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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战略 

1. 英国人工智能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路线图》 

2. 韩政府发布数字新政推进计划 

3. 欧盟发布最严人工智能监管法律框架 

4. 美国重磅宣布投资 2.2亿美元资助 11个国家 AI研究中心，覆盖 7 大研究领域 

5. 英国发布首个《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6. 我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7. Gartner 发布 2022年重要战略技术趋势 

8. 北约发布首个人工智能战略 

9. 俄罗斯签署首部人工智能道德规范 

科研进展 

【脑与类脑研究】 

10. 世界首个“双边植入”脑机接口！瘫痪患者用“大脑意念”使用双机械臂吃蛋糕 

11. 我国学者在脑衰老免疫机制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12. 科学家首次发现暂时性遗忘的神经机制 

13. 研究发现突触脉冲的强度与突触大小直接相关 

14. 我国科研团队合作构建灵长类迄今最高分辨率的大脑三维基因组图谱 

15. 大脑记忆组织核糖核酸位置图首次绘出 

16. 英媒：大脑植入装置可抑制大鼠毒瘾 

17. “脑机接口”新进展：让猴子通过意念玩游戏 

18. 芯片上的大脑：英国科学家将类人脑干细胞编织在芯片上 

19. 休斯顿大学最新突破！BCI脑控机器人应用于临床 

20. Nature 发布脑科学重要突破：第一次为大脑提供完整空间坐标 

21. PNAS：浙江大学徐晗团队揭示社交行为调控的全新神经环路机制 

22. 骆清铭团队开发了线照明调制显微术实现高清成像 

23. 复旦华山医院团队发布迄今为止由 DES 生成的最全语言功能脑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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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用超声波“读心”：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展示新型脑机接口技术 

25. 意念控制走入现实，人类首次实现脑机信号无线高宽带传输 

26. PNAS：人类首次利用新型脑磁图可视化快速大脑信号 

27. Nature 封面：脑机接口重磅突破！可将脑中“笔迹”转为屏幕字句，速度创纪

录，准确率超 99% 

28. 一秒变基友？中美科学家开发首个超微、无线光遗传控制设备，成功实现小鼠 

“社交控制” 

29. 1.3 亿突触、数万神经元，谷歌、哈佛发布史上最强三维「人脑地图」 

30. Science：朱宏图团队四万张大脑图像首次揭示人脑白质的基因基础 

31. Science：唤起触觉的脑-机接口，改善机器手臂的控制！ 

32. 让瘫痪失语患者「说话」，脑机接口首次从大脑活动解码完整句子，登上新英格

兰医学杂志 

33.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者使用脑机接口让患者感受到全息物体 

34. 突破！纽约大学张巧生等首次实现闭环脑机接口对疼痛的调控与治疗 

35. 100 小时完成迄今最高精度猕猴脑图谱测绘！中国科学家自研世界最快大尺度三

维显微成像技术，将加速人脑解析进程丨专访 

36. Nature：发育中的小鼠大脑结构图谱 

37. 布朗大学研究者提出面向下一代脑机接口系统 

38. Cell：骆利群院士实验室利用全新活体成像系统揭示果蝇嗅觉神经环路的发育机

制 

39. Cell：颠覆传统！Edward Chang院士团队最新研究发现声音和信息在大脑中是

同时处理 

40. 美国“脑计划”取得重大进展，从小鼠到猴子再到人类 

41. 新技术识别大脑“指纹”只需 100秒 

42. 首个小鼠大脑老化过程的代谢物时空图谱建立并开放 

43. “人工视觉脑”植入助盲人重现视觉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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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人视听觉智能】 

45. 跳过人脸检测和关键点定位，Facebook 等提出实时 3D人脸姿态估计新方法 

46. Nat Commun：张复伦/吴劲松教授团队解码人类语言声调感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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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AI 将大脑听到或想到的声音传给对方 

48. 把文本变成画作，AI对艺术“下手”了 

49. 不再局限于视觉！MIT研发新技术让机器人通过触摸即可与周围环境进行交互 

50. Nature：手机 1秒生成 3D全息图，MIT 团队新作 

51. 特拉维夫大学全球首创：能用蝗虫耳朵“听见”声音的机器人 

52. 新工具可以通过眼睛里的微小反射来识别出深度伪造照片，准确率达 94％ 

53. 科学家研发多模态生物识别系统，基于脑纹独特性来防范身份欺骗 

54. 做出电影级的 CG 渲染！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提出神经光图渲染 

55. 阿里达摩院发布最大中文预训练语言模型 AI可仿写小说 

56. AI 都会写灵魂 Rap了？Transformer 跨界说唱，节奏、流畅度都不在话下 

57. 百度语音技术重要进展：基于历史信息抽象的流式截断 conformer 建模 SMLTA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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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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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机器智能】 

60. 沈阳自动化所在人机融合智能领域研究中获进展 

61. 哈工大等实现人工肌肉重大突破登上 Science！多国科学家联合实现全新驱动机

理 

62. Nature 封面！我国仿生软体机器人“打卡”地球最深海沟，遨游水下 10900

米！ 

63. 哈佛大学研究团队成功研发机器鱼！三维空间下集体自组织研究取得新突破 

64. 翻滚跳跃、集群飞行，MIT新一代类昆虫无人机还能承受人为撞击 

65. 挪威奥斯陆大学研发出可根据不同地形改变腿长的自适应机器人 

66. 中国或能重新定义机器人，采用全新驱动关节模式，精准度达 2毫米 

67. 科学家用青蛙干细胞造出了新型多功能生物机器人 

68. 俄研制用于太空工作的操纵机器人 

69. 美陆军研发机器人在失去通信时也能相互协调任务的技术 

70. 香港大学机器鱼打破 50米游泳吉尼斯世界纪录！水下停留 8到 12 个小时，可用

于溺水救援|专访 

71. 意大利面为柔性驱动器带来新思路，驱动器收缩效率可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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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MIT全新跑酷机器人：神似站立“机器狗”，会耍杂技，夏季开始正式构建 

73. 机器人比肩人类抓取能力，上海交大、非夕科技联合提出全新方法 AnyGrasp 

74. 耶鲁大学超灵活机械手模仿人类“手掌手指”机制，万物皆可抓还能“盘核桃” 

75. 天津大学发布“最强大脑”隧道巡检机器人 

76. 0.08s 内可挖 30cm 深的沙子，可模仿章鱼把身体埋入沙土，“遁地”机器人有望

用于小行星取样或锚定 | 专家解析 

77. 跨石滩、过草地、负重 12kg，UC伯克利等研发新型机器人运动算法，实时快速

适应变化环境 

78. 蚯蚓也可以仿生：通用电气的蠕虫机器人可挖 500米隧道 

79. 双足机器人创造历史！大长腿 Cassie完成户外 5公里慢跑，摔倒自己爬起来 

80. 英国研究人员通过训练 AI来检测人类意图 

81. 感知算法、规划地图……波士顿动力揭秘 Atlas机器人跑酷背后的技术 

82. Science Robotics 封面：双足机器人上了天！还能玩滑板走钢丝、走路飞行切

换自如 

83. 首个可自我繁殖活体机器人问世 

【人机博弈智能】 

84. 研究人员开发 AI国际象棋引擎“玛雅” 可帮棋手识别技能错误 

85. AI向真正“智能学习体”迈进 

86. “自主智能体”能与人类辩论 

87. 2000亿次开放学习后，DeepMind 的智能体成精了 

88. 亨索尔特公司为德国国防军开发无人机蜂群人工智能决策系统 

89. 麻省理工最新研究：血虐人类玩家的 RL 智能体，在纸牌游戏中从最强对手变

成“猪队友” 

【复杂系统智能】 

90. 浙江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预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工智能工具 

【AI 基础软硬件支撑体系】 

91. 以色列：存储器计算获重大突破 图像 AI处理器实力超群 

92. 寒武纪 7nm 训练芯片思元 290及玄思 1000 加速器正式亮相 

93. 一块 GPU 模拟猴子大脑，普通台式机变超算，英国大学研究登上 Nature 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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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中国 AI 研究新突破：智源「悟道 1.0」发布 

95. 清华 AMiner 团队联合安徽大学 ICKE团队，发布美国国防科研追踪系统

UNITracker v1.1 

96. 受“巴甫洛夫的狗”启发，新型类脑计算设备可模拟人类不断学习，有望突破传

统计算系统瓶颈 

97. 科学家打造人工神经元芯片 可实时识别生物信号 

98. 美国密歇根大学开发出难以破解的芯片“Morpheus” 

99. 突破性成就！神经网络完成芯片设计仅需几小时 

100. 全球最大规模 AI预训练模型“悟道 2.0”重磅发布 

101. 寒武纪入局车载芯片，单芯片算力超 200TOPS，云边端车协同发力智能驾驶 

102. 燧原科技推中国最大 AI计算芯片！公布最新产品路线图 

103. 为 AI开辟新路径，科学家提出新型人造纳米线神经形态网络，能类似于大脑般

优化信息处理 

104. 南京大学缪峰团队提出迄今最高并行度神经形态类脑计算方案，或颠覆冯诺依

曼架构计算范式 | 专访 

105. 全球首个！7nm 世界最大芯片打造 AI 集群，解锁 120万亿「大脑级」AI模型 

106. 三星和哈佛大学研究人员提出黑科技：拟用存储芯片“下载”复制人类大脑 

107. 丹麦奥胡斯大学正开发纳米级类脑计算机 

108. 寒武纪发布第三代云端 AI 芯片思元 37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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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创新应用】 

110.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在微纳生物机器人治疗肿瘤领域取得新突破 

111. 日本东京大学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快速筛查癌变，分辨准确率达 96% 

112. 俄媒：人工智能可利用面部识别判断信仰倾向 

113. 新方向！DeepMind 提出人工生命框架，促进智能生物体的出现 

114. 戴琼海院士团队通过深层神经网络对颅内动脉瘤进行临床辅助诊断 

115. 世界首台人工智能地震监测系统问世：实时预警反馈提高 1秒 

116. Nature 子刊：AI人工智能算法发现 165 个新的癌基因 

117. 99%高精度、毫秒级延迟，AI便携式神经假肢让截肢 14年患者运动自如 

118. 英媒：以军研发“超级大脑”助推人工智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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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美国华盛顿大学使用 AI技术分辨伪造卫星图像 

120. Nature 重磅：人工智能 AI预测癌症起源，改善对复杂转移性癌症的诊断 

121. 用机器“大脑”操纵活线虫运动！微型机器人新研究登 Science 子刊 

122. AI挑战寄生虫病！攻破蛋白质结构后，DeepMind发大招 

123. AlphaFold 生成人类蛋白质组最完整、最准确图片，数据库全球免费开放 

124. 人工智能首次用于预测新冠患者用氧需求 

125. Diagnostics：人工智能预测阿尔茨海默症，准确率超 99%！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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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全球首款注射疫苗机器人面世 

128. 央视新闻联合百度智能云打造，总台首个 AI 手语主播亮相！ 

数据集/模型/工具 

129. 清华大学和芯翌科技联合发布全球最大的公开人脸数据集 

130. 首个“生物医药+机器学习”大规模资源数据集社区 TDC诞生 

131. 百度联合清华，全球首个十亿像素数据集来了！ 

132. 一天之内，两大 AI预测蛋白结构算法开源，分别登上 Nature、Science 

133. 横扫 6大 AI榜单后，阿里将这一顶级语言 AI开源 

134. 浪潮发布全球最大规模人工智能巨量模型“源” 

135. 登顶 CLUE 榜单，腾讯云小微与腾讯 AI Lab 联合团队提出基于知识的中文预训

练模型 

136. 5300 亿参数的「威震天-图灵」，微软、英伟达合力造出超大语言模型 

137. Facebook 和 NUS、MIT等高校联合推出 3000小时的第一视角视频数据集：

Ego4D 

138. 10 万亿！达摩院发布全球最大 AI 预训练模型 M6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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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140. 年度重磅发布：清华大学等联合发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20》（附报告全

文） 

141. 2021 年斯坦福 AI 指数报告重磅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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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中信所发布《2020 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 

143. AIIA 发布《脑机接口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应用白皮书》 

144. 中国信通院联合京东探索研究院发布《可信人工智能白皮书》 

145. 2021 中国 AI产业 10大趋势，一分钟看明白 

146. 重磅！浙江大学发布《重大领域交叉前沿方向 2021》报告 

147. 《2021-2022 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 

148. 《2022 北京医工交叉创新战略前沿技术十大趋势》重磅发布 

149. 美国智库分析中国军方人工智能使用情况 

150. 【重磅】2021 年度人类社会发展十大科学问题发布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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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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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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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154. 李德毅院士：新一代人工智能如何从传统人工智能中脱颖而出 

155. Michael Jordan：人工智能研究的目标变了，不再是构建单个智能 

156. 谷歌 AI研究院：被低估的数据，被高估的模型 

157. 向大脑学习智能本质，探索通用 AI 的另一条可行路径 

158. 李国杰院士：人工智能应用取得重大进展的启示 

159. 顶级 AI学者邢波教授：机器学习缺乏清晰理论与工程框架，需重新思考评估方

法及目标 

160. 西电焦李成院士：从脑科学和认知科学到人工智能，我们能够从生物物理机

理中得到什么启发？ 

161. 人工智能“热科技”如何落地应用 

162. 认知 AI 的兴起：2025 年 AI 将会发生质的飞跃 

趋势观察 

163. 智源研究院发布 2021年十大人工智能技术趋势 

164. 腾讯研究院发布影响 2021年的 14个科技应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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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百度研究院发布 2021年十大科技趋势预测 

166. 中国工程院发布“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十四大趋势(2021)” 

167. 2021年区块链十大发展趋势 

168. 支撑当下 规划未来——2020年世界科技发展回顾•科技政策 

169. 2020年美陆军十大最酷的科技发展 

170. 未来 AI将会在这 10个方向升级｜腾讯优图联合厦大发布趋势预测 

171. AI、开源芯片、量子、脑机接口…2017-2020 全球信息技术领域热点回顾丨趋势

观察 

172. 2022年 5 个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主要趋势 

173. 2022 年人工智能领域发展七大趋势 

其他 

174. 中国脑机接口公司 NeuraMatrix 获数百万美元 Pre-A 轮融资：由清华大学孵

化 

175. 北大&清华合力打造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朱松纯教授领衔 

176. 上海交大将推出 “升级版” 人工智能卓越人才试点班 

177. 阿里巴巴宣布成立人工智能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实验室 

178. 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发布未来 5年人工智能技术需求概述 

179. 军事智能化的瓶颈与关键问题研究 

180. 我国区块链产业链协作态势研究 

IJAC 高被引论文导读 

181. 高被引 Top1 团队综述：图像、图形及文本领域的对抗攻击及防御 

182. 一文尽览“电子鼻技术” 

183. 陶建华团队：基于半监督梯形网络的语音情感识别 

184. 西电公茂果 | 综述：计算智能在遥感图像配准中的应用 

185. 新兴技术 | 经典 CNN对 2D&3D掌纹及掌静脉识别的性能评估 

186. 澳洲科学院院士 | Brian Anderson: 社交网络中舆论动力学研究进展 

187. 新模型！模拟人眼预测图像质量，失真也不怕 

188. 综述：自主式水下机器人的路径规划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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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爱丁堡大学樊文飞 | 有界计算理论: 在有限资源下查询大数据 

190. 综述 | 进化计算在大规模多目标优化问题中的进展 

191. 【程学旗&陈恩红团队】社交网络的传播背景：模拟与建模 

192. 哈工大高会军团队: 基于强化学习的多速率系统控制器最优化研究 

193. 综述 | 公茂果团队：计算智能在遥感图像配准中的应用 

194. 综述 | 南航张道强：基于机器学习探秘神经科学，解码思想、记忆、情

绪...... 

195. 山大田国会 | 个性化服务机器人的物品归属关系语义学习策略 

196. 毋立芳团队 | 综述：视频中的群体行为识别 

197. 中科大康宇团队 | 汽车尾气排放趋势预测新框架 

198. AI+医疗 | 基于神经网络的新型乳腺癌检测框架 

199. 张笑钦团队 | 综述：基于深度学习的视觉跟踪方法进展 

200. 悉尼科大应明生团队 | AI+量子计算：量子 MDP的最优决策 

201. 重庆大学张磊团队: 基于迁移学习的个性化人脸偏好推断新模型 

202. 中科院自动化所赫然团队 | 综述: 深度视听学习 

203. 基于神经架构搜索技术(NAS)的 2D&3D 掌纹和掌静脉识别 

204. 纽约石溪大学：机器学习中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集成学习 

205. 韩清龙团队| 综述: 动态事件触发的控制与估计 

206. 陈伟能团队 | 综述: 面向复杂网络中社会传播问题的演化计算方法 

207. 北航马帅团队 | 综述: 正则表达式正确性保证 

208. 清华徐昆团队 | 基于合成数据的对比自监督表征学习 

209. 华南理工杨辰光团队 | 基于视觉的手势识别的迁移学习研究 

210. 自动化所刘禹团队 | 新型沉浸式 VR 系统：探索动物场景认知及行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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