一个开发平台，陪
护、导购、娱乐、教育、保洁等各
种应用场景将备受瞩目。

另外，他认为家庭机器人会
成为智能家居的入口，将是人和
家庭连接的最佳方式。当真如此
的话，家庭机器人的市场需求将
会不断放大，机器人走入家庭的

“奇点”也越来越近。

要想抢得先机
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

想要赶上人工智能风口的
还有吴皓。每当看《人工智能》

《机械公敌》这类的科幻大片
时，吴皓总抑制不住内心的冲
动，“什么时候也能研发出同样
水平的机器人呢？”

吴皓是个有着机器人情结
的山大女博士。在她诸多参与
的科研项目中，“模仿人的环境
认知”“自适应迭代学习控制”

“复杂系统和控制中的应用”
“智能空间中人的行为理解”等
一系列科研项目关键词中都与
机器人研发有关。

实际上早在2006年吴皓就
参与了国家的两个“863”项目，
均是为了研发服务型机器人。
而她能够有创业的底气和勇

气，也正是因为有着国家“863”
项目的核心团队和技术背景。
她希望结合国家的“863”项目，
将服务型机器人尽快产品化。

实际上，说到机器人，在制
造业工厂里已经不陌生。一些
自动化比较强的企业生产线
上，巨大的机械臂就是典型的
工业机器人。但在吴皓看来，反
倒是服务型机器人的研发目前
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这也正
是抢得先机的好时机。

但要抢得这个先机也并不
容易。在吴皓印象里，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日本就已经研发
出一款陪小孩玩的智能机器
狗，技术成熟度已经十分先进，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日本
也没能让服务型机器人广泛推
广开来，所以看来还是有一些
技术难题。”

但是如果避开一些高尖端
的技术难题，简单的服务型机器
人技术目前已经可以实现。吴皓
举例，类似博物馆等这类环境不
大容易改变的场所,可以由机器

人做场馆展品的介绍；再比如家
庭管家机器人可以负责每天把
家里的环境恢复原貌。

但在未来，吴皓瞄准的是
自主研发全自主导航机器人，
这类服务型机器人不需要人的
干涉，也不需要特定的环境。在
她看来，如果只是跟在人家屁
股后面走，是抢不到先机的。

机器人造价高
推广有难度

在吴皓公司的机器人研发
工作室里,一台身着衣服的人
形迎宾机器人模型十分抢眼,
它可以在景区或酒店大厅接待
宾客，而稍加改变,它就可以成
为孔子机器人,可以在孔庙里
讲论语。

在工作室里还有一台头戴
护士帽的机器人,它手端药品盘
子,胸前的大屏幕上可以显示各
种采集的数据。吴皓介绍，这个
护士造型的服务型机器人就是
国家“863”项目技术的产品,它

不仅可以在医院走廊和病房里
自主行走,还可以根据护士发出
的命令,巡视病房或指定的病床
采集数据,看一看输液瓶、病人
状态,以及监视仪器和尿袋,所
有这些信息可以拍照远程传回
护士站保存,取代护士高强度的
巡床,只需在护士站对采集数据
进行查验即可。

尽管服务型机器人技术已
经有了较好的发展,但是机器
人产品的市场推广比较难。“一
方面要考虑人们的接受程度,
另一方面机器人的造价比较
高。”吴皓坦言,这也是目前比
较棘手的问题。然而每当看《人
工智能》《机械公敌》这类的科
幻大片时,吴皓还是抑制不住
内心的冲动。

吴皓仍记得,2011年10月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门诊保健综合
楼落成时,一台唱得了歌、打得
了太极，还能导医的多功能智能
机器人导医员在门诊大厅亮相,
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她看好服
务型机器人未来的广阔前景。

““吃吃出出来来的的美美丽丽””可可以以是是真真的的
华熙福瑞达郭学平：研发的本质就是创新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赵欢

三十年如一日
创新研发新工艺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
国透明质酸的制取工艺，多是
从动物组织中提取。但是由于
原材料收购困难，成本也比较
高，做起来还是很费劲的。

不安分的郭学平显然不想
被困在老办法中。上世纪80年
代末期，研究发酵法生产透明
质酸的郭学平走上了微生物发
酵法的道路。

郭学平还记得，他最初使
用的简陋设备是一台产自日本
的旧式发酵罐。用这个发酵罐
做实验培养微生物很容易染
菌，而一旦染菌，就相当于颗粒
无收，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那时信息闭塞，无法得知
国外的生产技术和产业化信
息，只能自己多看医药典籍摸
索方法，再去实验室一遍遍做
实验，总结经验教训。”回忆起
那段经历，郭学平仍颇有感触。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过几年的努力，郭学平终于成
功了。该项研究曾先后被列入
国家“八五”“九五”科技攻关计
划，并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
攻关计划优秀成果奖。

从此，郭学平成为国内开展
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透明质酸研究
并将其成功实现产业化的第一
人，被誉为“中国透明质酸之父”。

国外大品牌
也是从济南进货

透明质酸又名玻璃酸或玻
尿酸，是一种链状聚阴离子粘
多糖，是构成皮肤、玻璃体、关
节滑液和软骨组织的重要成
分，在化妆品、食品、药品、保健
品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近
几年作为美容注射填充剂，在
医美容界更是广受欢迎。

然而，许多钟爱欧美化妆
品的爱美人士或许并不知道，
国内外许多大牌化妆品牌的透
明质酸原料，不少都来自济南
高新区的一家叫华熙福瑞达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后称“华熙福
瑞达”）的企业。

“我们研发生产的透明质
酸，在国内占有主要市场份额，
并远销美国、日本、欧洲等40余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知名
品牌的制药企业、化妆品和保
健食品企业的全球原料供应
商。”担任华熙福瑞达副总经理
的郭学平介绍，如今华熙福瑞
达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透明质
酸生产研发基地。

然而，在透明质酸的研发
道路上，郭学平从未停止创新
步伐。“我们的团队不断改进技
术，使得透明质酸生产工艺不
断提高，发酵产率高达10g-
12g/L，国内其他厂家发酵产
率在5g-7g/L，国外最高产率
报道在日本，为7 . 6g/L，目前
我们的发酵技术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郭学平自豪地说。

“吃出来的美丽”
可以是真的

发酵技术的不断创新应用，
使得位于济南高新区孙村的华
熙福瑞达生物产业园从最初一
年生产几百公斤透明质酸，发展
到一年可以生产几百吨。

用郭学平的话说，发酵技术
使得透明质酸的生产成本大大
降低，许多中档化妆品厂家也可
以用得起，美丽就更加普及了。

2015年，郭学平与自己的研
发人员栾贻宏、郭风仙、刘建建，
获得了济南高新区海右人才计
划创新团队称号。说起创新话
题，他认为研发的本质就是创
新，“如果我要做的是别人已经
有的，那我的技术水平要更高。”

此外，在郭学平看来，我国
虽然是透明质酸的生产研发基
地，但相比于美国、日本等国
家，透明质酸除了被广泛应用
于医疗、化妆品领域，食品领域
的应用却少人问津，而这也是
很大一块市场。

于是，郭学平在国内率先
启动了透明质酸新资源食品的
注册申报，并进行了多项安全
性试验，成为国内首家获得新
资源食品透明质酸钠生产资质
企业，食用级透明质酸产品先
后通过国际Kosher清真食品认
证，开始了为不同客户开发合
适产品的定制之路。

这也预示着，不久的将来，
“吃出来的美丽”可以是真的。

机器人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有日本专家预测，到2030年每个家庭将至少有3台服务型机器人。

我国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也明确提出，数控机床和机器
人是中国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之一。也许是基于对机器人产
业领域前景的认同以及对中国家用机器人领域的渴望，从事服务
机器人研发的陈西广和吴皓，正在机器人的创新研发道路上越走
越近，他们想要赶上人工智能的那个“风口”。

陈西广和他的机器人“小白”。

因被广泛应用在化妆品领
域，爱美的人对透明质酸应该不
会陌生。可是如果说全球最大的
透明质酸生产研发企业就在济
南高新区，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而更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人的微
生物发酵法制取透明质酸的工
艺走的是自主创新道路，发酵技
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说起创新，被誉为“中国透
明质酸之父”的郭学平博士认
为，研发的本质就是创新。如今
他正在研发可食用的透明质
酸，将来“吃出来的美丽”可以
是真的。

郭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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