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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 

【脑与类脑研究】 

谷歌、哈佛联手绘出「百万分之一」人脑神经 3D 连接图！天量

数据竟可塞满 14 亿块 1T 硬盘 

前不久，谷歌和哈佛大学联手发布人脑神经 3D 连接图，涵盖人脑一百万分之一的信息，

但数据已经塞满了 1400 块 1T 硬盘！现在，这个研究团队表示，这些发现还只是个开始。 

去年夏天，哈佛大学和谷歌的研究人员联合发布了第一张部分人脑的连接图。针头大小

的组织被保存下来，用重金属染色，切成 5000 片，并在电子显微镜下成像。 

这些保存下来的组织，仅占整个人类大脑的百万分之一。然而，对其进行描述和记载的

数据却高达 1.4PB，其中包括了神经细胞、血管等颜色鲜艳的显微镜图像。  

 

「这就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样，」论文的资深作者、哈佛大学的 Jeff Lichtman 说。 

目前，他的团队已经在人体组织中发现了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特征，包括在其他动物中从

未见过的新型细胞，例如轴突卷曲并相互盘旋的神经元，以及拥有两个轴突，而不是一个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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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神经元。 

 

不过 Lichtman 表示，这些发现只是皮毛：要绘制对大脑组织的完全搜索样本，其难度

不亚于开车驶过北美每一条道路。 

Lichtman 一直致力于创建和研究类似的神经全连接图——绘制一张完整或部分完整

的活体大脑内所有神经连接的综合图。这张图是了解大脑的主人如何思考、感觉、移动、记

忆、感知等的关键。 

然而，这类大脑连接图不会很快问世，因为它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 

Lichtman 表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数据量太大，可能达到 ZB 级，这相当于当今整个

世界存储内容的很大一部分。 

事实上，目前唯一建立了大脑综合连接图的物种是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一种不起眼的蛔虫。 

科学家们从蠕虫、苍蝇、老鼠和人类中积累的大量连接组数据，已经对神经科学产生了

强大的影响。最近，绘制大脑神经连接的技术发展越来越快，Lichtman 等人追寻已久的大

规模连接图终于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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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取自哈佛大学和谷歌研究人员从仅 1 立方毫米的人类大脑皮层编译出的连接组。

它的大小为 1.4PB，是有史以来创建的最详细、最复杂的连接组。 

不同的生物体通常在很多方面差异很大，科学家需要确认分类才能得出结论。大规模连

接组学可以为神经科学的发展提供空前的动力，其作用堪比快速、简单的基因组测序技术对

基因组学的推动作用。 

最近，对线虫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实验表明，科学家有时可以根据连接组的知识来预测动物的行为。然而，这些成功也揭

示了大规模连接组学在处理更复杂的生物大脑之前还需要走多远。 

从连接预测动物行为 

实际上，大约 35 年前，科学家就完成了线虫的第一张大脑全接线图。 

 



7 
 

尽管线虫的大脑中只有 302 个神经元，但在当时，这项努力已经堪称壮举。科学家通

过在电子显微镜图像的打印输出图上，手绘神经元连接，经过近 15 年的艰苦努力才完成。 

现在，利用 AI 增强的成像技术，科学家们在约一个月内就可以完成一个秀丽隐杆线虫

的大脑神经连接图的绘制。 

神经科学家可以在一个实验中绘制几种蠕虫的脑连接图，在不同特征或处于不同生命阶

段的个体之间进行比较，还能在图上叠加特征成像，了解在复杂行为期间神经网络的触发方

式。 

 

这种方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今年 9 月发表在《细胞》上的一篇报告中，

科学家们使用蠕虫连接组来描述了自然界中最复杂的行为之一：性。 

研究人员使用视频和成像技术，在线虫交配过程中记录和追踪了线虫脑细胞的活动，视

频显示，这些蠕虫以蛇形模式在彼此周围滑行，荧光蛋白发出的白光表示神经元的活动，沿

着它们纤细的身体断时续地闪烁。 



8 
 

 

线虫神经系统的 3D 模型。线虫只有 302 个神经元，因此它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的）可以编译出完整、详细的连接组的动物。 

科学家将复杂的交配行为分解为寻找伴侣、交配和休息等子类。然后将神经元活动映射

到蠕虫的连接组上，以识别在交配过程中处理环境信息的大脑机制。 

 

据该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神经科学家 Vladislav Susoy 介绍，由此产生的大脑活动图

在研究中使用的 8 种蠕虫之间显示出高度一致，以至于可以用来预测第 9 种蠕虫的行为。 

因此，科学家们决定通过实验来检验这个预测。以一种新的蠕虫为例，他们精确地移除

了这种蠕虫与「转动」有关的五个神经元中的一个，结果，蠕虫果然失去了转动的能力。 

Susoy 说：「这种联系如此清晰，真是令人惊讶。」 

研究斑马鱼大脑的哈佛大学神经科学家 Florian Engert 称，这篇论文是该领域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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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碑」，因为它使用连接组来考察复杂的行为。他表示，连接组正在成为一种关键资源。 

「它可以作为研究神经元回路如何运作的工具和数据库。」恩格特实验室的神经科学家

和博士后研究员 Gregor Schuhknecht 说。 

不过，除了解释动物行为的基础之外，连接组学研究还可以揭示关于这些行为如何连接

到大脑的微妙细节。 

 

Lichtman 表示，大脑可以用无数种方式做事。我的猜测是，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大脑

神经系统很少采用最简单的路径，因为它的设计并不简单。 

例如，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知道，对线虫而言，幼虫和成虫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形式是

明显不同的。为了了解大脑整个发育过程中的变化。 

在最近《自然》上的一篇文章中，Lichtman，Samuel and Mei Zhen 等研究人员比

较了八个基因完全相同的蛔虫幼虫和成虫之间神经元连接方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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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论文第一作者 Daniel Witvliet 的说法，这项研究最有趣的发现是，尽管这些蠕虫

在基因上是相同的，但它们大脑中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有多达 40%是不同的。 

这一发现表明了对大量大脑链接图进行比较的重要性。「你不能只是说，'我们已经绘制

了蠕虫连接组图'，因为每个连接组都是略有不同的。」Witvliet 说。 

Lichtman 说，这一发现表明存在两类连接：可变的连接和一致的连接。如果事实证明，

动物需要建立更一致的连接，来支持生存所必需的神经活动，那么他认为，一些连接的变化

程度可能成为连接组中重要特征的标志。 

「如果可以比较多个连接组，就可能看出特征上的重要差异，而不是完全随机的。」

Lichtman 说。 

他表示，在未来，连接组学能定期分析多个个体的大脑，比较健康和不健康的动物、年

轻和年老的动物等等。「我认为，一旦绘制大脑神经连接图成为平常之事，这很可能会成为

现实。」 

神经科学的「n of 1」问题 

然而，解决大规模的连接组学的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目前来说，在神经映射技术方面的确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整个领域仍然存在 Lichtman

所说的「n of 1」的问题。 

也就是说，即便是绘制一个人的大脑线路图，也不是一项可以轻易完成的任务，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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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物种要比蠕虫复杂得多。 

哈佛大学的教授 Aravinthan D.T. Samuel 也同意这一观点：「我认为连接组学在大多数

情况下就像珠穆朗玛峰的探险。做过一次之后，就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 

而这也正是连接组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特别是对复杂的生物来说。 

比如，当 Lichtman 和他的同事正在绘制人脑片段时，他们发现一处非常的奇怪。但是

却也无从得知这是一个政策现象还是由于这个人独有历史和基因而产生的特殊案例。 

当然，如果能绘制出 100 个人类大脑的等效样本，那么这些问题也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但不幸的是，每个大脑都有 1.4PB 的信息，这么做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即便还不能进行大规模研究，连接组学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进展。 

尤其是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方面的工作，可谓是进展神速，无论是幼

虫（有大约 10,000 个神经元）还是成虫（有大约 135,000 个神经元）。 

2019 年，谷歌与 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以及剑桥大学合作，通过 Flood-Filling 

Network 算法和 TPU 芯片，将果蝇大脑切分成数千个 40 纳米的超薄切片，并且使用透射

电子显微镜生成每个切片的图像，产生了 40 万亿像素以上的果蝇大脑影像，然后将 2D 图

像排列对齐形成完整果蝇大脑的 3D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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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成功重建了果蝇大脑神经元的 3D 模型，但并未揭示有关果蝇大脑神经元「连接性」

的信息。 

 

40 万亿像素下的果蝇大脑重建 

2020 年，谷歌与 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的 FlyEM 团队等，发布了「半脑」连

接组（ 「hemibrain」 connectome），绘制的图像涵盖了 25000 个神经元，按体积计算，

大约占果蝇大脑的三分之一。 

这是当时最大、最详尽的果蝇大脑地图，包含了对果蝇大脑中神经元连接的高度详细的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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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腹果蝇大脑部分突触连接的「半脑」连接组映射 

今年的 10 月，神经科学家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似乎能够帮助果蝇进行导航的多达几十种

新的神经元类型和电路。 

这项工作被誉为揭示苍蝇如何纳入感官信息并将其转化为行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能够比较不同物种的基因组也有很大的价值。 

 今年 7 月，Allen 大脑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和 Baylor 医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合作发布

了一个数据集，其中包含了小鼠视觉新皮层中 20 万个脑细胞的精细结构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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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代表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小鼠数据集。 

 

这只是整个大脑的一个开始，但即使这么多也意味着，研究人员第一次可以比较两种哺

乳动物——小鼠和人类的部分连接组。 

什么是连接组学解释不了的？ 

连接组学的成功，对科研人员来说，可能是苦乐参半。 

多年来，连接组学受到的最多的批评就是，它不足以解释大脑是如何运作的。 

尽管在几十年前，人类就掌握了一张秀丽隐杆线虫的大脑地图，但科学家们仍难以就其

神经功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对 Lichtman 来说，解析更复杂的大脑里面近乎无限的相互联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

考验着人类和人工智能的极限。 

连接组学的另一个限制是它没有告诉人们任何关于连接强度的信息，大脑里某个连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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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还是弱我们并不知道。 

连接组学只是告诉研究人员有连接存在。 

「如果两个神经元之间有 20 个连接，但它们都非常弱，」Engert 说，「那么如果你想

知道信息是如何通过大脑流动的，你需要先知道这些。」 

 

通过将功能活动映射到果蝇的连接体数据上，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神经回路控制着昆虫导

航能力的重要方面。 

 神经科学家经常假设，如果一个神经元与其他神经元建立了联系，那么它一定是对它

所接触的神经元做了什么。 

 但 Lichtman 指出，并不是每一个连接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神经元在充满冗余路径的

庞大网络中与其他神经元建立了数千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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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中风了，成千上万的神经元消失了，但他并不会失去记忆。 

「大脑有无数种方式可以做事情，」Lichtman 说，「我的猜测是，几乎在每种情况下，

神经系统都很少走最简单的路，因为它不是为了简单而设计的。」 

连接组学也几乎没有涉及大脑中被称为神经调节剂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在神经元

周围的液体中循环。 

神经调节剂不同于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中精确释放的神经递质，它们代表了大脑细胞

之间交流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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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lia 研究院的神经科学家和计算生物学家 Louis Scheffer 说，许多神经回路在神经

调节剂的存在下会改变它们的行为。 

举个口胃神经节的例子。 

口胃神经节是龙虾和螃蟹体内仅由三个神经元组成的回路，这个回路控制着它们胃中肌

肉的节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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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科学家们已经确定了大约 20 种神经调节剂，它们都可以使这个神经节改变其放

电模式。 

所以如果要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来说明运动功能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来定义的，这恐怕是很难的。 

Louis Scheffer 将这种神经回路称为「poster child」，意思就是单靠表面上的一个连

接体是无法解释大脑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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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rt 说，人们普遍认为连接体不足以理解大脑。 

但他觉得，迄今为止，大脑连接图在解释蛔虫和苍蝇的行为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功案

例，这也说明连接体「肯定会对大脑的信息功能非常有帮助，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参考链接：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new-brain-maps-can-predict-behaviors-202

11206/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pdf/10.1098/rstb.1986.0056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1.05.29.446289v4 

来源：神经科技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new-brain-maps-can-predict-behaviors-20211206/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new-brain-maps-can-predict-behaviors-20211206/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pdf/10.1098/rstb.1986.0056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1.05.29.446289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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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人视听觉智能】 

给几个关键词就能出摄影大片，英伟达 GauGAN 上新 2.0：将文

本转成逼真图像 

在 2019 年举办的 GTC 大会上，英伟达展示了一款新的交互应用 GauGAN：利用生

成对抗网络（GAN）将分割图转换为栩栩如生的图像。 

时隔 2 年，英伟达官方推出了 GauGAN 的继任者 GauGAN2，允许用户创建不存在

的逼真风景图像。GauGAN2 将分割映射、修复和文本到图像生成等技术结合在一个工具

中，旨在输入文字和简单的绘图就能创建逼真的图像。 

英伟达表示：「与类似的图像生成模型相比，GauGAN2 的神经网络能够产生更多种类

和更高质量的图像。」用户无需绘制想象场景的每个元素，只需输入一个简短的短语即可快

速生成图像的关键特征和主题。 

例如输入「海浪打在岩石上」，模型会根据生成的内容逐渐进行相应的调整，以生成与

描述匹配的逼真图像。 

 

目前 GauGAN2 还在研发阶段，但英伟达已为用户提供了一个 demo 地址，可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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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玩。 

试玩地址：https://www.nvidia.com/en-us/research/ai-demos/ 

简单输入几个关键词就能生成想要的风景图，看起来非常有趣。 

GauGAN2 的生成模式 

GauGAN2 现在有几种模式，可以从不同的输入生成逼真的图像。 

模式 1：输入简笔画。 

 

模式 2：输入文本。 

 

这种输入文本生成匹配图像的模式也是 GauGAN2 主要的创新，生成的图像会根据逐

https://www.nvidia.com/en-us/research/ai-de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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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输入的文本不断发生变化，最终生成和文本匹配最佳的图像。 

例如在下图的示例中，文本首先输入「sunshine（阳光）」，生成的图像中就只出现了

一个太阳；之后继续输入「a tall tree（高树）」，图像中就出现了树（且为顶部树枝，匹配

「高树」）；最后，输入的全部文本是「sunshine in a tall tree forest」，意为「透过森林的

阳光」，GauGAN2 最终生成的图像与之相匹配： 

 

模式 3：输入图像并编辑部分内容。 

例如，抹掉想要移除的内容，在生成的图像中会保留剩余的部分，并自动补全出多种新

的完整图像： 

 

此外，第一版 GauGAN 的涂鸦模式在 GauGAN2 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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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种模式也可以混合叠加使用，例如在用涂鸦绘画等生成图像后，输入文本进行相

应的修改，下图就生成了一座阳光下的「空中楼阁」： 

 

从文本生成图像，如何实现？ 

从 2019 年开始，英伟达开始改进 GauGAN 系统，该系统由超过一百万个公共 Flickr 

图像训练而成。与 GauGAN 一样，GauGAN2 可以理解雪、树、水、花、灌木、丘陵和

山脉等物体之间的关系，例如降水类型随季节变化的事实。 

GauGAN2 作为生成对抗网络 (GAN) 的一种变体，由生成器和鉴别器组成。生成器

用于获取样本，例如获取与文本配对的图像，并预测可能与图片中元素（例如山水、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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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数据。生成器试图通过「欺骗」鉴别器来进行训练，鉴别器则用于评估预测结果是否

真实。虽然 GAN 的转换最初质量很差，但它随着鉴别器的反馈而不断改进。 

与 GauGAN 不同的是，GauGAN2 是在 1000 万张图像上训练而成——可以将自然

语言描述转换成风景图。GauGAN2 在单个模型中结合了分割映射、修复和文本到图像的

生成。它不仅可以创建逼真的图像，艺术家还可以使用它来描绘超凡脱俗的风景，即实际中

并不存在的艺术场景。 

例如星球大战系列中塔图因星有两个太阳。借助 GauGAN2 只需输入文本「desert 

hills sun」来创建一个起点，之后用户可在已有一个太阳的情况下快速绘制草图，生成想要

的效果。 

 

这是一个迭代的过程，用户在文本框中键入的每个词都会为 AI 创建的图像添加更多内

容，因而 GauGAN2 才能随着输入文本而不断变换图像。 

GauGAN2 背后的 AI 模型使用 NVIDIA Selene 超级计算机，在 1000 万张高质量

风景图像上进行了训练，这是一个 NVIDIA DGX SuperPOD 系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10 

台超级计算机之一。GauGAN2 还借助神经网络来学习词汇与其对应的视觉效果之间的联

系，例如「冬天」、「有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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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实际应用 

GauGAN2 从实用的角度讲是视觉创意生成器，在电影、软件、视频游戏、产品、时

尚和室内设计中具有潜在应用。英伟达声称第一版 GauGAN 已被用于为电影和视频游戏

创建概念艺术。类似地，GauGAN2 未来也将提供开源代码并投入应用。 

与 GauGAN2 类似，今年年初 OpenAI 发布了号称图像版 GPT-3、120 亿参数的 

DALL-E，后者可以将以自然语言形式表达的大量概念转换为合适的图像，效果十分惊艳。  

此类生成模型的一个缺点是可能存在偏见。例如在 DALL-E 中，OpenAI 使用 CLIP 

模型来提高生成图像质量，但几个月前有研究发现 CLIP 存在种族和性别偏见问题。 

英伟达暂不会对 GauGAN2 是否存在偏见给出回应。英伟达发言人表示：「该模型有

超过 1 亿个参数，训练时间不到一个月（还在 demo 阶段），训练图像来自专有的风景图

像数据集。因此 GauGAN2 只专注于风景，研究团队还对图像进行审核以确保图片中没有

包含人的场景。」这将有助于减少 GauGAN2 的偏见。 

参考链接：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21/11/22/gaugan2-ai-art-demo/ 

来源：机器之心 

声临其境：清华大学和字节跳动提出 Neural Dubber 神经网络配

音器，有望让影视后期效率倍增 

清华大学和字节跳动智能创作语音团队业内首次提出神经网络配音器，让 AI 根据配音

脚本，自动生成与画面节奏同步的高质量配音。 

影视配音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技能。专业配音演员的声音演绎往往让人印象深

刻。现在，AI 也有望自动实现这种能力。 

近期，清华大学和字节跳动智能创作语音团队业内首次提出了神经网络配音器（Neural 

https://blogs.nvidia.com/blog/2021/11/22/gaugan2-ai-art-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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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ber）。这项研究能让 AI 根据配音脚本，自动生成与画面节奏同步的高质量配音。相

关论文 Neural Dubber: Dubbing for Videos According to Scripts 已入选机器学习和

计算神经科学领域顶级学术会议 NeurIPS 2021。 

 

论文地址：https://arxiv.org/abs/2110.08243 

项目主页：https://tsinghua-mars-lab.github.io/NeuralDubber/  

配音（Dubbing）广泛用于电影和视频的后期制作，具体指的是在安静的环境（即录

音室）中重新录制演员对话的后期制作过程。配音常见于两大应用场景：第一个是替换拍摄

时录制的对话，如拍摄场景下录制的语音音质不佳，又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演员只是对了口型，

声音需要事后配上；第二个是对译制片配音，例如，为了便于中国观众欣赏，将其他语言的

视频翻译并配音为中文。 

清华大学和字节跳动智能创作语音团队的这项研究主要关注第一个应用场景，即 “自

动对话替换（ADR）”。在这一场景下，专业的配音演员观看预先录制的视频中的表演，并

用适当的韵律（例如重音、语调和节奏）重新录制每一句台词，使他们的讲话与预先录制的

视频同步。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该团队定义了一个新的任务，自动视频配音（Automatic Video 

https://arxiv.org/abs/2110.08243
https://tsinghua-mars-lab.github.io/NeuralDu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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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bing, AVD), 从给定文本和给定视频中合成与该视频时序上同步的语音。 

此前，行业内的很多研究是，根据给定语音生成与之同步的说话人的面部视频（Talking 

Face Generation）。而 AVD 任务正好相反，是用于生成与视频同步的语音，更加适用于

真实的应用场景，因为影视作品拍摄的视频往往质量很高，并不希望再对其进行修改。 

 

图 1：自动视频配音（AVD）任务示意图。给定文本和视频作为输入，AVD 任务旨在合成

与视频在时间上同步的语音。这是两个人互相交谈的场景。面部图片是灰色的，表示当时这

个人没有说话。 

清华大学和字节跳动智能创作语音团队提出的神经网络配音器（Neural Dubber）旨

在解决自动视频配音（AVD）任务。这是第一个解决 AVD 任务的神经网络模型：能够从

文本中端到端地并行合成与给定视频同步的高质量语音。神经网络配音器是一种多模态文本

到语音 (TTS) 模型，它利用视频中的嘴部运动来控制生成语音的韵律，以达到语音和视频

同步的目的。此外，该工作还针对多说话人场景开发了基于图像的说话人嵌入 (ISE) 模块，

该模块使神经网络配音器能够根据说话人的面部生成具有合理音色的语音。 

具体的技术方法如下： 

神经网络配音器（Neural Dubber）将 AVD 任务具体建模成如下形式：给定音素序

列和视频帧序列，模型需要预测与视频同步的梅尔频谱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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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神经网络配音器（Neural Dubber）的模型结构。 

神经网络配音器（Neural Dubber）的整体模型结构如图 2 所示。首先，神经网络配

音器应用音素编码器和视频编码器分别处理音素序列和视频帧序列。编码后，音素序列变成

音素隐表示序列，视频帧序列变成视频隐表示序列。然后，音素隐表示序列和视频隐表示序

列被输入到文本视频对齐器（Text-Video Aligner），得到经过扩展后的梅尔频谱隐表示序

列，它与目标梅尔频谱序列的长度相同。该工作在文本视频对齐器中解决了音素和梅尔频谱

序列长度不一致的问题。在多说话人场景时，模型会从视频帧序列中随机选择的一张人脸图

像，输入到基于图像的说话人嵌入（Image-based Speaker Embedding, ISE）模块以生

成基于图像的说话人嵌入。梅尔频谱隐表示序列会与 ISE 相加，并输入到可变信息适配器

（Variance Adaptor）中以添加一些方差信息（例如，音高、音量（频谱能量））。最后，

梅尔频谱解码器（Mel-spectrogram Decoder）将隐表示序列转换为梅尔频谱序列。 

文本视频对齐器（Text-Video Aligner） 

文本视频对齐器（图 2(b)）可以找到文本和嘴部运动之间的对应关系，利用这种对应

关系可以进一步生成与视频同步的语音。 

在文本视频对齐器中，注意力模块学习音素序列和视频帧序列之间的对齐方式，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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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视频上下文特征序列。然后执行上采样操作以将此序列从与视频帧序列一样长扩展到与

目标梅尔频谱序列一样长。 

 

注意力模块中，视频隐表示序列用作查询。因此，注意力权重由视频显式地控制，并实

现了视频帧和音素之间的时序对齐。获得的视频帧和音素之间的单调对齐有助于合成出的语

音在细粒度（音素）级别上和视频同步。 

之后，将文本视频上下文特征序列扩展到与目标梅尔频谱序列一样的长度。这样音素和

梅尔频谱序列之间的长度不匹配问题，就在没有音素和梅尔频谱细粒度对齐监督的情况下得

到解决。由于视频帧和音素之间的注意力机制，合成语音的速度和韵律由输入视频显式地控

制，使得能够合成与视频同步的语音。 

基于图像的说话人嵌入（Image-based Speaker Embedding） 

在真实的配音场景中，配音演员需要为不同的表演者改变音色。为了更好地模拟 AVD 

任务的真实情况，该研究提出了基于图像的说话人嵌入模块（图 2(c)），目标是在多说话人

的场景中利用说话人的面部特征对合成语音进行不同音色的调节。就像人们可以从他人的外

表（性别、年龄等）大致推断出对方说话的音色。 

基于图像的说话人嵌入是一种新型的多模态说话人嵌入，能够从人脸图片生成说话人嵌

入，该嵌入蕴含了图像中所能体现的说话人的声音特征。ISE 模块利用视频中人脸和语音的

天然对应关系，采用自监督的方式进行训练，不需要说话人身份的监督。ISE 模块学习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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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和声音特征的相关性，让神经网络配音器（Neural Dubber）能够产生具有合理音色的

语音。合理指的是声音特征与从说话人面部推断出的各种属性（例如，性别和年龄等）相符。 

实验和结果 

在单说话人数据集 Chemistry Lectures 和多说话人数据集 LRS2 上的实验表明，神

经网络配音器（Neural Dubber）可以生成与 SOTA 的 TTS 模型在音质方面相当的语音。

最重要的是，定性和定量评估都表明，神经网络配音器可以通过视频控制合成语音的韵律，

并生成与视频同步的高质量语音。 

评价指标 

由于 AVD 任务旨在给定文本和视频合成与该视频同步的语音，因此语音质量和音视

频同步度是重要的评估标准。定性评价上，该研究在测试集进行平均意见分数（MOS）评

估，以衡量语音质量和音视频同步度。定量评价上，该研究采用两个指标：Lip Sync Error - 

Distance (LSE-D) 和 Lip Sync Error - Confidence (LSE-C)。 

单说话人场景 

研究者首先在单说话人数据集上进行实验，将 Neural Dubber 与以下几个系统进行

比较，包括 1) GT，真实音视频数据；2) GT (Mel + PWG)，先将真实音频转换为梅尔频谱

图，然后使用 Parallel WaveGAN (PWG) 将其转换回音频；3) FastSpeech 2 (Mel + 

PWG)；4) Video-based Tacotron (Mel + PWG)。为了进行公平比较，2)、3)、4) 和 Neural 

Dubber 中的使用相同预训练的 Parallel WaveGAN。 

 

表 1：单说话人场景下自动视频配音的测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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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Neural Dubber 在音频质量上与 FastSpeech 2 不

相上下，这表明 Neural Dubber 可以合成高质量的语音。此外，在音视频同步度方面，

Neural Dubber 明显优于 FastSpeech 2 和 Video-based Tacotron，而且与 GT (Mel + 

PWG) 系统相媲美，这表明 Neural Dubber 可以用视频控制语音的韵律并生成与视频同

步的语音。然而， FastSpeech 2 和 Video-based Tacotron 都无法生成与视频同步的语

音。 

 

图 3: 由以下系统合成的音频的梅尔频谱图：Ground Truth (GT)、Neural Dubber (ND)、

FastSpeech 2 (FS2) 和 Video-based Tacotron (VT)。 

图 3 展示了一个定性比较，其中包含由上述系统生成的音频的梅尔频谱图。结果表明 

Neural Dubber 生成的音频的韵律十分接近于真实音频的韵律，即与视频同步度很高。 

多说话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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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还在多说话人数据集 LRS2 上进行了相同的定性和定量评估。 

 

表 2: 多说话人场景下自动视频配音的测评结果。 

从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  Neural Dubber 在音频质量方面明显优于  

FastSpeech 2，展示了 ISE 在多说话人场景中的有效性。定性和定量评估表明，在音视频

同步度方面，Neural Dubber 比 FastSpeech 2 好得多，并且与 GT (Mel + PWG) 系统

相当。这些结果表明，Neural Dubber 可以解决比单说话人场景更具挑战性的多说话人场

景下的自动视频配音（AVD）问题。 

为了展示 ISE 使得 Neural Dubber 能够通过人脸图像控制生成语音的音色。该研究

用 Neural Dubber 生成了一些由不同说话者人脸图像作为输入的音频片段。研究者从 

LRS2 数据集的测试集中随机选择 12 名男性和 12 名女性进行评估，每个人选择了 10 

张具有不同头部姿势、光照和化妆的人脸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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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说话人嵌入的可视化。 

从图 4 可以看出，由同一说话人的图像生成的语音形成一个紧密的簇，不同说话人的

簇彼此分离。此外，由不同性别的人脸图像合成的语音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与基于嘴部运动的语音生成方法的对比 

与 基 于 嘴 部 运 动 的 语 音 生 成 （ Lip-motion Based Speech Generation ） 模 型 

Lip2Wav 对比，Neural Dubber 在自动视频配音任务下的优越性十分显著。 

研究者使用 STOI 和 ESTOI 来评估语音可懂度，使用 PESQ 来评估语音质量，使用

单词错误率 (WER) 评估语音发音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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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Lip2Wav 和 Neural Dubber 在单说话人场景下的比较。 

如表 3 的结果所示，Neural Dubber 在语音质量和可懂度方面均超过 Lip2Wav。最

重要的是，Neural Dubber 的 WER 比 Lip2Wav 低 4 倍左右。这表明 Neural Dubber 

在发音准确度上明显优于 Lip2Wav。Lip2Wav 的 WER 高达 72.70%，说明它误读了很

多内容，这在 AVD 任务中是不可接受的。总而言之，Neural Dubber 在语音可懂度、音

质和发音准确度方面明显优于 Lip2Wav，更适合自动视频配音任务。 

清华大学 MARS Lab 多模态学习实验室简介：MARS Lab 多模态学习实验室，是清

华大学交叉信息院下的交叉学科人工智能实验室，由赵行教授组建和指导。团队特别感兴趣

如何让机器像人一样的能够通过多种感知输入进行学习、推理和交互。团队的研究涵盖了多

模态学习的基础问题及其应用。 

字节跳动智能创作语音团队简介：字节跳动智能创作 - 语音团队 (Speech, Audio 

and Music Intelligence, SAMI) 致力于语音、音频、音乐等技术的研发和产品创新，使命

是通过多模态音频技术赋能内容创作和互动，让内容消费和创作变得更简单和愉悦。 团队

支持包括语音合成、音频处理和理解、音乐理解和生成等技术方向，并以中台形式服务于公

司众多业务线以及向外部企业开放成熟的能力和服务。 

项目主页：https://tsinghua-mars-lab.github.io/NeuralDubber/ 

来源：机器之心 

https://tsinghua-mars-lab.github.io/NeuralDu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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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机器智能】 

首个可自我繁殖活体机器人问世 

数十亿年来，生物体为了延续生命，已经进化出多种繁衍方式。近日，美国佛蒙特大学

和塔夫茨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生物繁殖方式，并利用这一发现创造了有史以来

第一个可自我繁殖的活体机器人——Xenobots 3.0，未来或可为外伤、先天缺陷、癌症、

衰老等提供更直接、更个性化的药物治疗。相关研究发表在 29 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上。 

去年，该研究团队用非洲爪蟾早期胚胎中的皮肤和心脏细胞组装成一种全新的生命形

式，创造出全球首个活体机器人“Xenobots”（异种机器人）。 

此次全新升级的 Xenobots 3.0 仅有毫米大小，既不是传统的机器人，也不是一种动物，

而是活的、可编程的有机体。 

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将足够多的 Xenobots 放置在培养皿中彼此靠近，它们会聚集并

将其他漂浮在溶液中的单个干细胞堆叠起来，用它们如同吃豆人形状的“嘴”将干细胞组装

成“婴儿”Xenobots。几天后，这些“婴儿”就会变成外观和动作都跟母体一样的新

Xenobots。然后这些新的 Xenobots 可再次出去寻找干细胞，并建立自己的“副本”，就

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复制。 

该研究主要作者、佛蒙特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和机器人学教授乔什·邦加德说，

Xenobots 最初是球形的，由大约 3000 个细胞组成。分子水平上的动力学复制是众所周知

的，但以前从未在整个细胞或生物体的水平上观察到过，而此次 Xenobots 3.0 的复制正是

运用了这一机制。 

邦加德介绍说，为了让 Xenobots 在此类复制中更有效，研究人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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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了数十亿种体型，最终塑造出类似吃豆人一样的 C 形状，这种形状能够在培养皿中找

到微小的干细胞，聚集并完成复制。 

虽然自我繁殖的生物技术前景令人担忧，但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机器人完全被限制在实

验室中，是可生物降解的，很容易被消灭，并经过了美国联邦、州和机构各级伦理专家的审

查。 

来源：科技日报 

【AI 基础软硬件支撑体系】 

智源推出“生物智能开源开放平台”，支撑脑启发的通用智能研

究 

毋庸置疑，大脑是世界上最智能的机器。 

从上世纪 40 年代基于神经元提出机器学习模型的雏形，到近年来深度学习巨头 Hinton

“扬言”要代替 CNN 的胶囊网络…… 

不难发现，人工智能和脑科学的交叉融合，是我们探索智能本质的极佳推手。 

但是，即使是小小的斑马鱼脑，其拥有的数据量也非常惊人，更别提容量更为庞大的人

脑了。因此，这些重要基础数据的获取对交叉研究至关重要。 

近日，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推出“生物智能开源开放平台”。 

https://brain.baai.ac.cn/index.html 

https://brain.baai.ac.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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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平台由智源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刘嘉在内的多名智源“人工智能的认知神经基

础”重大研究方向科学家团队联合发起，并由方向博士后团队与工程师共同参与建设。 

 

“生物智能开源开放平台”包括了： 

 集合人类认知任务种类最多的数据库 CogNet； 

 涵盖从斑马鱼到人的生物大脑数据库 BrainDB； 

 国内首款面向计算神经科学和类脑计算的自研开源编程工具 BrainPy； 

 国内首款用于深度神经网络和脑影像交叉研究的工具包 DNN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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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盖经典感知与认知功能的类脑视觉信息处理模型与算法库。 

从数据到工具都一键获取！ 

这是国内生物智能数据的首个开源平台，不仅填补了相关研究平台型基础设施的空白，

还为学者及企业提供低门槛、高效率的科研资料获取途径。 

开源两大权威数据库 

打造通用人工智能的秘钥 

认知科学通过对大脑复杂智能行为的研究，构建认知理论框架，揭示智能的产生机制。 

在这个方向上，智源科学家团队通过平台开源了 CogNet 与 BrainDB 两大数据库，为

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人类认知行为范式数据库（CogNet）是目前为止集合认知任务种类最多的人类行为认

知范式开源数据库。 

它包含物体识别、记忆、语言、理解判别、数量感、音乐测试、执行功能、空间导航、

注意力等九大类认知行为任务、36 个数据集等。 

 

利用这些经由认知科学验证过的开源数据，研究人员可以获取认知机制与行为范式，从

而推动并揭示类脑算法、结构、功能和表征，进而将人脑的原理机制应用于类脑的开发中，

这对脑启发的 AI 算法与模型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另一数据库是生物大脑数据库（Brain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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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多尺度、多精度、多模态、多认知任务的生物数据库，涵盖了从斑马鱼到人的

脑结构与功能连接组数据。 

斑马鱼大脑尺寸较小，但却是研究脑科学的重要工具，因为这样的小尺寸大脑能够让脑

中的细胞活动情况清晰可见。 

BrainDB 中包含斑马鱼全脑成像数据 100GB+，主要包含斑马鱼全脑神经影像学数据，

以及与神经活动对应的行为影像数据。 

另外，BrainDB 还包含了人脑视觉认知多模态数据 600GB+，超过 400 人次、覆盖了

8 个典型视知觉任务，包含了与人脑视觉认知相关的结构核磁成像、功能核磁成像、脑磁图、

脑电图等多种模态数据，以及部分超高分辨率电镜细胞膜分割数据集（U-RISC）。 

生物大脑数据就像是开启通用人工智能的秘钥，而大批量开源这类数据就是这把秘钥的

基础。 

开源模型与算法 

不同尺度探索脑启发 

 

如同显微镜带我们探索微观世界，量子力学从微观角度探讨物理，从不同尺度构建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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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模型与算法也是脑启发/类脑智能技术研究的重要方法。 

基于精细神经机制的计算建模和宏观的认知行为范式启发，平台目前已整合集成并开源

三个基础视觉认知能力的算法模型： 

 物体识别算法模型； 

 目标检测算法模型； 

 目标预测跟踪算法模型。 

以及四个高级视觉认知能力模型： 

 工作记忆认知能力模型； 

 视觉认知恒常性认知能力模型； 

 持续学习认知能力模型； 

 情景化学习认知能力模型等。 

小鼠在进行空间导航时，其编码头朝向的神经元发放会领先于小鼠实际头的位置大概

25ms 左右，即大脑很可能是通过预测运动物体未来位置的方法进行运动时延补偿，这对于

视觉和运动控制至关重要。 

受此启发，北京大学吴思团队结合连续吸引子网络和负反馈调节神经机制，提出了一种

新的预测编码机制，来实现预测追踪运动刺激。实验和理论研究表明，在很多认知计算任务

上，大脑采用连续吸引子神经网络（Continuous Attractor Neural Network）进行信息表

征和处理。该计算模型可以在类脑软硬件计算中应用，比如基于硬件实现的连续吸引子网络，

可以帮助运动自行车实现对行人的预测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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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连续吸引子网络模型 

开源软件与工具包 

完成交叉学科开源闭环 

作为类脑算法开发的重要一环，建模分析工具也必不可少。 

平台集成了由吴思团队开发的，用于计算神经科学学习，研究和类脑算法开发的建模分

析软件 BrainPy（灵机）。 

 

该软件为微分动力学方程和随机微分动力学方程等提供了一般性的数值模拟求解器，可

以对神经系统进行离子通道、突触、神经元以及网络等不同尺度的建模，并提供了微分动力

系统的动力学分析工具，如相图分析等。 

BrainPy 目前已包含了基本的神经元模型 11 种、突触模型 13 种、10 多种常用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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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模型，方便用户使用。BrainPy 为计算神经科学建模和类脑计算提供了通用编程平台，

可以促进类脑计算模型的开发。 

另外，为促进双脑融合研究，刘嘉团队基于 Python 环境开发的国内首款用于深度神经

网络和脑影像交叉研究的工具包 DNNBrain。 

 

配合脑影像分析方法，DNNBrain 提供对深度神经网络内部的表征探测、表征映射及

可视化、激活提取等接口。致力于通过对比脑机之间的异同，来探索其内部表征机制，方便

认知神经科学家应用深度神经网络来建模生物神经系统，以及利用认知神经科学范式解释深

度神经网络内部的黑匣子，并加速该交叉领域的科学研究。 

由此，平台完成了整个交叉研究从数据、算法与模型到工具的开源闭环。 

该平台目前推出首个版本，计划明年年中会进行二次迭代，后续也会不断完善，并继续

推动交叉领域学术资源的开源开放，也期待更多不同学科、不用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加入并贡

献新数据、新思想、新方法，将平台从生物视觉拓展到更广谱的智能领域，共同建设支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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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脑启发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模型、算法、工具软件等开源基础设施，引领我国在该

交叉学科领域的前沿探索和创新发展。 

智源生物智能开源开放平台：https://brain.baai.ac.cn/index.html 

来源：智源研究院 

【AI 创新应用】 

DeepMind 用 AI 首次实现数学领域重大进展，助力科学家证实两

大猜想 

数论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一个分支，然而它最深奥的秘密与其最平凡的真理是密切相连

的。数学原理极易从事实中归纳出来，但证明却隐藏的极深。可以说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

础。就如诺贝尔奖得主费曼说：如果没有数学语言，宇宙似乎是不可以描述的。 

徐宗本院士曾表示，数学与 AI 的关系是「融通共进」。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基础之一

是数学，因此人工智能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先把数学的基本问题解决好；另一方面，人工

智能的发展也对数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只是目前为止，人工智能技术未能在纯数学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 

12 月 1 日，Nature 杂志刊登文章《Advancing mathematics by guiding human 

intuition with AI》，验证了机器学习在发现数学猜想和定理方面有着巨大潜力。 

https://brain.baai.ac.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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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4086-x 

这篇文章出自人工智能明星公司 DeepMind 团队，他们与数学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合作，

在拓扑学和表象理论方面证明了两个新猜想： 

1. 与悉尼大学 Geordie Williamson 教授合作接近证明了一个关于卡兹丹—卢斯提

格多项式的古老猜想，这个猜想已困扰数学家们 40 多年。 

2. 与牛津大学 Marc Lackenby 教授和 András Juhász 教授一起，通过研究拓扑学纽

结理论观察到代数和几何不变量之间的惊人联系。这是利用机器学习做出的第一个

重大数学发现。 

1 

DeepMind 开启数学新范式 

在这篇最新论文中，计算机科学家和数学家们首次使用 AI 来帮助证明或提出新的数学

定理，包括复杂理论中的纽结理论和表象理论。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408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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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的研究团队提出采用一种机器学习模型，来发现数学对象之间的潜在模式和关

联，用归因技术加以辅助理解，并利用这些观察进一步指导直觉思维和提出猜想的过程。 

这次研究中，AI 帮助探索的数学方向是表象理论。表象理论属于线性对称理论，是利

用线性代数探索高维空间的数学分支，而该论文的合著者 Williamson 教授是全球公认的表

象理论的领导者。 

Williamson 教授说：“在我所研究的领域中，为了证明或反驳长期存在的猜想，有时

需要考虑跨越多维度的无限空间和极其复杂的方程组”。虽然计算机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为

实验数学生成数据，但识别有趣模式的任务主要依赖于数学家自己的直觉。 

众所周知，数学家的直觉在数学发现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结合严格的形

式主义和良好的直觉思维，才能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 

然而，DeepMind 的新突破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DeepMind 团队在论文中描述了一种通用的框架方法，在这个框架之下，数学家可以

使用 ML 工具来指导他们对复杂数学对象的直觉，验证关系存在的假设，并理解这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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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on 教授就利用 AI，在证明关于 Kazhdan-Lusztig 多项式的古老猜想的道路

上 离 目 标 越 来 越 近 ， 当 然 ， 这 些 猜 想 涉 及 高 维 代 数 中 的 深 度 对 称 性 。 可 以 说 ，

Kazhdan-Lusztig（KL）是代数群表示论近 40 年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而来自牛津大学的 Marc Lackeby 教授和 András Juhász 教授，则进一步研究了该过

程。 

他们发现了纽结的代数和几何不变量之间惊人的关联，建立了数学中一个全新的定理。

这些不变量有许多不同的推导方式，研究团队将目标主要聚焦在两大类：双曲不变量和代数

不变量。两者来自完全不同的学科，这增加了研究的挑战性和趣味性。 

 

研究团队假设，在一个纽结的双曲不变量和代数不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未被发现的关

系。监督学习模型能够检测到大量几何不变量和签名之间存在的模式。如下图所示，由归因

技术确定最相关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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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归因技术确定的最相关的显著子图，分析这些图与原始图相比的边缘分布，有

助于进一步探索结构证据。 

 

图注：a. 在预测 q4 时，与数据集中跨区间的平均值相比，显着子图中存在的反射百

分比增加的示例热图。b. 与来自数据集的 10 个相同大小的自举样本相比，模型的 10 次再

训练在显着子图中观察到的每种类型的边缘的百分比。误差线是 95%的置信区间，显示的

显着性水平是使用双侧双样本 t 检验确定的。* p < 0.05；****p < 0.0001。c. 通过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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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学习和归因的迭代过程发现的有趣子结构的区间 021435–240513∈S6 的说明。受先

前工作启发的子图以红色突出显示，超立方体以绿色突出显示，分解分量同构于 SN-1 中的

区间以蓝色突出显示。 

纽结作为低维拓扑中的基本对象之一，是一个嵌入三维空间的扭曲环。纽结理论可帮助

数学家理解纽结的特性以及它与其他数学分支的关系，在生物、物理学科中也有无数应用，

如理解 DNA 链、流体动力学等。 

 

诚如 Williamson 所说，识别有趣模式的任务主要依赖于数学家自己的直觉，Juhász

教授也表示：“纯数学家的工作方式是制定猜想并证明这些猜想，从而得出定理。但是，这

些猜想从何而来呢？” 

DeepMind 的研究已证明，在数学直觉思维的指导下，ML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框架，在

有大量可用数据的领域，或者对象太大而无法应用经典方法研究的领域，可以帮助数学家发

现有趣且可证明的猜想。 

2 

AI 在「数学界」大有用武之地 

2016 年 3 月，AlphaGo 与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棋手李世乭进行围棋人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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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4 比 1 的总比分获胜。随后 AlphaGo 在围棋界取得了一连串紧锣密鼓的胜利，但其背后

的 DeepMind 团队曾表示 AlphaGo 仅仅是他们 AI 项目的一个分支。 

在未来，DeepMind 将一直秉承的理念是：用人工智能解决一切重大科学问题。 

基础数学无疑属于重大科学问题的范畴。正如 Geordie Williamson 教授所说：“数学

问题一度被认为是最具智力挑战性的问题……虽然数学家们已经使用 ML 来帮助分析复杂的

数据集，但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计算机来辅助形成猜想，或为数学中未经证实的想法提出可

能的突破路线。” 

 

图注：Geordie Williamson 教授 

Geordie Williamson 教授是悉尼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学家之

一，在纯数学领域有着非凡的成绩，是全球公认的表象理论的领导者。作为此次论文的合著

者，他运用 AI 在其专业领域成功展开大胆的探索猜想。 

论文的一作 Alex Davies 博士也表示：AI 技术已足够先进，足以有力推动许多不同学

科的进步。其中，纯数学就是一个典例。团队的研究人员希望，这篇论文能给其他学者带来

灵感和启发，充分认识 AI 在其领域中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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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人工智能在如今的数学研究中已展现出巨大的潜力。追溯历史，计算机科学在数

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华裔数学家王浩等人利用计算机研究罗素和怀德海的名著《数学

原理》中定理的证明，成果突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数学家吴文俊、张景中

等，着手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图注：华裔数学家王浩 

1878 年 6 月 13 日英国数学家凯莱在数学会上正式提出了四色猜想，然后，对四色猜

想的证明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但由于没有大数学家的参与和人工算力的局限，俄罗斯数学

家闵科夫斯曾在演算失败后感叹：上帝在惩罚闵科夫斯基的狂妄。其难度可见一斑。1976

年，两个美国人阿贝尔和哈肯终于用计算机证明了四色猜想，此举立刻得到社会上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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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美国伊利诺地方的邮戳上甚至印有纪念文字：“Four colors surfice”。 

被誉为「数学世界亚历山大」的德国数学家大卫 · 希尔伯特曾提出 23 个问题，其中多

数已得到完整解决或部分解决。120 年后的今天，杜克大学教授 Samit Dasgupta 和印度

科学研究院教授 Mahesh Kakde 终于在计算机程序的助力下找到数字系统的构建块，完美

证明了第十二个数学难题“一般代数数域的阿贝尔扩张”。 

多年来，数学家一直使用计算机生成数据，以帮助寻找模式。这种被称为实验数学的研

究产生了著名的猜想，如 Birch 和 Swinnerton-Dyer 猜想——六个“千禧年大奖难题”之

一，是数学中最著名的开放性问题（每个问题的奖金都高达一百万美元）。 

虽然这种方法已成功实践并且变得相当普遍，但从这些数据中识别和发现模式仍然主要

依靠数学家。 

在纯数学中，现在生成的数据可能比任何数学家一生所能合理预期的要多，因此，发现

模式变得愈加重要。一些感兴趣的物体，比如那些具有数千维空间的物体可能因为太深不可

测而无法直接推理，考虑到这些限制，DeepMind 团队相信人工智能将能够以全新的方式

增强数学家的洞察力。 

参考资料：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3593-1 

https://mp.weixin.qq.com/s/iPjIemHKHenyvtaUTESRig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4086-x 

https://www.leiphone.com/category/academic/uOmvQDxfp64OhOKU.html 

https://deepmind.com/blog/article/exploring-the-beauty-of-pure-mathematic

s-in-novel-ways 

来源：AI 科技评论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3593-1
https://mp.weixin.qq.com/s/iPjIemHKHenyvtaUTESRig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4086-x
https://www.leiphone.com/category/academic/uOmvQDxfp64OhOKU.html
https://deepmind.com/blog/article/exploring-the-beauty-of-pure-mathematics-in-novel-ways
https://deepmind.com/blog/article/exploring-the-beauty-of-pure-mathematics-in-nove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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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款注射疫苗机器人面世 

据美国《快公司》杂志网站近日报道，加拿大初创公司 Cobionix 宣称，他们研制出了

全球首款能注射疫苗的机器人——Cobi，其能以自主、无痛且无针头方式注射疫苗。 

Cobi 由一个带有药瓶储存区的机械臂和一个与患者互动的屏幕组成。人们可以通过这

个触摸屏在系统中登记，一个摄像头会录入登记者的身份证或证明其已经预约接种疫苗或接

收药物的证件。 

在人们完成接种登记手续后，Cobi 会拿起一个装有药剂的小瓶，并使用其激光雷达传

感器识别患者的身体。这个激光雷达传感器通过发射人眼不可见的光脉冲来测量它与某物体

之间的距离。 

Cobionix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尼玛·扎马尼解释称，该系统基于人工智能创建

的三维数字图来定位手臂，并确定注射时的理想高度。机械臂的设计可适应每个人的高度，

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 

在接种疫苗时，很多人害怕针头，这可能引起头痛，甚至使他们感到恐惧。研究显示，

三分之二的儿童害怕针头。但使用 Cobi 注射并不疼，因为它不使用针头，而是通过压力喷

射来注射疫苗。药物被装入带有喷嘴的一次性容器中，给药部分由一个活塞和一个环绕着一

圈金属丝的磁铁组成，当施加电流时，磁场推动活塞，挤压小瓶，通过喷嘴强力喷出药物，

并穿过皮肤毛孔，进入身体。 

扎马尼解释说：“研制 Cobi 的目的是缓解医疗保健方面的劳动力短缺，其自主特性大

大降低了人们对医疗基础设施的要求，这将有助于覆盖偏远地区人群。” 

Cobionix 公司表示，Cobi 目前还只是一个工作原型，可能需要两年或更长时间才能上

市，而疫苗接种只是它可能执行的众多任务之一，使用人工智能和 3D 视觉来观察病人情况

的 Cobi 有朝一日可以为人类进行超声波检查、抽血和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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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日报 

央视新闻联合百度智能云打造，总台首个 AI 手语主播亮相！  

“从北京冬奥会开始，我将全年无休用 AI 智慧为听障用户提供手语服务，让他们快捷

地获取比赛资讯”，11 月 24 日，央视新闻联合百度智能云倾心打造的总台首个 AI 手语主

播正式亮相。 

 

她有着“真人般”的皮肤、头发、眼睛，形象亲切自然，气质优雅独特。 

万众期盼的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在 2 月 4 日举行，历时 16 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举办冬季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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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冬奥会的观众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听不到赛场的声音。但他们关注着冬

奥赛事，希望了解比赛动态，渴望感受比赛的激情。全球约 4.3 亿人有中度及以上程度的听

力障碍。根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中国有听障人士 2780 万。 

“我们用技术跨越声音的障碍”，这是央视新闻联合百度智能云推出 AI 手语主播的初

心。 

用 AI 聆听冬奥新闻的背后 

百度智能云采⽤百度自研的语⾳识别、机器翻译等⼈⼯智能技术，构建出⼀套复杂⽽精

确的⼿语翻译引擎，实现了⽂字及⾳视频内容到⼿语的翻译；再通过专为⼿语优化的⾃然动

作引擎，进⾏虚拟形象的驱动，将⼿语实时演绎为数字⼈的表情动作。这使得央视新闻 AI 手

语主播具备高可懂度的手语表达能力和精准连贯的手语呈现效果。 

央视新闻 AI 手语主播掌握的手语词汇规范都来自《国家通用手语词典》标准，经过长

时间的智能学习，能够为观众朋友提供专业、准确的手语解说。 

数字人的开发变得简单、快捷、高效 

央视新闻 AI 手语主播由百度智能云的“数字明星运营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数

字明星运营平台”集数字人生成、内容生产为一体的平台级产品，为广电、互娱、品牌等客

户提供一站式的虚拟主持人、虚拟偶像、品牌代言人的创建与运营服务，可以降低数字虚拟

人的应用门槛。 

目前，“数字明星运营平台”支持二次元、2D、3D 高精多种数字人风格；同时，在内

容生产维度支持真人驱动、AI 驱动、融合驱动等多种直播方式。基于领先的跨模态技术，

口型合成准确性达 98.5%。 

“数字明星运营平台” 让数字虚拟人的开发和运营变得简单、快捷、高效。这也就意

味着，现有众多高创作力、低技术能力的 IP 开发方，直接具备转化自己的 IP 为虚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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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可以快速做出自己的数字虚拟人，甚至是虚拟偶像。 

这个冬奥会，让我们通过央视新闻和百度智能云联合打造的 AI 手语主播，更酣畅淋漓

地感受冰雪运动的激情与荣耀。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2GOugu9wSeAtCuPBZ53Gg 

来源：百度智能云 

https://mp.weixin.qq.com/s/h2GOugu9wSeAtCuPBZ53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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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数据集 

百度王海峰详解全球首个知识增强千亿大模型——鹏城 -百

度·文心 

作为当前人工智能（AI）发展的重要方向，预训练模型已成为 AI 领域的技术新高地。 

12 月 8 日，鹏城实验室与百度联合召开发布会，正式发布双方共同研发的全球首个知

识增强千亿大模型——鹏城-百度•文心（模型版本号：ERNIE 3.0 Titan）。该模型参数规模

达到 2600 亿，已在 60 多项任务中取得“最好效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左），百度首席技术官王海峰联合发布鹏城-百度·文

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表示：“预训练模型对整个科学的发展、社会的

发展、创新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工具。运用这个工具，可以帮助做很多人工智能的赋能，

不局限于某个领域，这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福音。” 

“百度知识增强大模型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数据中融合学习，效率更高、效果更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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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可解释性。”百度首席技术官王海峰介绍。此次发布的鹏城-百度•文心是“全球首

个知识增强千亿大模型”，在机器阅读理解、文本分类、语义相似度计算等 60 多项任务中

取得最好效果，并在 30 余项小样本和零样本任务上刷新基准。 

作为“全球首个知识增强千亿大模型”， 鹏城-百度•文心有何特点？AI 大模型如何应

用落地？对此，王海峰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 

首个知识增强千亿大模型，鹏城-百度•文心知多少 

▲ 《中国科学报》：如今大模型大行其道，鹏城实验室与百度共同研发的鹏城-百度•

文心有哪些独特之处？ 

▲ 王海峰： 

该模型是全球首个知识增强千亿大模型，也是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中文单体模型，参数

规模达到 2600 亿。 

在算法框架上，该模型沿用 ERNIE 3.0 的海量无监督文本与大规模知识图谱的平行预

训练算法，模型结构上使用兼顾语言理解与语言生成的统一预训练框架。为提升模型语言理

解与生成能力，研究团队进一步设计了可控和可信学习算法。 

在训练上，结合百度飞桨自适应大规模分布式训练技术和“鹏城云脑Ⅱ”领先算力集群，

解决了超大模型训练中的多个公认技术难题。在应用上，首创大模型在线蒸馏框架，大幅降

低了大模型落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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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城-百度·文心模型结构图 

▲ 《中国科学报》：鹏城-百度•文心在具体训练任务中表现如何？ 

▲ 王海峰： 

目前，该模型已在机器阅读理解、文本分类、语义相似度计算等 60 多项任务中取得最

好效果。 

在大模型落地应用中，仅利用少量标注数据甚至无需标注数据，就能解决新场景的任务

是 AI 工业大生产面临的关键问题。鹏城-百度•文心在 30 余项小样本和零样本任务上刷新基

准，能够实现各类 AI 应用场景效果的提升，也为产业化规模应用打开了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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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城-百度·文心小样本学习效果 

 

鹏城-百度·文心零样本学习效果 

▲ 《中国科学报》：鹏城-百度•文心能有如此表现的背后，有哪些支撑加持？ 

▲ 王海峰： 

鹏城-百度•文心的成功发布，得益于鹏城实验室的算力系统“鹏城云脑Ⅱ”和飞桨深度

学习平台的强强联手，解决了超大模型训练的多个公认技术难题，使鹏城-百度•文心训练速

度大幅提升，模型效果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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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城云脑Ⅱ”是国产自主的首个 E 级 AI 算力平台，曾在国际上多个性能测试上获得

冠军；飞桨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深度学习开源开放平台，研制了端到端自适应分布式训练

框架，实现多硬件支持，并行效率高达 90%，有效支持鹏城-百度•文心千亿大模型高效、

稳定地训练。 

AI 预训练模型，越大越好吗？ 

▲ 《中国科学报》：当前，巨量参数的大模型有成为 AI 领域新一轮“军备竞赛”的趋

势，是否参数越大，就代表大模型效果越好？ 

▲ 王海峰： 

大模型，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能会不断变得更大。我们也看到百度文心这几年的发

展，随着参数量的增加，效果越来越好。但并非一味地追求参数规模大，大模型的效果就一

定越来越好。或者说百度做大模型不是只考虑参数的大小。 

百度文心大模型的核心特色和优势是知识增强。知识增强大模型从大规模知识和海量数

据中融合学习，效率更高，效果更好，具有良好的可解释性。知识增强提升了模型的学习效

率，能够在更小的参数规模下，取得更好的效果。 

▲ 《中国科学报》：超大模型训练、推理需要消耗极其密集和昂贵的资源，因此应用落

地成为难题。鹏城-百度•文心在实际应用落地中有何表现？ 

▲ 王海峰： 

为解决大模型应用落地难题，百度团队首创了大模型在线蒸馏技术，模型参数压缩率可

达 99.98%，压缩版模型仅保留 0.02%参数规模就能与原有模型效果相当，为产业大规模应

用打开新窗口。 

该技术在鹏城-百度•文心大模型学习的过程中周期性地将知识信号传递给若干个“学生

模型”同时训练，达到蒸馏阶段一次性产出多尺寸“学生模型”的目的。相对传统蒸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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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极大节省了因大模型额外蒸馏计算以及多个学生的重复知识传递带来的算力消耗问

题。 

▲ 《中国科学报》：目前鹏城-百度•文心大模型有哪些应用落地案例？ 

▲ 王海峰： 

鹏城-百度•文心大模型近期会在 OpenI 启智社区开源，依托鹏城云脑Ⅱ对外开放，有

助于推动产学研协各方充分挖掘 AI 大模型的赋能能力，助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 

百度文心产业级知识增强大模型已大规模应用于百度搜索、信息流、智能音箱等互联网

产品，并通过百度智能云赋能工业、能源、金融、通信、媒体、教育等各行各业。 

以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合同业务为例，对于任务繁重、人员紧张、工作强度大、准确性

和及时性要求高的合同业务处理，人工处理面临着产能和效率的巨大挑战，且需要处理人员

具备较高的专业性，企业需付出额外培训成本。 

2020 年起，百度与金融领域的客户联合共建了提供保险合同条款智能解析模型的定制

化建模，实现保险合同文本的条款解析分类。通过百度文心大模型赋能，保险合同条款智能

解析模型能够完成一份合同内近 40 个类目条款的智能分类，使得业务员处理单份合同文本

的时长可缩短到 1 分钟，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目前这套智能解析模型完成了上亿份合同

条款的智能分类，实现了降本增效。 

再比如，中国联通与百度合作，联手打造了集约化智慧客服，释放人力资源，降低人工

成本，让服务更精准、工作更高效。以文心大模型强大的语义表示能力为基础，打造面向对

话理解问题的专用预训练模型，从而实现了一套面向场景可定制的对话技术。在保持优异应

用效果的同时，该技术对数据标注量的需求降低 45%以上，显著提升了智能客服业务拓展

的效率。 

来源：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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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观察 

2022 年人工智能领域发展七大趋势 

美国《福布斯》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尽管目前很难想象机器自主决策所产生的

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光的车轮到达 2022 年时，人工智能领域新的突破和发展将继

续拓宽我们的想象边界，其将在 7 大领域“大显身手”。 

增强人类的劳动技能 

人们一直担心机器或机器人将取代人工，甚至可能使某些工种变得多余。但人们也将

越来越多地发现，人类可借助机器来提升自身技能。 

比如，营销部门已习惯使用工具来帮助确定哪些潜在客户更值得关注；在工程领域，

人工智能工具通过提供维护预测，让人们提前知道机器何时需要维修；法律等知识型行业将

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人们对不断增长的可用数据中进行分类，以找到完成特

定任务所需的信息。 

总而言之，在几乎每个职业领域，各种智能工具和服务正在涌现，以帮助人们更有效

地完成工作。2022 年人工智能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将会变得更加紧密。 

更大更好的语言建模 

语言建模允许机器以人类理解的语言与人类互动，甚至可将人类自然语言转化为可运

行的程序及计算机代码。 

2020 年中，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发布了第三代语言预测模型 GPT—3，这是科学家

们迄今创建的最先进也是最大的语言模型，由大约 1750 亿个“参数”组成，这些“参数”

是机器用来处理语言的变量和数据点。 

众所周知，OpenAI 正在开发一个更强大的继任者 GPT—4。尽管细节尚未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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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人估计，它可能包含多达 100 万亿个参数（与人脑的突触一样多）。从理论上讲，它

离创造语言以及进行人类无法区分的对话更近了一大步。而且，它在创建计算机代码方面也

会变得更好。 

网络安全领域的人工智能 

今年 1 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1 年全球风险格局报告》，认为网络安全风险是全

世界今后将面临的一项重大风险。 

随着机器越来越多地占据人们的生活，黑客和网络犯罪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更大的问

题，这正是人工智能可“大展拳脚”的地方。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网络安全的游戏规则。通过分析网络流量、识别恶意应用，智能算

法将在保护人类免受网络安全威胁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022 年，人工智能的最重要

应用可能会出现在这一领域。人工智能或能通过从数百万份研究报告、博客和新闻报道中分

析整理出威胁情报，即时洞察信息，从而大幅加快响应速度。 

人工智能与元宇宙 

元宇宙是一个虚拟世界，就像互联网一样，重点在于实现沉浸式体验，自从马克·扎克

伯格将脸书改名为“Meta”（元宇宙的英文前缀）以来，元宇宙话题更为火热。 

人工智能无疑将是元宇宙的关键。人工智能将有助于创造在线环境，让人们在元宇宙

中体会宾至如归的感觉，培养他们的创作冲动。人们或许很快就会习惯与人工智能生物共享

元宇宙环境，比如想要放松时，就可与人工智能打网球或玩国际象棋游戏。 

低代码和无代码人工智能 

2020 年，低代码/无代码人工智能工具异军突起并风靡全球，从构建应用程序到面向

企业的垂直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等应用不一而足。这股新鲜势力有望在 2022 年持续发力。数

据显示，低代码/无代码工具将成为科技巨头们的下一个战斗前线，这是一个总值达 13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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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市场，预计到 2025 年其总值将进一步提升至 455 亿美元。 

美国亚马逊公司 2020 年 6 月发布的 Honeycode 平台就是最好的证明，该平台是一种

类似于电子表格界面的无代码开发环境，被称为产品经理们的“福音”。 

自动驾驶交通工具 

数据显示，每年有 130 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 90%是人为失误造成的。人工智能将

成为自动驾驶汽车、船舶和飞机的“大脑”，正在改变这些行业。 

特斯拉公司表示，到 2022 年，其生产的汽车将拥有完全的自动驾驶能力。谷歌、苹果、

通用和福特等公司也有可能在 2022 年宣布在自动驾驶领域的重大飞跃。 

此外，由非营利的海洋研究组织 ProMare 及 IBM 共同打造的“五月花”号自动驾驶

船舶（MAS）已于 2020 年正式起航。IBM 表示，人工智能船长让 MAS 具备侦测、思考与

决策的能力，能够扫描地平线以发觉潜在危险，并根据各种即时数据来变更路线。2022 年，

自动驾驶船舶技术也将更上一层楼。 

创造性人工智能 

在 GPT—4 谷歌“大脑”等新模型的加持下，人们可以期待人工智能提供更加精致、

看似“自然”的创意输出。谷歌“大脑”是 Google X 实验室的一个主要研究项目，是谷歌

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发出的一款模拟人脑具备自我学习功能的软件。 

2022 年，这些创意性输出通常不是为了展示人工智能的潜力，而是为了应用于日常创

作任务，如为文章和时事通讯撰写标题、设计徽标和信息图表等。创造力通常被视为一种非

常人性化的技能，但人们将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些能力出现在机器上。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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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2020 年人工智能几个重点领域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分析报告》

重磅发布 | 附全文下载 

近日，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知识智能研究中心、北京智谱华章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发

布了《2020 年人工智能几个重点领域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依托于科技情报大数据挖掘与服务系统平台 AMiner，《报告》主要从论文、作者、国家、

机构等多个维度，详细展示了 2020 年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几个重点领域顶

级国际学术会议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其特征。 

主要核心要点 

 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领域论文研究成果最多，总投稿量均超万篇。 

 机器学习研究热点是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相关论文占比 14.8%；计算机视觉领

域研究热点是目标检测与语义分割，相关论文占比 8%。 

 最佳论文全部存在跨国或跨机构合作现象。美国机构获得近八成顶会最佳论文；中

国机构仅获得一篇。 

 所研究几个顶会的华人作者平均占比 26.05%；其中，CVPR 会议的华人作者占

比最高，达 53.2%。 

顶会的论文平均录取率为 22.1% 

本报告所研究的人工智能几个重点领域 10 个国际顶会的论文平均录取率为 22.1%。 

从论文收录率来看，信息检索领域的会议 SIGIR 论文录取率最高，该会议论文录取率

为 28.8%。相比而言，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首个国际学术性会议，经典 AI 领域的国际人

工智能联合会议 IJCAI 的论文录取率最低，为 12.50%，不仅在 2020 年的这 10 个人工



66 
 

智能领域国际顶会之中录取率最低，而且还比 IJCAI 2019 年的 17.9% 录取率大幅下降，

也是 IJCAI 会议自 2013 年以来的最低接收率，由此可见随着 IJCAI 论文审稿愈来愈严

格，论文被该会议接受变得越来越难。 

在机器学习领域，NeurIPS 会议的论文接受量虽然最多，但是该会议的论文收录率却

最低。在计算机视觉领域，CVPR 会议论文的收录率低于 ECCV。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ACL 与 EMNLP 两个会议的收录率差别不大。 

 

▼图表 1 人工智能几个重点子领域顶级国际学术会议 2020 年的论文录取情况 

注：① ECCV 由于是双年度会议而在 2019 年未举办，故无相应的录取率数据； 

②SIGIR 会议录取数据综合考虑了长论文录取与短论文录取情况。 

人工智能顶会中的研究前沿聚焦 

计算机视觉领域主要研究热点包括目标检测和语义分割 

《报告》综合分析 CVPR、ECCV 两个计算机视觉领域顶级国际会议的研究点发现，

目标检测（Object Detection）与语义分割（Semantic Segmentation）是计算机视觉领

域近五年（2015-2020）的最热门研究点，相关论文量占比 8%。此外较热门的研究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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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为识别（Action Recognition）、行人重识别（Person Re-Identification）、人体姿态

估计（Human Pose Estimation）、图像分类（ImageClassification）等问题，所采用的

手段较多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及其代表算法之一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等。 

 

▼图表 2 计算机视觉顶会 CVPR 与 ECCV 会议论文近年研究热点词云图 

注：词云图来源于 AMiner 会议系统。 

机器学习研究热度最高的分支是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 

综合机器学习领域三个顶级会议（ICLR、NeurIPS、ICML）的论文研究点，《报告》发

现近年来机器学习最热门的研究技术点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或深度神经网络

（Deep Neural Networks）、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深度强化学习（Deep 

ReinforcementLearning），尤其是深度学习中的生成式对抗网络（GAN, Generative 

AdversarialNetworks）与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两大算法

模型。相关论文量占比达 14.8%。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神经机器翻译研究热度居首 

《报告》发现，神经机器翻译（Neural MachineTranslation）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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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 年 的 研 究 热 度 遥 遥 领 先 ， 其 他 较 热 的 研 究 问 题 还 有 词 嵌 入 （ Word 

Embeddings）、智能问答（Question Answering）、语义解析（Semantic Parsing）、实

体 识 别 （ Entity Recognition ）、 文 本 分 类 （ Text Classification ）、 关 系 抽 取

（RelationExtraction）、自然语言推理（Natural Language Inference）等技术点，较热

门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媒体（Social Media）。 

顶会最佳论文全部存在跨国或跨机构合作现象 

在 2020 年人工智能会议中，获得最佳论文奖项的论文共计 13 篇，全部存在跨国或

跨机构合作现象。参与作者共计 51 人。从所属国家来看，最佳论文的作者分别来自美国、

中国、英国、意大利、新加坡以及以色列。其中美国获得会议最佳论文的作者有 35 位，

占比最高，达到 68.6%，分别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等

高校以及 OpenAI、谷歌研究等企业研究部门。其次是中国的最佳论文作者数量位于第三。 

 

▼图表 3 人工智能几个重点领域国际顶会最佳论文作者所属国家分布 

在 2020 年度人工智能几个重点领域的国际顶会最佳论文的所属机构之中，美国机构

出现了多次最佳论文奖。中国机构仅出现一次最佳论文奖，即北京理工大学和剑桥大学合作

在 ICML 2020 获得的杰出论文奖。虽然 CVPR-2020 最佳论文、最佳学生论文都是华人

获得，ACL 2020 最佳论文也出现华人身影，但是这些华人获奖时所供职的机构都是国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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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人工智能国际顶会论文华人作者情况 

《报告》提到，2020 年度人工智能几个重点领域顶级国际会议收录论文的作者数量共

计 2 万 余人。本年度华人学者在人工智能几个重点领域顶级国际学术会议上表现活跃。

从相关子领域来看，华人作者数量最多的会议是在计算机视觉领域，CVPR 会议的华人作

者数量为 1546 人，在该会议论文作者总量之中占比过半，达 53.2%；其次是 ECCV 会

议，该会议的华人作者为 644 人，占比 40.5%；机器学习领域 NeurIPS 会议的华人作者

为 642 人，位列第三。 

 

▼图 4 人工智能几个重点领域国际顶会论文的华人作者数量与占比 

未来与展望 

报告在结尾提出：顶级国际学术会议是全球人工智能学术交流和最高成果展示的平台。

中国人工智能学者及其成果频频出现在这些顶会的背后，体现出中国 AI 技术实力的不断提

升。作为业界顶会的重要参与者，我国在人工智能学术领域与美国等强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

小，中国 AI 学者正不断提升在国际学术圈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也将为我国人工智能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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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全文：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4%BA%BA%E5%B7%A5

%E6%99%BA%E8%83%BD%E9%87%8D%E7%82%B9%E9%A2%86%E5%9F%9F%E9

%A1%B6%E4%BC%9A%E5%88%86%E6%9E%90%E6%8A%A5%E5%91%8A_D2618

579C959833A698E85999F7612A0.pdf 

来源：智谱 

『2021 科技研究前沿』发布，重点关注 11 大领域、171 个热点

和新兴前沿 | 附全文下载 

12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科睿唯安联

合向全球发布了《2021 研究前沿》报告和《2021 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报告。 

《2021 研究前沿》报告遴选展示了在农业科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生态与环境科学，

地球科学，临床医学，生物科学，化学与材料科学，物理学，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数学，

信息科学，经济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 11 个高度聚合的大学科领域中，较为活跃或发

展迅速的 110 个热点前沿和 61 个新兴前沿，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相关学科的发展趋势。 

一、《2021 研究前沿》 

1. 热点前沿及重点热点前沿解读 

1.1 信息科学领域 Top 10 热点前沿发展态势 

信息科学领域位居前十位的热点前沿主要集中于面向 6G 通信、植物分类和病害检测、

电图分类和心率失常自动诊断、人类活动识别、视频动作识别、多模态情感分析、电子健康

档案数据挖掘等领域的深度学习方法研究，以及区块链技术、通路数据库、无人机辅助通信

技术等方向。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4%BA%BA%E5%B7%A5%E6%99%BA%E8%83%BD%E9%87%8D%E7%82%B9%E9%A2%86%E5%9F%9F%E9%A1%B6%E4%BC%9A%E5%88%86%E6%9E%90%E6%8A%A5%E5%91%8A_D2618579C959833A698E85999F7612A0.pdf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4%BA%BA%E5%B7%A5%E6%99%BA%E8%83%BD%E9%87%8D%E7%82%B9%E9%A2%86%E5%9F%9F%E9%A1%B6%E4%BC%9A%E5%88%86%E6%9E%90%E6%8A%A5%E5%91%8A_D2618579C959833A698E85999F7612A0.pdf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4%BA%BA%E5%B7%A5%E6%99%BA%E8%83%BD%E9%87%8D%E7%82%B9%E9%A2%86%E5%9F%9F%E9%A1%B6%E4%BC%9A%E5%88%86%E6%9E%90%E6%8A%A5%E5%91%8A_D2618579C959833A698E85999F7612A0.pdf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4%BA%BA%E5%B7%A5%E6%99%BA%E8%83%BD%E9%87%8D%E7%82%B9%E9%A2%86%E5%9F%9F%E9%A1%B6%E4%BC%9A%E5%88%86%E6%9E%90%E6%8A%A5%E5%91%8A_D2618579C959833A698E85999F7612A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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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深度学习相关的主题占据了今年 Top10 热点前沿的大部分主题。“基于无人机的无线

通信技术”是 2020 年热点前沿“无人机无线通信网络、传输保密和轨迹优化研究”的延

续和扩展，其他前沿主题均为首次入选。 

 

1.2 重点热点前沿——“面向视频动作识别的深度神经网络研究” 

目前，视频动作识别常用的技术有基于人工特征的视频动作识别、基于双流的神经网络、

基于三维卷积的神经网络等。在实际应用中，精确的动作识别有助于舆情监控、广告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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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检索、智能医疗监控、自动驾驶和交通安防等相关的任务。 

热点前沿“面向视频动作识别的深度神经网络研究”包含 13 篇核心论文，内容涵盖视

觉基因组（Visual Genome） 数据集、动作识别的时空表示学习、深层视觉语义对齐、

基于长期递归卷积网络的视觉识别和描述、长期时间卷积动作识别、用于动作识别的非对称

三维卷积神经网络、用于动作识别的时空可变形三维注意网络。在被引频次超过 100 次的

7 篇核心论文中，美国主导发表 3 篇，分别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后者

贡献两篇；中国主导发表 2 篇，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天津大学；法

国主导发表 2 篇，分别来自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从施引论文的角度来看（表 54），中国表现最突出，以 630 篇施引论文遥遥领先排名

第二的美国（176 篇），英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也表现不俗。施引论文 Top 产出

机构全部为中国机构，中国科学院、天津大学、浙江大学位列前三甲，表明中国一批大学和

科研机构在该前沿迅速开展了跟进研究，并产出了众多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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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点热点前沿——“基于无人机的无线通信技术” 

随着低成本、小型化和集成化无人机在民用和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将无人机作为空中

基站辅助地面通信成为解决临时性特殊区域通信问题的有效方案，也使搭载先进收发信机和

智能传感设备进行高速数据传输成为无线通信领域的又一新的研究热点。 

新加坡贡献了该前沿的大部分研究工作（表 55）。从核心论文的机构分布看，新加坡国

立大学发表的核心论文最多；华为公司的法国研发中心与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美国弗吉尼

亚理工大学和芬兰奥卢大学合作发表 2 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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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施引论文的分析显示（表 56），中国是该前沿后续研究最活跃的国家，其次为美国、

英国和韩国。在施引论文 Top10 机构中，中国占据 7 席，其中北京邮电大学和东南大学是

该前沿最为活跃的两个研究机构。此外，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也各有 1 家机构

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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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兴前沿及重点新兴前沿解读 

信息科学领域有 1 项研究入选新兴前沿，“利用医学影像检测和诊断新冠肺炎的深度神

经网络研究”。 

 

与新冠肺炎作斗争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对受感染患者进行有效筛查，以便受感染的病人能

够立即得到治疗和护理，并被隔离以减轻病毒的传播。如何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

术迅速、准确地识别出新冠肺炎病情成为信息科学领域的新兴重点研究方向。 

该前沿围绕着如何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在医学影像数据中迅速识别新冠肺炎展开研究。在

数据源方面，大部分研究使用 X 光片进行自动识别，有 2 篇文献采用 CT 影像数据进行识

别。在疫情初期，由于可用的数据集较小，部分研究采用数据增强的方法进行深度学习训练，

提升对新冠肺炎的识别性能。在识别方法方面，涉及了辅助分类器生成对抗网络（GAN）、

深度迁移学习方法、多目标差分进化卷积神经网络、Deep Bayes-Squeeze Net 等。 

二、《2021 研究前沿热度指数》 

在《2021 研究前沿》基础上，《2021 研究前沿热度指数》评估中国、美国、英国、德

国、法国、日本等国在研究前沿中的表现显示，在十一大学科领域整体层面，美国最为活跃，

研究前沿热度指数得分为 209.23 分，位居全球首位。中国以 191.43 分位居第二，与美国

的差距仅为 17.83 分，已缩小到不足 10%。英国、德国、意大利分别以 85.59、64.13、

51.71 的研究前沿热度指数得分排名三至五位，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荷兰以

得分位于 35-50 之间排名六至十位，日本研究前沿热度指数以 31.59 得分排名第 11 位。 

分领域比较来看，美国在“地球科学”“生物科学”“物理学”“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

4 个领域的研究前沿热度指数得分排名第一，其他 7 个领域均排名第二。中国在“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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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和动物学”“生态与环境科学”“临床医学”“化学与材料科学”“数学”“信息科学和

经济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7 个领域排名第一，在“地球科学”“生物科学”“物理学”

3 个领域排名第二，“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排名第八。 

在 11 大学科领域的 171 个热点和新兴前沿中，美国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排名第一的前沿

数为 81 个，占 47.37%；中国排名第一的前沿数为 65 个，占 38.01%，两国排名第一的前

沿约占总数的 85%。此外，美国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排名前三的前沿数为 147 个，占全部 171

个前沿的 85.96%；中国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排名前三的前沿数为 101 个，占全部 171 个前

沿的 59.06%。 

《2021 研究前沿》全文下载链接：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3%80%8A2021%E7%A0%94

%E7%A9%B6%E5%89%8D%E6%B2%BF%E3%80%8B%E4%B8%AD%E6%96%87%E

6%8A%A5%E5%91%8A_464D622C26FE8E25536229B9DB7FDD61.pdf 

《2021 研究前沿热度指数》全文下载链接：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2021%E7%A0%94%E7%A9%B6

%E5%89%8D%E6%B2%BF%E7%83%AD%E5%BA%A6%E6%8C%87%E6%95%B0_03

3451811F5FD0A52C24E6FDCF74A74B.pdf 

来源：专知 

《全球工程前沿 2021》重磅发布：9 个领域，93 个研究前沿和 

93 个开发前沿 | 附全文下载 

12 月 14 日上午，中国工程院《全球工程前沿 2021》报告在京发布。报告依托中国

工程院 9 个学部，围绕机械与运载工程、信息与电子工程、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能源与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3%80%8A2021%E7%A0%94%E7%A9%B6%E5%89%8D%E6%B2%BF%E3%80%8B%E4%B8%AD%E6%96%87%E6%8A%A5%E5%91%8A_464D622C26FE8E25536229B9DB7FDD61.pdf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3%80%8A2021%E7%A0%94%E7%A9%B6%E5%89%8D%E6%B2%BF%E3%80%8B%E4%B8%AD%E6%96%87%E6%8A%A5%E5%91%8A_464D622C26FE8E25536229B9DB7FDD61.pdf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3%80%8A2021%E7%A0%94%E7%A9%B6%E5%89%8D%E6%B2%BF%E3%80%8B%E4%B8%AD%E6%96%87%E6%8A%A5%E5%91%8A_464D622C26FE8E25536229B9DB7FDD61.pdf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2021%E7%A0%94%E7%A9%B6%E5%89%8D%E6%B2%BF%E7%83%AD%E5%BA%A6%E6%8C%87%E6%95%B0_033451811F5FD0A52C24E6FDCF74A74B.pdf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2021%E7%A0%94%E7%A9%B6%E5%89%8D%E6%B2%BF%E7%83%AD%E5%BA%A6%E6%8C%87%E6%95%B0_033451811F5FD0A52C24E6FDCF74A74B.pdf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2021%E7%A0%94%E7%A9%B6%E5%89%8D%E6%B2%BF%E7%83%AD%E5%BA%A6%E6%8C%87%E6%95%B0_033451811F5FD0A52C24E6FDCF74A74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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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工程、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环境与轻纺工程、农业、医药卫生、工程管理 9 个领域，

遴选出 93 项全球工程研究前沿和 93 项全球工程开发前沿，并筛选出 28 个工程研究前沿和

28 个工程开发前沿进行重点解读。 

表 9 个领域前沿数量分布 

 

以下摘选部分领域的 TOP10 工程研究前沿与工程开发前沿。 

机械与运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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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电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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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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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情见报告全文：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5%85%A8%E7%90%83%E5

%B7%A5%E7%A8%8B%E5%89%8D%E6%B2%BF2021_32627710AC8DF526BF9731

293CEE38AB.pdf 

 

来源：科睿唯安 

观点 

认知 AI 的兴起：2025 年 AI 将会发生质的飞跃 

自 1956 年 AI 的概念首次被提出，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发展史。如今，随着相关理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5%85%A8%E7%90%83%E5%B7%A5%E7%A8%8B%E5%89%8D%E6%B2%BF2021_32627710AC8DF526BF9731293CEE38AB.pdf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5%85%A8%E7%90%83%E5%B7%A5%E7%A8%8B%E5%89%8D%E6%B2%BF2021_32627710AC8DF526BF9731293CEE38AB.pdf
http://lib.ia.ac.cn:8003/ContentDelivery/20211215/%E5%85%A8%E7%90%83%E5%B7%A5%E7%A8%8B%E5%89%8D%E6%B2%BF2021_32627710AC8DF526BF9731293CEE38A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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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技术的不断革新，AI 在数据、算力和算法 “三要素” 的支撑下越来越多地走进我们

的日常生活。 

但是，这一系列惊喜的背后，却是大多数 AI 在语言理解、视觉场景理解、决策分析等

方面的举步维艰：这些技术依然主要集中在感知层面，即用 AI 模拟人类的听觉、视觉等感

知能力，却无法解决推理、规划、联想、创作等复杂的认知智能化任务。 

当前的 AI 缺少信息进入 “大脑” 后的加工、理解和思考等，做的只是相对简单的比

对和识别，仅仅停留在 “感知” 阶段，而非 “认知”，以感知智能技术为主的 AI 还与人

类智能相差甚远。 

究其原因在于，AI 正面临着制约其向前发展的瓶颈问题：大规模常识知识库与基于认

知的逻辑推理。而基于知识图谱、认知推理、逻辑表达的认知图谱，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

学者和产业领袖认为是 “目前可以突破这一技术瓶颈的可行解决方案之一”。 

近日，英特尔实验室副总裁、被评为 AI 领域 50 位全球思想领袖和影响者之一的 

Gadi Singer 发表了一篇题为 The Rise of Cognitive AI 的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的第三

次浪潮：认知人工智能的兴起。 

在不改变原文大意的情况下，学术头条对文章进行了精心的编译，内容如下： 

深度学习（DL）正取得巨大的进步，并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革新整个行业，包括医

疗保健，零售，制造业，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和防诈骗以及数据分析。但是，为了构建人工

智能（AI）的未来，推动新一代技术进一步发展，我们要对其设定一组目标和期望 —— 到 

2025 年，人工智能将会发生质的飞跃，机器也将明显变得更加智能。 

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很多应用都解决了相关的感知任务，如对象识别、自然语言

处理（NLP）、翻译以及其他涉及数据广泛关联处理的任务（比如推荐系统）。深度学习系统

依靠微分编程和复杂的基于数据的相关性做出了出色的成果，并有望在未来几年内推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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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转型。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克服深度学习本身固有的限制，以进一步帮助机器学习

或者更广泛地说是人工智能离实现其潜力。要实现非增量创新，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共同努

力： 

 实质性地提高模型效率（例如，在不降低其精确度的前提下，将参数数量减少 2-3 

个数量级）； 

 大大增强模型的稳健性、可扩展性和可伸缩性； 

 全面提高机器的认知能力。 

 

图｜基于深度学习的语言模型中参数数量呈指数级增长（来源：microsoft） 

虽然剪枝（pruning）、稀疏性（sparsity）、压缩（compression）、蒸馏（distillation）

和图神经网络（GNN）等技术可以提高模型效率，但最终也同时产生了增量改进。在不影

响结果的前提下，将模型大小降低几个数量级，可能需要对捕获和表示信息本身的方法以及

深度学习模型中的学习能力方面进行更根本的改变。此外，持续性进步也需要更具计算效率

的深度学习方法或者转向其他机器学习方法。现在，一类具有前景的人工智能系统正通过在



84 
 

辅助信息库中进行检索来代替大量事实和数据的嵌入，从而迅速受到人们的青睐。 

与此同时，统计机器学习方法基于这样的假设 —— 训练样本的分布代表了推理过程

中必须处理的内容，在现实生活的使用中存在重大缺陷。尤其在遇到训练数据集采样稀疏，

甚至缺乏样本的情况时，深度学习模型就会受到挑战。 

除此之外，迁移学习和小样本 / 零样本推理方面取得的结果也不尽人意。模型的低效

扩展性使得人工智能无法扩展到数据集和数据科学家缺乏的许多领域。此外，深度学习还非

常容易受到数据变化的影响，从而产生低信度分类，但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提高模型的稳健性

和可扩展性得到解决。 

最后，在大多数情况下，神经网络无法正确提供认知，推理和可解释性。深度学习缺乏

认知机制，无法进行抽象、上下文语境、因果关系、可解释性和可理解性的推理。 

下一阶段：认知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有望达到人类理解水平。依靠 Daniel Kahneman 在《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中定义的范式，Yoshua Bengio 将当代深度学习的功能等同于他所

描述的 “系统 1” 的特点 —— 直觉的、快速的、无意识的、习惯性并完全处于自主控

制状态。与此相反，他指出，人工智能系统的下一个挑战在于实现 “系统 2” 的功能 —

— 缓慢的、有逻辑的、有序列的、有意识和算法化，例如实现计划和推理所需的功能。 



85 
 

 

（来源：Pixabay） 

Francois Chollet 以类似的方式在广泛概括的基础上描述了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新兴阶

段（“Flexible AI”），它能够适应广泛领域内的未知事件。这两个特征都与 DARPA（美国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 “人工智能的第三次浪潮” 的内容一致，其特征是语境顺应

（contextual adaptation）、抽象、推理和可解释性。实现这些功能的一种可能途径是将深

度学习与符号推理和深度知识结合起来。下面，我将使用术语 “认知人工智能”（Cognitive 

AI）来指代人工智能的这一新阶段。 

尽管我们无望实现开放式通用人工智能（AGI），但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人工智能也能

在技术和商业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旦人工智能可以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做出可靠的决

策，它最终将获得更高的自主权，并在机器人技术、自动运输以及物流、工业和金融体系的

控制点等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 

结构化知识在认知人工智能中的作用 

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些人认为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深度学习来实现更高级别的机器智

能，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需要合并其他基本机制。对此，我赞同后者的观点，原因如下： 

深度学习掌握了从嵌入空间中的多维结构的输入到预测输出的基于统计的映射。这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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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分宽数据和浅数据（例如，图像中的单词或像素 / 体元序列）方面表现出色。此外，

深度学习在索引资源（如维基百科）和从语料库中最匹配的地方检索答案方面同样有效 —

— 正如在 NaturalQA 或 EffiicentQA 等基准测试中所表现的那样。根据 Bengio 的定

义，系统 1 的任务依赖于训练期间创建的统计映射功能。而深度学习可以为完成这些任务

提供帮助。 

相比之下，结构化、显性和可理解的知识可以为实现更高级机器智能或系统 2 的功能

提供途径。一种基本的知识构建就是能够捕获有关元素和概念的声明性知识并编码抽象概念

（例如，类之间的分层属性遗传）。例如，有关鸟类的知识，加上有关雀形目鸟类的信息，

再加上有关麻雀的详细信息，即使没有特别的说明，也能提供大量有关栗麻雀的隐含信息。

除此之外，其他知识构建还包括因果模型和预测模型。 

这样的构建依赖于显性的概念和定义明确的关系，而不是潜在空间中的嵌入式机器，并

且因此所得模型将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和预测潜力，远远超过了统计映射的功能。 

 

（来源：Pixabay） 

人类大脑有 “想象”、模拟和评估潜在未来事件的能力，这些能力是经验或观察都无法

企及的。同时，这些功能为人类智能提供了进化优势。在不受明确规则限制的环境中，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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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可能发生事件进行心理模拟是基于世界动力的基本模型，这在计划和解决问题方面具有很

大的适应性价值。 

过程建模机制基于隐式的数学、物理或心理原理，而不是从输入到输出的可观察的统计

相关性，这对于实现更高的认知能力至关重要。例如，物理模型可以捕获滑水现象，并对各

种条件下汽车的运动进行简单预测。这样的过程模型可以与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结合使用以

扩展当前人工智能的功能。 

知识库可以捕获（或隐式）常识性假设和底层逻辑，这些假设和逻辑并不总是公开地呈

现在深度学习系统的训练数据中。这表明，对世界及其动力的理解有助于解决更高级机器智

能的任务。最后，合理的结构化知识可以在上下文语境和聚合内容方面消歧（将 “俱乐部” 

的属性分为棒球类，武器类，纸牌类或聚会场所）。 

认知人工智能与知识时代 

在未来的几年中，随着浅层映射功能变得更加丰富，计算处理变得更加经济和快捷，基

于深度学习的系统 1 有望取得重大进展。认知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更多更高级的功能。 

总而言之，我相信，到 2025 年，将出现一批新的认知人工智能，它们不仅具有更强

的解释力，而且比当前基于深度学习的系统更接近人类的自主推理水平。 

我们已经在英特尔实验室建立了认知计算研究部门，来推动英特尔在机器智能和认知交

叉点上的创新，并不断提高新兴认知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努力将深度学习的最新成果与知

识构建和神经符号人工智能的集成结合起来，来构建能在复杂情景中做出明智决策的自主学

习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使人工智能系统在识别，感知，翻译和推荐系统任务方面成果卓越。下一波机

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将创造出一种拥有更强理解力和认知力的新型人工智能，从

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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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the-rise-of-cognitive-ai-a29d2b724ccc 

来源：学术头条 

其他 

我国区块链产业链协作态势研究 

引言 

近两年，区块链进入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国际上区块链发展进入稳步推进期，主

要国家均从战略布局、基础科研、技术研发、应用创新等方面加大投入。我国区块链发展进

入放量增长期，在论文发表、专利申请、政策支持、产业投融资、生态建设等方面处于国际

第一方阵，如 2020 年区块链领域高水平论文我国发文量达 1047 篇，全球占比 32.7%，远

超美国；2020 年区块链领域专利我国授权量达 2457 件，全球占比 48.4%，超过美国的 1822

件（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研究中心）。 

区块链的产业属性被逐步认可，业界相关智库积极开展面向区块链产业的研究。工业和

信息化部信息中心于 2018 年 5 月发布《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对区块链产业发展趋势

进行了研判；陀螺研究院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报告》，分析了区块链

行业发展政策环境、主要城市竞争力；前瞻产业研究院于 2020 年 12 月发布《2020 年中

国区块链产业全景图谱》，对区块链产业层级、技术分类等进行了解读。 

当前，围绕区块链产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的产业层级划分，缺乏对产业层级互

动以及上中下游产业链协作的细致研究。从已推出的区块链产业架构以及产业图谱可以明

确，相关智库基本达成共识，我国初步形成了分工较为明确的区块链产业体系，包括上游硬

件、技术及基础设施，中游区块链技术平台服务，下游区块链应用解决方案等环节。不过，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the-rise-of-cognitive-ai-a29d2b724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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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的区块链产业架构层次界定只能机械地罗列出各个板块，难以真实传递出我国区块

链产业的内在运作机制，难以揭示区块链产业发展的核心所在，难以研判区块链产业的发展

态势。因此，亟需面向区块链细分产业链开展针对性研究，明确区块链各类重要主体间的关

联及协作模式。 

1  区块链核心主体及其主导产业链分析 

结合业界影响力、产值体量规模以及我国走联盟链技术路线的现状，当前我国区块链产

业由基础协议企业、区块链硬件企业、区块链即服务（Blockchain as a Service，BaaS）

平台企业以及行业应用企业 4 类核心主体主导着区块链细分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协作关联。 

1.1  基础协议企业及其产业链 

基础协议企业致力于联盟链基础协议的国产自主化，以及性能优化提升，技术需求源于

面向 B 端的应用需求。基础协议企业下游主体对接链条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础协议企业上下游主体对接链条 

从业务模式看，基础协议企业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其大小取决于基础协议平台具备的技

术领先程度。License 模式下，企业将基础协议平台企业版授权给客户，并提供相应的与现

有系统对接和维护的服务，由客户自己完成应用开发。银行或传统的类银行金融机构合作会

选择这种传统企业服务方式。联合运营模式下，通过内部孵化或合资公司，企业与客户双方

共同运营基于区块链的业务系统，通过收入分成来进行深层次绑定。一些核心企业或上市公

司会选择这样的合作模式。从技术部署看，基础协议企业中下游客户一般具备较强的区块链

技术研发能力，实现内部区块链应用的定制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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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区块链硬件企业及其产业链 

区块链硬件企业主要聚焦加密数字代币矿机与加密数字钱包，以及区块链软硬一体机、

区块链路由器等。区块链软硬一体机重点在于“软”，其在传统的服务器嵌入区块链软件算

法，降低开发人员部署区块链应用的门槛；区块链路由器致力于分享用户闲置带宽从而获取

收益，参与企业较少。本节重点讨论加密数字代币矿机与加密数字钱包。 

加密数字代币矿机企业主导的产业链协作空间不大，与矿场形成联动，与区块链行业应

用基本“绝缘”。加密数字代币矿机企业下游主体对接链条如图 2 所示。 

 

图 2  加密数字代币矿机企业下游主体对接链条 

加密数字代币矿机的核心在于提升公链中矿工芯片的计算能力。矿机主要用于 POW 工

作量证明，全网计算节点通过算力竞争记账权，来获取经济奖励。竞争记账经历了最早从个

人计算机上的 CPU（中央处理器）记账，到 GPU（独立显卡）记账，再到专业矿机的诞生，

以及专业矿机又从 FPGA（可编程门阵列）过渡到 ASIC（专用集成电路）等。同时，算力

难度上升和记账节点增加推动加密数字代币矿机产业蓬勃发展。当前，参与加密数字代币竞

争记账的人数增加，使全网算力的难度呈指数级上升，这对区块链硬件设备的产量和性能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加密数字钱包（主要指冷钱包）应用领域固定，产业链延展性不够。加密数字钱包企业

上下游主体对接链条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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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加密数字钱包企业上下游主体对接链条 

加密数字钱包，是一种能够生成和保存私钥并进行交易签名的独立硬件设备，用来管理

用户的加密数字代币，记录的是用户每笔资产的所有权证明，并不产生加密数字代币（不进

行挖矿）。从业务模式看，加密数字钱包企业大多会选择与代币交易平台联动，即私钥由交

易平台管理转变为由硬件钱包管理，同时为交易平台带动流量；加密数字钱包企业也会选择

作为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加盟交易平台，钱包作为前端集成平台，吸引海量用户，可在 APP

内嵌入很多有特性的第三方功能和模块。 

1.3  BaaS 平台企业及其产业链 

BaaS 平台企业通常提供高度定制化的底层区块链系统，核心聚焦点是简化区块链应用

部署的环节。BaaS 平台企业上下游主体对接链条如图 4 所示。 

 

图 4  BaaS 平台企业上下游主体对接链条 

BaaS 平台企业发展是一个建设生态的过程。通过攻占市场、标准竞争、抢夺话语权等，

逐步从技术生态向产业生态演进。其演进过程可以归纳为从自身业务发展共性能力的凝练，

到共性能力持续的提升，再到生态合作伙伴的聚拢。 

1.4  行业应用企业及其产业链 

当前，行业应用企业已基本实现经济社会各行业场景区块链应用的全覆盖，相关应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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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解决方案不断成熟。各行业场景对区块链底层的技术需求并无本质区别，因此提供跨行

业应用是业界常态。在应用企业实际开展应用服务时，全流程跟进、定制化开发仍是主要方

式，目前相关企业正不断提升标准化、市场化成熟产品的交付能力。行业应用企业主要分为

联盟链应用企业、公链应用企业。行业应用企业上下游主体对接链条如图 5 所示。 

 

图 5  行业应用企业上下游主体对接链条 

应用协作模式主要分为通过项目制方式开展应用和以市场化、产品化方式开展应用两大

类型。项目制以业务上链需求为根本，供需开展对接碰撞，实施定制化开发。产品化通过项

目积累与共性能力的提升，面向高价值场景推出市场化产品。产业链布局方面，公链、联盟

链应用上中游协作主体不尽相同，特点鲜明。除上中游区块链直接相关的底层技术、平台服

务外，区块链行业应用还需要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 

2  区块链产业链协作特点分析 

4 类核心主体发力点不一、体量规模有差异，整体特点鲜明。围绕 4 类核心主体，区块

链产业链上下游展开密切协作。从国内来看，区块链产业链协作呈“以软为绝对主导、以硬

为辅助支撑”的特点，而国外则呈“软硬并驱”的特点。 

2.1  4 类区块链核心主体特点 

2.1.1  基础协议企业 

有实力的初创企业从基础协议起家，以国产自主创新为核心亮点，在业界影响力较强。

互联网领军企业持续推进基础协议研发，如百度 Xuper 链、蚂蚁 Annchain 等。 

2.1.2  区块链硬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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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硬件企业是国内区块链产业链中较为特殊的存在，主要服务于国际上依旧火爆的

加密数字代币应用，代表企业有比特大陆、嘉楠耘智、亿邦国际等。其他区块链硬件目前市

场空间还较小。 

2.1.3  BaaS 平台企业 

互联网领军企业依托自身雄厚的云计算资源，并集聚自身以及第三方底层技术资源，主

导建设区块链 BaaS 平台，无论是技术实力还是生态能力，均位居第一方阵。 

2.1.4  行业应用企业 

开展基础协议研发与提供 BaaS 平台服务的企业均深度开展产业应用。业界大多数企业

纵跨底层技术、平台服务与产业应用 3 个层次。基础协议变现能力尚较弱，BaaS 平台变现

能力正持续提升，下游产业应用变现能力最强。 

2.2  区块链产业链协作特点 

在区块链“底层技术—平台服务—应用解决方案”的产业体系中，4 类核心主体与其他

主体形成关联交错的产业链协作模式。 

（1）国内区块链产业链协作“软”模式 

从国内来看，在以联盟链为主要技术路线的背景下，产业链协作的主要目的是打通联盟

链应用生态。上游底层技术侧重联盟链基础协议、数据存储、加密算法、智能合约等算法研

发，以及区块链安全计算芯片等部分配套硬件研发制造等环节。中游平台服务侧重联盟链搭

建服务，以 BaaS 平台服务为主。下游侧重联盟链分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整体来看，国内区

块链产业链协作呈“以软为绝对主导、以硬为辅助支撑”的特点。 

（2）国外区块链产业链协作“硬+软”模式 

从国外来看，技术路线以公链为引领、以联盟链为补充，产业链协作的主要目的是打通

区块链公链与联盟链应用生态。上游底层技术不仅持续推进公链、联盟链基础协议研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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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大力支持挖矿芯片、加密数字代币矿机等区块链基础硬件研发制造。中游平台服务开展

公链、联盟链平台搭建服务，包括以太坊、Fabric Hyperledger 等，另一重要板块是加密

代币流通平台支撑，涉及加密代币矿池矿场、加密代币硬件钱包以及加密代币交易所等。下

游公链应用与联盟链应用并进。整体来看，国外区块链产业链协作呈“软硬并驱”的特点。 

3  国内区块链产业链布局态势分析 

依据国内区块链产业链协作特点，结合当前国内区块链主流项目落地情况，国内区块链

产业链形态呈现 3 种主导模式（见图 6）。 

 

图 6  国内区块链产业链形态主导模式 

3.1  技术部署主导模式 

当前，我国企业及研究机构正逐步加大对区块链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区块链技术研究

已具备一定基础。在国内，以趣链、蚂蚁金服、腾讯、百度为代表的众多区块链技术方案解

决商，通过自主研发、开源创新等布局区块链底层技术，并搭建 BaaS 平台，以技术部署为

核心切入点，逐步打造企业自身的区块链生态圈。 

BaaS 正逐渐成为重要的区块链基础设施，是技术部署主导模式的核心载体。BaaS 平

台致力于改变目前区块链应用开发和部署的高成本问题，将区块链技术架构嵌入云计算平

台，利用云服务基础设施的优势，以互联网理念为开发者提供公共区块链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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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体来看，除领军互联网企业外，如腾讯布局 TBaaS 平台、华为云布局 BCS 平台、

百度布局智能云 BaaS 平台、京东布局智臻链 BaaS 平台等，一些区块链初创企业也在积极

探索，如趣链科技布局飞洛平台等。此外，行业组织层面，由国家信息中心、中国银联、中

国移动等单位发起的区块链服务网络发展联盟，主导区块链服务网络 BSN 的建设运营。 

3.2  成熟场景主导模式 

经过多年发展，区块链应用发展出 3 种主流成熟场景，成为当前区块链产业链协作的

重要催动因素。一是账本场景，以资产的映射、记账、流通为主要业务特点，主要应用于承

载价值传递；二是协作场景，在去中心化的大规模多方协作业务中，发挥着数据共享、数据

互联互通的重要作用；三是存证场景，主要应用于全网数据一致性要求较高的业务，如溯源

/确权/公证等领域。 

以落地应用需求方为主导，面向供应链金融、版权保护、产品溯源、数字身份、政务数

据共享等特点鲜明、有代表性的应用场景，由领先的区块链技术服务商推出较为成熟的区块

链产品、平台及解决方案，开展市场化运营。 

典型代表有：供应链金融场景的蚂蚁双链通（蚂蚁区块链科技）、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

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万向区块链）等；电子存证场景的信源链（信任度科技）、法链存证联

盟链（法链网络科技）、链证宝合同存证服务平台（复杂美科技）等；溯源场景的智真链（Salix）

区块链溯源平台（智链万源）、溯源防伪技术服务（真信网络科技）等；数字身份场景的可

信数字身份 BIP（百度网讯科技）、BID 区块链数字身份（泰尔英福网络）等。 

3.3  定制协作辅助模式 

由于场景规模、服务对象、业务流程等多因素需求不一，当前业界不少区块链应用还是

以定制协作为主。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区块链应用为代表，包括政务区块链应用、

司法区块链应用等，供需两侧对接实现定制化开发部署，应用场景针对性强、创新性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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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性强。落地效果好的产品或平台有转为成熟产品的可能性，从而实现市场化运作。 

典型代表有：司法机构有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天平链”、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司法区块链、

广州互联网法院的网通法链、杭州互联网公证处的区块链摇号平台；金融机构有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平安区块链产销溯源平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块链跨境创新

支付平台；国企有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的白洋淀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

大专项区块链资金管理平台；政府部门有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跨境业务区块链服务平台、国家

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的区块链电子发票、佛山市禅城区基于区块链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

台。 

3.4  布局态势研判 

从实际落地应用来看，技术部署模式与成熟场景模式均为当前主导模式，定制协作模式

虽然起步早，但已不是主流。围绕区块链技术创新趋势，以及党中央与国务院对区块链技术

创新与应用方案发展的关注，“十四五”期间，国内区块链产业链形态将呈现技术供给侧发

力崛起、应用需求侧依旧强势的整体态势。技术供给侧方面，区块链技术不断实现突破，并

且在新基建战略的带动下，近两年区块链基础设施正不断涌现，区块链的技术创新与基础设

施建设均跨入新阶段，为技术供给侧主导国内区块链产业形态奠定扎实基础。应用需求侧方

面，从概念验证场景到成熟应用场景，区块链应用不断落地，在这个过程中行业应用主体一

直掌控着落地应用节奏，并且对区块链的认知也逐步加深，为应用需求侧主导国内区块链产

业形态提供更多可能。 

4  结束语 

当前，区块链产业发展欣欣向荣，在特定领域的渗透率持续提高，但整体应用体量规模

还较小，无论是基础链还是公共服务平台，其技术和能力都在探索演进过程中，应用模式和

商业模式还未定性。应当理性看待区块链产业整体成熟度以及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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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有序推进区块链产业的发展进程。围绕产业链布局，应持续加强国内外区块链细分产业

链协作现状的梳理与模式的总结，加强国内外区块链产业链细分环节对比，明确我国短板弱

项，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区块链产业科学布局提供建议。 

来源：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 

军事智能化的瓶颈与关键问题研究 

摘要：人类文明历经了近万年的坎坎坷坷，几度辗转，几经变革，直至今日，人工智能

的兴起才极大地触发了人们对智能含义的深度思考，因为只有充分了解了智能的本质，才可

能将人与机器、环境更好地融合，实现真正的军事智能。本文阐述了对智能的理解与观点。

首先，根据 DARPA 的智能研究动向与不足，提出智能是一个复杂系统，其思想基础和目的

是如何把人的诸多主动能力价值浸入到机器的被动事实处理功能之中，并形成人机融合的完

整事值性（事实+价值）智能协同功能力（功能+能力）系统，既包括计算（机）也包括算

计（人），是实现军事智能的关键所在：计算计（计算+算计）进行高效地结合；之后对计

算与算计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即“计算是基于事实的功能，算计是基于价值的能力”；然后

指出智能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并不是万能的；最后对军事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进行

了思考，指出了军事智能与机器智能的不同，进一步提出人类智能的基石并不是数学。 

尽管最近几年，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催生了高度智能化武器及各种无人作战平台，并且

进一步加速推进了战争形态向智能化战争演变和转化，但是大家对于军事智能和智能概念的

理解不是越来越清晰，反而对此有意/无意的迷惑却越来越多，甚至严重制约了这种号称“改

变战争游戏规则”颠覆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在这里试图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把这几个

概念的内涵外延解释清楚，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DARPA 的智能研究动向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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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PA 在继续开发第二代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军事应用的同时，积极布局第三代人工智

能发展，旨在通过机器学习和推理、自然语言理解、建模仿真、人机融合等方面的研究，突

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及核心技术。相关项目包括：“机器常识”，“终身学习机”，“可解释的

人工智能”，“可靠自主性”，“不同来源主动诠释”，“自动知识提取”，“确保 AI 抗欺骗可靠

性”，“加速人工智能”，“基础人工智能科学”，“机器通用感知”，“利用更少数据学习”，“以

知识为导向的人工智能推理模式”，“高级建模仿真工具”，“复杂混合系统”，“人机交流”，

“人机共生”，“开放世界奇异性的人工智能与学习科学”，“人机协作社会智能团队”，“实时

机器学习”等。 

DARPA 的不足在于“得形忘意”，没能解决军事智能的痛点和难点：兵者诡道也。如

孙子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

相当不确 

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

才能得到。在这里他必须遵循概然性的规律。” 

古代《孙子兵法》的生命力在于思维战胜了物理，近代《战争论》的缺点在于把战争看

成了理论，未来“人机环境系统智能”的特点在于加上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的“机

辅”。 

总之，DARPA 的军事智能化的核心在于两个支柱，一个是“机器学习”，另一个是“自

主系统”，但当代的自主系统还是“伪自主”阶段，究其因是其底层的技术架构：机器学习

和大数据处理机制局限所致。无论行为主义的强化学习、联结主义的深度学习，还是符号主

义的专家系统都不能如实准确地反映人类的认知机理，比如直觉、情感、责任、价值等。 

另外，美国国防部 2018 年 6 月成立的“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专职责军队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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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的机构，开始统筹规划建设智能化军事体系。2021 年，该中心将以各军种工作为基

础，专注于作战人员的整合和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创建。其重点是：军事人机环境生态智能

系统的建构。 

二、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问题 

当前的人工智能及未来的智能科学研究存在两个致命的缺点：（1）把数学等同于逻辑；

弗雷格、罗素等逻辑主义者一般是把数学归于逻辑学(logic)之下（“+logy”也成为许多学

科(非所有学科)的字尾，譬如生物学 Biology=bio(生)+logy(学科)）。逻辑是探索、阐述和

确立有效推理原则的学料。数学不等同于逻辑，数学研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结构，是一种

基于公理的逻辑体系；逻辑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二者一致之处为“研究对象都是高度抽象

的结构”。一方面，数学和逻辑的研究对象不同，数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事物的空间形式与

数量关系，而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思维的形式及规律；另一方面，数学和逻辑的任务和目标

不相同，数学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揭示客观事物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特征，探索其规律

性，而逻辑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却是为了解决思维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或真实性问题。（2）把

符号与对象的指涉混淆。符号重点在于表征，而对象重点在于意向性，一般来说，一种意向

可以对应一种或多种符号，而一种符号代表的意向性也可以有多个指向（如能指、所指、意

指），人类可以用“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灵活地表征任何事物，而目前的机器却只能

用固定打标的方式孤立静止片面地表征一个事物。  

这两个缺点直接诱发了以下几个很难解决的智能领域及军事智能领域问题：1、客观数

据与主观信息、知识的弹性输入——灵活的表征；2、公理与非公理推理的有机融合——有

效的处理；3、责任性判断与无风险性决策的无缝衔接——虚实互补的输出；4、人类反思

与机器反馈之间的相互协同调整；5、深度态势感知与其逆向资源管理过程的双向平衡；6、

人机之间的透明信任机制生成；7、机器常识与人类常识的差异；8、人机之间可解释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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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9、机器终身学习的范围/内容与人类学习的不同。 

三、军事智能不是军事+AI 

智能是一种由人、机、环境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组织形式，是物理、生理、心理、数

理、管理、哲理、文理、机理、艺理、地理、伦理、宗理等等多事实、多价值、多责任的混

合适应体系，所以智能可能不是单纯的类脑（比如狼孩的人脑就没有人类智能）。 

军事智能不是军事+AI，也不是 AI+军事，军事智能本质就是军事博弈，其本身就包含

了各种各样的智能形式（如反智能），所以更准确地说，军事智能是一种智慧形式（如塞翁

失马），既包括科学技术，也涉及文史哲宗教等方面，属于复杂领域，其核心是“兵不厌诈”

和“兵者诡道也”。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结合人、物（机是人造物）、环境系统融合的人类算

计+机器计算（简称“计算计”）体系。 

在军事智能中，对自动化、智能化概念的厘清非常重要，自动化是确定性的输入，可编

程的处理，确定性的输出；人工智能是部分确定性的输入，可编程的处理，部分确定性的输

出；智能是不确定性的输入，部分可编程的处理，不确定性的输出。人工智能（含自动化）

与智能的区别是：一个是功能一个是能力。很多人期望得到的往往是能力，而不是功能，即

通过人工智能功能实现智能能力，这就是期望与现实的矛盾之所在，同时也是人们失望之所

在：把功能错看成了能力。军事智能需要实现的是一种的合成：功能+能力（简称功能力）。

机器功能逻辑的基础是映射关系，而人类直觉能力的基础则是漫射、散射、影射，其中人类

的想象力、创造力是一种情理融合之能力，也是“军事智能”的边界。所以仅开发出高性能

智能产品或系统仍不可能提高体系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该模型必须集成到运行技术系统、组

织流程和人员运行流程中才能发挥其威力和效力。 

军事智能化的瓶颈和关键问题：不是单纯的快、单纯的准、而是对，例如单纯机器计算

的越精细、越准确、越快速，危险性越大，因为敌人可以隐真示假、造势欺骗、以真乱假，



101 
 

所以有专家参与的人机融合/混合军智相对显得更重要、更迫切、更有效。人机混合常常是

指人+机（侧重事实性数理物理结合，价值性结合较少）；人机融合往往是指人*机（既包括

事实，也涉及价值，既有数理物理交互，也有心理伦理交流）。对于军事界而言，大多数认

为：人必须在人-装备-环境系统中并掌控着该系统的关键使用（如许多科学家支持致命性自

主武器系统（LAWS）宣言，以反对脱离人类控制的自主武器系统开发），这就要求两点，

首先是必须可靠的人在系统中，而不能是不可靠的人在系统中；其次，要求人、机不能是平

等的关系，可靠的人必须要掌控关键作用。所以这个角度看，对军事智能而言，“人机混合”

要比“人机融合”一词要准确一些（可以保证人主机辅关系一致性）。 

军事智能如同艺术的本质一样：不在于和谐、理性和规则，而在于紧张、冲突和斗争。

这就是 The art of war（《孙子兵法》）和现代性美学的共性。休谟认为：“一切科学都与人

性有关，对人性的研究应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任何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些关系，无论

学科看似与人性相隔多远，它们最终都会以某种途径再次回归到人性中。科学尚且如此，包

含科学的军事智能也不例外。一般而言，人工（机器）智能擅长客观事实（真理性）计算，

人类智能优于主观价值（道理性）算计。当计算大于算计时，可以侧重人工智能；当算计大

于计算时，应该偏向人类智能；当计算等于算计时，最好使用人机智能，计算往往是从已知

条件开始的逻辑（解决“复”），算计常常是从未知前提出发的直觉（处理“杂”）。涉及人、

机、环境三者的军事智能如《易》一样，其核心都在于：变，因时而变、因境而变、因法而

变、因势而变……费曼说：“物理学家们只是力图解释那些不依赖于偶然的事件，但在现实

世界中，我们试图去理解的事情大都取决于偶然。”。人机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有有向闭环也有

无向开环，或者有向开环也有无向闭环，自主系统大多是一种有向闭环行为。军事智能中人

机环境系统融合的计算计系统也许就是解决休谟之问（从事实中能否得出价值？）的一个秘

密通道，即通过人的算计结合机器的计算实现了从“事实”向“价值”的“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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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人的算计（经验）与机的计算（模型）融合后的计算计系统呢？东方思想里的

“易”就是一个典型的计算计（计算+算计）系统，有算有计，有性有量，有显有隐，计算

交融，情理相依。其中的“与或非”逻辑既有人经验的、也有物（机）数据的，即人价值性

的“与或非”+机事实性的“与或非”，人机融合智能及深度态势感知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打

开与、或、非门的狭隘，比如大与、小与，大或、小或，大非、小非……大是（being）、大

应（should）、小是（being）、小应（should）。人的经验性概率与机器的事实性概率不同，

它是一种价值性概率，可以穿透非家族相似性的壁垒，用其它领域的成败得失结果影响当前

领域的态势感知 SA，比如同情、共感、同理心、信任等。 

凡事有好就有弊，手机不例外，智能也不例外。在人机环境系统动态交互（产生智能）

时，由于时间、空间、对象、属性、关系、条件、规则、情绪、状态、趋势、感知等的变化，

智能中的方式、方法、方案、手段、工具都会做适当的调整和重新组合，正可谓：时变法亦

变。智能需要解决的常常是面对的真实问题，比如安全威胁、高效处理、准确预测等等。智

能包含着过去的经验和数据，但不会仅仅依赖这些过去，它包还含着未来对此时的影响，比

如期望的反馈。一般而言，不能随机应变的智能应该不是真智能。人机交互、人机混合、人

机融合智能……中人工智能 AI 可以帮助人，也可以阻碍人，还可以毁掉人，比如过度依赖

AI 易造成失去人性中的自信、果敢和勇气等，做这些工作或申请项目时，望不要光看人机

融合中计算计系统好的一面，还希望管理者、评审者也能客观地看到其不好的一面，在不少

情境任务下，不好的概率可能更高一些！ 

四、主流人工智能学科仍无法理解军事人机融合智能领域 

AI 追求数据化、确定性和理性的解释，假定任何问题都有标准答案，把每个决策简单

地变成约束条件下求解，变成数据计算。但是，真实世界里具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没有标准

答案，需要人的想象力和算计，不是循规蹈矩。康德说：事物的特性往往与观察者有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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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量子力学思想相通。也是军事智能的灵魂：人类的思维之争。 

研究一个事物如果不从未来看它，往往会被它迷惑。计算是算计的产物，计算常是算计

的简化版，不能体现出算计中主动、辩证、矛盾的价值。计算可以处理关键场景的特征函数，

但较难解决基本场景的对应规则，更难对付任意场景的统计概率，可惜这些还仅仅只是场景，

尚远未涉及情境和意识…… 

智能仅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手段，若不与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中的仁义

礼智信勇、法律中的边界规则统计概率等诸多方面相结合，就很容易泛滥成灾而不可控制。

真实的智能不是万能，它不但涉及事实性的真假问题，还应该包括价值性的是非问题，更与

责任性的大小轻重密切相关，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军事智能是许多领域的一连串组合应用。 

对于人、机而言，虽然都是将一个问题拆成几个子问题，分别求解这些子问题，即可推

断出大问题的解，但是人的动态规划与机器的动态规划却是不同的：有经验的人可以游刃有

余地将一个复杂性大问题拆成事实、价值、责任等不同性质的小问题来求解，即用事实、价

值、责任的不同化法进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可以避免各种鼠目寸光和画地为牢，而目

前的机器对此异质合取化解问题依然望尘莫及，人工智能只会对比（不是类比），也许这也

是人类智能的又一个瓶颈和难点：如何有效地处理异质性的非形式化问题。计算是事实性推

理关系，低阶的算计则是价值性推理关系，高阶的算计更是事实价值混合/融合的推理关系，

计算与算计是不同的因果关系。人类的“既…又…”关系往往不是“并”的计算关系，与具

体态势算计有关。是非不同于对错，也不同于真假和 01，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也…… 

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卡内曼在《快与慢》一书中将人类的本能意识快决策称为系统一，将

人类的理性逻辑慢决策称为系统二，并考察了系统一与系统二之间的区别。经过我们进一步

研究，人机环境系统的深度态势感知中应该还有决策系统三：人类理性与感性结合的不快不

慢的 right 决策系统，即人机融合的计算计决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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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机与认知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