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研团队

使用人工智能解码系统，把人的脑电波转译成英

文句子，最低平均错误率只有 3%。这项研究发表

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

参加实验的 4 名志愿者都是癫痫患者，他们

由于治疗需要在大脑表面植入了数百个微电极。

研究人员正是利用这些微电极阵列来记录其脑电

波信号，然后借助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解码。

正确率胜过人工速记员

论文显示，10 年前，科学家首次从人类大脑

信号中解码出语音，但是解码的精度和速度远低

于自然语速。

低到什么程度呢？

研究团队介绍，迄今为止，在直接从脑电波中

解码语音的研究中，脑机接口系统仅限于解码单

音节，或在志愿者连续念出约 100 个单词的情况

下，只能正确解码不到 40%的单词。

为提升解码精确度，研究团队从机器翻译中

获得启发，训练了一种循环神经网络。研究中，4

名志愿者被要求大声重复朗读 30 至 50 句话。他

们大脑外侧皮质上分布着大量微电极，可以监测

到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这些脑电波数据输入人

工智能系统后，先被编码成一串序列，然后解码成

相应的英文句子。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展示了以高精度和

自然语速来解码皮层脑电图。在对其中一个志愿

者的脑电波解码任务中，平均每句话只有 3%需要

纠正——低于专业人工速记员平均 5%的错误率。

但研究团队也强调，该研究涉及的句子量比

较少。“如果你尝试不使用这 50个句子的数据集，

解码就会糟糕很多。”论文第一作者约瑟夫·马金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展示AI解读神经信号的潜力

“这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端到端的深

度学习网络实现神经信号翻译，从工程角度展示了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神经信号解读的潜力。”清华

大学医学院神经工程实验室、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

究院教授洪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评价说。

洪波分析，这项研究的难点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采用了高密度微电极阵列，间距 4 毫

米，多达 256个电极，覆盖大脑皮层表面的关键脑

区，获取了足够的神经信息用于解码。这种电极

在国内尚没有可用于临床的产品。

另外，研究中深度循环神经网络的训练，除了

采用时间轴上的卷积操作提高特征提取能力，还

把语音频谱特征也作为训练目标，大大降低了对

神经数据量的需求。

“脑机接口的一个核心难题是神经信息的解

码和翻译，脑电信号噪声大，背后的神经编码机制

复杂未知，这些都是挑战。”洪波认为，以深度学习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为脑机接口打开一

条应对该挑战的新路径。

不过，在洪波看来，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结

合，也带来新难题：如何获得大量的训练数据？来

自人脑的高精度神经数据通常只在临床条件下才

能获得，这会使神经网络训练陷入困境。

现实应用仍存技术障碍

“这项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癫痫外科的临床，帮

助外科医生在切除癫痫病灶之前，确定关键的语

言功能区。要让渐冻人、高位截瘫等残疾患者用

上这样的脑机接口，还要继续解决长效电极和解

码效率的问题。”洪波说。

他认为，相关技术在未来实际应用中，仍然有

很大的技术障碍，例如高密度的微电极阵列目前

还无法长期植入，难以作为未来脑机接口的标准

电极。

洪波团队也在和材料、微电子以及临床团队

合作，开发可以长期植入的微创解决方案。他告

诉记者，根本上说，人工智能应用于脑机接口，关

键门槛还是长期可靠的神经电极和清晰准确的神

经解码规律。

“人们所期待的戴上脑电帽就能读出心里话，

从科学和工程角度来看还有很远的距离。但脑科

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有可能加速这些探索

和研发的进程。”洪波说。

能读懂你心里话的AI来了，识别错误率低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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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会看会听，还会“闻”。近日，一直致

力于模仿人类五感的人工智能又有新突破，通

过神经拟态芯片，人工智能已经掌握了丙酮、

氨和甲烷等 10 种气味的神经表征，强烈的环

境干扰也不会影响它对气味的准确识别。这

项由英特尔研究院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共同参

与的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自然·机器智能》

杂志上。

神经拟态即通过模拟人脑神经元的工作机

制，让计算机具备像人一样的自然智能特性。

英特尔公布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将上述 768块神

经拟态芯片集成在 5 台标准服务器大小的机箱

中形成的神经拟态系统——Pohoiki Springs，已

经相当于拥有了 1亿个神经元的大脑，而这相当

于一个小型哺乳动物的大脑神经元数量。

通过堆叠芯片形成的神经拟态系统似乎让

我们看到了“机器可以和人一样聪明”的希望，

那神经拟态芯片及大规模集成系统的就绪，是

否意味着“强认知、小样本学习”的神经拟态计

算有了规模商用的可能？

目前深度学习算法作为实现人工智能的

重要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各类人工智能

成果中。对于以深度学习算法为支撑的人工

智能成果，数据可以说是研究的血液。数据

量 越 大 ，数 据 质 量 越 高 ，深 度 学 习 所 表 现 的

性能也就越好。但在不少研究环境中，由于

涉及隐私安全以及客观条件限制，有效数据

难以获得。

“深度学习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局限

在图像和语音等方面的分类和识别中。”英特尔

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说，人类视觉、语音两类

数据容易获得和标注，满足了深度学习的必要

条件，研究及应用相对成熟，但味觉和嗅觉的研

究却没那么乐观。

对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来说，主流的深度学

习方法，可能需要设置上亿个参数，训练数十万

次，才能辨别出猫和狗的区别，更不用说更为陌

生的气味识别领域。但是，即便对于一个几岁

的婴孩来说，他们辨认动物、识别气味只需要几

次就够了。

普通人经过训练能区分三四百种到数千种

气味，但现实世界可以区分的气味超过万种。

为模拟人类嗅到气味的大脑运行机制，研究人

员采用了一套源自人类大脑嗅觉回路结构和动

力学相结合的神经算法训练神经拟态芯片，仅

需单一样本，神经拟态芯片便可学会识别 10 种

气味，且不会破坏它对已学气味的记忆。

宋继强表示，即便是此前最先进的深度学

习解决方案，要达到与神经拟态芯片相同的分

类准确率，也需要 3000倍以上的训练样本。

“理解大脑的神经网络如何解决这些复杂

的计算问题，将为设计高效、强大的机器智能提

供重要启示。”英特尔神经拟态计算实验室高级

研究科学家纳比尔·伊玛目说，下一步计划将这

种方法推进到更广的应用领域，包括从感官场

景分析到规划和决策等抽象问题。

神经拟态训练无需大量样本

一 只 瓢 虫 的 大 脑 有 25 万 个 到 50 万 个 神

经元，蟑螂的大脑有 100 万个神经元，斑马鱼

的大脑有 1000 万个神经元，小型哺乳动物大

脑有 1 亿个神经元。

芯片向人脑进化成为可能

在深度学习、机器学习之后，神经拟态计算

被认为是推动人工智能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手

段。虽然量子计算也擅长大规模计算，在某些

任务中，它的理论可扩展性甚至超过神经拟态

系统，但相比神经拟态计算，量子计算离真正商

用还有不小的距离。

虽然看上去神经拟态芯片的商用比量子计

算更近一步，部分研究机构已展示了很多神经

拟态计算应用，但要大规模商用，还需要解决通

用性不足的问题。

“距离将产品推向市场，我们还要等待数

年。”英特尔神经拟态计算实验室主任迈克·戴

维斯说，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找到一种像冯·诺

依曼架构那样相对通用的新型计算架构。这才

是真正扩展可应用通用计算产品组合的开始。

研究机构 Gartner 预测，2025 年，神经拟态

芯片有望取代 GPU，成为先进人工智能部署的

主要计算架构。

宋继强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机器学习在

很多领域依然是目前最好的训练、学习手段之

一。只有将多种技术灵活的运用到人工智能领

域，它才能真正成为惠及民生的产业。”

宋继强强调，Pohoiki Springs等神经拟态系

统仍处于研究阶段，设计目的并非取代传统的

计算系统，而是为研究人员提供工具来开发和

描绘新的算法。

要商用还需通用计算架构

本报记者 刘 艳 自然界中，即使最小的生物也能解决极为

复杂的计算问题，很多昆虫大脑的神经元数目

远低于 100 万个，却能实时跟踪物体、导航和躲

避障碍物。而人类大脑由 860 亿个互相连接的

神经元组成，要让人工智能变得和人一样聪明

谈何容易。

目前由两个上述神经拟态芯片组成的神经

拟态系统有 26.2 万个神经元，相当于拥有了一

只瓢虫的智慧，而由 768块神经拟态芯片组成的

神经拟态系统的智慧则追上了仓鼠。

如果神经元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大脑的思考

方式，那么实现神经拟态计算，首先需要构建一

个模拟大脑神经元工作的计算芯片。宋继强

说：“我们试图观察、学习和理解大脑的运行，并

在计算机芯片上复制。”

德国海德堡大学物理学家卡尔海因茨·迈

耶是神经拟态学工程师们的领军人物，在他看

来，人类大脑具有低功耗、容错及无需编程三大

特点，虽然人类大脑功率只有 20瓦特左右，并且

时刻都在失去神经元，却不影响它对这个世界

的运算、理解和应对。相比之下，试图模拟人脑

的超级计算机却必须预设算法，动辄需要几百

万瓦特的功率，失去一个晶体管就能破坏一个

微处理器。

宋继强说：“深度学习的功率越来越高，现

在即便训练一个图像识别模型，都需要数千瓦

特，能源消耗已成为大规模 AI部署的障碍。”

而拥有存储和计算一体结构的神经拟态芯

片，节约了传统计算架构中处理单元和存储器

间通信所消耗的时间和功耗。

2017 年，全球首款自主学习神经拟态芯片

问世，包含 13万个神经元和 1.28亿个突触，使芯

片向人脑进化成为可能。

如果说深度学习是通过大量标注数据让机

器学习解决某一问题，如 AlphaGO 没有学习象

棋前，只会下围棋，神经拟态计算就是通过模拟

人脑神经元工作机制，让人工智能不只局限于

某一领域。

在神经拟态芯片展示的学会的各种能力

中，不仅包括实时识别手势、使用新型人造皮肤

阅读盲文、还包括通过自主学习获得视觉地标

确定方向及学习新气味，而上述每项功能只消

耗数十毫瓦。

有专家认为，这一突破为科学研究需要的

可自主、互联的实时、动态数据处理新方法奠定

了基础，扩展了蓬勃兴起的边缘计算应用前景。

靠一种样本学习多种气味靠一种样本学习多种气味
神经拟态芯片拉近神经拟态芯片拉近AIAI与人脑距离与人脑距离

本报记者 刘园园

据新华社讯（记者丁静）车内有“眼睛”，可识别乘客是否佩戴口

罩；车窗放动画，能提醒乘客下一站信息……“首都智慧地铁”近日在

北京地铁 6号线亮相。

首都智慧地铁列车有黄色和灰色两种配色。走进车厢，车门上

方新增的 4K高清屏幕吸引乘客眼球。这里滚动播放着线路各车站、

换乘路线、前后车厢拥挤度等信息，帮助乘客快速了解需要的信息。

列车车窗变成了一面 55 英寸的“魔镜”，列车起步后，车窗开始播放

列车当前位置、线网图以及前方车站的三维示意图。

地铁 6号线呼家楼站还增设了候车引导屏幕。它能够在列车到

来前，提醒乘客列车运行位置、不同车厢拥挤度、强冷或弱冷车厢位

置，方便乘客选择候车。

车厢内有很多高清“眼睛”，通过感知摄像头将视频传输到后台

的“天枢系统”进行整合分析、边缘计算，可以识别乘客是否佩戴口

罩、是否招手呼救或者晕倒等。同时，司机前方也加设了感知设备，

能够利用司机面部特征推断驾驶状态，一旦检测到疲劳、分心，系统

会自动语音提示。

“北京地铁公司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初步构建

了智慧客服、智能运行、智能维护、智能管理等场景的新架构，目标就

是打造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地铁。”北京市地铁运

营有限公司技术部副部长李宇杰说，6 号线目前上线试运行的智慧

地铁列车是其中一项工程。

“首都智慧地铁”上路

可识别乘客是否戴口罩

日期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政务服务中心的 24小时政务自
助服务区正式投入使用。该服务区面积约 60平方米，共 14台自助
服务设备，可实现企业登记、税务办理、社会保障、交通违法处理、水
电气等事务的自助办理。

图为近日拍摄的24小时政务自助服务区的文件收发机器人。
新华社发（陈振海摄）

近日，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项新研究首次利用机器视觉识

别小鼠的面部表情，不仅能区分出小鼠高兴、厌恶、恶心、疼痛和恐

惧五种情绪对应的表情，还可以测量对应的情绪强度。

研究团队用光学方法激活小鼠与情绪处理相关的脑区，并记录

下单个神经元活动与同时刻的表情。他们发现神经元活动强度和反

应时间与表情一致，且每个神经元只与一种情绪相关，证明了“情绪

神经元”的存在。

如何测量小鼠的表情？研究团队介绍，实验中工作人员将小

鼠的头部固定，让它们保持静止，然后提供不同的感官刺激，旨在

触发特定的情绪，并拍摄小鼠的脸部。例如，研究人员将甜味或苦

味的液体涂在这些小鼠的嘴唇上，以唤起愉悦或厌恶。他们还对

小鼠的尾巴进行微小而痛苦的电击，或者给小鼠注射氯化锂以引

起不适。但是，仅靠观察并不能确定这些情绪的强度。因此，神经

生物学家建立了每个面部表情的描述符，并训练计算机在 1 秒钟

之内将其检测出来。

机器学习算法可以识别出不同的表情，主要是因为这些表情是

由特定的一组面部肌肉的运动产生的。这些表情与诱发的情绪状态

相关，如快乐、厌恶或恐惧。例如，一只正在享受快乐的小鼠把鼻子

向下拉向嘴巴，并将耳朵和下巴向前拉。相反，当它感到疼痛时，它

会把耳朵往后拉，鼓起脸颊，有时还会眯起眼睛。（据《环球科学》）

分辨小鼠5种情绪

新机器视觉系统只需1秒

图说智能

近期，由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街道搭建合作平台，上地医院参与研
发的上地智能机器人在位于中关村软件园一期的尚东·数字谷投入
使用，帮助园区企业员工“寻医问诊”，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据了解，
园区内人员可通过语音问答、人工智能查询等方式，向机器人描述感
冒、失眠、鼻炎等疾病的症状。

图为近日，在尚东·数字谷一座办公楼内，园区工作人员使用智
能机器人进行咨询问诊。 新华社记者 任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