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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参考 

《全球前沿技术发展趋势报告》：重点技术发展趋势及热点

追踪 

2020 浦江创新论坛成果发布会 10 月 22 日在上海召开。会上发布《全球前沿技术发展

趋势报告》，该报告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联手编撰，包括重点

技术发展趋势深度解析和 TOP1000 技术热点趋势追踪两个部分。 

脑机接口等五大技术发展趋势 

重点技术发展趋势深度解析篇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完成。报告选择脑机接口、软

体机器人、神经形态芯片、基因编辑和类石墨烯二维材料五个融合了多个学科、影响多个领

域、颠覆大众思维模式的前沿技术展开深入分析。 

1. 脑机接口技术爆发期已然到来 

在该领域，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提前布局。美国 2013 年提出尖端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

计划;欧盟同年推出人类大脑计划（2013 年）；日本 2014 年开始大脑研究计划;韩国 2016

年开始大脑科学发展战略；澳大利亚 2016 年部署澳大利脑计划（2016 年）;中国 2018 年

提出“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我们通过深入分析发现材料是制约提升电机安全性和便利性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琦岩分析，此外，信号处理算法对信息传输 ITR 以及提升

识别精度至关重要，动态型、运用型的 BCI 的临床应用或场景化应用开始进入产业化，大

力发掘脑机接口 BCI 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也成为前沿研究的探索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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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前沿技术问题都或多或少的和技术伦理、相关的政策、同行的判断、科学家的态

度、社会的反应密切相关。”刘琦岩说，技术伦理上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 

2. 软体机器人技术创新成果接连涌现 

报告显示，在该领域，传统气动/线缆驱动、超弹性硅胶材料+3D 打印技术、智能材料

+外界物理场驱动三大技术方向同步发展。 

国际合作网络已经形成，全球研发成为新趋势。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技

术创新综合竞争力强。 

3. 神经形态芯片技术创新逐步向中美韩德印等头部国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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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神经形态芯片技术已经从早期概念发展到成熟产品，科研院所和巨头企业合

力推动创新。技术创新逐步向中美韩德印等头部国家集中。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中坚力量。 

“未来方向上，正从技术向元器件层次发展。电桥式主存储器、自旋旋转的移矩存储器

等等都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这些方向突破就代表着产业化前景大大展开。”刘琦岩说。 

4. 基因编辑在争议中前行 

 

报告显示，基因编辑技术在争议中前进，入选多家顶级智库年度榜单，技术影响力辐射

广，技术创新高度活跃。该领域技术创新竞争激烈，哈佛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实力突出。 

5. 类石墨烯二维材料基础研究中科院成果丰硕 

报告认为，多类型多结构二维材料为半导体材料创新带来更多可能。该领域基础研究主

要来自大学和研究所，应用研究主要来自企业。中国科学院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三星集团应

用研究全球领先。 

TOP1000 技术热点趋势追踪 

TOP1000 技术热点趋势追踪篇基于 168 个信息源的 299386 篇资料，解读出 954640

个科技名词，并选择 2020 年以来综合总热度或增长率较为突出的词汇形成了 TOP1000 的

热点技术榜单，并进一步归类为 11 个领域，全景展现了本年度科技发展的最新热点趋势，

并形成了 10 点主要结论。 

1. 新冠疫情对科技热点结构形成意外冲击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迅速成为全球科技界的关注焦点，在整个榜单占据了 15.6%，在

各领域中仅次于生物医药领域位居第二。其中包括 SARS、H1N1、冠状病毒 OC43 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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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体，刺突糖蛋白、核衣壳等病毒学内容，ACE2 受体、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等病理学内容，IgM、移动 DR、ECMO、多肽疫苗、中和抗体、N95 等相关药品、器械、

装备。 

 

2. 上海三大战略性产业命中时代科技发展热潮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重点聚焦的三大战略性产业领域，

同时在本次研究中也与新冠疫情相关领域一起成为了科技热点数量最多的四大领域，合计占

比达到 66.8%，代表了未来一段时期的科技浪潮主流发展热点方向。 

3. 肿瘤是关注度第一的重点疾病 

在生物医药领域的重点疾病及相关药物方面，不仅“肿瘤”一词本身占据了热度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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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卵巢癌、细小细胞肺癌、胰腺癌、淋巴瘤、葡萄膜黑色素瘤、脑膜瘤等“家族成员”

均榜上有名，阵容远超其他疾病。此外 BTK 抑制剂、EGFR 抑制剂、奥贝胆酸、单线态氧等

与肿瘤相关的药物或机理都成出现在 top1000 的热点榜单中。科学家和医生们正在广阔的

战线上与肿瘤开展全面的斗争。 

4. 精神卫生不容忽视 

在榜单中与各类肿瘤并列的疾病，除了糖尿病、糖尿病、艾滋病等身体疾病外，还多次

出现了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综合征等精神领域的疾病，以及硫

西汀、阿戈美拉汀、伏硫西汀、赛洛西宾、富马酸喹硫平等多种相关药物。这些精神性疾病

已经对人类社会带来了丝毫不亚于若干重大身体疾病的影响。 

5. 医疗系统的体系化升级呼声渐高 

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医学与医技方面，除了免疫治疗、膝关节置换、POCT 等“正统”诊

疗技术外，远程医疗、分级诊疗、智慧医院、IoMT（医疗物联网）、互联网+医疗等概念也

成为了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将不断推动医疗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合理分配。 

6. 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变革作用愈加显现 

在人工智能及信息技术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方面的热点技术，除了粒子群优化算

法等热点算法以及 ADAS（高级驾驶辅助）、智能医疗等多种民用应用形式外，还密集出现

了蜂群、马赛克战、饱和式攻击等战争新模式，揭示了人工智能的颠覆性影响或许会在非民

用领域率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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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环节上榜 

在人工智能及信息技术领域的集成电路生产技术方面，集成电路产业链的装备（如光刻

机、EUV 等）、设计（如 EDA 软件等）、生产（如玻璃粉、四氟化碳等）、封装测试（如封

装测试、PCB）四大环节全部有技术上榜。在近年来国际贸易展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对

集成电路整个产业链的各个“卡脖子”技术点均投入了巨大关注。 

8. 物理领域热点技术展现基础研究的引领性 

物理领域相对偏向基础研究。溯源分析表明，物理领域某一热点技术往往在不同资料来

源中具有迥然不同的功能特性和应用潜力。如金刚石氮可被用于石墨烯电流成像、金刚石量

子传感器电探测、构建多通道可控非马尔可夫噪声环境等用途；塞贝克效应则可用于中子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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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技术表征纳米材料物性、热电材料、辐射冷却温差发电等用途；低温恒温器则是托卡马克、

LSST 相机、ADS 加速器等不同大型科学装置的重要组件。这一潜在的普遍支撑性和广泛

应用性正是开展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 

9. 量子成为物理领域的“豪门” 

在物理领域，量子通信、QRNG（量子随机数发生器）、量子产率、量子通信、QRNG

（量子随机数发生器）、量子产率、量子比特数等量子科技相关热点呈现集群式涌现的态势，

同物理领域其他单点型热点技术产生了鲜明对比。 

10. 科技热点折射社会现实问题 

科技进展并不仅仅单方面推动社会的变化，也同样会反过来受到社会问题的干预。在科

技政策及社会话题领域，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国际贸易法、WTO 争端解决机制

等科技战、贸易战背景下的热点政策和规则，生物安全法、平价医疗法案等中外新修订法规，

以及人口老龄化、CRRT（欧盟网络快速反应小组）等社会性问题，都成了科技界备受关注

的热点话题，显示了社会环境对科技发展的重大影响。 

来源：科技日报 

Gartner 发布“以人为本、位置独立和韧性交付”等 2021

年重要战略科技趋势 

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 Gartner 于今日发布企业机构在2021年需要深挖

的重要战略科技趋势。分析师们在本周举行的 Gartner IT Symposium/Xpo 大会美洲站虚

拟会议上展示了自己的发现。 

Gartner 研究副总裁 Brian Burke 表示：“各企业职能部门对运营韧性的需求从未像现

在这样强烈。首席信息官们正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设计未来的业务。这就需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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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具有不断重组与改革的可塑性。Gartner 2021 年重要战略科技趋势可实现这种可塑性。 

“企业机构正在从应对新冠疫情转向推动增长，因此它们必须关注形成今年主流趋势的

三个主要领域：以人为本、位置独立性和韧性交付。这些趋势在组合后的整体影响大于它们

各自的独立影响，并且专注于满足全球各地的社会与个人需求来实现最佳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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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重要战略科技趋势具体如下： 

1. 行为互联网（Internet of Behaviors） 

行为互联网（IoB）不断涌现，许多技术都在捕获并使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尘埃”。

IoB 汇集了面部识别、位置跟踪和大数据等当前直接关注个人的技术，并将结果数据与现金

购买或设备使用等相关的行为事件相关联。 

企业机构使用该数据来影响人的行为。例如为了在疫情期间监控对健康规定的遵守情

况，企业机构可以通过使用 IoB 计算机视觉来查看员工是否戴着口罩或通过热成像来识别

发热者。 

Gartner 预测，到 2025 年末，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将至少参加一项商业或政府的 IoB

计划。虽然 IoB 在技术上可成为可能，但社会各界将对各种影响行为的方法展开广泛的伦

理和社会学讨论。 

2. 全面体验（Total Experience） 

Burke 表示：“去年，Gartner 将多重体验定义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科技趋势。而在今年，

这一趋势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全面体验（TX），将多重体验与客户、员工和用户体验相联系。

Gartner 预计在未来三年中，提供 TX 的企业机构在关键满意度指标方面的表现将超越竞争

对手。” 

由于新冠疫情，移动、虚拟和分布式互动日益盛行，因此企业机构需要有 TX 策略。TX

将改善体验的各个组成部分，实现业务成果的转型。这些相互交织的体验是企业运用创新革

命性体验实现差异化，从而从疫情中恢复的关键驱动力。 

3. 隐私增强计算（Privacy-Enhancing Computation） 

随着全球数据保护法规的成熟，各地区首席信息官所面临的隐私和违规风险超过了以往

任何时候。不同于常见的静态数据安全控制，隐私增强计算可在确保保密性或隐私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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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正在使用的数据。 

Gartner 认为，到 2025 年将有一半的大型企业机构使用隐私增强计算在不受信任的环

境和多方数据分析用例中处理数据。企业机构应在开始确认隐私增强计算候选对象时，评估

要求个人数据转移、数据货币化、欺诈分析和其他高度敏感数据用例的数据处理活动。 

4. 分布式云（Distributed Cloud） 

分布式云将公有云分布到不同的物理位置，但服务的运营、治理和发展依然由公有云提

供商负责。它为具有低延迟、降低数据成本需求和数据驻留要求的企业机构方案提供了一个

灵活的环境，同时还使客户的云计算资源能够更靠近发生数据和业务活动的物理位置。 

到 2025 年，大多数云服务平台至少都能提供一些可以根据需要执行的分布式云服务。

Burke 先生认为：“分布式云可以取代私有云，并为云计算提供边缘云和其他新用例。它代

表了云计算的未来。” 

5. 随处运营（Anywhere Operations） 

随处运营是一种为全球各地客户提供支持、赋能全球各地员工并管理各类分布式基础设

施业务服务部署的 IT 运营模式。它所涵盖的不仅仅是在家工作或与客户进行虚拟互动，还

能提供所有五个核心领域的独特增值体验，分别是：协作和生产力、安全远程访问、云和边

缘基础设施、数字化体验量化以及远程运营自动化支持。 

到 2023 年末，40%的企业机构将通过随处运营提供经过优化与混合的虚拟/物理客户

与员工体验。 

6. 网络安全网格（Cybersecurity Mesh） 

网络安全网格使任何人都可以安全地访问任何数字资产，无论资产或人员位于何处。它

通过云交付模型解除策略执行与策略决策之间的关联，并使身份验证成为新的安全边界。到

2025 年，网络安全网格将支持超过一半的数字访问控制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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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ke 先生认为：“新冠疫情加快了耗时数十年的数字化企业变革过程。我们已经越过

了一个转折点，大多数企业机构的网络资产现在都已超出传统的物理和逻辑安全边界。随着

随处运营的不断发展，网络安全网状组网将成为从非受控设备安全访问和使用云端应用与分

布式数据的最实用方法。” 

7. 组装式智能企业（IntelligentComposableBusiness） 

Burke 先生表示：“为了提高效率而建立的静态业务流程非常脆弱，因此在疫情的冲击

下变得支离破碎。首席信息官和 IT 领导者正在努力收拾残局，他们开始了解适应业务变化

速度的业务能力有多么重要。” 

智能组合型业务通过获取更好的信息并对此做出更敏锐的响应来彻底改变决策。依靠丰

富的数据和洞见，未来的机器将具有更强大的决策能力。智能组合型业务将为重新设计数字

化业务时刻、新业务模式、自主运营和新产品、各类服务及渠道铺平道路。 

8. 人工智能工程化（AI Engineering） 

Gartner 的研究表明，只有 53%的项目能够从人工智能（AI）原型转化为生产。首席

信息官和 IT 领导者发现，由于缺乏创建和管理生产级人工智能管道的工具，人工智能项目

的扩展难度很大。为了将人工智能转化为生产力，就必须转向人工智能工程化这门专注于各

种人工智能操作化和决策模型（例如机器学习或知识图）治理与生命周期管理的学科。 

人工智能工程化立足于三大核心支柱：数据运维、模型运维和开发运维。强大的人工智

能工程化策略将促进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可扩展性、可解释性和可靠性，完全实现人工智

能投资的价值。 

9. 超级自动化（Hyperautomation） 

业务驱动型超级自动化是一项可用于快速识别、审查和自动执行大量获准业务和 IT 流

程的严格方法。在过去几年中，超级自动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展。而因为疫情，一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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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突然要求首先实现数字化，这大大增加了市场的需求。业务利益相关者所积压的需求已

促使 70%以上的商业机构实施了数十种超级自动化计划。 

Burke 先生表示：“超级自动化是一股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的趋势。一切可以而且应该

被自动化的事物都将被自动化。” 

来源：战略前沿技术 

西安发布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行动方

案 

近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发布《西安市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西安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分阶段实施。 

到 2022 年，实现人工智能总体发展水平全国领先，基础前沿理论研究取得标志性成果，

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突破，创新体系初步建立，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形成，应用示范效果初步显

现，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形成标志性科技成果 10 个以上。 

到 2022 年，开发一批创新产品，获得核心发明专利 200 项以上，主导或参与制定国

内人工智能技术标准规范 10 项以上。建成 10 个以上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和人工智能新

型研发机构；引进和培育人工智能高层次领军人才 30 人以上，培养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 3

万名以上。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融合不断加深，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制造、军地两用、

文创旅游、商贸物流、教育医疗等领域广泛应用，形成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场景 10 个以上。

人工智能企业超过 300 家，其中领军企业 10 家以上。打造 5-7 个产业聚集区，人工智能产

业规模超过 200 亿元，相关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根据《方案》，我市将开展人工智能基础前沿技术研究、搭建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15 
 

支持龙头企业与重点高校院所联合创新，共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围绕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和

重点领域，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 

建立一批人工智能场景创新中心。支持创建人工智能场景创新中心，围绕智慧社会建设、

产业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新业态培育、社会实验等领域，策划设计人工智能前沿场景项目，

链接和引入全国一流创新企业，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西安落地。 

打造文创旅游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创意设计、数字文博、数字娱乐、传媒影

视、动漫游戏、电子竞技等方面的融合应用，提升现代文化产业智能化水平。推动智慧旅游

建设，加强兵马俑、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不夜城等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鼓励运用人

工智能技术开发“文化+”体验型产品，推进高品质景区建设。搭建市民游客智慧化服务平

台，提高旅游公共服务能力。 

探索人工智能法治监管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建设，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法规和社会问题研

究。支持大型企业建设人工智能专业化众创空间和孵化机构，推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实施

“微成长、小升高、高壮大”企业梯次培育，培育和引进一批领军企业，发展一批“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支持人工智能关联的硬科技企业上市。 

发展一批人工智能服务型机构。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创新智库等组

织和机构，开展行业交流、创新合作、产业研究、法律政策、产品推广、人才招引、培训就

业等工作。 

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通过大数据分析、社会调查等，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的思维、生

活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开展社会实验，制定适应人工智能的教育、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

政策体系。 

来源：西安市人民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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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神经科学家阐述如何改善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通信 

 

图片来源: Hedyeh Rezaei 

大脑各区域之间的选择性通信对于大脑功能至关重要。但是，大脑连接的脆弱性和稀疏

性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过去的十年里，神经科学家们已经找到多种克服这一限制的方法。 

近日，来自伊朗、德国和瑞典的科学家发现了双向连接在加速大脑区域间通信的新作用。

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上。 

本质上有两种方法可以应对大脑连接的脆弱性和稀疏性：同步或振荡。 

在同步模式中，神经元在传递刺激时，它们会同步释放脉冲。神经元共同兴奋会比单个

神经元对下游网络产生更强的联合效应。相反，在振荡模式中，网络振荡会通过调节接收刺

激的下游神经元的膜电位来周期性地提升有效连接。 

但是振荡需要在发送方和接收方网络中同步。 

研究合著者、德国弗莱堡大学伯恩斯坦中心(BCF)的 Ad Aertsen 说：“至于同步振荡如

何在大脑中发生，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段时间以前，我们提出，神经网络的共振特

性可用于产生同步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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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网络中的共振意味着当这个网络以特定的频率被刺激时，网络开始振荡，输入的

信号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种观点被称为“通过共振通信(CTR)”。 

然而，CTR 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在网络中建立共振需要多个振荡周期。此外，这种

共振需要在每个下游阶段产生。这意味着跨网络的通信速度很慢。 

该研究通讯作者、瑞典皇家技术学院（KTH）的 Arvind Kumar 解释说：“我们认为，

同步和振荡分别提供了快速和慢速的通信模式，它们可以用于不同的情况，但我们目前对这

一问题仍然保持谨慎。” 

加快通信速度的一个可能方法是减少建立共振所需的时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研究团

队将精力集中于大脑各区域之间双向连接的解剖学观察，也就是说，不仅来自发送网络的神

经元向接收神经元发送信号，而且来自接收网络的某些神经元也向发送网络发送信号。 

该研究共同通讯作者、伊朗基础科学高级研究所的 Alireza Valizadeh 解释说：“这种

双向连接很少，但是它们足以支撑发送网络和接收网络之间的回路。这种回路的作用是，可

以在更少的周期内建立共振。更重要的是，该回路能够放大信号，无需在后续层中建立共振。” 

BCF 研究项目访问学生、伊朗赞詹大学的博士生 Hedyeh Rezaei 说：“值得注意的是，

仅在一对共振的发送方和接收方网络之间建立这样一个连接回路，可以将网络通信速度至少

提高两倍。” 

Ad Aertsen 总结道：“这些新发现为‘通过共振通信’理论提供了支持。重要的是，

这些结果表明大脑各区域之间的双向连接具有一种新功能，即塑造大脑各区域之间更快速且

更可靠的通信。” 

论文链接：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compbiol/article?id=10.1371/journal.pcbi.1008033 

来源：科技部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compbiol/article?id=10.1371/journal.pcbi.100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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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破解抑制性神经突触中受体蛋白的组织规则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与生命科学学院、中国科学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双聘教授毕国强和刘北明团队，与美国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周正洪教授合作，通过发展前沿冷冻电镜断层三维成像技术，在神经突触的分

子组织架构与功能研究方面取得突破。相关研究成果以 Mesophasic organization of 

GABAA receptors in hippocampal inhibitory synapses 为 题 发 表 在 Nature 

Neuroscience. 

神经突触是大脑中众多神经元之间信息传递和存储的最基本的结构与功能单元。突触的

异常则可能是导致如抑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精神与神经疾病的起源。精确解析突触的蛋白

分子结构和组织架构、及其在神经活动或异常过程中的变化是解密大脑奥妙的一个关键环

节，也是脑科学与脑疾病研究中最基础的核心研究方向之一。由于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神

经突触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个“黑盒子”。冷冻电镜（CryoEM）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

面使得众多通过分离纯化后的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近原子分辨三维结构得以解析，另一方

面，基于最新的冷冻电镜断层三维成像技术（CryoET）能够对保存在近生理状态下细胞和

组织样本进行纳米分辨率的三维成像，为在神经突触及其它细胞区室中原位解析蛋白质分子

结构和组织架构带来了新的契机。 

毕国强教授多年来着重于发展用于突触、神经网络及全脑尺度解析的前沿显微成像技

术，自从 2007 年回国后，核心工作之一即是与周正洪教授和匹兹堡大学章佩君教授合作，

发展 CryoET 原位三维成像技术，重点应用于突触结构与功能研究，并在合肥微尺度国家研

究中心建设了发展和应用光学与电子显微技术的集成影像中心，与张小康、陶长路、刘云涛

等学生一起，经过长达十年的艰苦攻关，研发了新型冷冻光电关联显微成像技术，在国际上

开创性地开展了基于冷冻电镜与关联显微成像技术的神经突触超微结构与功能研究，首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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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ryoET 解析了完整神经突触的三维结构，并实现了对中枢神经系统中两类最主要突触-

兴奋性与抑制性突触的精确区分以及结构特征的定量化分析（Tao, JNeurosci, 2018 封面文

章；Tao, Front Neuroanat, 2018；Liu, Curr Opin Struct Biol,2019；Sun, Biophysics 

Reports 封面文章等）。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发展了一种基于过采样与自动分类的冷冻电镜断层三维成像亚区

域图像处理方法，实现了对细胞断层三维重构图像中无标记和无模板依赖的蛋白质自动识别

和三维重构分析。基于这一方法，研究团队实现了对抑制性神经突触中 GABAA 受体的自动

化辨别并解析了其 19Å 分辨率的原位三维结构。 进一步，通过对 GABAA 受体在突触中的

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发现了这些受体在抑制性突触中呈现层级状的组织分布规则：GABAA

受体之间可以形成具有距离固定（11nm 间距）而相对角度可变的双分子复合物；这种双分

子复合物进一步组成具有较低熵并且具备自组织特性的二维网络；最后形成具有清晰边界并

介于固、液之间的“介态”相分离状态（mesophasic organization）。这种组织形式可以

通过突触后支架蛋白和受体之间灵活相互作用而形成，并且与突触前囊泡释放位点存在对应

关系。 

 

图 1.冷冻电镜断层原位成像技术解析神经突触受体蛋白原位结构与组织分布 

抑制性突触中受体分子与支架蛋白的这种介态状自组织形式，使得突触同时具备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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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变性，这一特性从分子组织结构层面很好地解释了学习与记忆的突触机理。本研究中，

对 GABAA 受体原位三维结构的首次解析，为受体分子等蛋白质的原位高分辨解析以及相应

药物作用机理和治疗药物开发研究奠定了基础，审稿人称赞到：“这是向原位解析生理条件

下受体蛋白高分辨结构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an important step forward toward a 

larger goal of higher resolution structures of native receptors in situ.）。对抑制性突

触分子组织架构的解析表明利用冷冻电镜技术对突触超微结构与功能这一“黑匣子”的解密

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审稿人则评论道：“据我所知，这是首次利用冷冻电镜断层成像技术对

受体蛋白进行定位研究分析，这一工作将成为领域内的一个里程碑。”（To my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attempt to localize GABA receptors at the ultrastructural level using 

this approach, and will be one of the landmark paper in the field.） 

 

图 2.抑制性突触中受体等蛋白分子与细胞器组织分布的三维可视化 

(图片版权：陶长路、刘云涛、毕国强；图片制作：王国燕、马燕兵) 

本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为合肥微尺度国家研究中心博士生刘云涛（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博士后）和博士后陶长路（现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以及中科院深圳



21 
 

先进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张小康，通讯作者为刘北明教授、周正洪教授和毕国强教授。

江苏大学夏文君副教授完成了其中数学建模和计算模拟工作。该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中科院 B 类先导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博士后基金以及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

等的资助。陶长路博士获合肥微尺度国家研究中心优秀博士后资助。 

文章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3-020-00729-w 

来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PNAS：研究发现蜜蜂与人类内隐视觉统计学习的不同机制 

近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蜜蜂具有自主

学习自然环境中常见复杂特性统计信息的能力。此前，人们认为这种视觉能力只存在于人类

和更高级别的物种中，而在拥有微型大脑的蜜蜂身上的发现将激发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这项研究还报告说，蜜蜂和人类使用了根本不同的计算方法来进行学习，这可能是

人类发展出卓越学习能力的关键原因之一。 

  由法国图卢兹大学的 Aurore Avargues-Weber 博士、匈牙利中欧大学的 Jozsef 

Fiser 博士和澳大利亚 RMIT 大学的 Adrian Dyer 博士领导的国际研究团队首次使用相同的

测试来比较人类与蜜蜂的自主学习能力。他们在一个不相关的简单分类任务中，将人类和蜜

蜂暴露在由一组抽象形状组成的相同多元素场景中。 

  在接下来的测试阶段，人与蜜蜂都必须在每个实验中选择两个新的多元素场景来进

行大量测试。这些场景是为了测量研究对象在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在视觉场景中对

各种统计特性元素是否会自发变得敏感。 

  Avargues-Weber 说：“通过分析大量图像经验的统计特性来自主学习，以确定它

们的底层结构，这种策略已经在人类和一些更高等级的物种中得到了证明。它也是深度学习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3-020-0072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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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概念，而深度学习推动了人工智能领域最近的巨大进步。我们的结果表明，这也是蜜

蜂使用的策略，表明了对视觉环境统计信息自主学习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Dyer 博士补充道：“人们常常对蜜蜂出色的导航和识别能力感到惊讶，现在我们知

道它们使用一种简化版的统计学习来完成复杂的任务，这是人类解决视觉问题的基础，也是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基础。” 

  Fiser 博士说：“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与人类相似，蜜蜂对其新视觉体验的统计数

据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内部表征，它们可以在随后的测试中使用这些信息。我们更惊讶地发现，

蜜蜂和人类通过不同的计算策略实现了这一壮举。蜜蜂永远不会自动对视觉元素的可预测性

敏感，也就是说，一个元素的出现对另一个元素的出现有多大的预测力。相反，人类从婴儿

早期就开始使用这些信息。这一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信息片段之间的可预测性长期以来被

认为是有效获取高度复杂知识的关键计算要求。因此，我们的研究既证明了一个人用简单的

方法和小小的大脑能解决多困难的任务，同时也证明了什么是达到下一个学习能力水平的关

键。” 

论文链接：https://www.pnas.org/content/early/2020/09/22/1919387117 

来源：科技部 

重磅！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张悠慧团队首次提出“类脑计算完

备性” 

近日，来自清华大学、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美国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科研团队的研究者在论文《A system hierarchy for brain-inspired 

computing》（一种类脑计算系统层次结构）中提出了「类脑计算完备性」（neuromorphic 

completenes）概念。该研究被认为会加速类脑计算，及通用人工智能等方向的研究。 

https://www.pnas.org/content/early/2020/09/22/191938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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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展通用人工智能（AGI）通常有两种方法：神经科学导向和计算机科学导向。

由于两种方法在公式和编码方式上存在根本差异，它们依赖于不同且不兼容的平台，阻碍了 

AGI 的发展。 

 

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782-y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究员张悠慧，与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类脑

计算中心主任施路平共同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 

神经形态计算从生物大脑中获取灵感，为计算机技术和体系结构的下一波发展提供了方

向。类脑计算与传统计算机架构不同，后者是围绕图灵完备和完善的冯诺依曼结构，前者目

前还没有没有广义的系统层次结构，或对类脑性计算的完整性的理解。这会影响类脑计算软

件和硬件之间的兼容性，从而阻碍了大类脑式计算的开发效率。 

面对这一挑战，清华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者们提出了「类脑计算完备」概念，它放宽了对

硬件完整性的要求，并提出了相应的系统层次结构，其中包括图灵完备的软件抽象模型和通

用的抽象神经形态架构。 

使用这种层次结构，我们可以将各种程序描述为统一的表示形式，并转换为任何神经形

态完整硬件上的等效可执行文件。这意味着，这一体系可以确保编程语言的可移植性、硬件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78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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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和编译可行性。 

为了支持在各种典型硬件平台上执行不同类型的程序，研究人员实现了一系列工具链软

件，进而证明了该系统结构的优势。 

全新的系统层次结构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具有高度通用性和普适性的类脑计算系统层次结构，

该结构包括三个层次：软件、硬件和编译。 

与传统的计算系统层次结构不同，对于类脑计算系统层次结构而言，软件层指的是神经

形态应用和开发框架（如 Nengo 和 PyTorch）。相应地，研究者提出将 POG 作为软件

的中间表征， EPG 作为硬件的中间表征（CFG，控制流图），并引入编译工具将 POG 转

换为 EPG。对于硬件层，研究者提出了抽象神经形态结构（ANA），包括调度单元、处理

单元、内存和互连网络，作为神经形态硬件（TrueNorth、SpiNNaker、Tianjic 和 Loihi）

抽象。 

考虑到类脑计算的相似性，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了「类脑计算完备性」的概念，引入了逼

近等价（approximation equivalence）和近似等价（precise equi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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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脑计算机系统与传统计算机系统的层次结构对比 

 软件 

图中的软件是指编程语言或框架，以及以它们为基础构建的算法或模型。在这一层面上，

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统一的、通用的软件抽象模型——POG（programming operator 

graph）——来适配多种类脑算法和模型设计。POG 由统一的描述方法和事件驱动的并行

程序执行模型组成，该模型集成了存储和处理。它描述了什么是类脑程序并定义了如何执行

该程序。由于 POG 是图灵完备的，它能够最大程度上支持多种应用、编程语言和框架。 

 硬件 

硬件部分包括所有类脑芯片和架构模型。研究者设计了抽象神经形态结构作为硬件抽

象。它有一个 EPG（ execution primitive graph），用作和上一层之间的接口，来描述它

可以执行的程序。EPG 有一个混合的「control-flow–dataflow」表示，用来最大化其对不

同硬件的适应性，同时也符合一个流行的硬件趋势——混合架构。 

 编译 

编译是将一个程序转化为硬件所支持的一种等价形式的中间层。为了提高可用性，研究

者提出了一组基本的硬件执行原语，这些原语在主流的类脑芯片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同时

证明了配备了这套原语的硬件是神经形态完备的。此外，研究者还以一个工具链软件作为编

译层的实例，论证了该层次结构的可行性、合理性和优越性。 

研究者提到：「这一层次结构避免了硬件和软件之间的紧密耦合，确保任何类脑程序都

可以用图灵完备 POG 来表示，然后在任何神经形态完备的硬件上编译成等效的可执行 

EPG。我们确保了编程的可移植性、硬件的完整性和编译的可行性，并通过实验验证了神经

形态完备性引入的系统设计维度优化效果。这一层次结构也促进了软硬件的协同设计。」 

与当今常规计算机的「图灵完备性」概念与「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相对应，全新的类脑



26 
 

计算完备性及软硬件去耦合的类脑计算系统层次结构证明了自身的可行性，同时又扩展了类

脑计算系统应用范围，使之能支持通用计算。 

这项研究为处于起步阶段的类脑计算方向，填补了完备性理论与相应系统层次结构方面

的空白，有利于自主掌握新型计算机系统核心技术。 

《自然》杂志的一位审稿人认为，「这是一个新颖的观点，并可能被证明是神经形态计

算领域以及面向人工智能研究的重大发展。」 

来源：机器之心 

华为云 AI 辅助检测脑动脉瘤，提升医生诊断灵敏度 10 个百

分点 

日前，放射学领域国际顶级期刊 Radiology（《放射学》）发表了华为云 EI 创新孵化 lab、

华中科技大学电信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放射科联合团队最新研究成果：

AI 算法检测动脉瘤灵敏度高达 97.5%，帮助医生临床诊断灵敏度提升约 10 个百分点，漏诊率

降低 5 个百分点，同时有效缩短医生诊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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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动脉瘤是大脑中血管的弱化区域，位居脑血管疾病病因中的 Top3 位置，存在渗漏或破裂

风险，有时甚至会致命。动脉瘤破裂的风险取决于动脉瘤的大小、形状和位置，因此脑动脉瘤的

检测和特征提取是指导治疗的关键。 

CT 血管造影成像（CTA）是目前评估颅内动脉瘤的主要影像学检查手段，但是由于脑动脉

瘤体积小和颅内血管的复杂性，即使专业的放射学专家进行诊断也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一些小

动脉瘤还可能被遗漏。 

华为云 EI 创新孵化 lab 联合华中科技大学电信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武汉协和医院）放射科运用一站式 AI 开发平台 ModelArts 开发了一套基于 CTA 影像的全

自动化、高度敏感的脑动脉瘤检测算法。算法输出会给出动脉瘤存在概率、动脉瘤位置以及直径

大小等信息，并在 CTA 原始图像上勾画出可疑的动脉瘤。 

 

华为云联合团队基于一站式 AI 开发平台 ModelArts 训练模型，并用 534 张 CT 血管造影数

据集测试，其中包括 649 个动脉瘤。 

从数据来看，该算法检测出了 649 个脑动脉瘤中的 633 个，灵敏度达 97.5%。研究还发现

了在最初的临床评估中被忽略的 8 个新动脉瘤，这 8 个动脉瘤有 6 个直径小于 3mm，2 个在

3-5mm 之间，说明算法对于微小动脉瘤也具有非常好的性能。 



28 
 

参与该联合项目的武汉协和医院放射科专家龙茜博士表示："深度学习算法在检测动脉瘤方

面表现出了出色的性能。我们发现在最初的临床诊断报告中被忽略的极少数动脉瘤，被深度学习

算法成功地识别出来了。" 

同时，在另外一个 400 例的外部数据集验证结果显示，在有算法协助的情形下，放射科医

生在诊断效率和诊断准确率方面的表现都有提升，特别是对那些经验较少的医生进步最明显。有

AI 辅助的情况下，放射科医生脑动脉瘤临床诊断灵敏度提升约 10 个百分点，漏诊率降低 5 个百

分点。 

近年来，华为云 EI 创新孵化 lab 重点投入聚焦解决医疗领域的重大技术难题，相关论文被

医疗顶会顶刊收录，在多个权威挑战赛事上如 LUNA-2016、HC-2018、ISLES-2018 、

MICCAI2019、MICCAI2020 等获得业界领先水平，研究成果涉及宫颈癌筛查、脑中风分割、

心室分割、平片诊断报告自动生成、新冠肺炎筛查、动脉瘤检测等领域。 

来源：华为云 

PNAS：利用超声波轰炸癌细胞 

近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项研究中，以色列特拉维夫大

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的 TaliIlovitsh 博士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经过了两年多的研究，开

发出一种将基因导入乳腺癌细胞的无创技术平台。该技术将超声与靶向肿瘤的微泡结合在一

起。一旦超声波被激活，微泡就会像智能的目标弹头一样爆炸，在癌细胞的细胞膜上形成小

孔，从而使基因传递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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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vitsh 在斯坦福大学 Katherine Ferrara 教授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开发了这项

突破性技术。该技术利用低频超声（250 kHz）引爆微观的肿瘤靶向气泡。在体内，细胞破

坏达到肿瘤细胞的 80％。 

Ilovitsh 解释说：“微气泡是充满气体的微小气泡，直径只有血管的十分之一。在特定

的频率和压力下，声波使微气泡像气球一样发挥作用：它们会周期性地膨胀和收缩。这一过

程会增加物质从血管到周围组织的转移。我们发现，使用比以前更低的频率，微气泡可以显

著扩展，直到猛烈爆炸。我们意识到，这一发现可以用作癌症治疗的平台，并开始将微气泡

直接注入肿瘤。” 

Ilovitsh 团队使用了在爆炸发生时附着在肿瘤细胞膜上靶向肿瘤的微泡，并将其直接注

射到小鼠模型的肿瘤中。  

Ilovitsh 说：“大约 80%的肿瘤细胞在爆炸中被摧毁，爆炸本身就是阳性的。这种靶向

治疗既安全又经济，能够摧毁大部分肿瘤。然而，这还不够。为了防止剩余的癌细胞扩散，

我们需要摧毁所有的肿瘤细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微泡旁边注射了免疫治疗基因，它就像

特洛伊木马一样，向免疫系统发出信号来攻击癌细胞。” 

基因本身不能进入癌细胞。然而，这一旨在增强免疫系统的基因是与微泡共同注射的。

在最初的爆炸中幸存下来 20%的癌细胞中形成了膜孔，从而基因可以进入细胞。这触发了

免疫反应，摧毁了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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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vitsh 解释说：“大多数癌细胞都被爆炸摧毁了，剩下的细胞通过细胞膜上形成的小

孔消耗了免疫治疗基因。这种基因使细胞产生一种物质，以触发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事实

上，我们的小鼠身体两侧都有肿瘤。尽管我们只在一侧进行了治疗，但免疫系统也攻击了另

一侧。” 

Ilovitsh 说，在未来，她打算尝试将这项技术作为一种无创治疗方法，用于治疗与大脑

有关的疾病，如脑瘤和其他如阿尔兹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血脑屏障不允许药物穿透，

但微气泡可以暂时打开屏障，从而无需侵入性外科手术即可使治疗到达目标区域。 

论文链接：https://www.pnas.org/content/117/23/12674 

来源：科技部 

俄开发出诊断肝部肿瘤的光学活检法 

俄罗斯奥廖尔国立大学开发出一种基于光学技术诊断肝部肿瘤的方法，使用光学探针进

入组织，收集分析携带诊断信息的反射光和荧光信号，得出有关组织状态的结论。这种肿瘤

检测方法更精确，能提高肝癌患者的治疗速度和效率。该研究得到了俄罗斯科学基金会的支

持，相关论文刊登在最近的《科学报告》上。 

肝癌死亡率在癌症死亡率中排名第 4，晚期死亡率更高。如果能及时发现及早救治，治

愈率会大大增加。穿刺活检是诊断肝癌的最有效方法，而目前使用的粗细两种探针各有缺点，

粗针伤害大，细针假阴性高。因此，光学技术的应用是提高诊断率的一个重要方向。 

科研人员开发出的光学活检诊断肝部肿瘤方法，使用直径为 1 毫米的光学探针，将它

固定在常规的活检针中，这样可以将检测癌症的两种现有光学技术结合起来。第一种是荧光

光谱法，它基于健康组织和恶性组织在激光辐射下发光的差异；另外一种是漫反射光谱法，

它提供有关组织中光的吸收和散射的信息。分析反射的荧光就可以得出有关组织状态的结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7/23/1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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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研究人员对光学探针进行了实验测试。第一阶段在患有移植性肝肿瘤的小鼠身上进行了

测试，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第二阶段在奥廖尔州医院对 20 名肝肿瘤患者进行了临床试验，

结果表明，用光学探针获得的结果与其他方法（仪器和形态学研究方法）获得的数据一致，

这意味着光学探针法是有效的。 

奥廖尔州立大学生物医学光子学技术中心医学博士安德里安·莫莫申称，将光学活检技

术引入标准检测程序，将显著提高评估生物组织状态和诊断病理变化的可靠性，光学方法可

以实时获取信息，确定开始治疗的时间以及对病情进行动态评估。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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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在影像基因组学方法解析乳腺癌分子功能和预后

预测方面取得进展 

 

图. 通过影像基因组学方法揭示乳腺癌生物功能和生存相关的肿瘤多尺度异质性 

近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厉力华教授课题组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科学家等合作，

通过对肿瘤在多尺度上信息的处理与分析，发现乳腺肿瘤细胞亚群的影像基因组学标签，并

用于乳腺肿瘤分子功能分析以及预后预测。研究成果以“影像基因组学标签揭示乳腺癌生物

功能和生存相关的肿瘤多尺度异质性 (Radiogenomic signatures reveal multiscale 

intratumour heterogeneity associated with biological functions and survival in 

breast cancer)”为题，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在线发表。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8703-2。 

肿瘤具有高度异质性，由各种具有不同基因变异和分子功能的细胞亚群组成。目前肿瘤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87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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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同细胞亚群的分子功能对乳腺癌的演化、转移以及预后的影响还有待探究。 

该团队首先在分子水平上通过无监督的混合信号分离方法，从肿瘤内的基因表达谱中分

解得到不同的细胞亚群成分，并分析其分子功能，发现了两个关键的、与乳腺癌生存时间相

关的细胞亚群（即细胞循环和免疫细胞亚群）。然后在影像学水平上，从肿瘤磁共振影像中

提取肿瘤异质性相关的特征，并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建立了从影像组学到细胞亚群（分子功

能）之间的映射模型。最后，通过构建的影像基因组学标签进行了乳腺癌预后的预测。该研

究揭示和阐述了乳腺癌的多尺度异质性，并为临床无创精准诊疗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 

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应用案例 

人工智能助力发现火星新陨石坑 

 

由人工智能工具识别出的火星上最新陨石坑群的高分辨率视图。 

图片来源：美国太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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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太空网 25 日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开发的创新型人工智能（AI）工

具犹如“火眼金睛”，帮助科学家在火星上发现了过去 10 年中形成的一系列陨石坑。 

NAS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款新机器学习算法是一款撞击坑自动分类器，由 NASA 下属

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研究人员创建，这是人工智能首次被用于识别火星上先前未知的陨石

坑。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 NASA 的“火星侦察轨道器（MRO）”上搭载的“情境”相

机拍摄的 6830 张图像，对该陨石坑分类器进行了编程，这些照片包括人类先前已发现的撞击的

照片以及没有陨石坑区域的照片，因此该工具可以学习如何正确区分火星表面的特征。 

接下来，研究人员向该分类器提供了“情境”相机拍摄的 112000 张图像对其进行测试。该

AI 程序随后扫描这些照片，发现了一些火星表面特征的变化，从而在火星上一个区域识别出了

一些新陨石坑。 

研究人员也使用 MRO 上搭载的“高分辨率成像科学实验”仪器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经过分

析后认为，2010 年 3 月至 2012 年 5 月之间，有一颗流星撞击火星，形成了这些新陨石坑。 

此外，该 AI 工具还发现了其他 20 个令科学家们感兴趣的领域，他们计划对其开展更详细

研究以找到更多新陨石坑。 

JPL 计算机科学家凯丽·瓦史塔夫在声明中说：“尽管人工智能无法像科学家那样熟练进行分

析，但这种新算法工具可以作为人类的‘帮手’，节省时间，为人类和 AI 携手加速科学发现进

程铺平道路。” 

NASA 希望在未来的“火星轨道器”上使用类似的分类技术。他们认为，这将有助于缩小

他们为了获得更完整的陨石撞击火星图像所需研究的轨道影像的范围。。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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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清华大学施路平：双脑驱动的人工通用智能 

11 月 1 日上午，在第十九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CCL2020)上，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

心主任施路平作了题为《面向人工通用智能的类脑计算》的主题报告，从类脑计算研究的原因、

内容和方法三方面分析了类脑计算、芯片及系统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解决方法，重点讨论

了如何将脑科学和计算机融合，以双脑驱动的类脑计算推动人工通用智能的研究。 

施路平教授是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主任，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国际光

学工程学会（SPIE）会士。他在 2013 年加入清华大学创建类脑计算研究中心，提出异构融合类

脑计算架构，研制了全球首款异构融合类脑计算“天机芯”，构建人工通用智能研究演示平台-

自动行驶自行车，相关结果作为《Nature》封面文章被发表，被评为 2019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

展。 

1 为什么做类脑计算 

目前，全球数据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另外一种摩尔定律），而基于冯诺依曼架构的计算

机在大数据信息处理时其能耗、速度和带宽均受到影响；另外，硬件的物理微缩，非结构化数据

的处理、数据平均寿命短、数据多样性、关联性，数据存储等都对计算机发展带来挑战。 

2017 年，图灵奖得主 David A. Patterson 和 John L. Hennessy 在 ACM complication 

上发表长文称，未来的计算机体系架构将迎来黄金发展十年。改变计算机体系架构，发展新的计

算机架构势在必然。除此之外，人工智能的三次浪潮——神经网络，第五代神经网络计算机以

及深度学习，都与“脑”紧密相关，类脑计算源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需求。 

目前的人工智能虽得到快速发展，但仍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在语音输入时，机器无法

判断间隔，无法识别口误和口音，这是因为机器并没有真正理解语言。施路平表示，理解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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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独、客观的过程，它与主体有关，与人类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经历有关。因此，需要突破单一

结构的智能研究。 

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1） 充足的数据，2）确定性的问题，3）完备的

知识，4）静态，5）单一的系统。否则，发展人工通用智能将成为人工智能突破的最终解决方

案。 

研究了图灵和冯诺依曼等人的早期著作和文章后，施路平发现，图灵等人提出的人工智能

的愿景，都是发展通用智能。他认为，目前的人工智能具有非常好的发展契机，其原因包括： 

1. 随着先进精密仪器的发展，人类对脑的理解越来越多，我们似乎到了一个理解脑的关口。 

2. 超级计算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仿真模拟环境。 

3. 大数据和云计算提供了一个和脑复杂度近似的世界，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4. 新型纳米器件可以制造出和人脑神经元能耗差不多级别的器件。 

与 AI 技术相比，AGI 可以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小数据、脏数据和缺失数据，可应用于多维

系统，无足够应对的知识以及动态系统。从根本上来讲，AI 技术更强调发展的能力，而 AGI 则

更加关注如何把智能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一种能力的提升能够帮助提升其他能力。 

 

图 1：AI 和 AGI 的比较 

图灵奖得主 Geoffrey Hinton 认为，克服目前人工智能发展局限的关键是，搭建“一个连

接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的桥梁”，该思想与施路平团队所提出的“双脑融合”的思想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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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在计算能力、存储速度、寿命等很多方面早已超过人类，而人脑具有感知、自适应、

创新、认知等能力，计算机和大脑的基本原理正好相反，在原理上、功能上和形式上可以形成一

个优势互补的系统，类脑计算是未来计算机的发展重要的领域。施路平认为，脑科学的研究将会

为许多科研工作者带来新的科研启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金矿”。 

 

图 2：脑科学的战略意义 

2 类脑计算主要做什么 

类脑计算的研究涵盖算法、硬件、芯片和系统等不同层面，是美、英、德等国的重点研究

领域。从计算机和互联网发展来看，类脑计算的发展需要芯片、软件工具链、操作系统和应用的

协同发展。施路平认为，芯片中的信息如何来承载、存储、计算和利用是类脑芯片的关键，而软

件的核心技术问题是软件环境中信息流如何分配、交流、调度和控制。 

类脑计算可以表示为两种：Brain-Inspired Computing 和 Brain-Like Computing，前一

类是从计算机出发，尽可能借鉴脑科学的基本原理来改变计算机，而另一类是尽可能做到像脑，

包括其功能和结构上类脑。从诺贝尔奖和图灵奖获奖者的研究来看，大脑和计算机的研究是分别

发展的，而目前的研究需要将两者融合起来发展，形成“双脑驱动”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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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诺贝尔奖和图灵奖获奖者的研究 

2016 年，全球出现了三款类脑计算机，包括美国的 TrueNorth、德国的 BrainScales，以

及英国的 SpiNNaker。今年 2 月，清华大学开发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类脑计算机——天机电子计

算机，该研究于人工智能杂志发表。8 月，浙江大学发布了一款亿级神经元类脑计算系统。类脑

计算的研究目前没有公认的确定方案，是 IBM、惠普、英特尔等的重点研究领域。 

 

图 4：近年来类脑计算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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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主要的类脑计算芯片 

在最近发表于《自然机器智能》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来自麻省理工学(MIT)、维也纳技术

大学和奥地利科技学院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模仿生物模型的 AI 系统，该系统基于类似蛲虫等

小动物大脑而开发的。 

研究团队为神经元和突触开发了新的数学模型，并结合受大脑启发的神经计算原理和可扩

展的深度学习架构，为全栈自动驾驶车辆控制系统针对特定任务的分隔间制造了紧凑的神经控制

器。研究表明，仅使用少量的人工神经元就能控制车辆。 

施路平表示，在脑科学的发展中，类脑的精髓是提供一个“方向感”，指导人类的探索方

向。 

3 怎么做类脑计算 

类脑计算的研究面临着科学挑战、技术挑战等，而其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多

学科深度融合。为促进多学科融合发展，清华大学成立了由七个院系组成清华大学内脑计算研究

中心，其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基础科学、核心技术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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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清华大学类脑研究架构 

清华大学类脑研究主要采用“大脑”和“电脑”双脑驱动的发展战略，以计算机为主体，

融合脑原理，从理论、芯片、软件、系统、应用五个方面协同发展，发展方向从一个问题一个解

决方案发展到一类问题一个解决方案，并逐渐发展到多类问题一个解决方案，同时和应用紧密结

合。 

而类脑计算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不理解人脑机制的情况下发展类脑计算系统？ 

施路平认为，即使我们不知道大脑的基本原理，但我们知道每个神经元对外连接数目超过

一千，换句话说，是利用空间复杂度，另外，对时间编码可引入时空复杂度。基于此，清华大学

提出通用类脑计算框架，通过增加类脑芯片，以实现计算机架构处理结构化信息，类脑芯片处理

非结构化信息的任务。这样，即使不了解大脑结构，也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计算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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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清华大学通用类脑计算架构 

新的计算机架构考虑了时空复杂性。计算机驱动的 ANN 技术能够很好地反映空间复杂度，

像脑一样工作的 SNN 更多反映了时空复杂度，将脑科学驱动和计算机方法结合起来，是 ANN

和 SNN 融合的范例。 

 

图 8：通用类脑计算的神经网络模型 

基于以上研究，清华大学设计构造了全球首款异构融合天机类脑芯片，用 3%的代价实现了

超过 TrueNorth 的各项特性，包括密度提高了 20%，速度提高了 10 倍，带宽扩展了 100 倍，

精度可调，扩展性和灵活性更好等。该研究于去年 8 月在《Nature》上作为封面被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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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架构是整个计算机的基石，清华大学研究团队提出的类脑计算完备性，用通用近似的

思想取代了完备计算的概念，约束的放宽更有利于发展新的计算架构。刚刚过去的 10 月，清华

大学研究团队在《Nature》上发表的文章，重点介绍了类脑计算的完备性、系统的层次性和一

个软件工具链。 

 

图 9：类脑计算完备性 

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工通用智能研究平台，研究团队希望用这样的一个系统和环境进行交

互，当环境变化的时候，观察系统的变化以及所遵循的基本原理，提出一个环境交互和迭代进化

的发展思路，通过利用该系统，构建了一个全网络可扩展的 AGI 演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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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异构全网络可扩展 AGI 研究演示平台 

今年 2 月，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发布了国内首台类脑计算机的样机。该样机是一个异构融合

的架构，通过在 CPU 和 GPU 旁增加内脑计算芯片，由主机处理结构化信息，类脑计算芯片承

担异构融合系统，同时来支撑 ANN 和 SNN，以及它们之间异构的建模。 

 

图 11：国内首台类脑计算机的样机 

目前，清华大学正在研究基于类脑计算的云脑。基于现有服务器搭建云脑，该云脑将具有

独立数据库、知识图谱和软件工具链，在解决五类基本问题后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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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类脑计算云脑 

最后，施路平表示，目前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需要我们发展类脑计算，

而双脑融合驱动是类脑计算发展的关键，类脑计算需要理论、芯片、软件、系统和应用协同发展，

人工通用智能面向各行各业，双脑驱动的类脑计算可以赋能各行各业。 

来源：AI 科技评论 

其他 

透过 Gartner 2020 年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度曲线看新的变化 

根据 Gartner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有 47％的企业组织在人工智能（AI）

方面的投资维持不变，有 30％的企业组织计划增加 AI 投资。 

30％的 CEO 表示，所在的企业组织已经有 AI 项目，并定期重新定义资源、报告结构和系

统，以确保项目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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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但医疗、生物科学、制造、金融服务、供应链等领域

的 AI 项目仍将继续加速发展。 

今年 Gartner 的 AI 技术成熟度曲线包含了 5 个新技术类别：小数据、生成型 AI、复合型

AI、负责任的 AI、客户端技术。 

这些洞察都来自于 Gartner 近期发布的 2020 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度曲线，并发布在 Gartner

近期题为“2020 年 Gartner AI 技术成熟度曲线中两大主导趋势”的报告中。这两大趋势，均来

自于今年曲线中融合的 30 种多样化 AI 技术。首先，是 AI 在企业组织中的普及和广泛采用。AI

的普及程度越高，开发人员和 DevOps 创建企业级应用的重要性就越高。其次，是 AI 平台的产

业化。AI 的可重用性、可伸缩性、安全性和负责任的使用、以及 AI 治理都是这个趋势的催化剂。

2020 年 Gartner AI 技术成熟度曲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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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 Gartner 2020 年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度曲线看新的变化 

2020 年 Gartner AI 技术成熟度曲线中的新增亮点 

预计未来 2-5 年内，聊天机器人的采用率达到 100％，将成为企业采用 AI 的最主要的形式。

Gartner 将机器人的渗透率从去年的 5％-20％调整为今年的 20％-50％。Gartner 指出，聊天

机器人已经成为当今 AI 的一大典型，为简化旨在保护客户和员工安全的自动化、非接触式客户

交互做出了贡献。值得关注的聊天机器人厂商包括：AWS、Cognigy、Google、IBM、Microsoft、

NTT DOCOMO、Oracle、Rasa 和 Rulai。 

根据 Gartner 2020 年 Priority Matrix for AI 显示，GPU 加速器是最接近步入主流的技术，

预计将带来高水平的收益。Gartner 预测，未来 2-5 年内 GPU 加速器的采用率将提高 100％，

从去年的 5％-20％增加到今年的 20％-50％。Gartner 建议客户称，GPU 加速计算可以在 HPC、

DNN 训练和推理中为高度并行的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提供出色的性能，此外也可以以云服务的

形式采用 GPU 计算。根据 Gartner 技术成熟度曲线，GPU 加速器适用于那些利用率降低、但

是完成紧迫度较高的应用。 

疫情使得那些基于 AI 的最小可行产品和加速 AI 开发周期逐渐取代了试点项目。在疫情发生

之前，试点项目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项目的执行发起人，以及这些项目有多大的影响力。

Gartner 的客户明智地选择了最小可行性产品，加快了 AI 的开发，从而在疫情期间快速获得成

果。Gartner 建议，将涉及自然语言处理（NLP）、机器学习、聊天机器人、计算机视觉的项目

设置为优先级高于其他 AI 项目，此外还建议企业组织应该考虑洞察引擎给整个企业创造价值的

潜力。 

如今通用人工智能（AGI）尚缺乏商业可行性，企业组织应该更专注于那些能给企业带来业

务成果的 AI 用例。Gartner 警告说，现在围绕 AGI 的炒作很多，企业组织最好忽略厂商关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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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该技术获得商业级产品或平台的说法。更好的 AI 部署策略，是考虑成熟度曲线中各种技术的

全范围，选择那些能够给企业组织带来经过验证的财务价值的技术。 

小数据首次成为 AI 技术成熟度曲线中一个新的类别。Gartner 将小数据定义为一系列让企

业组织能够管理更具弹性的生产模型、应对疫情或者未来各种突发事件的技术。这些技术非常适

用于没有可用大数据集的 AI 问题。 

生成型 AI 是今年首次出现在技术成熟度曲线中的，是一系列机器学习方法，从数据中学习

各种人工制品的表示，生成全新的、完全原始的、真实的人工制品，保留与训练数据相似的特征，

而不是简单的重复。 

Gartner 认为，复合型 AI 可以为企业提供帮助，因此将其列入今年技术成熟度曲线的第三

个新类别。复合型 AI 是指各种 AI 技术的组合应用，用于提高学习效率，提高“常识”水平，最

终更有效地解决更广泛的业务问题。 

最近 Gartner 很关注 AI 的道德因素和社会因素，因此也把“负责任的 AI”这个概括性术语

作为 AI 成熟度曲线中第四个新类别。负责任的 AI 这个战略术语，涵盖了企业组织采用 AI 时做

出正确业务和道德选择的方方面面，包括商业价值、社会价值、风险、信任、透明度、公平性、

缓解偏见、可解释性、问责制、安全性、隐私和合规性等。 

精确度、性价比、低功耗、收集 AI 模型数据的物联网，这些构成了 Gartner AI 技术成熟度

曲线的第五个所谓“设备即客户（Things as Customers）”的新类别。Gartner 将设备即客户

定义为一种智能设备或者机器，或者付款即获得商品或服务的产品，例如虚拟个人助理、智能设

备、联网汽车、支持物联网的工厂设备。 

与去年相比，Gartner 将 13 种技术删除、重新分类或者转移到其他技术曲线中，例如今年

Gartner 将支持 VPA 的无线扬声器从所有曲线中删除；AI 开发人员工具包现在被分类到 AI 开

发人员和教学工具包类别下；AI PaaS 现在属于 AI 云服务；与 AI 相关的 C＆SI 服务、Auto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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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释 AI（2020 年划归到负责任的 AI 类别下）、图形分析、强化学习移至 2020 年数据科学

和机器学习技术成熟度曲线中；会话式用户界面、语音识别、虚拟助理转至 2020 年自然语言技

术成熟度曲线中；量子计算移至 2020 年计算基础设施技术成熟度曲线中；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软

件从 AI 技术成熟度曲线中删除。。 

来源：至顶网 

美国《via satellite》杂志刊文总结 人工智能在卫星领域的

十种重要应用 

近日，美欧多家航天领域与人工智能领域公司展开讨论，专题为“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增强太空能力，并在卫星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相关内容整编如下： 

 美国超级巨人工业公司：人工智能减轻操作人员负担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协助操作人员管理大型卫星星座，完成“低认知任务”。该公司正

测试基于机器学习的轨道预测算法，可高精度预测低地球轨道卫星和碎片的位置；通过卷积神经

网络对卫星实施目标检测、分类和定位，使卫星通过星载传感器数据对其观测到的物体进行识别

并作出反应；利用地面站接收卫星遥测数据，并对异常情况进行分类和预测。 

 美国相对论太空公司：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软件优化火箭制造方式   

该公司结合新技术实现航空航天制造自动化，进一步革新火箭的制造和飞行方式；已建立

世界上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优化火箭制造；研发的人工智能传感器，

可提供实时自适应控制与创建定制化解决方案等。 

 澳大利亚 LatConnect 60 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实时提供地球观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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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已利用人工智能实现近实时大规模收集和交付地球观测数据，其专利机器学习算法

可应用于轨道上，检测异常并触发响应；星载人工智能技术可选择最优的数据链路，处理、分类

或融合大量在轨数据，直接为终端用户提供信息。 

 洛·马公司：使用人工智能增强网络安全 

洛·马公司在卫星热真空等测试期间，使用 T-TAURI 人工智能系统，可在极短时间内分析异

常结果，缩短测试时间；通过“探路者”等智能卫星任务增强太空能力；研究自主指挥各种规模

的卫星星座，使卫星自主进行轨道变化，对提示或威胁作出反应。 

 美国卫星通信创新集团：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卫星行业发展 

卫星是整个通信网络依赖的基础，人工智能可管理虚拟通信网络，帮助卫星提供可靠的通

信服务，实现通信任务自动化。 

 美国雷声情报与航天公司：使用人工智能执行天基作战任务 

该公司正进行先进的星载处理工作，能够承载强大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应用程序，使卫

星成为数据收集器、开发者和传播者（大脑和神经系统），直接传送情报信息；还开发了先进的

算法执行专门的天基作战管理、指挥、控制和通信任务，该算法能以机器速度处理大量数据。 

 欧洲空客公司：利用人工智能监控轨道卫星运行状况 

已成功使用人工智能为客户提供高质量卫星图像；未来还将用于监测地球图像，并对卫星

图像进行人工智能分析，实现图像请求服务的自动重新编程；将遥测数据汇总，以创建与航天器

相关的算法，监控在轨卫星状况；将实现地面控制系统自动化，高效管理大型卫星星座。 

 匈牙利 C3S 公司：将自主车辆技术用于卫星数据处理 

该公司将神经网络硬件加速技术集成至空间电子平台，使小型电力受限卫星具有高性能人

工智能能力，提高星载数据处理能力。 

 美国休斯公司：将人工智能用于可变调制解调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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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不同通信卫星之间的协同操作（美太空军项目的一部分），实现军事网络的弹性和

可靠性与近实时改变配置的灵活性。 

 美国轨道视觉公司：使用人工智能转化数据   

该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将多源地理空间数据转化为有关供应链状态、全球商品、地缘政治事

件和人口统计的客观数据，以辅助决策制定。 

来源：国防科技要闻 

人工智能风险研究：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场域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相关技术特别是深度学习的突破性进展，人工

智能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成为新一代技术及产业革命的催化剂。但同时，人工智能所

引发的风险问题也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其攻击的匿踪性、智能性、规模性、精准性等新特征，使

人工智能在网络攻击、恐怖主义事件、政治及意识形态形塑、社会欺诈等社会事件中扮演了更为

关键的角色；同时，人工智能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性、自改良及自进化等特有属性，也引发了人们

对于未来 AI 技术失控、甚至威胁人类的争论，“人工智能（AI）可能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全球

性问题，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安全这一议题，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未来发展轨迹。”[1]当前

学界的相关研究虽然涉及了 AI 风险议题，但往往将之与伦理探讨糅合在一起，没有考虑到“AI

风险”问题研究的特殊性与独立性，实际上两者在研究对象、治理准则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文

章对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引发的各种风险类型及案例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人工智能是否会威胁、

控制人类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人工智能风险研究”这一研究场域的基本分析

原则、研究内容、体系构成等进行了论述。 

1. 人工智能风险议题逐渐走进“政策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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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工智能？在 1956 年的达特矛斯会议上，人工智能之父麦卡锡（John McCarthy）

将其界定为，“学习的每一个方面或智力的任何其他特征，原则上都可以如此精确地描述，以至

于可以制造出一台机器来模拟它。”[2]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

强调，人工智能是在没有充分的人类监督的情况下，可在变化的、不可预测的环境下“理性地行

动”，或是能够基于经验进行学习，能够利用数据提升性能的所有系统[3]。虽然概念界定有所

差异，但整体上看，人工智能具有如下关键特征：（1）强调对人脑“理性”功能的模拟，如感

知、推理、判断、学习、抽象等；（2）较强的自主性，可在给定一组输入条件下进行概率式推

理，产生一系列非预期性行为；（3）泛化及进化能力，可从复杂数据中抽象出其内在规律并具

有“成长”性特征。 

人工智能的这些特征，伴随其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使得其风险问题日益突出，结合人们

已有观点，概括其原因大体包括：（1）AI 技术自身的技术特点导致风险的产生，主要是指 AI

技术所拥有的自主性及学习性特征，使其相比其他人工物或技术，具有更强的不可控性，如它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人工智能体的操纵者或是完全独立地完成特定任务，也可以通过自主学习

“发现或发明”此前未曾有过的物质、技术路径，甚至可以进行自主性的（正向或负向）自我进

化与发展迭代，而这些特征是此前所有的人工物或技术体所不具备的，同时也给技术使用者甚至

整个社会带来了前所未知的风险；（2）AI 技术自身的不完善性导致风险的产生，主要是指 AI

技术本身存在诸多技术局限性和缺陷，如决策过程的不可解释性、容易被干扰、无法有效识别对

象的性质、习得意外的决策路线等，导致人工智能无法有效实现或偏离原初所设定的既定目标；

（3）外部社会因素（如滥用）所导致的风险，在社会外力的作用下，人工智能的这些强大能力

既可以用于“善”的目标，同时也可以被恶意使用（如精准且规模化地干扰及控制人们的思想和

认知等），且与人工智能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属性（自主性等）叠加，造成难以对其有效控制，如

匿踪性攻击、失控性进化等。 



52 
 

2018 年 2 月，人类未来研究所、新美国安全中心等联合发布报告《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

预测、预防和缓解》，认为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会为人类带来新的风险：（1）扩大现有威胁：

自动完成通常需要大规模人力、智力和专业知识才能完成的任务；（2）全新类型的威胁：通过

新的攻击形式完成此前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报告强调，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当前公民、组织和国

家所面临的安全形势：（1）数字安全领域：如使用人工智能自动执行网络攻击任务、利用人类

及现有人工智能系统的弱点发动新攻击；（2）物理攻击：如智能蜂群式攻击；（3）政治安全

领域：使用人工智能自动执行监视任务、进行说服和欺骗[4]。 

2018 年 4 月，英国上议院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发布《英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计划、能力与志

向》，专门讨论了如何减少人工智能风险这一问题：（1）确定法律责任，如建立新的法律责任

和赔偿机制；（2）在算法做出的决定对某人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对人工智能和数据

的潜在刑事滥用问题进行追责；（3）人工智能和数据的违法使用问题，报告指出，在 2017 年

美国黑帽网络安全会议上，62%的与会者认为，机器学习已经被黑客利用[5]，包括利用对抗性

人工智能来愚弄其他人工智能系统等；（4）自主武器系统使用问题[6]。 

2019 年 2 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长期网络安全中心（Center For Long-term 

Cybersecurity）在《走向 AI 安全》报告中，对 AI 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包括数字/物理领域中

的 AI 安全、政治领域中的 AI 安全、经济领域安全，以及社会领域中的 AI 安全等[7]。 

我国智库及学术界同样非常关注人工智能风险问题。2018 年，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

研究所编制的《人工智能安全白皮书》发布，强调人工智能的风险类型包括网络安全风险、数据

安全风险、算法安全风险、信息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并提出了人工智能安

全发展的 4 项建议。2019 年 4 月 25 日，中国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所发布《人工智能伦

理风险分析》报告，从算法伦理风险、数据伦理风险、应用伦理风险三个方面进行了说明。中国

学术界也基于多种视角对人工智能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1）人工智能风险源研究，如汪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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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从技术、应用、管理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2）特定领域中的人工智能风险研究，如

朱一玮[9]从犯罪领域、冯静[10]从数据领域、赵宝军[11]从意识形态领域、赵瑞琦[12]从网络领

域、阙天舒[13]从国家安全领域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风险等；（3）人工智能风险类型

研究，陈小平[14]将人工智能风险分为技术误判、应用受阻、技术误用、管理失误、应用失控、

技术失控，梅立润[15]将人工智能风险类型界定为失业风险、消权风险、隐私风险、社会主体意

见风险等；（4）对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研究，如郝英好[16]强调应从治理理念、技术发展、标准

制定、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努力，阙天舒则认为应构建风险评估机制、规范技术设计的价值向度、

建立社会治理新型框架、加强全球合作。 

虽然国内学界已经就人工智能风险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已有研

究往往将人工智能风险问题与伦理问题混杂在一起进行讨论，妨碍对各自问题的深入研究；其次，

国内学界基本将人工智能风险问题限于数据风险、算法风险、信息安全风险，或是限于单个领域

的分析，但较少结合最新案例对人工智能所可能造成的各个风险领域进行分类和系统性概括；此

外，人工智能风险研究需要一种学科视角，积极构建“人工智能风险学”，对人工智能风险问题

的研究对象、问题域、分析准则、治理体系等进行详细界定，可解决当前学界在研究过程中所出

现的分析对象界定不清、问题域过于分散等问题。 

2. 人工智能现实风险：类型及案例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人工智能所产生的风险问题大量涌现，大体可

分为以下几类（如图 1 所示）：（1）技术内生性风险，即由于 AI 技术本身不完善导致 AI 系统

无法做出正确合理决策，或是由于 AI 的自主进化与迭代发展造成链式风险扩大效应，如 AI 失效、

AI 失控；（2）人为性风险：即由于人为因素，导致 AI 技术在研发、使用、传播过程中形成各

种风险，如 AI 滥用、数字安全风险、意识形态（包括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军事风险、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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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3）学科汇聚风险，即 AI 技术在与其他学科汇聚时，生成了新的风险类型。人工智

能风险的产生对当前的社会管理体系带来了诸多新挑战。 

 

图 1  人工智能风险类型的划分 

2.1  AI 失效风险 

“AI 失效”是指由于 AI 无法正确、合理发挥已设定功能，在特定的场景中做出错误决策，

如 AI 本身所存在的偏见问题、可诱骗问题、可误性问题等。（1）AI 偏见风险：如美国司法机

构用以预测罪犯再犯罪的算法 COMPAS，本身便存在种族偏见并导致不准确预测，非裔美国人

“被贴上高危标签的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的两倍”，尽管他们后来被发现没有再犯其他罪行[17]。

（2）AI 可诱骗性风险：2016 微软发布聊天机器人 Tay，许多 Twitter 用户故意用仇恨和种族

主义语言与之对话，使其在训练中吸收不好的语言特征，Tay 在此后的对话中表现出种族主义等

充满仇恨的言论，如“希特勒是无神论的发明者”等。（3）AI 可误性风险：2016 年 5 月 7 日，

一辆特斯拉 Model S 发生了致命的车祸，导致汽车司机被一辆 18 轮的牵引式拖车撞死，原因

在于自动驾驶系统在强烈光照条件下，无法精确识别拖挂车的白色车身，未能及时启动刹车系统；

2018 年 3 月 18 日，正在测试的优步无人驾驶汽车撞向了一位 49 岁的行人，根据美国国家交通

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该系统无法对物体进行正确分类。 

2.2  AI 失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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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失控性意味着 AI 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学习与进化能力，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其行动可能会偏离原始目标并形成意外的行为方式。（1）AI 系统自身不成熟导致的失控事件：

如工业/服务型机器人杀人事件，2015 年，德国一名 22 岁的技术工在安装工业机器人时，被它

抓起并挤压在金属板上，最终不治身亡[18]。据统计，自 1987 年到 2013 年间，日本约有十余

名工人死于机器人手下，致残的有 7000 多人。（2）AI 系统“习得能力”导致的失控事件：如

OpenAI 研究人员在划船比赛视频游戏中训练一个智能机器人，结果发现它会习得意外的“捷

径”，即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不断转圈便可赚取更多奖励，于是它不停重复这一动作，后来发生“着

火”事件并撞到他人。（3）人为设定型 AI 失控事件：2015 年， Gordon Briggs 编制特定程

序，可使机器人在“认识”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可拒绝服务人类指令 [19]。（4）人机博弈

型 AI 失控事件：2019 年 3 月 10 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MAX8 客机坠毁，这一

事故源自于飞机上的自动尾翼配平系统——MCAS 系统错误地解释了 AOA 迎角传感器数据，

MCAS 非常强势，可对飞行员的操作“一票否决”，最终导致惨剧发生。（5）应用失当型 AI

失控事件：2010 年 5 月 6 日下午约 14：40，美国纽约股市闪崩，原因在于交易员 Navinder Singh 

Sarao 运用了高频交易程序，并触发其他的大量高频交易程序以羊群方式进行抛售[20]。 

2.3  数字安全风险 

网络安全公司 Darktrace 网络情报和分析主管 Justin Fier 谈到，“人工智能具有访问数据，

学习数据并采取适当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像人类的意志……在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威胁将

是恶意的人工智能” [21]。（1）网络攻击的自动化及防御的智能化：根据“2016 年机器流量

报告”，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流量中约 28.9%属于恶意攻击程序[22]。此外，人工智能系统可通

过学习来自动躲避防御系统对其的检测，如研究人员 Anderson 利用强化学习创建了智能处理

方法，可操纵恶意二进制代码，绕过网络安全检测。（2）网络攻击方案的智能优化与自适应：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可分析哪些攻击程序最难以被检测，并自动产生具有类似特征的新变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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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攻击能力的自主提升：如通过生成对抗网络等，使 AI 可以自行学习查找新漏洞的方法；此

外，还可通过多个节点中的 AI 自动进行信息共享，可在短时间内了解所攻击目标的关键信息。

（4）网络攻击的精确针对性：ZeroFox 研究人员证明，自动鱼叉式网络攻击方式，可在 Twitter

上精确创建定制推文。（5）增加检测恶意攻击的难度：IBM 所开发的 AI 网络武器 Deep Locker，

可将其恶意病毒及有效载荷嵌入到一个神经网络中进行隐藏、潜伏，只有在完成特定目标时才触

发恶意行为 [23]。（6）对人工神经网络框架本身的后门操控：如腾讯朱雀实验室研究人员可为

人工智能网络“植入后门”，对人工神经网络的神经元进行直接控制。 

2.4  意识形态形塑风险 

美国《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预测、预防和缓解》报告指出，人工智能通过其智能化的信

息搜集、传递、传播工具，以及自动化的虚拟信息处理代理体，可更加高效地形塑特定的社会意

识形态与价值体系。Facebook 联合创始人 Chris Hughes 强调，Facebook 的意识形态控制

能量如此之大，已异变为“算法利维坦”[24]。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 2016 年美国大选，《卫

报》曾披露剑桥分析公司如何利用谷歌等数据，为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白宫大选[25]。具体操作

为：在大选前的几个月里对选民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数据建模和性能优化算法构建，针对不同的

受众投放 1 万个不同的广告，据统计这些广告被观看了数十亿次。剑桥分析公司能够持续监控

这些信息在不同类型选民中的有效性，并将之反馈到算法，根据选民的个人资料有针对性地向其

传递特定信息。恐怖主义组织 ISIS 同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恐怖主义营销”，如利用各种

各样的 bot 和 app 技术，包括购买垃圾邮件，利用机器人和应用程序自动完成信息发放工作 

[26]。人工智能的这种“意识形态形塑”功能，可以扩展至国与国之间的舆论争夺战，成为控制

他国舆论的工具。 

2.5  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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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品已广泛进入社会生活领域，但对其的恶意使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诸多社会

不安全因素。（1）数字（虚拟）领袖问题：通过 AI 技术，自动搜取网上信息，将具有特定政

治、宗教、文化等倾向的人群整合在一起，形成数字社区、构建虚拟领袖。（2） 隐私泄露及

盗取问题：如中国一个名为“快啊”的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以每秒数千个高效的自动识别验

证码对个人帐户等进行密码破解，准确率高达 98%，盗取了近 10 亿组公民个人信息。（3）社

会欺诈：2019 年 3 月，犯罪分子利用语音生成软件，模仿并冒充一家英国能源公司的德国母公

司 CEO，诱骗公司多位同事向其转移资金。反欺诈网络安全公司 Pindrop 报告称，从 2013 年

到 2017 年，语音欺诈案件增加了 350% [27]。（4）社会领域中的恐怖主义袭击：荷兰非营性

组织“PAX for peace”认为：“致命的自主武器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军备竞赛，届时它们将大

规模生产、价格低廉、无处不在，因为与核武器不同，它们不需要难以获得的原材料” [28]。

2017 年 11 月 13～17 日在日内瓦举办的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上，伯克利大学教授

Stuart Russell 将一段可怕的视频公诸于众：视频中，一群神似《黑镜 III》中机器杀人蜂的小型

机器人，通过人脸定位瞬间杀死了正在上课的一众学生，该视频中的科技目前已经存在。（5）

深度伪造：2018 年 4 月，印度记者 Rana Ayyub 的脸被嫁接到一名色情演员身上，相关影像在

网上迅速传播[29]。2018 年，网络安全公司 Deeptrace Labs 创始人 Giorgio Patrini 谈到，人

体合成、人脸合成和音频合成等，在未来将很快被用于政治领域，如被用来攻击记者和政客等。 

2.6  军事及国家安全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化应用，造成了许多未知的、破坏力巨大的风险。（1）军事领域中的

恐怖主义袭击：如 2018 年 8 月，在国民警卫队成立 81 周年庆祝仪式上，一架搭载炸弹的无人

机向委内瑞拉总统飞去并发生自爆。（2）技术的反人道主义应用：如美国 DARPA 资助了利用

脑机接口技术获取人脑代码、破解人脑信息的相关项目。（3）开发具有“强人工智能”潜力的

军事技术：如苍鹭系统公司的 AI 虚拟飞行员以 5︰0 的战绩击败了人类飞行员。（4）通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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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形成战略或军事误判：如通过生成对抗网络技术来干扰敌方的军事地图，从而造成虚假攻击

态势、引发对方误判，或是合成虚假攻击命令等。 

2.7  AI 滥用及管理失效 

 “AI 滥用”是指人们在尚没有完全理解 AI 产品性能及决策机制的情况下，过度使用 AI

产品。乔治城大学隐私与技术中心高级助理 Clare Garvie 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在没有

监管的情况下，‘面部识别’仍然继续被使用，现在我们更加了解了我们在承担多大的风险，而

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律师 Brian Hofer 也强调，面部识别一旦被滥用，将如潘多拉之盒，

难以抑制，“识别绑架嫌疑人，凶杀案嫌疑人，强奸犯，真正的暴力掠夺者——那里可能会有

一些成功案例，我很确定。但是一旦你打开门，它就会传播开来、它将全面蔓延”。如美国佛罗

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的治安官们，在一次秘密毒品交易中通过面部识别搜索逮捕了一名嫌疑人，

唯一的证据是警官们对照片的审查，他们认为这是面部识别系统“最有可能”匹配的照片。在使

用面部识别技术的头 5.5 年里，纽约警察局搜索逮捕了 2878 人，但此后发现很多被捕者是清白

的。 

2.8  学科汇聚风险 

人工智能具有从规模化的数据中发现规律、将各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发现异常数据，并可

制造具有危害性特质的新物质等功能。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长期网络安全中心指出，人工智

能与其他技术（生物技术、核技术等）的融合/集成，将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构成新的威胁[30]。

2018 年 3 月 15 日，在美国能源部所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展示了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发现未

知病毒的新方法，研究人员已通过此方法发现了近 6000 种未知的新病毒。基于此，美国国家科

学院 2018 年 6 月的一份报告警告说，AI 可能会产生新的或更强毒性的病原体，从而扩大生物

武器的风险[31]。此外，最近有许多可探索新型化学物质、发现新型化学反应的“机器人化学家”

程序被开发出来，它们可通过对已有化合反应、化合物性质的学习，创造此前所没有的全新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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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来的人工智能重大风险：强人工智能议题讨论热潮 

人工智能能否超越、控制人类，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这一问题也被称为是“强人工智能

议题”。当前，人工智能所拥有的规律总结能力、超强的学习效率、自改良及自进化能力等，使

得人们对强人工智能的担忧更加明显，并形成了一股讨论热潮。 

3.1  当前的强人工智能风险论争热潮 

实际上，在人工智能产生之初，“机器是否会危及人类”这一议题就获得人们的广泛关注。

1960 年，维纳（Norbert Wiener）便强调智能机器早晚有一天会危害人类，“（技术的）灾

难性后果不仅会出现于童话世界，还会发生于现实世界……（机器）一旦启动（人类）就无法对

机器有效干预。” [32] 1993 年， 文奇（Vernor Vinge）提出“奇点”概念，即机器智慧在

某一时间点会超越人类[33]，且“奇点”一旦发生，便会像多米骨牌一样，对人类的发展造成不

可逆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34]。刘益东于 1999 年提出“致毁知识”概念，以其为研究对象开展

科技重大风险的专门研究，对科学技术发展引发重大科技风险的机理、条件、方式进行了深入分

析，率先揭示出人类面临双重严峻挑战：科技风险愈演愈烈而人类防控风险的多道防线却失灵。

他还提出，人工智能在全面超过人类智能之前就可以威胁人类安全，人工智能可以生产“致毁知

识”[35]，人工智能的博弈智慧可以超过人类而为非作歹[36]。波斯特罗姆（Nick Bostrom）

则将人工智能视为“生存性风险”之一[37]。 

在 2010 年以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以逻辑符号主义路线为主，严格遵循已设定规则，难以处

理不确定性问题，没有学习能力，对强人工智能的讨论更多是基于一种猜想。而 2010 年以后，

特别是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出现，人工智能获得了规律自动总结、持续学习、AI 群体协同、自

改进（元学习）、极高的学习效率等“类脑”品质，使“强人工智能”理念拥有了更加现实的科

学依据，加之其“黑箱特征”，更是强化了人们对未来强人工智能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近两

年来，人们关于“AI 在未来会取代甚至控制人类”问题的争论愈发激烈，如 x-risks 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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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ey Turchin 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极其强大且完全不可预测的技术，其威力是核武器的数

百万倍，它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多种全球性风险，而大多数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38]。 

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家还对未来强人工智能的实现方式进行了前瞻式预测。澳大利亚认知科

学家 David J. Chalmers 指出，如果 AI0 能够生产在能力上稍强的新一代 AI1，这一过程持续下

去，经过 n 代以后，便会产生超级智能 AIn。哲学家波斯特罗姆更是对未来超级智能夺权的场景

进行了详细预测，包括前临界阶段、递归性自我改良阶段、秘密准备阶段、公开实施阶段。 

3.2  未来可能的强人工智能形式及风险 

我们认为，那种“能够在某个时间点实现意识觉醒并主动控制人类”的强人工智能（我们

称之为“强 AI1”），并不具备可实现性，更多的是一个哲学而非科学的概念，如著明神经科学

家蒲慕明强调，当前的脑科学研究主要是结构层面、局部功能性的，而对于“意识和智慧的生物

形成机制”问题无能为力。因此，我们提出了“强 AI2”概念，其关键性特征是“自主目标生成

能力”，即调整、改变、甚至是完全自主地形成新目标，并基于新目标进行自主行动的能力。我

们认为，强 AI 概念的本质在于其异化性品质，即其目标与行为跳出了原有设计逻辑，形成了自

主性目标及行为框架。当前的 AI 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改进、新框架衍生、自主成长、知

识迁移等功能，伴随着特定情景中机器所可能发生的“异变”，使得强 AI2 具有了实现的可能

性，“强 AI2”的实现可能采取如下路径。 

（1）路径一：由半自主决策体到完全自主决策体。将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智能体直接投放

社会，成为独立的行动者。韩国炮塔制造商 DoDAAM 所制造的自动炮塔“二代超级盾”，原

则上可以实现完全的无人干预。 

（2）路径二：AI 间的自主交互及进化。随着集群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AI 系统可以实

现人类社会群体中所特有的相互对抗、协作、策略使用等能力。2019 年，丰田研究院推出“舰

队学习”系统，单一机器人可将已有经验与所有其他机器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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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径三：人–机间的“端互动”模式。随着边缘计算技术的发展，可让属于判断结果

的输出端直接反馈学到的内容，即智能体在与使用者的交互中无需后台直接进化，使终端本身成

为一种自主进化体。 

（4）路径四：递归性自我改良。即智能体对元代码、算法框架本身进行自我检验、优化、

改进。2017 年，谷歌研发 AutoML 系统，已可在完全脱离人类控制的情况下自行发明新的人工

智能系统。 

（5）路径五：行为异变。通过外力，或是智能体本身的功能变化（如将已学到的知识转移

到未知场景、自试错行为等），使智能体的原初设计目标发生微调、改变。2016 年，名为 

Promobot IR77 的机器人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居然一周时间之内两次试图从实验室逃脱。 

（6）路径六：“种子 AI”的形成及发展。所谓的“种子 AI”是指，可在无外部赋予的情

况下，形成自己独有的“目标框架及行为逻辑”的 AI。2019 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利普森（Hod 

Lipson）发明了一种可自我模拟的机器人，可对自己进行持续建模，并先后自我习得抓取东西

放入瓶中及写字等功能[39]。 

（7）路径七：基于生物属性的 AI 或人工大脑。如将生物记忆等注入到 AI 系统之中等。Gisella 

Vetere 通过绘制大脑回路来逆向设计自然记忆，并通过刺激脑细胞来“训练”另一只动物，从

而在其脑中创造人工记忆[40]。2019 年，可生成微弱脑电波信号的人工大脑也已被制造出来

[41]。 

4. 人工智能风险的不可控性及其治理失效 

当前，人们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 AI 风险管控体系，出现了“伦理约束失效”、“企业自治

失灵”、“利益卷入效应”、“技术恐怖主义”、“创新无禁区困境”等现象，使得人工智能风

险问题在未来可能出现失控现象，甚至威胁人类安全。 

4.1  伦理约束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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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 AI 的发展与人类福祉相一致？当前人们主要采取了一种伦理优先的社会治理方

式。然而，这种方式属于“道德应然”而非“行动实然”，在很多情况下，伦理治理失效问题非

常明显，正如刘益东指出的“科技伦理因不能约束所有科技专家的行为，使本应禁止的某些科研

活动得不到有效禁止而使得科技伦理法律失灵”。[42] 

谷歌曾于 2014 年建立“AI 伦理委员会”，强调“不做恶”，然而，正是谷歌公司研发出

一个个具有不可控性特征的 AI 技术，如 AlphaGo 使强化学习技术实用化，AlphaGo Zero 则

展示出通用性萌芽。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来自于学界关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的讨论，在 2018 年 7 月

召开的“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上，来自 90 多个国家的约 2400 多位学者及研发人员共同签

署《禁止致命性自主武器宣言》，强调禁止致命性自主武器的研发。然而，在两个月后的“联合

国日内瓦会议”上，俄罗斯、美国、韩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等自主武器研发强国，均反对将“完

全自主武器”议题纳入正式谈判框架之中，最终仅达成一系列非约束性建议。2019 年 3 月，联

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敦促人工智能政府专家组（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会议推进对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研发活动的限制[43]，但在 2019 年 8

月人工智能政府专家组发布的正式报告中，并没有强调禁止“致命性自主武器的研发与使用”，

而仅仅是要求此类武器的研发应遵循《国际人道法》[44]。 

4.2  企业自治失灵（及利益卷入效应） 

利益面前的道德坚守异常困难，面对利益问题，企业往往难以抵御资金诱惑。此前美国军

方约有 592 个左右的军方 AI 项目，利益相关方均力推项目的进行[45]。 

2018 年 3 月，谷歌参与美国军方 Project Maven 一事被披露，并引发了内部员工的极力

抵制，压力之下，谷歌决定于 2019 年后退出这一项目。虽然谷歌暂时放弃了这些项目，但是

否会长期坚持再不参与？实际上，2018 年 12 月，谷歌员工对 Maven 项目进行抵制之时，谷歌

公司删除了座右铭“不作恶”，调整为“做正确的事”，而在最新的“谷歌 AI 研究七大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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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作恶”亦被去除。更让人担忧的是，2018 年 9 月，李飞飞由于卷入 Maven 项目而被

迫离职，其接任者摩尔（Andrew Moore）却是新美国安全中心建立的“人工智能和国家安全

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之一，“对于在反对 Maven 的信件中联名的 4000 多名 Google 员工

而言，这一次的聘用简直是在打他们的脸”。[46] 

此外，与谷歌的保守不同，亚马逊大力向国防部宣传其图像识别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微软

则表示，公司已经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云服务的合同。荷兰和平组织 Pax 在报告《不作恶？》

（Don’t be evil?）中[47]，根据以下三个标准对 50 家 AI 公司进行了排名：是否在开发可能

具有致命性的 AI 技术，是否存在军事项目，以及是否会承诺在未来不为军事研究做贡献。结果

表明，其中有 21 家公司属于“风险高度关注”，亚马逊和微软更被列为世界上“风险最高”的

科技公司。 

4.3  技术恐怖主义 

技术恐怖主义是指将新技术用于（特别是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或违法犯罪活动。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使技术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新的特征。（1）易复制性：人工智能更多的是以程序

形式出现，其复制及扩散更为容易。（2）更强的匿踪性及智能性：人工智能的特点在于其自主

性及智能性，安全部门将难以对基于 AI 技术的恐怖主义活动进行追踪，如自主机器人、仿生机

器人，以及黑客攻击等均可以通过远程遥控、自主实施来执行相关行动。（3）不可控的规模效

应：未来恐怖分子可运用集群性的小型自主武器，实施大规模的破坏。（4）风险的扩大效应：

虽然技术本身破坏力不大，但却可引发广泛的社会恐慌，如智能性的自动网络攻击所引发的连锁

性破坏效应、恶意攻击的蜂群机器人在公共交通领域中所导致的大规模心理恐慌，等等。 

上述基于 AI 技术的技术恐怖主义活动，既可以是个人性的袭击行为，也可以是团体协作性

的、有组织的破坏活动，同时也可以是国家之间的对抗（如用智能性、精确性的网络攻击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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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他国的意识形态；或是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对他国的敏感信息进行“污染”，从而造成军事、

政治误判等）。 

4.4  创新无禁区困境 

“创新性”是科学共同体的最根本规范，与其紧密伴生的便是“科学无禁区”信念。最近，

“YOLO 之父” 雷蒙（Joseph Redmon）宣布退出计算机视觉界，理由是他所发明的视觉研

究成果，能够给军事及个人隐私领域带来风险。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科学家不会出于伦理因素

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针对雷蒙退出这一事件，前谷歌大脑机器人研究专家凯文（Kevin Zakka）

谈到，研究者不应因自己的工作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而停止研究，科学家所要做的，是利用自己的

影响力来提高警惕。对于人工智能而言，这一信念会导致如下风险。 

（1）技术衍生型风险。即通过研发，制造出大量具有潜在破坏力的 AI 技术。由于在很多

情况下，人们很难判定某种新型 AI 技术是否以及如何产生负效应，因此，技术衍生型风险往往

难以控制。 

（2）AI2 导向型风险。“科学无禁区”理念是导向 AI2 的内驱力，同时也是导致未来人机

关系失控的重要因素，因为不断提升 AI 的自主性、自生长性、自改良性是 AI 界所追求的终极目

标，当时间因素足够充分时，具有 AI2 特征的智能系统的出现是大概率事件。 

（3）黑客文化风险。黑客文化是造成 AI 风险的重要推手。2014 年 10 月，中国 KeenTeam

团队首次成功入侵特斯拉，使其在无指令的情况下实现自动开车门、后备厢，以及自动倒车与熄

火。根据《全球高级持续性威胁（APT）2019 年上半年研究报告》，2019 年上半年，全球共

有 42 个安全厂商发布了约 144 项 ATP 攻击报告[48]。 

针对科技的不可控性与治理失效，刘益东提出“囚车剑魔”四大困境加以揭示和概括，通

过分析大错误难以避免、难以纠正等机制，指出：人类不断犯大错误（囚徒困境）；大错误又难

以纠正（动车困境）；无法抵消、无法弥补（双刃剑困境）；犯大错误的门槛越来越低，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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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器人也能犯大错误（魔戒困境）。这四种困境甚至可以祸害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49]。上

述论断确实揭示了科技时代的治理困境。 

5. 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亟待开拓的研究场域 

如何处理人工智能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所出现的问题，当前的主导性模式是“基于伦理的

治理”模式，即设定 AI 研发或应用伦理准则，通过道德的自律或他律，使 AI 的发展符合人类的

发展目标、与普适性伦理标准相容而非相悖。当前世界上所出台的相关伦理规则已达 70 多个。

但是，这种“基于伦理的治理”模式存在诸多局限：（1）伦理性规范往往给人一种“倡导性”

而非“遵守性”的印象，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使得人们对伦理规范缺乏敬畏；（2）大多数伦

理准则缺乏操作性与细节性，且不划定明确的行为底线及惩罚措施，其所依赖的约束手段是道德，

而非法规或法律；（3）当前，人工智能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所引发的风险问题，已

经远远超出单纯的伦理范围，它需要用一种更为强硬的措施来加以管制。 

因此，我们需要将“AI 风险及其治理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积极构

建“人工智能风险学”或“机器风险学”，提升人们对于 AI 风险问题严重性，以及 AI 风险治理

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确保 AI 健康发展。AI 风险是指，AI 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对个人、群体（组织）、

地区、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正常生活、生产、身体或精神健康、正当权益等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伤

害，或是 AI 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带来了重大威胁。而“人工智能风险学”则是研究人

工智能风险处理准则、机器风险类型构成、机器风险治理体系等问题的专门研究领域。虽然许多

AI 伦理准则中也包含了 AI 风险问题，但是这种将两者混杂在一起的做法，显然降低了人们对

AI 风险问题严重性的认知程度。 

5.1  AI 风险治理体系的分析准则 

在处理人工智能风险问题时，应强调如下准则。（1）以技术恶为出发点，它所思考的问题

是“某种 AI 技术可以在哪些方面引发诸如犯罪、社会混乱、政治不稳定等潜在的风险及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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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调研发底线原则（划定研发红线），对于某些可引发严重社会问题的 AI 研究方向，建

立相应的政策对其进行预警、惩罚、制止。（3）将自上而下的风险评估与自下而上的方式结合

起来，鼓励发动来自企业或科研机构的内部力量。（4）鼓励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合作，

打破长期以来两种文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隔阂：一方面，AI 风险的评估需要科学

家的专业知识、需要了解具体的技术细节，从而可以为社会科学家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

AI 风险评估也需要社会科学家从社会发展、科技的社会影响方面向科学家提供问题，两个学术

共同体不应相互隔离、相互轻视甚至对立。（5）重视制定具有时效性、可执行性的 AI 风险评

估政策、规章，强调评估标准的明晰性、技术层面的可实施性、政策层面可执行性。 

5.2  AI 风险类型研究 

AI 风险治理主要探讨如下人工智能风险类型。（1）技术原理性风险：即由于技术框架设计

错误，或是环境适应性差，导致 AI 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伤害人或物的现象（如机器人杀人事

件、AI 系统崩溃风险等）；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对技术原理认识不全面，导致其在演化过程中逐

渐失控、甚至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2）技术应用型风险：主要包括非蓄意性和蓄意性两类。

前者如 AI 误用（将某一 AI 技术与其他 AI 技术整合，导致整个系统紊乱，或是在使用过程中操

作不当导致风险的产生等）；后者则是 AI 风险的主要类型，包括：1）个人犯罪式（或黑客攻

击式）AI 风险，通过 AI 技术来获取非正当金钱、隐私信息，或是对网络、他人进行攻击；2）

恐怖主义式 AI 风险，通过个人性的、组织性、国家性的恐怖主义手段，引发公共交通、健康、

网络、生产、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大规模混乱。（3）技术管理型风险：即由于技术管理或部署方

式不科学，导致 AI 在社会应用过程中产生各种严重问题，如滥用技术不成熟的 AI 产品、AI 风

险管控的失效等。 

5.3  AI 风险治理体系构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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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风险治理体系主要由 AI 风险事实跟踪、AI 风险预期、AI 风险管理等因素构成。（1）事

实性 AI 风险跟踪：对当前 AI 技术在各个领域中已经引发的风险事实进行总结。（2）AI 风险预

期：基于未来 AI 技术的演化，对 AI 在各个领域中所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预估，制定未来 AI 风

险路线图。（3）AI 风险的社会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手段，一是企业内部的自治，即通过工

会、员工自发向企业管理者施压；二是通过学会、传媒，形成 AI 研发风险准则；三是完善法律、

法规、规章等，对严重危害个人及社会的行为（利用 AI 技术进行犯罪等）进行及时管控，如罚

款、撤销资助、刑事诉讼等。（4）AI 风险的技术应对：发展风险预测工具（如专业软件或工具），

定期或不定期发布 AI 风险路线图；建立专门应对当前或未来 AI 风险的专业组织；此外，需特别

关注 AI2 风险产生的可能及危害。 

6. 结语 

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或技术，它同时还是一项社会工程，需将“责任意识”嵌入其

研发、传播及应用过程之中[50]。人工智能风险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段伟文曾将人工智能

称为“数学杀伤性武器”[51]，其已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来源之一。该技术已经超越单纯的伦

理界线，无法单单用“应然性”的价值规范来加以规约。因此，需要推动“机器风险学”的建立

与完善，对人工智能的正当及非正当应用进行明确划界、对人工智能的合理及非合理研发方向进

行预警性讨论、对“应用性”伦理规范与“实然性”现实风险应对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当

前，针对人工智能风险及其治理问题，学术界、产业界、政府等已从各个方面（技术治理、社会

治理、伦理治理等）进行了探讨与推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专家陈小平强调基于科学手段，

对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进行预测与判别，并通过对特定技术的“禁用”，守护人工智能风险的底

线[52]；由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级专家所共同探讨形成的“阿西洛马人工智能 23 原则”（2017），

从技术层面及社会层面详细界定了确保人工智能研发的安全准则，如故障透明、人类控制、性能

警示、合理的递归自我完善、非颠覆性、审判透明等；IEEE 发布的报告《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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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则强调将人类价值或准则嵌入自治系统的设计及开发过程；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2018），已构建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惩戒体系，对个人的数据保护权益（如信息擦除权、拒

绝权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制定了惩戒措施。人类未来研究所、牛津大学等联合发布的报告《人

工智能的恶意使用:预测、预防和缓解》（2018），在讨论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时，强调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努力：（1）政策制定者与技术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制定相应防范政策；（2）通过责

任教育、伦理标准制定、举报措施等，强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3）向网络安

全社区学习，开发应对风险的技术工具、确定研究领域中的最佳实践标准，如美国 DARPA 举办

了“网络大挑战”、“媒体取证” （MediFor）项目等；（4）扩展讨论的参与者范围，基于

开放框架来商讨人工智能安全问题。 

虽然当前人工智能风险研究及实践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依然面临规范体系的共识性程

度较弱、行为转换能力不强、惩戒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未来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应推进以

下工作。（1）努力达成具有共识性特征的风险治理准则体系，这里的“共识”并不绝对强调普

遍性，不要求获得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认同，而是关注具有实践特征的技术规范体系的共识达成过

程，它可以是两个或几个企业之间所形成的小范围共识，但需具备实践转化能力。（2）现有的

人工智能伦理及风险治理准则往往过于空泛，应积极推进具备行动性特征的行为规范体系的建

设，解决从宏观或中观规范到行动能力转换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构建可推进到实际研发活动

中去的微观准则体系。（3）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惩戒制度，强化法律、法规、规章的建立，同时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行为规范体系建设，在自治性与自控性、创新性与责任性之间达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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