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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参考 

五部门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为了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各项业务的重启，供应链领导者应进一步探索开发利用数字 

为加强人工智能领域标准化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促进产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指南》提出，到 2021 年，明确人工智能标准化顶层设计，研究标准体系建设和标准

研制的总体规则；明确标准之间的关系，指导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的有序开展，完成关键通

用技术、关键领域 技术、伦理等 20 项以上重点标准的预研工作。 

《指南》明确，到 2023 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标准体系，重点研制数据、算法、系统、

服务等重点急需标准，并率先在制造、交通、金融、安防、家居、养老、环保、教育、医疗

健康、司法等重点行业和领域进行推进。建设人工智能标准试验验证平台，提供公共服务能

力。 

《指南》：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90/n1146402/c8048502/content.html 

来源：工信部/人民网 

法加德等 15 国成立“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 

法国外交部网站 6 月 16 日报道，因国际合作对于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并为使

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90/n1146402/c804850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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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国民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的便利，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

国等 15 个国家正式成立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 

该组织将重点关注 4 个领域的发展，包括：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数据管理、对将来

就业的影响、创新和商业化。专家们还将探讨“人工智能”应对和战胜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方

式和潜在贡献。该组织的秘书处将设在国际经合组织，同时在巴黎和蒙特利尔建立 2 个技

术中心，加拿大将在 2020 年 12 月主办该组织第一届年度会议。 

这个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加拿大成为法国数字外交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两国在 2018 年

6 月提出“人工智能宣言”2 年后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来源：科技部 

科研进展 

麻省理工大学研发定向梦境孵化设备，可潜入大脑、控制梦

境！ 

近日，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 Adam Haar Horowitz 领导的一个科研团队发表最

新成果，详细阐述了一种“定向梦境孵化”的方法（TDI），并研发出配套的可穿戴设备，

成功地在人们进入睡眠后操纵其梦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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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大脑，操纵梦境内容 

在《盗梦空间》中，人们的梦境共被分为 5 层，而盗梦者们每进入一层梦境，时间流

逝的速度就减缓 12 倍。巧合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睡眠也通常被分为 5 个阶段。

其中，hypnagogia 被称为催眠状态，而 REM sleep 则是熟睡状态。 

 

催眠状态与熟睡状态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大脑都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但在催眠阶

段时，人们处于从清醒到入睡（或反过来）的过程中，能够听到并处理音频信息。在这种状

态下，大脑特别容易接受对梦的暗示。 

因此，该团队就利用这一特点，研究出一种名为 Dormio 的可穿戴设备。该设备形似

手套，装有传感器，可以轻松地戴在手上。当一个人戴着 Dormio 设备入睡时，设备将通

过一个与之相联的 app 向入睡者播放音频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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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中，MIT 媒体实验室的 Fluid Interfaces 研究小组首先使用该设备，向 49 名

参与者播放音频线索，例如“请记住，在梦中想起一棵树”。 

而后，Dormio 自带的传感器会寻找表明该人已进入催眠阶段的生理数据，一旦发现

受试者进入睡眠，系统就会短暂地唤醒他们。并促使他们说出自己的梦境内容，记录下来。 

最后，在短暂的中断之后，受试者会再次进入睡眠状态，但只是短暂睡一会儿就被唤醒。

这样一来，受试者就会经历一系列反复的做梦，醒来和做记录的流程。而所有这些环节都围

绕着对梦的引导作用（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解释说：“有针对性的梦境引导是一种在睡眠过程中重新激活某些记

忆的方法，其方式是将特定的记忆或相关的记忆整合到睡眠者的梦中。” 

黑进梦境，有什么发现？ 

令人惊奇的是，通过分析所有受试者的梦境记录，研究人员发现，当 Dormio 在催眠

阶段提示参与者“想起一棵树”时，后续的梦境报告显示，约有 67％ 的人说他们确实梦

到了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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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参与者在醒来后说：“我确实梦到了一棵树。我和某个人一起顺着树根往前走，树

根将我带到了不同的地方……我甚至能听到树根有力的脉搏声。” 

 

而相比之下，对照组的梦境报告则几乎没有提及树木。这表明，Dormio 发出的音频

线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的梦境，从而达到控制做梦内容的目的。 

研究人员说，除了帮助塑造人们的梦境外，他们的 Dormio 设备和 TDI 方法还可以

用于基于睡眠的记忆巩固技术，或通过促使人们有意识地清晰地回想起来梦境，作为帮助提

高创造力的工具。 

Haar Horowitz 说：“梦到一些特定的主题，似乎会赋予睡眠一些好处，例如提高与该

主题相关的创造力。” 

创造性梦境研究的未来 

事实上，该团队早于 2018 年就开始了有关人类梦境的研究。当时，该团队仅在 6 个

人中进行首次实验，展示了梦境孵化和对创造力的增强。而后，多位科学家开始与该团队接

触，表示有兴趣复制这一梦境控制研究。 

其他许多大学也已经开始了有关 Dormio 的研究，包括哈佛大学、杜克大学、波士顿

学院、罗切斯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现在，研究团队还构建了增强型 Dormio 设备，以及更加全面的分析平台、流媒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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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用于音频捕获和流传输的 iOS 应用程序、Web 应用程序等。这些移动和在线平台都

将允许通过多种开源技术来共享 TDI 方法。 

团队成员 Pattie Maes 说：“迄今为止，大多数睡眠和梦境研究的开展仅限于大学实

验室，这对研究人员和参与者而言既昂贵又麻烦。而我们的研究小组，开创了用于研究睡眠

和与梦想联系的、新的、成本低的技术，从而为开展更多的研究以及在自然环境中进行这些

实验提供机会。” 

除了使科学家受益之外，这项工作还可能带来新的商业技术，例如对影响入睡、睡眠质

量、基于睡眠的记忆巩固和学习的干预措施。 

目前，虽然原型系统仍在完善中，但实验结果表明它确实可以成功地影响做梦内容，并

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记录梦的内容。未来，这一研究也拓宽了梦如何影响情绪、创造力、记

忆力和其他方面的研究途径。 

参考资料：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053810020300416?vi

a%3Dihub 

http://news.mit.edu/2020/targeted-dream-incubation-dormio-mit-media-lab-

0721 

https://www.sciencealert.com/new-dream-incubation-device-from-mit-can-m

anipulate-the-content-of-people-s-dreams 

https://interestingengineering.com/new-wearable-device-might-upgrade-hu

man-dreams-increase-creativity 

来源：学术头条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053810020300416?via%3Dihub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053810020300416?via%3Dihub
http://news.mit.edu/2020/targeted-dream-incubation-dormio-mit-media-lab-0721
http://news.mit.edu/2020/targeted-dream-incubation-dormio-mit-media-lab-0721
https://www.sciencealert.com/new-dream-incubation-device-from-mit-can-manipulate-the-content-of-people-s-dreams
https://www.sciencealert.com/new-dream-incubation-device-from-mit-can-manipulate-the-content-of-people-s-dreams
https://interestingengineering.com/new-wearable-device-might-upgrade-human-dreams-increase-creativity
https://interestingengineering.com/new-wearable-device-might-upgrade-human-dreams-increase-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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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全脑尺度上测量大脑的长距离连接组绘制 

近日，Cell 杂志在线发表了一篇最新论文，利用 DNA 条形码（DNA barcodes）和高

通量测序技术来解决全脑尺度长距离连接组绘制问题。文章题目为“BRICseq bridges 

brain-wide interregional connectivity to neural activity and gene expression in 

single animals”。 

冷泉港实验室研究人员使用大量独特且多样的核酸条形码来标记并追踪单个神经元的

长距离投射，将其称之为 BRICseq 技术。相比于传统技术中可被使用并准确检测的颜色数

目的局限性，核酸分子不仅仅具有理论上无穷的多样性，并且可以被高通量、高可靠性的测

序技术而检测，从而极大的提高了长距离连接组的测绘通量。 

此外，BRICseq 与其它全脑尺度测量基因表达组、大脑活动的实验技术和行为学实验

的结合，将使得实验者对单个动物个体的基因表达、连接模式、神经活动和行为特点进行系

统性和整合性的研究，从而深入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原理的探索。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0.05.029 

来源：科技部 

首次在突触水平观察大脑一生的变化 

近日，国际著名期刊 Science 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A brain-wide atlas of synapses 

across the mouse”的论文。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转基因小鼠通过组织切

片荧光显像和基因测序技术在单突触层面全景展现了小鼠一生中整个大脑突触结构和功能

的变化。 

突触是构成神经环路活动的基本单元，是神经元之间进行功能连接的关键部位。突触的

功能直接影响到大脑的认知和产生的行为。与儿童行为发育异常、成人精神障碍、神经退行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0.0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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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变等多种脑部疾病密切相关。 

研究人员首先构建了能够同时表达融合荧光标记突触后蛋白 PSD95 和 SAP102 的转基

因小鼠，利用转盘式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单个突触分辨率下 PSD95 和 SAP102 表达情况，并

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将突触分为 3 大类，37 个亚型。其次，通过动态追踪出生到成年全

脑 12 个脑区突触的数量和类型变化，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突触逐渐增多并且呈现明显的多

样性，在大脑皮层、皮层下以及海马区域尤为显著，各脑区之间突触类型也有差异明显。最

后，研究人员将目光聚焦到和认知、记忆、空间感知功能密切相关的海马上，发现 PSD95

和 SAP102 的表达在 CA1 锥体神经元上存在明显时空分布差别，并且在海马不同区域之间

也呈现动态变化，认为与学习记忆能力的改变密切相关。 

论文的作者指出这些发现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大脑在认知、记忆和行为异常中是如何变化

的，为揭示大脑发育、衰老和疾病提供了新的工具。 

来源：科技部 

美国芝加哥大学开发出对抗面部识别软件的 AI 工具 

近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名为“Fawkes”的 AI 工具，可妨碍面部识

别软件的正常工作。该工具可对照片细节进行人眼难以分辨的修改，从而“欺骗”面部识别

工具，使其不能正确识别用户身份。据了解，这套工具甚至骗过了 Facebook、微软、亚马

逊和 Megvii 的人脸识别系统。 

此前，美国 Clearview 公司被曝非法采集网络中的照片用于面部识别搜索，引发较大

争议。Fawkes 工具旨在对抗类似的行为，保护网络用户隐私。用户可在上传个人照片至网

络前使用 Fawkes 工具修改照片，以抵御非法搜索对隐私的侵害。 

来源：全球技术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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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团队使用反射光波构建三维图像 

据 Science 杂志官网 8 月 4 日消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意大利米兰理工学院和荷兰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联合团队提出一种使用反射光波构建三维图像的方法。研究人员使用均匀

的光线照亮被测场景，并使用时间精度达到 0.25 纳秒的单光子探测器进行记录。通过精准

测算反射光进入探测器的时间，可确定场景中每个物体与探测器间的相对位置，由此可构建

场景的三维图像。在加入机器学习工具并进行训练后，成像清晰度进一步得到提高。这种快

速的成像方法有望应用于自动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场景。 

来源：全球技术地图 

只要 6 秒 AI 人工智能只要听声音就能描绘你的长相 

近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用一个由数百万个影片剪辑而成的数据集，对一个名为

Speech2Face 的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自我训练，而这款网络的运作大概分成两部分，一个是

语音编码器，主要负责对输入的语音来进行分析，并预测出相关的脸部特征;另一个则是脸

部解码器，主要对输入的脸部特征来进行整合并产生图像。从最终结果来看，仅用了 6 秒，

就能靠着声音来还原人脸，效果上是令人满意的。 

该研究团队表示，他们的目的并非为了准确还原说话者的模样，Speech2Face 模型主

要是为了研究语音与相貌之间的关联性。目前 Speech2Face 已经可以识别出性别，而对于

白种人与亚洲人也能轻易分辨，在年纪部分从 30、40、70 岁的年龄段声音命中率会比较高

一点。 

除了基础的性别、年纪与种族外，Speech2Face 还可以猜中一些脸部特征，像是鼻子

结构、嘴唇厚度与形状、咬合等情况，也可以猜出大概的脸部骨架，基本上声音输入的时间

越长，这款 AI 的准确率就越高;不过研究人员也坦言，AI 的听觉也会有错，这款 AI 会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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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历变声期的小男生当作女性、对说话者的口音也会有判断错误的时候、甚至搞错年龄等。

研究人员表示，Speech2Face 之所以会有局限性，部分原因是因为数据集中的说话者，本

身种族多样性不够丰富，所以让它在辨认不同种族人士声音这样的能力上是比较弱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项技术背后所隐藏的隐私与歧视等问题，令人担忧;他们认为虽然这

是纯粹的学术调查，但脸部信息的潜在敏感性，是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当中的道德因素，应该

要对此进行严谨的技术测试，并确保实际数据可以代表预期中的用户群。 

来源：51CTO 

日本团队成功开发三维 AI 芯片 

据《日刊工业新闻》报道，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的小林正治副教授团队成功开发新

型人工智能芯片。 

一直以来，深度学习的系统都是由多层神经网络构成，并通过大量数据进行学习，但由

于深度学习效率受限于处理器和存储器之间数据的传输能力，所以人们一直期待能够开发出

具备内存内计算(In-Memory Computing)功能的存储器硬件。然而，二维结构的内存阵列

在计算速度和功耗方面存在缺陷，使并行计算的效率无法提高。 

该研究团队将极薄的铟镓锌氧化物半导体(IGZO)晶体管和电阻转变型非易失性存储器

进行三维集成，成功地在一个芯片上形成了能够完成学习功能、模拟大脑构成的多层神经网

络。其制造工艺的温度要求与普通集成电路温度一样。这种芯片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完成深度

学习运算，不仅在云空间，而且在手机等终端上也可以实现先进的 AI 运算。 

该成果发表于半导体技术和电路国际会议“VLSI 技术研讨会”。 

来源：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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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研究人员创造出带有软抓手的机器人 可轻松维护

电缆 

对人类来说，最具挑战性的东西之一是绳子、电线或电缆等物品。这些薄而灵活的物体

对于机器人来说更是难以驾驭，大多数机器人抓手根本无法处理它们。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

人员现在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机器人抓手，能够更近距离地模仿人类处理这类柔性物体的方

式。 

该系统使用一对带有高分辨率触觉传感器的软性机器人抓手，来操纵自由移动的电缆。

该团队打造了一个双指夹持器，它重量轻、移动快，可以实时调整力道和位置。在每个抓手

的顶端都有一个基于视觉的(GelSight)传感器，该传感器由软橡胶制成，并嵌入了摄像头。 

抓手安装在机械臂上，机械臂作为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能够移动。GelSight 传感器用

于估计手指间电缆的位置，并测量电缆滑动的摩擦力。该系统具有双控制器，并行运行，其

中一个控制器可调节抓握力度，另一个控制器可调整抓手位置，以保持电缆被牢牢抓住。 

该抓手能够可靠地从随机的抓握位置开始跟踪 USB 电缆，并与第二个抓手结合，能够

像人一样 "手把手 "地移动电缆，找到电缆的末端。该抓手还能够适应不同材质和厚度的线

缆。机器人能够完成人类将耳塞插入手机时的常规动作。机器人从自由浮动的耳塞线缆开始，

当感觉到插头接触到手指时，能够滑动线缆双指停止，并调整插头将插头插入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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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科技网 

研究报告 

兰德公司：中美人工智能战略比较——保持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的竞争优势 

一、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武装冲突中作为重要的力量倍增器。事实上，中国已经

将人工智能视为增强国家竞争力、保卫国家安全的关键，并且提出了以大量投资为基础、全

社会共同实施的国家人工智能计划。该计划设定了一系列里程碑目标，要在 2030 年使中国

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如果该计划成功，中国将超越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优势地位。 

在发展人工智能以及反击中国侵略性地寻求技术优势的挑战方面，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

国防部和美国空军，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姿态、能力的发展选项。美国政府应当在人工智能

的许多方面加快投资和政策实施，为人工智能在美国商业、学术和政府部门中的发展提供支

持和保护，要确保美国空军掌握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军事人工智能前沿技术。 

二、 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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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可行的国家战略必须有清晰的目标、合适的资源、适当的机制和方法、处在有能力

的领导指引之下。 

中国 

1、领导和目标 

中国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命令下制定出来的。习近平将人工智能

视为最高优先事项。在领导体系的顶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

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总体计划和协调。中国人工智能战略的首要目标是建立和维持一

个国家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在三个时间阶段实现智慧经济、智慧社会和强大国防：（1）到

2020 年中国追赶上人工智能世界领导者，（2）到 2025 年中国实现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的重

大突破，（3）到 2030 年中国进入世界领先水平。 

2、机制、方法和资源 

中国的战略有三个关键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央层面的规划：2017 年 7 月启动的中

国人工智能战略，是整个国家体制（包括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国家）广泛参与的一场运动。

该战略要求大范围的官僚机构协调，包括党-政-军三方协调，以及人工智能的科研-军方-商

业三方面协调。实现战略有 6 个明确的方法：国内人工智能研发；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

国际投资；并购收购；国内和国际招募科技人才等。该战略寻求广泛利用各种资源，如大量

用户数据、巨大财政投入、足够多的硬件、全国的研发基础设施，以及活跃的商业群体。 

美国 

1、领导和目标 

2018 年 5 月，白宫发布了一个资料单，勾画了政府范围内高优先级的人工智能项目。

《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建立了关于人工智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标和职

责是提出必要的方法和途径，促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相关技术的发展，全方位地满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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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安全和国防的需要，为国家配备应对国家安全需要（包括经济风险、国防需要以及其

他委员会界定的安全风险）的手段。 

情报界和国防部最近为商业部门召开了行业主题日，表达了它们对于商业界的特殊需要

和需要填补的技术空白。情报部门和军方都在努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行动之中，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获得战略优势地位，例如，情报界提出了《以机器增强情报》计划，国防部建立了“联

合人工智能中心”。 

2018 年 9 月，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宣布启动 20 亿美元，开发下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为超过 20 个项目提供支持，旨在探索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推进第二代人工

智能技术进入语境推理能力阶段。 

2、机制、方法和资源 

2020 年初，“国家网络、信息技术、研究与发展协调办公室”在多个信息技术项目领

域启动了研发资金，包括智能机器人和自主系统。 

2016 年 5 月，奥巴马政府呼吁提升政府对人工智能的使用，以提高对美国人民的政务

效率。他建议联邦政府探索在工作中使用人工智能提升工作能力。目前还不清楚奥巴马的建

议是否在特朗普政府得到实施。由于特朗普政府未能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源而被批

评，2019 年初他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加速人工智能发展。许多政府机构也启动了自己的项

目，旨在开发新的人工智能应用。为了维持美国在该领域的领先，DARPA 启动了《电子复

兴计划》，旨在开发新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被私营企业商业化。2018 年，美国政府建立

联合人工智能中心，具备预算和授权，可以为人工智能发展设定限制、监督机制和伦理边界。

国防部从 2017 年起举办了年度人工智能行业日，聚集私营企业和军方官员，共同探讨人工

智能在军事领域的解决方案。 

2018 年 7 月，DARPA 发布《人工智能探索》项目。该项目包括一系列高风险、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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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计划，研究人员将在 18 个月时间内建立具有灵活性的新型人工智能理念。该项目是

DARPA 多年投资超过 20 亿美元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战略的关键部分。此前，美国国家人工

智能战略是指 2016 年 10 月由奥巴马政府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

与发展战略计划》。2019 年 2 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其人工智能战略《第 13859 号行政令》。 

国防部对人工智能研发的支持，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在历史上，这些支持扮

演着重要的作用。然后，国防部对人工智能的支持并不总是如此坚定，它也曾经因为预期与

现实的巨大落差而撤出该领域。这种撤离是错误的，然而目前国防部对于人工智能的行动计

划正在重蹈历史的覆辙。 

三、 两国人工智能战略比较 

国家人工智能计划比较 

两国都提出了极具雄心的人工智能战略。其中，中国在领导力以及全国动员方面更加厉

害，可以集中大量资源、集中力量实现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目标。 

中国和美国谁能实现目标，取决于中国能否抓住其先发优势，以及美国能否利用好其现

有的世界领先地位。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克服两个挑战：（1）建立和维持政府官僚机构、商

业部门、学术界的协调水平。中国在这方面稍占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商业部门的活力。但美

国在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军事方面更占优势。（2）保持聚焦。人工智能技术是分散的，目

前没有关于人工智能的确切定义，集中所有的科研和衡量进度都是困难的。中国可以克服这

一挑战，因为中国至少已经确立了人工智能的优先领域。美国可以在基础研究领域克服这一

挑战，因为美国政府具备承担可持续基础研究工作的历史传统。 

文化比较 

整体而言，在实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时，文化因素是美国得以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1）

在一个以结果为导向、高度信任的社会环境下，实施人工智能战略更加顺利。（2）美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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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将人工智能投入军事应用，人工智能更简单地融入美国军队容纳风险的文化，即倾向于

指挥下级，而非控制下级。（3）在科学家和技术研究人员当中，美国的研发文化鼓励创新，

但中国的文化倾向于遏制本能和创新。（4）美国的研发体制具备更清晰的认证、验证、测

试和评估（VVT&E）流程，而中国没有这样的流程。（5）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具有巨大的

财力支持，但却受制于中国社会流行的贪污腐败文化。虽然美国的资金较少，但严格监管和

财政监督意味着财力更不容易被浪费。 

结构比较 

整体而言，结构因素方面无法看出哪个国家更胜一筹。在实施人工智能战略时，中国高

度集中化的体制可能更有优势，但这又受制于中国严重的官僚烟囱效应。尽管美国的政治相

对去中心化，但一个跨机构协调体系可以帮助其抵消中国在这方面优势。 

在军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有具备一定的优势。军民融合备受关注，但解放军保守主义

的官僚体制是军民融合有效性的阻碍。而虽然一些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试图以伦理为由，通

过拒绝合作的方式，阻止美国政府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但许多其他公司仍热切希望获

得国防或政府合同。 

在数据方面，中国也看起来具备优势。中国几乎没有法律或伦理上的数据共享障碍，但

一个弥漫隐秘文化的体制抵消了这种优势。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的社会，烟囱林立是中国官僚

机构的一个严重问题，因此在中国共享信息和数据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而美国也有

着著名的法律和伦理障碍，阻止数据的广泛共享。 

未来举措 

在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着突出的文化和结构性阻碍。然而，最高领导层意识到了这些阻

碍，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克服这些障碍。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 2015 年启动的国防体系组织

改革，形成适合创新的文化和结构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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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的文化和结构也是其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挑战，但这些因素在更大程度上也是

美国的优势。对美国而言，可以利用冷战期间建立的国家安全相关科学研究体制，如国家实

验室网络，形成新的前沿商业人工智能行业结构。 

四、 对策建议 

通过制定人工智能路线图进行预期管理 

为了帮助美国空军（USAF）实现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建议其建立前瞻性的人工智能路

线图。该路线图应当包括三个阶段：近期（1-2 年），中期（3-5 年），长期（6-10 年）。 

（1）包含一个详细的、有重点的，在每个阶段都可以实现的应用清单。 

（2）对每个应用，明确其行动需求。 

（3）对每个应用，提供一个向行动过渡的计划，包括测试和评估。 

（4）对每个应用，列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不足，在未来需要将其开发成熟。 

（5）对每个不足之处，提出可能的建议举措，解释它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6）对每个不足之处，提出研发需求，作为发起提案的基础。 

（7）对每个应用，提供一个关于将其开发成熟所需总成本的初步数量级评估。 

在国防部控制下建立工程通道 

为建立和维持人工智能开发应用的竞争优势，美国空军和国防部需要大量经过高级培训

的工程师。国防部工程师需要持续工作，并且与国防部项目经理、操作人员紧密合作，需要

充分的数据，以便： 

（1）分析需求。 

（2）为人工智能战争行动理念开发出设计、测试、评估技能。 

（3）策划国防部专用的人工智能系统。 

（4）对从实验室到野战部队的国防部人工智能系统开展认证、验证、测试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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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T&E）。 

为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和定制认证、验证、测试与评估技术 

1、认证和验证 

认证（Verification）和验证（Validation）是指集中评估一个人工智能系统质量的两

种途径，前者是指满足质量规格，后者是指满足既定用途。在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过程中，

可能出错的地方包括： 

（1）避免副作用（side effect）。人工智能系统在追逐其目标时，可能是思维简单的，

有时候在其他领域引发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这类问题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仔细、细微差别的

目标函数来解决。 

（2）避免“奖励黑客行为”（reward hacking）。人工智能系统有时候存在实现其目标

函数的快捷方法，这可能产生无用或不符合初衷的行为（即奖励黑客行为）。与避免副作用

类似，这类问题也可以通过适当地界定一个目标函数来解决。 

（3）可伸缩监督（scalable supervision）。过于简单的目标函数可能导致消极的副作

用或者“奖励黑客行为”，这些目标函数过于复杂或者需要过长的时间去评估，这使得人工

智能系统的评估行动过程陷入困难。 

（4）安全探索。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尝试和错误来学习，它应当被阻止尝试危险事情。

对于扫地机器人而言，应当指示其在试验新的清扫技能时，不要在电子设备附近使用湿拖把。 

（5）分布转型的鲁棒性（Robustness to distributional shift）。如果人工智能系统遇

到的现实世界信息或环境与其训练中遇到的数据和环境不同，它的行为可能不是最优或者甚

至是破坏性的。当现实世界可能与训练环境存在统计性差别时，设计人员应当小心谨慎。 

2、测试和评估 

有效的测试和评估系统是给予美国军方人员对人工智能系统必要信心的关键。然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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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防部的测试和评估系统并未有效地被用于证明自动化系统的可靠性：（1）随着时间推

移，机器学习系统改变其行为，当前的国防部测试和评估流程并未设计用来应对这些新出现

的行为。（2）国防部的测试类别并未用于反映大规模复杂性、开放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

自动化平台所处的对抗性环境。（3）当前的政策将操作人员表现和系统分开考虑，而未评

估其能力是否满足其共同的目标。（4）国防部认证和验证集中于在开发的最终阶段广泛评

估整个系统，而未评估开发过程中的组件部分。（5）当前的测试评估流程严重依赖旧平台

的评估，给自动系统造成前所未有的问题。 

为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新行动概念建立发展、测试、评估流程 

1、战争游戏和行动理念 

历史上，决定性的军事创新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能够将新技术进行整合，并且明确技

术将被如何用于战场的组织更容易成功。因为大多数人工智能背后的基础技术对于美国和中

国而言都是可得到的，并且因为两个国家都在同步形成相似的新型组织结构，美国必须制定

更高级的行动理念，保持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决定性优势。 

开发此类理念的一个途径是分析性（analytical）的战争游戏。在过去，此类游戏帮助

美国军队提出新的行动理念和学说，使美国将新的技术变为军事上的决定性优势，例如航空

运输机和核武器。最佳的理念又可以被提炼出来，成为评审空军参谋人员的学说白皮书，并

且在野战实验中开展进一步评估。 

2、整合进入多域行动 

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开发了多域行动（MDO）理念，以有效地应对在所有 6 大域（天

空、陆地、海洋、太空、电磁、网络）给美国军队带来新威胁的对手，应对可能对美国部队

发动远距离袭击的对手，应对可能在灰色地带开展行动的对手。这一理念要求美国部队建立

新的能力，包括在与敌人在灰色地带竞争，以及应对灰色地带冲突升级的准备，以及通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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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战区足够供应、快速向该地区投送部队的部队姿态（force posture）调整行动。MDO

假设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弹性的能力，当被敌军包围并且面临对抗性的空战环境以及在不同域

启动协同行动时，能够在任何域利用窗口优势影响其他域。 

3、一些为多域行动提出的人工智能使能的空军战术理念 

为了有效地响应新的威胁环境，MDO 为美国联合部队假设了 4 个关键的理念：竞争、

部队姿态调整、弹性、交叉能力。相应地，美国空军可以通过使用 4 个由新的人工智能驱

动的自动系统的战术理念，对 MDO 作出新的重大贡献。这每一个战术理念都是符合 MDO

信条的。 

第一个战术理念是智能情报、监视和侦察（ISR）数据处理，支撑“竞争”信条。情报

和监视理念可以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算法，从 ISR 资产（图像和信号情报）中得到的数据进

行筛选。新兴的、在从过去主要的冲突爆发数据上建立的人工智能早期预警算法将能够比人

类分析师更早地发出预警信号。 

第二个战术理念是人工智能驱动指挥与控制，支撑“部队姿态调整”信条。这一战术理

念将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指挥与控制和后勤系统，与美国空军作战中队投入战区的行动快速

协同。 

第三个战术理念是自动武器盾牌，支撑“弹性”信条。这一理念涉及使用美国空军无人

操作、自动化的巡航平台提供基本的近空支持。 

第四个战术理念是人工智能优化，这是一个面向指挥与控制的概念，支撑“交叉能力”

信条。这一理念将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动态任务计划软件，完成当前战役阶段。 

4、通过野战实践测试新理念 

最近公开的国防出版报告暗示美国陆军已经确定了在野战实践中测试 MDO 理念的最

佳方式。这些测试将避开狭隘的“概念验证”实践，狭隘的测试即在特别训练的测试单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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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非将试验性的 MDO 信条融入常规单位的常规训练以考察这些信条是否切实可行。

这些方式在陆军实施开来，美国空军也应当改变传统的“概念验证”方式，测试新的人工智

能驱动的战术理念，争取在未来某一天将这些理念嵌入 MDO。 

新的战术理念有赖于通过正在研发阶段的人工智能系统和软件发挥高水平的性能。这些

理念也有赖于任何层级的空军人员尚未使用过的新型战术、技能和流程。为了在野战实践中

测试这些理念，美国空军单位最好接受特别的关于新的人工智能战术、技能和流程以及系统

的训练，以便在常规训练之外开展特定的、高级定制的“概念验证”试验。 

来源：赛博研究院  

观点 

科大讯飞轮值总裁胡郁：实现 AI 的 3 个法宝和最大挑战 

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 CCF-GAIR 2020 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上，科大讯飞联合

创始人、轮值总裁胡郁博士带来了题为《人工智能的颠覆式创新和典型应用》的重磅演讲。  

胡郁主要提到，在感知智能和运动智能方面，目前，人类、机器和动物都处于并列齐驱

的水平，而认知智能现在是人类独有而动物和机器做得不太好的地方，也是人工智能最大的

挑战。从现在的研究方向也可以看到，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关系到认知智能最核心的

方面，深度神经网络并没有给出更大的解决方案。  

他认为，2010 年科大讯飞做免费的“讯飞语音输入法”时，实际上解决的是鸡生蛋和

蛋生鸡的问题，因为没有好的数据就没有好的系统，没有好的系统就没有人会用这个数据，

数据没有被用到，就进入恶性循环。  

讯飞输入法是遵循“涟漪效应”往前走的，早期用户在输入法效果非常差的时候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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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早期用户有一些并不是真正使用这个输入法，很多时候只是觉得好玩）。在早期用户

不断给系统贡献数据时，系统数据就会不断的提高。随着波纹越来越多，系统误差就越来越

小，就像水波纹的振幅一样。当收集到几千万人的数据时，这时候系统性能已经提高到了

90%甚至是 95%以上。  

胡郁提到，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都有不同的人机交互方式，比如网页、APP 小

程序，而今天进入到万物互联的 AIoT 时代时，基于视觉呈现的语音交互系统会被普遍需要。  

演讲后，胡郁接受雷锋网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机交互将在未来改变人和机器之间的关

系，改变流量的入口。在行业方面，越来越多专家系统会起到供应侧改革的威力，因为现在

这里面的专家太稀缺了。  

最后他表示，在如今的大环境下，自立更生自主创新才是王道，科大讯飞没有拿来主义，

最好的应对行业环境突变的方式，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以下为胡郁在现场的演讲全文：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很多人说自己做人工智能，但是人工智能要有自己的定义，从 2013 年开始，我们就在

研究人工智能到底应该往什么方向去发展，到底人工智能真正的瓶颈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推

出了对人工智能的分类方法，这个分类方法是怎么分类的呢？  

1 人类的认知革命：感知智能和运动智能  

先看看计算机。计算机被人类发明出现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填补人类在计算和存储方面

的劣势。人类和动物的祖先在非洲大草原生存下来，算算数和记东西，人类大脑在进化过程

当中的能力比较差。  

1946 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被发明，主要就是在运算上远远超过人类；然后，随着

计算机能力的不断提升，1993 年，计算机就战胜了当时的跳棋冠军；2016 年，Alph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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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了围棋高手。  

但是，这是不是人工智能在所有方面超越人类呢？不是这样。在大规模运算性任务上，

人工智能的运算智能这一项已经超越了人类。  

 

人和动物在非洲大草原竞争的时候，能够使他们生存下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定义为

感知智能和运动智能。  

感知智能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着人工智能第三次浪潮，特别是深度学习以来，

在语音等方面追赶得非常快，感知智能方面还可以利用人没有的传感器，比如激光、无线电

波、红外线。  

运动智能方面，在几十年的发展下，有了很好的进步。图为德国的乒乓球运动员波尔和

库卡（CUKA）机器人，当运动员打出不是那么常规球时，机器人就不知道怎么接了。  

总而言之，在感知智能和运动智能方面，人类、机器和动物都处于并列齐驱的水平。  

2 人类的独特智能：语言究竟有什么魅力？  

人类有什么独特的智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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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最近几年以色列年轻历史学家写的《人类简史》，提到了人类的发展过程。他们发

现人类在世界各地两三百万年来都有不同的猿人出现，他们都会用火和工具。  

但是，基因考古学告诉大家，现在的人类基因只和非洲智能基因是一样的，也就是说，

其他的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世上所有人祖先都是非洲猿人。  

为什么非洲猿人有这样的优势，把其他猿人灭种了呢？他们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就是非洲智人最早通过基因突变掌握了当时猿人和动物都不掌握的技能——语言。语言可

以更好描述周围的世界，同时，语言能更好地八卦。  

其实“八卦”是人类社会形成更大社群的一个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级的灵长

类动物，一个群只有 50 头，超过 50 头必须分家，但是智人可以组织超千人的团队，这样

就更有优势。  

考古学家把人类的重大的进步定义为人类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两次科学革命和技术

革命之前的认知革命。认知智能包括：语言理解、知识学习和复杂的决策。认知智能现在是

人类独有而动物和机器做得不太好的地方。  

3 实现 AI 的 3 大法宝，详解讯飞的“涟漪效应”  

从人工智能擅长到人类擅长的，我认为，现在的研究方向也可以看到，自然语言处理、

知识图谱等关系到认知智能最核心的方面，深度神经网络并没有给出更大的解决方案。包括

周志华教授在前面演讲中提到最近的 GPT3，在认知智能方面还没有完全取得突破。  

现在研究人工智能道路是什么呢？各种人员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随着机器对人类大脑逐步的了解，他们从大脑学习的东西会加强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的

研究。但是，为什么说现在人工智能研究在产业界，特别是在大公司里面相对研究院更有优

势呢？我们来看看。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需要算法、算力和数据，但是，有一条大家不要忽略了，就是数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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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而来的呢？  

 

原来在实验室里面去收集数据，我觉得是非常难的过程，同时也有假数据，并不能真正

训练出来。在建立过程当中，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涟漪效应。  

2010 年之前，我们没有中文系统识别人类语言。2010 年，科大讯飞当时做了重要的

决定，就是做免费的语音输入法“迅飞语音输入法”，这就解决了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

没有好的数据就没有好的系统，没有好的系统就没有人会用这个数据，数据没有被用到，就

进入恶性循环。  

我们发现了涟漪效应。  

水滴滴到水面过程当中，水面同时泛起波纹吗？不是的，是一点点往外传播的。把水面

看成所有的用户，水滴看成人工智能的技术，当这个技术被人类使用时，它是一点点扩散的，

人越来越多使用。  

前面有些人使用了早期的输入法，那时候的输入法效果非常差，但是他们贡献了数据，

而且他们并不是真正使用这个输入法，很多时候只是觉得好玩，他们是一些早期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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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用户不断给系统贡献数据时，系统数据就会不断的提高。随着波纹越来越多，系

统误差就越来越小，就像水波纹的振幅一样。当收集到几千万人的数据时，这时候系统性能

已经提高到了 90%甚至是 95%以上，这样对于剩下所有人，他们用到就是达到人类设计需

求的系统。  

4“讯飞超脑计划”与“讯飞开放平台”  

涟漪效应对于人工智能在当前工业化时代正常应用，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很多的系统都

是参照这样的方法，用机器自动学习的方法来实现突破的。 

在这种情况下，2014 年，科大讯飞提出了“迅飞超脑计划”，从感知智能到认知智能

的突破。这是“讯飞超脑计划”整体的方案，下面是感知智能，包括看到、阅读和听到；上

面认知智能包括思考和表达。  

在过去 3 年中，我们投入了非常多精力在核心技术研究。科大讯飞研究院有超过 1500

人，我们研究领域包括语音、图像、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等多个方向，在过去 3 年，

超过获得将近 30 项左右的最高水平国际赛事冠军。  

同时，我们还将所有的核心技术通过云计算的方式开源到网络上去，现在通过科大讯飞

的人工智能云平台，有 138.9 万的平台开发伙伴利用我们的技术在开发，而开发的产品的

数量达到了 86.7 万，开放能力包括 277 项，有超过 29 亿累计的设备连接到云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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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认知智能是基于语音和语言的，国内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语音及语言信

息处理的实验室，和国内认知智能实验室，都是在科大讯飞。同时，获得国家颁布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平台的称号，就包括了科大讯飞和 BAT。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有两大方面： 

 交互智能。人工智能应用的交互智能，就是让机器像人一样自然的交互，这里面用

到视觉、语音和传感器的技术，各种各样的东西。交互智能，没有上过学的人都可

以做到，你到伦敦街头找一个乞丐，给他 5 英镑，让他买一包烟，这个乞丐会完

整无误的执行你的命令，但是他是不懂和不识字的。这种交互智能引起人和机器之

前的革命。 

 专家系统。人类有了文字之后，在很多行业形成了大量的知识，在行业里面最稀缺

的资源就是专家，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检察官和最好的法官，他们都

是稀缺资源。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学到他们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最后帮

助大众。  

5 人机交互的历史：互联网、移动互联网、AIoT 3 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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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人机交互的发展历史。  

在互联网时代，怎么人机交互？通过 Windows。如果消费者获得汽车厂商、家电厂商

的信息，就通过图形交互界面来浏览网站。那时候每个消费品公司都要做网站，消费者通过

PC 机访问这些网站。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人机交互方式变成了触摸交互，而消费者都会通过

智能手机去访问 APP、公众号、服务号、抖音号、大 V 等等。 

我的问题是，在当前的智能物联网时代，消费者是通过什么样的设备在访问什么样的系

统呢？  

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环境下，语音交互作为主流交互的方式正越来越多地出现，比如说

电视大屏、车载屏、智能玩具机器人、智能音箱、智能耳机，甚至是手机小秘书也是出现这

样的特点。智能硬件设备有很多，包括智能家电、智能家居和穿戴式设备，用户通过非常多

的智能硬件访问什么呢？访问消费品公司所建立的自己人工智能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卖家电的过程中的智能营销就是人工智能系统，利用自己的大数据和公

域流量的大数据进行合作。他卖的产品就是他的家电也变成了智能的和人进行自然交互的家

电，空调、洗衣机、冰箱，慢慢具备了跟人交互的功能。售后服务、服务体系也变成了可以

和消费者建立自然交互能力的这么一个服务体系。  

就像以前大家建网站和做 APP 一样，现在所有的消费品公司都要做自己的人工智能系

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人机语音交互有逻辑正确性，因为电脑可以把头脑想的东西表达

出来，最自然边界的方式是用显示屏，而人类的眼睛非常的发达，通过观看显示屏来了解这

里面更多的信息。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当人要把自己脑袋里面想的东西表达出来，最多的方法是什么？就

像我今天在这里用的，只能说出来。但是，你不能用显示屏，因为人没有办法和显示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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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这就构成了基于视觉呈现的语音交互系统。  

6 人工智能+应用，改变流量的入口 

讲一下“人工智能+应用”。  

在疫情期间，人工智能发挥巨大作用，在医疗、教育、翻译场景下，我们产品都帮助这

些人员进行很好的结合。  

在教育方面，我们采用个性化、智能化的教学，让课堂上的学生听得懂的概率从 64%

提到 85%。家庭作业的正确率从 42%到 69%。 

在政务方面，采用机器自动拨打住户电话，实现了普查，提升了 50 倍的效率，也在韩

国推广这项技术。 

在家居养老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水电、煤气、社区、物业视频数据，发现老人可能

出现的异常，再打电话确认，用在社区工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点随着智能化建设越

来越好。 

在医疗方面，迅飞导诊机器人根据自己的病情描述来知道你的病情，再进行导诊。 

在智慧城市方面，利用各种各样的大数据（包括摄像头和各类传感器的数据），也包括

运营商大数据，一起可以完成疫情防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总结来看，人机交互将在未来改变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改变流量的入口。在行业方面，

越来越多专家系统会起到供应侧改革的威力，因为现在这里面的专家太稀缺了。在教育、医

疗、政法、智慧城市方面越来越多。  

我也相信将来每个企业、领域和行业都建立自己的人工智能系统，但是并非每个企业都

有能力建的，科大讯飞帮助这些企业建立属于自己的人工智能系统，并且将他们的线下流量

转化为线上流量，与他们一起成长为将来商业生态当中的控制节点。 

我们最终也相信，在中国，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大的背景下，需要自力更生、需要艰苦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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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更需要从底层来创新，推动我们自身的发展。 

我也相信在中国，一定用人工智能改变世界，谢谢大家。 

来源：雷锋网 

图神经网络越深，表现就一定越好吗？ 

数十层甚至数百层神经网络的应用，是深度学习的重要标志之一。但现实情况却远非如

此：比如今年被视作机器学习领域最火热的研究方向之一——图神经网络，大多数都只运

用了寥寥几层网络。 

一般思路里，我们会认为图神经网络越深，效果就会越好。然而，日前帝国理工学院教

授 Michael Bronstein 发出了灵魂拷问：图神经网络的深度，真的会带来优势吗？ 

 

“深度图神经网络”是否被误用了？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以前认为“图神经

网络越深，效果就会越好”的思路，说不定“深度”反而对基于图的深度学习不利呢？ 

众所周知，深度图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非常艰难。除了研究者们能够在深层神经体系结

构中观察到的典型难点外（比如大量参数导致反向传播梯度消失和过度拟合），还有一些图

特有的难点，例如“过度平滑”：由于应用了多个图卷积层，节点特征趋于收敛到同一向量

并逐渐变得难以区分。这个现象最早在 GCN 模型中观察到，其作用类似于低通滤波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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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图所特有的现象是“信息瓶颈”，会将信息从指数级数量的临域“过度挤压”到大小固

定的向量中。 

近日来，人们致力于解决图神经网络中的深度问题，希望图神经网络能有更好的表现，

至少能避免“名义上是深度学习、实际上图神经网络却只应用了两层”的尴尬。 

解决之道分为两派：第一类是正则化技术（ regularisation techniques），例如 

DropEdge 方法，结点特征之间的成对距离归一化（PairNorm）或结点均值和方差归一化

（NodeNorm）；第二类是架构调整，包括各类残差连接，例如知识跳跃或仿射残差连接。 

虽然这些方法可以训练出具有数十层深度图神经网络（这是一项壮举，并非不可能实

现），但却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更糟糕的是，使用深度结构体系通常会导致性能的倒

退。下表显示了一个典型的实验评估结果，比较了 node-wise 分类任务上不同深度的图神

经网络的表现。 

 

此表显示了深度图神经网络架构在 CoauthorsCS 引文网络的结点分类任务上的一般结

果。深度越深，基线（带有残差连接的 GCN）的表现越差，性能也从 88.18％急剧下降至

39.71％。使用 NodeNorm 技术的神经网络架构随着深度的增加会变得更好， 但是性能却

开始下降（虽然仅是从 89.53％降低到 87.40％）。总体而言，64 层深层架构获得的最佳结

果（87.40％）还不如简单的基线（88.18％）。此外，我们注意到 NodeNorm 规则化可以

改善浅层 2 层架构的性能（从 88.18％增至 89.53％）。上表源自论文《 Effective training 

strategies for deep graph neural networks》 

从上表可以清晰看到，我们很难区分神经网络的“优势”是从深度网络架构获得的，还

是从训练此类神经网络的“技巧”所获得的。上述示例中的 NodeNorm 还改进了仅有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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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浅层架构，从而实现了最佳性能。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在其他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更深

层数的图神经网络是否会表现得更好。 

这些结果与基于网格结构数据的传统深度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传统深度学习中，

“超深度”架构能带来性能上的突破，在当今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接下来，作者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索文章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图神经网络的深度越

深，真的优势越大吗？不过作者也表示，他目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希望下面这些探讨

能够对大家的思考有所启发。 

1、图结构 

因为网格属于特殊图，目前也有一些案例可以说明深度对这类图有益。除网格图外，研

究发现深度结构对一些象征结构的几何图（如分子、点云、网格等）是有促进作用的。为什

么这些图与常用于评估图神经网络的引文网络（如 Cora、PubMed 与 CoauthorsCS）如

此不同呢？其中一个差异是引文网络就像直径小的“小世界”（ small world），在这个“小

世界”里，任意节点都可以在短短几步跳到其他节点。因此，感受野只需具备几层卷积层即

能够覆盖整个图，再增加层数也无更大助益。另一方面，在计算机视觉中，感受野成倍增长，

需要更多层数来建立一个能捕捉图中物体背景的感受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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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顶部的“小世界”图中，只需几步就能从一个节点跳到其他任意节点，因此邻域

的数量以及相应的图卷积滤波器的感受野呈指数快速增长。我们可以看到，从红色节点到任

意节点仅需两跳（不同颜色表示从红色节点开始到达各个节点的图层）。另一方面，在上图

底部的网格图上，我们看到感受野呈多项式增长，因此需要更多的层数才能形成大小相同的

感受野。 

 

如上图所示，邻域呈指数增长，并出现了“信息瓶颈”现象：来自许多个领域的大量信

息不得不被挤压成单个的节点特征向量，结果导致信息无法传播，且模型性能下降。 

2、远程问题 vs.短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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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在探讨深度与图深度学习的关系时会涉及到远程与短程信息的处理。比方说，

社交网络的预测只依赖本地领域节点的短程信息，无法添加远程信息进行改善，因此多运用

浅层 GNN 进行预测。另一方面，分子图往往需要用到远程信息，因为分子的化学性质可能

由其相斥的原子组合决定。深度 GNN 可能会被应用于处理远程信息，但如果图结构导致感

受野呈指数增长，信息瓶颈现象则会阻止远程信息的有效传播。这也是为什么深度模型的性

能无法提高。 

3、理论局限性 

深度结构除了能使感受野更广，还能使计算机视觉基于简单特征合成复杂特征。研究者

通过将卷积神经网络从人脸图像学到的特征可视化，发现简单的几何图元逐渐变得越来越复

杂，并最终能形成完成的面部结构。这个现象表明传说中的“祖母神经元”（grandmother 

neuron）很可能真实存在。 

这些将简单特征合成为复杂特征的方法，对图来说看似天方夜谭。比方说，无论神经网

络的层数有多深，都无法基于边缘角/线合成一个三角形。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必须设定

最小深度，才能使用通过网络的消息来计算图的属性。目前人们无法确定哪些图的属性可以

通过浅层 GNN 计算、哪些必须通过深层模型计算、哪些又是任何类型的 GNN 都根本无法

计算的。 

以下是卷积神经网络基于人脸图像学习到的人脸特征示例。大家可以注意到：随着图层

的加深，图像特征逐渐变得更复杂，人脸结构也更加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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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源 自 Matthew Stewart 的 一 篇 博 文 ：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advanced-topics-in-deep-convolutional-neural-n

etworks-71ef1190522d 

4、深度与丰富度 

图深度学习与计算机视觉相反的一点在于：在计算机视觉中，底层网格是固定的，而在

图深度学习中，图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要素。标准图神经网络无法定位的一些复杂高

阶信息（如 motifs 和 substructure counts），我们有可能设计出更精细的信息传递机制来

解决。比方说，研究人员可以选择配备多跳滤波器（multi-hop filters）的浅层网络，而不

是运用简单的单跳卷积（1-hop convolutions）深度结构。 

Michael Bronstein 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可伸缩初始类图神经网络（Scalable 

inception-like graph neutral networks, SIGN）的论文里，详尽讲解了如何使用具备多个

预计算滤波器（multiple pre-computed filters）的单层线性图卷积结构，并展示了该网

络与更复杂数十倍的模型想比，性能不相上下。有趣的是，计算机视觉采取的方法与图深度

学习截然相反：早期使用大型滤波器（高达 11×11）的浅层卷积神经网络（CNN）结构（比

如 AlexNet），后来都被使用小型滤波器（一般为 3×3）的深度结构所取代了。 

5、评估 

目前评估图神经网络的常见方法，遭到了 Oleksandr Shchur 和 Stephan Günnemann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advanced-topics-in-deep-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s-71ef1190522d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advanced-topics-in-deep-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s-71ef119052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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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的严重质疑。他们聚焦于常见基准的缺陷，并指出简单模型和复杂模型在相同条件

下的表现相差无几。 

我们观察到的一些与深度结构相关的现象（包括性能随深度加深而降低），可能仅是因

为小型数据集的过度拟合。全新的 Open Graph Benchmark 能为大规模图像提供严格的

训练和测试数据拆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的一些问题。作者认为，研究者需要精

心设计实验过程，以便更好地了解深度对图深度学习是否有用、以及在什么时候能发挥作用。 

via：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do-we-need-deep-graph-neural-networks-be62d

3ec5c59 

来源：AI 科技评论 

其他 

之江天枢人工智能开源平台 面向全球上线 

近日，之江实验室面向全球开发者上线“之江天枢人工智能开源平台”，该平台是由新

型研发机构牵头打造的人工智能开源平台。 

以深度学习框架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开源平台，上承算法应用、下接底层硬件，是大规模

人工智能应用的引擎和发动机，是数据驱动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关键基础设施。 

“希望吸引全世界的人工智能从业者和爱好者，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和技术汇聚到

这里，进而解决人工智能核心技术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人工智能领域首席

科学家潘云鹤在致辞中说。 

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据了解，之江实验室面向智能安防、智能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do-we-need-deep-graph-neural-networks-be62d3ec5c59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do-we-need-deep-graph-neural-networks-be62d3ec5c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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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智能医疗、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机器人等六大产业领域，推动构建了人工智能

核心生态圈，目前已有 66 家生态伙伴。 

之江实验室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共同举办，聚焦人工智能和网

络信息两大领域，重点在智能感知、智能计算、智能网络和智能系统四大方向开展基础性、

前沿性技术研究。 

来源：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