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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日益渗透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

面面。它不仅仅只是让我们工作、沟通、购物、听音乐、看

电影或者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方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数字技术还是促使各行各业不断创新的动力—尤其是汽

车行业、机械制造还有银行和保险业。受信息与通信技术的

驱使，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共同发展，越来越接近物联网的

形态。跟信息和通信技术相结合的微电子系统使 “工业 4.0”
成为了可能。信息与通信技术还简化了与政府机构的联络 

—电子政务（eGovernment）和智能城市（SmartCities）在

这一方面开辟了新的途径。我们正生活和工作在 “数字社
会” 中。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BMBF）针对 2014科技年

提出的正是这一标语。

然而，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渗透在蕴藏着可观优势和潜力的

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问题。“2013年网络安全报

告” 显示，几乎所有德国企业都曾是 IT攻击的目标。调查

结果表明，只有 13%的大中型企业尚未遭受互联网的攻击。

网络攻击的其它潜在目标是汽车中的传感器、无线联网的

医疗器械和设备控制器。数字世界中的操纵途径几乎是没

有限制的—敏感的登录信息甚至身份都可能被盗窃。

随着我们对数字系统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云计算的利用不

断强化，去年德国就有约 40%的企业使用了云服务—充

分的 “网络安全” 成为必然要求。这对未来国家、经济和社
会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IT安全关系到我们国家主权

的核心。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发明和专利。因为

我们的知识就是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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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安全文化：基于 “安全设计”（Secu-

rity by Design）理念，必须将安全视为产品、系统、基础设

施和服务生命周期各个时期和发展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数据安全将成为最重要的质量特征之一。还有一点

也很重要：网络安全必须能够轻松驾驭，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实现广泛的应用。这就需要大量的研发工作。我们在弗

劳恩霍夫 “2020年网络安全” 战略与立场报告中描述了 IT

安全研究在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工业 4.0” 远远超出了信息与通信技术和网络物理系统的
范畴。对智能、灵活的自动化而言，工业机器人也是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将来，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合作应当更加

紧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口的变化。未来，辅助机器人将

能减轻企业职工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时的负担。但前提

条件是，机器人无论如何不会伤害人类。弗劳恩霍夫研究

人员的工作为此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想了解我们与各行

各业共同开发了哪些项目和解决方案，请阅读标题文章。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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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无法看到、闻到或是尝到它—尽管如此，环境荷尔

蒙仍是许多材料和产品的组成部分。比方说，它存在于颜

料、农药、化妆品、塑料和药物中。它是和荷尔蒙类似的分

子，因为它们的结构是相似的。

除了其它因素，环境荷尔蒙也是鱼的数量减少的一大原因。

关于鱼和两栖动物的生存是否会因潜在的含有荷尔蒙活性

物质的水而受到威胁，专家们二十多年来都未能统一意见。

弗劳恩霍夫分子生物学和应用生态研究所（IME）对鱼类生

存的全面研究提供了一些信息。

为此，IME的研究人员对一种淡水鱼—斑马鲐的生命周

期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由此观察到了动物们所面临的许

多荷尔蒙活性物质的负面影响。比如作为抗菌剂用在农药

中的芳香酶抑制剂增加会使鱼类雄性化。人造雌激素则可

能阻碍物种繁殖的能力。

德国的许多桥梁都状态不佳。弗劳恩霍夫结构耐久性与系

统可靠性研究所（LBF）和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科学家们

开发了一种能分析桥梁结构稳定性的系统。这套系统测量

使用中的桥梁震动情况，确定振荡属性，并对桥梁进行长

期观测。为此，他们将以无线方式连接的高灵敏度传感器

网络内置到一个桥梁模型上。

基于获取的数据以及与之前确定的基准结构的比较，专家

们便能在火车和汽车发生危险前识别出桥梁的损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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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设备：每个测试池都可容纳成年动物和幼虫群。
© Fraunhofer IME

大多交通基础设施都已经破旧不堪，尤其是公路桥梁。
© panther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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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当属世界上最昂贵的原材料。寻找金刚石的过程非

常艰辛。位于富尔特的X射线技术发展中心（EZRT）是弗劳

恩霍夫集成电路研究所（IIS）的一个部门。那里的研究人员

研发了一种能在起源于火山的岩石中探测到金刚石的演示

装置。

这种方法的基础是双能 X射线技术。使用该方法时会对同

一个物体生成两张X射线光谱不同的图像。EZRT推导出的

算法可从两张影像中分别过滤出材料信息。这种新技术能

够探测出金伯利岩石中粒度不超过 50毫米的微小金刚石。

在首次实践测试中，演示装置便在一个金刚石矿中通过了

考验。与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弗劳恩霍夫光电、系统技术及

图像处理研究所（IOSB）同事一道，科学们正在研究一种能

在磁带机上全自动检测这种岩石的样机。

磷存在于肥料、饲料和食品、饮料以及洗涤剂中。但最值得

一提的是，磷是所有生物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因此，德

国磷平台设定了从水中回收这种珍贵元素的目标。磷平台是

2013年 11月成立的，由弗劳恩霍夫硅酸盐研究所（ISC）下

属的弗劳恩霍夫资源循环与资源战略项目组（IWKS）运作。

IWKS目前正在进行一个从废水中回收磷的项目。为了从水

中回收这种物质，研究员在水中添加了超顺磁颗粒。这些

颗粒感应到磁场，便会自带磁性。没有了外部磁场，微粒会

再次失去磁性，在水中自由悬浮。研究人员在这些小微粒

上布置了特定的磷接合点—水中的磷酸盐离子可附着在

其上。然后，用一块磁铁便可将这些粒子连同磷载荷一并

从水中提取出来。同样的，其它有毒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也

能以相对简单的磁性选择法将它们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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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岩石将金刚石从地球内部带到上层。现在，一种新的X射线技术或
能实现更有效的开采。 © Fraunhofer IIS

用一块磁铁可以将水中的超顺磁颗粒连同磷载荷一并从水中提取出来。
© Knud Dobberke / Fraunhofer ISC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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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Grids

：Birgit Nie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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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沃姆的能源智能区：风力和太阳能产
生的备用能源被储存在诸如高效电池和
家用供暖系统中。
© Schleswig-Holstein Netz AG

新纪录：去年，每消耗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力、太阳能、
水力、沼气和地热发电站。德国联邦能源和水利协会的数

据显示，由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量共约 1500亿度。未来还

将由风力、太阳能、水力和生物质产生更多电能。联邦政府

的目标是到 2050年，约 80%的需求电量从可再生途径获

得。这就为能源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未来电能将

不再来源于大型发电厂，而是由许多小型发电机提供。尽

管如此，仍必须使电网中的产电量和消耗量随时处于平衡

状态。但在用电需求量最大时，风却并不总是最大的，阳光

也不总是最强的。

“能源转型需要一套带储存装置的智能能源系统，从而补偿
需求波动带来的影响。” 弗劳恩霍夫能源联盟发言人及位于

弗莱堡的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ISE）所长 Eicke Weber

教授说。为了将来能最佳利用太阳能和风力，既环保又可

持续地发电，必须更好地协调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为

此，就需要智能电网、新的储存技术以及能够控制发电和

需求的系统。“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整合到能源网
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负责协调联盟 “智能能源网” 领域
的 Peter Bretschneider博士解释说。

为了检验实际操作的情况，研究人员在佩尔沃姆岛进行了

试验。专家们还为此搭建了一套智能电网。它由目前的风

车和太阳能装置组成的混合发电站与一套可储存电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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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的分散式混合储存系统组成。由 E.ON Hanse AG管理

的 “佩尔沃姆能源智能区” 项目由 e.on、西海岸应用科技

大学、Saft、IFHT、亚琛工业大学、Gustav Klein、Schleswig-

Holstein Netz AG以及弗劳恩霍夫光电、系统技术及图像

处理研究所（IOSB）、IOSB研究所应用系统技术部门（AST），

以及弗劳恩霍夫环境、安全和能源技术研究所（UMSICHT）

共同合作。该项目由联邦经济及能源部提供赞助。

如果产生的能源超出了用电需求，这些能源便会进入高性

能电池以及家用的分散式蓄电池和蓄电式加热器。天气不

佳、风力较小时，则由储存系统提供能源。两台新的变压器

使电网中的电压恒定不变。不论风力和太阳能装置供给多

少电能，变压器都自动将电压调节到所需的 400伏。智能

电网由一套能源管理系统控制，这套系统由 IOSB研究所的

AST部门开发。系统起到均衡能源产出和消耗的作用。

“Greencom” 是另一个类似的应用。在一项由欧委会赞助
的研究项目中，来自全球科技和工业领域的合作伙伴开发

并试验了一套 “智能能源管理系统”，用于控制本地电网
中的发电和消耗。为此，家庭和企业需与智能电表（Smart 

Meter）及测温传感器等附加传感器联网。系统几乎能够实

时收集并分析各个家庭的耗电数据以及再生能源发电机的

产电量。根据这些数据便可以预测未来四小时的供电和需

求情况。

www.greencom-project.eu

“需要消耗大量电能的热泵、空调、洗衣机或电动汽车等家
用电器都与系统进行了联网。这样便能监控他们的使用情

况。” 弗劳恩霍夫应用信息技术研究所（FIT）的Daniela Fis-

seler解释说。如果产出了大量电能，则可以给电动汽车等

设备充电。通过与当地电网运营商合作，目前系统已经安

装到丹麦富尔岛上，以便在实际运行中试验各种不同的解

决方案。

“E-Energy – Smart Energy made in Germany” 技术项目也
尤其为未来的电网提供了重要的认知。2008至 2013年，大

量工业与科学机构，包括众多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在六个能

源智能区域研究并试验了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在电网中的

应用。参与人员开发了针对 “能源互联网” 的核心技术和业
务模式。其中主要对发电设备和终端设备的自动化控制和

调节系统、ICT网关、智能电表、智能储存模块、诊断与结算

系统、便于用户的在线咨询以及显示和操作系统进行了测

试。联邦政府给该项目的赞助为6000万欧元，另外 8000万

欧元来自于企业本身。

这些项目以及其它的示范项目表明，地方级别的智能电网

运行良好。但是，绿色环保的电力是否能在更大的区域甚

至全国实现可靠的应用 ? 一套在全德范围内只用再生能源

供给的电网究竟能不能稳定运行 ? 经济和科学部在 “组合
发电站 2” 项目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结论是积
极的：“在组合式发电站中将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并进行控
制，连同储存装置的作用便能随时满足需求，为电网提供

稳定的频率和电压。” 位于卡塞尔的弗劳恩霍夫风能和能源
系统研究所（IWES）副所长Kurt Rohrig博士总结 2013年底

结束的项目成果时谈到。

那么组合式发电站是如何工作的呢 ? 通过一个软件平台将

众多小型发电机联合成为一个虚拟发电站。这样便能通过

电网或可调节的沼气发电设备补偿各个地区在风力和太

阳能资源上的差异。多余的电量会被储存下来，或者转化

为热量。有了软件平台，不仅可以管理和监控整合在虚拟

发电站中的设备，还能集中将产生的能源投放到电力交易

市场。

www.kombikraftwerk.de

目前，我们的电网还无法应对电量消耗的不断变化和产

电量的波动。卡塞尔大学和弗劳恩霍夫风能和能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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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能源来源
于可再生渠道。
© 来源：德国联邦环境、
自然保护、建造与核
反应堆安全部（BMU），
基于可再生能源统计
工作小组（AGEE-Stat）、
德国联邦能源经济和
水经济协会（BDEW），
2013年12月统计

开放式能源管理平台：
“OGEMA 2.0” 可通过平板
电脑、智能手机和电脑操作。
© Fraunhofer IIS

2013年能源储备量：3320亿度电
与2012年相比：+6%

水力
太阳热能
沼气
生物柴油
陆上风能
生物固体燃料
填埋气
生物乙醇

离岸风能
生物液体燃料
垃圾中的生物成份
生物甲烷
光伏
沼气
地热

9%

2%

2%

15%

6%7%

1%

3%

0.1%

0.4%

0.2%

0.3%

12%

对终端用户而言，使自己的
能耗与能源供给相匹配显
得越来越重要。
© Fraunhofer

4%

38%



研究所（IWES）的研究人员以及一个工业研究小组共同在

“OpSim” 项目中对必要的改造进行了研究。针对集成控制、
经营管理以及传输网和配电网的能源管理开发了测试和模

拟工具。项目得到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造与核反应堆

安全部（BMUB）的赞助 IWES的项目负责人 Frank Marte博

士解释了项目的初衷：“有了OpSim，我们能够在实际条件

下测试电网中的控制和调节机构及其在电网中的相互影响，

比如虚拟发电站与智能电网运营管理策略的关系”。

www.opsim.net

但不仅仅是发电厂和电网运营商需要这种精良的能源管理

系统。企业也希望智能、有效地控制他们的用电需求。如今

已经有大量企业通过太阳能模块或者沼气发电设备自行发

电，以节省成本。位于马格德堡的弗劳恩霍夫工业自动化

研究所（IFF）的研究人员开发了动态反应式能源管理系统。

这样可有效调控分散的发电机、储存装置和实际消耗量。

为了实现系统的全自动运行，在初步规划时首先要掌握当天

需要多少能源以及预计能产出多少电能。在详细规划阶段，

要提供接下来15分钟的信息。为了能够进行预测，研究人

员专门针对复杂的基础设施使用了经过优化的神经元网络。

“从今天以消耗为导向的能源产出到以产出为导向的消耗，
这种思想转变是必要的。” IFF的 Przemyslaw Komar nicki博

士强调说。

与Compello GmbH和 Somentec Software GmbH一道，弗

劳恩霍夫的研究人员甚至为Dow公司位于中德地区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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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辆电动汽车可在位于
斯图加特的弗劳恩霍夫研
究中心车库中同时充电。
© Victor Brig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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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和伯赫伦两个分部的电网使用管理建立了一套经技术检

验协会（TÜV）认证的系统。那里生产聚合物需要大量的能

源和原材料。整合到Dow的供应链和服务链中之后，企业

可从化学工业园的运营商处获取大部分能源。只有高效的

IT解决方案才能管理大量的测量值和消耗值、有效利用能

源、以及遵循联邦网络局的规定。AST针对能源管理和能源

数据管理开发的软件 EMS-EDM PROPHET®便能满足这些

要求。

IOSB AST部门的项目工程师Andreas Reuter描述了这些特

殊的挑战：“除了传统电网使用管理外，我们还必须将Dow 

Olefin verbund GmbH电和气体以外的许多介质整合到我

们的系统中。这包括不同压力级的蒸汽、中间冷凝水和工

业气体”。此外还必须在实施过程中考虑国际化的 IT架构、

大量接口和外部合作伙伴。尽管如此，整套系统在六个月

之后便可常规运行。

利用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和地下室里的小型热电联产机组

（BHKW）—住宅区也能发电了。但大多情况下，自产电能

不足以满足全年用电需求。这样就必须购买电能—如果

价格相当便宜是最好不过的了。“将自产电能与变化的电价
以及储存装置有效地结合起来，节省成本的空间相当大。”
位于埃尔兰根的弗劳恩霍夫集成电路研究所（IIS）的 Peter 

Heusinger说。为了让它成为现实，弗劳恩霍夫 ISE、IIS和

IWES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开放式软件平台OGEMA 2.0

（www.ogema.org）上进行了研究。从而实现有针对性地控

制发电机、蓄电器和耗电器。这样便能合理地利用住宅、公

共设施和生产设备的自产电量，储存多余的能源，并在之

后需要时取用。除了基本的管理功能外，系统还能与未来

智能电网的其它参与者实现通信，为供给的稳定性做出贡

献，或者集成到一个虚拟发电站中。

将可再生能源以可靠的方式集成到电网中的关键在于高

效的蓄电池。将来，能源在消费者家中也能够实现分散储

存—例如直接储存在高效电池中，或者也可以通过智能

设备间接消耗电能。在弗劳恩霍夫发起的未来项目—“混
合城市储存系统” 中，研究人员对硬件和软件组合平台进
行了研究。有了这种平台，各种储存装置（比如锂离子蓄电

池、氧化还原液流电池、蓄热器）、灵活的发电机（热电联产

机组）和能源转移装置（比如热泵和热水处理装置）便能组

合成一个可控的虚拟单元。弗劳恩霍夫环境、安全和能源

技术研究所（UMSICHT）、硅技术研究所（ISIT）、太阳能研

究所（ISE）和 IOSB的AST部门参与了该项目。

分散式的智能光伏电池系统能够减轻电网的负担、扩大太

阳能发电的可用性，同时降低用户承担的能源转型成本。

ISE受德国联邦太阳能经济协会委托完成的 “2013年储存

系统研究” 证实了这一成果。在 “Net-PV” 项目中，ISE的研

究人员正在与工业合作伙伴共同研究如何在可再生能源法

到期、以及对太阳能电池系统的赞助结束之后，还能经济

地利用太阳能电池系统。

电动汽车也能利用可再生渠道产生的电安全、可靠地运行

吗 ? 位于斯图加特的弗劳恩霍夫劳动经济和组织研究所

（IAO）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为此，他们在弗劳恩霍夫园区

的停车场内建造了一座可为多达 30辆电动汽车充电的充电

站。在同时使用所有充电塔的情况下，电量高达 340千瓦。

这相当于拥有 1500名员工的整个研究中心 20%的电量负

荷。“给车库中的车辆充电给能源系统带来很大的挑战。没
有智能化的充电和负荷管理，就基本不可能使这种充电站

成为现实。” IAO的博士工程师Hannes Rose说。

采用Micro Smart Grid，也就是一种小型智能电网为车库中

的车辆供能。对此科学家只使用了再生资源：今年之内，研
究中心将建造一套光伏发电设备和一个小型风力发电设备

用于车库的运转。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安装了能够暂存

电能的锂离子蓄电池以及氧化还原液流电池。下一步，IAO

的研究人员打算利用他们 “逼真的实验室”，创造一种针对
工业企业、系统供应商、城市供能局、社区和配电网运营商

的测试环境，挖掘小型独立电网的潜力。另外，研究人员希

望在双边项目中为工业和社区提供考虑周全的能源方案。

使能源供给向分散式和可再生发电结构转型，是德国面临

的最大挑战之一。能源互联网帮助电网为未来的任务做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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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追求时尚者有一个梦想：一件裁剪得体的
独一无二的衣服挂在衣橱里。但这往往只能是

一个梦想。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最终占据了纺

织品市场。而造船业不同：相同型号的船只有
一两艘。生产费时、复杂且昂贵。整船的建造

过程必须得到充分地记录和存档。这至今是个

复杂的过程：质量管理员鉴定船舶完成的程度，
并与造船的印刷图纸进行比较。然后，将记录

手写填入一份准备好的表格。最后，这些检验

报告—如同在古老的年代里一样—被装订

在文件夹里。为了在质量安全上有所革新，位

于罗斯托克的弗劳恩霍夫图像数据处理研究

 

：Ulrike Zechbauer

加快虚拟实境技术（VR）
并简化造船业中的产品
研发和生产过程。
© Fraunhofer I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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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IGD）已经于 2012年 3月开始了 eKon项目。

弗劳恩霍夫的研究人员与 FORTecH Software 

GmbH和 3DInteractive GmbH共同为海运业

研发可付诸实践的 3D图形解决方案。eKon项

目可使未来所有文件在线处理。质量管理员拿

着平板电脑拍摄船体照片或视频短片，有关建

造阶段的所有信息也都被记录在一个纯电子的

检查报告里。

GPS

“要使便携式计算机知道它现在正位于何处和
判断它看到的是船体的哪一部分，它就必须要

知道自己在造船厂房里的确切位置。” “3D船

舶” 网络的经理和 IGD “海洋图像” 部门的负
责人Uwe Freiherr von Lukas教授解释说。问

题是，无法通过GPS来定位。因为无论是车间

里还是钢质船体内，GPS信号完全被屏蔽掉了。

“因此，我们在 eKon项目中与合作伙伴一起研

发了计算器般大小的特殊硬件模块。这个模块

能够容易且迅速地插入到平板电脑。” 这位科
研人员说。模块样机将在 2014年春天推出，并

且还会配置许多新的功能。“由于使用新模块，
平板电脑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方向，” von 

Lukas说，“更加特殊的是，不需要在船体加上
额外的标记。而是使用了如立体摄相机、鱼眼

摄相机和各种传感器。”

用鱼眼摄相机来回扫一遍房间，以首先校准系

统。凭借内置加速度传感器，该模块可以跟踪

在船坞和船体里的移动距离。利用气压传感器，

模块可以确定当前所在的甲板。该传感器非常

敏感，它可以探测出上、下甲板之间微妙的压

力差—在下层甲板有一个较高的气压。但这

还不是全部。工程师可以下载最新的CAD模型

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检查机房开口的焊缝

是否是准确地根据建造图纸焊接，或者液压管

路是否放在了正确的位置。在进一步的建造阶

段里，虚拟数据应该和真实物体相互重合。

“第一个重大步骤是质量安全完全电子化。平
板电脑取代了数不清的纸张打印。另外，eKon

使得这些文件提供船舶建造阶段更为详细的

信息。工程师可以从机房窗口处看到同事在屏

幕上显示的所有照片和笔记。这很大程度上

加快了工作流程。” von Lukas说。造船业与汽

车工业不同，开工生产之前并没有完整的 3D

图纸。往往是已经开始造船了，还尚未完成设

计。在实践中经常有改动，需要输入到 3D模

型中—建造图纸是不断变化的。“直到有了
eKon的帮助，质量管理员才能够实时显示最

新的 3D模型。” 这位专家说。此外检查人员还
能移动虚拟船舶来和缩放特殊的地方。他还会

收到一些真实情况的照片和视频剪辑，还有最

后的检查记录。

eKon的优势并不局限于造船业。许多行业都

使用与造船类似的屏蔽材料。在那里的移动终

端接收不到GPS信号。eKon项目的结果也可

以用于设备或大型机器制造以及建筑业。” 这
位网络经理说。新系统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企业

节省时间，于是也就节省了费用。

除了 eKon，IGD研究所还有进一步的想法来提

高生产率。“谁想要在单一产品生产上保持全
球竞争力，就必须要灵活。这就要满足客户的

不同需求，并同时利用所有可能的自动化手段。

辅助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位专家
说，“在拓展造船的工作课题下，我们跟合作伙
伴一起设计了各种 3D船舶辅助技术。” 其中一
个例子是内置于保护头盔内的数据眼镜。这种

眼镜使附加信息进入安装人员的视线，并不会

产生干扰。虚拟图纸展示下一个焊接点在船身

的某处。

“虚拟实境使造船的工作方式提高到了一个新
的水平。” von Lukas总结到。由于现实和虚拟

世界的日益融合，未来单件产品的生产将会更

加顺利，更为高效地进行。

3D

海运业在德国有超过 38万名员工，年营业

额约 500亿欧元，是德国最重要的产业之

一。这个行业涵盖现代化的、往往配备专

业高科技产品的造船业以及造船设备制造

业。今天的游轮和舰艇技术很复杂，丝毫

不逊色于飞机和发电厂。在这个行业，对

研发的投入占到了营业额的 10％—约有

50亿欧元。海运研发的重点主要在新材料、

光学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整合整

个价值链的情况下，进行虚拟船舶设计和

模拟船舶生产。

由 IGD发动和领导的 3D船舶网络联合了

多家专业 IT企业、研究机构和用户，把 3D

技术运用到海运业。网络合作伙伴共同开

发新产品和服务—从设计到制造再到培

训和升级。另外，“3D船舶” 为所有对造船、
船运和海上技术的 3D解决方案有兴趣的

人起到了中心试点的作用。提高海上安全

性和扩大环境保护是这个领域的典型挑战，

3D解决方案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自己的优

势。

www.3dmaritim.de



从克隆普拉兹山峰将WiBACK网络发向山谷。
© mauritius images / Al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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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的天空、阳光、制备精良的滑道、优雅的

小屋，还有背景中白雪皑皑的多洛米蒂山脉顶

峰。山谷中，绿色的牧场和田野相互拼凑。跟

人们在宣传画中看到的南蒂罗尔地区一样。这

是一个理想的滑雪胜地和休闲场所。一大清早，

登山铁路就将数以千计的滑雪爱好者和远足者

带到克隆普拉兹山上。其中一位就是弗劳恩霍

夫开放通讯系统研究所（FOKUS）的 Eric Schütz。

但他却不是来游玩的：Schütz前来拜访客户。

这位科研人员与布鲁尼科市公共服务局的 Flori-

an Niederbacher一同踏入户外。他的目标：不
远处的一个发射站，一个 80多米高的钢制庞

然大物，当时是为电视信号发射而建。两位男

子拖着他们沉重的靴子，小心爬上阶梯。到达

首个平台那空中的高度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片壮丽的风景。以克隆普拉兹山脚下的布

鲁尼科市为中心，构成一个交错纵横的公路网，

延绵于山谷之中。“许多村庄和企业地处偏远，
距布鲁尼科市有数公里之遥。因此安装能与高

速互联网相通的网络往往很繁琐和昂贵，” 身
为经济信息学研究者的 Schütz解释道，“通过
光纤进行连接费用过于巨大，敷设铜质电缆距

离又过长，无线手机网太贵也没有足够的数据

传输容量。”

不过，宽带也必不可少。今天，没有高速互联网

连接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缺少必要的基础

设施，企业就会撤走，整个地区将在双重意义

上失去同外部世界的连接。因此，Florian Nie -

derbacher和他的同事们决定采取实际行动，

确保这个南蒂罗尔城市行政区的未来。他们

和来自柏林的弗劳恩霍夫研究人员一起启动

了WiBACK试点项目。这一缩写代表Wireless 

Back haul（无线回程），是一种基于定向无线电

通讯的传输系统。“通过定向无线网络，可以
在最大距离为 20公里的不同节点之间传输无

线电信号，以这种方式简单经济地跨越较大距

离，使整个地区都得以覆盖。” Schütz解释说。

WiBACK技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易操作性：

“通常情况下，网络的安装往往较为费力，需要
培训有素的技术人员。但我们的系统可以自行

安装。简单到可以由各城镇独立开展，也便于

他们进行自己的网络运营。”

WiBACK技术的核心部件是 “定向无线节点”，
一个个白色的小盒子，每个都比普通的鞋盒大

不了多少。其中的四个固定在克隆普拉兹山巅

的这座发射塔上。它们通过光纤和布鲁尼科市

的控制器相连，控制器负责对无线信号和数据

的发送和接收进行调节。这种无线传输方式通

过节点之间步步相传：每个节点盒配有一个定
向无线天线，可以将信号集束并有目标地发往

下一个节点。然后在那里将信号捕获，通过一

个路由器转换至无线局域网，供手机、计算机

或平板电脑用户使用。

由于该系统使用与传统无线局域网相同的频

率工作，就无需为信号传输申请许可证。同时，

这一系统也很安全：节点之间的数据传输经过
加密。

安装与运营成本低：“节点盒具有自我管理的
能力：只需将其搭建完成，确保天线之间保持

可视，以便成功进行无线传输—然后网络就

能自行安装完毕。当有新的节点加入时，可在

数分钟内完成整合。也就是说：安装简便、具
备高度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Schütz作出如是

总结。

这个系统已经在布鲁尼科市内无故障运行：

“WiBACK易于安装和维护，实现高数据传输

率，只有很小的时滞。” Niederbacher也对此

加以证实。一个单一的无线连接每秒就可传送

100 MB数据—对于布鲁尼科市的企业而言，

简直是一种奢侈。到目前为止甚至还是免费的，

因为在试点阶段用户无需缴纳费用。虽然将来

市政公共服务局对WiBACK进行商业运营后，

宽带连接将收一点费用，但其价格还是远远低

于其他地区电信供应商提供类似服务所收取的

费用。众多临近城镇纷纷进行询问，希望连接

WiBACK提供互联网，进一步体现了这项新技

术的强大竞争力。

理论上，可以毫无困难地对这一系统进行扩

展：每个通过无线方式同节点相连的盒子可以
覆盖 500米范围内居家和企业的互联网连接。

从每一个节点出发，可以同其他更多的站点建

立连接—只要它们之间的距离不超过 20公

里且保持在能见范围。网络可以通过这一方式

不断扩大。

Facebook

将来从新技术中获益的不仅有地处偏远的山区

农民、居民和企业，还有游客：上维纶巴赫村
附近的石峰群由于其奇特的造型和壮丽的色

彩每年都吸引着数以千计的游客，现在布鲁尼

科市政公共服务局在那里安装了WiBACK节点。

节点盒通过太阳能电池供电，生成的无线局域

网供游客们免费使用。对于所有那些在石峰群

照相并想将其上传到社交网络或同朋友们分享

的人们而言，真是理想之极。

：Monika We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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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ontent

：Bernd Müller

什么是电视的未来 ? 可能正如《关于：凯特》
这部 14集连续剧中所描述的那样。这部戏去

年春夏两季在 “arte” 电视频道播出，并在电视
评论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故事中，凯特因为疲

乏综合症被送到精神病院。通过 Facebook，她

报告了她的治疗经验。特别是：网民可以在社
交媒体上跟踪凯特的病史并提供建议。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序可以使电视节目和互

联网上的事件同步运行。应用程序监听到电视

的声音，并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即第二

屏幕上，提供匹配的内容，这就是专家所说的

“与电视同步的网游”。

这个应用程序是媒体、内容和网络在未来如何

共同发展的一个例子。这项电视广播和第二屏

幕的同步技术来自于位于圣奥古斯丁的弗劳恩

霍夫智能分析和信息系统研究所（IAIS）。为了

不使这一音频应用程序在挑剔的公众面前成为

昙花一现，还需要更多的应用和商业模式，特

别是对小型和中型企业。互联网初创公司往

往有很好的构想，但却无法让技术适应其需

求。“FIcontent” 项目应该缩小这个断层，并把
专家学者和潜在用户召集到一起。FIcontent是

FI-PPP（未来互联网公私合作）的一个旗舰项目，

欧盟将通过此构想推动未来的互联网。其目标

明确：欧盟希望加强欧洲经济、促进新的商业
模式，而且要在这些模式从美国蜂涌至欧洲并

破坏就业岗位之前。此外，欧盟的 5亿公民和

中小型企业也将得到更好的互联网接入。

除了 IAIS研究所，FIcontent的20个项目伙伴中

还包括柏林的弗劳恩霍夫开放通讯系统研究所 

（FOKUS）以及其他公司，比如迪斯尼和 Techni-

color公司。在第一阶段，合作伙伴们问询了企

业需求并识别可能使公司和用户感兴趣的技术。

在第二阶段，用户越来越多地成为关注焦点。

FOCUS研究所参与设计了一项招标，约100家

欧洲企业递交了应用构想，希望通过 FIcontent

项目的合作伙伴得以实现。谁会得到招标书中的

135万欧元中的多少，决定就在现在。然后第三

阶段启动，企业和用户将结成团队。为此会进行

公开征集。此外，今年还开始一项应用程序开

发人员将 FIcontent技术投入到新应用的竞赛。

FIcontent项目分为三个主题：社交网络电视，
智能城市服务，以及现实和虚拟世界相结合的

游戏。IAIS研究所负责第一个主题，并已在实

际应用中引进了一些成熟技术—如音频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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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content

第二屏幕应用程序可能会引起广告业的兴趣。

插播广告会与电视节目分秒不差地匹配同步发

送到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比如一个商店广告，

那里你可以订购主持人的衣服。

这一技术的基础是该研究所已经开发了八年多

的音频信号处理方法。通过搜寻大规模的视频

数据库，把语音转换成文字。为了显示这项技

术在实践中的应用，Michael Eble博士启动了

Pro Sieben频道的播放应用软件Galileo。他在

搜索框中键入单词 “Bratwurst”（“香肠 ”）。于
是就出现了所有相关的搜索结果。这位媒体专

家和计算机语言学家 Eble领导 IAIS研究所的

FIcontent项目小组。在这个项目中，他和他的

同事们希望进一步研发技术，使尽可能多的欧

洲公司可以使用。

FOKUS研究所开发两个平台：社交网络电视和
智能城市服务。对于电视，研究人员开发了提

供交互式视频内容的工具。在智能城市服务领

域，FOKUS团队开发应用程序，这将方便未来

城市居民和游客的生活。“为此，我们创建了例
如开放城市的数据库，其中包括了所有关于旅

游景点活动的信息，以及更多智能城市应用。”
柏林 FOKUS研究所的项目经理 Robert Seeliger

说（参见第 22页）。但 FIcontent还应对未来发

展做出重要的贡献：IAIS的研究人员希望与传

媒行业共同合作，使大数据的音频采集技术变

得更加成熟，即远远超出某一电视节目存档的

海量数据。一种可能的应用：记者可以随时浏
览所有公共广播频道的节目。事后进行采集可

能太慢了，因此未来的音频采集应在节目播出

前或播放时同步进行。

FIcontent ： 
mediafi.org

该研究项目将持续到 2015年 4月。为了使研

究人员和企业的研究符合未来客户的需求和品

位，项目中安排了一个实际检查的工作。在欧

洲六个城市（布列塔尼，柏林，科隆，巴塞罗那，

苏黎世，兰开斯特），合作伙伴计划对每个城市

多达 1000名参与者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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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未

来的数目还会增多。在德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

74％左右。像东京和墨西哥城这样的超大城市

早就超过了 1千万的人口上限。要认真推行可

持续发展的经济，就必须从城市开始着手。虽

然有很多的方法，但都缺乏一种战略把所有这

些独立的措施结合成一个整体概念。单单依靠

一个零能耗住宅或环保垃圾桶的概念是远远不

够的。创新的解决方案需要与新的商业模式连

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2家弗劳恩霍夫研究所、

众多知名的工业公司，如西门子和大众汽车，以

及入选的试点城市希望加入到这个 “明日之城：
城市视角” 的项目。斯图加特的弗劳恩霍夫劳
动经济和组织研究所（IAO）负责领导这个项目。

第一步，科学家们在全球约 300个城市中选出

了 6座已经开始进行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样板城

市。其他城市可以以它们为榜样。哥本哈根在

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建设集中供暖网络。目前

已近有 98％的建筑利用环保能源来供暖。新

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正努力把大量的工业用水

转化成饮用水，以解决其饮用水问题。特大城

市东京有一个独特的物流系统。在这里卡车不

送货到每家商店，而是在小型物流中心交付货

物。从而减小了交通流量。而纽约正率先对抗

飓风和海平面上升。因此当 2012年 10月 “桑
迪” 飓风席卷纽约的时候，这座城市仍得以幸
存。抗灾能力也越来越被看作是城市未来发展

的可持续性。

另外两个德国城市也被选入：柏林和弗赖堡。
德国南部小城弗赖堡以可再生能源为特色。柏

林被称为一个多元文化和国际化的都市。它的

起步阶段充满活力，政策雄心勃勃，已经有一

批模范创新项目在柏林安家落户。因此，作为

首都，柏林是电动汽车和汽车共享的先驱。有

 

：Klaus Jac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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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政府大楼起到模范作用，这些建筑采用节

能方式，为私营经济的效仿提供一大动力。还

有 2011年年底在两个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帮助

下完成的 “节能住房 +” 项目。除了满足自家的
能源需求外，还可以提供足够一辆电动车每年

行驶约 6万公里的电力。

柏林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简称 ICT）居于领

先地位。一年前，在线平台 “infrest”（电子公路
基础建设）连入了网络。任何一家公司现在都

可以轻松地查询，在城市哪里有自来水和污水

管道、电力或电话线缆经过、哪里的道路因为

修复工作会被挖开。它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到目前为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建筑工
人挖了个洞，但那里恰好是他的同事刚刚修补

好的地方。缺乏沟通默契浪费了资金，也消耗

了不必要的资源。IAO负责 “明日之城” 项目

的专家 Steffen Braun讲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德国，将在未来几年花费约 1800亿欧元铺

设光纤电缆。该电缆本身的价格只有 200亿欧

元，大部分投资耗费在施工工程上—一个线

路信息咨询门户 Infrest提供对口服务的例子。”

www.ict-smart-cities- 
center.com

柏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另一个亮点是 “开放数
据平台”，这是柏林的弗劳恩霍夫开放通讯系统
研究所（FOKUS）发起的项目。利用这个数据

库，自 2011年 9月起，每个市民都可以查询从

前只有市政机构才能掌握的信息：从湖水水质
到议会记录。此外，Vattenfall的子公司 “柏林
电网” 提供数据，例如从分散的发电机传输到
高压电网的全部供电总和。数据记录的条目在

2013年 6月首先从 17上升到 250，随后继续

增长。由此产生的透明度有助于开发新的商业

首都柏林加强使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制
作可持续发展方案。
© plainpicture

模式或服务。此外不乏新的构想，比如柏林希

望重新利用已经关闭的 Tegel机场。在机场旧

址上，马上将会崛起一个城市科技园：Urban 

Tech Republic TXL。这个未来几年内供人居住

的示范城区将成为各种再生解决方案的试验

田。IOA研究所已经为此制作了一项可行性研

究。内容涉及新型的产能、节能、机动、水处理

及循环方式等等。所有在现实中因为法律原因

难以进行的测试都会在那里进行。与之堪比的

的实地实验室只有少数城市具备，如巴塞罗那。

www.morgenstadt.de

在收集了 “明日之城：城市视角” 项目第一部
分的研究结果之后，研究人员欲在下一阶段

（2014年至 2015年）将项目推广到其他城市

和企业。“不仅要研发新技术，也要将其作为
与系统相关的创新推向市场。” Steffen Braun

说。这就是弗劳恩霍夫倡议的 “明日之城” 的
目标。弗劳恩霍夫共有 67家研究所，其中 12

家共同参与了该项目。“如果不能够适应市场
的话，即便是最好的能源概念，又会带来什么

呢 ?” Braun说，“城市是社会文化和技术的载
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了解城市怎样才能作

为一个系统朝着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向发展、需

要哪些必要的解决方案和战略。” 像诺德施泰特、
杜塞尔多夫、英戈尔施塔特和罗拉赫这些城市

已经与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成功地进行了战略合

作，来开发这些潜能。

要使一个城市为未来做准备，必须把每个参与

其中的人都动员起来。“为了克服未来的挑战，
市政机构、企业、研究人员和市民必须携手起

来。” Steffen Braun说。这些项目合作者相信，

实地实验室、开放数据或以市民为中心的商业

模式是未来发展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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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突然猛地关上了，现在一切都寂静无声。可

怕的寂静。厚厚的楔形矿棉像尖刺一样伸向房

间，吸收了每一个声波。声学实验室拥有巨大

的混凝土墙和建立在弹性橡胶层上的独立地基。

在这里进行研究不会受到任何声音的干扰。

可还是有某些东西：低杂音 ? 或谁在唱歌 ? 这

个几乎难以察觉的声音来自于八个一排的小扬

声器，它们固定立在房间中间的三脚架上。这

是未来的音频技术 ? 出于好奇，我跟着Daniel 

Beer博士直接走到那排扬声器旁。我们就站在

扬声器边上，但声音没有变大。这个状况没有

改变，只要你还留在屋子中间。现在 Beer向右

边跨了一步并向我招手示意。我走了过去，突然

听到了嘹亮的音乐：Marla Glen的《自由的代

价》。我又向中间迈回一步：音乐声变小了，最后
完全消失了。太神奇了！向左跨一步，声音又变

响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有声读物《人，猛犸》。

伊尔梅瑙的弗劳恩霍夫数字媒体技术研究所

（IDMT）的研究人员最近申请了一项专利，内容

是创造不同 “听区” 的技术。其中的巧妙是：“所
有的音箱传出同样的有声读物和音乐节目，” 
Beer说，“控制扬声器，以使声波互相重叠，从
而达到增强或抵消音量的目的。” 这种方式可以
精确定位最佳音质的声音。例如在汽车中。车

厢顶部的扬声器会给所有乘客声音自主权：家
长可以在驾驶期间放松地听音乐，而不会被后

座的孩子们听本杰明大象所干扰。从理论上讲，

甚至可以为每个位置实现各自的声场。难怪汽

车制造商都对这个新的个人音效区的技术很感

兴趣。

不过扬声器还太笨重。这些在 IDMT的声学实

验室里演示的扬声器，每个体积都有 2厘升 

—相当于一个烧酒杯的体积。整排扬声器有

80厘米长和 4厘米厚—这样的设计目前还

不适合安装在汽车车厢顶部。音箱体积必须缩

小：“小型化的关键点是箱体。” Beer说。他左

手抓住一个假想的空间，右手平伸渐渐接近这

个空间：“如果我们把箱体做得过小，那么箱体
内的空气就像一个减振带，这会阻碍薄膜的振

动。你可以把它想像作一个被顶住的气泵：泵
内的空气无法放出，本来可以移动的活塞就会

被顶住。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一个过小的扬声

器的薄膜上。”

难道我们不能干脆去掉箱体吗 ? “理论上是可
以的，” 这位工程师说，“但是如果没有了箱体
作为外壳，扬声器将电信号转换成声音信号后，

声波就会向所有方向传播。” 这将导致了音质
巨大的损失，因为薄膜前面的声波会与背面的

声波重叠。结论：箱体必须保留。这是良好音
质的关键。

但是，箱体可以缩小到什么程度呢 ? 为了找到

答案，Beer的小组在研究所的地下室建立了

一个测量区域，用来确定每个扬声器最小的箱

体体积。今天要测试一个新的模型—特别平，

特别小。虽然只有 11毫米厚度，但是它包含

：Monika We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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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扬声器所需的所有组件：背面有一个线圈
的薄膜和永久磁铁。Beer卷起他的运动衫袖子，

接上了扬声器的电源。因为现在线圈周围产生

了电磁场，由于被永久磁铁吸引或排斥，薄膜

开始振动。从它的振动情况，依靠软件就可以

计算出箱体的必要体积。新的扬声器需要 1厘

升的体积—半个烧酒杯。与实验室里演示的

相比，已经缩小了一半。利用巧妙的技术甚至

可以进一步减小体积：“通过使用更强大的驱
动器来克服空气阻尼，我们可以再节省三分之

一的体积。” Beer解释说。在研究所的工作室里，

新扬声器的箱体将被严格地按照尺寸制造出来。

微型扬声器还能够提供期望的性能吗 ? 为了

试验强度，我们返回到声学实验室。同样是使

人压抑的寂静。Beer低沉的声音又响起：“当
然，这需要时间来适应。不过，我很喜欢这里。

这是测试扬声器的理想场所，因为没有反射干

扰测试结果。” 房间实际上几乎是消声的。但
即便有厚厚的楔形矿棉，反射从来都不能够百

分之百排除掉，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实验室做出

这样评价—有点儿谦虚，但在物理上是正确

的—“消音”。

Beer已经把扬声器放在旋转支架，现在他从

外面关闭了大门，在测试期间，不允许任何人

留在房间里：因为从人体反射的声波可能影响
实验结果。他从隔壁测量室通过遥控器开始了

标准的测试。他可以通过摄像头监视情况。在

支架上，新的扬声器绕自身轴线一度一度地水

平转动，然后它又向上转动绕圈，直到把所有

空间方向都覆盖到了。在每一个测量点上，它

发出的声音总是相同的，那声音就像是豚鼠的

吱吱声。一个麦克风开始进行 “正弦扫描”，将
信号发送到计算机。屏幕上出现了特征曲线。

Beer点头满意：传播得不错。“如果我们继续
改善小扬声器，就得让它的功率足够是强大，

才能盖过马路上的噪音。” 借助个人音效区技术，

八个彼此相邻的扬声器能够使汽车内的乘客享

受单独聆听的愉悦。

但是新颖的迷你音箱并非只适用于移动声音：
利用平板音箱阵列，几十个小扬声器连接在一

起，可以在客厅和会议室产生最佳音响效果。

“音质可与高品质立体声音箱媲美，” Beer强调

说。这一点他肯定清楚，因为作为一个业余乐

手，他非常重视良好的声音。由于得益于微小

的、内嵌的箱体，这种平板音箱只有 24毫米厚，

可以直接在墙壁上安装，开创了全新的设计理

念。人们可以把它们安放到装饰画中、平面显示

器或柜门里。未来的声音将不再打扰眼睛。

未来的平板音箱比1欧
元硬币还薄，功率强劲
如普通的盒式音箱，并
且可以直接安装在墙壁
上。排成阵列的小扬声
器，将电信号转换成声
音信号（左图）。
© Fraunhofer IDMT

在缩放视图中的扬声器
阵列（中图和右图）。
© Fraunhofer ID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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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扫描仪里的娜芙蒂蒂艺术复制品。
所有照片 © Boris Roessler/dpa

3D
3D

CultLab3D

3D

：Ulrike Zech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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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芙蒂蒂看向摄相机镜头，犹如红地毯上娴熟

的名人。几分钟后，不断闪亮的闪光灯已经停

下。正好 6561张 300微米高分辨率的照片从

各个视角展示了这位世界名星。计算机快速创

建的 30GB的照片组显示出了这位古代美女的

虚拟 3D图像。但是，照片的拍摄并没有就此结

束。就像是一位忙于应酬的名人，娜芙蒂蒂有

自己的时间安排。她立即被转移到下一站—

不是在红地毯上，而是完全自动的钢铁流水线。

为了填补 3D图像可能遗漏的空隙，抓取在 15

微米范围内的所有的细节，扫描仪的灯光在娜

芙蒂蒂的脸上映出了光线条纹。扫描仪被安装

在灵活的机械臂上，机械臂自动地按照给定的

位置精确地移动扫描仪。光线准确地扫描着这

个半身塑像。

和娜芙蒂蒂一样，未来数以百万计博物馆展品

和新发现的文物都应该工业化、经济、最重要

的是快速地扫描并存档。这些举措开始了大约

十年。然而，还主要局限于 2D保存：书页，绘
画或照片。如何才能把全球的 3D的文化遗产，

如半身像，雕像或者硬币数字化地保存起来

呢 ? 仅在德国，至少有 2亿 5千万件三维文物

等待着数字化。少数目前可用的 3D数字化解

决方案都很昂贵，并且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工
作非常缓慢。扫描一个单件展品需要数个小时。

“文化遗产数字化” 部门的计算机科学家和负

责人 Pedro Santos对此表示：“这么长的扫描
时间，我们不可能完成这么多的艺术品。” 该部
门创立于 2012年，是位于达姆施塔特的弗劳

恩霍夫图像数据处理研究所（IGD）的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是从工业应用和医疗技术部门分离出

来的。“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你必须建立更多
的同步工作。我们的团队是多学科的，这使我

们不仅能够开发出新的软件，也能够找到硬件

解决方案。躲在象牙塔里研究的日子肯定是结

束了。” Santos说。各种工业界和欧盟的研究成

果需要互相交流。取得的成功：全球唯一的 3D

数字化扫描街道被称为CultLab3D，在这里团

队把这项科技的基础用来高效、快速地数字化

文化瑰宝。整个过程，包括分类和归档只需要

几分钟的时间。

CultLab3D收集的不仅是文物的几何形状和纹

理，还包括它们的光学材料特性。例如，根据

不同的入射光的方向和角度，矿物表面上的同

一点可以有不同的外观，因为在不同的方向上，

材料对光线的吸收和反射性质不同。“这一切可
以用我们的方法逼真地重现，” Santos说，“针

对CultLab3D的 15年的前期研究现在开花结

果了。” 根据不同的展品，该方法甚至比人眼更
敏锐。一方面，比如复活节岛仅有的 26件朗格

朗格文物上，3D模型在屏幕上显示出了之前

从未被发现的字符。由于扫描时使用的特殊过

滤器，CultLab3D可以展示出古钱币的艺术手

法。“古钱币通常具有被改变的纹理，如颜色的
变化，阻碍了凸纹的展现。在数字模型中，例

如纹理可以被去掉，从而得以观察到物体的原

貌。” Santos说。

相对来说，单独一个 3D模型如果与其他信息

并没有任何联系，那就没有什么价值。“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还开发了一种特殊的注释系统，使

我们可以把3D图像与形成时间、艺术家等文化

历史数据或与相关文物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把

科学记录直接放到放置模型的地方、虚拟地贴

上，它们就会永久保留在那里。如今在博物馆

库房里，还经常是用手写的索引卡，这些有可

能会丢失。最坏的情况，有价值的信息会无可

挽回地消失了。” 这位专家说。但今天的数据存
储技术到底有多好呢 ? 毕竟，为了保护虚拟的

文化瑰宝，包括无间隙的出处证明，以至几百年

来的庞大数据，数据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严酷

的事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与之相应的存储技
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CultLab3D上还在努

力解决数据存储的问题。” Santos总结道。

科学家复制一座半身雕像
只需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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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困难：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说明谁拥
有文化遗产的 3D数字化结果。是艺术品的所

有者吗 ? 如果是租借的情况呢 ? “我们希望避
免这种情况发生，未来几年技术解决方案已经

有了，但是法律却不允许我们用，” 这位研究人
员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准备设计一个完
整的生态系统。” 例如，该系统的一部分就是新
成立的论坛 “文化 3D”。这个论坛每年两次聚
集科研、产业、文化和政治各界的代表，讨论

确立所有可能的条件和规定。

按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将会有一台移动扫描设

备样机先后在柏林的四个博物馆和法兰克福

的 Liebighaus博物馆进行工作。这将展示Cult-

Lab3D在实践中如何优秀、更重要的是如何

快速地工作。其结果将与常规数字化进行比较。

相应的参考数据已经由学生助理在过去一年里

收集了：这些数据是以普通带状光扫描仪扫描
的上述博物馆的艺术品的数据。

3D

CultLab3D最初适合于 60厘米高、60厘米宽、

最大重量 50公斤的对象。中期目标是提供各

种不同的数字化技术。还在2014年，科学家们

想实现一个机器人系统，可以对 2.5米高的雕

像自动扫描和数字化。他们还努力给无人驾驶

飞机配备系统，从空中对在远方的考古遗址进

行数字化数据采集。

弗劳恩霍夫的研究人员正在进一步规划：“3D

打印技术” 部门发明了一种新的 3D复印机。未

来可以把 3D模型打印出来，甚至还考虑到了

光学材料性质，如光泽或原有的透光特性。

谁知道呢，将来也许有某个博物馆参观者会拿

走一个以假乱真的娜芙蒂蒂复制品回家—或

者是别的他个人最喜欢的美女雕像：有着两个
完整眼睛的古色古香的美丽。

两台电脑控制的半圆形 “扫描拱臂”
通过数字摄相机捕捉到样品的各个
部位甚至是细节。



计算机程序为时装设计师和样板

师制造出了新的系列。达姆施塔特

的弗劳恩霍夫图像数据处理研究

所（IGD）正在与Assyst公司一道

努力联合两个世界，意图模拟整个

设计流程。

到目前为止，需要数天到数周才能

用计算机真实地表现纺织品。但是，

仿真程序 “Vidya” 只需要几秒钟。
除了针线外，电脑鼠标日益成为裁

缝和设计师的工具。只需几次点

击：颜色、材质和样式相匹配。色
调、各种材料、褶裥的光学和机械

性能，以及不同的照明和反射可以

以 360˚全景照片来表示。

在由欧盟资助的未来时装设计的

项目（www.futurefashion-design.

eu）帮助下，新的时装系列可以被

更快地推向市场，更加灵活地满足

客户需求。

联系人：Martin Knuth, martin.knuth@igd.fraunhofer.de

：
联系人：Karin Agulla, karin.agulla@ivv.fraunhof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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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福岛、海地和科隆—技术救助机构

作为灾难保护中心在全世界广为使用。在难以

行动、困难和复杂的地形，救援人员还利用蜘

蛛挖掘机。

弗劳恩霍夫的通讯、信息处理和人机工程学研

究所（FKIE）的研究人员为这些特殊挖掘机都

配备了传感器系统。因此，人们可以安全地控

制重型设备，而不必把自己处于危险的领域。

为了使没有经验的用户掌握操作，科学家们还

开发了模块化的用户界面，提供了设备运行的

全面概况。

联系人：Herrad Schmidt,  

herrad.schmidt@fkie.fraunhofer.de

市场上的新产品：富含优质羽扇豆
蛋白的棍状全麦面包。这个糕点配

方起源于 “健康羽扇豆” 工程，是
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

资助的。研究人员与耶拿大学的营

养专家一起，能够证明羽扇豆蛋白

对人体的脂肪代谢有积极的作用。

面包棍含有 6.25克羽扇豆蛋白，

这是一个非常高比率。Prolupin 

GmbH在梅前州的格里门市生产

蛋白质，在当地广泛种植了蓝色的

甜羽扇豆—“北方黄豆 ”。Prolu-

pin公司通过弗劳恩霍夫的加工技

术和包装研究所（IVV）研发的方法

来制造蛋白质。该产品在南部巴伐

利亚州的 EDEKA超市的Wünsche

面包房有售。

模拟纺织品：想法可以通过简单的鼠标点
击来实现，快速地实现个别客户的请求。
© Fraunhofer IGD

棍状全麦面包富含蓝色甜羽扇豆的蛋白质。
© Backstube Wünsche



游戏、乐趣及紧张—从驾
驶员的角度来说后者是最
主要的情绪。
© Walter G. Allgöwer/dpa

：Brigitte Röthl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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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汽车驾驶员都害怕这样的事：孩子突然从
停住的汽车后面跑到大街上，司机无法及时刹

车，从而酿成事故。解决此类情况，正是 Ko-

TAG协作发射机应答器项目的科学家所面临的

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研究人员研发出特

殊的无线芯片。在未来，骑自行车的人及行人

可随身携带这种应答器或标签。“芯片互相主动
联系，互相报告位置。” 纽伦堡弗劳恩霍夫集成
电路研究所（IIS）小组负责人Marc Faßbinder

解释道。为了能够识别运动类型，研究人员还

集成安装了惯性传感器。

车内定位系统将向驾驶员显示被挡在车后的行

人或骑自行车的方位，或者他们在难以发现的

出口处移动的方位。它通过组合天线系统接收

周围行人或骑自行车人的信号，确定其运动时

间及角度分布，从而首先计算出其他交通参与

者的位置。通过与惯性传感器信号相结合的反

复测量，制定出运动模型。

最精彩之处在于：“由于通信通过无线电在 5.8 

GHz频段上进行，因此即使在视野范围之外

也能够起作用。” Faßbinder这样说道。相比较

于目前的系统来说，如果有人突然驶入或闯入

视野内时，汽车驾驶员能够以这种方式被警

告。这一无线电定位技术是由弗劳恩霍夫 IIS研

究所与慕尼黑工业大学、史太白（Steinbeis）嵌

入式系统设计与网络创新中心及位于柏林的

弗劳恩霍夫通讯技术研究所（Heinrich-Hertz-

Institut HHI）共同开发的。

但是该系统是怎样识别出即将发生危险情况

的 ? “只能在真正发生危险时才能报警，否则会
给驾驶员带来困扰。” Faßbinder强调道。因此

软件必须确定交通参与者的运动模型是否意味

着将发生紧急情况。例如突然改变方向可能是

一个提示。但是风险的计算是非常复杂的：因
为首先行人的运动是时快时慢的，而且会突然

改变方向或停止。相比较于汽车来说他们的行

动更为灵活。因此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准确预

知碰撞情况。为了能够更准确的预测行人的行

为，该系统采用了统计学行为建模。在这种方

法里，从前期对诸多行人所做的观察中推导出

行人行为模式，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测算出接下

来的行人行为可能性。根据人类运动的生理学

边缘条件可找出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对于

运动过程中特定的即将发生的变化具有典型性，

因此可能会出现突然进入街道等情况。“具体
根据从行人移动追踪及惯性传感器信息当中获

取的早期指标，从而归纳出危险的行人行为变

化。” Faßbinder解释道。

其他挑战：该系统必须能够区分出真实的运动
和标签滥用。“例如如果有人将应答器从高架
桥扔下，不能导致汽车在那里采取全制动。” 弗
劳恩霍夫 IIS技术营销负责人 René Dünkler说

道。还必须能够区分是载满了孩子的校车驶过

还是孩子跑到了马路上。专家们也为此研发了

解决方案。此外，科学家们还非常重视数据保

护。“该系统只能识别应答器属于哪个交通参
与者类别，而无法确定属于哪个人。” Dünkler

强调道。

此项新技术也征服了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

该俱乐部授予该项目 2013交通奖。但是只有

每个受到威胁的交通参与者都携带这样的应

答器，这项新技术才能理想地发挥作用。这种

主动性芯片可安装在自行车头盔、书包或者儿

童安全背心里，或者内置到手机里。未来必须

致力于使所有面临较大威胁的交通参与者都

携带标签，例如学生、老年人及骑自行车的人。

“ADAC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 René 

Dünkler说道，“因此他们授予该项目巴伐利亚
交通奖，我们感到特别高兴。”

2013

这项用于保护行人和骑自行车者的技术也可用

于汽车。如果汽车内安装了应答器，就可以根

据需要采取控制信号灯等措施。例如如果许多

汽车从同一方向驶来，则信号灯可以延长绿灯

时间。在纽伦堡的 IIS测试和应用中心 L.I.N.K.，

研究人员希望能够将此技术装入现有的测试路

段，从而实际测试这一定位技术。而且如果汽

车之间互相通讯，也能够避免汽车之间发生侧

面冲撞事故。

Ko-TAG协作应答器联合项目致力于研究无

线电基础上的协作性传感器技术。这一由

德国联邦经济与技术部资助的研究计划已

运行了四年。参与其中的除了弗劳恩霍夫

IIS，还包括汽车制造商、汽车行业供应商及

其他研究所。其目的在于开发一套传感器

系统，在危险情况逼近时及时警告汽车驾

驶员，在紧急情况下自动激发全制动。该项

目是Ko-FAS协作性驾驶安全研究课题的

一部分。

www.ko-fa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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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Löwer

火车车轮发生故障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德

国铁路公司规定了对 ICE轮组的密切检查，但

是这项措施耗时巨大而且成本高昂。目前，柏

林弗劳恩霍夫可靠性和微集成研究所（IZM）的

研究人员与行业伙伴共同开发出一套解决方案，

能够在耗费低成本的前提下确保最高安全性。

“我们希望能够尽早检测到损坏，并且脱离定
期维护，改变为根据状况进行养护。” IZM技术

导向的设计方法工作组负责人Michael Nieder-

mayer解释道。他负责 “用于根据状况进行维
护的移动传感器系统” 项目的协调工作，项目
简称为：MoSe。

隐藏在该项目背后的是云支持无线传感器网络，

为此火车的所有轴和底盘上都安装有小型无

线传感器。它们能够收集与易损件状态相关的

数据，并进行传递。甚至能够识别轴承内球头

上的细微裂缝。Niedermayer：“传感器节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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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检测到最小的振动变化。我们称之为深度诊

断。” 这样就可以在发出破损声音及损坏变严
重之前进行维修。

目前只能利用昂贵的测量技术才能实现提前干

预，这样火车就必须停止运行。“这一方案的特
别之处在于，允许在行驶过程中进行无间隙检

查，火车无需停放到车库—而且目视检查也

并非百分之百可靠。” 项目伙伴Deutzer Tech-

nische Kohle GmbH的Manfred Deutzer提醒

道。虽然也能够利用有线传感器检查有轨车辆

的底盘有无磨损，但是其诊断质量远远低于

MoSe开发者所追求的水平。

利用MoSe还可以精确判断是否必须在三个月

后更换轴承—而不是通过估计提早更换。此

外，目前根据固定周期进行的车轮停运维护也

非常不经济，其目的在于消除扁平处，这些地

方也会磨损轨道。“这种维护可以实施三次，然
后车轮报废，” Deutzer说道，“更合理更节约成
本的做法是只打磨运行不佳的车轮，但是对于

扁平处来说尚无好的分析应用。” 而这些MoSe

可以提供。

“我们希望不仅能够改进诊断技术，还能够尽
量详细精确地整理所收集到的数据。” Nieder-

mayer说道。这样火车司机就能够得到对其重

要的例如有关于车轮严重损坏的信息，诊断技

术人员获得详细的测量数据，从而评估传动机

构会以多快的速度损坏，而研发人员能够获得

有关所有零件磨损情况的统计学测量数值，从

而用于改进下一代产品的技术设计。这些数据

在到达各相关人员手上的时候都能够马上被采

用进行处理。研发人员为此开发了智能化诊断

算法。“另一个优势在于无线传感器便于改装。”
身为微系统技术人员的Niedermayer说道。

另外，创新之处在于，该系统可根据火车车轮

等被检验材料的不同转速进行调整，因此在各

种工作状态下都能够提供非常精确的数据。目

前为止的传感器都是对应固定转速设计的，虽

然容易操作，但是诊断质量方面有所欠缺。通

过智能化分析算法就可以解决这一点。但是其

研发过程却是困难重重：“它们不能有太多的计
算能力从而自身需要能源，因为该系统应当能

够在不配备电池的情况下工作。” Niedermayer

解释道。MoSe依赖于能量收集，也就是说能

够获取自然界中的能量。值得商榷的是能源应

当来自于振动还是零件转动时产生的热量。此

外还需要电能将数据无线电传输至 “维护云”，
此处为用户加密保存测量和分析数据。

IMC Meßsysteme GmbH、Gesellschaft für Ma-

schinendiagnose mbH、Deutzer Technische 

Kohle GmbH、Lust-Hybrid-Technik GmbH、柏林 

工业大学及 Bombardier Transportation GmbH

的项目合作者致力于其他应用。“可以设想将
该系统应用到所有带易磨损零部件的工业设备

中，在这些设备中驱动转速不断变化，例如热

轧带材轧机的辊驱动。” Niedermayer说道。或

者将其用于样车及供应行业的测试中。

在接下来的两年将研发出一台MoSe样机，它

将被安装在哈弗尔河畔勃兰登堡市交通公司的

有轨电车里证明其实力。此后该系统将首先用

于城铁和长途列车的监控。最终会有一个巨大

的市场等待着它。2013年，据德国铁路公司统

计，乘坐该公司车辆的乘客数量增加了 4900

万，增加至 19亿 7400万—再创历史新高。

而且长途列车的速度越来越快，安全要求也相

应提高。

用于测算车轮 /轨道错误模
型的无线传感器将明显提
高有轨交通安全性。
© Paul Langrock/Zenit/l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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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9年 8月 24日上午，地震冲击波震撼着

庞贝古城。先是房屋倒塌，然后维苏威火山顶

爆发，巨大的黑色云雾从火山口喷涌而出。火

山灰犹如雨点般降落在城中，岩浆顺着山谷急

流而下。这便是当时目击者对于火山爆发的描

述。直接位于维苏威火山脚下的赫库兰尼姆古

城顷刻间湮没于泥浆、熔岩和洪流之中；而庞
贝古城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死于致命的磷蒸汽，

或是被大石块砸死。当这一天结束时，庞贝城

被一个六至七米厚的火山灰和浮石层完全覆盖。

就这样，庞贝古城静卧了 1500年左右，免受气

候环境的影响，也未受到其间种种历史事件的

破坏。由于火山灰和浮石的尘封，这座那不勒

斯湾畔的古城保存完好，从庙宇、洗衣房直至

妓院。直到公元 1600年左右，在一次排水工程

中，才偶然发现了这座被湮没的古城。18世纪

末，对于庞贝的考古兴趣开始增长。到 20世纪

70年代为止，通过不断的挖掘已有三分之二的

古城区重见天日。

但这些废墟正遭受着威胁。庞贝古城的重新发

现对于它而言也意味着第二次沉沦。壁画和马

赛克大都未经保护，直接暴露在不利的环境和

气候影响之中。甚至一些费力挖掘出的建筑已

经开始部分坍塌。还有众多的游客也留下他们

的足迹—每年有二百五十万人拜访这座废墟

古城。“这让我们痛心疾首。虽然对庞贝一直
在持续进行修缮，但如果想要在整个地区持久、

可持续地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仅仅是这座古城

的庞大规模就不断要求作出新的努力。” 来自
德国霍尔茨基兴市弗劳恩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

（IBP）的 Ralf Kilian博士作为古迹修复者如此解

释道。早在 1999年他就同Albrecht Matthaei

先生一同拜访过庞贝。当时还是大学生的两位

己经决定要为这座古城作些什么。2012年，弗

劳恩霍夫科研人员Kilian和考古博士Matthaei

最终为 “庞贝可持续保护项目” 奠定了基石。

www.pompeii-sustainable- 
preservation-project.org

与国际科研合作伙伴和当地政府机构一同合

作，这些科研人员力求为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找

到一个整体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参与者不

仅仅包括迄今为止通常的考古学家和文物修缮

家，还有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弗劳恩霍夫

专家们的计划中还有一个新意之处：“通过有
针对性的基金筹措策略，我们希望为该项目争

取到同样对保护这无法复制的古文明遗迹拥

有热忱的赞助者，” IBP的项目活动负责人Nina 

Martens女士解释道，“项目已经成立。我们从

 

 

：Klaus Jac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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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董事会获得了启

动资金。现在我们正在寻找赞助者，为我们的

计划实施提供一千万欧元的必要资金。” 这是一
种新型的工作方式，因为通过传统的公共科研

赞助途经，无法或者很难实现国际层面不同机

构的合作以及筹措计划所需的必要资金。“通
过赞助者提供的支持，可以让我们雄心勃勃、

范围广博的项目快速获得资金，免去不少行政

手续。” Martens女士说道。一个最佳实践的案

例就是 “赫库兰尼姆古城保护项目”。近十年来，
美国人David Woodley Packard投资于这座距

庞贝 20公里之遥的古城，使其成为一个格外

成功的修缮项目。

这些工作将不仅仅服务于世界文化胜地庞贝

的保存，还拿出创新的手段和策略，防止进一

步的衰坏。新技术同样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古

迹。科研人员为此动用其广泛的经验财富。“庞
贝可持续保护项目” 由 IBP和慕尼黑工业大学

的文物修缮教研室共同领导。主要的参与单位

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

研究中心、比萨大学、牛津大学、德国考古研

究会罗马分部，当然还有当地的负责官方机构，

特别是 “Sopraintendenza Speciale per i Beni 

Archeologici di Napoli e Pompei” 作为直接负
责部门。“我们希望通过国际层面跨学科的合
作建立起这样一个项目：它可以同时实现对于
建筑实体的修缮、新型修缮方法的研究以及科

研后备人才的培养。” Ralf Kilian对于这一雄心

计划的目标作出上述总结。

“庞贝可持续保护项目” 的合作伙伴们进行整
体保护，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局部的壁画或复杂

造型的屋子。庞贝古城的基本结构由 Insula（古

罗马公寓楼）组成，它是一种四面围街的院落

群。要实现按历史原貌对这座城市进行恰当的

修缮，必须围绕这一建筑单元开展工作，并且

18世纪末的首批发掘让
保存完好的古城遗迹重见
天日，使科学界对古罗马
的生活获得了宝贵的认识。
© Fraunhofer IBP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湾畔的
坎帕尼亚地区，庞贝古城
静卧于维苏威活火山脚下。
今天，庞贝废墟是古罗马
文化和历史的教学胜地。
© Fraunhofer I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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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当时流传的所有物品。地下拱形回廊的院

落群可以成为该项目的一个出发点，它占地

将近 600平方米，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的城中

城。有着六个装饰华丽的住宅、五个作坊和商

店、以及当时庞贝最大的制革厂，这一有针对

性的院落群将当时建筑和社会历史特点融为

一体，充分体现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

考古学家Matthaei先生如下描述计划中的步

骤：“首先要做的是记录目前的建筑物状况。在
这一基础之上进行第一批的抢救保护工作，然

后再应用最新的技术对于整个院落群分阶段一

步步进行修缮。”

文物修缮者的全年工作中还包括一个夏季学院

的工作。它面向文物修缮学科中的杰出后备人

才，以及至今尚未接触过古罗马领域的文物修

缮者。这些通过专业化指导所传授的工作方法，

学生们日后可在自己的项目中加以应用。庞贝

课程面向维苏威地区学校以及国际伙伴学校，

力图在下一代中唤起对于这一文化遗产的热情

和责任感。

“但该项目的 ‘脊柱 ’ 仍然是对于 Insula院落群

的现状记录和修缮工作。” Kilian先生加以准确
说明。这些工作同时带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研究项目的印迹。建筑师将记录仍旧保存的院

墙，并在此基础上书写这些房屋的建筑史。在

古罗马时代人们就改建居所；通过这些建筑举
措所留下的踪迹可以窥见屋主的生活方式。考

古学家将通过在房屋内部开展的小型发掘搜寻

前任居民的踪迹，并且探究罗马院落群建立之

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社会历史学家研

究在建筑中发现的物品和铭文，以便说明：居
住空间在穷人和富人、男性和女性、自由公民、

手工业者和奴隶之间是怎样分配的。文物修缮

者希望记录下房屋的修缮历史，并希望检验自

发掘以来所作的各项干预措施是否起到了效果。

同时还进行科学研究，为新技术的开发作出贡

献，也就为保护手段的改进和文物的保存作出

贡献。

该项目涉及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的解决和技术

开发。生物学家们也在庞贝工作研究：怎样才
能最好地绿化这一地区，例如如果减少攀缘植

物这类不受欢迎的植被，也就不再需要对于建

筑材料有害的除草剂，而它们至今为止还在庞

贝应用。

“庞贝可持续保护项目” 的所有合作伙伴希望
共同实现：庞贝废墟今后在文物古迹保护和开
发的国际研讨中重新占据中心地位。

由于火山灰对于这座城市和居民特有的保护作用，庞贝悲
剧历经几个世纪仍可得以再现。© Fraunhofer IBP

现在这些遗迹大都未经保护，直接暴露在不利的环境和气
候影响之中。科研人员正在研究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进行
可持续保护的方法。© Fraunhofer IBP



新想法是怎样产生的 ? 怎样能够

将其转化为创新 ? 它们对社会产

生哪些影响 ? 德国和中国的科研人

员希望今后能够共同找到这些问题

的答案。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

究所（ISI）同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

理研究所在北京一同建立了 “创新
研究联合中心”。这一研究中心旨
在改善合作，为希望在中国开拓市

场的德国和欧洲企业提供咨询。

“理解中国的创新体系有着重大意
义，” ISI所长Marion A. Weissen-

berger-Eibl女士解释道，“通过我
们的活动以及从中对于科研和政

治系统的了解，我们能够提供更好

的咨询。”

新建 “创新研究联合中心 ” 所涉
及的主题范围涵盖能源效率和再

生能源、运输系统、水利基础设施。

其他的研究对象还有：在中国怎样
进行科研合作、采取何种方式规范

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新对于文化有

哪些影响。

欧洲的高速公路往往不堪重负。主

要是载重货运汽车阻塞交通。后果

则是长达数小时的堵车长队。但有

一部分的货运量完全可以转移到

水路，至少理论上是可行的。

现在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对其进行实

际操作方面的研究。“下一代欧洲内
陆水运航船和物流系统”（NEWS）

是一个受到欧盟第 7框架计划支

持的项目，在这一项目中将研发新

型的船体。通过这一研究可以大大

提升运输容量。另外，新设计还将

同一个物流系统联系在一起。专家

们探讨怎样才能尽量高效地将欧

洲水路用于集装箱运输，特别是多

瑙河及其相连的河流与运河。

这一社会经济学分析由弗劳恩霍

夫奥地利分部的专家们负责进行。

该团队研究对于汽车生产商和配

件供应商而言，将货物运输转移到

欧洲的水路之上在何种程度上是

有经济效益的。

新加坡是国际货运的枢纽。目前就

拥有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之一。而

且它还在扩展：不久就会有一个新
的集装箱货运终端，其码头长度达

到六公里。为了确保卸货和发运时

不产生混乱，新加坡航海研究所的

科研工作者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一个征集创意想法的竞赛。

弗劳恩霍夫海运物流和服务中心

（CML）的研究人员同来自德国、芬

兰和新加坡的同事们对将来的流

程进行模拟，并制定出一个方案，

凭借此方案每年可以装卸发运数

以百万计的集装箱。“我们在该项
目中的任务是对中心仓库、集装

箱堆栈和港口后方交通连接中的

流程进行分析和模拟。” CML主任

Carlos Jahn教授解释道。在 “下一
代集装箱港挑战” 的竞赛中，该团
队在所有 56个参赛队伍中获得了

第四名。

现代化工业企业对于故障的抵抗

能力是脆弱的：航空航线停运、轨
道交通网瘫痪、停电或者是数据传

送途经的故障都可能产生巨大费

用，甚至可以危及到人的生命。为

了能够保护关键性基础设施，在灾

难状况下能够迅速将其重建，来自

六个欧洲科研机构的专家们现在

进行通力合作，其中就有：弗劳恩
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四所大学、

国际铁路联合会、以及一家来自瑞

士的 IT安全企业。在欧盟项目 “关
键基础设施预备与恢复研究网络”
（CIPRNet）中，建立了一个针对关键

基础设施模拟和分析的职能中心。

目标是：交通、电信和轨道网络的
营运者可以通过其开发的方法快

速应对紧急情况。“为了能够达到
并保持反应能力的最高水准，技

术和参与人员都必须对于关键基

础设施的不断变化有着快速应对

的能力，” 弗劳恩霍夫智能分析与
信息系统研究所（IAIS，位于德国

圣奥古斯丁）的项目协调员 Erich 

Rome如是说，“CIPRNet项目提供

面向未来的建模、模拟和分析方法，

它们将作为决策辅助手段为全欧

灾难与紧急情况管理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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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先生看上去状态很不好，中风之后他只能依

靠拐杖行走。这位老人害怕自己突然发生眩晕

继而失去平衡，但是他还是更愿意住在家里，

而不愿意搬去养老院。

大部分老年人都有着这样的想法。他们希望能

够尽量长久的待在自己已经熟悉的家中，而且

自理的生活。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70%的

老年人这样考虑。但是老年人独居有着这样几

：

：Britta Widmann

(AAL)

环境辅助生活（AAL—在特定情况下符合用户需求的智能化环境）

为公寓生活提供更多安全性，从而确保老年人能够更长久地在自己

熟悉的环境内自理生活。13家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共同研发适用于家

庭环境的智能化系统。弗劳恩霍夫联盟AAL负责整体解决方案的市

场营销。该方案一方面用于保障居家、家庭护理及办公室区域人员

的舒适和支持，另一方面也可用于护理院的住院护理或流动服务人

员的调遣。另一个重点是病人、需要护理者及残障人员的康复、预防

及自理能力的保护。

www.aal.fraunhof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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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风险：由于年龄越来越高，不仅心脏和循环
方面会频繁的出现问题，摔倒受伤的危险也越

来越大。据估计，三分之一在家居住的 65岁以

上老人每年至少会摔倒一次。80岁及以上年龄

的老人摔倒的情况甚至超过 40%。许多事故发

生在日常家务过程中。那些腿脚不太灵便的老

人也会在夜晚发生事故。而他们经常在数小时

后才会获得帮助。他们有时无法触发家庭紧急

呼救装置，也就是所谓的 “无线电手指”，因为
他们并非随身携带这个设备，或者早已失去意

识或受伤。这样的系统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提供

帮助，正如佩戴在身体上的传感器。有时它们

会对迅速的手部动作作出反应，因此特别容易

发出错误警报。安装在地板内的传感器能够可

靠识别紧急情况，但是其安装费时费力而且成

本高昂。

真正能够提供帮助的应当是一种能够自动识别

紧急情况的，无需高昂成本和复杂的建筑措施

即可安装到每间公寓里的无需养护的系统，而

且不能限制居住者的活动自由。现在位于斯图

加特的弗劳恩霍夫生产技术和自动化研究所

（IPA）的研究人员研发出了如上所述的用于保

障每个房间安全的解决方案 safe@home。项

目合作方为罗伊特林根的 BruderhausDiakonie

基金会、Vitracom AG和 Sikom Software GmbH。

传感器盒子有点像烟雾探测器，安装在天花板

上，如果有人摔倒或无助，它将作出记录。一

旦传感器识别出紧急情况，它们就会通知屋内

的警报设备CareBox。然后CareBox会立即通

过电话、手机或网络呼叫救助者。

 

该系统利用光学和声学高性能传感器工作，这

些传感器可以检测用户在房间里的位置和活动

情况，除非家具造成部分遮挡。safe@home

会根据上述数值在几秒钟内识别出摔倒，或者

如果在特定的时间内仍然未检测到继续移动， 

将识别为倒地不动。此外设备还会对呼救作出

反应。

“为了排除错误警报，CareBox会先致电住户。

它将通过计算机语音询问住户的状况。如果住

户回答一切正常，警报将解除。如果住户不接

听电话，safe@home就会按照紧急情况作出

呼叫。” IPA研究所的科学家Marius Pflüger解

释道。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将通知亲属、邻居或

护理人员。老人可在警报计划中自主设定救助

者被通知的顺序。

“由于传感器盒子只有糖果盒那样大，因此它
能够默默无闻并自动的工作。它具有防潮性，

因此甚至可以安装在浴室。更换电池，启动硬

件—这些都不需要。而且数据会直接在传感

器内被评估，不会被保存或传输，从而保护个

人隐私。” Pflüger这样告诉我们。为了让老年

人能够在自己的公寓里生活自理，许多弗劳恩

霍夫研究所都致力于适用于家庭环境的智能系

统。他们结成了 “弗劳恩霍夫环境辅助生活联
盟”（见方框）。目的在于研发出自动化的、主
动的并贴合情况的适合用户要求的智能化环境，

从而支持用户的日常生活。

但是怎样证明此类系统在应用中的实力 ? 从

2012年年中开始，研发人员就将 safe@home

紧急情况识别系统的样机在罗伊特林根的 Bru-

derhausDiakonie和卡尔斯鲁厄的 Volkswoh-

nung所属的六家养老院内进行了 24小时实用

性测试。计划还将在其他二十家养老公寓内进

行测试。最终该系统不仅必须在各种光照度下

正常工作，还必须能够在黑暗里工作。为了能

够测算统计学上重要的检测率，研究人员还模

拟了除正常工作模式之外的紧急情况。这些传

感器盒子通过WLAN或 LAN电缆与各个公寓

的Carebox相连。该警报设备本身通过DSL或

ISDN连接至服务商的计算机网络或电话。

老年人们到底是怎样评价这一紧急情况识别

系统的 ? 他们会不会感觉被监视 ? 到目前为止，

被试者对 safe@home系统的评价很好，他们

并未觉得传感器盒子对自己有何困扰。相反：
他们觉得有了这一系统更加安全了。在个人隐

私方面老年人们也未觉得有何顾虑。他们认为

自动警报检查系统特别实用。因为这样可以避

免护理人员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来到公寓。

“我们事先已经询问过未来的用户，他们在安
装摔倒识别系统这件事上最重视的是哪一方面。

这也是高接受度的原因之一。” Marius Pflüger

解释道。对于被访问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事故识

别系统能够安装在每个房间，而且能够在所有

日常情况下可靠工作。而且被访问者希望尽可

能少的接触技术。此外老年人们认为应当保持

对紧急呼叫识别的监控，而且在必要时能够将

其关闭。另外一个重要要求是：该系统必须价
格合理。不过受访者认为不超过 1000欧元的

一次性投资是合适的。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技术

辅助系统对于独居和身体受限的用户来说是非

常有意义的。还有一些有意义的事：除了紧急
情况识别之外，受访者还希望实现其他舒适性

功能，例如门前的相片或窗户、百叶窗和电子

设备的简单控制。

Safe@home预计在 2014年年投放市场。鉴于

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变化，Pflüger及其团队认为

该产品需求量很高。目前德国已经有 540万超

过 60岁的老年人过着独居生活。到 2030年预

计将有 33%的人口超过 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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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滴培养液滴入被挤压细胞的浆液中，然后

加入任意基因，短时间内将获得所需蛋白—

这就是 “无细胞生物生产” 配方的简短描述。
来自八家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在这一跨学科研究项目中研发出了复杂的生物

技术工艺，无需完好细胞的帮助即可生产出优

质蛋白（见方框）。

蛋白是真正的多面手：它构成人体的质量和结
构，负责信号传送，管理着从呼吸到细胞再生

的所有重要过程。蛋白同样作为疫苗及抗癌药

物的基础抗体，例如激素、生长因子或酶，其

中也包括在食品、化妆品和洗涤用品行业使用

的此类物质。现在许多有效成分都可以通过生

物技术大规模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将细菌、酵

母菌、动物或植物细胞培养物内加入基因，从

而获得所需蛋白。然后将细胞大批量的放到生

物反应器内培养，直到最终蛋白从中分离出来

并进行清洗。

其中的许多步骤耗时巨大而且成本高昂。这就

造成了一个原则上的问题：“细菌及其他活细

胞会消耗一部分所使用的资源，用于维持自身。

我们其实希望能将这些资源经济地利用于相关

蛋白的生产中。” 位于波茨坦的弗劳恩霍夫生物
医学技术研究所（IBMT）的 Frank Bier教授强

调道。作为 “无细胞生物生产” 项目的科学负
责人，Frank Bier希望能够利用这一潜能：“如
果我计划每年生产几百公斤药用蛋白，而只需

准备到目前所需数量一半的细胞物质，那么我

就可以节省一定的资源。” Bier这样考虑。

Elke Waldera在她的硕士论文中研究了这一想

法的实际性。她将目前利用动物细胞以工业规

：Monika Offen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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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生产抗体所需的已知成本与无细胞生产的预

算成本做了对比。结论：虽然在任何一种情况
下都必须耗费相似数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来培

养所需细胞。因为即使无细胞合成法起初也需

要细胞，用于运送细胞液及其生物活性组成部

分—裂解液。但是 Elke Waldera的模型计算

显示，裂解液的生产还可得到更加显著的优化。

因此 Frank Bier确信：“即使目前已经可以相对
简单地大规模制造蛋白，在未来通过无细胞工

艺也可以实现成本更加低廉，资源更加节省地

生产。”

目前为止的生物技术工艺存在几个缺点：许多
蛋白在细胞里坏掉或无法被制造，其中包括大

多数膜蛋白。它们构成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目前

为止已知的人体蛋白质，对于将信号传送至细

胞内部起到核心作用。因此膜蛋白是特效药物

及治疗方案的首选目标组织。这也无疑成为研

究人员不懈地寻找新型高效膜蛋白合成工艺的

原因。用于医疗和工业生物技术众多领域的细

菌在生产中必须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利用天然

含有所需膜蛋白合成机构的动物细胞有时可部

分成功制成复杂蛋白。但是该技术却碰到了天

然的界限：如果强迫使用一个活细胞制造出大

量膜蛋白，那么可能会最终失败，因为与环境

的交换无法再起作用。

在无细胞工艺中这一问题就可以省略了：该工
艺中用到的不是活细胞而只是其合成机构。为

此弗劳恩霍夫研究人员首先将细胞溶解。从而

获得含有所有蛋白生产所需成份的混合物。起

决定作用的除了各种合成酶，还有生物活性细

胞器和膜部份，它们根据其基因结构指南组建

蛋白。所需基因可直接添加至裂解液，无需将

与传统方法不同，生物分子
在无细胞生物生产的过程
中是在活细胞之外制成的。
© Alexander Raths/Fotolia

弗劳恩霍夫示范项目 “无细胞生物生产” 是德国联邦研究部（BMBF）战略进程 “生物技术
2020+” 的组成部分。该项目与其他研究项目不同，其工业方向着重于生物分子的成本高效
生产：在研究工作过程中，为了日后的工业批量化生产，对工艺方法做了诸多改进。努力追
求生物技术与工程学更密切的结合，从而研发出新的生产工艺，或者使现有方法达到能源

更高效、成本更低廉及更加环保。

以下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参与了 “无细胞生物生产” 这一跨学科研究项目：

– 弗劳恩霍夫生物医学技术研究所（IBMT）

– 弗劳恩霍夫界面技术与生物工程研究所（IGB）

– 弗劳恩霍夫硅技术研究所（ISIT）

– 弗劳恩霍夫可靠性和微集成研究所（IZM）

– 弗劳恩霍夫生产技术和自动化研究所（IPA）

– 弗劳恩霍夫生产设备和设计技术研究所（IPK）

– 弗劳恩霍夫分子生物学和应用生态研究所（IME）

– 弗劳恩霍夫系统和创新研究研究所（ISI）

www.zellfreie-bioproduktion.fraunhof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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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先混入细胞自有的遗传物质。这样能够节省时间和成

本，位于斯图加特的弗劳恩霍夫界面技术与生物工程研究

所（IGB）的 Steffen Rupp博士这样解释：“在基于细胞的系
统中，必须首先购买或自行制造一个合适的带菌体。利用

其将DNA放入细胞。然后对被处理过的细胞进行分离，使

其生长并检查它们是否已经真的嵌入了基因片段。根据生

物体类型，蛋白合成最终开始之前需要一周至几个月的时

间。在无细胞系统中，我仅需将准备好的基因作为DNA片

段植入裂解液—然后就可以开始了。”

无细胞蛋白合成的原理并不新鲜。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能

应用于工业制造。弗劳恩霍夫协会现在已经着手解决这一

问题。该理念源自于德国联邦研究部（BMBF）的战略进程

“生物技术 2020+”，而且获得了 1500万欧元的赞助；弗
劳恩霍夫协会另外投资了 600万欧元。从两年前项目启动

开始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从 2011年三月项目启动开始，

我们花费了许多精力生产合适的裂解液，确定测量方法及

汇集成份，从而监控进程。” Frank Bier强调道。首先研发出

了用于利用细菌、烟草和昆虫细胞制造裂解液的自动细胞

采集和分解工艺。裂解液可被深度冷冻保存数年，在此过

程中它的活性将被完全保持。在需要时将其解冻，然后全

自动灌注氨基酸和优选基因材料，从而开始合成特定蛋白。

“现在要做的是将我们在实验室里已熟知的生物过程放入工
业适用的反应器系统。” Frank Bier继续说道。目前为止人们

已经测试过两种工业应用方案。其中一种由小合成箱构成，

在这里面裂解液被新鲜的反应成份通过可部分渗透的薄膜

进行输送，同时除去干扰性的代谢产物。通过这个供应和

处理系统，蛋白合成物可维持几天之久。另一种系统利用

微流体工作：RNA内的基因复制与实际的蛋白合成是在分

离的隔间内进行的。该方法特别适合来自动植物细胞的裂

解液，在这些细胞中上述过程在空间上也是分离进行的。

来自八家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生物学家、物理学家、机械

工程师及电子工程学家共同合作研发模型反应器。“通过跨
专业交流，我们能够平行检验各种系统，一般来说这些系

统将由其他研究人员小组进行独立检查，” 位于斯图加特的
弗劳恩霍夫生产技术和自动化研究所（IPA）的 Tobias Brode

这样说道，“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筛选平台，能够在有可
比性的边缘条件下有目的地检验各个参数。这样就可以提

前确定怎样的参数设置对于特定目标蛋白来说是最适合的。

也可以向其中添加氨基酸或糖等特定原材料，从而观察系

统的反应。” 这位科学家这样说道。

如果在筛选平台上发现高效率的工艺，可以将其转移至其

中一个模型反应器上，制造几毫克。但是这还并没有结束：

“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找到最适合的生产系统。我们还要关注
未来客户的需求，” IPA研究人员 Brode解释说，“因为我们
不能给所有客户供应同一种系统，参数必须适合于目标蛋

白。我们需要研发一种方法，利用较少的试验和较低的成

本设置系统，从而确保所需蛋白的产量尽可能高，寿命尽

可能长。”

蛋白工厂细胞—蛋白的合成
在自然界中所有生物体内根据
相同的基本原理进行。
© Fraunho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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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非常危险。细菌、真菌及寄生物等微生物在 2011年导致超

过 1000万人死亡。虽然全球都致力于阻止耐药性的增加和传播，

但是抗生素的杀菌作用却在不断的减小。同时新抗生素的数量也

出现下降。

后果是多重耐药病菌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人类健康。在发达国家

的医院里，每年有 1700万例重症细菌感染病例，而在发展中国家，

每年约有 900万人感染肺结核，他们的治疗已经面临极大问题。

现在赛诺菲集团与弗劳恩霍夫分子生物学和应用生态研究所（IME）

共同合作，研究并改善源于天然的化学和生物物质，主要用于治

疗传染病。青霉素是从天然材料中研发出来的为人熟知的抗生素。

寻找源于天然材料的有效成分的途径对于其他适应症来说也非常

重要。在糖尿病、疼痛研究或罕见疾病等治疗领域中，来自于天

然材料的物质对于预防和治疗的作用举足轻重。赛诺菲集团将其

在抗感染领域的技能知识都投入到了合作中，与弗劳恩霍夫分享

其底种收藏库，该库里收藏了 10万多种微生物，是世界上最大的

收藏库之一。

“对抗传染病是全球迫在眉睫的任务，由于全球抗生素耐药性逐
渐增长，因此药物需求量巨大。特别是在医院，越来越多严重且

往往威胁生命的感染病发生。过去几年我们在这一领域取得的

成果很少，” 赛诺菲集团研发部集团董事 Elias Zerhouni博士说道，

“与弗劳恩霍夫的合作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两合作方的科学家组

结核分枝杆菌是结核病的病原体。
© DOWSETT, PUBLIC HEALTH ENGLAND/SCIENCE PHOTO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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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团队在共同的实验室内为共同的项目工作，获取新的认知，目

的在于为罹患传染病的患者研发新药物。”

“这第一家弗劳恩霍夫天然材料研究中心不仅对于合作双方来说
是双赢项目，其研究内容除了药物研究，还能够进入赛诺菲天然

材料收藏库，为其他行业带来增值及可观的经济机会。” IME研

究所执行主任 Rainer Fischer博士教授说道。天然材料精英研究

中心隶属于新建的位于吉森的 LOEWE昆虫生物技术与生物资源

中心，后者由黑森州科学文化部（HMWK）提供为期六年的支持。

Andreas Vilcinskas博士教授负责领导该中心。

整个科学家项目团队由赛诺菲传染病业务单元外部创新主任 Peter 

Hammann博士教授及吉森的 IME主任Andreas Vilcinskas博士教

授领导。该团队致力于微生物种的遗传学分析，将其在不同条件

下进行培养，激发其生成活性物质并检验它们对首选病原的作用。

希望通过合作能够获取全面的认知，最终目的在于找到治疗传染

病的抗生素。



42 – 生命科学      弗劳恩霍夫杂志 2015

欧洲是葡萄酒之洲。从几千年前开始许多地区

就开始制造葡萄酒—带有泥土气息口味厚

重的法国波尔多、清爽宜人的莱茵黑森雷司令、

巴登符腾堡州的特罗灵格。葡萄的种植和榨汁

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但是即使到了今天也一

直在改进。从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所参与的数个

以酒为主题的联合项目便可知一二。

专家们致力于这一问题：如何替代葡萄酒长
久保存所依靠的硫。这一添加剂能够阻止会使

葡萄酒变质的酵母菌及霉菌的生长。此外它还

可以保持天然色素和香味不受氧气的干扰。但

是溶解到葡萄酒里的亚硫酸盐会导致过敏。而

且欧洲各国也已降低了硫的极限值。但是到目

前为止仍未找到合适的替代物。在欧盟项目

“PreserveWine-Demo” 中，一个国际协作组织
致力于研发一种替代性的物理工艺，从而使葡

萄酒能够尽可能使用少量的硫保存。

这门基础工艺 “低温巴氏杀菌法” 来源于一家
德累斯顿的公司 Edecto。这门工艺最初是专为

果汁饮料的保存而研发的。弗劳恩霍夫界面技

术与生物工程研究所（IGB）的研究人员改进了

设备，使其也可以保存葡萄酒。在研究所内已

经制造出第一台小型演示设备。

以 Ana Lucía Vásquez-Caicedo为首的 IGB专

家们将来自德累斯顿的原始的单室设备继续

研发为流通设备。葡萄酒可在其中被连续加工。

这样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处理，这对于商业

使用来说非常重要。在该设备内将化学惰性气

体如氮或氩在高压条件下溶进葡萄酒，这个高

压为 500 bar，大约相当于汽车轮胎压力的 200

倍。在此条件下，氩或氮可更多地溶进葡萄酒，

并渗入细菌和酵母菌。然后将压力突然降低。

氮或氩迅速膨胀，微生物在这个力度下爆开并

被完全摧毁。在降压过程中，氧化酶的蛋白结

构也会解体。

“在法国进行的首批测试和葡萄酒专家品尝已
经表明，葡萄酒的香味和颜色都完好保留。” 
Vás quez-Caicedo团队的成员 Salima Varona

 

：Tim Schrö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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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道。继演示设备以每分钟两升的体积流量

成功运作之后，现已开始制造两台大型样机，

使每分钟能够加工 10至 20升葡萄酒。“在演
示阶段我们必须观察设备还必须进行哪些改进。

现在在样机里我们也将考虑这一点。” Varona

说道。新设备将于明年由法国的葡萄农们进行

试运行。

欧盟项目 ProEcoWine的 IGB第二组研究小组

致力于另一种葡萄酒酿造替代性工艺的研发：
八名合作伙伴希望能够找到一种代替铜溶液

的物质，近几十年以来人们在种植葡萄时都会

将其用作农药。溶液中的铜离子能够杀死粉霉

菌和其他病原体，否则葡萄将患病并影响收成。

但是铜也会杀死土壤里的微生物。蚯蚓会迁移

至他处。久而久之土壤越来越贫瘠，而葡萄农

们不得不使用越来越多的肥料。

在 ProEcoWine项目里，改用能够产生抑菌物

质的水藻。西部匈牙利大学的研究人员们知道

哪种水藻最合适。在那里人们用几十年的时间

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水藻数据库。Ulrike Schmid-

Staiger和Daniel Frank领导的 IGB的研究人员

们的任务是研发一种能够大量生产这种水藻的

工艺。这要依靠 IGB已拥有的 “平板空气举升
发生器”。利用这个挖空心思制造出的流动系统，
水藻可被高密度培养。

卡尔斯鲁尔的弗劳恩霍夫光电、系统技术及图

像处理所（IOSB）的研究人员们也参与了一台

能够改进葡萄酒生产的设备的研发。这是一台

筛选机，它能够筛选出优质葡萄里的杂质，例

如小树枝、树叶或昆虫。该设备利用摄影机全

自动工作。葡萄在流水线上运输，同时也在摄

影机下飞过。软件将在刹那间识别出图像上的

杂质，然后利用强气流脉冲将流水线上的物体

射出材料流。

“我们的任务是研发带有图像评估和用户界面
的检查设备并实时控制机器阀门。” IOSB的项

目管理人 Kai-Uwe Vieth说道。该设备的机械

装置主要由两家中型机械制造厂研发。研究人

员们现在与盖森海姆大学共同合作，通过摄像

机自动监测葡萄的质量。通过由葡萄折射回的

光的波长来区分葡萄的含糖量。

其中高校主要负责葡萄的化学分析，而以Vieth

为首的科学家们致力于光谱评估。总而言之该

设备能够帮助葡萄农改善产品质量并在机器的

帮助下提高优质葡萄酒的产量。

在葡萄酒酿造方面
有了新的研究成果。
© panther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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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钟表代表着精确。其前提条件是各种金属

及合金材质小齿轮、锚形擒轮及螺丝的完美制

造。特别是对于腕表来说，迷你构件要承受不

断变化的力，例如重力、磁场及温度变化。其中

也包括振动、冲撞、潮气及细小灰尘。同样也适

用于传感器、涂层和在日常生活中伴随着我们

却经常被我们忽略的薄膜。

虽然机械钟表要承载诸多负荷，但仍然能够和

电子钟表一样精确地显示时间—始终享有

世界盛誉。因此生产商必须充分认识其产品至

“最后一颗螺丝钉”。否则小尺寸构件和涂层的
机械特性，如变形特性或裂缝的产生都会带来

难以预料的麻烦。为了避免故障，必须在发丝

和明信片厚度（15至 500 μm）之间的范围内

确定材料特性—位于弗赖堡的弗劳恩霍夫材

料力学研究所（IWM）的Chris Eberl博士教授、

Tobias Kennerknecht和 Thomas Straub及其

“中观及微观力学” 团队可在他们的实验室检
测出来。

微小样本的检测是必要的，因为小型构件的材

料对于外部的影响与大型构件是完全不同的。

“构件越小，材料样本越小，与方向相关的特性
及尺寸效应对于材料特性的影响越大。” Chris 

Eberl这样解释。这位团队负责人以小昆虫打比

方：对于它们来说，感受空气正如感受水。它
们没有流线型的翅膀，只能通过振动翅膀在空

气里 “游泳”。小型昆虫代表所遵循的物理原则
与大型昆虫完全不同。

医学、通讯或汽车技术领域越来越小的构件也

是如此。因为微观范围内的材料测量必须与宏

观范围内的截然不同。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领

域尚属空缺：因此微观范围内的材料力学特性
至今仅能靠估计。而且特殊表面涂层在负荷下

的特性到目前为止尚不能精确测量。“这就像
盲飞一样。人们只知道 ‘它在飞 ’，但是并不知
道为什么及多长时间。” Eberl解释道。

过去几年，全球在微电子学纳米材料的研究上

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大型构件的原材料

特性也已经能够准确测量并预知，“微米范围
的尺寸却被忽视。” Eberl说道。至今微型构件

材料样本通常比原构件大。结果就是局部特性

和尺寸效应无法被准确评估。Eberl的团队现

在填补了这一测量技术方面的空白。“在我们
的微观及中观测试实验室里，我们已经能够准

确测定传感器内各迷你构件或大型构件内涂层

的机械特性，并且能够测定功率极限上的余量。

我们从此打开了评估及调整微型系统可靠性的

新窗口。” Eberl这样解释。

在未来，特别是工业行业将从测量中受益，因

为手机、心脏起搏器以及汽车高负荷构件内的

涂层将越来越小，而且必须越来越可靠。“但是
只有我们更好的了解材料及系统内的机械和效

应，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Eberl解释道。一般

来说，设计师对于整体构件的寿命最感兴趣：
这座桥能使用多久 ? 飞机涡轮或混合式发动机

的能用多久 ? 首先被重视的是整体系统。“我
们的工作重点正好相反，我们着眼于整体系统

的具体材料。我们分离样本并逐层确定其机械

特性。” Eberl说道。

科学家通过从宏观世界过渡至微观世界的检测，

对最小规格构件和保护层的寿命及最佳设计作

出结论，从而降低损坏率。“我们实地获取如此
微小样本的材料数据，在全球来说是独一无二

的。” Eberl总结道。麻省理工学院及德克萨斯

州大学等都将其样本送至 IWM，因为只有这里

的科学家才拥有证实极薄材料疲劳现象等方面

的能力。他们的合作伙伴处有单个的设备仪器

复制品—主要在肯塔基大学或巴尔的摩的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

研究人员对几乎每种材料和每个课题都研发制

造了个性化微观测量仪器。这样可以根据需要

在静态或动态负荷下，在各种气体环境中测量

弹塑性材料特性，未来还可以在 -40至 1000摄

氏度之间的温度条件下测量。对于工业行业这

意味着：可以生产可靠性更高的小型构件以及
涂覆有更高质量保护层的产品，在竞争中脱颖

而出。

弗赖堡研究人员的技能知识在国际上倍受青睐。

Eberl、Kennerknecht和 Straub带领的团队对未

来有着这样的展望：“微型构件和大型构件涂
层的生产过程将越来越精确。优秀的评估方法

有很大的需求。因此未来我们不应是唯一一个

致力于微观范围材料特性优化的团队。这方面

的市场很大，这个课题十分重要。”

全球独创：测量细如发丝的 
样本的材料力学特性。
© Fraunhofer I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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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5月 12日由于驾驶舱内弥漫着刺鼻的气味，德翼

航空公司的一架空中客车A319班机在日内瓦紧急迫降。仅

在几周前，一架从汉堡飞往 La Palma的康多尔航空公司飞

机上的旅客们差点遇险。一位飞机乘客这样描述：“闻起来
就像燃烧的塑料或是蒸发的油料，反正是一股化学味道。”
他用 T恤衫捂住口鼻，一度感觉无法呼吸。旅客们到达 La 

Palma之后，飞行员使发动机再次高速运转，试图从而找到

问题所在。马上难闻的怪味又回来了，两名空乘人员失去

意识，被送入医院。

“进烟现象”（Fume Event）在航空飞行中是特别可怕的。2010

年12月，一架空中客车A319班机在科隆降落过程中险些

坠毁，因为飞行员吸入有毒烟雾，反应能力受到限制。当润

滑剂和废油燃烧，有害烟雾有时会通过发动机产生。由于

新鲜空气会直接从喷气发动机的压缩机内抽取出来，因此

燃烧残留物会直接进入机舱内，从而使乘客和机组人员出

现头晕、恶心及麻痹的状况。

 

：Monika Weiner

目前由研究人员和用户组成的国际团队在欧盟项目MIRIFI-

SENS框架内研发出一套测量模型，能够远在人类鼻子嗅出

异样之前发出警报。“利用合适的传感器可检测出极低浓度
的有机化合物。” 弗劳恩霍夫应用固体物理研究所（IAF）的

Ralf Ostendorf博士解释道。缩写MIRIFISENS代表 “用于
改良后的有害物质传感器的中程红外线创新激光器”。新型
传感器的核心部分是一个仅有几毫米大小的半导体激光器，

它能够生成红外光。“中红外区特别适合分析有机化合物，
因为分子恰好能够吸收这一波长。从而可以过滤出一部分

光谱。由于每种化学物质都能吸收其他频率，因此就能够

在光谱中留下一枚特殊的指纹。通过这一帮助就可以迅速

分析气体。” 这位物理学家这样总结道。



从理论上来说，建立一种光电学上的敏锐嗅觉并不困难：只
需将要检验的气体导入测量室，射入红外光线，然后测量会

发生什么。从吸收线模型可读出样本中含有哪种有机化合物。

实际上研发这样一种航空分析模型是非常不简单的：该装
置必须不仅必须迅速地、可靠地检测，还必须质量轻巧—

因为在飞机上每一克的重量都事关重要。Ostendorf在弗赖

堡的团队目前致力于研究激光源：通过精确控制只有几个
原子层厚度的薄层增长，产生一个半导体，将其接通电源

后将生成特定频率的光子。这个量子级联激光器与多级 “电

光电分析模式可帮助
及早发现机舱内空气
中的污染物。
© Bernhart/dpa

弗劳恩霍夫杂志 2015      光子学 – 49

子” 瀑布功能相同：电子从高能级跳跃到低能级并在每个级
上发出光子。从而形成一整束特定波长区间内的光波。于

是可以从这束光波中过滤出特定波长。德累斯顿的弗劳恩

霍夫光电微系统研究所（IPMS）的工程师已经为此研发出

一个重量特别轻、尺寸特别小的光学反射格栅。“这个格栅
能够在静电力的激发下振动，来来回回。从而根据角度位

置选择出一个光波长，然后由激光器射出。” Jan Grahmann

博士解释道。

来自 9个国家的 18家研究机构和企业的专家们在由法国

III-V Labs负责协调的欧盟项目MIRIFISENS内研发出的这一

创新测量技术能够自动检测出许多有害物质。一个小型计

算机单元将吸收线与数据库内保存的有机化合物的指纹进

行比较。一旦发现有毒分子，系统将发出警报。

这项技术不仅适合气体分析，还可用于液态及固态有毒物

质的识别—例如检测机场内爆炸物痕迹。“原则上可采用
两种测量方法：用激光照射样本，从吸收线归纳成份，或者
照射固体并分析反射后的光。这样也可以发现有机化合物

的指纹。” Ostendorf解释道。这位研究者坚信这两种分析

技术都拥有市场。

实际上MIRIFISENS项目的工业合作伙伴已经在等待样机，

该样机预计于2016年推出：例如 EADS Deutschland GmbH

希望在将来利用这一气体分析设备监控机舱。MORPHO公

司目前正在测试这一方法是否适合用于在机场安检通道处

对乘客进行非接触式检查：气流可能收集到潜在的危险物
质并导入分析设备。其他项目伙伴希望利用该测量技术在

一百米的距离内检测出爆炸物的蛛丝马迹。

这一量子级联激光器也适用于喷气发动机用煤油的质量监

控：红外光谱能够识别出混合在煤油中的有机化合物的微
小痕迹，例如罐车之前运载过生物燃料，如果未清洁得当。

这些污染物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为它们在低温下会

结晶，而例如在 1万米飞行高度上低温是不可避免的。燃料

成份的凝固有可能会导致整个燃油供应停止。

对于所有规划中的应用，研究人员计划在 2016年项目结束

之际推出样机并将其投入实际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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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L

：Frank Grotelüschen

Hans-Christoph Burmeister始终关注着航海仪器：一张电
子海图，一个水深显示器，旁边的的监视器显示着雷达图

像。然后他掌舵，控制着 220米长的大宗货船驶向新的方

向：“现在行驶航向 290度，速度 12节。”

即使这一场景听起来很真实—Burmeister却不是站在浮

桥上的船长，而是站在汉堡的弗劳恩霍夫海运物流及服务

中心（CLM）的房间内。这里装有船只驾驶模拟器。控制和

显示仪器都与货船上的相似。不过三个监视器虚拟了从窗

户望出去的景象：它们显示了虚拟的海平面以及海浪上的
白沫、黄昏及其他船只的船廓。

这款模拟器能够帮助人们实现雄心勃勃的冒险：在欧盟项
目MUNIN里，弗劳恩霍夫研究人员与来自五个国家的合作

伙伴共同研发出一套无人驾驶大宗货船方案，无需船员就

能飘洋过海（见图框）。“在欧洲，航海已经不是特别受欢迎
的职业了，” 项目协调员 Burmeister说道，“这个行业缺乏接
班人。” 航海的人经常要在外面待上几个月—这对于家庭

生活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另外，洲际的的航行经常过于平

静，对于船员们来说非常无聊。

无人驾驶船只技术已经存在—目前先进的浮桥已经相

当自动化。自动导航装置在GPS的辅助下控制着既定航线，

速度自动控制装置掌控着速度。雷达仪器及船只识别系统

负责侦查周围环境，遇到危险时会自动报警。此外无人驾

驶船只上还装配有其他传感器：光学摄像机及红外摄像机
监控海面，从而识别其他船只、浮货及遭遇海难者。

中央软件是无人货船的核心。它负责评估所有传感器的数

据并作出决定，例如船只是否应该改变航向，从而避免与

漂浮的集装箱相撞。但是即使无人驾驶的船只也不能在完

全无监控的状态下行驶。操作者通过卫星监控过程，如有

必要予以干涉。“有可能发生自主系统无法应对的情形，” 

Burmeister解释道，“例如多艘船只同时处于一条冲突航线
上或者出现技术故障。” 对于这种情形，地面站会通过卫星
通讯介入并遥控船只。

为了演示模拟器的实际操作，Burmeister将模拟器启动。显

示屏上，一艘集装箱船从左舷靠近。虽然 Burmeister的货

船有先行权，但是它却并没有避开。为了避免碰撞，这位工

程师接手了这艘无人驾驶货船的控制：“我关闭了自动导航
装置，朝右弦改变航向，减速并等待那艘船驶过。” 只需点
击几下鼠标便解除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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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先进的浮桥已经相当自动化。
即使无人驾驶的未来船只也不能
在完全无监控的状态下行驶。
© MUNIN

同样在靠岸和起航时也需要人来掌舵。船只离港时，需要

有一位船员在船上。只有当货船到达公海之后，船员才能

通过领航船或直升飞机离开船只，将船交给自动化系统。

到达目的地时相反：到达港口之前，一名船员上船控制货
船安全进港。

2012年秋季，MUNIN项目启动。由于对于无人驾驶船只的

要求非常多样化，因此专家考虑了各种细节问题。必须确

保即使几周没有船员控制，轮船驱动也能可靠行驶。目前

为止机器的设计能够确保 24小时无人监控。“对于两到三

欧盟项目MUNIN

（智能化及网络支

持的海上无人导航

系统）于 2012年 9

月启动，为期三年。

该项目由来自德国、

挪威、瑞典、冰岛

及爱尔兰的八家研

究所共同完成，其

中包括位于汉堡的

弗劳恩霍夫海运物

流及服务中心。总

预算为 380万欧元，

其中欧盟投入 290

万欧元。

周的旅行，必须确保更多的安全性，从而不至于在太平洋

中心发生发动机停转，” Burmeister解释道，“必须反复设计
重要的零部件。”

如果在船上由于短路引起火灾，自动灭火装置应当自动启

动。出于预防目的，重要区域应当事先充满CO2，从而确保

这里不会首先着火。遇到大风浪时，自动导航装置应当转

动船体，使其尽可能少的受到海浪冲击，一般来说会尝试

提前绕道航行避开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原则上无人驾驶船只能够识别遭遇海难者。“自动雷达及
摄像机监控系统可能能够更加可靠的发现漂浮在海上的人，

而桥上的船员经常会被其他工作转移注意力。” Burmeister

这样认为。为了帮助遇难者，救生船会自动抛出—这样的

创意却未被MUNIN项目采纳。

但是还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如果船上没有船长—出了

事故谁负责? “来自爱尔兰的一位项目合作伙伴负责这些问题，
他起草了一份无人驾驶船只法律框架方案，” Hans-Christoph 

Burmeister说道。“正如现在所见的，也许有几条规定还应当
进行修改。”

这项欧盟项目将于 2015年秋季完成。目标是电脑模拟，专

家利用其进行虚拟测试并检验他们的创意。之后就有可能

在真正的船上装配整套自动化系统。“但是距离实现无人驾
驶货船还有一段路要走，” Burmeister这样认为，“然而在此
之前有人驾驶航行也能够从我们的研究结果里受益。” 因为
MUNIN专家们精心设计的各个零部件现在已经可以在浮桥

上提供帮助：自动瞭望系统也可以减轻船员负担，正如改
良后的碰撞警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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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Schröder

潜水机器人 TIETeK可承担海上风电厂内危险的检查工作。
© Fraunhofer IO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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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利用潜水机器人获知海水深度仍然

有着不寻常的吸引力，正如 Jules Vernes《海底

两万里》的魅力。但是水下工作早已经是普通

工作：在北海，特别是大不列颠岛近海，过去
几年里几十座海上风车拔地而起。到 2020年

以前还将增加几百座。将来人们要期待潜水机

器人来完成这项工作。在目前已达到约 3000

米水深的石油开采工作里，人们都指望着水下

机器人。对于地质学家来说，现在也越来越依

靠潜水机器人探索海底，寻找新的能源。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目前水下机器人虽然需求量

很大，但产品却很少。更多的是需要专门定制

的，适用于特定水深及固定使用目的。虽然需

求量很大。现在缺少的是能够大批量生产的坚

固灵活的设备，正如能够根据需求改装成野营

车、房车或送货车的大众巴士。

这台潜水大众巴士很快就能成为现实，因为在

下属于弗劳恩霍夫光电、系统技术及图像处理

研究所（IOSB）的伊尔默瑙应用系统技术研究

所（AST）内，在过去五年里已经诞生了两台此

类多功能潜水机器人。其中一台是鱼雷造型的

遥控水下机器人，名为 TIETeK，未来它应当能

够胜任最深水下 6000米的工作。这款机器人

是在与其他四家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共同研

究项目里设计的，并制造出了样机；另一台是

IOSB研究所独立研发的C-Watch，这是一个较

简易的铝框架结构，适用于内陆水域及海边的

艰苦作业。

2013年 5月，已经有两台 C-Watch机器人销

往中国。它们在那里一方面用于水产养殖场的

水下观察，此外还负责监控养殖鱼类的行为，

从而推断其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人们还希望能

够利用它们检测河道及海边的水质。

两种系统都具有很高的灵活性。“我们在设计
C-Watch和 TIETeK的时候在它们身上固定了

各种传感器，而且能够非常迅速地更换。此外

它们都安装有高性能电池。从而使设备能够连

续工作数小时之久，” 伊尔默瑙的AST研究所主

任 Thomas Rauschenbach博士教授解释道。另

外一个优势在于：这两台设备的重量还不到传
统潜水机器人重量的一半。以前人们需要装配

有重型起重机的大型研究船才能使潜水机器人

下水。而新的设备仅用小型船就可运输。

目前工作仍在进行：专家们希望能够对产生于
弗劳恩霍夫公司内部推行项目的 TIETeK样机

进行深入研发。这台水下车辆将在一个后续项

目中被转化为一款产品。为了能够确保此次深

入研发工作从一开始就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弗劳恩霍夫 IOSB研究所在夏季邀请了海洋研

究人员、来自海上风电行业的专家及深海生物

学家。Rauschenbach：“我们希望能够直接从
用户那里听到他们对潜水机器人有何要求。” 其
中可靠性占据了首要地位。因为现在的水下机

器人跟轿车不同，还会经常出现故障—特别

是硬件方面。其中的技巧在于制造一套安全可

靠而且节省能耗的系统，从而使机器人能够长

久安全的运行。

总而言之重要的是延长使用时间。驾船探险成

本昂贵，因此机器人能够尽可能长时间的潜在

水下，收集科学数据或处理其他工作。而传统

系统必须经常在船上停留，更换电池或读取数

据存储器。因此 IOSB研究人员使用了高性能

蓄电池。这样机器人在未来就能够最多在水下

连续工作 23个小时。“此外我们目前还致力于
研究一个电池模块，以确保电池能够迅速简便

的更换，” AST航海系统工作组领导人 Torsten 

Pfützenreuter说道。为了避免以后读取数据耗

费太多时间，潜水机器人还应当装配有可更换

的数据存储器。这两项措施都能够缩短机器人

在船上停留的时间。

但是只有能够在水下机器人身上迅速加装各种

传感器，才能使它成为多功能天才。除了简单

的温度计或盐度探测器，现在还增加了复杂的

回声探测器天线及声学系统，利用这些设备可

搜索地层下的矿物质或石油。有些传感器有半

米宽。这样的设备经常需要费力的用螺丝固定

到机器人侧面。因此弗劳恩霍夫研究人员们希

望这台水下车辆能够设计得尺寸更大。其装载

空间能像一台小冰箱那样大。

Pfützenreuter和 Rauschenbach设想的是一台

模块化车辆，能够根据客户需求迅速的改装，

以适用于特定使用目的。“如果要将设备安装
到风电厂风车杆的基座上，需要强力发动机及

高性能控制器，” Pfützenreuter介绍道，“而在
深海，水下车辆则运行缓慢，因为在这种情况

下耐久性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水下机器人可根

据具体情况进行装配。”

研究人员的目的是在未来 TIETeK及 C-Watch

都能够被授权生产。“我们看重的是大批量生
产，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全球对水下机器人的需

求明显增长。” Rauschenbach说道。在风电行

业，安全也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为止主要由潜水

员负责水下工作及海上风车的检查。而一直以

来不断有人为此付出生命—在德国北海区域

最后一次事故发生在 2013年夏季。灵活轻便

的水下机器人可承担一部分工作。由于其质量

轻，可以由小型供应船直接安放到风电厂里。

“而且这正是好的机器人的意义所在—只要

很少几个人就可以将其迅速安置好，然后重新

回到船上。” Pfützenreuter说道。而如果必须乘

坐橡皮艇下水，只能是浪费时间，而且会威胁

员工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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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帮助编写历史。弗劳恩霍夫研

究人员们因为开发了用于重建东

德国家安全局文件的软件而荣获

了欧洲研究及科技组织 EARTO颁

发的欧洲创新奖。

在 1989年秋季柏林墙倒塌不久前，

前东德国家安全局（Stasi）的雇员

们手工销毁了大约 4000万页文件

留下了大约 6亿片碎纸，这里面包

含着有关 Stasi雇员、人力资产及

受害者的信息。手工拼接每张都撕

成几十片的纸张，只能部分拼接成

功，而且要花费几个世纪。而利用

柏林弗劳恩霍夫生产设备和设计

技术研究所 IPK的研究人员们开发

的 ePuzzler能够实现全面迅速的

重建。该软件能够通过复杂算法评

估从前数字化的片段。形状、颜色、

纹路、线条及字体等特征相吻合的

纸片被集合在一起。“通过这种途
径我们立即缩小了巨大数量纸片

的查找空间，从而大大加快了实际

的拼图进程。” IPK项目领导人 Jan 

Schneider解释道。

ePuzzler技术不仅能够用于 Stasi

文件的重建。它对于重建及保存文

化及社会方面的重要文件和项目

也十分有意义。

中小型企业经常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怎样采取

促进高效生产的新制造工艺，并且使其为工业

用户所接受。在这方面以激光为基础的制造工

艺已经独领风骚很长时间。但是要将这些研发

成果用于工业并打开新市场，需要对技术要求

作出精确定义以及对市场的深入了解，还要结

合与用户、供应商及研究所的紧密合作。目前

欧盟联合资助的 LASHARE项目已经启动，在弗

劳恩霍夫激光技术研究所（ILT）的领导下，联

合六家欧洲最知名的研究所，旨在帮助 30多

家中小型企业。该项目的远大目标是加速技术

转化，提高欧洲激光行业的竞争力。

 

现在安卓用户可享受具有影院质

量的立体环绕声Google Play电影。

谷歌与弗劳恩霍夫集成电路研究

所（IIS）推出首批拥有真实 5.1声

道环绕声体验的电影。从前只能从

电视、蓝光光碟或DVD中获得的

让人身临其境的声音质量，如今将

电影从Google Play直接传送或下

载到运行 4.1或更高版本的安卓设

备上之后，便可轻松享受。

谷歌选择HE-AAC多声道作为安卓

的唯一环绕声解码器，因为它具有

开放标准的自然高品质的码率效

果。

利用HDMI线连接了环绕声系统

和电视之后，安卓用户就可以在其

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上播放环绕

声高品质音频和视频。

在柏林墙倒塌不久前，前秘密警察机构的雇员们手工销毁
了大约4000万页文件。© Fraunhofer IPK



科技类艾美奖由国家电视艺术与科

学学院于 1948年设立，用以表彰广

播电视界的杰出研究成果和创新。今

年的科技工程类艾美奖颁发给了电

影专家团队—MPEG，用以表彰其

对MPEG-2传输流标准的开发。作为

MPEG的一份子，弗劳恩霍夫通讯技

术 研 究 所（Heinrich-Hertz-Institute 

HHI）在MPEG-2传输流标准的开发

中扮演了领军者的角色，特别是在

MVC及HEVC等新视频编码格式的集

成方面。

MPEG-2在 20世纪 90年代首次被用

作视频及数字电视的传输标准。现在

世界上大多数数字接收机—从电视

到蓝光光碟播放器再到智能手机和平

板电脑—都安装有用于视频信号接

收的MPEG-2传输流格式。弗劳恩霍

夫研究所为格式标准化作出的这项著

名贡献使得标准能够与发展迅速的数

字终端设备市场保持同步。

Thomas Schierl荣获科技工程类艾美奖。
© Fraunhofer HHI

弗劳恩霍夫开放通迅系统研究所（FOKUS）和布达佩斯技术与

经济大学将合作开发欧洲研究项目框架内的安全云计算战略。

日前他们在匈牙利创新论坛期间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弗劳恩霍

夫创新集群 “下一代 ID” 致力于为人类、物品及服务的安全识
别开发解决方案。

Bundesdruckerei GmbH和匈牙利行政与电子公务中央办公室

是该项目的官方合作者。弗劳恩霍夫 FOKUS研究所和布达佩

斯技术大学旨在保障云技术在数据和身份保护方面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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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申报至少2项专利，
始终只有愿望是不够的。

在67家研究所和研究机构中，我们有23000人致
力于对未来关键技术的研究。我们的重心是人类在

健康、安全、通信、机动性、能源和环境方面的需求。

加入我们吧，使愿望成为现实。

www.fraunhofer.de/career

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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