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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电子信息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人们习惯于将机械系统视为冰冷的被控对象，一切动作和响应都

依靠中央控制器发出的指令而执行。然而，自古以来机械结构就以其巧妙的设计和组合，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如今，随着机构学、机器人学和材料学等的发展，重新审视这些会思考的机器，并引出了机械智能的概念。基于此，

总结传统机构、柔性机构及机器人中所展现的机械智能，并对其中涉及的科学问题进行概述。对机械智能和机械控制系统的

关系进行讨论。机械智能以其系统可靠性、快速响应性和人机交互安全性等优点必将成为今后智能机器或机器人发展的重要

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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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s Which Can Think—Mechanical Intelligence (MI) 
 

KANG Rongjie1, 2  YANG Chenghao2  YANG Mingyuan2  CHEN Yan1, 2 

(1.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sm Theory and Equipment Desig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72) 
 

Abstract：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en rapidly developed since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nventionally, 

machines are considered as cold and lifeless objects which depend solely on commands from central controllers to perform motions 

and responses. However, mechanical structures have historically exerted great impacts o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society.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mechanisms, robotics and materials, those machines that can think is re-examined by researchers, from which the 

concept of mechanical intelligence (MI) emerg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 in traditional mechanisms, flexible mechanisms and 

robotics are reviewed, and the underlying scientific problems are elabo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 and mechanical control 

system is discussed. It can be believed that the MI will become the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or robots due to its high reliability, fast response and safety in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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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1939年，纳粹德国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德军相

信其赖以通信的“恩尼格玛(Enigma)”加密机不可

能被破译。27 岁的阿兰·图灵临危受命，与来自英

国和波兰的密码学家组成了密码破译小组，在没有

电子计算机的当时，图灵相信“只有机器才能打败

机器”。终于，同样依靠转子变化的“炸弹

(Bombe)”破译机问世。这台机器大大提高了密码破

译效率，直接影响了二战后期的进程。1950年，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375329, 51422506)。20170715收到初稿，

20171105收到修改稿 

灵发表了后世总结为“图灵测试”的论文[1]，并向

世人提出了一个超前于时代的疑问“机器能够思考

么？”借助图灵的启发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

浪潮，人们开辟出一条人工智能之路。然而，这

并不是图灵之问的全部答案，我们依然好奇，如

果抛开电子信息系统，机械系统本身是否也能具有

智能？ 

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代智慧的能工

巧匠们就已经运用机械的力量，巧妙地控制事物的

发生——古人将其称为“机关术”。“机关术”被广

泛应用于制作武器及捕捉鸟兽等装置上，利用机械

之间的层级反馈，能够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西汉时期，张衡发明的指南车仅仅通过机械传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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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此外，鲁班的“木

鸢”、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等装置虽尚未被证实，

但无一不体现着古人对机械本身智能的探索。 

如今，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对信息技术高度依

赖的时代，更偏向于用传感器和电气控制解决机器

的运动问题。然而，机械智能依然存在我们的周围，

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国人雷诺在 1937年提

出的齿轮差速器至今仍在汽车工业中占据绝对统治

地位。如图 1 所示[2]，传统差速器主要由左右半轴

齿轮、两个行星齿轮及齿轮架组成。这样，左右两

侧输出轴所连接的车轮转速就可以自适应调节，避

免了打滑。其实，除上述差速器外，汽车工业中还

有很多地方体现着类似的智能。如能根据不同拖拽

加速度而保护乘客的安全带，根据不同的动力需求

而动态改变传动比的液力自动变速箱，利用被动柔

性贴紧挡风玻璃的雨刮器等。 

 

图 1  汽车差速器结构示意图 

综上，本文中机械智能是指机器不依赖电器传

感元件或中央控制器，而是通过机械本体感知外界

或自身状态变化并做出反应，从而实现一定的自适

应功能。它不仅减少了机器对复杂控制系统的依赖，

释放了中央控制器的资源，而且大大提高了系统的

响应速度和鲁棒性。随着机构学、机器人学、仿生

学和材料学等技术的发展，机械智能已渗透入柔性

机构及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可重构机器人等领域。 

1  机构和机器人中的机械智能 

1.1  传统机构中的机械智能 
除前言所提到的机构外，传统机械结构中还存

在着许多机械智能。如图 2 所示[3]，西方马车牵引

用的机构 Whippletree[3]由一根横梁以及其后铰链构

成，可以被动地平衡横梁两端的牵引力。它还可以

进一步串联使用，平衡奇数个牵引马车的输出力。

汽车挡风玻璃雨刮器同样借鉴了这种类似树状生长

的结构，保证一个雨刮器上的两个刮板具有相对平

衡的压紧力。 

 

图 2  马车牵引机构(Whippletree) 

离心调速器是一种古老的智能机械系统，被

认为是瓦特改进传统蒸汽机的重要标志。如图 3

所示[4]，调速器上有两个可以随之转动的摆球，当

蒸汽机转速较快时，摆球因离心力向外侧移动，

带动传动机构减小蒸汽机进气阀门开度；反之，

当蒸汽机转速较慢时，摆球向内侧移动，增大蒸

汽机阀门开度。 

 

图 3  离心调速器 

液压伺服阀是一种具有线性输入输出关系的控

制阀，其中力反馈式电液伺服阀原理如图 4所示。

当线圈内通过一定电流后，在永磁体的作用下，衔

铁发生扭转并带动挡板偏移，偏移的挡板导致左右

喷嘴间隙改变，进而影响了其两侧的压力。于是，

阀芯又会在压差的作用下带动反馈杆向相反方向移

动，直至某平衡位置，这样就可以保证输入电流与

阀门的开度呈线性关系。 

 

图 4  力反馈式电液伺服调节阀原理图 

1.2  柔性机构中的机械智能 
人机共融是当前智能机器发展的重要趋势。传

统的刚性机构虽然可以通过阻抗控制使机构末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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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具有一定的柔顺交互能力，但是需要额外的力

传感器且显著增加了控制算法的复杂性。柔性机构

的固有柔顺性可根据外界空间和负载的变化，自适

应地做出机械响应，减少了使用刚性机构对传感器

和控制算法的依赖。 

柔性操作臂能利用自身机械结构对操作对象的

形状、接触力等做出响应，具有良好的环境适应性

和安全的人机交互性。可大致分为关节柔性操作臂

和连续体柔性操作臂[5]。Rethink Robotics公司[4]的

Sawyer单操作臂和 Baxter双操作臂机器人[6]采用串

联弹性驱动器(Series elastic actuator, SEA)[7]作为驱

动关节，如图 5a所示，这是一种在电动机和负载端

串联一个弹性元件的柔顺驱动器，它能够根据外界

负载的变化被动地调节机械阻抗。使其不仅能够通

过弹性原件变形感应接触，同时可以吸收能量。比

萨大学[8]设计了一种三自由度的轻型操作臂，如图

5b所示，采用一对McKibben气动人工肌肉进行驱

动，这种操作臂具有良好的柔性，即使不安装传感

器，也可通过肌肉变形感知和吸收冲击，一定程度

上保证人机交互的安全性。 

 

图 5  关节柔性操作臂 

另一方面，连续体柔性操作臂理论上具有无

限多自由度，无需复杂的控制系统即可穿越非结

构化路径，非常适于狭小空间范围内的运动和操

作。Hansen 公司和斯坦福[9]大学共同研发出一种

采用柔性管状材料的连续体手术工具(图 6a)，利用

自身的柔性，该手术器械可被动地适应人体自然

腔道形状(如食道、肠道等)，在进给力的推动下，

无需主动控制其变形即可顺应自然腔道到达病灶

处进行操作。此外，柔性操作臂还能利用自身冗

余的自由度实现对目标进行包络抓取。KANG等[10]

提出了一种连续体气动仿生章鱼操作臂，图 6b中，

当内部驱动关节充入气体后，操作臂会自行贴合

皮球表面，直至稳固抓取。MCMAHAN[11]提出了

一种基于“多软管嵌套(Hose-In-Hose)”概念的连

续体操作臂，同样采用气动方式进行驱动，进行

了类似的抓取试验。对“OctArm”连续体操作臂

进行了户外试验[12]，结果证明，在露天和水地等

复杂测试条件下，柔性操作臂依然展现出较强的

环境适应性和操作能力。 

 

图 6  连续体柔性操作臂 

相较于传统刚性灵巧手复杂的机械设计和对阻

抗控制的依赖，柔性灵巧手仅仅利用自身机械特性

即可实现更多的自由度，更好的抓取接触面积和更

安全的人机交互性。意大利理工学院和比萨大学[13]

联合设计了一种柔性欠驱动灵巧手，如图 7a所示，

它具有 19个关节，每个关节采用类似韧带的结构设

计，如碰到刚性物体时，它能够被动改变自身形态，

极大地提高了与环境接触时的安全性。柏林理工大

学设计了一种纯软体手 RBO2 Hand[14](图 7b)，手指

和手掌均由软体驱动器组成，它能够不依靠控制器

即实现自适应包络抓取物体。同时，它还具有制作

成本低，响应速度快等特点。 

 

图 7  柔性灵巧手 

类似的，柔性夹持器无需传感器介入测量接

触力或对目标进行外形评估，利用自身柔性即可实

现对复杂外形或易损物体的拾取。ILIEVSKI等[15]

使用 PDMS 及 EcoFlex 材料制作了一种软体夹持

器，它包含 6 个基本的驱动单元，能够夹持鸡蛋

等不规则物体。Soft robotics[16]公司气动夹持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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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范围内自适应地对不同大小的目标物体快

速抓取和释放，这将大大提高生产线的分拣效率

(图 8a)。类似夹持器还被应用于水下生物采集机器

人的操作臂前端中[17]。BROWN 等[18]提出了一种

使用“阻塞”(Jamming)技术的新型柔性夹持器。

该夹持器不需要任何智能控制算法或图像识别技

术即可完成对不规则物体的拾取。如图 8b所示，

它主要由一团密封包裹的颗粒材料构成，常压状

态下，当其压在目标物体上时，内部颗粒会围绕

目标物体流动，在重力的作用下自动符合目标的

几何外形，此时对其抽真空，颗粒材料迅速挤压

和固定物体，即所谓刚柔转换，从而实现了对目

标物体的抓取和握持。 

 

图 8  软体夹持器 

1.3  机器人中的机械智能 
一些机器人系统能够利用机械智能自主地执行

既定任务动作[19-22]、调整运动姿态[3, 23-24]及生成物

理逻辑控制[25]等，是机械智能的具体体现，典型的

实例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MCGEER[19]提出一种可以被动行走的机器人，

如图 9a所示，它具有大腿、膝关节、小腿以及弧形

足底，当机器人置于斜坡上并给予一定初始动量后，

后侧大腿带动小腿向前摆动，直至其与地面接触并

继续向前倾，并使得前腿离地，在重力的作用下，

前腿会产生同样摆动，如此往复可以利用斜坡的重

力势能自动产生机器人的行走步态。此后，康奈尔

大学 RUINA[20-21]利用类似的基本原理设计了二维

步行机器人和三维步行机器人，并针对此类机器人

无法在平地行走的缺点，设计了一种将前后腿交替

悬空摆动转换为利用左右侧倾实现左右两条腿交替

悬空和摆动的步行机器人[22]。 

SREETHARAN 等[3, 23]提出一种利用机械反馈

实现升力平衡的毫米级扑翼机器人 HMF，如图 9b

所示，该机器人参考了汽车差速器的设计思想，其

核心是一个名为“Drag PARLTy”的两自由度传动

机构，它能够平衡扑翼两侧的输出力矩。当机器人

一侧下降时，该侧的扑翼幅度会变大，因此提供更

大的升力，直至机器人两侧平衡。 

 

图 9  具有机械智能的机器人 

冈山大学[24]开发了一种蛇型救援机器人，能够

根据外界环境变化进行自主避障。如图 10a 所示，

其避障轮安装在关节式机器人头部，遇到障碍物时，

能够利用轮和障碍物之间的滚动摩擦，使头部避开

障碍物。此外，其身体内部存在金属线连接各个关

节，由于形成闭环的金属丝总长度不变。因此，各

个关节存在耦合关系，如图 10b所示，当身体遇到

障碍物后，外力作用下会使该侧会向内凹陷，随即

机器人整体呈弯曲形态，从而保证后侧的关节也不

会碰到障碍物。 

 

图 10  蛇形避障机器人[24]  

哈佛大学 WEHNER 等[25]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

包括能源系统和控制系统在内的纯软体仿生章鱼机

器人，如图 11 所示[25]，该机器人无需任何电子元

器件，其动力由自身所携带的化学燃料催化分解提

供。通过内部两路气体反应，实现对侧阀门互锁，

自主调节体内气体的流动方向，以一种纯物理方式

的微流逻辑(Microfluidic logic)进行自主控制，实现 

 

图 11  哈佛大学纯软体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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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触须的交替运动。其机械智能不仅体现在软体

结构与环境的交互，更体现于使用机械的方法进行

逻辑控制。 

2  机械智能中的关键问题 

2.1  机构综合设计 
传统的机构综合设计是实现机械智能最直接但

又最具挑战的手段，可以利用连杆机构、凸轮机构、

齿轮机构、螺旋机构及间歇运动机构等基本机构巧

妙地组合，使机构能实现对外界情况的感知并产生

响应，是机构综合设计的重要内容。例如：小型风

力发电机(图 12a)由风叶、发电机、整流罩、尾舵和

塔管组成。通过叶片的形状和被动旋转自由度设计，

风叶能在不依赖任何传感器、控制器的前提下，保

证旋转面始终垂直于风向，尽可能多的从风中获取

能量；而自动剥线钳能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弹簧和扭

簧的共同作用完成条件和逻辑的判断，剥除不同直

径线缆表面的绝缘层(图 12b)。 

 

图 12  具有机械智能的机构综合设计 

2.2  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 
基于刚性机构的智能机械系统，能利用机械反

馈或特殊的机械结构等对外界环境条件做出响应，

包含了逻辑判断、构型切换等复杂行为，其动力学

特性受自身内部状态及环境交互力变化影响。而对

于“智能”源自于柔性、欠驱动等刚-柔-软耦合机

构，其运动学和动力学特性往往相互联系、相互制

约，结构发生尺寸和形态变化时亦伴随着力学行为

变化。因此，如何在刚体机构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模

型中考虑柔性体的影响，及如何在变形体的机械力

学模型中集成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分析方法是刚-柔-

软耦合系统分析方法的关键挑战。 

除依靠计算机仿真软件外[26]，从数学的方法建

立此类与环境交互密切的复杂运动学及动力学模型

的典型方法包括：SHAO等[27]基于 Udwadia-Kalaba

理论的动力学模型；WEBSTER等[28]针对连续体机

器人提出的基于常曲率假设的一般建模方法；

NAKAJIMA[29-30]和 KANG[10, 31]提出的一种由多个

并联模块组成的超冗余机械臂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模

型(图 13a)；POLYGERINOS等[32]基于 Neo-Hookean

模 型 对 一 种 外 部 缠 绕 纤 维 的 软 体 驱 动 器

(Fiber-reinforced actuator)的动力学建模；Waterbomb

折纸结构(图 13b)具有的双稳态动力学模型[33-34]。 

 

图 13  具有机械智能的动力学分析 

2.3  仿生学研究 
经过数千年的进化，自然界中许多生物可以不

经过大脑信息处理就迅速、自主地根据外界环境变

化调整自身状态，达到适应环境、提高效率和降低

自身能耗的作用[35]。非条件反射(膝跳反射和缩手反

射等)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神经活动，是生物长期进化

得来的外界刺激和有机体反应之间固定的神经联

系。基于这种思想，从仿生学的角度出发，研究自

然界中生物的运动方法和神经控制系统等对挖掘机

械智能具有重要意义。 

章鱼是一种海洋动物，它具有由中央和外围神

经系统构成的层次化、分布式神经控制体系。在执

行触手伸展、弯曲及吸附动作时，无需中央神经系

统参与，其末端神经元即可进行感知并对肌肉发出

指令。LASCHI等[36]基于此灵感，提出了一种采用柔

丝驱动的软体操作臂，利用其柔顺结构形态和驱动

特性，增强其与水下环境的交互作用(图 14)，并将

这种由简单控制输入，经机械本体产生复杂运动输

出的现象称之为具身智能(Embodiment intelligence)，

也是机械智能的一种表现形式。 

 

图 14  仿章鱼操作臂的不同状态[36] 

类似的仿生机器人还有波士顿动力公司的“大

狗(Bigdog)”机器人[37]。力传感器、惯性测量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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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央计算机为其抗干扰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然而，我们不能忽略其机械本身实现的底层平

衡调节。如图 15所示，大狗机器人腿部存在能够进

行缓冲的弹簧，利用底层的机械反馈和响应辅助计

算机进行身体姿态调节。这种分层解决任务的设计

方法体现了生物学观点“非条件反射是条件反射的

基础和组成部分”。 

 

图 15  大狗机器人[37] 

2.4  结构-材料-传感-驱动一体化设计 
智能材料能实现机构和机器人的结构-材料-传

感-驱动一体化设计。材料既作为组成机器人的本体

结构，同时还能完成一定的功能，既能够感受外界

环境的变化，同时还能驱动机构和机器人运动。这

种一体化的设计减少机器人对传统传感器和驱动器

的依赖。如记忆合金(SMA)、记忆聚合物(SMP)、介

电弹性体(DE)和响应水凝胶等智能材料，可以在电、

热、光、催化剂等外界激励下发生运动和变形，以

此原理设计的机构或机器人驱动器，能够感知外界

环境因素变化并做出相应的机械响应[38-42]，也属于

一种智能行为。 

MIYASHITA 等[43]提出了一种采用记忆聚合物

驱动的折纸机器人，如图 16a 所示，当环境温度升

高时，其折痕处的记忆聚合物将自行折起至行走状

态，而后可通过外部磁场驱动其内部磁铁行走。

MAEDA等[44]以凝胶为材料，研发了一种外形简单，

有着类似蠕虫的运动模式的仿生机器人。这种机器

人可以在溶液中通过内部自震荡化学反应的方式进

行直线移动。LI等[45]用 pH 值响应水凝胶制作了一

款软体水母机器人，如图 16b所示，其可根据环境

溶液中不同 pH值的变化，进行化学反应实现运动。 

 

图 16  智能驱动材料 

3  机械智能与机械控制系统 

机械控制系统是集结构、机构、感知和控制为

一体的机器系统，无人航行器、数控机床及机器人

等均属于机械控制系统范畴。如图 17所示，它主要

包含顶层策略、运动控制、机械系统、传感系统和

外界环境等部分。通常认为，控制是使机械结构按

照设定目标完成既定任务的方法和手段，一个机械

控制系统的智能行为是由传感器和控制器产生的，

而机械系统仅提供结构形态和运动形式。 

 

图 17  机械控制系统示意图 

机械控制系统的顶层策略可由人类的直接指挥

或运行预先编排的程序实现。顶层策略将笼统的任

务需求(如避障)具化为可执行的任务指令(如机器人

运动路径)并传达给运动控制器。在传统控制流程

中，运动控制器将任务指令继续解析转化为电动机

等各类驱动器的参考输入信号，经由伺服驱动实现

整个机械系统的运转。为了保证机械系统能按照我

们所需的形式运行，传感器会读取机械系统的运行

状态并告知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器将反馈的信息

与任务指令或驱动器参考信号比对后，调整机械系

统中驱动器的运动状态，使整个机械系统按照预定

要求运行，实现全系统的闭环控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顶层控制策略甚至可以

由计算机自主完成，人工智能就是一种实现方式。

人工智能是研究和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及扩展人类

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科学，

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46]。通过对工程师意识、

思维信息过程的模拟，完成一些任务规划等复杂而

抽象的工作，辅助和代替人做出决策，减轻人类的

负担。 

在上述控制过程中，不论是决策规划层面的人

工智能，还是驱动层面的伺服控制，都极大依赖于

计算机、电动机、传感器等电气元件。随着被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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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或控制自由度的增加，电气元件数量也相应增加，

导致系统尺寸大、重量沉、响应时间慢、电磁兼容

和可靠性差等一系列问题。对于一些特殊场合如柔

性机构、微小机构和超冗余自由度机构等，为每一

个运动自由度配置驱动器和传感器的思路显然无法

适用。而对于人机交互场合，基于电气元件的人工

智能控制和伺服控制其安全性仍缺乏保障。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我们重新思考一个机械控

制系统中机械系统和控制部分的关系。机械系统除

了提供结构形态和运动形式外，亦可分担一部分感

知、判断和控制的任务[47-48]，进而对自身或环境的

状态变化做出机械响应，即机械智能。相比于传统

控制方式，机械智能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更简单

的系统结构[49]和更高的系统可靠性。 

根据传统控制观点，人工智能处于控制系统的

顶端，负责全局优化、路径规划等任务；基于运动

学、动力学和经典控制理论的运动伺服控制处于底

端，提供驱动器层面的控制。这两类控制器不能直

接与环境交互信息，需要通过额外的传感器构成反

馈回路。而机械智能的引入给底层控制提供了新的

途径。机械智能通过机械本体感知状态变化并做出

反应，能在系统末端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的局部区

域形成快速反馈调节机制。 

类比人类的神经控制系统，人工智能和运动伺

服控制类似于后天性反射，需要大脑皮质参与并经

过一定程度的训练方能形成；而机械智能类似于先

天性反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不需大脑皮层参与的

神经活动，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具备了机械智能

和人工智能的机器，就如同具备了先天和后天性反

射控制的人类，可以在复杂的非结构环境中从容应

对不同的任务，成为真正的智能机器。 

4  结论 

现代控制和感知技术为传统的机械系统自主完

成任务提供了可能性。然而，我们往往忽略掉了机

械本身的智能，有时甚至舍近求远地过度增加系统

的电气复杂度。通过对传统机构、柔性机构以及机

器人中机械智能的综述，我们发现机械智能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替代传感器和中央控制器的功能，减小

底层控制对中央控制器的依赖，从而降低控制系统

的尺寸、重量和复杂性，并提高可靠性。本文进一

步分析了机械智能中的关键问题，尝试运用科学的

方法研究和探索机械智能。我们相信随着机构学、

仿生学和材料学等发展，机械智能必将迎来大跨步

的前进，尤其体现在如下方向。 

(1) 智能机构：基于机械原理实现自动化的机

构不仅摆脱了传感器、控制器的束缚，更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快速响应性。近年来，

可重构机构能够根据任务或者环境变化而改变机械

构型，使其更好地适应环境，实现“一机多能、一

机多用”。DAI等[50-51]提出了变胞机构的概念，它能

够以特定的方式使机构拓扑发生变化，从而实现其

自由度的改变。而后 DAI等[52]将该理念应用于变胞

灵巧手的设计，有效提高了灵巧手的可操作度。

CHEN 等[53]提出了一种基于 Bricard 机构的可展机

器人，它能够通过改变机器人自身构型，以适应不

同的约束环境。但现阶段实现可重构的方法大多依

赖中央控制器判断构态切换时机，致使切换的稳定

性和平顺性并不理想，而利用“机械智能”进行构

态切换则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李树军等[54]提出一

种翻转式移动变胞机构，它在力约束条件变化时，

可利用内啮合变胞翻转机构自动完成两个构态间的

切换，实现整体移动机构的连续向上移动。可以说，

机构本身的创新是机械智能发展的一个主要核心任

务。 

(2) 微小型机器人：微小型机器人在医疗、军

事、精细作业及狭小空间探测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

用场合，正成为机器人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由于

尺寸和重量的高度约束，微小型机器人不可能为每

一个运动自由度配备电动机和传感控制系统。

FLOREANO 等[55]认为，微小体积机器人必须解决

欠驱动、续航不足等问题。KOVAC[56]于 2016年指

出，小型飞行机器人可模仿飞行动物和昆虫附着在

建筑物上，利用机械智能减少能源的消耗。PHILIPS

公司[57]研发了一种微型胶囊机器人，它能够让被吞

入患者体内的机构在病患位置定时定量给药，然而

目前它对能源和控制的依赖度较高，尚无法独立运

行。因此，充分利用微小型机器人本身的机构特性，

增强自身与环境的交互能力，解决系统的高度自治

和能源自给是机械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3) 软体机器人：软体机器人具有无穷多的自

由度和强环境适应性，能够充分利用自身柔性与接

触物体进行自适应交互。软体机器人的研究注重材

料、结构、化学等多学科交叉和相关科学问题分析，

而弱化电气控制系统的介入[49, 58-59]，这与机械智能

的理念相一致。TANG等[60]尝试利用液态金属镓制

造可变逻辑的控制原件和机器人，能够根据 pH 值

变化进行自组装及自愈合。可见，软体机器人将从

结构本体柔软向逻辑控制、能源供给和驱动系统全

面软体化、智能化发展，成为机械智能的一个重要

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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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仿生机器人：地球上的动物经过数亿年的

进化，不仅保留下了适应环境的外形及运动方式，

还遗传了最合理的决策模式。因此，机器人不仅能

够模仿动物的身体结构，更可以利用机械的方式将

动物的“非条件反射”融入设计中，甚至能以机构

与环境交互和机械反馈为基础，进一步模拟动物的

进化过程。植物与动物不同，它们没有神经系统和

肌肉组织，但同样能产生如趋光性和应激反应等现

象，这通常是由于植物细胞内压力变化导致的。随

着材料科学和化学科学的进步，机器人将能从微观

世界感知环境变化，从宏观结构上做出响应。此类

深度仿生机器人必将为机器人的设计提供新的重要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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