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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AI换脸在网上被玩的不亦乐乎。喜欢

哪个明星，就把所有电视剧主角都换成他的脸，如

果只是单纯娱乐，貌似也无可厚非。但可怕的是，

你的脸很可能会被“植入”到色情视频然后被打包

贩卖，甚至你的手机、电脑、智能门锁等应用了人

脸识别技术的设备也可能被 AI 换脸轻松攻破。

有人用 AI 视频造假，亦或是犯罪，似乎就没那么

好玩了。

刷脸支付、人脸识别……不可否认，人工智能

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我们也应

当正视，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

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

人工智能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朱军说。

“任何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当 AI 技术应用

到越来越多的场景，由于 AI算法本身存在漏洞所

引发的安全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同时，AI技

术的滥用也将引发安全隐患，比如隐私与伦理问

题。当 AI 开始触碰边界问题，安全性就成为 AI

发展过程中必须思考的课题。”北京瑞莱智慧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RealAI）高级产品经理张旭

东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技术漏洞带来AI安全问题

回家，到单元楼门口，刷一下脸，门就开了。

人脸解锁已经成为生活中最常见的 AI 应用场景

之一。然而，很少有人会想到，当前的 AI 算法存

在明显的“安全盲点”。

RealAI 团队就曾做过相关研究：针对识别算

法漏洞，可生成一类名为对抗样本的“噪音”，恶

意误导 AI 算法输出非预期的结果，诱导识别系

统出错。团队成员通过一张打印上对抗样本

“噪音”的纸，成功地让研究对象在识别系统下

实现“隐身”，如果再把纸贴在其他实物上，比如

小车模型上，也可以让该物体在识别系统下完

全“消失不见”。此外，他们还研发了一种带有

噪点的“眼镜”，只要戴上，即使不是本人，也能

成功破解商用智能手机的刷脸解锁，甚至包括

门锁等其他人脸识别设备。

“AI 算法漏洞本质上是安全问题的一大类，

而解决安全问题往往是攻防两端不断对抗、演化

的过程。”张旭东说。目前对主流的攻击手段都有

比较有力的防御手段，如可以通过训练模型去除

对抗“噪音”，或是检测出对抗样本以后将其从数

据中去除，以及使用攻击算法生成大量对抗样本

对模型做对抗训练等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由于 AI换脸技术也在不段进化，早期换脸技

术生成的视频中人物往往不会眨眼，可根据一些

较为明显的特征直接肉眼判断。但随着深度伪造

技术的不断演化，这些鉴别方法已不再有效。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会根据当前市面上流行

的换脸算法生成海量的训练样本，再结合贝叶斯

学习处理还未出现的新型虚假视频。简单理解，

就是基于主流的甚至更为领先的生成技术制作出

大量逼真的假视频，再利用这些假视频训练出一

个新的模型。做的假视频越逼真，训练出来的模

型分辨能力就越强。”张旭东说。

要守好技术和法规两道关

“AI技术滥用最显性的问题在于个人信息被

轻易‘操纵’，这背后可能会引发隐私泄露、身份危

机，而且还会催生出更加隐秘、难以侦察的新型黑

产，如色情黑产、金融欺诈等。”张旭东说。

此外，AI技术滥用的潜在效应还将蔓延到大

众的信息获取和社会信任层面，引导公众舆论、引

发社会信任危机，比如美国就曾流出国家领导人

被恶搞的视频，制作者利用视频煽动政治暴力、破

坏选举、扰乱外交。长此以往，难以辨别真相的公

众无法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如果选择相信可能

会继续给不法分子带来可趁之机，如果选择不相

信则可能带来长期的社会冷漠。

张旭东表示，AI 安全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守好技术和法规两道“关卡”是当务之急，同时需

要联动社会各界力量，从监管机构、AI 科技企业

到普通公众共同重视、共同发力才能真正的从根

本上使其良性发展。

欣喜的是，AI 安全问题已经引起国内相关

监管机构的重视。此前，网信办就正式发布《网

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指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AI 造假音视频不得随意发布。新规定

中关于 AI 造假音视频的规定主要有四条：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安全评估、以显著方式予以

标识非真实音视频信息、不得利用 AI 造假技术

发布虚假新闻、部署 AI 造假音视频鉴别技术和

健全辟谣机制等。

“当然，最有效、最可行的解决方法仍是依靠

技术制衡技术。”张旭东说，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

是开发出高精度的 AI检测算法与检测产品，从源

头制止虚假内容的泛滥传播；二是开发出相应的

“防火墙”技术，从防御端铸造高墙，保障配备了人

脸识别系统的公共安全设备攻不可破。

堵住AI安全漏洞，法规之外更需技术制衡
本报记者 付丽丽

2020 年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近日落下帷幕。作为全

球最大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会，今年有来自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约 4500 家企业参展。

从让人变身“钢铁侠”的外骨骼设备，到专门送手纸的厕所机

器人，渗透各行业的人工智能新应用成为展会的一大看点。

厕所机器人能送手纸

上厕所时突然发现忘带手纸或手纸用完了，这是不少人在

生活中曾遇到过的尴尬。敲隔壁门、发信息找人送纸，是通常

能 想 到 的 解 决 方 案 。 这 次 展 会 上 ，美 国 老 牌 厕 纸 公 司 Charmin

新推出一种厕所机器人，专门用于这种“急茬”，可以让如厕更

加“踏实”。

使用者可在手机上用蓝牙通信方式唤醒机器人，报送缺纸状况，

机器人会自动把备好的厕纸送到面前。

能像人类一样“感觉”疲累的虚拟人

三星旗下研发机构 STAR Labs推出了一款新型“虚拟人”，这是

通过计算技术模拟真人特征生成的人类形象，它可与用户实时互动。

与大家熟悉的 Siri 等智能语音助手不同，这款“虚拟人”并不能

回答太多问题，但它有与人类相似的表情、语言、动作、气质，甚至会

像人类一样有疲累感，需要定期休息、睡觉。根据设计，每个“虚拟

人”展现出来的细节都不尽相同，包括眼神和唇部的细节等，让使用

者感觉面对的就是一个个真人。

据讲解员介绍，这款“虚拟人”可以应用于教育、博物馆讲解、公

共场所服务等场景。

穿上外骨骼设备变身“钢铁侠”

在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美国达美航空公司的展台，一套外

形酷似“钢铁侠”的外骨骼设备吸引参观者排起长队，大家都跃

跃欲试。

穿上这套设备后，人的脊背和四肢等处好似套上一层机器“盔

甲”。普通人如此“变身”为“钢铁侠”后，可以单手轻松举起重达 50

公斤的行李箱。行李箱重量和机器本身重量都由腿部机器支撑而

不需人体受力，在电动系统驱动下，机器设备的四肢会与使用者同

步运动。

现场讲解员告诉记者，这套“钢铁侠”设备由美国知名机器人企

业萨科斯公司研发，达美航空目前将其应用于搬运机场行李，备受搬

运工“宠爱”。

从“钢铁侠”搬行李到机器人送厕纸——

近观CES展会上的人工智能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算法、数据和算力被视为推动人工智能发

展的三大要素，其中算力更是被形容为支撑人

工智能走向应用的“发动机”。人工智能研究组

织 OpenAI 最近指出，“高级人工智能所需的计

算能力每三个半月就会翻一番”。

近日，脸谱（Facebook）人工智能副总裁杰

罗姆·佩森蒂在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认为，AI

科研成本的持续上涨，或导致我们在该领域的

研究碰壁，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需要从成本效益

等方面考虑的地步，我们需要清楚如何从现有

的计算力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那么，为何人工智能需要如此强大的计算能

力？计算能力是否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我

们能否不断满足人工智能持续扩大的计算需求？

“2016 年 3 月，谷歌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

（AlphaGo）战胜韩国棋手李世石时，人们慨叹人

工智能的强大，而其背后巨大的‘付出’却鲜为

人知——数千台服务器、上千块 CPU、高性能显

卡以及对弈一场棋所消耗的惊人电量。”远望智

库人工智能事业部部长、图灵机器人首席战略

官谭茗洲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相比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应用，人工智能对

计算力的需求几乎无止境。”中国工程院院士、

浪潮集团首席科学家王恩东指出。

据介绍，人工智能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识别度

不高、准确度不高，提高准确度就要提高模型的

规模和精细度，提高线下训练的频次，这需要更

强的计算力。准确度也是算出来的，比如大型互

联网公司或者知名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有能力部

署规模比较大的人工智能计算平台，算法的模型

已经达到千亿参数、万亿的训练数据集规模。

“现在人工智能运用的深度学习框架，多数

依赖大数据进行科研训练，形成有效模型，这些

都需要较高的计算力。”谭茗洲指出，当前随着

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复杂度和精度愈来愈高，

互联网和物联网产生的数据呈几何倍数增长，

在数据量和算法模型的双层叠加下，人工智能

对计算的需求越来越大。无疑，人工智能走向

深度学习，计算力已成为评价人工智能研究成

本的重要指标。可以说，计算力即是生产力。

人工智能“动脑”背后算力消耗惊人

人工智能为何如此耗费算力？具体而言，

在经典的冯·诺伊曼计算机架构中，存储单元和

计算单元泾渭分明。运算时，需要将数据从存

储单元读取到计算单元，运算后会把结果写回

存储单元。在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时代，AI

运算中数据搬运更加频繁，需要存储和处理的

数据量远远大于之前常见的应用。当运算能力

达到一定程度，由于访问存储器的速度无法跟

上运算部件消耗数据的速度，因此再增加运算

部件也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就形成了所谓的冯·
诺伊曼“瓶颈”或“内存墙”问题。这就如同一台

马力强劲的发动机，却因为输油管的狭小而无

法产生应有的动力。

显然，频繁的数据搬运导致的算力瓶颈，已

经成为对更为先进算法探索的限制因素。而算

力瓶颈对更先进、复杂度更高的 AI 模型的研究

将产生更大影响。

王恩东曾指出：“计算力的提升对体系结构

提出挑战。在半导体技术逐步接近极限的情况

下，计算机发展迎来体系结构创新的黄金期，计

算力的提升将更多通过体系结构创新来满足。”

据了解，最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XL-

Net约有 4 亿模型参数。据估算，人脑中细胞间

互联轴突个数在百万亿到千万亿数量级。显然

AI在认知问题上离我们追求的所谓通用人工智

能还有巨大差距，而要达到通用人工智能的水

平，预计研究所需要的计算能力和计算系统的

能源效率将比现在至少提高几个数量级。因此

人工智能要进一步突破，必须采用新的计算架

构，解决存储单元和计算单元分离带来的算力

瓶颈。

谭茗洲说，目前人工智能的无用计算较

多。现在人工智能还像不断灌水一样，处在输

入数据、调整参数的阶段，是个“黑盒子”模式，

数据搬运频繁“内存墙”问题凸显

“虽然目前阶段计算力还谈不上限制人工

智能的发展，但计算力确实提高了参与人工智

能研究的门槛。”谭茗洲指出。

除了研发资金的增长，在计算力爆发之前

的很长一段时间，产生数据的场景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渗透到生活、生产的各个角落，并且随着

通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 5G 的商用，使得产生

数据的基础场景覆盖面和深度达到新的层次，

数据的生产也将达到一个新的数量级。

2020年伊始，阿里达摩院发布《2020十大科

技趋势》报告显示，在人工智能方面，计算存储

一体化，类似于人脑，将数据存储单元和计算单

元融为一体，能显著减少数据搬运，极大提高计

算并行度和能效。

然而，计算存储一体化的研究无法一蹴而

就。这个报告提出策略，对于广义上计算存储

一体化计算架构的发展，近期策略的关键在于

通过芯片设计、集成、封装技术拉近存储单元

与计算单元的距离，增加带宽，降低数据搬运

的代价，缓解由于数据搬运产生的瓶颈；中期

规划是通过架构方面的创新，设存储器于计算

单元中或者置计算单元于存储模块内，可以实

现计算和存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远期展望

是通过器件层面的创新，实现器件既是存储单

元也是计算单元，不分彼此，融为一体，成为真

正的计算存储一体化。近年来，一些新型非易

失存储器，如阻变内存，显示了一定的计算存

储融合的潜力。

据介绍，计算存储一体化正在助力、推动算

法升级，成为下一代 AI 系统的入口。存内计算

提供的大规模更高效的算力，使得 AI 算法设计

有更充分的想象力，不再受到算力约束。从而

将硬件上的先进性，升级为系统、算法的领先优

势，最终加速孵化新业务。

而除了计算存储一体化的趋势，量子计算

或是解决 AI 所需巨额算力的另一途径。目前

量子计算机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计算机的摩尔

定律，以传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为基本参考，量

子计算机的算力正迅速发展。

谭茗洲表示，未来人工智能的突破，除了不

断提升技术本身之外，还需要全球各国协同创

新，融合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如采取共享

思维，调动世界各方面的计算资源集中发力，以

降低计算的巨大成本。

计算储存一体化 或成下一代系统入口

高级人工智能所需算力每三个半月就会翻一番高级人工智能所需算力每三个半月就会翻一番

要像人类一样聪明要像人类一样聪明
AIAI先得突破算力极限先得突破算力极限

本报记者 华 凌 特别在图片视频方面消耗很多能量，而其中真

正的有效计算却不多，非常浪费能源。今后 AI

有待在“可解释性”上进行突破，搞清是什么原

因导致后面的结果，这样可以精准运用数据和

算力，大大减少运算量。这也是目前重要的研

究课题，将大大推动深度学习的发展。

CNET供图

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与浪潮联合发布的

《2019—2020 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

告》指出，全球新创建的数据量将从 2018 年的

33ZB 增长到 2025 年的 175ZB。随着数据持续

爆炸性增长及算法的不断演进，未来算力仍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

该报告公布的最新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城

市排名显示：排在前 5 位的城市依次为北京、杭

州、深圳、上海、广州；排名 6—10 位的城市是合

肥、苏州、重庆、南京、西安。

报告还提出了未来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的

5 个重要趋势，一是到 2022 年，人工智能推理市

场占比将超过训练市场；二是预计到 2023年，中

国人工智能基础架构市场未来 5 年复合增长率

将达到 33.8%，是中国整体基础架构市场增速的

3倍以上；三是 5G 和物联网将推动边缘、端侧人

工智能基础架构的快速发展；四是人工智能与

云的融合将进一步加速，未来 5年 AIaaS(人工智

能基础设施即服务)市场规模的年复合增长率

预计达到 66%；五是随着计算力的提升，越来越

多的企业将参与到人工智能开源软件的研发和

行业性能评测基准的建设中。

人工智能计算力展现五大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