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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脑 

科学家成功开发出“迷你”人类大脑组织 

    近日，来自新加坡 A*STAR 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开发人类“迷你大脑”（mini-brain）

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飞跃，研究者所开发的这种先进的迷你人类中脑结构或将帮助他们开

发治疗帕金森疾病及其它年龄相关大脑疾病的新型疗法，以及进行一系列深入的研究。 

    研究者表示，这种新型迷你中脑结构是一种在实验室条件下培养出的三维微型组织，其

具有人类大脑中特殊部分的特定特性，同时研究者也首次在这种开发的类器官中检测到了神

经黑色素（Neuromelanin）的产生，并且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功能活性的多巴胺神经元细胞。 

    人类的中脑结构就是大脑中的“信息高速公路”，其可以控制听觉、眼部运动、视觉及

机体运动，中脑中包含着能够产生多巴胺的特殊多巴胺能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在行使多种功

能、运动控制、刺激、强化及奖惩机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高水平的多巴胺往往可以增

加机体的运动的活性以及冲动行为，然而多巴胺水平降低则会导致机体反应减缓并且出现和

帕金森疾病样的障碍，而相关障碍主要表现为机体僵硬及运动困难等。 

    引发帕金森疾病的原因是神经黑素产生的剧烈下降，这会导致患者机体出现退化表现，

包括机体颤抖、运动技能损伤等；本文中研究者所开发的迷你大脑结构对于进行帕金森疾病

研究或将带来巨大帮助，目前帕金森疾病在全球影响着 700万-1000万人群的健康；如今研

究者开发出了可以深入研究疾病的材料（类器官迷你大脑组织），后期他们将通过模拟研究

或在动物模型中深入开展不同类型的研究，利用干细胞，科学家们就可以培养出 2-3mm长的

大脑类器官样的组织结构，这些类器官结构包括人类中脑必要的标志，中脑也是多巴胺能神

经元和神经黑素的产生场所。 

    研究者 Shawn Je教授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开发的中脑类器官可以模拟人类的

中脑发育，细胞的分裂、集聚以及在三维环境中表现出电活性和化学活性都和我们的大脑一

样，如今我们就可以在治疗患者前，来检测这些迷你大脑组织对当前药物及新开发药物的反

应，而这对于药物开发的进展或许也将带来巨大帮助。 

    人类大脑组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器官，而且慢性大脑疾病往往对于患者和医生而言都是

巨大的挑战，如今研究者所开发的迷你大脑组织或将为后期新型疗法的开发带来一定帮助和

思路；研究者 Ng Huck Hui指出，目前我们一个大的挑战就是缺少可用的人类大脑组织来如

深入研究帕金森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者所开发的中脑类器官在替换动物大脑用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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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现出了巨大潜能，如今研究者也将开始使用这些开发出的中脑组织进行研究，帮助理解

帕金森疾病及多种人类大脑疾病发病的原因和线索。（生物谷 Bioon.com） 

参考新闻: Scientists grow mini human brains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7/160730154504.htm 

来源:生物谷 

大脑连接组可视化 

最近，《自然·通讯》杂志发表了华中科技大学骆清铭研究团队的一种称为全脑定位系

统的全自动显微成像方法，这项技术有望帮助基础神经科学和临床研究者们最 终绘制一个

完整脑的神经连接地图，被中外科学家视为”世界一流的工作“。欧美日在数年前纷纷启动

了自己的脑计划，脑科学正处在重大突破的前夜，尽管中国脑 计划尚未上线，但注定要在

这一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骆清铭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全脑网络可视化

（Visible Brainwide Networks，下文简称 VBN）研究，据 VBN研究计划网站介绍，围绕高

分辨脑连接图谱研究，该团队目前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神经环路标记、全脑光学成像和海

量大数据处理及可视化。 

2010年，《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骆清铭团队研发的标志性技术和“显微光学切

片断层成像（MOST）获取小鼠全脑高分辨率图谱”的工作。该技术入选 2011 年度“中国科

学十大进展”，并获得 2014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目前 MOST系列仪器及配套软件正在实

现产业化。MOST 系统是一种适用于大样本的高分辨率、高通量的三维显微光学成像的系列

技术，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单神经元分辨水平全脑神经结构的精准成像。 

最近，骆清铭研究团队又有新突破，他们发布了一种称为全脑定位系统（Brain-wide 

Positioning System，BPS）的全自动显微成像方法，可以在单细胞水平解析和定位全脑神

经形态，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精准分析中观尺度甚至微观尺度神经解剖结构的工具，相关研

究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杂志上。 

这项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龚辉教授对《知识分子》表示：“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想要搞

清楚感兴趣的神经元或神经环路是在脑内的什么位置，就不得不用手工操作的方式，先把脑

组织切成薄片，逐片扫描成像，再根据逐片细胞染色的结果参照脑图谱，确定目标所在的位

置。这种做法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容易造成定位误差。我们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在全脑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7/1607301545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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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过程中实时地对细胞染色，可以同时获得脑内荧光标记神经元的精细形态，以及用于神

经元或神经环路定位的细胞染色信息。” 

 

图片来源:nature.com 

参考论文：Gong Hui et al. High-throughput dual-colour precision imaging for brain-

wide connectome with cytoarchitectonic landmarks at the cellular level.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论文链接：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932192/?report=classic 

来源:知识分子 

Nature：绘制人类大脑图谱 

    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绘制出新的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人类

大脑皮层图谱，其中皮层是大脑的最外层，也是参与感官知觉、注意力以及截然不同的人类

功能如语言、工具使用和抽象思维的主要结构。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6年 7月 20日在线发表

在Nature期刊上，论文标题为“A multi-modal parcellation of human cerebral cortex”。 

研究人员使用了论文通信作者 David Van Essen 博士领导的一项为期 5年投入几百万美元

的研究---人类连接组计划（Human Connectome Project）---产生的数据和方法。人类连接

组计划利用一种强大的定制的 MRI 机器绘制出 1200名年轻人的大脑图谱。这项新的研究通

过仔细地确定 大脑不同区域的界限而能够更加准确地绘制出它们之间的连接而对人类连接

组计划作了有力的补充。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932192/?report=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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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新的图谱基于物理差异（如皮层厚度）、功能差异（如哪些区域对语言刺激作出反

应）和大脑区域连接上的差异，将左脑半球和右脑半球都划分为 180 个区 域。大脑绘图学

并不只是注意到这里有“山”那里有“河”，这是因为大脑大部分区域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

样的。这幅图谱更像是一幅标注出州界的地图，而不只是 展现出地形特征；从天空上看，

最为重要的分界线不但是看不到的，而且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为了绘制这幅新的图谱，Glasser、Van Essen和同事们将来自 210名健康的年轻人（男

女性都有）的数据汇集在一起。研究人员将大脑皮层的厚度测量值、神经连接周围的绝缘程

度与静息时大脑 MRI扫描结果以及执行简单任务（如听故事）时大脑的 MRI 扫描结果结合

在一起。 

Glasser说，“我们最终发现每个脑半球有 180个区域，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最终的

数字。在一些情形下，我们鉴定出一块大脑皮层很可能能够进一步细 分，但是我们利用我

们当前的数据和技术我们不能有把握地画出分界线。在未来，开发更好方法的科学家们将能

够这个区域进行进一步细分。我们着重关注我们有把 握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分界线。 

在这些区域中，有一些区域明显参与特定的任务，如 55b区域，当一个人听故事时，该

区域就会有活动。其他的一些区域涉及人的视野，或者说参与运动控制。大多数区域很可能

从不会被鉴定出只有单个功能，这是因为它们并不只是做一种事情，相反会协调来自很多不

同信号的信息。 

为了绘制这幅新的图谱，Glasser、Van Essen和同事们将来自 210名健康的年轻人（男

女性都有）的数据汇集在一起。研究人员将大脑皮层的厚度测量值、神经连接周围的绝缘程

度与静息时大脑 MRI扫描结果以及执行简单任务（如听故事）时大脑的 MRI 扫描结果结合

在一起。 

Glasser说，“我们最终发现每个脑半球有 180个区域，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最终的

数字。在一些情形下，我们鉴定出一块大脑皮层很可能能够进一步细 分，但是我们利用我

们当前的数据和技术我们不能有把握地画出分界线。在未来，开发更好方法的科学家们将能

够这个区域进行进一步细分。我们着重关注我们有把 握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分界线。” 

在这些区域中，有一些区域明显参与特定的任务，如 55b区域，当一个人听故事时，该

区域就会有活动。其他的一些区域涉及人的视野，或者说参与运动控制。大多数区域很可能

从不会被鉴定出只有单个功能，这是因为它们并不只是做一种事情，相反会协调来自很多不

同信号的信息。 

Van Essen 说，“我们能够说服 Nature期刊将这每个脑半球 180个大脑区域中每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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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 200 多页详细信息和我们用来对齐大脑和绘制这幅图谱的所有算法在线发布。我们认

为它将最好地服务于科学界，如果科学家们能够有兴趣在他们的计算机屏幕上获得这些图谱

并且在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进行深入研究的话。” 

论文链接：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18933.html 

来源：生物谷 

Nature: 方向选择性的神经网络 

视网膜的“星爆无长突细胞” (SAC)树突在计算运动视觉刺激之检测的方向选择性中

扮演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过去关于 SAC 解剖情况的研究工作大多涉及野兔的视网膜。现

在，来自美国神经障碍和中风研究所的 Kevin Briggman及同事发表了在单突触层面对小鼠

视网膜所做的一次大规模重建，它显示抑制性和激发性输入突触在 SAC 树突上的分布存在

明显的非对称性。通 过电脑模拟和进一步的生理成像，本文作者发现，小鼠特定的视网膜

回路适应了其与野兔相比较小的眼睛大小。如果没有这种适应性，那么小鼠将看不见慢速运

动的物体。 

参考论文: Species-specific wiring for direction selectivity in the mammalian 

retina 

论文链接: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5/n7610/full/nature18609.html 

来源:Nature 

Nature:灵长类大脑中的基因表达 

继近年来小鼠和人类大脑基因表达图集发表之后，来自美国艾伦脑科学研究中心的 Ed 

Lein 及同事现又发表了反映猕猴出生前和出生后大脑发育情况的一个高分辨率转录图集。

猕猴是用于人脑发育和疾病研究的最重要非人灵长类模型。他们的数据 呈现了与脑成熟相

关的全面转录动态，同时比较分析也揭示了人类特有的基因轨迹。与人类神经发育疾病相关

的候选风险基因倾向于在发育中的猕猴新脑皮层中以疾 病特异性模式共表达(co-

expressed)。 

参考论文: A comprehensive transcriptional map of primate brain development 

论文链接: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5/n7612/full/nature18637.html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18933.html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5/n7610/full/nature18609.html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5/n7612/full/nature186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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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ature 

Science：英国科学家揭示神经干细胞重回静默状态的重要

机制 

    近日，著名国际学术期刊 Science 刊登了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米尔希尔实验室

研究人员的一项最新研究进展，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发现了增殖状态下的神经干细胞如何重新

回到静默状态，从而维持神经干细胞池的平衡。 

    海马体是大脑中负责调节记忆和情绪的重要区域，其中的神经干细胞能够产生新的神经

元，即使在成年阶段也具有这样的能力。形成多少个新的神经元以及何时形成新的神经元取

决于神经干细胞池的静默和增殖之间的平衡。那么什么样的信号能够让处于增殖状态的神经

干细胞回到静默状态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兴趣。 

    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促进细胞增殖的关键转录因子发生泛素化降解，就能调节神经干细胞

回到静默状态，但是这种静默状态与神经干细胞的原始状态并不相同，这种处于静默但又活

化状态的神经干细胞维持了神经干细胞池的平衡。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 E3连接酶 Huwe1是增殖状态下的成年小鼠海马体神经干

细胞回到静默状态的一个必要分子。Huwe1能够通过泛素化降解系统使增殖状态下的海马体

神经干细胞中促进细胞增殖的转录因子 Ascl1 变得不稳定，进而阻止细胞周期蛋白 D 的积

累促进增殖细胞回到静默状态。当神经干细胞回到静默状态，增殖的神经干细胞池会逐渐耗

竭。 

研究人员认为长期维持海马体神经元生成需要依赖于快速降解这种关键的促激活因子

使神经干细胞回到一种暂时性的静默状态。 

参考论文: Return to quiescence of mouse neural stem cells by degradation of a 

proactivation protein 

论文链接: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3/6296/292 

来源:生物谷 

Brain：科学家首次成功测定人类的智力 

    近日，刊登在国际杂志 Brain上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来自沃威克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研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3/629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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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确定并且测定了人类的智力；文章中研究者通过定量大脑的动态功能，鉴别出了在不同时

间里大脑不同部位彼此相互作用的方式，从而就为揭示大脑智力工作的机制提供了一定思

路。 

    研究者 Jianfeng Feng 教授说道，大脑的变化性越大，其不同部位彼此相互连接作用的

频率就越大，而且个体的 IQ 及创造力水平就越高。准确理解人类大脑的智力或可帮助未来

科学家们开发人工智能（AI）；当前人工智能系统并不能够处理可变性和自适应性，而这两

种特性对于大脑生长和学习非常重要，研究者认为，大脑内部动态功能或被应用于构建先进

的人工神经网络计算机，从而实现有能力去学习、生长以及不断适应环境变化。 

    本文研究同时对于理解另外一个常被“误解”的领域也有一定帮助，即心理健康，研究

者通常会在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者的大脑错误网络中发现大

脑可变性模式的改变，而揭示心理健康缺陷发生的原因或可帮助科学家更加深入地研究开发

治疗或者抑制相关疾病的新型疗法。 

    文章中，利用休眠状态的 MRI分析对全球成千上万名个体的大脑进行扫描分析，研究者

发现，参与者大脑中和学习和发育相关的区域的可变性水平较高，这就意味着这些个体可以

在几分钟或者几秒钟内频繁改变其大脑中的神经连接；从另一方面来讲，大脑中和智力不相

关的区域的可变性和适应性水平或许较低，这些区域包括视觉、听觉和感觉-运动区域。 

    研究者认为，利用 MRI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这项前驱性研究，长期以来，人类的智力

一直是广泛且热点的讨论话题，而且近年来科学家们利用了多种先进的大脑成像技术对人类

智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科学家们获得足够数据来开发人工智能提供了一定帮助，研究者

认为随着后期更加广泛的研究，他们或许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或诊断一些比较棘手的人类精

神性障碍，比如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等。 

参考论文：Neural, electrophysiological and anatomical basis of brain-network 

variability and its characteristic changes in mental disorders 

论文链接：http://brain.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39/8/2307 

来源：生物谷 

人工智能 

http://brain.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39/8/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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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D2016 预览 

ACM SIGKDD 国际会议（简称 KDD）主办方公布了本届会议的最佳论文及其他获奖者名

单。本文预览会议 5场主旨演讲以及 6场研讨会，包括微软杰出科学家讲建模和大规模稀疏

网络估算，Verizon 首席数据科学家讲大规模机器学习，以及 Amplero 首席科学家兼 CTO

如何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做更好的市场营销。纵观本届 KDD，论文也更偏重实际应用中的大规

模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偏重解决实际问题。 

主旨演讲方面： 

 谷歌 DeepMind 成员、牛津大学教授 Nando de Freitas，演讲题目《深层神经网络

表征如何在自然语言处理、控制和机器人学发挥核心作用，及在其他大数据领域的潜

在影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Joe Hellerstein，演讲题目《人、计算机和现实世界大数据》。 

 微软研究院 Distinguished Scientist 兼 Managing Director Jennifer Chayes，

演讲题目《Graphons 和机器学习：建模和大规模稀疏网络估算》。 

 西北航空（NWA）投资合伙人 Greg Papadopoulos，演讲主题，从 VC的角度看机器学

习领域的投资，题目《早期系统、软件和半导体公司》。 

 Whitfield Diffie，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演讲题目《信息安全的升级的

意义》。 

论文方面： 

纵观本届 KDD 接收论文可以发现，内容整体更偏重实际应用中所产生的大规模数据和

非结构化数据，偏重解决实际问题。在传统的数据挖掘领域充满活力的同时，新兴问题的研

究也层出不穷。 

参照专人整理的会议议题（topic | http://www.kdd.org/kdd2016/topics），可以发现

本届除了涵盖图建模和图挖掘、数据流、排序算法、推荐系统、大数据统计、大规模问题优

化和学习算法、社交网络和信息网络传播等传统领域，论文所覆盖的应用范畴包括商务、工

业、健康、医疗、安保、隐私、环境、教育、交通等等。 

 行业内最具技术性和影响力的论文，Research Track Best Paper 得主是 CMU 的

《FRAUDAR：伪装存在的情况下确定图欺诈的边界》（FRAUDAR: Bounding Graph Fraud 

in the Face of Camouflage）。针对 Twitter用户关注及评论行为的异常现象，提出

了刻画用户关注行为及购买评论行为正常性的核心特征，并从理论上证明了正常关注



10 
 

和购买行为在特征空间的分布特性，可在大规模（如 4000 余万用户节点）社交网络

上进行快速准确的异常评论行为检测。 

 数据科学应用最佳论文是《Yahoo 搜索排名相关性》（Ranking Relevance in Yahoo 

Search）。这篇论文也获得了 WSDM'16 的最佳论文。 

来源：新智元 

使用机器学习来预测自闭症基因 

普林斯顿大学最新一项研究发现了一些新的与自闭症相关的候选基因。 

之前研究人员估计存在有数百个与自闭症相关的基因，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有明确的

实验证据证明其与自闭症有关。8 月 1 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旨在改变这种现状，

他们通过使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方法来进行一个有关泛自闭症障碍（ASD）的全基因组预

测。该研究的第一作者 Arjun Krishnan 告诉媒体他们的结果将如何帮助泛自闭症障碍（ASD）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泛自闭症障碍（ASD）具有很强的遗传基础，预计有 400-1000相关基因，但是目前只有

约 65种自闭症基因被发现。由于泛自闭症障碍（ASD）十分复杂，光排序或仅仅进行基因研

究是相当不够的，不足以揭示自闭症的遗传基础。因此，研究团队决定采取一种补充数据驱

动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使用的方法是基于对先前已知自闭症基因的学习模式与人脑中特

定基因网络之间是如何联系的，研究团队用这些模式来识别新的自闭症基因。 

最重要的结果是对基因组中自闭症相关的基因做了一个全面的补充预测。在研究的其他

部分中，利用这些基因组泛自闭症障碍 ASD候选基因和大脑网络，研究团队已经确定大脑发

育的阶段和区域，以及自闭症患者身上可能会被破坏的特定细胞功能。研究团队还建立了一

个交互网站，任何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或临床医生都可以访问和查阅使用研究团队的研究结

果。 

研究团队预测了数百个“新的”候选基因，这些都是在以前的自闭症相关遗传研究从来

没有被确定或者涉及的。对于遗传学家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使用研究团队的预测来 直

接进行测序研究，更快、更便宜的发现自闭症相关基因。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它们来区分和解

释有关研究 ASD 全基因组测序的结果。最后，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可以 使用这些数据以及相

关分析，全力研究新的自闭症基因以及它的相关功能、发育和在结构上的影响。 

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特定的大脑基因网络，它是一个关于基因如何在大脑中依靠对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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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转的地图。利用这个网络，研究团队采用类似社交网络的理念来预测新的 ASD基因——

首先，研究团队在大脑网络中发现与已经 ASD基因相关的同伴，然后确定网络中与这些协作

基因相关的其他基因。 

这个设想和其他一些设想一起，形成了一个进行系统预测的机器学习框架。用来做 ASD

基因预测的是一种机器学习方法，它能学习如何识别在基因网络与其他基因关联的自闭症基

因，然后使用这些模式来预测新的 ASD基因。使用的基因网络表明基因是如何一起在大脑中

以细胞发挥作用的，或直观地说是一副大脑分子水平的功能图。 

团队从所有可能的来源收集了与自闭症相关的基因，包括那些有直接证据或者间接证

明的，同时对每个基因的证据是否可靠进行跟踪。然后建立了一个基于网络证 据加权疾病

基因分类器，学习在大脑网络中已知 ASD基因的连接模式（考虑到每个基因的证据级

别），然后使用数据驱动模式来预测基因组中的每一个基因潜在的 与 ASD的相关性。 

这项研究对传统的基因预测方法有两个主要的贡献，首先是使用了一个基因组规模的

组织特异性网络。人类疾病的起源和表现在人体中特定的组织和细 胞类型，例如高血压—

肾脏，或自闭症—大脑。因此，要准确地描述哪些基因与自闭症类似的疾病相关，需要了

解和预测这些基因在大脑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在大脑以外其他人体部分。研究团队通过

在人类基因组中使用特定的大脑网络基因实现了这个结果，基于成千上万的基因组实验融

合成了特定的大脑信号。 

第二个贡献是使用证据加权进行分类，研究人员在多个来源精心策划了一组与 ASD相

关的基因，并追踪这些来源是否可靠，使用他们的证据层级为研究团队的机器学习作出新

的预测方法。这种方式作出的预测比基于高置信基因的预测要准确的多。 

下一步他们正在思考的如何将研究团队的预测结果应用到自闭症患者的全基因组测序

研究上，这令研究团队十分激动。对全基因组测序研究需要面对相当复杂的情况，研究团队

的预测结果可以帮助研究人员集中在一个变量上，落在其附近或接近的基因研究团队就可以

将其识别为与 ASD基因高度相关的选项。 

来源：雷锋网 

无监督学习生成式对抗网络突破，OpenAI 5 大项目落地 

“生成对抗网络是切片面包发明以来最令人激动的事情！”LeCun 前不久在 Quroa 答问

时毫不加掩饰对生成对抗网络的喜爱，他认为这是深度学习近期最值得期待、也最有可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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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突破的领域。生成对抗学习是无监督学习的一种，该理论由 Ian Goodfellow 提出，此人

现在 OpenAI 工作。作为业内公认进行前沿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OpenAI 不久前在博客中

总结了他们的 5大项目成果，结合丰富实例介绍了生成对抗网络，并对 OpenAI 五大落地项

目进行梳理，包括完善对抗生成网络（GAN）、完善变分推断（VAE）、提出 GAN的扩展 InfoGAN，

以及提出生成对抗模仿学习及代码。译者：闻菲 

来源：新智元 

全文链接：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37846004.html 

IBM 宣布造出世界首个人造纳米随机相变神经元 

据外媒报道，IBM苏黎世研究中心宣布，他们制造出世界上首个人造纳米尺度随机相变

神经元，可实现高速无监督学习。 

IBM这项发明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突破性不言而喻。首先，随机性意味着在相同的输

入信号下，多个相变神经元的输出会有所不同。此外，由于其尺寸最小能到纳米量级，因而

信号传输速度极快，同时功耗较低，这就使得随机相变神经元具有生物神经元的特性。目前，

IBM已经构建了由 500个该神经元组成的阵列，并让该阵列以模拟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进行

信号处理。 

据介绍，IBM相变神经元的整个架构包括输入端、神经薄膜、信号发生器和输出端，其

中输入端类似生物神经元的树突，神经薄膜类似生物神经元的双分子层，信号发生器类似生

物神经元的神经细胞主体，输出端类似生物神经元的轴突。而神经薄膜是整个神经元产生作

用的关键物质，它类似生物神经细胞中的液态薄膜，当能量吸收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信号

并向外发射。这些信号经过输出端（轴突）传导，然后被其他神经元接收，以此循环形成信

息处理过程。 

外媒称，人工神经元的信号处理能力已经超过了“香农采样定理”规定的极限。 科学

家表示：“这一突破标志着人类在认知计算应用中超密度集成神经形态技术，以及高效节能

技术上的发展又向前迈进重要的一步。”（云旗） 

来源:网易 

MIT 取得 AR 技术重大突破 让你摸到视频里的物体 

麻省理工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 CSAIL 展示了他们在“互动动态视频”

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37846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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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Dynamic Video， IDV)上的成果。IDV 可以学习一段几秒钟的含有动态物体

的视频，例如被风吹动的树叶或被手指拨动的琴弦，然后分析出物体的示例震动模式

(example vibration mode)，通过算法推断、模拟出物体在其他条件下的震动模式。而 IDV

的最终成果是，人们可以在画面上与该物体进行互动，比如用鼠标拖拽让物体变形。 

《口袋妖怪 Go》是团队试验该技术的主要对象。团队称，“与《口袋妖怪 Go》单纯地在真

实世界中放置虚拟小精灵不同，交互性动态视频技术能够更进一步，让小精灵们和现实世界

产生实实在在的互动，比方说从一片灌木丛中跳到你面前来。” 

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人们今后不必再对特定物体进行复杂而昂贵的 3D 建模，只利

用 IDV就能够对物体做出模拟。CSAIL表示，这项技术今后可用于建筑安全性预测、电影特

效及 AR/VR领域。 

领导这一项目的是 CSAIL博士 Abe Davis，他表示：“这项技术可以让我们捕捉到物体

的物理动态，让我们在虚拟空间里和物体玩耍。”据判断判断，可能利用了类似傅立叶变换

或小波变换的方法。Abe Davis对此不置可否，他告诉记者，具体的算法将于近期公开。 

在被问及 IDV项目与 Magic Leap、微软 HoloLens等在技术上的差别时，Abe Davis告

诉记者：“Magic Leap 等专注于显示技术，我们的工作则是捕获并生成内容，这些内容未

来可能在他们的设备上显示。他们所做的工作激动人心，但我所看到的 Demo没有表明 他

们在研发同样的事情。”Abe Davis 强调，AR技术与混合现实技术正在飞速发展，他很期

待将来能与 Magic Leap、HoloLens等展开合作。 

2003年，MIT将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合并，建立了 CSAIL。无论是人

数还是研究领域，CSAIL都是美国大学中最大规模的实验室。多位图灵奖得主都出身于此

实验室，一般认为黑客文化也起源于此。 

来源：黑匣网 

英国研发新人工智能:可回答任何工作相关问题 

    近日，英国科学家首次造出了能够理解、并回答任何工作相关问题的人工智能。 

  这款计算机软件名叫 Starmind，能够利用机器学习技术理解问题，然后从之前员工针

对某一话题的对话中寻找答案，或者找到公司中能前来帮忙的专家。 

  该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将其称作“大脑技术”(brain technology)，并声称它的目标是，

成为任何公司中的中央知识“银行”，即一个可以被任何人访问的即时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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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mind的共同发起人帕斯卡尔?考夫曼(Pascal Kaufmann)说道：“如果将数千人的大

脑联结起来，现在的任何机器都无法与之媲美。但如果你能设法让人类与人工智能技术自动

达成合作，而不是让他们与对方竞争，就能最大化地利用双方的优势。” 

  该系统使用的算法由瑞士研发。这种算法的使用次数越多，就会变得越强大。它能够记

住企业的员工，并记下他们是哪些领域中的专家，或者在哪些领域能够提供相关信息。 

  “Starmind就像是一个人造的超级大脑，始终处在公司的核心位置。  

  每个与该系统相关联的员工大脑中储存的专业知识都能为这一算法添砖加瓦。  

  欧洲的几家大公司已经开始使用该系统了，包括瑞士联合银行(UBS)和拜耳等。 

  该软件的最新版本 Starmind NOW也已经上市，使用者可以首次从企业内联网之外进入

该软件。Starmind公司称，这可以让该技术使用起来更加“便捷和流畅”。  

  前微软总裁皮特?瓦瑟尔(Peter Waser)也以 CEO的身份加入了这家公司。 

  “这是一种最新的技术，此前从未以这种形式出现在市场上。”瓦瑟尔表示。 

  “大脑技术是一种代表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发展大趋势的最新技术。”  

“它把现有的知识和文件中记载的知识结合了起来，还能随时随地进行访问，可谓十分

独特。” 

来源：中国机器人网 

百度推出 AR 应用平台 DuSee 

在 2016年百度智能营销解决方案大会中，百度发布了一款针对智能手机而开发的 AR

平台 DuSee。据悉，该平台能利用现有智能手机硬件去“理解”真实世界的 3D环境，从而

能使手机生成的图像与真实世界互动。该产品由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IDL）与百度搜索产

品、营销团队共同研发。 

当前市面上的 AR应用，如 Pokemon GO等大多只是将计算机生成的图像简单地叠加在

现实世界的画面中。而百度表示，DuSee则是利用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去理解实时

图像中究竟有什么，从而根据图像内容实现现实增强对象地实时互动。百度深度学习研究

院主任林元庆表示他们也接下来会把 AR与语音识别以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相结合。 

大会中，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提到： 

    DuSee 是百度研究 AI 所得的自然延伸。它用到了复杂的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

以了解、并增强某种场景。更好的 AR需要通过更好的 AI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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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百度移动搜索拥有数亿月活跃用户数量，DuSee将会与百度的应用进行整合。同时，

DuSee平台可以在互动广告、营销、教育、制造业、室内设计等场景下使用，目前已为梅赛

德斯-奔驰和欧莱雅开发出基于 DuSee的营销解决方案，并展示了 Demo： 

    通过已开启 DuSee 功能的智能手机，2D的上海地图可以变为卡通化的 3D图像。 

    一张洗发水广告上出现了虚拟的花瓣图案，像是用滤镜在修饰人脸。 

总体来说，DuSee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比较新颖的方式与传统媒介进行交互，仅仅通过智

能手机和软件就能实现，无需佩戴额外的 AR 头显。但仅从功能上讲，百度 DuSee 与当前的

增强现实应用差别不大，相比之下 Google的 Tango平台则使用了更加成熟的摄像头技术。 

目前百度尚未公布 DuSee 将于何时发布，但官方表示这一平台将被集成至百度最重要

的应用。 

来源：雷锋网 

搜狗开发四年后正式发布语音交互引擎“知音” 

8 月 3日，搜狗公司对外发布了语音交互引擎“知音”。“知音”是一款与苹果公司

Siri类似的语音交互引擎，在发布会上，搜狗公司展示了通过“知音”搜索导航、电影、

信息等应用场景。 

搜狗 CTO杨洪涛介绍，搜狗从 2012年开始研发智能语音技术，2013年开始进行深度

学习，目前搜狗的智能语音技术已经成功应用到搜狗的全线产品。 

此次推出的“知音”引擎是搜狗在智能语音技术上的最新成果，这项最新技术已经被

运用到搜狗拼音输入法上，接下来将逐渐应用到搜狗其他产品线上。 

知音产品负责人王砚峰介绍，得益于搜狗搜索积累下的大量数据，“知音”在语音识

别能力、语音纠错能力、知识图谱的信息整合能力以及多轮对话的理解能力等四个方面具

有技术优势。 

比如，在语音识别上，“知音”解决了用户语速过快导致的吞音问题，识别错误率下

降了 30%，识别速度提升了 3倍。 

其次，“知音”能够在交互过程中支持用户修正错误的识别结果，用户可以使用自然

语言（即正常的说话方式）进行修改，例如用户可以说：把“张”修改为立早章。 

另外，“知音”还支持多轮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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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知音”尚未应用到搜狗的全线产品中，在“知音”团队的设想中，“知音”

未来的应用场景将拓展到搜狗产品线之外。 

除了用以支撑搜狗自身的产品，搜狗还希望未来将“知音”与更多外部产品结合，拓

展它的使用场景，比如车内语音交互。而杨洪涛也介绍，目前团队已经与四维图新在导航

方面展开了合作。 

来源：腾讯 

协和医院率先上线医疗智能语音录入系统 

日前，北京协和医院正式宣布上线“医疗智能语音录入系统”，成为首家支持语音识

别的公立三甲医院。该系统由北京协和医院与云知声共同研发。医生只需要用话筒进行录

入，识别正确率率达到 95%以上。深度定制的医疗语音识别模型根据不同科室、不同病种

的整段病历资料，运算出关键词句语料，为全院 40多个临床和医技科室提供分场景支持。

尤其在神经科、免疫内科、血液科、普通内科等疑难杂症患者多的科室应用效果好，个别

科室的语音识别率甚至超过 98%。 

来源：新华网 

机器人 

日本研发无需指令可以自行移动的机器人 

名为 Alter的机器人长得与石黑教授的 Geminoids非常像，不过 Alter比 Geminoids 更

先进，它有内置神经网络，可以自行移动。给它提供动力的有 42 个气压传动装置和一个中

枢模式发生器(C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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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枢模式发生器有个类似神经元的神经网络，使得机器人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移动模

式，并受到能检测距离、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影响。它并不会做出像人类一样的举动，但它

能让欣赏者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即这个特别的机器人莫名其妙有一种活物的感觉。 

    这个项目是科学家们为了弥补设定程序让机器人移动和让机器人自己移动之间的差距。

有了神经网络，机器人的灵活性就更大，研究人员们称之为“混乱”。Alter的手臂移动、头

和姿势会根据系统自己的意志做出调节和改变。在幕后起作用的神经网络提供多种移动模

式，使得机器人能在长时间运动模式和更加随机的“混乱”模式之间切换。而机器人切换模

式的决定则取决于机器人底座上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能够采集 Alter 周围的信息：距离、

湿度、噪音和温度。这些传感器就像机器人的皮肤一样。如果近距离传感器感应到附近有许

多人，那么作为机器人对周围环境的响应，机器人的躯干就会发生颤抖。 

    CPG基于最简单的人造神经元模型——Izhikevich 神经元，它的反应方式如下：某些东

西堆积起来之后，机器人的系统会创造出与其它神经元链接在一起的信号尖峰。日本东京大

学的 Ikeue 教授将这种中枢模式发生器形容为“耦合双摆”——一个钟摆撞到另外一个之

后，二者合为一体形成了新的动作。这种不均衡的韵律成为了 Alter的独特韵律。研究人员

们并未指定机器人的动作，是机器人自己在动。 

    日本大阪大学的 Kouhei Ogawa 先前曾研究过另外一个人形机器人，他补充道：“这次，

Alter看起来不像人类。它不会像人类那样移动，它有着自己的仪态。到目前为止，让机器

人说话或者与人类交流十分钟依旧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你必须设定程序让它能做出反应

才行。能够自己移动的 Alter 却能轻松做到这一点。”这个机器人将展出一周，研发它的东

京和大阪团队希望它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交流能够让他们知道接下来该教会 Alter 哪些东西。 

来源：中国机器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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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机器人进下水道收集居民排污数据 

在波士顿街头下面，两个名为 Mario 和 Luigi 的机器人监控着人类废弃物，以便收

集城市居民数据。 

研究者用 GPS 系统控制着这两个机器人在各个下水道之间穿梭。它们收集着污水中病

毒和细菌的 DNA ，实时传送污水流动和温度的数据等。 

这些机器人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所制造，属于该学校感知城市实验室

（ Senseable City Lab ）“地下世界”项目的一部分。在研究者看来，现代城市居民的污

水有着人类健康和行为的信息，但这些信息之前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研究者不仅可以改变流行病学的将来，还可以帮助科学家预测疾

病爆发、理解慢性病成因、绘制城市里不同阶层的健康图谱，从而影响问题解决方案和政

策制定。 

“以流行性感冒为例。如果我们能在医院和诊所意识到它爆发之前就从污水中验证这

些数据，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充分地准备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甚至能减轻大城市里相关流

行病的爆发”，该项目的领导者 Carlo Ratti 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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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机器人只在波士顿和剑桥进行测试。除了探测人类的流行病，这些机器人还可

监测像肥胖和糖尿病等非传播疾病，甚至也可以监测工厂废水中的有毒物质。当然，原理

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分析污水中的生物和化学分子成分。 

在 Ratti 看来，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他们评估现在城市公共卫生政策对居民的影响，比

如对糖征税是否会对居民的饮食习惯造成改变等等。更为宏大的是，如果观察和利用整个

城市的人口和地区分布数据，研究者可以理解到城市环境和其他外在因素如何影响到我们

的健康。这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健康普查。 

据 QUARTZ 报道，这些数据将会可视化后公布在“地下世界”的官网上。研究者现在

已经和曼切斯特的公共部门建立了联系。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地下世界”这个项

目将在 2018年 11月结束。科威特一个基金会已经向其投入了 400万美元，未来将有可能

引进到科威特。 

不过，该项目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尝试，因为给污水

中如此多的成分进行分类是十分琐碎的，应该会非常艰难”，伦敦国王学院教授 Tim 

Spector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道。 

来源：好奇心日报 

Darpa 计划举行机器人黑客挑战赛 

8 月 3日消息，据 BBC 报道，在相继开发出机器人汽车和机器人救援人员后，美国研究

机构——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正将注意力对准机器人黑客。 

Darpa计划举行网络大挑战赛，目标是研发智能软件，以在其他应用或恶意黑客之前

找到漏洞，并进行修复。Darpa网络大挑战赛主管迈克·沃尔克（Mike Walker）说：“当

前，开发修复漏洞的过程主要由人类参与，而这个过程反应很慢。” 

沃克尔说，这可以算是个巨大挑战，因为现代软件非常复杂，计算机理解其他人在做

什么也非常困难，计算机先驱阿兰·图灵（Alan Turing）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图

灵曾说过，随着世界上出现数以十亿计的小型联网设备，快速修复漏洞变得更为紧迫。他

说：“我们的想法是，如此 庞大数量的设备正被使用，如果没有自动化技术帮助，我们可

能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网络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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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挑战赛的高潮部分将在本周的 Def Con黑客大会上举行，届时 7支队伍将进行对

战，看那款软件成为最厉害的黑客。但是自动化的智能数字防御系统并非仅仅被限制在

Darpa的网络舞台上。这些软件非常聪明，无需人类帮助就可发现被广泛使用的病毒。 

大数据的崛起已经帮助推动安全软件的发展，与传统杀毒软件相比，它们可以将发现

恶意威胁的几率提高 60%到 70%。安全公司 SentinelOn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托莫·韦因

加尔滕(Tomer Weingarten)说：“机器学习技术帮助你查看恶意软件家族的核心 DNA，而

非单个恶意软件的外围代码。” 

韦因加尔滕说，这种方法已经被应用在数据科学领域，且被证明十分有效，因为大量

数据公司开始监控存在可疑行为的个人电脑，从而收集到大量证据。他说：“有许多数

据，而且很多都是重 复的。有两件事迫使你需要开发强大的学习算法，以便你能够分辨出

好坏。如果你想做坏事，你必须有所行动，与正常模式相比，这永远会显示为异常。” 

自动化这种异常检测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不可能是 1个人甚至许多人在合理时间

内做同样的事情。在机器学习技术的帮助下，不仅个人电脑能够受到更好 保护。就连大公

司、政府机构也将受益，网络窃贼热衷于潜伏在这些内部网络中，以便寻找真正重要的东

西，比如客户数据库、新产品设计图或合同谈判以及报价细节等。 

网络公司 Dark Trace 网络情报总监贾斯汀·菲尔（Justin Fier）说，这是机器表现

超过人类主人的另一种情况。他说：“你可以设立大的数据集，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和高等

数学进行大海捞针式搜索。有时候，它会发现微妙异常，这用眼睛是绝对无法捕捉的。”

可是菲尔也称，将机器学习当成真正的人工智能就错了。与人工智能不同的是，机器学习

经常需要人类智慧对智能软件挑选出的异常做出最后决定。菲尔还称，机器学习的有用性

可能并非完全被用于防御。他说：“我们在看着用户登录时，偶然发现恶意软件。我们推

测它可能想要以最合适的方式窃取数据，而不会触动警报。当恶 意软件开始使用机器学习

的时候，届时起将变得非常有趣。” 

来源：网易 

一人同时控制多个机器人成为现实 

德克萨斯大学开发了一款基于互联网的软件，能让人在同一时间控制多个机器人。这非

常有用，因为在未来，机器人的数量很可能超过人类。 

    基于云的先进机器人实验室（Cloud-based Advanced Robotics Laboratory）将使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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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通过网络来控制机器人。这意味着，未来你可以用手机控制“终结者”。该项研究将于

本周提交出版，详细介绍人类如何通过 网络来控制人形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 

来源：inquisitr 

机器人将取代宇航员 

太空深处的环境对人类而言太危险，欧洲航天局就正力图用机器人取代宇航员。 欧洲

航天局的宇航员 Roberto Vittori 最近发表了一份白皮书，称太空机器人是未来太空探索

的关键，并详细介绍机器人将如何替代人类在太空工作。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俄

罗斯目前正在测试两个军用机器人原型，计划将其送上太空，用来维修重要卫星和空间站。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也正在开发太空机器人 Robonaut。7月初，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两

位研究人员与 NASA共同设计了一款机器人，能在太空建造望远镜。  

来源：E&T Magazine 

芯片和集成电路 

Nervana Systems 开发了一款为人工智能设计的芯片 

这家创建了一种深度学习专用芯片的创业公司 Nervana 是由 Naveen Rao（他也是高通

人工智能芯片项目的前主管）和另外两人（也是从这家移动芯片公司出身的）一起成立的。

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处理器，能够给人类大脑的能力进行建模。但首先他们以提供云

服务和日常图片处理器作为开始，以此赚钱并测试软件。 

今天，Nervana的云是基于购买自 Nvidia的图像处理器，但 Nervana创始人希望在 2016

年年底时，用他们自己设计的专用芯片来替代这一根本性硬件。到那时，创始人会重新设计

Nvidia 芯片使用的固件，并建造他们自己的软件框架，从而使得深度学习能够在他们的云

上运行得更快。 

  这一软件框架叫做 Neon，将与 Torch和 Caffe，以及谷歌（TensorFlow）、微软（CNTK）

等提供的软件进行竞争。Rao 坚信他的软件在 Nvidia NVDA 硬件上运行将快十倍，甚至比

Nvidia 自己的软件框架运行得更快。这一速度至关重要是因为训练某一神经网络并将之进

行运行，通常需要花费数周甚至数月时间。因此任何速度上的大幅度提升，甚至时间减半，

都将是非常有效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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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采取控制互联网的大型路由运行软件，Nervana试图利用软件从统计学方面给复杂

的信息传递进行建模，而不是物理的连线方式。深度学习芯片另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并行运行

工作的能力，这也是一些图像处理器所擅长的。这也是谈及深度学习 Nvidia 处于领先地位

的原因，但是，正如很多其他创业公司所指出的，Nvidia没有 I/O。 

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也是研究员、创业公司、像是 IBM 这样的大型公司正在尝试的事情，

这样他们就能创造出可以更好地容纳人工智能的硬件。与此同时，在云端，Nervana 将会和

Minds.ai竞争，后者也开发了一款芯片，并提供深度学习云；以及 IBM沃森；MetaMind（图

像识别）；Skymind（提供深度学习应用）等等。 

Nervana Systems由 DFJ、DCVC、Allen & Company、AME Cloud Ventures、Andy Rubin’

s Playground Global、CME Group、Fuel Capital、Lux Capital以及 Omidyar Network 支

持。目前为止的客户包括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农用机器人创造企业 Blue River 

Technology以及 Paradigm。 

来源：和讯网 

其他 

涡流形激光能大幅提高信息传输量 或迎计算变革 

美国科学家近日在最新一期 Science发表论文称，他们揭示了一种“螺旋涡流形激

光”，这种激光能将信息编码成卷，因此能比传统激光更快速地传输更多信息，这一研究

有望使计算行业产生变革。 

研究人员表示，科学家们可借助最新研究找到新方法，让计算机变得更小、更快、更

廉价。该研究联合作者、布法罗大学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冯亮（音译）表示：

“为了耗费更少能量传输更多信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机器内部的零件。” 

数十年来，科学家们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元件“塞”在一块硅基计算机芯片上，但现

有方法面临一个瓶颈：近年来，由于已接近硅晶芯片原子极限，维持芯片行业 50年的神话

“摩尔定律”似乎就要失效。 

研究人员提出了光通信技术等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光通信技术用光来携带信

息，有各种各样光通信的例子：从古老的灯塔到现在的光纤光缆等，而激光处于目前光通

信领域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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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一直在采用各种方式操控激光，最常见的是让不同信号以一个路径行进，以

携带更多的信息，但目前，这些技术—尤其是波分复用（WDM）和时分复用（TDM）都达到

了极限。 

布法罗大学的工程师们另辟蹊径，使用轨道角动量这一光操作技术来推动激光技术的

发展。轨道角动量技术让激光采用螺旋模式分布，中央有一个涡旋。尽管这一螺旋 涡流形

激光对于现有电脑来说太大而无法工作，但科学家们能将其缩小到与计算机芯片兼容。由

于激光束沿螺旋模式行进，能将信息编码成不同的涡流，因此，它能 携带的信息量是线性

移动的传统激光的 10倍以上。涡流激光是许多设备，如先进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组件，对

建造更强大的计算机和数据中心来说也不可或缺。 

来源：中国科技网 

日本创办了首个无人机学院 

据日媒报道，日本已经在 Vantan高等学院开设了全球第一个无人机专业——“无人机

&机器人技术专业”，该专业将于明年正式招生。 

这一专业设立在了 Vantan游戏学院东京校，全日 3年制。据了解，这一专业的招生对

象是初中毕业、高中在读、想转学的高中生等，安排的课程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无人机设计

的技术，包括无人机操作技能、检修技术、无人机使用所涉的航空法和无线电法、扩展软

件功能的程序设计等。 

有趣的是，除了招收学生之外，Vantan研究所东京校还会面向社会人员开设一个无人

机摄影课程“无人机操作&航拍班”，课程包括无人机工程、产业界与学界合作的实践课

程、无人机操纵技术等，只要年满 18岁以上的人员都可报名。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年底，大疆 (DJI) 日本分公司还曾宣布将启动无人机操控培训项

目，并表示在三年内无偿培训 1万名无人机操控员。 

目前，日本已经有 2346架已注册的农用无人直升机，操作人员达到了 14163人，是世

界上农用无人机喷药第一大国。 

来源：雷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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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无人机送货项目获白宫大力支持     

白宫近日宣布将实施数项旨在扩大无人机在企业应用的计划。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

试验性无人机送货项目是白宫无人机项目发展的一部分，将在由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

的 6个无人机测试场地之一进行测试。 

这项研究由 AlphabetX 部门旗下 Project Wing负责，目标是解决在商业性航班空域开

展大规模无人机送货服务的问题。白宫表示，它将与政府合作伙伴共享该项目的资料，

“以帮助监管机构解决与无人机送货相关的安全以及与人为因素相关的问题”。据悉，谷

歌正在测试无人机上的无线电转发器及障碍躲避感应器，避免这些无人机在天空相互碰

撞。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将在未来五年内为无人机研究投入 3500万美元。 美国内政部

也期待增加无人机的使用率。 

来源：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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