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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参考 

俄制订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路线图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正在制订人工智能在卫生、交通、智慧城市、农业、工业和国防工业

综合体等领域的应用战略和路线图，至 2024 年，将制定出不少于 15 个此类政策。 

在卫生领域，将运用人工智能来开发新药，通过解释医学图像在疾病诊断方面提供帮助，

以及创建能进行诊断、开处方并下达医疗决策的系统。 

在交通领域，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城市中运行的车辆等无人驾驶工具，用无人机组织输

送，对交通工具状况进行预测性监控。 

在工业领域，将运用人工智能对工业设施的安全技术进行监视，对设备和单个组件的运

行进行预测性分析并确保产品质量。此外，计划将人工智能作为助手来设计新零件和产品。 

在创建“智慧城市”方面，首先将人工智能用于监控街道安全并向警方报告，分析特大

城市的交通流量，预测各地区犯罪活动的几率；其次，用技术识别俄罗斯居民的面部和声音，

以加快获得政府服务，多功能中心将出现机器人助手，而语音助手将出现在国家机构的信息

咨询服务中；最后，利用人工智能对社交网络上帖子进行分析，帮助城市当局确定热门旅游

点。 

据悉，俄罗斯储蓄银行和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是上述政策制订的主要参与者。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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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Neuro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团队揭示大脑中的神经

网络如何识别和编码性别 

准确识别同类的性别是自然界动物之间的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直接影响动物的每一个

行为决定，以及个体的生存和繁衍。关于大脑中的神经网络如何参与对性别信息的识别和编

码一直是脑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先前在小鼠的研究主要关注杏仁核及下丘脑等皮层下

结构在识别和编码性别信息过程中的作用，并认为脑对性别信息的神经处理都是在脑皮层下

结构中的神经网络完成的。但是，编码性别的神经信息如何被大脑皮层的复杂神经网络处理，

如何与其他信息整合，并如何影响动物间的行为，都还有待研究。 

2020 年 7 月 13 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洪暐哲教授的研究团队（共同第一

作者为 Lyle Kingsbury 和黄山博士）在 Neuron 杂志发表了题为 Cortical Representations 

of Conspecific Sex Shape Social Behavior 的最新研究成果【1】，这是 Lyle Kingsbury

和黄山博士继 2019 年 6 月在 Cell 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社会行为中不同大脑间同步的神经

活动”【2】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详见 BioArt 报道：Cell | 社会行为中不同大脑间同步的

神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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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通过微型荧光显微技术（Miniaturized Microendoscope），记录小鼠内侧前额

叶皮层（mPFC）的上百个神经元在识别雄性和雌性信息时产生的神经信号。作者们发现，

即使是在前额叶皮层这样处理高度复杂信息的神经网络，神经细胞也可以编码性别。这种对

性别的神经编码在激发性神经元和抑制性神经元中都普遍存在，但是抑制性神经元比激发性

神经元有更多的性别编码细胞。 

更有趣的是，在雄性小鼠的前额叶皮层的神经网络中，编码雌性同伴的神经元比编码雄

性同伴的神经元更多。这与我们在行为学实验里观察到的现象一致：雄性小鼠更多地与雌性

小鼠互动。这让作者们猜想，前额叶皮层中编码性别的神经元活动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

与小鼠间的行为决定。 

虽然总体上雄性小鼠更多地与雌性小鼠互动，但是小鼠性别偏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

作者们通过分析这些小鼠的神经信号及其编码发现，大脑皮层对性别的神经编码也同样存在

个体差异。特别有趣的是，行为上的个体差异和神经编码的个体差异有明显的相关性。为了

证明前额叶皮层中编码性别的神经元能够影响甚至决定小鼠性别偏好的行为，作者们采用了

基于神经活动的标记方法(activity-dependent labeling strategy)来激活编码性别的神经

元。他们发现，激活编码雌性信息的神经元能让小鼠更多地和雌性小鼠互动，而激活编码雄

性信息的神经元能让小鼠更多地和雄性小鼠互动。 

综上，洪暐哲教授的团队通过微型荧光显微技术和光遗传方法揭示了在大脑皮层识别和

编码性别的神经机理，并发现皮层中编码性别的神经活动能够预测个体对不同性别的偏好。

这些发现对研究和理解动物行为的神经网络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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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neuron.2020.06.020 

参考文献： 

1. Kingsbury L, Huang S, Raam T, Cheng L, Wei D, Hu R, Ye L, Hong W. Cortical 

representations of conspecific sex shape social behavior. Neuron. 2020. 

2. Kingsbury L, Huang S, Wang J, Gu K, Golshani P, Wu Y, Hong W. Correlated 

neural activity and encoding of behavior across brains of socially interacting 

animals. Cell. 2019. 178(2): 429-446 

来源：BioArt 

https://doi.org/10.1016/j.neuron.2020.0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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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子刊：首次在单个神经元水平上捕捉到脑细胞

死亡过程的图像 

当神经元死亡时，细胞垃圾收集者就会利用精心设计的程序来处理细胞尸体并清除碎

片。如果不能完全清除死亡神经元，可能会导致生命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以及生命后期的

认知能力下降。 

耶鲁大学研究人员首次在单个神经元水平上捕捉到这一过程的图像，展示了特殊的脑细

胞是如何密切协调从中枢神经系统移除神经元尸体。 

该研究 6 月 26 日发表在 Science 子刊《科学进展》杂志上。 

 

细胞死亡贯穿整个生命。然而，人们对在活脑中去除死亡细胞期间吞噬细胞的协同相互

作用机制了解甚少。 

研究人员开发了光化学和病毒学方法来诱导单细胞死亡，并将其与活体光学成像相结

合。这种方法使他们能够以精确的时空分辨率跟踪多细胞吞噬相互作用。星形胶质细胞和小

胶质细胞与濒临死亡的神经元以协调和同步的方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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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尸体去除过程中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实时成像。论文原图 

每个神经胶质细胞都起着各自的作用：星形胶质细胞迅速极化并吞噬许多小的树突状细

胞凋亡小体，而小胶质细胞迁移并吞噬体细胞和顶端树突。每个神经胶质细胞的相对参与和

吞噬特化是可塑的，并受受体酪氨酸激酶 Mertk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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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tk 敲除可破坏星形细胞溶酶体向垂死细胞的极化。论文原图 

在衰老过程中，凋亡细胞的去除有明显的延迟。因此，在尸体清除过程中，神经胶质细

胞之间的精确协调反应和串扰可能对于维持大脑内稳态至关重要。 

原文地址：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6/26/eaba3239 

来源：脑友记 BrainUp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6/26/eaba3239


10 
 

科学家最新研究！智能手套可将手语译成语音 

戴着手套就可以将手语翻译成语音，这的确为那些使用手语的人提供了一种更为便捷的

沟通方式。这种手套就是最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物工程师设计出的新产品，它可

以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将美国手语翻译成英语语音。 

手套看上去跟普通手套并无两样，但在里面安装的一个薄薄的可伸缩的电子传感器，却

可以发挥大作用。这个传感器连接着掌心到五个手指头，在此范围内作出的手的动作便可以

被智能识别。 

不同的动作和相应手指的位置可以代表手语中的字母、数字、单词和短语，手套将这些

信息收集后转化为电子信号，然后发送到戴在手腕上的电路板上，该电路板又将信号无线传

输到智能手机上，智能手机就可以以大约每秒一个字的速度将信号转换成口语。 

通过测试，研究人员已确定该系统可以识别 660 个标志，包括字母表中的每个字母和

从 0 到 9 的数字。 

研究人员还尝试将传感器安置在人脸上，比如眉毛之间或嘴巴侧边，这样也可以通过捕

捉表情动作，将这些动作信息转变成语音来表达。他们打算将脸部表情识别器与可识别手势

的手套系统连接起来，然后更完美地传达使用者的意图。 

研究人员说，以前的可穿戴系统翻译手语的方式有限，要么就相对笨重，要么就会让使

用者觉得很不方便。这个手套的发明堪称“轻量级”，而且其所用到的导电纱等可穿戴系统

的材料也很便宜，使用寿命还很长，因此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让设备变得更灵活且价格实

惠。  

来源：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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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在生物医学光声成像方向取得研究进展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系、安徽省精密科学仪器实验室的田超研

究员课题组在基于光声成像的无创前哨淋巴结示踪、光声成像质量提升和三维光声成像研究

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于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Physical Review Applied》和《Journal of Biophotonics》。 

前哨淋巴结活检是目前乳腺癌分期的标准方法，其包括术前淋巴结示踪和术中图像引导

的淋巴结活检。然而，现有的成像技术存在诸多局限性，如电离辐射、成本高、成像深度差

等。为了应对临床挑战，研究提出了一种造影剂增强的光声成像方法，使用碳纳米微粒作为

造影剂可以无创、无放射性地示踪前哨淋巴结并引导细针穿刺活检。研究以活体大鼠为对象，

碳纳米微粒通过皮下注射注入前爪并染色前哨淋巴结。随后，在大鼠腋窝区同时进行光声和

超声双模实时成像，示踪前哨淋巴结并引导穿刺活检。图 1 展示了整个研究流程。实验结

果表明，光声可以高分辨率、高信噪比地对淋巴官、淋巴结、针头等进行成像和显示，可以

为淋巴结活检提供了高质量的图像引导。此外，通过光谱分析发现，碳纳米微粒在光学吸收

系数、光漂白性和光声转换效率方面比吲哚菁绿、亚甲基蓝等其他造影剂更优，是光声成像

识别前哨淋巴结和图像引导活检的优良示踪剂。 

研究为在体前哨淋巴结示踪和图像引导的细针穿刺活检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方法，为光声

的临床转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文的第一作者为我校博士生刘松德，通讯作者为田超研究员。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安徽省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经费支持。 



12 
 

 

图 1.基于碳纳米微粒的光声前哨淋巴结示踪和图像引导的细针穿刺活检。(a) 通过前爪注射

造影剂着色前哨淋巴结。(b) 前哨淋巴结的光声和超声双模态实时成像原理、结果及组织学

分析。 

文章链接：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902046 

https://journals.aps.org/prapplied/abstract/10.1103/PhysRevApplied.13.014001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jbio.201900212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沈阳自动化所在协作机器人研究中取得进展 

近日，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协作机器人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元子结构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902046
https://journals.aps.org/prapplied/abstract/10.1103/PhysRevApplied.13.014001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jbio.2019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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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正交设计的协作机器人全域多目标优化设计方法，该方法以机器人弹性变形、固有频率

以及质量等多种性能指标为优化目标，解决了协作机器人结构优化中存在的位姿及非结构参

数影响、多目标耦合、计算速度与精度平衡等问题，具有建模精度高、计算速度快、对各模

块的复杂形状适应性好等特点，能够有效提高协作机器人的刚度及动态性能。相关成果发表

于优化设计领域期刊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在安全、轻质、大负载自重比的约束下要求机器人具有较高的刚度与动态性能是协作机

器人设计中面临的挑战，结构优化设计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在该项研究中，研

究人员采用全域弹性变形和一阶固有频率指标评价机器人的整机刚度和动态性能，进而提出

了一种协作机器人全域多目标优化设计方法。首先，通过建立机器人有限元子结构模型实时

高效地获得机器人的多种全局性能指标，该建模方法能够在保证计算效率的同时保留有限元

法的建模精度；其次，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多目标优化函数，从多个单目标有效解中提

取多目标的最有效解；然后，构建正交设计试验，求解在不同影响因素水平下的灰色关联度，

在不减少优化参数的同时降低计算量；最后，通过极差分析获得最优影响因素水平组合，用

于指导协作机器人的结构优化设计。 

基于上述方法，研究人员对所开发的 SHIR5 协作机器人进行了优化设计，结构优化后，

机器人自重不变，刚度与动态性能得到了明显提升，验证了本方法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来源：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受昆虫信息素通信启发，开发出

新型机器人集群控制技术 

7 月 9 日消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受昆虫信息素通信启发，开发出新型机器人

集群控制技术。信息素是动物和人类释放到周围环境中的某些特定激素的统称。人和动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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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信息素向其他对象传递消息，影响其他都动物的特定行为，如通过信息素实现领地划分

和警告。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使用光作为人造信息素，成功演示了小型机器人的自适应控

制，使小型机器人在特定环境下协同工作。研究人员表示，未来还将尝试使用信息素替代既

有的通信系统，或利用不同颜色和带宽的信号表达不同的信息。 

参考链接：

https://techxplore.com/news/2020-07-swarm-robotics-applications-pheromone-insects.html 

来源：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格芯与欧洲微电子中心于 AI 芯片研发取得突破 

日前，全球领先的纳米电子及数字技术研究中心 IMEC（欧洲微电子中心）和格罗方德

共同发布了一种新型 AI 芯片 AnIA 的硬件展示。基于 IMEC 模拟内存计算（AiMC）架构与

格芯 22FDX 技术，新芯片可在模拟域的内存计算硬件上执行深度神经网络计算，帮助低功

耗设备实现边缘推理。同时，这项新技术在隐私保护、安全性和延迟性方面的优势，将会对

从智能扬声器到自动驾驶汽车等各种边缘设备中的 AI 程序产生重大影响。 

从早期的数字计算机时代开始，处理器已经从存储器中分离出来。在内存容量指数级提

升以后，CPU 和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带宽却成为了瓶颈，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冯·诺伊曼瓶

颈。这种限制会掩盖实际的计算时间，特别是在依赖于大型向量矩阵乘法的神经网络中。这

些计算的执行需要数字计算机的精密度，以及大量的能量支持。然而，如果是采用较低精度

的模拟技术执行向量－矩阵乘法，神经网络也可以获得准确的计算结果。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IMEC 及其工业合作伙伴，包括格芯在内，在 IMEC 的工业合作机

器学习计划开发了一种新的体系结构，通过在 SRAM 单元中执行模拟计算消除了冯·诺依曼

瓶颈。由此产生的模拟推理加速器（AnIA）以格芯 22FDX 半导体平台为基础，具有超高的

能效。特性测试显示，AnIA 的功率效率最高可达到 2900 TOPS/W。通常由数据中心的机

https://techxplore.com/news/2020-07-swarm-robotics-applications-pheromone-inse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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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学习驱动的微型传感器及低功耗边缘设备中的模式识别，现在可以在这个节能加速器上进

行本地执行。 

IMEC 机器学习项目主管 Diederik Verkest 表示：“AnIA 的成功流片是验证模拟内存

计算架构的重要一步。参考设计的实现不仅表明 AiMC 在实践中是可能的，且它取得的能

效要比数字加速器好 10 到 100 倍。在 IMEC 的机器学习程序中，我们会对现有的和新兴的

内存设备进行优化，以更好地进行模拟内存计算。目前看来，这些成果具有良好的前景，这

也鼓励我们进一步发展这项技术，朝着 10000 TOPS/W 的目标迈进。” 

格芯计算和有线基础设施产品管理副总裁 Hiren Majmudar 则表示：“一直以来，格罗

方德与 IMEC 都保持着密切合作。此次双方利用 GF 低功耗、高性能的 22FDX 平台成功研

发出新的 AnIA 芯片，也是向业界展示 22FDX 如何降低能源密集型 AI 和机器学习应用能耗

的关键一步。” 

未来，格罗方德将把 AiMC 芯片融合进 22FDX 平台，用于开发 AI 市场的差异化解决

方案。目前，搭载 AiMC 的 22FDX 正在 GF 最先进的 300mm 生产线上进行开发，该生产

线位于德国德累斯顿 1 号工厂。 

来源：SEMI 

超冷原子量子计算与量子模拟领域获重大突破 

科技日报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苑震生等在理论上提出并实验实现原子深度冷

却新机制的基础上，在光晶格中首次实现了 1250 对原子高保真度纠缠态的同步制备，为基

于超冷原子光晶格的规模化量子计算与模拟奠定了基础。近日，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杂志

以“首发”形式在线发布了该研究成果，审稿人给与高度评价。 

量子纠缠是量子计算的核心资源，量子计算的能力将随纠缠比特数目的增长呈指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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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因此，高品质纠缠粒子对的同步制备是实现大规模纠缠态的首要条件。但是，受限于纠

缠对的品质和量子逻辑门的操控精度，目前人们所能制备的最大纠缠态距离实用化的量子计

算和模拟所需的纠缠比特数和保真度还有很大差距。 

光晶格超冷原子比特和超导比特具备良好的可升扩展性和高精度的量子操控性，是最有

可能率先实现规模化量子纠缠的系统。研究团队首次提出了使用交错式晶格结构将处在绝缘

态的冷原子浸泡到超流态中的新制冷机制，通过绝缘态和超流态之间高效率的原子和熵的交

换，使系统中的热量主要以超流态低能激发的形式存储，再用精确的调控手段将超流态移除，

从而获得低熵的完美填充晶格。该实验实现了这一制冷过程，制冷后使系统的熵降低了 65

倍，达到了创纪录的低熵，使得晶格中原子填充率大幅提高到 99.9%以上。在此基础上，

他们开发了两原子比特高速纠缠门，获得了纠缠保真度为 99.3%的 1250 对纠缠原子。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将通过连接多对纠缠原子的方法，制备几十到上百个原子比特的

纠缠态，用以开展单向量子计算和复杂强关联多体系统量子模拟研究。同时，该工作中的新

制冷技术将有助于对超冷费米子系统的深度冷却，使得系统达到模拟高温超导物理机制的苛

刻温区。该研究成果将极大推动量子计算和模拟领域的发展。 

来源：科技日报 

应用案例 

NEC 和日本研究机构将利用人工智能对塑料垃圾进行自动

检测 

NEC 和日本海洋地球科学技术研究所(JAMSTEC)开发了一种使用人工智能(AI)成像识

别技术自动检测海水和沉积物样品中塑料微粒的系统。NEC 称，该系统是利用其快速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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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技术和 JAMESTEC 的方法开发的。JAMESTEC 在样品中使用荧光染料对塑料微粒进行

染色，然后捕捉染色后的塑料微粒的视频。随后，该软件会自动提取视频中出现的每个塑料

微粒的图像数据，并利用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对塑料微粒进行分类，处理速度为每分钟 60 次。 

来源：新浪网 

观点 

潘云鹤：人工智能未来 5 年的最大挑战是基础理论突破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潘云鹤教授领衔的团队日前在《自然》

子刊《机器智能》刊发题为《中国迈向新一代人工智能》文章，全景扫描了中国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2015—2030）形成过程和发展现状，指出大力培养人工智能本土一流人才、

加强学科交叉下人工智能理论突破、规范人工智能伦理以及构建人工智能发展生态是今后中

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挑战。文章认为中国将会通过搭建人工智能生态 （AI 

Ecosystem），赋能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蓝图。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

了五种人工智能的技术形态，即从数据到知识到决策的大数据智能、从处理单一类型媒体数

据到不同模态（视觉、听觉和自然语言等）综合利用的跨媒体智能、从“个体智能”研究到

聚焦群智涌现的群体智能、从追求“机器智能”到迈向人机混合的增强智能、从机器人到智

能自主系统。 

“未来 5 年人工智能的重点是突破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潘云鹤院士介绍，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不仅包括了人工智能有关的科学研究和

技术手段等内容，而且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伦理道德制定提供了指导，以培育人工智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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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目前，在大学、政府和产业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协作创新体系，以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 

人工智能是犹如内燃机一样的“使能”技术，具有赋能其他技术的潜力。“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新一代人工智能将对互联网消费、自动驾驶、智能医疗、智能物联等将有突出的赋

能作用。”潘院士介绍，将来有一天智能物联网设将拥有真正的对话功能，我们的临床诊疗

流程或许会改变，新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不断满足未来的移动需求。“这些‘不可能’都将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深化研究而变成‘可能’。” 

来源：新华社（摘） 

姚期智：AI 理论研究很重要，进步正来自于跨学科领域 

在 202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做了关于人工智能理论

的新方向的报告。 

姚期智认为，现在的 AI 应用来自过去的理论研究，现在做的理论研究在未来某一天会

让我们获得巨大的进步。他在演讲中主要讲述了三点： 

第一，理论很重要。AI 现在面临的挑战，都可以通过理论来分析，这种分析能够让我

们更清楚地知道面临的到底是什么，从而获得一些启迪和启示，找到寻求解决方案的方法。 

 第二，AI 绝对是一个跨学科的行业。有许多例证可以表明，在 AI 方面获得的一些巨

大成果往往是因为一些看似完全不搭界学科之间的合作，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努力，因为没

有其他学科科学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话，AI 方面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发展。 

 第三，一些值得探索的新方向。 

 机器学习和拓扑学之间的联系，拓扑学方面的一些概念、技术和复杂度的理论可以

让我们获得一种 AI 方面新的理论，只看 AI 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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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和隐私之间联系，如让计算的结果不需要去揭秘数据属于谁，甚至不必要

揭秘数据，他认为，其实可以通过密码学实现这个目标，这是 AI 的一个全新领域； 

 可控的超级人工——Super AI，他引用了伯克利大学一位教授的看法，即尽管我

们不知道超级人工智能会不会来，但是我们最好做好准备。 

来源：AI 科技大本营  

其他 

清华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 

6 月 24 日，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成立会议在清华大学主楼举办。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在致辞中表示，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清

华大学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和治理三驾马车的布局和人工智能科研的矩阵初步形成，人工智

能研究从硬到软的光谱也正逐渐呈现。研究院依托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与国际治理方面的已

有积累和跨学科优势，面向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重大理论问题及政策需求开展研究，致力于提

升清华大学在该领域的全球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引领作用。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