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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信息 

新地板或致婴儿呼吸系统疾病 

【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 12 月 15 日讯】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UFZ）

与莱比锡市立圣乔治医院（St. Georg）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孕妇家中铺设新地

板会显著增加幼儿 1 岁时患上呼吸道疾病的风险。因此科学家建议，至少在女

性怀孕至幼儿 1 岁期间避免装修房屋。据科学家在《国际环境（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杂志上的粗略估计，这样仅德国每年就能减少约 2000 例需要

就医的新生儿喉喘鸣病例。 

早前就已经有莱比锡学者研究指出，装修房屋所带来的有害物质会改变孕

妇的免疫系统。“例如我们发现她们的 2 型免疫应答增强，而该免疫应答对过

敏反应的产生有重要作用。我们为进行长期研究所作的设计全面评估了婴儿出

生前后的环境因素，从而使我们有难得的机会去研究环境负担对婴儿疾病的影

响。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怀孕期间居住环境中挥发性化学物质造成的影响看

似要大于婴儿出生之后的一年。”UFZ 负责生活方式与环境因素对新生儿过敏

风险研究项目的伊琳娜·莱曼（Irina Lehmann）博士总结道。对研究数据的评

估显示，在婴儿出生之后进行房屋装修比孕期装修房屋对新生儿呼吸道疾病的

影响要小得多。因此专家建议，在孩子出生之后等一段时间再铺设新地板。 

 

 

源自电能和生物质能的便捷甲烷产品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12 月 17 日讯】小型试验设备表明，清洁电能可以通

过转化成甲烷而得到有效利用。 

电网与燃气网之间的联系将使未来的能源供应更加持久和稳固，例如发电量

不稳定的风能和太阳能或可转换成甲烷得以储存。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

和德国燃气与水工业协会(Forschungsstelle des Deutschen Vereins des Gas- und 

Wasserfaches，简称 DVGW)的研究人员表示，这种能源转换的基础机制在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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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行的。小型合成天然气试验设备 DemoSNG 已在 KTI 研制完成并将在瑞典

投入使用。该设备可以利用生物质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清洁能源发电产生的氢可靠

而高效地制造甲烷。 

“不稳定的发电状态是研发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KIT 恩格勒-邦特学院

（Engler-Bunte-Institut简称 EBI）项目负责人齐格弗雷德·巴约尔（Siegfried Bajohr）

说。DemoSNG 设备借助某种镍催化剂能直接利用生物质气化装置产生的氢气、

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生产甲烷和水（SNG 运行态）。如果有清洁电能可供使用，

则可将其用于电解和生产附属产品氢气。这样一来，设备中的总电流会加倍，生

物质中碳元素的使用率会上升到接近 100%，催化剂还会产生大量可供利用的余

热（PtG 运行态）。 

“由于传统的甲烷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会达到极限，因此我们研发了一种新

型反应方案。”巴约尔如此说道。反应物质在一种蜂窝状的催化剂载体中相遇，

这种载体专门设计成能同时进行有效的反应和混合过程。“DemoSNG 设备的成

功表明我们设计的方案在大型试验设备中也能运行。”金属材料的蜂窝状载体作

为尾气净化催化剂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这种金属材料具有高导热性，在变化

多端的环境中只有较小的失压，表现出了稳定的机械性能。 

DemoSNG 设备安装在商用货物集装箱（12m×2.4m×2.4m）中，可以便捷

地移动。根据已经在 KIT 完成的运行测试，设备的下个安装地点是瑞典城市雪平

（Köping）。它将在真实环境中连续运转，而电能则来自它所连接的一台废木料

生物量气化装置所产生的电流。这种蜂窝状催化剂可以方便地在不同大小的设备

中运行。因此，未来也许能将小型设备经济地接入到农村地区的生物气体设备上

进行工作。 

“DemoSNG 设备为在燃气网中以甲烷形式储存和运输清洁电能指引了道

路。”EBI 院长托马斯·科勃（Thomas Kolb）强调。DVGW 主席弗兰克·格拉夫

（Frank Graf）也补充道：“目前，燃气网中掺入的氢气含量比重较小，因为在储

存、运输以及使用方面还存在各种有待克服的技术障碍。”甲烷化的一大优点是，

现有的运输和储存天然气的基础设施以及消耗性设备均无需改造就能继续使用。

高效的甲烷生产过程能将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产生的电能不受限制地存入燃

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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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SNG 体现了欧洲一贯的创新能力。”KTI 自然与人工环境研究院院

长、欧洲可持续能源知识与创新团体（KIC InnoEnergy）监事会主席卡尔-弗里德

里希·茨冈（Karl-Friedrich Ziegahn）高兴地评价说。诸如 DemoSNG 这样的设备

可以使多余的清洁电能得到更好的利用。例如，它可以与分散在德国各地的约

8000 台生物气体装置相连，将其产生的二氧化碳转换成甲烷储存起来。正是由

于这种新型的蜂窝状催化剂的出现，小型和中型转化设备也能得到经济推广。 

欧洲可持续能源知识与创新团体发起了此项耗资 450 万欧元的合成天然气

示范项目。自 2009 年起，瑞典皇家工学院（KTH）、Cortus 公司、西班牙费诺萨

（Fenosa ）天然气公司以及卡尔斯鲁尔厄理工学院共同参与了此项目。 

 

 

亥姆霍兹感染研究中心科学家探究影响免疫细胞命运的因素 

【亥姆霍兹感染研究中心 12 月 19 日讯】一次有效的免疫应答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效应 T 细胞和抑制性 T 细胞之间的正确平衡。这两者的平衡对成功抵抗

病原体及避免组织损伤具有重要意义。布伦瑞克市亥姆霍兹感染研究中心（HZI）

的科学家开发了一个模型，解释了 T 细胞在身体中的作用的决定时间及其过程。

这项在《免疫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将来有助于重新恢复被打破的免疫平衡。 

T 细胞在人类免疫系统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例如，它们可以调控免疫应答，

或者直接杀死病原体。为了实现这种功能并且不引起过度反应，T 细胞自身也要

受到调节，这项任务由一种特殊的 T 细胞，即调节性或抑制性 T 细胞完成。“保

持抵抗病原体的 T 细胞和抑制免疫应答的 T 细胞之间的恰当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免疫应答过度或休眠，从而避免导致自体免疫性疾病或癌症。”

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HZI 系统免疫学科的萨哈莫丁·凯莱尔（Sahamodd in 

Khailaie）指出。 

这两种类型的 T 细胞都是由人类淋巴系统的胸腺细胞分化产生的，但是医

学界至今对该类细胞将会承载的功能知之甚少。凯莱尔和他的同事现在发明了这

个数学模型可以解释先祖细胞是如何接受环境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它们的命运又

会有什么影响。 

在 T 细胞的形成过程中，T 细胞的先祖细胞（即胸腺细胞）会随机生成 T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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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受体，这些受体能够识别外源性肽和内源性肽。在形成阶段，先祖细胞会与表

达不同类型肽的抗原呈递细胞相接触。通过这种接触，T 细胞会分化成抑制性 T

细胞或效应 T 细胞。“我们的模型表明，T 细胞以后的功能主要是由它和不同肽

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凯莱尔说道。 

了解细胞决定分化的过程以及哪种 T 细胞会在何时加速扩增，对科学家控

制该过程尤为重要。凯莱尔说：“如果我们能根据我们的需求改变这种平衡，那

么我们或许就能解决因选择过程失调而产生的问题”。 

 

 

伽马干扰素有助于生成造血干细胞 

【马普学会 12 月 22 日讯】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带有不同任务的干细胞

逐渐形成，例如造血干细胞。近日，马普学会心肺研究所（MPI für Herz- und 

Lungenforschung）的科学家们发现了造血干细胞（Blutstammzelle）在胚胎中的形

成过程：在胚胎发育早期的干细胞形成过程中，常常参与炎症过程的伽马干扰素

（Interferon-Gamma）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依据这一发现，未来在实验室制造造

血干细胞的过程或将得到明显改善。 

干细胞可以替代死亡细胞，从而维持身体各器官的正常运转。此外，干细胞

在再生被疾病破坏的器官方面也不可或缺。在这个方面，造血干细胞还有一个特

点：由于血细胞的寿命相对较短，造血干细胞在健康的生物体内还要负责不断补

充血细胞。 

迄今为止已知的是，造血干细胞是在胚胎发育早期从血管细胞中产生的。然

而，对基础的分子过程，医学界只弄懂了一小部分。现在，马普学会心肺研究所

所长狄迪尔·施坦尼尔（Didier Stainier）的工作小组发现，在胚胎发育早期，通

常参与炎症过程的感染信号分子——伽马干扰素——在造血干细胞的形成中也

起着主要作用。 

在对斑马鱼的研究中，马普学会的科学家们通过基因干预手段使胚胎从某一

特定时刻起生产出更多的干扰素。研究报告第一作者祖凡萨·萨瓦米法克

（Suphansa Sawamiphak）说：“我们断定，斑马鱼体内由于伽马干扰素的过量表

达而形成了更多造血干细胞。”相反，在那些干扰素受体被关闭了的胚胎中，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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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干细胞的数量明显减少。“我们的另一个重要观察结果是，干扰素并不会增强

已有血细胞的分裂活动，而是有新的干细胞从血管细胞中生成。”萨瓦米法克说。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研究人员成功地将伽马干扰素对形成造血干细胞的作用

与其它已知因素联系了起来。萨瓦米法克说：“伽马干扰素并非独立起作用，而

是某一信号链的一部分：我们的研究数据表明，流动的血液与一种被称为NOTCH

的调节因子一起触发了干扰素的形成，而后者又刺激了干细胞的产生。” 

目前所破译的这一机制对科学家们来说十分出人意料：“在成熟的生物体中，

伽马干扰素具有相反的效果，它在感染或炎症反应过程中会对造血干细胞产生负

面影响。”狄迪尔·施坦尼尔所长解释道。他称，这种矛盾的表象可能是因为在

进化过程中，充分发育的生物体内的这一基础机制在另一种关系中得到了重新利

用。 

这一研究结果可能会对未来干细胞的研究产生价值：“迄今为止，在实验室

中从胚胎干细胞或其它通过复杂手段分离出的干细胞中获取的造血干细胞非常

少。我们的研究或许能优化目前的细胞分化过程。”施坦尼尔说道。科学家们的

目标是简化造血干细胞的研究和生产过程。 

 

 

肥胖——有其父必有其子 

【马普学会 12 月 4 日讯】在交配前吃一顿富含糖分的盛宴会对果蝇及其后

代带来影响：果蝇的后代会更容易超重。近日，弗莱堡马普学会免疫学及表观遗

传学研究所（MPI für Immunologie und Epigenetik）的科学家们与来自西班牙及瑞

典的研究人员共同发现，短期的饮食改变就足以造成这样的后果。此外，这个跨

国研究小组还识别出了首个有关物质代谢跨代改变的基因网络。父亲的饮食能够

激活改变后代表观遗传信息的基因。这些变化会遗传给下一代并在其体内控制脂

肪代谢基因的活性。此外，研究人员还在人类及老鼠体内发现了相似的基因网络，

它们会削弱机体对肥胖的抵抗力。 

我们的体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遗传，因此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

基因。但与此同时，来自环境的影响也会通过所谓的表观遗传修饰作用于体重。

虽然这些修改不会改变遗传密码，但他们是可以遗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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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弗莱堡的科学家们发现，雄性果蝇可以通过这种饮食方式影响它们后代

的体重。研究人员在果蝇交配前两天给雄性果蝇喂食不同的含糖食物，于是破卵

而出的果蝇幼虫获得了或正常或富含糖分的食物。研究人员出于技术原因仅对雄

性果蝇进行了研究，但该实验结果很可能也适用于雌性果蝇。 

那些本身摄取了均衡食物的雄性后代没有受到父亲饮食的影响。当果蝇的后

代摄取了极富糖分的食物时，它们的体重则表现得完全不同：如果幼年果蝇的父

亲摄取过极少量或大量糖分，它们就很容易超重。它们体内的脂肪含量更高，与

那些父亲摄取了均衡营养的幼年果蝇相比，它们吃得也更多。“于是就得出了一

个呈 U 字型的结果：父亲饮食中糖分含量较为极端——无论是极高还是极低—

—都会对下一代产生强烈影响。”马普学会免疫学及表观遗传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安妮塔·厄斯特（Anita Öst）解释说。但是，这种影响体重的效应不会被进一步

遗传，因为科学家们没有在第三代果蝇中观察到该效应。 

很显然，父亲营养摄取状况的遗传作用与其基因组的甲基化作用

（Methylierung）有关。这些附加物——微小的化学基团——控制着 DNA 打包的

紧密程度，而这取决于基因被识别的强度。那些体内不同的甲基化酶被部分阻断

的转基因果蝇不会将其营养摄取状况遗传给自己的后代。马普学会免疫学及表观

遗传学研究所研究员阿德尔海德·兰帕德（Adelheid Lempradl）说：“我们测试了

不同的果蝇变种，从中识别出了七种控制 DNA 打包的基因。摄取了富含糖分食

物的父亲的 DNA 包会在其下一代体内松动，以致对脂肪代谢基因的读取增多。

该效应会在果蝇的一生中持续发挥作用。 

有证据表明，相似的调控机制也存在于人体内。研究人员分析了肥胖现象非

常严重的北美原住民的一个部落——比马印第安人（Pima-Indianer）以及单卵双

胞胎的研究数据。这两项分别于 2005 和 2008 年进行的研究分别对超重和正常体

重人群及其基因情况进行了比较。“数据表明，超重人群具有和果蝇一样的基因

签名（Gen-Signatur）。如果某些转甲基酶（Methyltransferase）失活，人们就容易

发胖。”马普学会免疫学及表观遗传学研究所研究组长安德鲁·波斯皮希力克

（Andrew Pospisilik）解释说。据研究人员说，同样的基因也控制着老鼠的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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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和烤制食物有关吗？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12 月 15 日讯】刚出炉的小饼干散发的香气、圣诞烤鹅

松脆焦黄的外皮、烘焙咖啡散发出的芬芳，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衰老和糖尿病症状：

所有这些都与一种化学反应有关，这就是法国生物化学家路易斯-卡米拉·美拉

德（Louis-Camille Maillard）在 1912 年首次发现的美拉德反应（Maillard-Reaktion）。

近日，来自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食品化学专业的托马斯·亨勒（Thomas Henle）教

授和米夏埃尔·黑尔维希（Michael Hellwig）博士在《应用化学（Angewand te 

Chemi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烘焙、衰老、糖尿病：美拉德反应简史》的

文章，对美拉德反应的历史发展做了一个概览。 

美拉德反应是还原糖类（碳水化合物）与氨基酸、蛋白质或肽之间发生的一

系列非酶褐变反应。在对食物进行煎炒烹炸的过程中会使食物散发出怡人的芳香

并显出诱人的颜色。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该反应也可能导致营养生理学上所谓的

潜在致癌物质丙烯酰胺。在人体中，随着年龄增长或血糖水平升高，美拉德反应

可能主要会致使蛋白质发生特殊变化。 

 

 

科研机构信息 

弗莱堡大学与弗劳恩霍夫协会能源中心启动可持续发展研究试验 

【弗莱堡大学 12 月 18 日讯】为进一步加强能源变革的科研基础，巴登符腾

堡州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将共同出资约 720 万欧元，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启动弗莱

堡大学与弗劳恩霍夫协会联合能源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试验。“我们很高兴能得

到这笔资金，我们也相信，我校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之间的新型合作形式是面向未

来的，而且对经济界也具有吸引力，”弗莱堡大学副校长贡特·诺豪斯（Gunther 

Neuhaus）教授说，“这个研究中心的建立将使弗莱堡在可持续研究领域为全世

界所瞩目。” 

这笔资金将用于由弗莱堡大学和弗劳恩霍夫协会研究人员参与的不超过 1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7%AF%E6%98%93%E6%96%AF%C2%B7%E5%8D%A1%E7%B1%B3%E6%8B%89%C2%B7%E7%BE%8E%E6%8B%89%E5%BE%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7%AF%E6%98%93%E6%96%AF%C2%B7%E5%8D%A1%E7%B1%B3%E6%8B%89%C2%B7%E7%BE%8E%E6%8B%89%E5%BE%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uis_Camille_Mail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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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科研项目，每个项目为期三年。前六个研究项目已经确定，主要研究可持续 LED

照明灯、能够储存可再生能源的液体燃料、用于评估地质灾害及能够根据自然标

本自我修复的原料的环境数据汇编等。余下的项目将于 2015 年 2 月选定。 

弗莱堡大学和弗莱堡的五个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将以能源中心为基地，融合弗

莱堡大学丰富的学科专业及其基础研究优势以及弗劳恩霍夫在应用工程学领域

的研究，结成双方长期的战略联盟关系。主要研究课题包括可持续原料、能源系

统、恢复力研究与恢复性工程系统、环境与社会的转型等。据悉，弗莱堡大学工

程系计划成立的可持续工程系统研究所将成为能源中心工程科学的核心。 

能源中心的另一个目标是吸引企业参与其他工业投资项目，使科研成果成功

转化为商业产品与服务。中心的第一个商业合作伙伴是工业自动化仪表制造商恩

德斯豪斯公司（ Endress + Hauser ），该公司将研究出一套可供自用的民众参与模

式。他们认为，只有在市民的参与下，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转型才能成功。要通过

专业会议、工作坊或其他方式形成一个连接科学、工业、政治、管理、私人和其

他参与者的网络，从中获得项目创意、创新理念以及解决开放式问题的建议。 

 

 

其他科研信息 

“海因里希·赫兹”卫星项目的里程碑事件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 12 月 19 日讯】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宇航管理部

和德国联邦国防部今日签订了一项执行协议，就共同合作完成“海因里希·赫兹”

（Heinrich Hertz）卫星项目达成一致。该大型项目定于 2019 年启动，但目前已

开始进行一些重要的规划。以《航天任务授权法》（ Raumfahrtaufgabenü

bertragungsgesetz 简称 RAÜG）为基础，DLR 航空管理部为联邦经济与能源部

（BMWi）和联邦国防部组织安排了此项部门合作的卫星任务。 

“如果没有海因里希·赫兹之类的通信卫星，就不会有每日播报的实时新闻，

不会有电视上实况转播的世界杯，也不会有经济实惠的越洋电话。这些通信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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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助救援队实施水灾、海啸的救援任务，能使联邦国防军与各地驻军取得联系，

通信卫星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基础设施中重要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通信

卫星静止于距地球足有 36000 千米高度（地球同步轨道）的某个点上。在该固定

位置可以获取稳定的数据流——这点与地球观测卫星不同。地球观测卫星处于较

低的飞行位置，只有在飞越某个地面站时才能与之建立短时间的联系。”DLR 航

空管理部董事格尔德·格鲁佩（Gerd Gruppe）博士解释。他还补充说：“海因里

希·赫兹卫星项目符合联邦政府的宇航策略，以惠及全社会为己任。” 

参与海因里希·赫兹卫星项目的两个部门将一起合作，充分利用卫星的有效

载荷：除了联邦能源经济部的科技任务之外，联邦国防部将利用卫星的空闲负荷

来实现战略通信。 

“我们卫星的有效负荷应该为联邦国防军的特遣部队提供通信保障，并且要

与 DRL 的科技实验互不干扰，但卫星的一些基础功能如能量供应、位置调节等

应共同使用，以达到最佳协同效果。”联邦国防部武器装备、信息技术和使用部

部长贝内迪克特·齐默（Benedikt Zimmer）少将补充道。DLR 航空管理部与联邦

国防部此次签订的协议包括了指导该合作的各种细节。据悉，该通信卫星的设计

及制造将在 2015 年开始，其重量达 3.4 吨，相当于一辆小型货车的大小。 

海因里希·赫兹任务的首要目标是在宇宙中测试新型卫星通信技术，这由卫

星负责科技任务的那部分有效负荷执行。这项技术必须在十分严苛的宇宙环境中

起作用：极端炎热与寒冷外加真空和失重。如果各个部件成功经受住了“实地测

试”——即所谓的在轨验证——那么今后实施卫星任务时的故障率将会大大降低。 

另外，海因里希·赫兹卫星上还要同时进行约 20 项关于通信、天线以及卫

星技术的实验。由科研院所和工业企业共同研发建立的实验项目将对新型通信服

务进行测试。除此之外，海因里希·赫兹卫星项目还欲加强德国工业界独立设计、

制造和发射通信卫星系统及其工作平台的能力，同时确保高科技工作岗位的数量。 

海因里希·赫兹卫星将成为德国 17 年后又一颗由德国独立研发制造并进入

宇宙的通信卫星：“哥白尼”（Kopernikus）通信卫星已于 2002 年完成了它的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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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雅典娜”乘飞机回家 

【马普学会 12 月 17 日讯】11 点 05 分，仿真机器人“雅典娜（Athena）”乘

坐的汉莎航空公司 LH457 航班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飞行途中，“雅典娜”像正

式乘客一样坐在经济舱中。马普学会智能系统研究所（MPI IS）的科学家们陪她

从美国洛杉矶前往德国图宾根，要让她在那里学习更多新东西，例如站立、行走、

保持平衡，此外还要学习将来有可能帮助人类的有意义的活动。 

日本福岛的核灾难展示了机器人研究与其在日常应用之间的差距。至今仍缺

少可靠且经过实践考验的自主系统，使机器人能够进行开门、关阀门或打开水泵

等不同任务，从而完成诸如福岛核灾难事件的善后工作等。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和

工程师都在研发各种类型的机器人，以期它们能够独立并可靠地在废墟中——如

被摧毁的发电厂或发生地震的地区——活动，并根据情况采取合理及独立的行动。

这是一项及其困难的工作。 

“雅典娜”人型机器人高 1.88 米，重量仅 48 千克，靠双腿及双脚站立。位

于图宾根的马普学会智能系统研究所“自主运动能力”研究室负责人斯特凡·沙

尔（Stefan Schaal）及其团队表达了对机器人的设想和要求，美国萨克斯机器人

公司（Sarcos）负责生产。“雅典娜”的研发工作是由美国一个致力于研究灾难处

理型机器人的基金项目（DARPA）与斯特凡·沙尔主持的加利福尼亚合作实验室

共同发起的。该实验室位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沙尔在那里的身份是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及生物医学工程教授。DARPA 项目

致力于远程控制机器人的研发，而马普学会智能系统研究所的目标则远不止于此：

他们要赋予此机器人真正的自主行为能力，甚至让她自己学会某些行动。 

“雅典娜”被设计为人型（类人）机器人，因为她要在人类环境中完成任务。

与四足机器人相比，双足机器人的优点在于，它们能够更容易地穿过狭窄通道，

也更容易站立起来进行高处作业（例如转动控制杆、换灯泡等）。 

2014 年 12 月 16 日 11 点 05 分，“雅典娜”乘坐的波音 747-8 型飞机在法兰

克福机场降落。在珍妮特·博格（Jeannette Bohg）和亚历山大·赫尔佐格（Alexander 

Herzog）两位科学家的陪同下，她几乎像一个普通乘客一样在机舱中度过了整个

航程。当然她既没有吃，也没有喝，更没有上洗手间。她做了一次完全被动的旅

行，也就是说她并没有携带能量源。两位科学家同伴用轮椅将她送上了飞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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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机场又以同样方式推她下飞机，再用中巴接她“回家”——回到图宾根

的马普学会智能系统研究所“自主运动能力”研究室。在那里，科学家们将在接

下去的几个月中首先教会她在崎岖地形上行走。 

这个机器人身上全是高科技设备。她的头部配备了可以让她识别周围环境的

传感器。其中，立体摄像系统的作用类似于人类的眼睛。该系统可以利用两张图

像计算出三维深度图像，从而使“雅典娜”确认近程物体的位置。负责远程观察

的是 Velodyne 激光扫描仪，它就像头部的灯塔。这种传感器可以向一个扇形区

域发射 32 道激光束，并通过反射光计算出距物体表面的距离。该激光扫描仪的

有效距离为 80 米，每秒可对周围环境进行 10 次 360 度的全方位扫描。 

在图宾根，“雅典娜”的上身被安上了一个平衡传感器，它可以确定机器人

的方向以及在跌落或碰撞等情况下产生的加速度。她真正的胳膊还得再等上几个

星期，因为它们还在生产中。她现在的塑料胳膊只是纯粹的装饰，它们是用图宾

根的 3D 打印机制作出来的，还不具备传感功能，只能用手令其活动，但这可以

让科学家们对外观设计做出评价。 

“雅典娜”的双腿非常灵活。其髋关节和膝关节靠高压油液（200 bar）活动。

所有关节传感器会测定每一个关节的位置和受力，并将数据传至软件，由软件通

过液压阀控制关节运动。“雅典娜”的双脚是奥托博客（Otto Bock）公司为人类

研发的假肢脚。假肢的碳纤维材料使其在跑步时向双腿提供合适的弹力。雅典娜

是第一个使用假肢脚的人型机器人。 

承受自身重量的关节运动最需要能量。大型实验室油泵将高压产生的油流通

过管道导入机器人，使其关节运动。这意味着机器人目前不能自主供能，还需要

外部的液压动力。今后这个液压动力装置会直接集成在“雅典娜”体内。与此相

反，电子原件和传感器所需的能量相对较少，一个外部电源通过电线就能为其供

能。 

雅典娜是一台机器，这从她的外表就一目了然。她不是一个未来在医院中帮

忙或照顾老年人日常起居的助理机器人原型。斯特凡·沙尔解释说：“‘雅典娜’

是那种在房屋倒塌现场救人，或被派到森林里去寻找走丢的小托马斯的机器人。

雅典娜是为在复杂地形中从事体力工作而设计的机器人，这些地带对人们来说可

能是不可接近或过于危险的。她并不是作为家中的生活伴侣设计的。 



12 
 

这个机器人是全新的，至今还只能做一些基本动作，要她自主站立、行走和

保持平衡尚需几个月的时间。图宾根科学家们的中期目标是使其能够在崎岖或有

障碍的地带行走，长期目标包括机器人的全身协调，以完成抓取距离半径外的物

体或穿过狭窄空间等活动。在这些任务中，雅典娜要做出保持平衡、支撑、伸展

及抓取某物的动作，某些情况下可能还要自己重新站立起来。要完成这些动作就

需要对周围环境有具体感知。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研究人员还要在基础研究和设计中投入大量时间。执行

这些看似简单的任务是人类所具备的能力，而隐藏在其背后的基本原理至今仍深

不可测。 

 “对我们而言，机器人在未来某一天能在复杂的地形上稳妥地活动至关重

要。”斯特凡·沙尔说，“我们的研究主要针对这些未来系统中的自主感知、控制

和学习能力，以期这些机器人将来某一天能够在复杂的地形中帮助人类，例如灾

难救援、宇宙航行、传染病爆发时的支援、紧急情况救援（火灾、工业事故、极

端天气、人员搜救等），差不多就是用在所有无法用车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

对未来的憧憬，我们还有许多研究需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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