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煤机远程控制和记忆截割、瓦斯浓度与采煤机速度自适应截

割、地面远程集中监控、工作面视频检测实时传输，在山西阳煤集团

的多个煤矿，自动化、智能化装备成了疫情期间保证安全高效生产的

“奇兵”。

新元矿是阳煤集团智能化矿井建设示范单位，在其调度指挥中

心，巨大的电子屏幕几乎把一面墙占满，分屏幕、多角度显示井下采

掘、运输等数十个生产环节的实时场景，当天带班矿长的姓名醒目地

出现在屏幕最上方。

数控技术员武宇鑫介绍，疫情防控期间，新元矿发挥现代化矿井

优势，利用智能化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实现了地面远程操控、井下生

产各系统之间联动控制和全数字化传输，有效减少了调度、协调方面

的人员聚集。“原来开采普通综采工作面时，一个综采队劳动用工需

要 171 个人，自动化、智能化开采后，一个综采工作面只需要 91 个

人。”新元矿副矿长王海钢说。

新元矿的井下 5G 技术也在加速落地，智能化程度将进一步加

深。“相比于传统矿井，我们地面调度控制系统的调控能力更强，井下

值守人员更少，一旦 5G技术落地，我们的调控将更精准，甚至在部分

岗位实现无人化，对于疫情防控，我们更有把握。”提起智能化采掘面

建设，王海钢说。

目前，阳煤集团煤矿复工复产率达 100%，一季度煤炭产量完成

1940万吨，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保证安全高效生产

智能装备成“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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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上学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在

经过了一个寒假返校后，发现前一学期学到的

内容有的已经忘了。在见识过人工智能 PK 人

类的屡屡胜绩后，有人不免羡慕 AI 强大的学习

本领，但事实上人工智能的“记性”并不如你想

象的那样好，如果你像人工智能系统那样学习，

很可能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大脑便会逐渐忘

了之前的内容，其原因就在于人工智能遭遇了

“灾难性遗忘”。

近日，来自谷歌大脑的最新研究发现，在街

机学习环境的由多个子任务组成的单任务场景

中也存在着“灾难性遗忘”。特别像在“蒙特祖

玛复仇”这种探索型游戏里，场景变化较大，会

出现学习完当前游戏场景后，忘记上一个游戏

场景知识的情况。

那么人工智能为什么会产生“灾难性遗

忘”？目前解决“灾难性遗忘”的方案有哪些？难

点在哪？就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自从阿尔法围棋（AlphaGo）相继战胜多名

围棋冠军后，深度学习已经成为众多实现人工

智能的方法中最耀眼的“明星”，也是各大研发

机构角逐的主战场。而谷歌大脑团队这次面临

的“灾难性遗忘”，正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中所

面临的一个普遍且严重的问题。

“‘灾难性遗忘’指的是人工智能系统，如深

度学习模型，在学习新任务或适应新环境时，忘

记或丧失了以前习得的一些能力。”腾讯人工智

能实验室副主任俞栋博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灾难性遗忘”会造成人工智能系统

在原有任务或环境中的性能大幅下降。

美亚柏科信息中心总经理魏朝东介绍，在

深度神经网络学习不同任务的时候，相关权重

的快速变化会损害先前任务的表现，通俗来说，

就是在学习中像猴子搬苞谷，捡一个丢一个，记

住了新知识，也有可能会忘掉了老知识。

正是源于此，“灾难性遗忘”的存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人工智能在一些场景中的应用。

福州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福建省新

媒体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副主任柯逍博士举例说，

如一个AI图像识别系统，当需要添加一个新的类

别的物体时，就不得不把原先的所有物体都再学

习一次。如在文物鉴定系统中，当有一天发现原

始数据中有一个文物朝代错了，便没办法单独对

这一个错误的文物进行修改学习；再如让AI系统

学习英语之后，再让它学习德语，它可能会把原

来学习的英语语法全部忘光。

那么在谷歌大脑的最新研究中，“灾难性遗

忘”又造成了哪些影响？其中又有何新发现？

“除了传统的新知识学习会覆盖旧知识之

外，这次谷歌大脑还发现，在如‘超级玛丽’等探

索型游戏里，‘灾难性遗忘’会阻碍模型对新知

识的学习。”厦门大学科技处副处长、人工智能

系教授纪荣嵘说。

纪荣嵘进一步解释说，面向街机游戏学习

的强化学习方法都会采用“经验回放”的训练方

式，就是将模型在游戏探索时候的片段进行保

存，然后给模型进行“回放”训练。而像“蒙特祖

玛复仇”这种游戏，游戏场景变化比较大，模型

需要不间断探索游戏场景，因此，在训练时候就

必须不断回放早期场景的游戏经验，不然会因

为“灾难性遗忘”而忘记了早期的游戏知识。

“这也导致了新的游戏经验虽然能够被采

样到‘经验回放’库里，但因为学习方式的设定，

导致学习效率低，同时由于不同阶段的学习会

互相干扰，使得 AI 无法一次通过该游戏的全部

关卡。”纪荣嵘说。

学一个忘一个 深度学习效率低下

AI 为什么会产生“灾难性遗忘”？

“深度学习的结构一旦确定，在训练过程

中很难调整。神经网络的结构直接决定学习

模型的容量。”柯逍说，AI“脑容量”存在上限，

也就导致了人工智能只能有限地处理特定任

务。就像水桶一半高的地方有个洞，以至于无

论怎么增加水桶的高度，这个水桶只能装一半

高的水。

中科院自动化所脑网络组研究中心研究

员、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余山指

出，这还涉及到神经网络学习知识的机制。在

单个任务的训练过程中，网络中各个神经元之

间的连接权重进行了专门的调整，以胜任当前

的任务。而在新任务的训练中，连接权重要针

对新任务进行调整，这将“抹去”适应旧任务的

原有结构，导致在旧任务上的性能大大下降。

人类的记忆能力其实是有限的，但为何出

现“灾难性遗忘”的情况却比较少？“主要是人

类在学习过程当中，大脑能够主动保留有用的

知识和技巧，同时不影响新的信息获取。”纪

荣嵘说，但现在的人工智能模型大部分是基于

随机梯度下降来更新模型参数，这个过程主要

AI“脑容量”存上限 新旧知识难共存

据了解，破解“灾难性遗忘”是实现通用人

工智能的一个关键。解决了“灾难性遗忘”问

题，就意味着模型具备了持续学习的能力, 可

以像人类一样不断获取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同

时能够最大化地保持旧的经验知识和技巧。

那么，目前解决“灾难性遗忘”的方案有

哪些？

“最常见的方式是多任务学习, 就是把所

有任务的训练数据同时放到一起，模型就可以

针对多种任务进行联合优化。”纪荣嵘举例说，

如让模型同时学习“坦克大战”和“超级玛丽”两

个任务，等两个任务同时学的差不多的时候，模

型才停止训练。

但柯逍也指出，这种方式随着任务增多，新

任务样本数量被稀释，训练会拖慢学习新知识

的效率，并且不是任何情况都能获得先前任务

的数据来复习的。

还有的解决方案是根据新的任务知识来扩

充模型结构，保证旧的知识经验不被损害。此

次，谷歌大脑所提出的“记忆碎片观察”方法正

是对不同任务（场景）构建多个人工智能模型来

进行学习。“模型扩充的方式从本质上并没有解

决‘灾难性遗忘’的问题，只是用多个模型来替

代单个模型去学习多种任务，避免旧参数被覆

盖。”纪荣嵘说。

当前，解决“灾难性遗忘”还存在着一对矛

盾：在学习新任务的过程中，需要给予网络足够

多的自由度进行连接权重调整，但是又要避免

这样的调整“抹去”原有的记忆。

“因此，科学家们开始设计新的学习算法解

决上述矛盾，使得网络在进行权重调整的时候，

对已有知识的影响最小化。”余山表示，其团队

近期提出的正交权重修改算法，就属于这类，主

要通过限制权重修改只能在旧任务的解空间中

进行，这一算法较好的克服了“灾难性遗忘”，使

得同一个分类器网络可以连续学习多达数千个

类别的识别。

魏朝东认为，虽然科学家们已经探索出多

种解决方案，但目前的 AI 学习只是从认知科学

中获得了一小部分灵感，对大脑的模拟还没达

到人们想象的高度，大部分 AI 学习方案是“先

天不足”的。“灾难性遗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不仅需要有理论支撑，未来还需要有可行的技

术手段去实现。

有多个解决方案 但都治标不治本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欧阳桂莲 许晓凤 王忆希

服务于当前任务的优化，并不会去评估哪些参

数权重对旧的知识是有用的，所以就很容易出

现知识被覆盖的情况。

纪荣嵘也表示，当前像 Siri 或小爱这样的

人工智能助手产品，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通

用人工智能，一方面，这些人工智能助手只能

在预设的知识范围内和人类互动，完成指令；

另一方面，人类没办法像养宠物或养小孩一

样，通过互动去教导这些人工智能助手学习新

的知识或新的指令。

据新华社讯 近日，清华大学、华中科大、杭州电子科大等八所高

校陆续开展“云动会”，这是中国大学体育史上首次举办线上体育比

赛，为疫情期间的师生提供在家也能一展身手的运动舞台。

“云动会”比赛项目包括了俯卧撑、仰卧起坐、开合跳等多个基础

健身动作。华中科技大学举行的 2020 年春季“喻见”线上单项体能

挑战赛，参赛师生只需在家清理出 3—4 平方米的场地，将手机应用

打开后放置墙脚，参赛选手在摄像头前调整入像角度，直至应用提示

识别成功后，便可开始运动。APP将通过 AI自动判断动作是否标准

到位，并自动记录保存动作完成的质量和数量。

华中科技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孙竞波表示：“为了保证比赛公平性

和竞技性，这次线上赛事将采用已通过教育部备案的 APP，它的动作

识别技术和视频生成功能将作为比赛的评判标准，组委会将据此裁

定名次并发奖。”本次春季“云动会”产生的竞赛奖项将同样被校方认

可，记入学生在校期间的获奖记录。

目前该“AI运动”APP 可用于智能识别仰卧起坐、深蹲、开合跳、

俯卧撑、平板支撑等健身动作，满足疫情期间宅在家中用户的基础锻

炼需求。

除了校园春季“云动会”，“AI运动”还为运动打卡提供了更优解

法。同学们可以通过线上运动打卡的方式，完成校方布置的锻炼任

务。动作完成质量和数据交由 AI采集，体育老师可以通过视频回看

了解任务完成情况和质量。目前已经有中南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华

侨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在校生使用完成运动打卡任务。数据还显

示，“AI运动”功能上线至今，已有超过 1万名通过校方认证的在校生

于客户端参与了运动。

据悉，在现有 5 个动作基础上，跳绳、波比跳以及更多舞蹈娱乐

类动作后续也将加入。

在家参加“云运会”

AI给选手们当裁判

四月正值春耕时节，病虫害防治成为重中之重。

连降大雨、田间湿度大、加上雨后持续高温，让

病虫害有高发态势。而科技日报记者在河南省济

源市王屋山上的一处蔬菜育种基地看到，面对病虫

害的高发态势，基地人员却不用特别担心。原因就

在于田间安置的智能病虫害监测系统，这套系统不

仅让他们随时随地掌握田中病虫害发生状况，而且

可以根据病虫害种类和发生程度自动精准施药。

近日，《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正式公布，并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条例》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农作物病虫

害防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依法推广应用，普及

应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推进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的智能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

院长吴孔明等专家认为，《条例》的实施必将催生

病虫害防治智能化热潮。

AI成为“千里眼”和“听诊器”

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所长鲁传涛研究员介

绍，传统植保工作依靠人和仪器进行监测,所有信

息都需要人工收集后再进行分析,然后才能发布

防治方案,无论是效率还是效果都受到影响。

而智能病虫害监控系统，由虫情信息自动采

集分析系统、孢子信息自动捕捉培养系统、远程小

气候信息采集系统、病虫害远程监控设备、害虫性

诱智能测报系统等设备组成，可自动完成虫情信

息、病菌孢子、农林气象信息的图像及数据采集，

并自动上传至云服务器，用户通过网页、手机即可

联合作物管理知识、作物图库、灾害指标等模块，

对作物实时远程监测与诊断，提供智能化、自动化

管理决策，是农业技术人员管理农业生产的“千里

眼”和“听诊器”。

在王屋山上，记者看到的这个 AI 装置，在连

接套的上方安装有太阳能接收板，将光能转换为

电能，在连接套之间安装有滑竿，害虫捕获箱通过

滑套安装在滑竿上，方便害虫捕获箱移动，在滑套

上还安装有控制信号接收杆，控制信号接收杆与

控制面板通过局域网连接，可以进行自动化控制，

并通过害虫捕获箱对飞虫进行捕获，在害虫捕获

箱的下方安装有除虫药液储存箱和喷洒器，对农

作物上的爬虫进行喷药杀灭。

多种技术并进搭建智能化平台

专家介绍，为了实现对病虫害的远程实时监

测、数据反馈和有效控制，智能化管理系统利用了

物联网、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和专家系统等多种技

术。系统平台包括物联网数据采集监测设备、智

能化云计算平台、专家服务平台、系统管理员和服

务终端五大部分。

物联网数据实时采集监测，作为最基础的统

计分析依据；智能化云计算平台，利用智能化算法

处理信息，建立病虫害预警模型库、作物生长模型

库、告警信息指导模型库等信息库，实现对病虫害

的实时监控；专家服务平台整合大量的专家资源，

以实现专家与农户随时随地的咨询、互动；系统管

理员为不同级别的用户提供不同的使用权限，方

便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农业专家和用户等不同的

使用角色登录不同的界面，快捷地查看到最关注

的问题；服务终端支持手机，用户通过手机就可以

掌握实时信息。

事实上，国内外对病虫害治理的智能化已经

做了多年探索，研制的智能化装备也多种多样，有

的可以根据病虫历史发生情况，结合天气变化趋

势、土壤温度、特定的遥感图像及其他影响因子，

通过特定算法，模拟病虫害发生情况。有的可以

及时对特定区域害虫入侵情况进行检测和预警。

有的智能设备使用高光谱遥感图像、田间传感器，

根据历史发病信息及天气情况为用户检测、预测

作物健康状况。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客户端方便地

查看作物健康状况，极大地降低了用户上手的门

槛。通过预测，每个生产季，农药投入可以减少

50%，同时因病虫害引起的减产可以降低 20%。

前期基础工作是关键

“相对而言，在灭害方面相关应用流程已经成

熟，只需把病虫害查清，无人机接到指令，就可以

发挥作用。目前前期的基础工作是推进智能化的

关键。”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张玉亭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我国在防治病虫害的智能化方面，虽然已经

起步多年，但还面临不少问题有待解决。如病虫

害的雷达监测系统还没有成网；其次是针对性强

的传感器还需要研发。目前的传感器对集群性的

虫害能捕捉到，但对个别性的虫害感觉不灵敏，更

做不到对病害（如花叶病等）的预警；更为重要的

是，在病虫害数据的及时采集、更新、预报、预防等

方面，还面临巨大的工作量。

张玉亭说，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的重大

病虫害，往往具有迁飞性、流行性和暴发性，如跨

国界迁飞侵入的草地贪夜蛾、跨区域气流传播的

小麦条锈病和迁移性暴发性蝗虫灾害等，这些数

据都需要实时采集，而目前的传感器和雷达系统

还做不到。

对病虫害进行分类，也需要科学确定指标依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周雪平说，在监测病虫害发生种类、时间、范围、

程度方面，都需要海量的数据收集、分类工作。

近年来，随着国际农业贸易的增长和人员往

来不断频繁，国外多种农作物病虫害入侵我国并

造成危害。对这些迁飞性、流行性重大病虫害的

溯源分析、监测预警、防控技术研究等，也是 AI技

术面临的问题。此外，AI 技术的普及和推广，还

面临一些农民耕作习惯和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AI与治虫能手之间
还隔着实时数据采集的难题

本报记者 乔 地
近年来，江苏靖江大力发展汽配产业，坚持走“智能化、自动

化、集成化”之路，推进产业智能升级，打造汽配特色基地。
图为近日，在江苏靖江新程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

机器人生产线上作业。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摄

随着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山东青岛市即墨国际
陆港正积极推动“多式联运”，助力企业产销畅通。

图为近日，在山东青岛市即墨国际陆港青岛顺丰华骏分拨
中心，青岛发往全国的产品快件通过智能分拣线进行快速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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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后面忘前面学了后面忘前面
治疗治疗AIAI““健忘症健忘症””还难有良策还难有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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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劲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