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世集团员工期刊（国际版）· 始创于 1919 · № 01  /2020

帮助无家可归的人
博世员工 Maria Jung 驾车穿过慕尼
黑的大街小巷，为无家可归的人们分

发茶水和面包。 ▶ 第 44 页

聆听故障
通过 SoundSee 传感器系统可以实
现这一点。该系统正在国际空间站进

行测试。 ▶ 第 28 页

拯救生命
RescueWave 智能解决方案在伤员
众多的紧急情况下为救援行动提供更

全面的现场概况。 ▶ 第 32 页

艰难时刻

博世保持航向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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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领域的
“手机革命”

著称的 Linux 操作系统。其

他优势还包括可通过应用程

序进行编程、基于互联网

的工程设计、通过预编程提

供各种功能并提供各种直观

的编程工具。由此，机器

制造商自己就可以方便地

为各种功能创建应用程序，

也可从外部购买再进行自

由组合。由于软件独立于

硬件运行，所以更新十分

便捷并可无线操作。这使得

机器具有了适应未来标准的

能力。

该解决方案支持众多编

程语言，所以不再受特定机器语言的约

束。同时，部分组件只有原来一半的尺

寸，这样可以节省控制柜中的安装空

间。上述各种改进将零部件和工程成本

减少了 30％ 至 50％。

“刚开始研发时，就有质疑声说不

可能将属于智能手机范畴的操作移植到

自动化领域中。”Steffen Winkler 说

道，“如今，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已成

为了现实。” Alexander Fritsch 摄
影

：
博

世
力

士
乐

准。Winkler 说：“我们创建了一个自

动化平台，这个平台打破了之前的很多

制约。”这套技术囊括了控制系统、

驱动模块、电机、显示屏、人机交互系

统、工业 PC 和软件。其核心是一个功

能强大的 ctrlX CORE 控制单元，它可

以首次集成进所有相关的硬件之中，例

如驱动单元、工业 PC 或者作为嵌入式

控制组件。

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使软件研发

人员的工作尽可能变得轻松。Steffen 

Winkler 说：“我们选择了一个开放式

平台且没有作出任何妥协。”也就是

说，他们与各个制造商的不同标准进行

了切割。此举在行业中无异于一次彻底

的变革。该平台基于以灵活性和安全性

适用于所有平台的控

制组件：这仅是

ctrlX AUTOMATION 
的众多优势之一。

个手机用户仅用几秒钟就

可做到的事情对于机械工

程师而言常常需要工作数

周时间。通过应用程序，我们可将最新

功能轻松地下载或更新到智能手机中，

但是生产设备制造商为此却需要付出巨

大的努力。

借助创新型“ctrlX AUTOMATI-

ON”解决方案，博世力士乐如今将

智能手机技术原理引入了工厂中。

“现在，机械工程的工作就如同软件

开发。”销售经理 Steffen Winkler 解

释说。因此，博世力士乐的专家开发

出了一款可以显著简化这些任务的解

决方案。在研发工作中，他们尤其聚焦

于方案的易用性、灵活性和开放式标

创新型 ctrlX AUTOMATION 平台

打破了机器控制、IT 和
物联网之间的界限。

每 身
体黑客 (Bodyhacking)  (Bodyhacking) 与生物黑客

(Biohacking) (Biohacking) 大同小异，主要涉及改变

和重塑机体。顾名思义，和重塑机体。顾名思义，该技术聚焦于

人类或动物身体。例如，在人体内植入一个微芯片，。例如，在人体内植入一个微芯片，

用于开门。无论是对人还是猫，用于开门。无论是对人还是猫，这都将带来诸多便

利。如果身体黑客旨在提升体力或脑力身体黑客旨在提升体力或脑力，可称其为

人体增强或动物增强；而假如运用了技术或信息

技术工具，最终造就的最终造就的则是赛博格 (Cyborg)，也

称电子人。

电子人可以借助体体内植入的微芯片来进行支

付、收集或交换数据。收集或交换数据。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人

体还可以植入磁铁或是用于辨别方向、可以植入磁铁或是用于辨别方向、

感知地震和颜色变化的设备。所感知地震和颜色变化的设备。所

有这些目前均已实现，且将来可均已实现，且将来可

能还会不断扩展。

是否选择改变以及如何改是否选择改变以及如何改

变身体是电子人的自由。是电子人的自由。其

身体依然属于他自己。这些身体依然属于他自己。这些

人可以称作先驱，甚至对人可以称作先驱，甚至对

于那些不赞同超人类主义于那些不赞同超人类主义

（技术使人们超越当前人（技术使人们超越当前人

类生理形态）的人士而言类生理形态）的人士而言

也是如此。对这些人来说，来说，

即使是打耳洞或在身体是打耳洞或在身体上打孔也是对

人体最严重的侵犯。然而，然而，违背常理

和自身利益行事亦属于每个人的自由。而对于无法评估对于无法评估

后果的儿童而言，这将会是一个问题。

当政界和商界向我们施加压力，迫使我们植入微当政界和商界向我们施加压力，迫使我们植入微

芯片或其他人工制品时，这也会引发芯片或其他人工制品时，这也会引发质疑。采

取这一措施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辨识辨识身份。

而对于人体增强和超人类主义的拥护者的拥护者

来说，提升人类能力是一个重要重要的游

说理由。此外，如果想利用动物增强如果想利用动物增强

的方式只为人类服务，这也非常值得深这也非常值得深

思。假如植入了数据芯片的宠物和野生动宠物和野生动

物或带有虚拟围栏项圈的家畜家畜能够获

得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大的活动空间，这

一方式就非常有意一方式就非常有意

义。但是如果为但是如果为

昆虫装备麦克风昆虫装备麦克风

和摄像头并进行和摄像头并进行

远程控制，远程控制，则

只会利于间谍只会利于间谍

和潜行者和潜行者

行事。行事。

所有人不久都会被植入 
微芯片吗？

一家瑞典公司将微芯片植入员工体内，用于执行

诸如开门等指令。专家Oliver Bendel解释了什
么叫身体黑客 (Bodyhacking) 以及该技术将

来会带来哪些影响。来会带来哪些影响。

Oliver Bendel Oliver Bendel 博士

是瑞士西北应用科学大学是瑞士西北应用科学大学

（FHNW）信息伦理、（FHNW）信息伦理、

机器伦理以及信息系统领域机器伦理以及信息系统领域

的研究专家的研究专家。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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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伦理以及信息系统领域



罗伯特 · 博世在其一生中曾经四

次经历了公司面临危机的情况。

最后一次危机也是最为严重的

一次：在 1926 年，汽车行业销

售的大幅下滑使得公司员工人数

从近 11,000 人减少到 6400 人

左右。尽管这种情况随后逐渐

得到缓解，但是管理层还是做

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古希腊

语“krisis”一词的字面意思相

同）：在没有任何相关行业经验

的情况下，博世怀着必要的勇气

和对市场的正确洞察开辟了新的

业务领域。这不仅帮助公司渡过

了后来的多次经济危机，还赋予

其变革的能力。

Dietrich Kuhlgatz
博世历史学家

罗伯特关于罗伯特关于罗伯特关于

“果断”的话：

“尽管改善过
程有些缓慢，
我们终将克服
目前的困难，
而且有能力 

保持之前的领
先地位并将其
扩展到新的领

域。”
罗伯特 · 博世，1926 年


	BOZ
	Seiten
	1
	2 / 3
	4 / 5
	6 / 7
	8 / 9
	10 / 11
	12 / 13
	14 / 15
	16 / 17
	18 / 19
	20 / 21
	22 / 23
	24 / 25
	26 / 27
	28 / 29
	30 / 31
	32 / 33
	34 / 35
	36 / 37
	38 / 39
	40 / 41
	42 / 43
	44 / 45
	46 / 47
	48 / 49
	50 / 51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