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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

服贸会）上，各种机器人、人工智能（AI）应用引人

围观。在这场媒体云集的大会上，当然少不了媒

体机器人的身影。

其实，人工智能在媒体领域的落地已有几个

年头。不过在本届服贸会上，你可以领略到不少

与以往不同的全新应用。

机器人应用日益细分、全面

在服贸会展区，由新华社和阿里巴巴共同投

资成立的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展出了媒体人工

智能平台“媒体大脑”，其中汇集了 30多款媒体机

器人。

这些机器人应用，大都对应着十分具体的新

闻采编环节或流程。例如文字识别机器人、字幕

生成机器人、虚拟主播机器人、人脸追踪机器人、

智能配音机器人、数据新闻机器人……

如果你觉得上述机器人不太新鲜，那么，来了

解一下台风机器人吧。

“如果来了一场台风，台风机器人可以自动对

已有数据库进行分析，告诉你这场台风有哪些特

别之处，比如这是今年第几个在浙江登陆的台风，

是近 10年来第几大台风，引起的灾害程度可能排

第几位等。”新华智云品牌传播负责人叶健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它的功能是自动为媒体提

供多个可供参考的台风报道角度。

叶健介绍，除此之外，“媒体大脑”中还有洪水

机器人和地震机器人。其“后盾”都是数据中台：

数据中台搜集了公开的海量信息，通过人工智能

进行分析和学习，形成相应的知识图谱。

云上新闻中心是另一款非常实用的应用。“把

会议现场的直播流导入云上新闻中心，系统首先

会把嘉宾演讲转化成文字。”叶健告诉记者，如果

需要根据演讲制作一段精华短视频，那么选中相

应的“金句”，再配上音乐、视频模板，快速完成剪

辑供媒体发布。

本届服贸会上，其他类似的人工智能技术也

同时亮相。例如，商汤科技此次展出了智慧媒资能

力平台、人物视频翻库引擎、视频搜索剪辑平台等。

正在“溢出”到文旅、会展等行业

“目前‘媒体大脑’已服务 900多家媒体，其中

有很多是县级融媒体。”新华智云首席产品官王敏

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这些基层媒体的采编人员

和视频制作人员相对缺乏，而“媒体大脑”中的短

视频智能生产平台可以帮助它们快速对视频素材

进行智能剪辑。

记者了解到，近一两年的新趋势是，原本面向

媒体行业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溢出到文旅、会

展、体育等相关行业，为这些行业带来新的服务。

“媒体行业是‘媒体大脑’的大本营，很多新技

术都会先应用到媒体行业，然后拓展到其他行

业。”王敏说。Magic 拍摄机器人就是首先从媒体

行业溢出到其他行业的应用之一。

记者在展区现场看到，Magic 拍摄机器人前

方有一块大大的屏幕，下方有轮子，可以自动移

动。王敏介绍，这款机器人可以在用户和它互动

时，自动为用户拍照并利用云端人工智能技术剪

辑成专属化短视频。

如今，这款机器人不仅应用于新闻会场等场

景，而且已经在一些旅游景区落地。游客可以在

景区游览时与机器人互动，游览结束后，通过扫描

小程序，就能获得专属于自己的个性化景区游览

短视频。在王敏看来，Magic 拍摄机器人还有望

应用于体育赛事等场景，为运动员抓拍并剪辑某

场赛事的专属短视频。

“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技术，不会只在媒体行业

应用。”王敏说。

新趋势！媒体领域AI技术出现“溢出效应”
本报记者 刘园园

9月 13日，2020世界数字经济大会在浙江省宁波市闭幕。

智能科技正融入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的便利与无

穷的潜力正显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是多数参会者的共同感受。

尽管已到了会展最后一天，“哮天犬”的展台前仍人头攒动。

“哮天哮天，跳个舞吧。”随着工程师一句轻声指令，一只黑色机

械狗马上跟着节奏律动开来。匍匐、攀爬、倒地、翻身，摇头摆尾，舒

展四肢……一系列属于生物狗的“专属”动作，机械狗“哮天犬”都完

成自如。

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机器人试验部工程师李晨晨说，机械狗

“以假乱真”的秘密，得从它高度智能的“大脑”说起。

“激光雷达、RGB-D 传感器等精密设备集成在‘哮天犬’头部的

一个圆盒内。有了这个‘大脑’，机器狗就能在运行中构建复杂的环

境 3D地图，具备了对环境进行智能判断、智能规划、决策交互能力。”

李晨晨说，“哮天犬”可被用于复杂危险地形的勘探，并能胜任日常巡

检、安防等工作。“机器工作没有时间限制，人工只要负责设备的调试

和回传信息的接收处理。”

更好的创意，更高的效率，更优的质量——在不少一线数字科技

企业看来，这三个“更”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数字经济大会展馆的另一边，宁波捷创技术有限公司将“无人工

厂”搬到了展会现场。白色的桁架机器人、黄色的无人运输车、蓝色

的机械臂共同打造了一个闭环服务系统，向观众演示着如何根据顾

客需求有序调取货品、展开加工并分类仓储。

“通过自动化、工业网络化、工业信息化的‘三化合一’，结合 5G

信息技术的传输，我们的顾客可以在手机上一键下单，接到指令后的

系统会自动安排生产、制造、出货、配送。”公司总经理助理顾春霞介

绍，该解决方案已被数家国内大型制造企业采纳。

“我们提供从工厂里的机器人设计制造到数据采集与机器通讯，

再到云端架构搭建的一整套无人化解决方案。”浙江智昌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汪正考介绍，在他们方案的帮助下，制造企业能够

对生产进度实时把握、对机器状态有精确感知，企业要做的只是看着

物料进入工厂，再看着成品被送出工厂。

让技术更放心，让服务更贴心，让未来更安心——在不少专家学

者看来，这三个“心”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必然会连接供需双方的市场，

让市场决定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发挥出来，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

的决定性力量。”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主任毛光烈说，每一次

产业革命的背后，都有一些通用新技术的突破，而这些通用新技术大

部分将转化为新型基础设施服务社会。

“在蒸汽时代，我们看到了工厂、铁路的兴起与建设。在电气时

代，我们看到了电网、高速公路的普及化。在今天我们所处的信息时

代，数字经济同样面临着这个任务，它是实现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基石。”毛光烈说。

智慧，让未来更美好

——2020世界数字经济大会侧记

新华社记者 林光耀 顾小立

9月 5日，在
服贸会媒体融合
展区，工作人员
向观众介绍新华
社 的 vlog 智 能
生成系统。

新华社记者

鲁鹏摄

9月11日，观众在数字技术馆内参观机器人系统。
当日，第十届中国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博览会在浙江省宁波市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智博会重点聚焦智慧城市和数字经济、智
能制造等主题，设置数字经济综合馆、智能制造馆、智慧城市馆和数
字技术馆等4个展馆，近300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参展。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机械手臂“大展身手”

9月12日，智能机器人在复旦大学校园内“迎接”新生。
当日，近4000名复旦大学2020级本科新生开始报到。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智能机器人校内迎新生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言，“我宁可找到

一个因果的解释，也不愿意成为波斯人的王”。可

见，推理能力，是人类智能的重要体现。目前，尽

管人工智能在语音、图像识别等特定领域、特定类

别下，水平已经比肩甚至超过人类，但对日常生活

中的事情进行推理，AI却是一筹莫展。

例如，电影《教父》里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个

黑手党对糕饼店老板说：“这个店太漂亮了，但

是如果有一把火把这个店烧了，那就太可惜

了。”显然，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不是劝老板准备

好消防设备，而是恐吓老板赶紧交保护费。这

个结论对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 AI 则很

难理解。再如，张三问李四：“你最近忙吗？”李

四回答道：“我眼圈黑得可以扮熊猫了。”对于 AI

来讲，李四的回答和张三的问题是风马牛不相

及的两句话。

“目前 AI 所学的语料库里，只涉及数据之

间的相关概率，而没有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更

关键的是，AI算法里很少包含推理的模块。”8月

24 日，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和脑与智能实验室教

授刘嘉在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举行的“人

工智能的认知神经基础”重大研究方向发布会

上指出，而在人的大脑里有专门的认知结构来

进行推理以寻找因果关系。事实上，人类随时

随地都在寻找事件的因果解释，甚至会把一些

完全无关的东西关联在一起。可以说，因果推

理是人的一种本能行为。

有人说，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大数据+深度学

习+大算力，未来的人工智能就是更多的数据、

更大的算力加上改进的机器学习算法。这么说

对吗？“这么说并没有真正回答问题，属于线性

思维。深度学习在人脸识别等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但并未真正解决感知问题，例如对抗性图片

可以欺骗人脸识别系统，这不是个案，而是揭示

了深度学习的根本性缺陷。因此，人工智能未

来发展的关键不是简单提高算力和增加数据，

而是要重新思考智能模型。”北京大学计算机科

学技术系教授、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黄铁军表示。

什么是智能？“我认为智能是系统通过获取

和加工信息而获得的一种能力，从而实现从简

单到复杂的演化。比如说动力系统，汽车、飞机

通过油和电等能量进行运动，但这不是智能，如

果一个系统能够获取信息并通过加工信息获得

能力增长，它就是智能。”黄铁军说。

黄铁军表示，作为智能载体的系统可以是

有机生物体，也可以是无机的机器，包括计算

机。寄托在有机体上的智能称为生物智能，以

机器为载体的智能称为机器智能。而把人工智

能理解为“人工设计制造的智能”是偏颇的。

目前AI缺乏因果推理能力

“生物智能研究是脑科学的一部分，属于自

然科学范畴。如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大脑作

为研究对象基本是稳定不变的，人类的进化不

会在几十、几百年有多大变化。大脑是已知的

最复杂的系统，所以脑科学常常被称为自然科

学的最后疆域。”黄铁军指出。

机器智能是技术科学的前沿，黄铁军表示：

“因为人工智能这种系统的复杂程度是随着人

类的设计、开发以及环境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复

杂，所以机器智能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不断扩展

变化的对象，我认为智能科学是技术科学无尽

的开放疆域。”

“生物大脑是亿万年进化的产物，机器智能

没必要也不可能再从头进化一遍，而是应该在

生物大脑的基础上向前发展。”黄铁军表示。例

如，目前的机器视觉采用摄像头和计算机算法，

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存在计算复杂度

高、成本高等问题。黄铁军团队研制的新型视

觉传感芯片仿照生物采用脉冲方式表示视觉信

息，不需要大算力就能完成超高速视觉任务，成

果表明可从结构和机理上模仿生物大脑，再通

过光电系统特性大幅提高性能，这是人工智能

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

据 介 绍 ，北 京 智 源 人 工 智 能 研 究 院 在

2019 年发布的 5 个研究方向中，将“人工智能

的认知神经基础”作为 2020 年首个重大研究

方向，旨在将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

进行交叉融合，加强人工智能和脑科学的双

借鉴生物智能拓展研究途径

在自然界中，我们看到生物智能可以实现

很多目标。那么，生物智能是怎么工作的？

据介绍，生物界中，线虫神经元的数量是

302 个，果蝇是 25 万个，斑马鱼为千万级，小鼠

接近 1 亿，绒猴是 10 亿级，猕猴差不多百亿级，

而人有 860 亿个神经元。虽然这些生物体神经

元之间数量差别达亿倍，但是它们都能够满足

生 存 需 要 —— 获 得 食 物 ，逃 避 危 险 ，繁 殖 后

代。刘嘉指出，尽管不同的生物在智能的高低

上存在差异，但是无论是几百个神经元的线

虫，还是有千亿个神经元的人类，他们都具有

人工智能梦寐以求的通用智能。所以，从生物

智能的角度来看，通用智能并非一定要依赖于

非常多的神经元来实现，而是神经元通过某种

规则的组合。

但是，生物智能底层的规则是什么，现在尚

不清楚。刘嘉强调，“这些规则是可以通过研究

来获取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者分别从

三种不同角度探究智能的本质：一是自下而上

的生物学视角，它是忠实于生物神经基础的仿

真；二是自上而下来构建抽象的认知模型，以认

知科学为核心。三是最近兴起的折中之路，以

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在仿真与模型之间计算

科学的道路。”

刘嘉介绍说，今后的研究方向是把神经

科 学 、认 知 科 学 和 计 算 科 学 做 深 度 的 交 叉 。

而人工智能的突破可能就在这三个学科的交

叉点——它现在虽然是一个无人区，在技术

和范式上有很多未知，存在很多挑战，但是充

满希望。为在这个交叉点开展工作，必须要

有一个底层的支撑，这就是生物智能开源开

放平台。

具体而言，研究人员准备构建一个多尺度、

多精度、多模态的开源开放平台，把生物神经数

据、行为范式数据、认知过程及表征数据，以及

相应的生物、计算和认知模型等放进去。在这

平台之上，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探索智能的

本质，构建关于智能的理论。

三学科交叉融合探寻生物智能本质

神经神经、、认知认知、、计算三学科深度交叉计算三学科深度交叉

建开源开放平台建开源开放平台
探索人工智能探索人工智能““无人区无人区””

本报记者 华 凌

向互动和螺旋发展，揭示生物智能系统的精

细结构和工作机理，构建功能类脑、性能超脑

的智能系统，以视觉等功能和典型模式动物

作为参照物测试智能水平，为人工智能未来

发展探索可行道路。

刘嘉表示，从认知神经的角度考虑，理解智

能有 3 个层级，硬件层面、表征与算法层面以及

计算目标层面。对应到生物智能中，分别是脑

神经结构与功能、生物神经网络模型以及认知

模型。课题组将分别从 3个层面进行研究：生物

基础、网络模型、生物视觉。其中，将围绕“生物

视觉的认知神经基础”用多种脑成像的方法，探

究大脑的精细结构、阐明生物视觉的认知功能

和计算架构；进行“AI的脑解析”，利用认知神经

科学的研究方法打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网络）

的黑盒子；探索“类脑的 AI”，基于生物视觉认知

的研究成果，构建类脑视觉信息处理的模型与

算法。

“以认知神经为基础，人工智能将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轨道，尽管它的发展不会像大家想象那

么快，因为很多技术挑战需要解决，但只要方向

对头，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黄铁军表示，“如果要

实现类似生物那样的智能，我认为各种人工智能

探索途径最终都将收敛到生物大脑模型上。”

图说智能

目前，大数据+深度学习+大算力构成了人工智能

的主要发展模型，但更多的数据、更强的算力和改进

的算法却未必会让人工智能更聪明。有专家指出，人

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关键并不是简单提高算力和增加

数据，而是要重新思考智能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