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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几年全球自动驾驶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在

各国政策推动之下，随着与自动驾驶相关前沿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

运用场景的展开，自动驾驶时代正在愈行愈近。不过，目前这项技术

的运用距实现自动驾驶的商业化并非只有一步之遥，但已呼之欲出。

关于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报道已经越来越多，多国已经开始进

入实际测试阶段。比如，德国首都柏林拥有世界首条自动驾驶市中

心实测路段，但全长仅 3.6 公里；福特已经在迈阿密、底特律、华盛顿

特区、匹兹堡、加州帕洛阿尔托和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多处测试自动驾

驶汽车；北京则刚刚宣布百度 Apollo Park 正式建造完成，这是全球

最大的自动驾驶和车路协同应用测试基地，而去年，全国最大的智能

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在武汉正式揭牌。

但自动驾驶的测试并不等于很快就能投入商业化运行。目前，

各国基本都是在一个特定区域进行自动驾驶的测试。这些为自动驾

驶专设的路段和区域和现实中的道路仍有相当大的区别。在这些区

域或路段，通常是搭载着各种智能公路的基础设施，需要全覆盖无线

通信网络、监测系统等，为自动驾驶提供信息支持。大数据、5G、人

工智能、新能源充电等技术都将集成其中，加以体现。

目前，在结构化、封闭化道路上的驾驶成功并不一定能保证在开

放的、复杂的场景中成功；有明确的背景、特定任务、需要辅助性驾驶

的无人驾驶正在走向成熟，但是要实现完全自主的无人化驾驶仍有

不少挑战，需要前沿技术本身及其跨界融合走向成熟。同样，从载货

场景过渡到最后的载人商用，也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未来，当自动驾驶技术进入商业化阶段时，首先需要有大量符合

要求的基础设施，这需要大量投入。中国国内计划建设的为 2022年

举办的亚运会服务的“超级高速公路”预计每公里建设费用超过 4亿

元，这样一条 160 多公里的道路也主要只是被赋予试点和探索的示

范、突破和带动作用，当然成功以后，也可以逐步从为货车服务过渡

到为客车服务，进入商业运营。不过，要实现自动驾驶商业化，需要

的不只是一条超级公路。

除了道路建设外，其他研发也需大量投入。各国政府已经纷纷

投入重金，并推动向民间投资开放这一领域，以期在 10 年左右的时

间内完成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为充分利用好研发资金，提高研发速

度，大型跨国企业也在纷纷联手合作。比如，德国大众对 Argo AI投

资 26亿美元，和福特分摊自动驾驶开发费用。

从技术角度看，仍需要大量的提升和磨合时间，使自动驾驶达到

较为成熟的水平，除了提升自动驾驶汽车的性能外，还要保证整个路

网的运行效率。比如，5G 有望为汽车行业的车联网及自动驾驶技术

带来颠覆性改变。全球 5G技术虽然已经在去年进入商用时代，但仍

需解决覆盖网络范围、信号稳定性、价格等问题，尤其是应用在智能

网联汽车领域的 5G技术，相较于目前手机应用场景中的要求也将更

高，需要有一个实质性的发展。

对于自动驾驶技术而言，最为重要、最为人关注的是其安全性问

题，而且只有比人类自己驾驶汽车更为安全，自动驾驶技术才会有真

正的价值。

美国特斯拉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汽车企业，对自动驾驶也十

分热衷，但也常有事故消息传出。特斯拉宣称今年将很快推出全自

动驾驶，不过 6 月 1 日，一辆开启 Autopilot驾驶辅助的 Model 3 撞上

了一辆已经侧翻的货车，过程中 Model 3 并没有采取任何减速或者

转向避让的动作。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杰茜卡·奇基诺表示：“即使自

动驾驶汽车的反应速度可能比人类更快，我们仍然会看到一些问题，

它们并不能一直做出即时反应。”“自动驾驶汽车不仅需要完美地感

知周围的世界，还需要对周围的事物做出反应。”

一份咨询公司的报告估计，自动驾驶的商业化有望在 2025—

2026 年完成。尽管有种种挑战横亘在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经过

多年发展，目前自动驾驶已经进入产业化前期，实现商业化也已经进

入部分国家的时间表。 （据新华社）
题图为一辆进行自动驾驶载人载物测试的汽车（前）行驶在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测试道路上。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自动驾驶商业化还有几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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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设想将人类大脑的功能

映射到硬件上，即直接用硬件来模拟人脑结构，这种

方法称为神经拟态计算，这类硬件被称为神经拟态

芯片。经过近40年发展，神经拟态芯片相继问世。

全球知名信息研究和分析机构高德纳（Gartner）日

前的预测显示，到2025年，神经拟态芯片将成为高

级人工智能部署的主要计算架构，该芯片有望成为

用于AI系统的主要计算机芯片之一。

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以计算，即通过编程等

手段实现机器智能。其中深度学习是目前广泛

应用的技术之一，2006年左右，深度学习技术进

入大众视野。它通过添加多层人工神经网络，

赋予机器视觉、语音识别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等

方面的能力。

尽管深度学习有人工神经网络的加持，但

通过计算实现智能的影子并未消失。“只不过与

传统计算相比，深度学习的算法模型发生了变

化，实现的物理载体依然是计算机。”北京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黄铁军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而与深度学习采用的多层人工智能神经网

络不同，神经拟态计算构造的是脉冲神经网络，

通过模拟生物神经网络实现智能。它本身就是

能处理信息的载体，不再依赖于计算机。”黄铁军

表示，神经拟态计算是探索实现人工智能的新范

式。在信息处理方面，现在的人工神经网络处理

的是相对静态的、固定的信息，脉冲神经网络则

适合处理与时空高度相关的复杂信息流。

举例来说，机器人看到豹子时，采用深度学

习方法能识别出是豹子，但对机器人而言这只是

一个系统中的信息标签，而这些信息好像与它无

关，机器并不能结合这些信息为下一步的行动作

出判断。而人看到豹子，不仅可以通过外观识别

出自己面对的动物是猛兽，还会观察豹子的行

动，甚至判断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并根据综合

信息作出是否需要逃跑的判断。“这才是真正的

智能。智能不仅是信息分类这么简单，它是对时

空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并作出决策行动的过程。”

黄铁军解释道，神经拟态计算就是要通过模拟生

物神经网络的方式，让机器拥有接近甚至超越生

物神经网络的系统，帮助机器感知自然界中时空

变化的信息，实时处理信息流并采取行动。

脉冲神经网络信息处理不再依赖计算机

深度学习的大规模应用对计算机的计算

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也让经典计算机的

耗能一直居高不下，而按照生物神经网络结

构设计的神经拟态计算，已成为大势所趋和

必然选择。

神经拟态学工程师、德国海德堡大学物理学

家卡尔海因茨·迈耶（Karlheinz Meier）表示，人脑

相对计算机而言有三大特性：一是低能耗，人脑

的功率大约是20瓦特，而当前试图模拟人脑的超

级计算机需要几百万瓦特；二是容错性，人脑时

刻都在失去神经元，而不会影响脑内的信息处理

机制，而微处理器失去一个晶体管就能被破坏；

三是无须编程，大脑在与外界交互的过程中自发

地学习和改变，而无需像实现人工智能的程序一

样遵循预设算法所限制的路径和分支。

黄铁军认为，通过模仿生物神经网络实现

机器智能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研究路线，未来它

甚至有可能突破生物智能的天花板。尽管生物

神经网络是一个慢速系统，每秒钟能产生的神

经脉冲数量只有十几个，生物获取和处理的信

息量也处于较低水平，但一旦将生物神经网络

电子化，其处理信息的能力将比被模拟的生物

大脑高出多个数量级。

黄铁军说，当与人脑类似的“电脑”变为现

实时，它对人脑的大幅度超越就发生了：速度

上，“电脑”可以比人脑快多个数量级；规模上，

没有颅骨限制，“电脑”可以根据需求扩容；寿命

上，电子系统即使有损耗，也可以复制迁移到新

系统而永生；精度上，生物大脑的很多缺陷和短

板将被“电脑”避免和弥补。

“电脑”超越人脑成为可能

虽然神经拟态计算前景广阔，但要实际应

用仍面临不小挑战。黄铁军认为，缺少应用于

现实的模型是神经拟态计算最大的瓶颈。

目前不少研究人员正在寻觅突破瓶颈的方

式。有两种主要的技术途径：第一种是照着生物

的脑部结构，依葫芦画瓢设计神经拟态计算系

统。但前提是搞清楚生物神经网络的细节，如神

经元的功能、结构，神经突触连接的特性等。

当前，人脑神经元的工作模式大体上已被

科学家们掌握，大脑中数百个脑区的功能分工

也已探明，但是脑区内的神经元网络的细节依

旧是个谜。如果把生物神经网络看成地球，单

个神经元就是城市里的一户人家，目前城市之

间的交通连接是比较清楚的，但这远远不够，还

要搞清楚每户人家是如何连接起来的。人脑有

近千亿个神经元和数百万亿个连接，要解析出

精细蓝图，工程量可想而知。

黄铁军认为，20年内就很有可能弄清楚人脑

神经网络的精细结构。他还提到，研究人脑结构

是个长远目标，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斑马鱼、果蝇

等动物的脑结构。他预测，几年之内果蝇脑（包

含约 30万神经元）就能解析清楚，这个级别的脉

冲神经网络模型就会出现，利用果蝇脑模型，无

人机就能更好地实现飞行、避障、追逐等。

在生物神经网络蓝图完成之前，第二种技

术路径是人工设计脉冲神经网络模型。这也是

黄铁军团队的工作内容之一，如基于对生物视

觉的初步了解，设计视觉脉冲神经网络模型；根

据机器对于目标检测、跟踪和识别功能的需求，

研发超速全时视网膜芯片等。

专家表示，一旦能解决实际问题，神经拟态

计算将会改变人工智能的发展格局。不过，深

度学习作为基本方法依然有存在价值，就像算

法仍然会在其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一样。另

外，仿生物神经网络是实现强人工智能的一条

途径，多种多样的生物智能本身就是最好的证

据，但这不等于说所有的智能问题都要用仿生

方式去解决。

“神经拟态计算不是实现智能的唯一方

式。”黄铁军强调。

目前缺乏应用于现实的模型

改变改变AIAI发展格局发展格局
神经拟态计算还差关键一步神经拟态计算还差关键一步

实习记者 代小佩

5
2020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三

新闻热线：010—58884102
E－mail：zdd@stdaily.com

■责编 翟冬冬
AI LAB AI实验室

近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利用人工

智能研究了性格和面部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团

队征集了 12000 多名志愿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 31000多张自拍学习了 128种人脸特征，并且

将志愿者的人格特征分为五类，即责任心、神经

质、外向性、亲和性、开放性。结果显示，AI 在基

于静态面部图像预测性格方面的准确率达到了

58%，其中对于责任心的准确率高于其他四个人

格特征。用 AI识别性格，这种“玄乎”的操作让人

不禁联想到之前在网上大为流行的“AI相面”，而

事实证明，利用 AI相面是假，坑钱是真。

那么这次《自然》杂志发表的研究成果和“AI

相面”有哪些区别呢，我们是否真的可以通过面部

特征窥见人心？

通过映射函数确定面部
和性格关系

“‘AI 相面’并不可靠，大多是数据拟合出来

的一个牵强附会的结果。”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研究员孙哲南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前已有媒体报道了“AI 相面”的“吸金”套

路及其分工明确的生意链。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翁

冬冬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面部识别虽然是身

份识别的主流方向，但用于看相并没有科学依据，

娱乐性质更多一点。这样的程序开发门槛并不

高，在网购平台花几百到几千元购买外包服务就

能很快开发出来。

孙哲南表示，与“AI 相面”不同的是，论文

中的研究采集了大量样本，并用计算机深度神

经网络模型学习了人脸特征与性格之间的关

联映射函数。论文显示，研究最初的样本参与

者达到 25202 名，照片总数达到了 77346 张，经

过数据筛选程序，最终得以保留的数据集包含

12447 份有效问卷和 31367 张照片。这些参与

者的年龄介于 18 岁至 60 岁之间，其中女性占

比 59.4％，男性占比 40.6％。在此基础上，研究

团队用神经网络评估了人脸的 128 种特征，比

如嘴巴宽度、嘴唇或眼睛高度，确保了实验覆

盖的数据量级和多样性。得到数据之后，研究

人员将数据分为两组，一组用来训练 AI，一组

用来测试神经网络的准确性。实验中的两类

数据，用于训练的数据集占比 90％，用于验证

的数据集占比 10％。

在 AI系统的设计上，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计

算机视觉神经网络（NNCV），来区分不同的面

孔，并且记住面部图像的特征。同时，研究团队还

训练了人格诊断神经网络（NNPD），NNPD 根据

从 NNCV 分析出的信息，预测输出五种人格特

质，整个过程分别针对男性和女性面部识别进行。

进行情感计算需先建立
与心理活动的关联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人脸识别

已经有从“读脸”到“读心”的发展趋势，那么通过

照片、视频等识别人脸表情，人脸识别技术需要哪

些发展？

孙哲南认为，人工智能的“读心”功能目前主

要是通过情感计算实现。

早在 1997年，MIT 媒体实验室就提出了情感

计算的概念，情感计算旨在通过赋予计算机识别、

理解和表达人的情感的能力，使得计算机具有更

高的智能。在情感计算的研究中，情绪识别是最

基础、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情绪识别主要通过

面部表情、语音、文字、生理信号等模态的数据，来

识别出人类的各种情绪。

“目前情感计算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和进展，但

是技术还不够成熟。通过表情分析心理活动是情

绪识别不可缺少的方式，但表情识别比人脸识别

更加难，因为心理活动的表现因人而异，很难统一

建模全球所有人的喜怒哀乐与人脸数据之间的量

化关系。首先给人脸图像标注情感类别和强度就

是很难的事情，‘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此外，情绪判定存在主观性甚至掺杂地域文

化风俗习惯等因素。”孙哲南说，因此从识别身份

到识别表情，人脸识别技术需要更先进的计算模

型建立人脸图像、视频与心理活动之间的关系。

但目前机器人有智商无情商，达到高度和谐的人

机共存仍然任重道远。

此外，孙哲南强调，如果通过面相自动判断性

格的技术到达成熟阶段，这种技术将会在企业招

聘、职业规划、人机交互、广告营销等领域得到应

用。但这种基于面相的性格识别会先入为主地判

定人物性格，进而带来一些伦理问题，例如性格歧

视与偏见等。

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可确定性格和面部特征关系

AI不仅能认脸，还能“读心”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新华社讯 （记者魏一骏）记者从浙江省交通集团获悉，到 2022

年杭州亚运会召开前，浙江将基本建成覆盖杭州湾区域的智慧高速

公路网，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好基础性支撑。

浙江于 2019年启动智慧高速公路建设，目标打造具备“智能、快

速、绿色、安全”特点的高速公路。目前，位于沪杭甬高速柯桥至绍兴

段的智慧高速试验段已运营半年，道路通行能力提升 20%，道路拥堵

时间降低 10%。

据了解，到 2022 年，浙江交通集团将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超

2700亿元，占全省高速公路和铁路项目计划投资额的 60%以上，计划

建成高速公路 741公里、铁路及轨道交通 969公里。

2022年智慧高速公路网
基本覆盖杭州湾区域

神经拟态芯片是实现神经拟态计算不可或

缺的硬件之一。目前，神经拟态芯片和当下备

受市场青睐的 AI 加速器均为处理神经网络而

设计，都比 CPU 性能高，且都声称能耗更低。

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有人提出疑问：神经拟态

芯片和 AI加速器之间会发生竞争吗？

英特尔神经拟态计算实验室主管迈克·戴

维斯（Mike Davies）认为，神经拟态芯片不能直

接与传统的 AI 加速器相比。AI 加速器是为深

度学习而设计的，它使用大量数据训练大型网

络，而神经拟态计算处理单个数据样本。神经

拟态芯片接收到真实世界的数据信息后，以最

低的延迟和最低的功耗进行处理，此模型与 AI

加速器完全不同。

黄铁军称，神经拟态芯片和AI加速器的价值

取向完全不同。神经拟态芯片是面向未来的技

术，旨在打造全新的架构，建立新的智能模型和

体系。而AI加速器则是立足当下产业的技术，其

目的是把“计算机+软件”打造的人工神经网络硬

件化，提高运行效率。“至于让人工智能处理时空

信息，构建更复杂的神经网络，并非 AI加速器当

下的着眼点。毕竟，从产业化角度来说，应用于

现实场景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神经拟态芯片和 AI 加速器之间不

会发生竞争。”黄铁军称，假如脉冲神经网络最

终替代了深度学习技术，今天做 AI 加速器的生

产商或许会转战神经拟态计算市场，不过那是

另一回事。

神经拟态芯片不会与AI加速器形成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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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到 2025 年，神经

拟态芯片有望成为用

于 AI 系统的主要芯

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