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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全国产粮大县江苏省射阳县的临海农场，人头攒动、机

声隆隆。这里举行的现场观摩会上，一台台依靠自主创新技术生产

的北斗导航小麦无人收割机，在金色麦浪中齐头并进，机过之后颗粒

归仓。

“今年小麦生产依靠‘天眼地网’实现精确播种、施肥、施药、灌溉

和收获，既省成本、效果又好，亩均产量能达到 1200斤。”苏垦农发临

海分公司负责人黄礼庆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黄礼庆所说的“天眼地网”，是农业农村部十大引领性技术之

一——北斗导航支持下的智慧麦作技术的重要内涵。这项引领性

技术由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研究院领衔，主要包括北斗导航支持

下的小麦无人播种收获技术、无人机支持下的小麦精确施肥喷药技

术以及物联网支持下小麦智慧灌溉技术。

据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研究院副院长田永超介绍，智慧麦作

技术将北斗导航、现代农学、信息技术、农业工程等应用于小麦耕、

种、管、收全过程，实现生产作业从粗放到精确、从机械到智能、从有

人到无人方式的转变。

这套智慧农业技术究竟“硬核”在哪里？首先是立体化感知农业

信息。以前种地依靠田里看、经验断，但是点上数据有限、无法全覆

盖，现在可以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田间物联网设备共同架设“天眼

地网”，定量、全面、立体化地获取农情数据。

数据有了，种、肥、水、药的施用量怎么确定？田永超表示，农民

施肥喷药多是凭经验，现在智能技术可根据气候条件、土壤信息、品

种特性、植物长势等，开具种、肥、水、药的“细方子”。

有了数字化的“处方”，如何实施？关键是研发智能化农机装备，

并将农机、农艺与信息技术融合，给田里的“铁疙瘩”装上“活脑袋”。

中国农科院种植机械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张文毅介绍说，目前，

天空地立体化苗情监测诊断技术、无人机支持下的作物精确机喷药

技术、基于物联网的灌溉技术等单项技术趋于成熟，已在全国主要麦

作区示范应用；小麦无人播种收获技术已初具雏形，取得了一系列关

键技术突破，有望在近年内实现应用。

给“铁疙瘩”装上“活脑袋”
智慧麦作技术助力夏粮丰收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清晨，你睁开朦胧的双眼，说一声“打开窗

帘”，落地窗帘就会缓缓自动拉开；洗漱完毕，智能

养生锅里已经煲好的粥正在等着你享用；下班后，

人刚进家门，客厅灯光点亮，智能冰箱将备好的食

材直接送到烹饪操作台，晚餐很快就要上桌；餐后

坐在沙发上休憩，智能电视开启愉快的晚间休闲

时光……

这些美好的想象总是能轻易勾起人们的向

往，但在和家电的日常相处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

不太聪明的一面，也正是如此，这些智能家电常常

被诟病为“伪智能”。在日前举办的一场线上青年

科学家分享会上，有专家也表示，随着近年来智能

家居、智慧生活概念的火热，很多厂家跟风把物联

网、语音交互等技术跟家电产品进行简单结合，它

们并没有从实用和体验层面出发给用户生活带来

切实有效的改变。

那么，如何利用智能技术让家电更聪明、贴

心、能干，其中需要打通哪些关隘？

产业尚处于“孩童时期”

从国内家电市场来看，电视、空调、冰箱、洗衣

机及各种生活电器，虽然大多贴上了“智能”标签，

但人们在使用时经常发现，有些“智能”功能，噱头

成分居多。

“所谓人工智能家电，是可以与人之间实现交

互的家电，例如智能音箱，有大量数据支撑，能够

按照收集到的用户特点提供个性化服务，并带来

全新的交互模式。它可以通过语音调动数据，而

非传统的按钮控制。”远望智库 AI事业部部长、图

灵机器人首席战略官谭茗洲表示。

数据分析作为基础，服务才能更为人性化。

以智能冰箱为例，不是能联网就可以叫智能冰

箱。真正的智能化，是可以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

收集数据来实现对冰箱内食品的分析，并衍生出

用户健康管理和线上购物等功能，比如显示出鸡

蛋是哪天放进去的，什么时候会过期，甚至在必要

时可以自动上网购买。谭茗洲说，只有具备数据

分析能力的家电产品才能被贴上智能化的标签。

那是什么情况造成了目前市面上的智能家电

不够智能？

谭茗洲指出：“智能家电产业目前在国内还处

在‘孩童时期’，就国内智能家电来说，造成‘伪智

能’的原因主要有 2个，一是虽然涉足智能家电的

厂商有很多，但大多是各自闭门造车，目前没有形

成一个基本的行业标准，各个厂家的产品质量也

参差不齐；二是目前 AI 技术虽然在飞速发展，但

在家电的实际应用中程度很有限，只能做到如自

动开关电器、智能声控灯光等，关键技术领域还有

待突破。”

语音识别为目前主要交互技术

语音识别是当前智能家电领域应用最广泛的

交互技术。目前，无论是传统家电厂商，还是跨界

而入的互联网企业，都在竞相通过智能语音技术，

使家电产品变得更加聪明。

谭茗洲说：“语音交互的未来价值在于数据挖

掘，以及背后内容、服务的打通。硬件本身自带入

口价值，无疑是接入大量内容和服务的通道。当

前众多智能家居企业正在试图通过语音硬件入

口，实现对其他智能家居产品的控制。如亚马逊

推出的 Echo智能音箱，在语音识别上采用更加开

放的策略，整合了更多第三方资源。”

谭茗洲表示：“随着语音识别技术不断突破，

远场识别、语音分析和语义理解技术都日趋成熟，

这都将有利于语音交互取代传统的触屏交互方

式。家电产品能听能说能看，了解用户需要什么，

从而让使用者丢掉手机、遥控器。这样，智能家电

更具人性化，将带来全新的人机交互体验。”

能联网的家电不少，但会数据分析的才是智能家电
本报记者 华 凌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获得了一种能通过感

知、逻辑推理来与世界互动、认识世界的能力。当

一个梨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能够通过嗅觉、视觉

等，判断出它是梨而非苹果。当在路上行驶时，即

使行人被部分遮挡住，我们也能从露出的部分体貌

特征判断出这是一个人，从而进行避让。

在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们也一直试图让

机器拥有像人一样的逻辑思维能力，帮助人完

成更多工作。

近日，在 2020 ICLR 大会上，图灵奖得主舒

亚·本吉欧（Yoshua Bengio）和扬·勒昆（Yann

LeCun）发表观点称，自监督学习有望使 AI产生

类人的推理能力。本吉欧相信机器最终可以习

得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知识，这种知识的获得

并不需要机器去亲身体验各种真实发生的事

件，而是通过习得语言化的知识来实现。

那么机器如何具备类人的推理能力？想具

备类人的推理能力还要逾越哪些障碍？

购物时，无需出示支付码，将面部特征绑定

银行卡就能轻松消费；回家路上，查询手机地

图，可以看出哪些地段拥堵；到饭点了，跟机器

人对话叫外卖……这些基于机器学习的应用，

正在让人工智能变得可观可感。但机器学习面

临的挑战便是，需要大量数据的积累以及很强

的算力。

机器学习分为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

化学习。“监督学习需要对数据进行标签分类，

数据需要涵盖所有可能的场景，此外，完成学

习，机器还需要大量的算力。例如，如果希望创

建图像分类模型，则必须为系统提供经过适当

分类标记的大量图像，让模型在其中进行充分

训练。有时数据量达到百万、千万级规模，需要

几百万、上千万次的迭代。”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研究员、视语科技创始人王金桥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

因此，减少对数据的依赖，一直是研究人员

最重要的探索方向之一。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教授陈松灿看来，监督学习往往需

要大量的带有注释、标记的数据，而标记这些数

据，需要人工完成，既耗时又昂贵。

然而，即使是在有大量数据“打底”的监督

学习环境中，一旦机器遇到不同于训练示例的

全新状况，也面临着失控的风险。

“例如无人驾驶汽车行驶在一条陌生的道

路上，前方虽然出现了路杆，但如果此前系统没

有遇到过这种道路模式，就会撞上去。进入摄

像头视野的行人，如果未露出全貌，那系统就无

法判断出这是一个人，也会撞上去。还有我们

进入停车场时，有些停车杆不能及时抬起，是因

为靠近停车杆的行驶角度超出了此前设定的范

围。”王金桥表示，虽然数据标签的质量，对于监

督学习的效果非常重要，但监督学习不应局限

于这种模式，应该提高对未知环境的探索和理

解能力。

“死记硬背”让机器难有逻辑能力

对于机器学习的未来，扬·勒昆和约舒亚·本

吉欧有着相同的期待，他们认为，自监督学习会

创造出更像人类的人工智能。

正如勒昆所解释的，大多数人可以在 30 小

自监督学习可利用规律举一反三

在几位专家看来，目前想通过自监督学习

实现机器的类人逻辑能力，还前路漫漫。

陈松灿认为，自监督学习需要解决数据的

不确定性问题，即积累的数据与要完成的任务

的匹配性问题。“例如，利用自监督学习训练的

自动驾驶系统，可以通过机载的测速仪、方向

仪，学习安全行驶的方向和速度信息。但以现

在的技术水平来说，如果行人横穿马路，而此前

标记的信息与行人横穿马路不搭界，那自动驾

驶系统就会无法做出判断，发出指令。”

王金桥表示：“从监督学习到自监督学习，

就像先让机器知道什么是 1234，才能算加减乘

除一样。目前的自监督学习还非常初级，仅有

一些小的、封闭的数据集。”

他说，目前制约自监督学习的因素涉及大

数据积累、小样本监督，以及自主进化、认知未

知数据的能力。“在数据积累阶段，还需要把数

据做得更规范，搭建的深度学习网络要有能支

持自监督学习的能力，能让机器自己生成标

签。在样本监督学习阶段，要解决样本不均衡

的问题，例如要让机器学会分辨猫和狗，那么猫

和狗的案例数量要匹配，同时要去除数据噪音，

不要把干扰图像混入。”

“关键是要让自监督学习产生认知的能力，

而不只是代替人类的视觉、听觉、触觉，要从感

知智能过渡到认知智能，让机器建立自己的知

识图谱，能与人的思辨能力和知识图谱对接，能

进行知识表述和高阶推理。”王金桥说。

但目前所有的不完美，并不影响两位图灵

奖得主的信心。本吉欧认为，相比于动物，人类

之所以聪明，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让我们

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要想让人工智能在

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它不仅仅是有

翻译功能，更需要它能够真正理解自然语言。

而在勒昆看来，如果说人工智能是一块蛋

糕，那么自监督学习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块。

达到类人水平还需算法理论突破

想要推理能力比肩人类想要推理能力比肩人类
AIAI先得换种学习方式先得换种学习方式

本报记者 金 凤

近日，一种集大数据分析功能、投口防夹手功能、满载警示预警、
温度检测功能、便捷投递灯、定位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智能垃圾
分类柜在河北省唐山市投入使用。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智能垃圾分类柜助力城市环保

时内学会驾驶汽车，因为他们已经凭借直觉构

建了一个关于汽车行动方式的物理模型。

“自监督学习是无监督学习中的一种，它可

以通过揭示数据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内在结构，

从数据中生成标签，这种标签便于对数据进行

分类。自监督学习需要学习的样本量很少，但

需要有基础知识的积累。”王金桥说。

王金桥进一步解释，例如下围棋，如果机

器可以将顶尖高手的棋路都学会，就能举一反

三。又例如，假设世界上有 5000 种苹果的类

型，植物学家又培育出一种新苹果，与其他苹

果长得很像，那么自监督学习就可以通过数据

的分析，识别出这是苹果，但又能认识到它是

不同于以往的苹果类型。也就是说，通过自监

督学习，机器不需要训练，就可以通过自动分

析内部数据的结构关系，并且应用分析数据得

到的规律，对各种新情况作出判断。这种能力

类似于人，在婴幼儿时期，人类能用嗅觉、触

觉、视觉等感知世界，进入学校学习后，能将万

事万物的物理特征，与知识结合起来，慢慢形

成推理能力。

王金桥认为，这有点类似于勒昆说的，自监

督学习无需创建大量带有标签的数据集，例如

用大量猫和狗的图片，让机器认识猫和狗的不

同；也不用花费数千个小时训练“Alpha Zero”

这样的国际象棋游戏机器人，而是只需获取一

些丰富的原始数据，例如视频，然后“喂”给计算

机，训练机器预测视频中即将出现的画面。

“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在学习大多数事

物时，都是在自我监督的模式下进行的，而不是

强化学习模式。这个模式本质上就是观察这个

世界，然后不断与之增进互动，这种观察是自发

的，而不是在测试条件下完成的。”勒昆在 2020

ICLR大会上表示。

近日，维也纳的一家亚洲餐厅于疫情期间重新营业后，更多利用
机器人上菜，以减少服务员和顾客之间的非必要接触。

新华社记者 郭晨摄

机器人上菜减少非必要接触

新华社记者 王晓丹

据统计，今年1至4月份，唐山机器人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值
同比增长14.5%。图为近日工人在唐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调
试一款焊接机器人系统。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河北唐山加快机器人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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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完成的。

近年来中国智能家居市场快速增长，但产品

间的互联互通不尽如人意。目前，越来越多的中

国家电厂商开始打造互联互通的智慧家庭体系，

智能家居由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演进。

在互联网、物联网、AI、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的快速发展驱动下，中国家电产业升级的新时

代已经到来。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电子

设备与系统研究中心主任范科峰说，中国智慧家

庭市场规模正以每年 20%—30%速度增长，智慧

家庭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除了客厅以外，厨房、洗手间等也成为智慧

生活的场景。作为智慧厨房的“大脑”，当人站在

冰箱前的体重秤上，冰箱会根据测出的各项身体

指标，在箱门屏幕上推荐相应的健康菜谱。冰箱

内还设有摄像头，在录入食材放入时间后，可以

实时监测食材的情况。此外，冰箱还能联动烘焙

机、洗碗机、破壁机等家电设备。

不同平台间的开放融合也在悄然兴起，不同

品牌间的智能家居产品也在加速实现联通。

以华为智能家居为例，消费者只需通过华为

智能家居手机 App的平台就可以实现所有家电的

控制，包括台灯、窗帘、扫地机器人、净化器、摄像

头等，而这些设备并不限于华为自有品牌。

IDC 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累

计出货近 1.5亿台，预计 2023年市场规模将接近 5

亿台。

IDC中国分析师刘云认为，爆款产品、设备联

动、语音交互正在推动中国智能家居市场从单品

智能化向智能联动化演进。中国智能家居厂商

正逐步将竞争重心从产品提升至生态，语音平台

的广泛渗透和互联平台之间的广泛合作将成为

厂商争夺竞争筹码。

我国智能家居由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