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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个人服务机器人在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开始得到不少关注。个人服务机器

人是否真正能够作为消费级产品大规模进入家庭？其中的技术突破口又在什么地方? 作为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近两三年来重点投入的一个研究方向, 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尤其是相关的应用模式的分析，我们得出了自适应机器人交互可以大大提高现有 AI

技术的可用性的结论。这篇文章将介绍我们对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先进应用的分析，然后会

重点对其中的关键技术领域自适应机器人交互进行介绍。最后，我们会分享我们对下一步

工作的一些看法。随着下面两三年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基于 HERO 开放平台 的共同实践,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和生态系统伙伴们共同实现在未来五年内个人服务机器人进入家庭提供

先进服务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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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器人的美好未来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成为产业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不

过服务机器人的应用方面目前和智能手机等的应用还比较相似, 自主性尤其是学习能力也

比较欠缺，很多时候只是预先编程的几个功能，难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如何突破现在的简

单应用模式，让服务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更加自主，成为服务机器人行业发展的一个重

要问题。 

       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很多机器人，有些非常智能，那么个人服务机器人到底离现实还

有多远呢？从我们的调研和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来看，我们相信一些相关的新技术将有

可能在几年内准备就绪，从而能够使得个人服务机器人的应用实现一个飞跃。 

       过去两年多，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一些机器人领域的著名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其中

包括美国南加州大学的 Maja Mataric 教授和汉堡大学的张健伟教授。 Mataric 教授是社交

机器人学(Social Robotics)方面的著名学者，她特别喜欢使用机器人主题的科幻电影来谈

论服务机器人潜在的市场和技术准备情况。她表示，很多电影中的机器人只是幻想而已，

离现实还很远（由于人工智能技术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全面超越人类的智慧），但其

中少数电影中描述的一些应用场景在不久的将来更具技术现实性。其中一部她推荐的电影

就是“Robot ＆ Frank”，它是一部关于老人看护机器人的电影，她认为里面的部分场景在

不久的将来是可以实现的。 

       从社会需求来看，我们也持有相同的意见。我们相信，老年人看护将是个人机器人的

一个刚需。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 2005 年的统计，每一位老年人(60 岁以上)按人

口比例换算可以得到约 6.1 名劳动力的看护支持，也就是 1 比 6.1。到 2025 年，这个比例

将下降到 1 比 2.5 [1]。另据最近的统计，在 2.3 亿老年人（60 岁以上）中，约 51.3％是空

巢老人[2]。因此，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来对老年人进行看护将会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个

人服务机器人可以大大缓解这方面的问题。最近看到社区养老方面已经有公司开始尝试智

能老人护理（使用智能设备），而服务机器人由于移动性，自主能力，更好更自然的人机

交互等优点，未来将很可能成为老年人看护的理想选择。个人服务机器人并不会完全取代

家人的关爱，但会大大帮助家人提高看护效率，减少对其工作和其他家庭义务的影响，而

且个人服务机器人还可以通过一些应用（比如下面提及的沟通助手）来加强老人和家人之

间的沟通，作为他们互相表达关爱的一个桥梁。除了一些最基础的类似于电脑手机的应用

如播放歌曲，简单问答等，服务机器人其实可以完成一些更有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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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沟通助手：手机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沟通工具，语音视频方式都可

以，但对不少老人而言，使用手机还有上面的应用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尤其是年纪

大一点之后由于眼睛看不清、手指不灵活等原因更加困难。如果服务机器人能够根据

老人的需求（比如通过语音发出命令）来和家人进行各种方式的沟通，那么这个应该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 智能导航及和谐空间共享：机器人为了完成任务是需要在家里移动的，那么首先需要

更加智能的定位导航。另外因为机器人和老人共处一个家庭空间，老人又比较容易受

干扰而发生跌倒等危险情况，所以机器人应该非常注意，要与老人进行和谐空间共

享。不影响老人的日常行动，也体现良好的社交礼仪(如礼貌的让路等)。 

• 日常起居监控：对老人的日常起居情况进行监控, 必要时进行确认，并把相应的情况尤

其是异常及时通知给家人或看护人员。这些信息对于子女而言能够让他们能随时了解

父母的日常起居情况，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应用。 

• 紧急情况检测及救助：从多种模态如视觉，声音来检测特别需要紧急处理的异常情况 

(比如跌倒、痛苦的表情、很大的声音等等), 并及时提供救助服务，比如通知家人，帮

助拿救心药等。紧急情况检测及救助一直是老人看护方面的一个刚需。 

• 智能提醒：目前手机上都有定时提醒功能，比如到了吃药的时间提醒老人吃药, 不过生

活中有不少情况简单的定时提醒并不够，而是要根据目前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提醒，

比如老人出门的时候提醒带上一些出门必备的物品(手机，钥匙，老人防丢器等), 天冷

的时候可以提醒带上帽子、围巾，还有不少老人开了火之后可能就会忘了而直接出

门，那么在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机器人应该能检测出来并及时进行提醒。 

• 情感关怀： 比如机器人和老人聊天，并能在聊天中应用以前聊到的一些信息，如老人

的喜好等，相当于机器人是有记忆的。机器人还可以通过分享老人的一些情况(比如拍

摄一张老人做的美食发到家人的微信群里)，加强老人和家人之间的沟通，作为他们互

相表达关爱的一个桥梁。 

其他的应用应该还有更多，附录 1 列出了以上应用场景和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的更详细的

信息。通过我们的一些初步调研，如果能够实现其中的两三个应用，相信已经是非常受用

户欢迎的产品了。除了老人看护，我们认为个人服务机器人在客户服务(比如前台服务等), 

儿童教育，家庭助手等方面都会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不过技术上和老人看护都有不少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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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所以实现了老人看护这样的刚需应用，那么实现这些其他的应用也会变得相对简

单。另外我们也看到智能设备现在包含了个人电脑，智能手机，以后也在往智能家居的方

向发展，个人服务机器人的一些相关技术可以应用到智能家居的一些设备上，而个人服务

机器人将成为智能家居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和智能家居中的其他设备和传感器形

成联动，共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根据我们对市场和技术的理解，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在技术上解决一些主要的瓶颈，那么服

务机器人市场在几年内有个飞跃式的发展是很有可能的。如果要说具体的市场体量，我们

做了一个比较粗略的预测，在 2020 年仅仅在养老服务机器人这块，如果能做出满足中国

4%老人(到 2020 年根据趋势预测中国大约是 2.5 亿老人)需求的产品，那么市场的总量已

经达到了 1000 万台，而随着产品功能不断的提升并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市场的空间是

非常巨大的。 

 

关键能力分析及主要技术挑战 

      我们对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应用模式及其要用到的关键能力进行了分析，见下表。 

 

表 1  养老服务机器人的技术能力需求分析 

       表 1 中列出的应用在上一节(部分在附录 1 里)进行了介绍，以下对其中所需要的一些

能力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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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人识别(人员识别或身份识别)：首先机器人对老人和其他家庭成员要能够识

别，这个几乎在所有的应用里都要用到。由于人脸识别技术通常只能对接近正脸的

人脸进行识别，而机器人如果每次都要移动到能看到正脸的地方并不方便，所以需

要多角度进行特定人识别。如果把人认错了，后面的服务也就没法正常进行，所以

正确率应该尽量接近 100%。如果机器人没有把握的时候，至少应该知道有可能出

错，这个时候可以主动的和用户进行确认，这样即使系统识别人出错的情况下还是

可以补救并使得服务正常进行下去。所以总结下来需求就是”多角度，正确率接近

100%，知道何时出错”。 

 物体检测识别：对家里的家具还有日常用品进行识别, 这个对于导航(比如如果能识

别门，家具等那么就可以实现语义导航)，还有提供特定的服务都是必须的(如智能

提醒中帮老人找到特定的物体，基础家务服务中对特定的物体进行抓取)。正确率

和可靠性方面也类似特定人识别要求正确率高，否则会严重影响服务的进行，而且

希望对新的没有训练过的物体也能够识别。 

 事件检测：这个包括老人日常行为(吃饭，看电视等)的识别，老人跌倒等异常事件

的检测。这个能力在起居监控(日常行为的检测)，紧急救助(跌倒，心脏病发作等紧

急情况)等应用场景里都是非常重要的。无疑这方面的正确率要求也是很高的。 

 情绪理解：如果要更好的提供用户满意的服务，能够了解用户的情绪显然是有必要

的。情绪识别等在紧急情况检测及救助、情感关怀等应用中非常重要，比如识别痛

苦的表情等。另外在起居监控中，老人的情绪监控也非常重要，可以判断出老人的

情绪是否正常，如果有异常那么需要及时通知家人和医护人员。情绪理解也要求很

高的正确率，另外由于每个人的情绪表达会有一定的个性化，所以对于个性化的情

绪表达也要能够处理。 

 知识和记忆：这部分主要是存储一些知识和信息，包括一些通用的知识(比如常识

知识), 也包含个人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一些和养老看护相关的信息--吃了一些什

么，喝了一些什么，甜食是否吃得多，对什么比较感兴趣等等)。通过与人的不断

交互，系统对个人的信息可以不断更新，甚至知识库也是可以更新的，这样就能更

好的为用户提供更智能的服务。 

 意图理解：意图分析就是预测用户的意图，比如要移动到什么地方，是否希望和机

器人交互，要做什么事情等。通过对人的意图分析，就可以更主动的更安全的为人

服务。比如和谐空间共享应用场景中，机器人和老人对向而行的时候，如果机器人

能够预测老人的意图是往某个方向走，那么机器人可以进行更有效的避让，使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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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家里的行动不受到太多干扰。而当一位老人双手端着一碗菜走向冰箱的时候，

机器人应该要能预测出来老人是要把这碗菜放到冰箱里面，那么它可以帮助老人提

前打开冰箱的门。 

 新任务学习：这里的新任务学习指的是向用户学习做一件新的任务，比如浇花，开

关家庭音响系统，一般用户演示和讲解一遍，机器人要能够完全掌握。以开关家庭

音响系统为例，包括了多个步骤，开总的电源开关(如果有的话)，并打开 CD 机，

功放等的开关，调到合适音量，在 CD 机放入 CD，功放这边也要调到相应的输入

(比如 CD 输入)。这个目前看来还是更前沿的功能，比目前的示教学习要更复杂一

些，因为牵涉了多个步骤，但如果机器人能具备这样的学习能力，那么将会使得机

器人的服务更容易被扩展，所以是很值得进一步探索的一个方向。 

       其中前面的一些功能是基本的必须的，而后面的一些能力相对来说是更前沿的功能，

所以我们的研究探索也是重点放在前面的基本功能，但后面的功能也会开始进行一些必要

的探索。 

       近年来人工智能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广泛应用有了巨大的进步, 那么实现上面提到的

一些能力是否就很容易了呢?  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技术上的挑战还是很多的，这个可能

不少在机器人领域做过真正产品的业界同仁也有同感。我们分析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挑

战： 

• 不确定（鲁棒性不好）: 目前的不少人工智能技术有时出错，而且不知道自己出错

了。  

      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少和服务机器人相关的技术仍然

是不完美的，无论如何改进系统仍然会有一些错误。而且更为棘手的是，系统往往无

法知道自己犯错了，常会犯自己觉察不到的错误，这些都使得服务质量很难保证。这

个其实也是不少人工智能落地到实际应用首先碰到的一个困难点。可以看到上面的分

析中对不少识别能力的正确率要求也是很高的，而且要准确的知道何时出错，所以这

方面的问题必须有好的解决方案才能使得上面提到的一些先进的应用得以可靠的实

现。 

• 不认识/知道：机器人不认识新的物体或行为，也无法处理没有预先编程过的新的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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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比较成熟的方法都是基于监督学习的方法，这个一般都是预先通过大量标注

数据训练好的，到了应用之后一般是没有办法再改进的，除非在后台再通过新的标注

过的训练样本进行重新训练。而应用中又往往会出现新的人，物体或事件等需要识

别，这就会出现机器人不认识，不知道的问题。所以机器人的功能在到了用户家庭之

后应该是可扩展的，机器人要能在用户的要求和指导下学习新的功能和任务的能力。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朱松纯教授也在文章中指出, 服务机器人领域的应用和过去的计

算机视觉应用不同，更多的是 "大 (数量) 任务, 小数据"(Big task, small data), 尤其因为

个性化服务的需求，机器人学习新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功能, 而且这个学习可能是要基

于小数据的。 

• 缺知识：新的常识，个人相关的知识 

       知识和记忆我们看到是不少服务机器人应用必需的一个基本能力，这个属于人工

智能中的符号方法(Symbolic method)分支。过去机器人的软件一般也会用一些背景知

识，这些就是基于符号方法的。人工智能历史上一度非常流行的专家系统就是基于符

号方法的，而专家系统过去没有成功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可扩展性比较差，往往会发

现缺少知识，从而难以处理实际应用中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在服务机器人系统中也会

碰到类似问题，那么如何使得系统的知识可以动态的去更新将会非常重要。另外过去

统计学习方法和符号方法在机器人领域也没有很紧密的结合起来，我们认为两个方法

在服务机器人上面如果能更好的结合的话，将会大大提高系统的智能。 

       以上这几点我们认为是服务机器人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一些关键问题，如果能够

解决这几个方面的不足，那么服务机器人的能力将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从而真正实现一

些上面提到的更有价值的应用，真正的深入的去满足广大用户在老人看护等方面的刚需。 

        

自适应机器人交互 

       我们提出的自适应机器人交互正是我们针对上面需求提出来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目

标是使机器人能够自主的进行持续学习，并且能根据需要向用户发起交互进行学习。  

      针对上节提到的目前人工智能的一些不足，我们认为自适应机器人交互应该主要从下

面一些方面来进行改进: 

 针对不确定，出错而不自知的情况，通过下面两个方向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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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通过观察和交互来更新模型从而不断提高鲁棒性。服务机器人应用的一个

可以充分利用的特点就是机器人会反复观察到一个需要识别的人，物体或

行为事件等，这就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收集样本和标注样本的机会，利用这

个特点就可以获取更多标注数据来改进已有的识别模型。另外一个重要的

特点是服务机器人可以与人主动交互而不会让人感觉奇怪，不像其他设备

如果主动与人交互有时会让人感到奇怪甚至害怕，而人对服务机器人是有

这个主动交互的心理准备的。那么可以利用这一点来主动与人交互在识别

不确定的情况下获得用户的确认，然后这些信息可以作为标注过的样本加

入训练集进一步改进已有识别模型。 

这里对人，物体等的多模态观察和识别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多模态人

员识别中，除了人脸识别可以事先训练好(再辅以少量用户的注册照片), 其

他模态往往需要不少样本(例如基于体态特征来识别人需要注册大量的不同

角度，不同姿势，不同衣服还有不同光照条件的照片才能达到较高的识别

率。声纹识别也一般需要十分钟以上的注册数据), 这些很难通过短暂的用

户注册过程获得。所以通过几种模态的配合来自主的获得更多数据就非常

重要。 

o 通过准确的置信度估计来触发主动交互确认。虽然机器人主动交互对于用

户是可以接受的，但频度还是要控制，否则会造成对用户的过多干扰。我

们考虑可以通过更准确的置信度估计来更准确地判断识别的可靠性，只有

不确定性到一定阈值的时候才触发主动交互。过去的机器学习方法对置信

度的估计都是直接利用分类器本身的置信度输出，这个往往是不准的，比

如置信度高的时候也可能出错。所以这方面的实现是一个关键点，需要针

对不同的识别算法来实现相应的更准确的置信度估计算法。另外在可能出

错的时候通过准确的置信度估计，可以在置信度不高的时候主动和人交互

来进行确认，防止基于错误信息的服务。 

 针对不认识的问题，我们觉得可以通过少量样本的初步训练和后续的交互来解决这

个问题。这方面针对少量样本可以考虑采用更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和深度学习方法

结合起来，这样把两方面的优势都能充分利用。而后续的交互则通过与用户的自然

交互来解决数据标注的问题。 

 针对知识不足的问题我们主要通过知识图谱的自动更新来解决，主要从下面几个方

向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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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除了传统的通用知识图谱(如 ConceptNet[3]等), 我们认为也需要增加个人知

识图谱，这个可以用于存储用户个人相关的一些个性化知识和信息，以便

后面更好的为用户服务。 

o 所有的知识图谱应该是可以进行更新的。前面提到传统的专家系统其知识

库一般都是固定的，最近的一些语音助手系统知识库也需要一个很大的团

队来维护更新，而服务机器人进入家庭后，面对的用户千差万别，很难用

这些方式去更新知识了，所以必须要有能够和用户配合起来自动更新知识

的方法。 

o 知识图谱更新可以通过符号方法和统计方法结合。符号学习也就是基于语

义和逻辑来进行的学习，一般语义信息(事实, 规则)的学习可以是直接从用

户(当然也可以从文本里面)那儿学来，也就是直接把用户说的话翻译为内部

语义表达形式来增加机器人的知识，更进一步还可以从很多事实中通过统

计分析归纳出更高层的语义规则，比如规则归纳学习(rule induction 

learning)。除了向人直接学习，另外系统的知识也可以动态的通过机器人

观察人和环境来获得。比如“茶杯放在桌子上”这条知识既可以通过观察得

到，也可以是人直接告诉机器人的，而且机器人可以把这两种方法得到的

知识进行互相验证，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比如有时用户记错了，那么机

器人可以通过实际观察验证后告诉用户。从这一点而言，把统计学习方法

和符号学习方法结合起来也能够使得服务机器人更加智能，而且可以弥补

传统自然语言处理仅仅在符号层处理，而没有和现实物理世界对应，从而

语义理解并不深入的缺点。 

       图 1 是自适应机器人交互软件库的系统框图。可以看到，下面主要是一些通用的自适

应学习的方法，如多视图学习[4]，One-shot/Zero-shot Learning[5,6]等，而上层则是针对

机器人交互的一些能力的自适应学习库，其中人的理解部分包含自适应认人(Adaptive 

Person Identification), 自适应情绪识别(Adaptive Emotion Recognition), 自适应意图理解

(Adaptive Human Intention Understanding), 环境的理解部分包含自适应物体识别

(Adaptive Object Detection), 自适应场景分割(Adaptive Scene Segmentation), 而中间是

符号方法的部分，包括通用知识图谱和个人知识图谱，通用知识图谱是机器人服务相关的

一些通用知识(如 Ontology, Common Sense 等)，个人知识图谱则存储和特定人相关的一

些信息。推理/规划/预测功能则是基于这些语义信息进行进一步处理，然后产生相应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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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交互，最后从用户还有环境中系统可以得到一些反馈，作为进一步处理的依据。为了

对系统中的能力提供训练和测试数据，我们除了采用真实的数据，也在和一些大学合作建

立一个高度仿真的机器人交互模拟器来产生更多的数据，方便系统算法的训练和测试。 

 

图 1  自适应机器人交互软件库的系统框图 

下面对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能力做更为详细的介绍。 

 自适应人员识别：人员识别要求能对人员进行多角度识别。我们采用多模态融

合，并且通过对人的持续观察来更新模型。利用人脸进行身份识别在人距离较远、

人脸角度较大、人脸表情较大等情况下，准确性较差。在这些情况下，可以利用人

体特征进行身份识别。基于人体特征的人员识别功能可以很好的弥补人脸识别的不

足，从而可以实现对人员的多角度识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模型是结合了深度

学习和传统学习方法的，这样使得在小数据的情况下也能对模型进行持续的更新。

另外我们对每个模态单独实现更准确的置信度估计，这样可以在不确定的时候通过

主动发起交互来进行确认。确认的结果可以产生更多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持续更新。 

       这样的一个自适应学习的系统可以在部署到家庭后，从刚开始只能通过人脸

识别出用户，逐步过渡到能够从各个角度识别出用户。具体自适应的时间根据用户

和机器人交互的频度会不同，我们希望在比较合理的时间内(几天到一周内)就能达

到比较稳定的较高的识别率(接近 100%)，另外置信度的估计也尽量比较准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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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个过程还可以长期不断进行，以适应用户身体的长期变化（如变胖变瘦，变老

等）。 

• 自适应物体检测：物体检测在不少应用模式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自适应物体检测

可以学习新的物体类别或实例，通过对物体的持续观察来更新模型。比如用户可以

把物体放在手上或桌子上进行展示，然后机器人就根据得到的少量样本建立一个初

步的模型。以后机器人再看到该物体的时候会通过主动的观察来收集更多的样本。

类似的这里的模型也结合了深度学习和传统学习方法，这样在小数据下也能更新模

型。置信度的准确估计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这样在不确定的时候通过主动交互来

进行确认。   

• 个人知识图谱：在和人的长期交互过程中，机器人不仅需要存储交互记录（包括

多种方式，参见图 4），并且需要基于交互历史为下一次交互进行合理的推断， 

建立交互上下文。 这部分功能无法在机器人出厂之前针对用户进行个性化定制，

这使得自主学习算法在机器人领域成了不可或缺的模块。以下几点是机器人需要具

备的能力： 

• 记录历史 

     历史包括但不限于对话，视频，音频， 手势， 表情， 动作等多种模态的信

息，并在时域对齐。 在记录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涉及到多个领域，例如信息的编

码，一致性问题，信息安全，信息之间相关性，因果关系等。  

• 从历史中观察事件和行为模式 

收集历史信息完毕，机器人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和判断，为环境建立长期上

下文。 例如，水果刀通常在厨房中， 老人起床时间通常是早晨六点，出门散步要

提醒她带上帽子。  

• 从已知推断已知 

机器人在日常观察中注意到饮水器在厨房，如果收到“端一杯水来”的命令，应该判

断出需要去厨房取水。  

• 从已知推断未知 

同上，机器人如果在日常观察中注意到苹果一般在餐桌上，当收到“帮忙找个水果

来”，或者“帮忙拿个梨子来”的命令，即使历史记录没有“水果”或者“梨子”，也可以

推断出来有可能在餐桌上。  

• 用户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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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人的知识库中，不仅仅包含机器人在和人，环境交互的过程中记录的历史

以及基于历史的推断， 也包含人类直接输入的断言。 在接受断言的过程中，机器

人应该确保知识的一致性，以及对断言的可靠性评估。  

 

图 4  个人知识图谱 

 

自适应机器人交互软件库 v1.0 

       自适应机器人交互软件库(Adaptive HRI Library)是由英特尔中国研究院研究开发，专

门针对服务型机器人的开发工具。机器人与人交互过程中，聪明的机器人可以自主学习用

户、物体实例和事件的个性化特征，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处理策略。这个软件库的目

的是为服务型机器人提供自适应能力，自主学习适应不同的情况。首次推出的是 Adaptive 

HRI library 1.0 版本，其基本框架分为 3 层： 

 操作系统层(OS Level) 

Adaptive HRI Library 1.0 是基于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机器人软件系统框架 ROS，方便

开发者直接使用。 

 感知层(Perception Level) 

感知层提供了机器人感知的多种功能，包括人脸检测和基于人脸的身份识别（Face 

Detection & Recognition）、基于人体特征的身份识别（Body Based Person 

Identification）、通用物体检测和跟踪(General Object Detection & Tracking)、物体

实例的检测和分割(Object Instance Detection & Segmentation)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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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适应人机交互功能层（Adaptive HRI Capability Level） 

在感知层的基础上是自适应人机交互功能层。基于机器人的感知功能，自适应人机

交互功能层提供了机器人自主学习功能，包括自适应的人员识别功能（Adaptive 

Person Identification）、个性化的知识图谱（Personalized Knowledge Graph）、自

适应的物体检测和分割（Adaptive Object Detection & Segmentation）和自适应情

绪识别（Adaptive Human Emotion Recognition）。 

Face Detection & 
Recognition

OS Level

Perception Level

Adaptive HRI
Capability Level

General Object 
Detection & Tracking

Object Instance 
Detection & 

Segmentation

Body Based Person 
Identification

Adaptive Person 
Identification

Personalized 
Knowledge Graph

Adaptive Object 
Detection & 

Segmentation

Adaptive Human 
Emotion Recognition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Human Intention 
Prediction

Ubuntu

ROS

Blue: WIP

 

Adaptive HRI Library 具有高效灵活的计算特性，支持包括 CPU, GPU，FPGA, 

Movidius Neural Compute Stick 等多种加速平台。 

 

总结 

       以上我们对个人服务机器人的美好未来尤其是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先进应用和能力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并重点对其中的关键技术领域自适应机器人交互进行了介绍。我们在下面

两三年会在这个方向继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为有志于在服务机器人领域开发领先产品的

生态系统伙伴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我们相信在广大生态系统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一定能携手实现在未来五年内个人服务机器人进入家庭提供先进服务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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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家庭养老服务机器人典型应用模式 

• 日常沟通助手：手机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沟通工具，语音视频方式

都可以，但对不少老人而言，使用手机还有上面的应用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尤其

是年纪大一点之后由于眼睛看不清、手指不灵活等原因更加困难。如果服务机器人

能够根据老人的需求（比如通过语音发出命令）来和家人进行各种方式的沟通，那

么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其中远程呈现(Telepresence) 2.0 可以让老人

或家人获得远程浸入式的沟通体验（可以看屏幕或者用虚拟现实头盔），让老人远

程也能感觉到浓浓的亲情。具体说来，家人可以通过控制老人家中的机器人来和老

人进行沟通(也可以老人控制子女家中的机器人来和家人沟通)， 和现有的较常见的

远程呈现 1.0 需要用户全程进行移动控制不同的是，远程呈现 2.0 是可以发出更高

级的命令的，比如“跟住我的父亲，到电视前面去”，这样用户的操作就大大简化

了。  

http://www.cfen.com.cn/zyxw/yw/yw_7289/201611/t20161121_2462618.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8-01-02/doc-ifyqcsft9142210.shtml
http://conceptnet.io/
http://cs.nju.edu.cn/zhouzh/zhouzh.files/publication/mcs09invited.pdf
http://lamda.nju.edu.cn/files/mcs09invited-slides.pdf
http://vision.stanford.edu/documents/Fei-FeiFergusPerona20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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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导航及和谐空间共享：机器人为了完成任务是需要在家里移动的，那么首先

需要更加智能的定位导航，目前通常的 SLAM 难以解决场景动态变化等问题，语

义导航则可以根据环境中物体的位置(这就是语义信息)来定位导航。另外因为机器

人和老人共处一个家庭空间，老人又比较容易受干扰而发生跌倒等危险情况，所以

机器人应该非常注意，要与老人进行和谐空间共享。不影响老人的日常行动，也体

现良好的社交礼仪(如礼貌的让路等)。 

• 日常起居监控：对老人的日常起居情况进行监控(比如什么时候起床，有没有出门，

每个房间呆多久的时间，上厕所了没有，在卫生间呆的时间是否过久，起床的时间

是否太晚等等), 必要时进行确认，并把相应的情况尤其是异常及时通知给家人或看

护人员。比如老人在卧室/浴室呆的太久，机器人可以询问一下，确认没有问题。

老人一天没出门，也可以问一下是否有什么不舒服的。 这些信息对于子女而言能

够让他们能随时了解父母的日常起居情况，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应用。 

• 紧急情况检测及救助：从多种模态如视觉，声音来检测特别需要紧急处理的异常

情况 (比如跌倒、痛苦的表情、很大的声音等等), 并及时提供救助服务，比如通知

家人，帮助拿救心药等。紧急情况检测及救助一直是老人看护方面的一个刚需。 

• 智能提醒：目前手机上都有定时提醒功能，比如到了吃药的时间提醒老人吃药, 不

过生活中有不少情况简单的定时提醒并不够，而是要根据目前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

提醒，比如老人出门的时候提醒带上一些出门必备的物品(手机，钥匙，老人防丢

器等), 天冷的时候可以提醒带上帽子、围巾，还有不少老人开了火之后可能就会忘

了而直接出门，那么在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机器人应该能检测出来并及时进行提

醒。即使提醒老人吃药也可以更加灵活，比如老人恰好在卫生间的话可能就听不到

提醒，那么机器人可以等老人出来了再进行提醒。如果老人忘记了东西放在哪儿，

机器人还可以通过平时的观察去帮老人记住物品放置的位置，并可以根据老人需要

去取来交给老人。 

• 健康生活助手：观察老人的饮食情况（吃了一些什么, 喝了一些什么, 有没有出

门，有没有锻炼，有没有和朋友熟人聊天 ---出门回来可以问一下，记录下来)，提

出改进建议(比如您这几天吃的甜食太多了，这样对身体不好，要管住嘴呀。) 

• 基础家务服务：家务服务比如做饭，洗衣等一直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服务，不

过从实现成本来看(力量大的机械臂还是非常贵的)，这些可能短期还无法低成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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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但我们认为带有操控功能的机器人还是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家务服务的(一般

需要的力量不大)，比如拉开百叶窗/窗帘，取东西(杯子/药品/眼镜/地上捡一下

针)，把东西扔到垃圾桶，用电饭煲煮饭(包括取米，淘米，按键等动作），甚至做

简单的食物(比如披萨，面条)等。尤其是老人行动不便的时候，这些还是比较有用

的。 

• 新任务学习：很多家务服务需要一定的个性化，很难预先编程，所以如果机器人

能够向用户学习做一个新任务是很有必要的。新任务学习的例子不少，比如学习花

鸟鱼虫照看，学习开音响系统等。比如给花浇水就可以通过人的演示，学到操作步

骤，这样机器人能够给不同的花(喜湿喜干)采用不同的浇水周期和方式。 

• 情感关怀： 比如机器人和老人聊天，并能在聊天中应用以前聊到的一些信息，如

老人的喜好等，相当于机器人是有记忆的。机器人还可以通过分享老人的一些情况

(比如拍摄一张老人做的美食发到家人的微信群里)，加强老人和家人之间的沟通，

作为他们互相表达关爱的一个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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