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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脑工程 

科技部召开 973 计划脑科学战略研讨会 

2014 年 7 月 15-16 日，科技部基础司在北京召开 973 计划脑科学战略研讨会。973 计

划专家顾问组组长徐冠华及林泉、张先恩、强伯勤、郭雷，973 首席科学家代表蒲慕明、郭

爱克、程和平、范明、饶毅、汪小京、骆清铭、吴朝晖等 20 多位专家出席会议。 

    会上，科技部基础司介绍了推动我国脑科学计划的工作进展及发展思路，与会专家介绍

了光学成像、脑功能连接组、人工智能、动物模型、光遗传及脑疾病研究等领域新技术和新

方法的重要进展，探讨了脑科学研究对未来疾病早期诊治和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与会专家认为，应紧紧抓住脑科学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充分发挥我国在非人灵长类资源的

优势，大力促进学科交叉，吸纳更多学科人才加入脑科学研究，加强脑科学平台建设和标准

化研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开创我国脑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14-07/25/content_2724192.htm 

中国"脑计划"首次在沪揭秘 早期干预精神疾病成主要内容 

据《劳动报》报道，7 月 30 在沪举行的上海科普大讲坛上，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

所主任蒲慕明院士首次透露了中国“脑计划”的部分研究细节，其中早期干预精神疾病将成为

主要内容，将重点研究神经发育疾病、精神类疾病、神经退行性病变的预防和治疗。 

蒲慕明院士表示，中国的大脑研究计划也在制定中，虽然具体内容不方便对外公布，但

是目标应该以“健康脑”为导向，聚焦脑的工作原理，重大脑疾病等，希望在未来 10 年、20

年内能够在早期干预方面有所突破，让发病延缓，减少社会负担。 

原文链接： 

http://news.ifeng.com/a/20140629/40939111_0.shtml 

百名科学家联名写信质疑人类大脑计划 HBP，但并未影响

HBP 进程 

7 月 7 日，欧盟委员会收到了一封 154 位欧洲神经科学家联名签署的公开信，信中表达

了他们对去年推出的人类大脑计划（HBP）发展方向的关心。HBP 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人类

大脑的计算机仿真，完成数百亿神经元之间数十万亿种的突触连接，每个神经元都拥有自己

的基因活动和脑电活动模式。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讨论如何分配下一轮 HBP 资金，其中包

括约 6800 万美元的“核心项目”和类似的相关研究。 

正是这一轮的资金分配引发了公开信中的担心，信中指责该计划不足以加深对大脑的了

http://www.gov.cn/xinwen/2014-07/25/content_2724192.htm
http://news.ifeng.com/a/20140629/40939111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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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所有签名的科学家保证，除非对该计划的基本管理和优先顺序进行一项新的透明的审议，

否则他们承诺不会继续申请 HBP 项目。这个承诺使欧洲的神经科学人才库形成统一、完全

具有打击该计划的能力。这封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抗议 HBP 必定会与很大一部分单个欧洲

国家的神经科学项目相结合，而不提供给项目范围外的研究者使用。 

该计划中，签约国负责 HBP 的任务部分并没有很明确的陈述。HBP 想要建立的人类大

脑计算机模型的目标是否真的可行，甚至是否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已经受到了质疑。该模型

能像大脑一样综合网络中涉及的大量数据，那将是信息学和高性能计算方面的胜利，但是

模型最终是否具有显示功能，是否能使我们更加了解不同心理特征、行为和障碍相关的大

脑的变化，受到很大程度的怀疑。 

信中写到，HBP 从一开始就与欧洲神经科学团体存在分歧和争议。许多实验室起初拒

绝加入该项目，因为该项目专注于狭隘的研究方法，风险大，无法实现最终的目标。自公开

信发出后，陆续收到了其他神经科学家的签名，到目前为止已有 700 余人。欧洲神经科学

家联名公开信：

Open message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concerning the Human Brain Project 

HBP 计划官方回复仍支持 HBP 现有的目标和框架（以信息手段来模拟大脑），神经科

学只是作为 HBP 合作计划中的一部分，且 HBP 希望科学家们能够联合神经科学、医学和

信息科学来共同完成这一项目。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Markram 认为比赛签名的人数是没有意

义的，他可以找到上千个甚至更多的人来表态支持 HBP，但是他同时表示他会试图更好的

去明确人们是怎么参与这一计划，以及这一计划怎么样能更好的惠及每一个神经科学家。 

HBP 团队的负责人在 7 月的加拿大神经科学年会上称这些并不影响 HBP 的推进，HBP

仍然是按原始既定的目标前进，核心仍是脑计算模拟。 

更中立的观点仍然是信息科学驱动的神经科学研究，结果促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并为

脑神经科学提供研究、验证、测试的平台（感谢曾毅老师提供最新会议信息）。 

原文链接： 

https://www.humanbrainproject.eu/documents/10180/17646/HBP-Statement.090614.pdf 

 

美研发可恢复记忆的大脑植入设备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 9 日宣布，国防部将于今后 4 年提供总额 4000 万美元的研

究经费，资助开发一种无线、可植入大脑的“神经义肢”，用于帮助脑部受伤的士兵及其他

病患恢复受损记忆。这一项目名称为“恢复主动记忆（RAM）”。 

大脑“神经义肢”，顾名思义是由大脑神经控制的电子植入设备，用于存储新记忆或提

取旧记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将获得 1500

万美元经费，研发可植入的“神经义肢”设备，然后试验性地把它们植入脑部受伤者的大脑

内嗅皮层与海马区中；而宾夕法尼亚大学则获得 2250 万美元经费，研发针对与记忆形成和

存储有关的大脑区域监控及刺激系统；此外，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获得 250 万美元

经费，对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https://www.humanbrainproject.eu/documents/10180/17646/HBP-Statement.0906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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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主动记忆’项目的启动，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它将揭示人类记忆的许

多新特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认识大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项目主管贾斯廷·桑

切斯说，“我们将应用‘恢复主动记忆’项目获得的知识，研发（脑损伤的）新的治疗方案。” 

按计划，这一项目将首先招募癫痫与帕金森氏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大脑记忆在时间

与空间上的神经机制。然后，研究人员将在此基础上开发大脑相关电脑模型，最后研发的“神

经义肢”的大小预计将只有现有神经设备的十分之一。开始，DARPA 将对用于描述神经元

是如何就陈述性记忆(哪些可以被有意识的回忆并且可被描述成语句，如事件、时间、地点

的良好定义的知识包)进行编码的基于高空间及时间分辨率的多尺度计算模型的发展提供支

持。研究人员还将探索分析及解码神经元信号的新方法用于了解如何通过有针对性的刺激可

能帮助受损大脑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记忆能力。“编码”是指大脑在学习新信息时参加和处理时

首先遇到的过程。 

   “恢复主动记忆”项目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公布的“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过，由于人类大脑极其复杂，一些科学家对该项目是否会出现重大进展表示怀疑。 

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罗杰·雷东多对《科学》杂志说，人类的记忆损伤可由存储问

题或提取问题造成。如果是存储问题，有可能是形成记忆的有关神经联系从未形成或被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植入设备将不会有任何帮助”；而如果是提取问题，脑刺激可能会发生作用，

但判断哪些脑细胞包含记忆并精确地进行刺激，“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件”。 

    此外，还有专家认为，太过依赖癫痫患者等作为研究模型也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他们不

足以反映所有脑创伤问题。 

摘自： 

RESTORING ACTIVE MEMORY PROGRAM POISED TO LAUNCH 

原文链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7/298738.shtm 

http://www.darpa.mil/NewsEvents/Releases/2014/07/09.aspx 

http://www.darpa.mil/Our_Work/BTO/Programs/Restoring_Active_Memory_RAM.aspx 

美开发的新器件有助于研发神经形态计算芯片 

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阿贡国家实验室、乔治亚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的科研

团队开发出了一种新器件，可用于开发神经形态芯片。科研人员以二氧化钛作基底、利用二

氧化钒薄膜制作了一种震动开关，为非布尔计算提供了条件。 如果一个震动开关阵列存储

了人的头发颜色、身高、皮肤纹理等信息，而另一个振荡器阵列存储了相同模式的信息，那

么这两个阵列将开始同步，且其匹配程度可以被读出。数字计算机正是利用这种方式处理信

息，但需要大量的晶体管且能耗很高。 二氧化钒具有类似单晶硅的高质量，科研人员对二

氧化钒器件中的耦合相变的非线性动力学进行了仿真，发现其相变频率高达每秒一百万次。

科研人员正在研究利用这类震动开关的耦合效应来解决视觉识别的问题，其效率比已有的嵌

入式视觉处理器更高。 目前只能实现 2 到 3 个震动开关的耦合，科研人员认为还需要 7 到

10 年时间才能实现 1 亿个振荡器的耦合，从而才能研制出神经形态计算机芯片。 这项研究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7/298738.shtm
http://www.darpa.mil/NewsEvents/Releases/2014/07/09.aspx
http://www.darpa.mil/Our_Work/BTO/Programs/Restoring_Active_Memory_RA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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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成果已发表在 5 月 14 日的《科学报

道》期刊（Scientific Reports）上。 

摘自： 

Strongly interacting electrons in wacky oxide synchronize to work like the brain 

原文链接：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4/05/140514084332.htm 

美国家实验室开发神经形态计算机 

美国圣地亚国家实验室制定了一项长远计划，以开发未来的计算机系统，一个重要方向

便是神经形态计算机。圣地亚国家实验室具备研发神经形态计算机所需的经验和条件，包括

一处能生产大规模互联计算元件的设施，一个计算机架构研究团队和拥 有丰富的超级计算

机的设计与研制经验，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具有强大的研究能力，拥有神经形态算法的专业

知识，等等。 大数据、远程自主系统和半自主系统的发展对计算能力和能效提出了更高要

求，传统的计算技术已无法满足需要，而神经形态计算机能带来解决方法。 神经形态计算

机与传统计算机在架构方面存在根本差别，它不将任务分解成一连串进程来依次处理，而是

同时处理所有问题，因而效率很高、速度很快。神经形态计算技术能够发现任务模式和异常

问题，非常适用于控制无人飞机、机器人、远程传感器，以及解决大数据问题。可能神经计

算机无法解决整个问题，但可以从大量数据中发现寻找答案的正确方向。 圣地亚国家实验

室的科研人员认为花几年时间可以开发出一个神经形态计算架的样品，但需要十年以上的时

间才能研制出更为复杂的神经形态计算系统。 

摘自： 

The brain: key to a better computer 

原文链接： 

https://share.sandia.gov/news/resources/news_releases/brain_computer/ 

神经形态计算时代将到来 

2014 年第 6 期的《ACM 通信》刊登了一篇名为《神经形态计算时代将到来

（Neuromorphic Computing Gets Ready for the （Really） Big Time）》的文章，介绍了

当前全球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神经形态计算研究项目，主要内容如下：  

神经形态计算的大型研究项目都试图实现大规模并行计算，并且都在研究能在神经元之

间传递信号的脉冲。大量神经元的脉冲被神经元突触转换成能够被某一神经元接受的信号，

这个神经元把这些脉冲信号结合起来进行计算，然后再向与它相连的其他神经元发送脉冲信

号。决定每个神经元数据信号和计算性能的因素也决定了神经形态计算芯片架构。一些科研

团队利用模拟电路开展神经形态计算，降低了能耗，不过也使得芯片更易被噪音干扰，且能

够开发的设备种类不够多样化。另外一些科研团队认为更加重要的是通过大规模并行架构来

降低能耗，因而开发了相应的数字芯片。 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神经元突出的长度或“重量”，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4/05/140514084332.htm
https://share.sandia.gov/news/resources/news_releases/brain_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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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来衡量 每个输入神经元的贡献。在神经元网络内部的活动中，神经元突出“重量”会

发生变化，这是一种有关学习的关键机理。 

2008 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发起了“神经形态自适应可伸缩可塑造

电子系统”（SyNAPSE）项目，美国加州修斯研究实验室（Hughes Research Laboratory）

的 Narayan Srinivasa 承担了其中一个项目（共两个），其研究目标是实现具有学习能力或

可塑造性的神经形态计算。Narayan Srinivasa 领导的团队设计出的芯片利用神经元脉冲的

时钟来调整神经元突触的重量，并发现模拟的神经形态计算芯片在没有外部指导的情况下在

图像中发现了新的特征，如果信息发生变化，神经形态计算芯片也会跟着调整。DARPA 最

近提出了一个目标，拟开发一个具有 576 个神经元和 7.3 万个神经元突出的芯片，然后安

装在蜂鸟大小的自主飞行器上以实现自主导航。 另外一个 SyNAPSE 项目由 IBM 阿尔马登

研究中心的 Dharmendra Modha 负责，其重点并非片上学习技术，而是实现大规模神经形

态计算芯片的集成，包括 20 亿个神经元和 100 万亿个神经元突触——这种规模仍然比人类

大脑要小，却已达到老鼠大脑的规模了。由于 IBM 最尖端的半导体依然存在漏电等问题，

不太适合开发模拟芯片，因此该科研团队选择数字神经元来实现以上目标。开发数字芯片的

一项好处是能够实现芯片和模拟之间的完美映射，因此数字神经元是项目成功的关键。 

摘自： 

Neuromorphic Computing Gets Ready for the (Really) Big Time 

原文链接： 

http://cacm.acm.org/magazines/2014/6/175183-neuromorphic-computing-gets-ready-for-the-really-big-time/fulltext 

Google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管理数据中心 

在近期，Google、Facebook、Microsoft、IBM 和大量其他公司都在积极采用人工智能

技术，包括 Google 的无人汽车、IBM 的 Watson 超级计算机等。Google 还在使用神经网

络技术来分析大型数据中心的状况，并根据相应状况进行调整。这些神经网络能够识别模式，

并基于这些模式制定决策。神经网络无法完全达到人类大脑的智能水平，却能在某些情况下

实现高效的工作，因此 Google 采用这种技术来管理其数据中心。 每隔几秒钟，Google 就

会采集有关其数据中心运行状态的各种信息，包括能耗情况、冷却水使用情况、数据中心外

部气温等。Google 的研发人员利用这些数据开发出了一个人工智能计算机模型，能够预测

在某些情况下数据中心的效率。研发人员不断改善这个模型，使其预测成功率高达约 99.6%，

然后使用这个模型来管理数据中心。例如，如果数据中心的效率达不到模型的预测，Google

就知道数据中心出了问题、需要维修。 

摘自： 

Google Uses Artificial Brains to Teach Its Data Centers How to Behave 

原文链接： 

http://www.wired.com/2014/05/google-data-center-ai/ 

http://cacm.acm.org/magazines/2014/6/175183-neuromorphic-computing-gets-ready-for-the-really-big-time/fulltext
http://www.wired.com/2014/05/google-data-cente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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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 提出脑研究计划原则、路线图和资助方案 

6 月 5 日，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院长咨询委员会脑工作组向 NIH 院长提交了“脑

2025：科学展望”报告，提出了白宫提出的“利用先进创新性神经技术的脑研究”（BRAIN）

计划的指导原则、发展路线图和具体资助数额等方面的建议。 

BRAIN 是由 NIH、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美国科学基金会（NSF）共同资助的跨学

科计划，致力于提升人们对神经系统科学的认知，并对伦理、法律和社会等问题提供可能的

认知突破。报告指出，BRAIN 计划虽然只是 NIH 投资基础、转化和临床神经科学的一部分，

但神经技术应能推进其他领域的发展；该计划的重点是获得关于神经系统功能的基础性认识。

报告提出指导计划的核心原则：并行开展人脑研究和非人模型研究；跨越学科边界进行跨学

科合作；跨越时空层级进行研究，从分子、细胞到整个机体，从毫秒、数分钟到终身；建立

数据共享平台；验证技术的有效性并传播技术；注意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影响；建立监管机

制，以便对 NIH、纳税人以及基础、转化和临床科学共同体有负责任的交代。报告确定了计

划 10 年发展路线图，头 5 年（2016-2020 财年）主要聚焦于技术开发，后 5 年（2021-2025

财年）则转向技术集成以便催生脑研究原始新发现。报告建议，未来 10 年向脑研究提供 45

亿美元，其中 2016-2020 财年每年提供 4 亿美元，2021-2025 财年每年提供 5 亿美元。 

摘自： 

BRAIN 2025: A Scientific Vision 

原文链接： 

http://www.nih.gov/science/brain/2025/ 

 

人工智能 

香港中文大学科学家称研发出世界上最精确面部识别软件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刘航）：近日，香港中文大学的汤晓鸥教授及其团队称其研发出世

界上最精确的面部识别软件，在测试中达到 99.15％的识别准确率，胜过目前所有的同类软

件，甚至高出人类自身 97.53％的识别准确率。 

在测试中，这种程序可以从数千张照片中准确辨识出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并且不会受

到光线、化装、摄像角度等因素的影响。通过不断完善，这种软件将帮助执法机关或者安全

机构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寻找个体，并且还会通过解读面部表情及早预测暴力行为。香港中

文大学副教授王晓刚介绍了他们下一步工作目标：“我们试着开发了一种计算模型，设法检

测并分析人群的行为，以及预测潜在的群体灾难。但是传统的视频监控方法只能在非常简单

的环境下聚焦于少量目标。目前我们所做的是，在相当复杂的环境中监视成千上万的个体。

这个难题非常有挑战性，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工作。” 

原文链接： 

http://www.nih.gov/science/brain/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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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7/299766.shtm 

机器人 

中国科大“可佳”获机器人世界杯冠军 

7 月 19-25 日在巴西若昂佩索阿举办的第 18 届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比赛赛场上，

中国机器人却风光无限。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主研发的“可佳”智能服务机器人以主体技

术评测领先第二名 3600 多分的巨大优势，首次夺得服务机器人比赛冠军，标志着我国服务

机器人研发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此外，中国科大还在多机器人 2D 仿真比赛、多机器人 2D

仿真比赛“自由挑战”赛中夺得冠军。 

“服务机器人比赛立足于智能服务机器人共性核心技术的前沿探索，是 RoboCup 机器

人世界杯赛中综合性最强、发展势头最猛、竞争最激烈的项目之一，也是德日美等发达国家

的传统强项。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开展智能服务机器人研发，从而推动制造业的升级转型。”

中国科大机器人实验室主任陈小平教授介绍说，本届比赛中，服务机器人比赛仍然分为主体

技术评测和决赛两个部分，主体技术评测包括 9 项测试，全面评测服务机器人的各项关键

技术和整机性能，而决赛则是一个单独的开放测试，由各队自由发挥。 

在全部 9 项主体技术评测中，中国科大“可佳”机器人表现突出，夺得 5 项测试全场

最高分，其中“餐馆服务”测试环节还得到历史上唯一的满分。最终，可佳获得主体技术评

测总分 8555 分，领先第二名 3600 多分，显示了超群的技术水平。在随后的决赛环节中，

两台可佳机器人表演了合作开瓶盖的高难任务，机器人感知和行动极为准确，连贯流程，一

气呵成，获得了 94 分（决赛满分为 100 分）的全场最高分和赛事历史最高分。至此，中国

科大“可佳”机器人毫无悬念地夺得服务机器人比赛冠军，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获得第二

名，曾获三届冠军的德国波恩大学获得第三名。 

原文链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7/299692.shtm 

 

  

一种新型传感器网络 

美国普渡大学副教授 Rebecca Kramer 率领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新技术，将液态金属

图案嵌入类似橡胶的塑性聚合物中，形成了传感器网络，在机器人柔性传感皮肤、人机交互

设备、消费电子器件以及医疗器件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研究人员利用定制的 3D

打印机来制造这种新型传感器网络，他们认为还需要探索新型制造技术以推动该技术进入商

业化阶段。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文章标题：Stretchable 

Electronics: Direct Writing of Gallium-Indium Alloy for Stretchable Electronics）。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7/299766.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7/299692.shtm


8 
 

摘自： 

New manufacturing methods needed for 'soft' machines, robots 

原文链接： 

http://cacm.acm.org/news/176026-new-manufacturing-methods-needed-for-soft-machines-robots/fulltext 

  

哈萨克斯坦制造出救援机器人 

在哈萨克斯坦信息控制研究所的 5 名工程师制造出了特种救援机器人。 该机器人自重

18 到 20 公斤，是一个具有高通行能力的移动平台，带摄像机和操作臂，摄像机可将图像画

面传给远距离控制机器人的操作人员。机器人的操作臂能够打开箱子和盒子，搬运和移出物

品，还可以预先发现危险目标，传输建筑物内部实时画面。 目前，分工明确的这 5 名工程

师正在对机器人进行改进，以扩大机器人作业半径，提高操作臂灵活性。预计机器人载重可

提高到 20 公斤，操作臂载重量提高至 10 公斤。 

原文链接： 

http://www.cistc.gov.cn/introduction/info_4.asp?column=222&id=84374 

大规模计算 

中科大研发新技术 可快速锁定网络谣言源 

中国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张文逸课题组的博士生王朝旭和董文祥针对网络谣

言源识别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首次发现利用多样本观察知识能够为检测方法带来显著的分

集增益。通过对多种实际网络模型的数值实验研究，证实了他们提出的多样本检测算法在实

际场合中，有潜力大幅度提高谣言源识别的精度。 

中国科大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张文逸课题组的博士生王朝旭和董文祥运用数理统计理

论，他们从原理上证明，利用多样本观察知识，对于规则树状网络拓扑模型，能够将正确检

测率由文献中单样本观察时的 30.7%提升到趋近 100%。进一步地，通过对多种实际网络模

型的数值实验研究，证实了他们提出的多样本检测算法在实际场合中，有潜力大幅度提高谣

言源识别的精度。 

上述研究成果以正式论文的形式在 ACM SIGMETRICS 会议上报告。论文由王朝旭、

董文祥和他们的导师张文逸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学计算机科学系陈志为博士合作完成，中

国科大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是该论文的第一完成单位和通讯单位。 

附论文信息 ：

Z. Wang, W. Dong, W. Zhang, and C. W. Tan, “Rumor source detection with multiple observati

ons: 

Fundamental limits and algorithms”, in Proc. ACM SIGMETRICS 2014, Austin, TX, USA, June

http://cacm.acm.org/news/176026-new-manufacturing-methods-needed-for-soft-machines-robots/fulltext
http://www.cistc.gov.cn/introduction/info_4.asp?column=222&id=8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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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论文链接：http://dx.doi.org/10.1145/2591971.2591993  

摘自： 

造谣小心了 专家：已可识别网络谣言源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xfly/2014-07-17/content_12028725.html 

美华盛顿大学开展大数据科学研究用于寻找神经工程等方

面的创新技术 

2014 年 5 月，美国华盛顿研究基金会资助华盛顿大学 3120 万美元，开展为期六年的

四项跨学科计划研究，寻找清洁能源、蛋白质设计、大数据科学和神经工程方面的全球创新

技术，以推动创业并支持解决社会最关键挑战的研究工作。 这项研究基金将被用于雇佣新

员工、吸引有竞争力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强设备和基础设施，进而提高华盛顿大学在这些

高需求研究领域的共享，鼓励相关研究人员创建衍生企业。 华盛顿研究基金会是一个支持

信息技术、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尖端研究和早期企业家的非营利性组织，以促进华盛顿

技术经济的发展。此次华盛顿研究基金会所资助的四项研究计划中属于信息科技领域的是

“数据密集型发现领域中的全球领导力”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研究机构为华盛顿大学 eScience

研究所，总资助额度为 927 万美元。 当今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将科学、工程学、医学、社会

科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从数据匮乏型向数据密集型转变，这使得从大量数据中提取知识的能

力对研究突破至关重要。为此，eScience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利用此基金开展相应研究工

作，以确保华盛顿大学在改进数据科学方法及推动这些方法在不同领域中应用方面的领导力。 

摘自： 

$31M gift will fund early stage UW research by high-tech entrepreneurs 

原文链接： 

http://www.washington.edu/news/2014/05/14/31m-gift-will-fund-early-stage-uw-research-by-high-tech-entrepreneurs/ 

美情报机构从科技文献中识别未来技术趋势 

一项由美国高级情报研究计划署（IARPA）资助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将能够挖掘出

科技论文、专利等科技文献的语义和相互关系，从而发现未来的技术趋势。 这项名为“科学

发现预测与认识”（FUSE）的研究将能够帮助基金机构选择资助对象、帮助政府发现“颠覆

性技术”，例如曾经的纳米技术。2014 年 5 月，FUSE 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研究，计划预

测未来 3 至 5 年内将取得成功的关键技术。 曾经有研究对论文的摘要进行文本挖掘以获取

关键词和其他线索，但 FUSE 是第一个对整篇论文和专利进行挖掘的项目。截止目前，FUSE

已完成对 200 万份科技文献的分析，并从中发现出关键科技进展。通过这些分析，FUSE

找到数百个能够突显新兴领域的指标，例如新的合作关系、展现作者兴奋情绪的文字表达。 

参与 FUSE 项目的斯坦福国际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负责对文本进行挖掘，以发现能

http://dx.doi.org/10.1145/2591971.2591993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xfly/2014-07-17/content_12028725.html
http://www.washington.edu/news/2014/05/14/31m-gift-will-fund-early-stage-uw-research-by-high-tech-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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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展示作者观点的关键词、短语、引文关系等。目前，研究得到的分析结论与指标能预测一

个新的领域是否能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领域，或者将很快萎缩。  

参与 FUSE 的英国 BAE 系统公司利用软件分析了论文自然语言中的情绪表达。例如，

一些作者会表示其工作建立在某篇引文之上，与某篇引文存在不同见解，或使用一些描述性

语言来表达兴奋之情。BAE 系统公司的研究团队发现从事新兴领域研究的作者会创造一些

属于该领域的“行话”，并会使用更多的首字母缩写。 来自美国雷神 BBN 技术公司的研究团

队发现研究小组合作关系的变化也能预测技术发展趋势。 

雷神 BBN 技术公司的研究团队对不同主题、关键词、作者的网络进行了分析，发现当

一位杰出作者开始发表一系列具有相同特征的文章时，一个新的研究主题可能正在出现。研

究人员认为，在理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分析发现技术的发展模式或转折点。目前软件正在

向这方面发展，但人类专家仍然还是最好的预测者。此外，IARPA 还在和“美国科学促进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开展合作，计划对 1 万名科学家

进行咨询，以研究出能够实现精准预测的方法。 

摘自： 

US intelligence programme analyses language in patents and papers to identify next big technologies. 

原文链接： 

http://www.nature.com/news/text-mining-offers-clues-to-success-1.15263?WT.ec_id=NATURE-20140522 

美海军拟构建大数据生态系统 

美国国防部海军研究办公室（ONR）正试图构建“海军大数据生态系统”，以充分利用

数据科学和数据分析的价值。ONR 已发布招标声明，呼吁产业界为其提供商业解决方案，

以解决长期困扰美国海军的“传感器融合”问题。美国海军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希望利用

大数据的进展，为反潜战、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等任务提供支持。  

  在 2014 年 7 月初，ONR 发布了一份招标声明，提出美国海军正在谋求构建一个“发

达而强大的海军大数据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将为海军的作战提供先进的分析能力。  

美国海军提出的大数据生态系统的可能应用包括：预测和评估威胁，识别友好和敌对行为，

加强海空力量的整合以及改善海军的任务规划。 

原文链接： 

http://www.ecas.cas.cn/xxkw/kbcd/201115_109825/ml/xxhzlyzc/201407/t20140716_4159643.html 

大数据辅助交通规划  

  美国一家面向交通运输的大数据分析公司在 2014 年 6 月宣布，将帮助交通管理部门更

有效地使用城市交通网络资源。该公司表示，它的交通大数据分析预测工具基于 Apache 

Hadoop 的分布式数据管理和处理平台，能够以可视化方式展示交通信息，帮助运输部门了

解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交通网络容量，以及帮助旅客作出选择。通过大数据还能发现交通网

络中承受压力的最大点，并能帮助管理机构制定应对措施。  

http://www.nature.com/news/text-mining-offers-clues-to-success-1.15263?WT.ec_id=NATURE-20140522
http://www.ecas.cas.cn/xxkw/kbcd/201115_109825/ml/xxhzlyzc/201407/t20140716_41596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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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应用中，圣地亚哥的城市交通系统正在利用该咨询公司的大数据分析工具来跟踪

往返于公交和市内电车之间的行人，根据公共交通乘客的通勤路线来分配交通资源。 

摘自： 

Big ata elps rive ransportation lanning 

原文链接： 

http://www.datanami.com/2014/07/02/big-data-helps-drive-transportation-planning/ 

  

其他 

航天科工研发新型实验室管理平台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马思宇 记者付毅飞）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二院获悉，

该院 706 所近日成功研发出一款新型实验室管理平台，填补了目前国内在科研型实验室管

理技术领域中的空白。 

这款 ST-LIMS 平台旨在推进科研型实验室管理方式向集约化、精细化转变，缩短科研

工作实验周期，降低实验开销，将科研人员从效率低下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以便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关键问题的解决上，进而实现科研管理工作降本增效。其核心特点是采用了

灵活可配置的工作流为业务操作提供可视的流水工作方法，实现以科研业务为核心的流程、

数据、技术状态等全生命周期管理，以牵引的方式引导完成项目活动，充分体现了科研工作

的过程理念以及管理思想，可充分满足军工及各民企单位对科研工作管理过程的要求。 

此外，该平台拥有可扩展性强、高开放性与集成性、统计功能完备等多项特点。使用者

可以灵活进行本地化功能配置，还能通过系统与 Word、Excel 等办公软件无缝连接，迅速

导入使用者的历史工作数据，并自动生成相关文档，达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的目

的。 

原文链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7/299759.shtm 

美 NSF 资助网络物理系统的时间同步研究 

2014 年 6 月 13 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宣布投资 400 万美元资助一项为期

五年的研究，以解决网络物理系统（CPS）的时间同步问题。该研究将汇集五所大学的专

家，提高 CPS 的精确度、效率、可靠性和安全性。 CPS 依赖于对时间的精确判断，以推

断位置、控制通信和精确协调相关活动，这对于实时的位置感知、安全和控制至关重要。因

此时间同步是 CPS 的一个关键挑战。 NSF 将资助的这个项目名为“Roseline”，以开发新的

计时技术、同步协议、操作系统的方式以及控制和感应算法。该项目将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

杉矶分校的工程人员为主导。 目前，大多数计算系统使用小型时钟来管理时间，管理方式

http://www.datanami.com/2014/07/02/big-data-helps-drive-transportation-planning/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7/299759.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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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对简单和理想化。比如计算机中的软件对于从底层硬件获得的时间信息缺乏控制，而时

钟也不太了解软件所需的时间，这使依赖于时间的计算系统很容易遭到破坏。Roseline 项

目的研究人员将通过重新思考时间如何在计算系统的硬件与软件中得到处理来解决这一问

题，对软件系统进行精确计时。 过去五年来，NSF 已对 CPS 的研究与教育投入了近 2 亿

美元。Roseline 项目将对智能电网、航空系统、精确制造、自动汽车和基础设施监测等行

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摘自： 

Revolutionizing how we keep track of time in cyber-physical systems 

原文链接： 

http://www.nsf.gov/mobile/news/news_summ.jsp?cntn_id=131691&org=NSF&from=news 

Google 开放“量子计算游乐场”供用户体验量子计算 

Google 于 2014 年 6 月开放了一个新的基于 Web 的集成式开发环境，用户可在该环境

中编写、运行和调试量子计算算法和软件。这个开发环境能够帮助计算机科学家在第一台成

熟的量子计算机问世前就能熟悉量子计算的许多算法特性。 Google 此次开放的“量子计算

游乐场”允许用户使用一种名为 qScript 的专用语言编写量子算法与软件，并进行调试和运行。

该开发环境能够模拟最多 22 个量子位的量子寄存器，能够运行 Grover 和 Shor 算法的演示

版，能够对结果进行 2D 和 3D 可视化。 如果用户在该环境中对相同代码进行多次编译和

运行，会得到不同的运行结果。因为大多数量子算法是基于概率的，因此只有在相似度极高

的情况下才返回正确结果。在现实环境中，用户需要多次运行相同算法，以获得正确结果。 

不过，Google 提供的 qScript 使用指南还很不全面，因此用户需要对软件开发和量子计算

有一定的了解。 

摘自： 

Googles “Quantum Computing Playground” lets you fiddle with quantum algorithms 

原文链接： 

http://cacm.acm.org/news/175322-googles-quantum-computing-playground-lets-you-fiddle-with-quantum-algorithms/fulltext 

英国 2015-16 财年科研资助方案支持 8 大科技领域 

5 月 1 日，英国政府发布了《2015-16 财年科研资助分配方案》， 提出 2015-16 财年科

研资助分配将遵循以下准则：保证科研卓越性和社会经济影响，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最大限

度地促进英国的经济增长；改善科研活动的效率与效果；拉动企业、私人基金和国外资助；

通过科研资助吸引青年科研人员和高水平人才。政府还保证 2021 年前核心科研资助将每年

都有所增长。2015-16 财年，商业、创新与技能部将获得 47 亿英镑公共科研资助（7 大研

究理事会 26.5 亿英镑，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 16.9 亿英镑，国家航天局 1.7 亿英镑，

4 大国家级科学院 0.87 亿英镑，科学与社会、国际科技合作等项目 1.01 亿英镑）。此外，

2021 年前政府每年对科学基础设施专项额外增拨 11 亿英镑，加上量子技术等新研究项目资

http://www.nsf.gov/mobile/news/news_summ.jsp?cntn_id=131691&org=NSF&from=news
http://cacm.acm.org/news/175322-googles-quantum-computing-playground-lets-you-fiddle-with-quantum-algorithms/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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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及与新兴国家进行国际科技合作的“牛顿基金”，2015-16 财年英国政府将提供共计约 59

亿英镑的科研核心资助，是 2010 年联合政府上台后削减公共开支以来核心科研资助最多的

一年，科研资助的 8 个战略性优先领域为：大数据、卫星应用、机器人与自动化、合成生

物学、再生医学、农业科学、先进材料和储能技术。 

摘自： 

Science and research funding allocation: 2015 to 2016 

原文链接：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cience-and-research-funding-2015-to-2016 

超轻超硬 3D 打印新材料 

劳伦斯利佛莫尔国家实验室和 MIT 研究人员使用添加微制造技术开发出一种具有近似

气凝胶的超轻质量，同时硬度是其 1000 倍的新型材料。与大多数轻质多孔材料不同，这种

超材料的机械性能没有随着材料密度下降而大幅降低。该材料可以承受至少 16 万倍于自身

重量的负荷，其中关键在于，该材料的所有内部微结构都是经过人工设计，可以耐受高负载

并且不会发生弯曲。 研究人员通过“投影微立体光刻”微制造工艺，使用微镜显示芯片和光

敏原材料，对样品的每一层都一次成型，构成高保真度的 3D 结构。该工艺可用于快速制造

具有复杂 3D 微小几何形状的材料。目前，研究团队使用工艺成功构建了基于聚合物、金属

和陶瓷的微结构材料，都拥有轻质高硬度的特点。这种材料在制造航空航天飞行器和汽车零

部件时将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Nature（文章标题：Ultralight, Ultrastiff 

Mechanical Metamaterials）。 

摘自： 

Lawrence Livermore, MIT researchers develop new ultralight, ultrastiff 3D printed materials 

原文链接： 

https://www.llnl.gov/news/newsreleases/2014/Jun/NR-14-06-06.html 

IEEE 演示物联网在智能家居中的应用 

6 月 11 日，IEEE 宣布将演示智能家居和建筑结构在正在进行的智能美国挑战中的卓越

表现。演示旨在显示网络物理系统组成的物联网（IOT）是如何帮助创造美国新的商业机会，

为更加繁荣的经济提供有效刺激。 物联网具有广阔的前景，随着物联网的推行，在提高效

率和节约能源的同时会提高全球数百万人的健康、安全和生活质量。智能美国是一个很好的

机会，用以展示新技术如何积极地影响生活。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牵头，超过 65

家不同的公司、政府机构、组织和 24 支学术机构参与智能美国挑战赛。IEEE 团队将呈现

物联网和智能技术的引进将如何带来广泛的利益。 通过 IEEE 与行业的紧密联系，IEEE-SA

也有助于将智能美国挑战与美国一些在创新方面领先的、前瞻性的个人和组织团结起来，

IEEE 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即将推出的 IEEE-SA 物联网研讨会，来推广全新的物

联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cience-and-research-funding-2015-to-2016
https://www.llnl.gov/news/newsreleases/2014/Jun/NR-14-0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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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IEEE To Highlight Growing Smart Home And Building Architecture Convergence During “Smartamerica Challenge” 

原文链接： 

http://standards.ieee.org/news/2014/smartameri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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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部分信息摘自“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信息集成服务平台”和“中国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与应用快报”、“信息化研究与

应用快报”、“网站群运行月报”。 

http://standards.ieee.org/news/2014/smartameri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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