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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9日，国际著名投资风
向杂志《红鲱鱼》正式公布了“2012 年红鲱
鱼全球 100强”获奖名单，合能阳光因在检
测领域的专注及云检测模式的成功创新而
最终当选。

这是合能阳光继获亚洲创新百强后的
再次获奖，而此次入选全球百强的中国内
地企业只有 7家。

据悉，云检测是以云计算为基础的检
测方式，合能阳光云检测平台采用了先进
的物联网技术、RIF技术和云计算技术，将

检测业务、检测仪器、检测实验室、检测标
准、检测客户、检测专家等检测资源进行海
量整合，从而解决各检测资源存在的孤岛、
不对称问题。

红鲱鱼全球百强评选一向以挖掘富有
创新活力、极具投资潜力的高科技企业闻
名，其早期的排行榜上包括诸如 Facebook、
Twitter、谷歌、雅虎、Skype、YouTube、eBay
等当时籍籍无名而今已如雷贯耳的全球知
名企业，因此一直以来备受投资界重视。

（于思奇）

合能阳光获红鲱鱼全球创新百强

姻本报记者 计红梅

雷切尔·梅茨是一位美国媒体从业者。
11月 30日，她在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携带安装
了多个翻译软件的手机“勇闯”韩国、中国和
日本的体验。
“应用这些翻译软件确实比查字典快

多了，它们能够理解许多完整的句子。”梅茨
说，“不过，在嘈杂的环境下，这些软件识别
语音的能力还有待加强，特别是当说话者不
讲英语的时候。”
就在不久前，微软公司全球首席研究

官里克·雷斯特在微软亚洲研究院“21世纪
的计算大会”上所作的一段演示刚刚掀起了
一轮机器翻译的热潮。演示中，雷斯特每讲
完一句英语，计算机很快就能以准确的中文
翻译出来。
梅茨的体验与雷斯特所作的演示为我

们打了一个问号：机器翻译的发展目前到底
处于哪个阶段，我们距离多语言无障碍的沟
通还有多远？

最好的时期

周明博士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
计算组首席研究员。自上世纪 80年代中期
起，他就开始从事机器翻译的研究。

11月 30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
采访时，周明表示，在他看来，现在是机器翻
译发展最好的时期。
机器翻译是指利用计算机把一种人类

语言以文本或者语音的形式自动翻译成另
一种人类语言的技术。
这项技术从计算机诞生起就开始酝

酿，在过去 60多年里历经了草创、低谷、复
苏、繁荣等不同阶段，翻译思路也发生了巨
大变迁，但至今仍被认为是 21世纪世界十
大科技难题之一。

周明告诉记者，机器翻译的基本方法
主要经历了由规则翻译到统计翻译的颠覆
性变化。

1957年，美国学者 V. Yingve在《句法
翻译框架》一文中提出了对源语言和目标语
言均进行适当描述、把翻译机制与语法分
开、用规则描述语法的实现思想，它成为基
于规则的翻译方法的雏形。
上世纪 60年代 ~90年代中期，基于规

则的翻译方法一直是机器翻译领域的主流
思路。1996年到 1999年周明访问日本的时
候，还曾经基于这一方法开发出了中—日、
日—中机器翻译产品。
但是，基于规则的翻译方法“先天不足”

之处是，因为它的语法规则完全由语言学家
所确定，因此翻译的效果比较生硬，无法顾
及词汇和语法的细微变化，而且编写和维护

的代价很大，不能实现顺畅的扩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世纪 90年代初期

诞生了基于语料库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最开始是基于实例

的翻译。”周明举例说，在翻译“我想吃蔬菜”
这个句子之前，可以先到数据库中查找，看历
史上别人是怎么翻译的，然后再“改头换面”
一番。例如，库中已经有“我想吃饭”这句话
的翻译方法，那么只要把“饭”换成“蔬菜”就
可以了。
随着这一思路的发展，上世纪 90年代中

后期，大家越来越关注基于统计的翻译。统计
翻译的前提也是把大规模的语料搜集起来，
形成一个巨大的双语对照的数据库，然后再
建立翻译模型和语言模型。
“基于统计的翻译方法就好像是赌博。”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宗成庆研究员给《中国科学报》
记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依据这一方法，翻
译一个句子的时候，翻译模型会给出多个翻
译候选，然后得分最高的选项最终胜出。这一
过程中，语言模型的作用是，避免不自然的句
子出现，例如可以说“我想吃饭”，却不能说
“我想吃桌子”。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双语对照的句
子是非常稀少的。”周明说，正是得益于互
联网的飞速发展，统计翻译获得了强劲的
前进动力。

从单向到互动

周明告诉记者，统计翻译的优点是，在
这一框架之下，一切都是自动做的，只要双语
语料库足够大，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
统计翻译系统平台。
而互联网则为语料库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信息来源。例如，许多双语对照的网页、手
册，形形色色的翻译论坛，提供中外文专有名
词对照的出版物电子版，以及网友对于译法
的讨论等等，均是巨大的双语资源。如何通过
互联网挖掘手段将这些翻译知识搜集、利用
起来，成了主要的问题。计算能力、存储能力
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
“其实语料库的思路在计算机刚刚出现

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想到过，但当时计算机的
性能跟不上，难以实现。”宗成庆说。
而随着云计算和云存储等技术的出现，这

些制约统计翻译发展的瓶颈问题也得以解决。
“对机器翻译来说，互联网不只是提供

了丰富的资源、解决了计算能力问题，而且还
体现了强大的实施能力。”周明说。
他举例说，如果将翻译软件放到软件商

店去卖，消费者的数量就会受到限制，而且不
能普及化，用户也无法及时提供使用反馈。而
如果通过互联网在线词典、在线翻译等形式，
用户就可以随时提交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推
动翻译技术尽快完善。

周明告诉记者，微软亚洲研究院从 2004
年起就开始倡导 DDR（Deployment Driven
Research），即以实践为驱动的研究。换句话
说，一旦产生一些研究成果，就要快速地放到
网上跟用户互动，以得到用户的反馈，从而使
系统越来越好。微软的必应搜索引擎、必应词
典以及必应翻译等都是基于这一方式来扩展
的。其前提是一定要有互联网，一定要有大规
模实施云计算的能力。
周明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基于规则翻

译的时代可以称之为机器翻译的 1.0时代，统
计翻译基于互联网发展的初期是 2.0时代，现
在则是进入了 3.0时代。
“3.0时代的特点就是将用户的互动融合

到开发者的开发过程中，这是最重要的特
色。”周明说。

离完美有多远

近日，国内市场调查机构艾瑞发布了
《2012互联网翻译服务行业报告》。该报告显
示，从 2011年 11月到 2012年 7月，互联网翻
译服务用户覆盖规模继续呈上升趋势，用户对
互联网翻译服务的需求继续增长，其中在线翻
译覆盖人群已超过 6000万。随着日益扩大的
对外文化交流，中国互联网翻译服务在整体网
民中的渗透率也越来越高，73.7%的网民在使用
互联网翻译，渗透率仅次于网络购物、搜索服
务和微博，是网民的第四大需求。
“可以说，现在机器翻译技术已经渗透到

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周明总结说。未来，除
了文字机译和语音机译这两种主要形式外，
图像、手势等也将会成为机器翻译的对象。
不过，周明和宗成庆都认为，机器翻译永

远也不可能达到媲美人类最高阶智慧的程度。
“语音机译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障碍是

如何在噪声环境中进行很好的语音识别。”宗
成庆指出。除此之外，如何对自然语言过程中
出现的缺省、啰嗦、语气词、口头禅等支离破
碎、不符合语法的地方进行修正，以及区分不
同说话人的口音等也是一些困难的问题。而
文字机译，则因为书面语言用词丰富、结构复
杂等特点，离“信、达、雅”还有很大距离。
周明告诉记者，自 2005年以来，微软亚

洲研究院和微软雷德蒙研究院就开始联合进
行机器翻译研究。过去 10年，语音翻译的水平
提高非常快，特别是过去 3到 5年，随着一些
新的统计学方法，如深度神经网络技术的出
现，语音识别错误率已大为减少，从大约 5个
词错一个提高为 7个词错一个。“现在的问题
是，用户对机译技术的容忍度有多大。机器翻
译的应用范围越大，其发展速度也会越快。”
周明认为，现在是机器翻译发展最好的

时期，可谓是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我认为我们可以对未来 10年抱有更大的期
待，届时机器翻译将会跃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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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风云总是在急剧地变幻。
12月 4日，被美国著名财经周刊《巴伦周刊》誉为“互

联网女皇”的玛丽·米克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发布了其
《2012互联网趋势报告》，再次体现出她对行业前景的洞
察入微。

一些关键性的论断是，Wintel联盟（微软和英特尔组
合）近年来已失去很多垄断优势，这一趋势的驱动力是苹
果，但真正蚕食微软份额的却是安卓；自 2010年第四季度
以来，全球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出货量已经超过 PC，而且
丝毫没有逆转的迹象；在今年的个人计算设备全球出货量
中，iOS 和安卓所占比例超过 45%，Windows 仅剩 35%的
市场份额，而 2007年微软市场份额超过 90%……

正如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
所说：“就算我们把每件事都做对了，仍有可能错失城
池。面对新技术和新市场，往往导致失败的恰好是完美
无瑕的管理。”

正因为此，处于鼎盛时期的弄潮儿也许马上就会面临
日薄西山的命运，长期潜伏的黑马也很可能瞬间胜出。

1998年，当微软公司的股票市值接近 2500亿美元时，
苹果公司只有 60亿美元。然而，时隔 13年后的 6月 3日，
美国纳斯达克，苹果公司的股票市值比微软和英特尔两者
之和还多了 8亿美元。

市场之手虽然难以捉摸，但它最终青睐的，一定是时
时保有潜伏与积淀勇气的执著者。

弄潮儿与潜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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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进入 3.0时代

机器翻译技术已经渗
透到日常生活中。
图片来源：www.e0817.com

业界资讯

本报讯 11 月 28 日，由意法半导体
（ST）举办的 2012年 iNEMO校园设计大
赛闭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Dragon Dance
团队设计的水下蛇形环境勘测机器人获中
国区第一名。

据了解，iNEMO设计大赛是中国大学
生和青年工程师运用意法半导体的 iN-
EMO智能多传感器技术研发创新应用设
计的公开赛，旨在推动中国大学生在
MEMS设计方面的创新活动。

据介绍，意法半导体的 iNEMO是市场
独有的具有 10个自由度的MEMS传感器应
用评估开发工具，整合了 3轴线性加速度传感
器、3轴角速率传感器、3轴磁场运动传感器以
及压力 / 高度传感器，全部传感器均由
STM32 32位微控制器控制。该工具在一个平
台内整合多轴传感器、处理功能、专用软件和
无线接口，可使各种应用设备的功能和性能实
现跨跃式突破，如游戏机、人机界面、机器人、
便携导航设备和病患监护设备等。（李惠钰）

意法半导体 iNEMO校园设计大赛闭幕

本报讯 11月 30日，金山软件发布了今
年第三季度业绩公告。公告显示，金山软件
今年第三季度营收为 3.65亿元人民币，环比
增长 13%，同比增长 51%；第三季度净利润为
1.19亿元，环比增长 0.8%，同比增长 42%。

公告显示，第三季度金山软件各主要产
品线已完成“全面转型移动互联网”的战略
布局，并整体发力，尤其是互联网安全和办
公软件业务的强劲表现，使得金山新的盈利
增长点渐趋于成熟和稳健。

公告数据表明，来自应用软件业务的

收益为 1.52亿元，环比增长 35%，同比增长
96%，应用软件营收在总营收中占比 42%。
这也是金山上市 5年来应用软件占比首次
超过四成。

据悉，截至今年 9月底，金山互联网安
全产品的月活跃用户数已突破 1.2 亿；
WPS办公软件在 PC端、移动端双线并进，
其中WPS个人 PC版的月活跃用户 9月份
已突破 4000万。WPS移动版自去年 5月份
发布以来，在全球 226个国家和地区落地
开花，活跃用户超过 700万。 （计红梅）

金山软件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幅超五成

福岛核电站因地震和海啸导致严重核泄漏后，苦于本国
没有合适的机器人参与探查和抢修，不得不依赖于外部援助。

在福岛核电站救援和善后的过程中，先后有多个国家的
机器人进入过福岛核电站，而唯独没有日本自己的机器人。这
也让一向被视为“机器人大国”的日本非常难堪。为此，日本政
府委托新能源产业技术开发机构实施一项“灾害对应无人系
统研究开发计划”，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研制用于核灾害
抢险的机器人。

在最近东京展览场召开的“日本机器人周 2012”上，日本
新能源产业技术开发机构展示了两款新型救灾机器人，用于
在发生重大事故和灾害时迅速了解情况并开展修复活动。这
两款机器人将于近期正式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投入使用。这样，
日本的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机器人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实
现了从无到有，并且具有了实际应用的能力。

那么，怎样看待日本机器人科研和技术的实力呢？客观地
讲，日本机器人的研究水平和技术水平仍然处于世界主要科
技强国的前列。日本装备的工业机器人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
国家，尽管近年来总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占世界现装备机器
人数量的一半以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机器人科研和
技术的雄厚实力。

日本在上世纪末机器人工业应用取得巨大成功后，将机
器人的应用领域拓展到医疗、娱乐和服务机器人上，并将其作
为一个重点产业进行扶持。这也和日本的国情密切相关。日本
是一个后工业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服务业从业人口
严重不足。日本政府希望未来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完成料理家
务，打扫卫生，照顾小孩、老人和病人等任务，为此进行了大量
的投入，鼓励企业和高校进行仿生机器人、娱乐机器人和服务
类机器人的研究。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日本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已经初具规
模，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领先水平，
但同时也忽略了不具有产业化潜力的其他类型特种机器人的
研究，这其中就包括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机器人。

这次福岛核事故的发生无疑给日本政府敲响了警钟，日
本政府迅速在政策和扶持力度上进行了调整。由于日本机器
人基础技术的实力雄厚，在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后，他们就迅速
找到了机器人处理核事故的合适切入点。
“日本机器人周 2012”展示的两款机器人，其中一款是小

型移动式遥控操作机器人，它研制的主要目的是代替工作人
员进入核事故现场进行探查。

核事故发生后，首要的工作是了解事故现场的整体事故
状况，包括损坏情况和核泄漏状况。在这些情况都未知并且随
时都可能发生新的爆炸和泄漏的情况下，人员即便穿着防辐
射服进入事故现场仍然存在极大危险。此时必须要有具备抗
辐射能力的机器人携带各种类型探测设备进入现场，对现场
情况进行探查。

除此之外，为了克服事故现场环境的各种非结构障碍，机
器人需要具备较强的越障能力；为了能够在狭小的通道内通
过，机器人还要具有较小的体积；为了完成一定的作业任务
（如打开 /关闭阀门等），机器人还要配备复杂的机械手；考虑
到核事故发生后，现场会有大量的积水，机器人还要具有防
水、涉水能力。这些能力的具备说明日本的核事故处置机器人
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该展会展示的另外一款机器人不是纯粹的机器人，而更
像是一副人体铠甲。事实上，这种机器人的学名为可穿戴式机
器人，其机理与美军外骨骼机器人相近。这种机器人研制的主
要目的是保护并辅助人员完成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同
时，这类机器人亦反映出日本借鉴其他国家、其他领域技术进
行应用的能力。

在核事故发生一段时间后，核电站内部状况趋于稳定，辐
射强度也会下降到一定水平。此时通过远程遥控机器人的使
用已经对内部状况有了较为充分的掌握，需要进行事故救援
和善后处理工作。这时就需要人员进入，因为一方面仍然有些
复杂的操作任务是机器人无法完成的；另一方面，在某些严重
损坏的环境中，机器人的环境通过能力仍然无法与人类相比。
而使用可穿戴式机器人则可以相应地解决这一问题。

可穿戴机器人可以增加人的负重能力，使得人员在穿着
异常沉重的防护服的情况下也能够行走自如；同时，还提高了
人员的作业能力，使得人员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完成一些特
殊的作业任务。

虽然近日由日本东芝公司研制的一款四足机器人“福岛
探索者”在发布时出现问题，但不能否认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日本自身机器人技术的雄厚基础。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福
岛电站发生事故后，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多台机器人深入
现场，日本本国亦有各种机器人先后进行现场应用。日本的科
研机构从这些机器人使用的过程中总结出大量的经验和数
据，这些经验和数据是在人工模拟条件下无法获得的。

虽然地震、海啸及核事故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但对核事
故处理机器人而言，福岛核电站的事故现场提供了一个世界
上独一无二的试验场。可以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日本
的以核事故处置机器人为代表的特种机器人技术将会迎来一
段高速发展的时期。

（作者系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福岛核事故后
日本特种机器人的发展

姻姚辰

技术评论

话题背景

今年 10月，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开发
机构开发出了两款新型救灾机器人，并拟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投入使用。11月底，日
本东芝公司也发布了一款四足机器人“福
岛探索者”。这款机器人同样将被用于探索
福岛第一核电站，以检测其放射性物质的
残留影响。

本期话题：防辐射机器人

1998年，一条在车轮上的细小裂痕导
致了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火车脱轨事故。然
而问题是，对于此类裂痕，人们几乎无法仅
凭肉眼来发现。

可喜的是，近日，来自德国基尔大学、
纽伦堡大学和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科研团
队成功研制出一种可以在不同受力情况
下发出不同颜色光线的复合材料。人们借
此可以将材料疲劳与受损程度可视化。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的学术期刊
《先进材料》。
“我们发现，四针状氧化锌晶体的发光

性能可随附加在其上机械负荷的变化而变
化，因此，这种材料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复合
材料内部的损伤程度。”基尔大学工学院博
士约根德拉·米斯拉（Yogendra Mishra）说。

据他介绍，在一次实验中，科研团队将
四针状氧化锌晶体加入到了硅树脂聚合物
中，并测试这种复合材料的一般属性。然而
他们发现，这种复合材料的强度要大于硅，
同时，在紫外线照射下可以发出荧光。更加
奇妙的是，当这种材料被施加不同大小的机
械应力时，其荧光的颜色还会发生变化。
“这意味着，该材料可以在其即将崩溃

时发出视觉警示信号。”慕尼黑工业大学教
授柯德·佐弗兰克（Cordt Zollfrank）说，“所
以，它是一种可以‘报告’疲劳情况的有趣
材料。”

该科研团队负责人雷纳·阿德朗（Rain-
er Adelung）教授则表示，这一发现可用于制
备多种类型的特种复合材料，“特别是建筑
材料”。 （邱锐编译）

可“报告”受损情况的新材料

四针状氧化锌晶体
的发光性能可随附加在
其上机械负荷的变化而
变化，因此这种材料能
够帮助人们判断复合材
料内部的损伤程度。
图片来源：http://phys.org

前沿

机器翻译技术
从计算机诞生起就
开始酝酿，在过去
60 多年里历经了
草创、低谷、复苏、
繁荣等不同阶段，
翻译思路也发生了
巨大变迁，但至今
仍被认为是 21世
纪世界十大科技难
题之一。

http://www.e0817.com
http://phy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