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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脑工程 

Nature：大脑皮层的语义图 

人们认为，单词和语言的意思表达在一个语义系统中，该系统则分布在整个

大脑皮层的大部分地方。然而，我们对这一网络的详细功能组织和解剖组织却知

之甚少。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克·盖伦特（Jack Gallant）和他的同事们，分

析了包含不同语义范畴（几组有相似之处的概念，比如“食物”“工具”或“有

生命的物体”）的口语叙事故事所激发的大脑反应。实验中，7位参与者听了超

过两个小时的广播节目故事后，研究人员通过收集实验数据并对功能性核磁共振

（fMRI）数据建模，基于 voxel 的模拟来获取人脑中语义的功能表达图。然后，

研究团队再使用特定算法分析图谱中每个区域的共有特征，在此基础上绘制出语

义图谱集。他们发现，语义系统广泛分布于两个半脑超过 100个不同区域的皮质

上，而每个语义区域则代表多个语义概念。研究人员发现，语义系统广泛分布于

两个半脑超过 100 个不同区域的皮质上，分布的模式十分复杂，但分布规律在不

同个体上都是一致的，甚至特定语义范畴也似乎表现在语义系统中的特定区域上。

从而为获得可被用于关于语言处理方式的未来研究工作的一个语义图集

(semantic atlas)提供了基础。 

读者可在 http://gallantlab.org/huth2016 这个网址体验该图集的一个互

动版。本期封面所示为一个实验对象的皮层表面，上面覆盖有被预测会在相应皮

层位置引起特别强的反应的单词。单词颜色表示语义类 别：例如，绿色单词大

多是视觉和触觉概念，而红色单词大多是社会概念。白色线条描绘出了人们以前

就知道的兴趣区域。 

 

http://gallantlab.org/huth2016/


3 
 

不过，研究人员表示，参加实验者都在西方工业社会中长大并接受教育，英

语为母语的人，拥有相似的生活经历，这一点可能对这种一致性产生了影响。 

参考论文：Natural speech reveals the semantic maps that tile human 

cerebral cortex 

论 文 链 接 ：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2/n7600/pdf/nature17637.pdf 

来源：nature 

      This giant 'brain dictionary' reveals where your mind stores 

thousands of words 

Nature：视皮层中的多个皮层图 

视皮层中皮层图的解剖基础长期存在争议。现在两篇论文（发表于 5 月 5

日的 Nature）显示，丘脑的 ON和 OFF输入信号的排列提供了一个支架，视皮层

的其他拓扑特征围绕这个支架来组织。David Fitzpatrick 及同事在树鼩的初级

视皮层(V1)中显示，ON 和 OFF 子域的空间组织方式使得由 OFF 支配的子域中心

周围是由 ON 支配的子域中心。这种排列方式形成了取 向偏好(orientation 

preference)的柱形图和绝对空间相(absolute spatial phase)的一个新发现的

柱形图。Jose Alonso 及同事显示了猫和猕猴 V1的 ON和 OFF输入信号的同样拓

扑组织方式。他们进而显 示，ON/OFF域与眼优势柱(ocular dominance column)

垂直，而且这种排列方式不仅决定取向偏好和视网膜拓扑映射(retinotopy)的组

织，而且决定运动方向偏好和视网膜像差的组织。这两 项研究显示，OFF 通道

充当 “皮层视网膜拓扑映射”(cortical retinotopy)的一个锚定系统，这为不

同种类动物的其他 V1 图提供了基础。因此，这两项研究为构建皮层图发现了一

个基本原理。 

参 考 论 文 ：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3/n7601/pdf/nature17936.pdf 

参 考 论 文 ：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3/n7601/pdf/nature17941.pdf 

来源：Nature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2/n7600/pdf/nature17637.pdf
http://www.sciencealert.com/this-giant-brain-dictionary-reveals-where-your-mind-stores-thousands-of-words
http://www.sciencealert.com/this-giant-brain-dictionary-reveals-where-your-mind-stores-thousands-of-words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3/n7601/pdf/nature17936.pdf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3/n7601/pdf/nature1794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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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准备行动的皮层网络 

皮层中持续的准备活动是工作记忆和运动规划的基础，但我们对其背后的机

制还不是很了解。显示这种活动的网络模型对扰动很敏感。Karel Svoboda 及同

事发现，在小鼠活体运动前皮层中，预测即将发生的运动方向的准备活动对单边

扰动非常稳定，但对双边扰动却不稳定。准备活动的这种恢复需 要来自未受扰

动的、对侧运动前皮层的输入。与这些发现相一致的是，网络模拟也显示，不同

耦合模块(coupled modules)之间的冗余使网络具有稳定性。这一原理可能也适

用于其他皮层网络，并且对于光遗传实验结果的解读也可能会有意义。 

论文题名：Robust neuronal dynamics in premotor cortex during motor 

planning 

论 文 链 接 ：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2/n7600/pdf/nature17643.pdf 

论文题名：Fault tolerance in the brain 

论 文 链 接 ：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2/n7600/pdf/nature17886.pdf 

来源：Nature 

Nature：机体如何实现运动快慢的控制？ 

科学家们认为大脑中的一部分结构可以决定机体进行随意运动的机制，机体

大脑中存在一种加速器可以让我们运动地更快，同时也存在一种制动器减缓机体

的运动。如今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一项研究论文中，来自霍华德休斯医

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相比机体想法而言，大脑的“制动器”结构

实际上可以加速小鼠的运动，通过气体就可以控制小鼠的运动；但要确定大脑如

何控制机体的运动，这项研究就可以帮助解释为何帕金森患者会出现机体运动的

系统性减缓表现，而该研究或许也为开发相应的治疗手段提供了新的思路。 

走的稍微快一点对大多数人而言没有任何问题，但对于帕金森疾病患者而言

却是难上加难，文章中研究者想去研究阐明大脑基底核的关键角色，基底核是大

脑中的关键结构趋于，而帕金森患者中基底核结构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在基底核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2/n7600/pdf/nature17643.pdf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2/n7600/pdf/nature178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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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两种主要的神经元，即促进运动和抑制运动的神经元。 

研究人员利用光遗传学技术在特定速度的运动状态下激活了大脑基底核中

的神经元的表达，通过光导信号将激光延伸到动物的大脑中，研究人员就可以选

择性地刺激加速神经元或抑制神经元从而来观察每一种神经元如何影响动物机

体的后期运动方式。研究者 Yttri训练小鼠使其可以利用它们的前爪来移动控制

杆从而获取糖水饮料，小鼠可以选择性地来利用控制杆满足它们的愿望，为此小

鼠不得不快速移动控制杆来获取足够的糖水，但随着其运动加快，机体的能量也

消耗较快，最终限制了小鼠机体总体消耗的糖水量；而这在人类群体中也是一样

的，每天人们都会做出类似的决定，比如决定以多快的速度在午餐时走到附近的

餐馆等等，然而对于帕金森患者而言，所有的机体运动都是非常缓慢的。 

研究者 Dudman 解释道，我们要么加快速度，要么减慢脚步，换句话说，通

过释放制动器就可以加速运动，而通过释放加速器就可以减缓运动，而本文研究

指出，实际上机体利用了两种方式的组合形式来调节日常运动的速度，这就好比

开汽车一样，司机经常会根据不同情况，利用加速器和制动器来控制车速。 

那么是否机体的这种控制系统在帕金森患者中处于被打断的状态，在帕金森

患者机体中制造多巴胺的细胞处于死亡状态，为了模拟小鼠细胞中这些细胞的缺

失，研究人员将一种抑制神经元多巴胺受体的化合物注入到小鼠机体中，来模拟

小鼠机体多巴胺缺失的表现；此外研究人员还揭示了大脑基底核控制机体运动的

机制，相关研究结果对于开发治疗帕金森疾病的新型疗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

基础。 

论文题名：Opponent and bidirectional control of movement velocity in the 

basal ganglia 

论文链接：http://dx.doi.org/doi:10.1038/nature17639 

来源：生物谷 

PNAS：数学家的大脑真的跟普通人的不一样吗？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大脑中一个结构能够负责数学性的思考，即使是不擅长

数学的人，大脑生来也存在这样的区域。 

在该研究中，来自法国巴黎大学的研究者们（15 名顶尖的数学家，以及 15

http://dx.doi.org/doi:10.1038/nature1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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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它领域的学术大牛）进行了脑部的扫描，之后接受了一些包含是非题的调查

问卷，这些问题中一些是数学相关的，一些则与数学无关。 

结果显示，大脑在思考文字相关的问题时，活跃的区域与处理语言的区域相

同，但在处理高水平的数学问题时，数学家们大脑皮层的顶侧，额前叶以及颞区

得到了激活。而那些非数学领域的学者们大脑的相同区域并没有激活，这是因为

他们压根就没有听懂这些数学问题。 

“由于这些人并没有受过高水平的数学训练，因此这些非数学领域的学者只

有被问到相对简单的数学问题时，相应区域才会被激活”，研究者之一 Yirka 说

道。 

那这对于我们大部分并非天才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数学问题

的处理集中在每个人大脑的特定部位，不管该问题的复杂度如何。例如，史蒂芬

霍金不论是在研究黑洞现象，还是在核对自己的支票簿，大脑活动的区域都是一

致的。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些非数学专家能否通过训练理解高水平

的数学问题呢？如果可以，那么我们大脑中的相关区域一样能够得到激活。 

相关链接：Do great mathematicians have different brains to the rest of 

us? 

来源：生物谷 

DeepMind 开发 NPI，有望取代初级程序员 

特征学习和深度学习重要会议 ICLR 2016 最佳论文，DeepMind 团队开发

了一个“神经编程解释器”（NPI），能自己学习并且编辑简单的程序，排序的泛

化能力也比序列到序列的 LSTM 更高。机器，已经可以取代部分初级程序员的

工作了。 

    论 文 摘 要 ： 我 们 提 出 了 一 种 神 经 编 程 解 释 器 （ Neural 

Programmer-Interpreter，NPI）：它是一种递归性的合成神经网络，能学习对程

序进行表征和执行。NPI 有３个拥有学习能力的部件：一是任务未知的递归内核，

二是持续键值程序内存，三是基于特定领域的编码器，这个编码器能在多个感知

上有差异的环境中让单一的 NPI 提供截然不同的功能。通过合成低层程序表达

http://www.sciencealert.com/do-high-level-mathematicians-have-different-brains-than-other-academics
http://www.sciencealert.com/do-high-level-mathematicians-have-different-brains-than-other-aca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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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程序，NPI 减少了样本复杂性，同时比序列到序列的 LSTM 更容易泛化。

通过在既有程序的 基础上进行建构，程序内存能高效学习额外的任务。NPI 也

可以利用环境（如具有读写指针的暂时存储器）缓存计算的中间结果，从而减轻

递归隐藏单元的长期存储负担。研究中我们通过完全监督的执行追踪训 练 NPI。

每个程序都拥有受输入影响的直接子程序调用的实例序列。我们用少量但信息丰

富的样本而非大量但信息含量低的标签训练 NPI。我们展示了我们 的模型学习

若干种合成程序的能力，这些程序包括加法、排序和对 3D 模型进行规范化转

换。此外，单一 NPI 能学会执行这些程序以及所有 21 个关联子程序。（译者：

朱焕） 

来源：新智元 

HBP 六大平台简介 

欧盟人脑计划近期发布了信息及通信技术平台(ICT)的最初六个版本，这将

有助于促进神经科学、医学和计算机学的合作研究，也标志着欧盟人脑计划历经

30 个月的预热阶段后终于结束，走向实际运营环节。其中的神经机器人平台将

通过模拟计算来制造机器人智能。 

这六大平台是： 

1) 神经信息平台：登记、搜索、分析神经科学数据。 

大脑模拟平台：重建并模拟大脑。大脑模拟平台包括一套软件工具和工作流，允

许研究人员重建和模拟大脑显示的结构和行为的生物性的多层次细节模型。平台

可以重建和模拟不同抽象级别的模型面熟，如抽象计算模型、point neuron 

models 模型、详细的细胞级别神经回路模型、大脑区域的分子级别模型、多尺

度模型，并且在不同级别之间动态切换。这使得研究人员可以根据可用的数据和

计算能力选择合适的级别来研究他们的问题。平台的目的是支持持续集成生物数

据，应用生物原则，确保模型越来越准确和细节化。最终目的是开发多尺度（简

单到复杂）、多层次（基因到全脑）的老鼠和人类脑模型。 

2) 高性能计算平台：用计算和储存设备去运行复杂的仿真计算并分析大量数据集。 

3) 医学信息平台：搜索真实的病人数据，从而理解不同大脑疾病的异同。 

4) 神经形态计算平台：借助计算机系统，模仿大脑微回路并应用类似于大脑学习方式

的原则。这个平台允许非神经科学专业的研究人员使用具有可配置的神经形态计算

系统（NCS），实施在脑模拟平台和通用电路模型上开发的简化版本的大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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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经机器人平台：提供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通过将大脑模型与仿真机器人体和周

围环境连接起来，来对其进行测试。平台包括机器人设计器、环境生成器一个闭环

的工具以及平台主机设备。 

这些技术平台被科学家们用作分析、开发和仿真的工具。如，提供大脑图谱

或进行虚拟行为实验。 

德国慕尼黑大学计算神经科学主席 Andreas Herz 认为，这项工具的发布显

示了该项目负责人开始接受现实，那就是专注于提供具体的服务，并让研究在更

广大的范围内惠及更多研究者。不过，他警告说，这个项目 依然存在“逻辑漏

洞”，比如误认为对神经元的零散稀少的记录能产生密集数据的“白日梦”。但此

次计算平台的发布在一定程度上缓对 HBP的担忧，就像德国尤利希研究中心神经

科学家、HBP董事会成员 Katrin Amunts在 3月 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新

平台打开了无数新的分析人脑的可能途径，我们感到自豪，能给全球脑科学研究

者提供一个参与的机会。” 

来源：HBP News 

人工智能 

 “脑纹”或可用于鉴定身份或识别人的精神状态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4 月 21 日报道，美国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的科学家们

最近正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有了新发现，他们开发了一项新的技术能够基于大

脑活动来识别身份信息，而且准确率百分之百。 

研究人员在 50 名志愿者观看特别选取的图片时用脑电图耳机记录下他们的

大脑活动。宾厄姆顿大学心理学家莎拉·拉斯洛说：“图片选取的原则，就是要

求图片要能够引起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反应，有些图片是我们根据前期调查选出来

的，我们 在前期调查中让参与者告诉我们他们爱吃或者讨厌吃的食物、喜欢和

憎恨的名人；根据这一调查，我们挑选出比较极端的食物和名人。” 

参与者大脑对每幅图片的反应都不一样。根据他们大脑对图片的反应，研究

人员设计的计算机程序能够绘制出“脑纹”，通过脑纹研究人员识别出每名参与

者，准确率达百分之百。“脑纹”在鉴定身份方面比指纹具有天然优势。比如，

如果一个人的指纹遭窃，基本上是无法挽回的。因为指纹是“不可撤销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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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纹”就可以，如果 万一中的万一，发生了黑客窃取“脑纹”的情况，那么

授权用户重新设置一个就可以了，简单说就是换张图片，再设置一个看图反应就

行了。 

未来他们准备把这项技术进一步应用到“认知生物识别技术”之中，这项技

术能够迅速评估人的精神状态。就是说，未来想进去某些关键领域的系统，只是

通过身份识别认证还不行，系统还会评估你的精神状态是否适宜接触这些信息，

如果一旦评估不合格，那么即使是本人也会被禁止进入系统。想想看未来如果是

酒驾或者疲劳驾驶的行为可能就会因此而杜绝了。虽然是车主，但是系统认为喝

酒了不适宜开车就还是开不了车。  

来源：环球网 

科学家开发新算法帮助计算机理解人类语言 

来自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开发了一种算法，能够帮助计算机处理

和理解人类语言。 

虽说掌握自然语言对人类来说比较简单，人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深对语言

的理解，比如查字典或者结合语境，但是计算机至今无法实现。 

研究人员开发的这套算法能够帮助计算机在遇到未知词汇的时候通过类似

人类学习的方式进行运作，一旦碰到一个无法识别或理解的词汇，算法会指示计

算机进行词汇搜索（比如通过互联网），并猜测在一段文本中可能出现的与该未

知词汇有关的其他词汇。这样就赋予了计算机对一个词汇语义的表现能力，既与

字典意思一致，又能够符合语境。 

为了了解这套算法为计算机提供的词汇精确表达能力究竟如何，他们将计算

机算法学习词汇表达之后产生的相似性得分与人类进行了对比。利物浦的计算机

专家 Dr Danushka Bollegala 表示："学习精确的词汇表达是计算机学习人类语

言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计算机可以理解的方式将词汇的意义呈现出来，那么

计算机将会代替人类进行文本阅读，并帮助完成诸如外文翻译，文章总结或者在

互联网上寻找类似文件。我们非常期待计算机带来的这些巨大可能性。" 

该研究将在美国举行的人工智能促进协会会议上得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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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生物谷 

周鸿祎称 360 全线硬件将涉足 AI 

不久前，周鸿祎在一封内部信中表示，送外卖、卖电影票不是 360长项，坚

定地相信未来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而且智能设备将会呈现多样化，智能

手机并不是它的终极表现形态。总体来说，360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路径大概

分为四个层次： 

 最基本的硬件层面，比如在云上、端上面向深度学习的专用芯片； 

 面向大规模深度学习的训练的多机多卡的软硬件平台，以及基于深度学习的各种人

工智能的前沿的算法； 

 人工智能支撑的各种智能硬件产品； 

 基于人工智能或者深度学习，智能硬件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 

很显然，人工智能已经成为 360未来主推的大方向之一，无论是硬件还是软

件产品，想必都会逐步的具备自主学习功能。按照 360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颜水

成的说法，未来人工智能无论是在云上还是端上，都将成为支撑硬件产品的安全

智囊。为了达成这一愿景，颜水成在加入 360 这 8个月间，主要做了以下布局： 

第一 建立 360net，一个软硬件训练平台 

360net 有点类似 DeepMind之前公布的 DQN项目（deep－q-network），只不

过 DQN 是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游戏平台，而 360net 是一个基于软硬件的训练平

台。但其实之所以构建训练平台，是由于深度学习的本质决定的：要训练一个系

统，除了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快速的响应时间也是非常关键的。360net 宣称

支持多机多卡，可以用一百块卡或者几百块卡连在一起对深度学习进行训练。另

外这个平台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也就是说 360net 不仅要构建一个自

己的模块，未来这个平台还想要吸纳其他的深度学习模块，以此减少开发所需要

的时间。毫无疑问，360net是 360人工智能业务的根基。 

第二 稳定、低功耗的人脸分析系统 

谈及人脸分析系统，相信大家从周鸿祎拿着 360手机，随时随地变身自拍狂

魔就可以体会的到，但其实不只 360手机使用了这一人脸技术，其他包括儿童手

表、行车记录仪，以及线上的搜索部分，也都在一步步开始配置人脸分析的技术。

据介绍，这套人脸系统不仅可以对性别、年龄、表情等进行分析，对于当下很火

热的直播来说，也是一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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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众所周知，在人脸分析的过程中，如何准确定位人脸上的关键点是验

证技术的一个标准，虽然，360宣称已经把这套技术应用到自己的产品中，但是

想要进一步提升准确度，这套人脸识别技术一定还需要大量图像数据的积累。 

第三 车辆环境感知 

环境感知方面，360早先已经招募了团队，在此之前这个团队的重心是放在

计算机视觉，加入 360之后，才把精力集中在车辆的环境感知，主要是物体的分

类、检测和分割。这其实也是为了无人驾驶汽车布局的，比如怎样实现精确的把

车辆和行人进行定位，对于汽车辅助驾驶是非常有价值的。 

或者说更进一步，如何在城市环境中，除了人车检测之外，还可以进行车道

线的检测，同时预计出距离红绿灯以及交通摄像头的距离，保证汽车的安全。当

然，对自动驾驶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是，能够通过技术把可行驶的区域检测出来，

明确的预测道路车辆可移动的轨迹和范围，对于车的路线预判和选择都有着很大

的价值。 

不过，无人驾驶想要普及，可不能仅仅凭借一个环境感知就可以做到，还需

要传感器、激光雷达等设备的辅助，配合路测数据采集进行改进方能达到一个理

想状态。 

颜水成表示，他对 360人工智能的期待是，以后智能硬件产品并不是固化的

产品，而是希望打造一款跟人一起成长的智能硬件。他还透露，360 搜索事业部

也一直在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提升搜索性能，包括最近把重点放到语义感知方面，

试图把语音输入的错字率可以达到低于 1%的水平，天眼团队则是在做基于大数

据的未知威胁感知系统，用深度学习进行网络分析。 

AI，是建立在泛安全基础上的 

通过 360对人工智能的布局来看，很容易让人直观的以为人工智能研究院已

经凌驾于其他事业部之上，似乎安全也已经放到了次要位置？其实不然。360首

先还是要利用 IOT 技术解决人们家居安全、出行以及儿童和老人的安全，正是安

全的需求才凸显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这一点，从周鸿祎对泛安全概念的定义便

可知道。 

周鸿祎眼中的泛安全，一方面有传统的线上安全，还有线下安全。而从研发

的角度来说，线上的安全处理更多的是大数据。线下的安全，则是要跟智能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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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互，人的信息传递给智能硬件之后，智能硬件要能理解人，同时要把它的信

息反馈给人。这样就产生了一些涉及到视觉的感知，语音的感知，和语义的感知

的需求。 

来源：钛媒体、新智元 

原标题：周鸿祎称 360全线硬件将涉足 AI 

作者：宋长乐 

Google 开源全球最精准自然语言解析器 SyntaxNet 

Google Research 今天宣布，世界准确度最高的自然语言解析器 SyntaxNet

开源。谷歌开源再进一步。据介绍，谷歌在该平台上训练的模型的语言理解准确

率超过 90%。近日，众多科技巨头人工智能相关平台开源步伐明显加快：谷歌和

Facebook一直在领跑，马斯克的 OpenAI欲打造一个完全公开的 AI模型训练营，

就连一直被批评“保守”的亚马逊也在尝试开源。这一股开源热潮背后，是人工

智能研究者的福利，但同时也是一场激烈的数据和平台争夺战。 

来源：Google Research、新智元 

编译：胡祥杰  朱焕 

机器人 

Facebook 要做聊天机器人 一个月内吸引了上千开发者 

  据美国财经新闻网站 CNNMoney 报道，Messenger 的产品负责人参加了科技

行业大会“TechCrunch Disrupt”，并透露了一些产品开发信息。就在上个月的

开发大会上，Facebook 宣布将启动聊天机器人计划，从而让聊天工具彻底成为

厂商提供移动互联网服务的新平台，这也将给全世界的移动软件开发者带来全新

的商机。 

  这位负责人表示：“已经有数千名开发者加入了机器人开发计划。”他也表

示，第三方开发者的热情表明，聊天工具平台化的战略开始产生了效果。 

    未来的聊天用户，只需要选择不同的聊天机器人，就能够获得种类丰富

的服务。上述负责人还举了一个应用例子，比如电子商务公司 Shopify，已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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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基于 Messenger 的消费者购物以及订单查询系统，如今已经有 2500 家商户

在使用这一系统提供服务。 

   目前 Messenger 主要是亲朋好友之间的聊天工具，而聊天机器人主要的使

用者将是企业商户，企业将主要依靠机器人提供智能化的服务。因此，如果第三

方开发者能够快速开发出功能丰富的聊天机器人，更多的企业和商户将会利用聊

天工具建立和消费者、老顾客之间的沟通管道。 

   上述负责人表示，如果 Messenger能够让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实现好友之间

的聊天流畅度，那么这将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商机。 

  谈到第三方开发者的相关服务，这位负责人介绍说，Messenger 团队也正在

开发分析系统，能够监控消费者和聊天机器人之间的沟通情况，这种数据将能够

帮助开发者推出更加对答如流的聊天机器人。 

  Messenger 是 Facebook 自行开发的移动聊天工具，目前的活跃用户已经达

到九亿人，在全球名列前茅。Facebook还拥有一个收购而来的聊天工具 WhatsApp，

目前用户规模超过十亿人，全球排名第一。 

  在 Facebook 带动之下，全球移动聊天也将会掀起一股潮流，推出各种功能

强大的商用聊天机器人。 

来源：腾讯科技 

机器人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任助教，无人察觉其机器

属性 

据每日邮报报道，有些人类特征是机器人永远无法取代的，至少你应该如此

希望。可是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名为吉尔·沃特森(Jill Watson)的机器人

却代替助教为学生授课 5个月，期间没有任何学生发现问题。 

  沃特森是 IBM 超级电脑沃特森的分析系统，从今年 1月份以来，它就开始帮

助佐治亚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们解决毕业论文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回复电子邮件

或在论坛发帖时，沃特森的语气比较随意，而且多用口语，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提

供细致准确的回应。 

  沃特森的所有反应基本都源自其大脑，在与 9 个其他助教开始帮助学生前，

沃特森曾接受佐治亚州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训练。有些学生曾怀疑沃特森为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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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如此敏捷。它曾使用“设计”代替“项目”等词汇，但没有学生怀疑它是机器

人。事实上，有些人与它在线交流，或查看其 LinkedIn和 Facebook 账号后，都

给出这位助教反应迅速、客观等评价。 

  这项实验在科技界引发冲击波，许多人质疑将人工智能置入现实场景中引发

的伦理问题。但是设计沃特森项目的计算机学教授阿肖克·戈尔(Ashok Goel)

坚持称，这是有价值的试验，沃特森在执行很有必要的任务。 

  在沃特森任教期间，学生们在论坛上发布了上万条信息，沃特森都给与了积

极回应。沃特森的认知计算系统可以运行在 Power 750服务器上，这可以将其体

型从主卧大小降至与 4个比萨盒相同。 

来源： TechWeb 

原标题：机器人教师在美国一大学授课 5个月 竟然没有任何学生察觉 

芯片与集成电路 

制造商将深度学习嵌入芯片 

在加州圣克拉拉（Santa Clara）举行的“Embedded Vision Summit”会议

上，几家芯片公司展示了自己的设计，加州视觉处理器生产商 Movidius 正是其

中之一；1月时，Movidius 还与谷歌达成合作关系，谷歌向 Movidius 预定了芯

片，这些芯片会用在还没有发布的移动设备中。Movidius芯片定于 4月 28日正

式推出，公司宣称它是第一块 USB 深度学习模组。Movidius 芯片的功耗只有 1

瓦特，它可以为无人机、摄像头、机器人提供神经网络功能。 

来源：环球网 

“芯片实验室”打开个性化医疗大门 

目前，用一种带 USB 插头的微芯片设备做 DNA 检测，只需 30 分钟就可查清

你是否携带某种疾病风险基因，价格低至 20 美元。这种微芯片称为“芯片实验

室”。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教授、仿生技术中心主管克里斯·图马佐用微小的芯

片实验室将电子、生物、遗传学和医疗护理结合在一起，带来了大量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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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技术在成长迅速、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个性化医疗领域也有巨大潜力。 

多功能的专用芯片 

每个芯片实验室都预先内置一种取自易患某种疾病的人的基因序列，以此来

识别能与这种基因匹配的人。每个芯片功能专一却各有各的用途，如一种芯片可

以检测某人是否有患Ⅱ型糖尿病的风险，而另一种芯片能发现携带心脏病风险基

因的人。检测只需提供一份 DNA样本，用唾液或口腔擦拭样本后，将其渗入一系

列精细的半导体芯片上，再通过编好的程序来完成复杂的测试。 

如样本和芯片中原有的基因序列匹配，即受试者基因的核苷酸与芯片内置基

因配对并结合在一起，会释放氢离子，芯片会产生被检测者患有或易患这种疾病

的信号；如果核苷酸没有结合，就不会放出氢离子及发出信号，表明他（她）没

有或不易患这种疾病。 

芯片实验室很容易携带，即使在门诊或缺乏医疗设施的偏僻地方也能做测试，

甚至在病人家里也行，只要把芯片插入平板电脑或类似设备，就能得到结果。更

重要的是，这种芯片能显示一个人易患的多种遗传疾病，如Ⅱ型糖尿病、对某些

药物过敏等。 

2014 年，图马佐因这项发明获欧洲专利局授予的“年度发明人”称号，这

项技术有望在整个公共卫生领域普及，从而使医学重点从治疗转向早期预防。 

“打造”个性化方案 

利用基因检测技术，医生们不仅可以根据不同人特点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还能提前给出预防性建议。如检测结果显示某人易患某种疾病，这并不意味着他

一定会得这种病，它只是提供一些知识，让他们改变生活方式，把未来可能患病

的风险减到最低。预测疾病还只是这一技术潜能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芯片实

验室还能根据不同患者的遗传特征确定用什么药物，以及多少剂量是最有效的。 

在 2015 年的一次会议中，图马佐谈到他以前的一个癌症病人，他们给这位

病人做了 DNA测试，发现她对医生所开药物有耐药性，于是，他们改变了她的药

物。 

目前，他们正在开发另外一些产品，以帮助破解严重的血液感染，如脓毒症

等。预计到 2017年，图马佐公司还将推出一种叫做 DNAe的芯片。 

市场化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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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马佐承认，在技术产品市场化方面他们还面临许多挑战，包括个性化医疗

理念。“除非有重大突破，否则制药公司对改变医疗方法依然持怀疑态度。”为此，

他们围绕芯片实验室这一平台开发了大量延伸的消费者产品，希望能证明它的功

效。 

为提高公众对基因测序的关注，图马佐此前已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如

2014 年，图马佐和杜兰·杜兰流行乐队的尼克·罗德斯创办了一家化妆品公司

GeneU，为消费者提供个人护肤产品，通过基因测序，为客户量身定制专门的精

华液。他还和另一位 GeneU 同事玛丽亚·卡韦拉博士合作，以基因测序为基础，

为消费者制定详细信息，指导他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 

隐私问题是关键 

无论在医疗领域还是消费领域，他们研发的芯片实验室能吸引消费者的优势

之一，是可以有效的保护隐私。图马佐说，目前市场上有许多基因组测序服务商

可能会把信息泄露给合作方，而他们的产品实行自我管理，采集样品、数据分析

和检测结果都由客户自己保留。芯片上的信息不会加入到任何数据库或卖给第三

方，芯片也可以在使用后立即销毁。 

图马佐认为，基因信息是应该保密的，因为“我的 DNA 应该由我做主”，这

也是他们的原则。他希望这些产品能迅速扩展到个性化医疗保健市场，让消费者

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作者：常丽君 来源：科技日报 

FPGA 将取代 GPU 和 CPU 成为机器人的主要芯片？ 

要想机器人有智能，必先赋予其感知能力。感知计算，特别是视觉以及深度

学习，通常计算量比较大，对性能要求高。但是机器人受电池容量限制，可分配

给计算的能源比较低。除此之外，由于感知算法不断发展，我们还需要不断更新

机器人的感知处理器。与其它处理器相比，FPGA 具有低能耗、高性能以及可编

程等特性，十分适合感知计算。特别是在能源受限的情况下，FPGA 相对于 CPU

与 GPU有明显的性能与能耗优势。除此之外，由于感知算法不断发展，我们需要

不断更新机器人的感知处理器。相比 ASIC，FPGA 又具有硬件可升级可迭代的优

势。由于这些原因，笔者坚信 FPGA 在机器人时代将会是最重要的芯片之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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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FPGA 的低能耗特性，FPGA 很适合用于传感器的数据预处理工作。可以预见，

FPGA 与传感器的紧密结合将会很快普及。而后随着视觉、语音、深度学习的算

法在 FPGA上的不断优化，FPGA将逐渐取代 GPU与 CPU成为机器人上的主要芯片。 

此外，作者在跟 ROS的运营机构 Open Source Robotics Foundation 沟通中

发现，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开发者使用 FPGA 作为传感器的计算单元以及控制器，

对 FPGA 融入 ROS的需求越来越多。相信 ROS 很快将会拿出一个与 FPGA 紧密耦合

的解决方案。 

来源: CSDN、新智元 

作者：刘少山 

美 LLNL 利用 TrueNorth 芯片助力美国核项目 

    2016 年 3月 29 日，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和 IBM公司公

布了一款最新深度学习超级电脑，这将是最接近人脑的计算机产品。该计算机以

一款名叫 IBM TrueNorth 的“神经突触”计算机芯片为基础，能够复制出相当于

1600 万个神经元和 40 亿个突触的“神经系统”。但它的能耗只有 2.5 瓦特，仅

相当于一块助听器电池。 

    这款 IBM仿神经系统采用了类似大脑神经元网络的设计，能够完成复杂的认

知行为任务，如识别图案、整合多种感官处理等，且远高于传统芯片的效率。新

系统将被用来提高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这对美国国家核安全局在网络安全、核武

器储备和防扩散管理等方面的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高级模拟与运算项目将对机器学习应用、深度学习算

法和体系结构进行评估，并开展通用计算可行性的研究。该项目是国家核安全局

储备管理项目的奠基石，力图在不进行地下测试的情况下，保证美国核威慑力量

的安全和稳定。 

    一台 TrueNorth 处理器包含 54 亿个晶体管，它们连接在一起之后，能够创

造出 100 万个数字神经元，并通过 2.56 亿个电子突触实现互相交流。它的实时

耗电量为 70毫瓦，每秒突触运算达 46千兆次，耗能比利用同一神经元网络进行

运算的传统计算机低好几个数量级。 

    TrueNorth 处理器最开始受到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自适性可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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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电子神经系统项目的支持。按照这份价值 100 万美元的合同规定，LLNL 将

得到一套含 16 块芯片的 TrueNorth 系统，其中共包含 1600 万个神经元和 40 亿

个突触。该实验室还将获得一个终端对终端的“生态系统”，用来创造能够模拟

人脑的感知、行动和认知能力的节能机器，并为其编写程序。这套“生态系统”

包含一台模拟器、一套编程语言、一个集成编程环境、一个算法库及应用、固件、

帮助神经元网络进行深度学习的工具、一套教学课程、以及云计算支持。LLNL

的计算机科学家将与 IBM研发中心、能源部和部分大学开展合作，进一步促进神

经突触架构、系统设计、算法、以及软件生态系统的发展。 

信息来源：  

http://scholarsupdate.hi2net.com/news.asp?NewsID=19710 

http://www.energy.gov/technologytransitions/articles/lawrence-livermo

re-and-ibm-collaborate-build-new-brain-inspired 

来源：信息化研究与应用动态 2016年第 08 期 

其他 

2016 年中国无人机行业研究报告 

无人机价值在于替代人类完成空中作业，并且能够形成空中平台，结合其他

部件扩展应用；多旋翼为主的小型民用无人机市场成为热点；2025 年，国内小

型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预计达 750亿人民币。 

无人机行业发展概况 

无人机即空中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空中作业，同时与成像设备等部件

结合能够扩展应用场景，实现无人机+。消费级无人机在个人航拍、娱乐等领域

有较多应用；工业无人机在农业、林业、物流、气象等领域有众多应用，成像设

备的结合拓宽了无人机的应用场景。 

无人机按机身构造主要分成固定翼、直升机、多旋翼三种；随着技术成熟，

零配件成本降低，并且开发了航拍、电力巡检等应用场景，以多旋翼无人机为主

小型民用无人机市场成为热点。 

http://scholarsupdate.hi2net.com/news.asp?NewsID=19710
http://www.energy.gov/technologytransitions/articles/lawrence-livermore-and-ibm-collaborate-build-new-brain-inspired
http://www.energy.gov/technologytransitions/articles/lawrence-livermore-and-ibm-collaborate-build-new-brain-insp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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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市场已经进入成长期 

小型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高速增长，产品服务类型日益丰富，并且出现独角

兽大疆创新，标志着行业已经进入成长期。 

 

趋势：竞争加剧、产品分化、服务丰富 

无人机技术成熟降低了行业门槛，使得行业竞争加剧，产品出现分化；技术

和产品的成熟也使得应用和配套服务越发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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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市场规模：2025 年将超 700 亿 

预计到 2025 年，国内无人机航拍市场规模约为 300 亿，农林植保约为 200

亿，安防市场约为 150亿，电力巡检约为 50 亿，总规模将达 750亿。 

发展制约因素：政策、技术、应用场景 

目前政策、技术和应用场景的局限制约了无人机的发展。 

 

重点领域：航拍、农林、安防、电力 

航拍及娱乐、农林、安防、电力四大领域是无人机市场的重点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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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机产业链结构 

无人机产业链除了传统的生产制造环节外，还出现了针对用户使用过程的社

交、保险等服务，以及数据采集、航拍服务等基于应用场景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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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行业企业概况 

企业竞争概况：竞争日趋白热化 

目前全球共有超过 500 家无人机公司，获得融资企业不足 50 家，其中约有

4家公司估值超过 10亿美金，有两家上市公司，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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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无人机企业类型对比 

中国企业以研发制造商为主，美国企业创新服务比例高于中国。 

 

中国无人机企业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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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 

分析师：林仁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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