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责任编辑 翟冬冬 A I
2022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五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如今，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100座垃圾焚烧炉引入了阿

里云工业大脑，每天有数万吨生活垃圾经由人工智能算法、

大数据预测分析转化为千万余度绿电。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瞭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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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宇轩 马晓澄

当下风头正劲的深度学习，起源于真空管计

算机的时代。1958 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弗兰

克·罗森布拉特受大脑神经元的启发，设计了第

一个人工神经网络，这个人工神经网络被命名为

“深度学习”。罗森布拉特知道，这项技术超越了

当时的计算能力，他惋惜地表示：“随着神经网络

连接节点的增加……传统的数字计算机很快就

会无法承担计算量的负荷。”

幸运的是，计算机硬件在几十年间快速升

级，使计算速度提高了大约 1000 万倍。因此，21

世纪的研究人员得以实现具有更多连接的神经

网络，用来模拟更复杂的现象。如今深度学习已

经广泛普及，被应用于下围棋、翻译、预测蛋白质

折叠、分析医学影像等多个领域。深度学习的崛

起势如破竹，但它的未来很可能是坎坷的。罗森

布拉特所担忧的计算量的限制，仍然是笼罩在深

度学习领域之上的一片阴云。如今，深度学习正

在逼近计算工具的极限。

巨大的计算成本

一个适用于所有统计学模型的规则是：要

想使性能提高 k 倍，至少需要 k2 倍的数据来训

练模型。又因为深度学习模型的过参数化，使

性能提高 k 倍将需要至少 k4 倍的计算量。指数

中的“4”意味着，增加 10000 倍计算量最多能带

来 10 倍的改进。显然，为了提高深度学习模型

的性能，科学家需要构建更大的模型，使用更

多的数据对其进行训练。但是计算成本会变得

多昂贵呢？是否会高到我们无法负担，并因此

阻碍该领域的发展？

为了探究这一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科学家收集了 1000 余篇深度学习研究论文的

数据，涉及图像分类、目标检测、问答系统、命名

实体识别和机器翻译等。他们的研究显示，深

度学习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在不增加

计算负担的前提下提高性能，计算量的限制就

会使深度学习停滞不前”。芯片性能的提升是

否跟上了深度学习的发展？并没有。在 NAS-

Net-A 增加的 1000 多倍的计算量中，只有 6 倍

的提升来自于更好的硬件，其余都是通过使用

更多的处理器或运行更长时间达到的，伴随着

更高的成本。理论告诉我们，提高 k 倍的性能

需要增加 k4倍的计算量，但在实践中，增加的计

算量至少是 k9倍。

根据研究人员估计的图像识别领域“计算成

本—性能”曲线，将错误率降到 5%，需要进行 1028

次浮点运算。另一项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

默斯特分校的研究显示了计算负担隐含的巨大

经济和环境成本：训练一个错误率小于 5%的图

像识别模型，将花费 1000亿美元，其消耗的电能

产生的碳排放与纽约市一个月的碳排放量相

当。而想要训练错误率小于 1%的图像识别模

型，成本就更是天价。

计算成本的重负在深度学习的前沿已经变

得显而易见。机器学习智库 OpenAI斥资 400多

万 美 元 ，设 计 并 训 练 了 深 度 学 习 语 言 系 统

GPT-3。尽管研究人员在操作中犯了一个错

误，但他们并没有修复它，仅仅在论文附录中简

要解释道：“由于高昂的训练成本，对模型重新训

练是不现实的。”

企业也开始回避深度学习的计算成本。欧

洲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最近放弃了一项基于深

度学习预测哪些产品将被购买的系统。该公司

的高管判断，训练和运行该系统的成本过高。

深度学习路在何方

面对不断上升的经济和环境成本，深度学习

领域迫切地需要在计算量可控的前提下，提高性

能的方法。研究人员为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一种策略是，使用为深度学习专门设计的

处 理 器 。 在 过 去 10 年 中 ， CPU 让 位 给 了

GPU、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和应用于特定程序的

集成电路。这些方法提高了专业化的效率，但

牺牲了通用性，面临收益递减。长远看来，我

们可能需要全新的硬件框架。 另一种减少计

算负担的策略是，使用更小的神经网络。这种

策略降低了每次的使用成本，但通常会增加训

练成本。二者如何权衡取决于具体情况。比如

广泛应用的模型应当优先考虑巨大的使用成

本，而需要不断训练的模型应当优先考虑训练

成本。元学习有望降低深度学习训练成本。其

理念是，让一个系统的学习成果应用于多个领

域。例如，与其分别建立识别狗、猫和汽车的

系统，不如训练一个识别系统并多次使用。但

是研究发现，一旦原始数据与实际应用场景有

微小的差异，元学习系统的性能就会严重降

低。因此，全面的元学习系统可能需要巨大的

数据量支撑。

一些尚未发现或被低估的机器学习类型也

可能降低计算量。比如基于专家见解的机器学

习系统更为高效，但如果专家不能辨别所有的影

响因素，这样的系统就无法与深度学习系统相媲

美。仍在发展的神经符号等技术，有望将人类专

家的知识和神经网络的推理能力更好地结合。

正如罗森布拉特在神经网络诞生之初所感受到

的困境，今天的深度学习研究者也开始面临计算

工具的限制。在经济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如果

我们不能改变深度学习的方式，就必须面对这个

领域进展缓慢的未来。我们期待一场算法或硬

件的突破，让灵活而强大的深度学习模型能继续

发展，并为我们所用。

（据《环球科学》编译：郑昱虹）

AI越来越强，但我们快要养不起了

近日，一位获得 2021年度万科公司优秀新人奖的员工“出圈”了。这

位名叫“崔筱盼”的员工并非真人，而是数字化虚拟员工。

无独有偶，在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上，以邓丽君为原型的虚拟人与真

人歌手对唱。再加上上海浦发银行的数字员工“小浦”、可以作诗作曲的

清华大学虚拟学生“华智冰”、快手推出的电商虚拟主播“关小芳”、活跃在

社交平台的虚拟人“AYAYI”……数字虚拟人应用迎来新一波热潮。

虚拟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真人？应用场景还有多大想象空间？火

爆的技术背后有哪些伦理问题需要关注？

各行各业出现数字虚拟人

快速监测各类事项的逾期情况和工作异常，通过邮件向同事发出提

醒，推动工作及时办理……在万科公司，承担这些工作的，是有着年轻女

性形象的数字化虚拟员工“崔筱盼”。

万科公司表示，“崔筱盼”是在人工智能算法的基础上，依靠深度神经

网络技术渲染而成的虚拟人物形象，目的是赋予人工智能算法一个拟人

的身份和更有温度的沟通方式。自 2021 年 2 月入职以来，随着算法不断

迭代，“崔筱盼”的工作内容陆续增加，从最开始发票与款项回收事项的提

醒工作，扩展到如今业务证照的上传与管理、提示员工社保公积金信息维

护等。

随着元宇宙概念兴起，“崔筱盼”这样的虚拟人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在公共视野。

临近春节，一些企业提供虚拟人物解决方案，可以为做直播电商的初

创企业提供服务。这些虚拟人物可以播报各类产品详情，并在直播间不

间断工作。

在“快手小店”直播间，电商虚拟主播“关小芳”已经完成多次直播。

“关小芳”和真人主播配合完成直播带货、连麦 PK等动作。从直播表现来

看，无论是肢体动作、头部动作、口型还是微表情，“关小芳”几乎与真人无

异。

在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上，以邓丽君为原型的虚拟人与现场歌手合

唱了《小城故事》等经典歌曲，让观众感受穿越时空的奇妙。

更早之前的 2021 年 10 月 31 日，虚拟美妆达人“柳夜熙”发布第一条

视频即登上网络热搜。到目前为止，“柳夜熙”在抖音只发布过六个视频，

就已经有 830多万粉丝，获点赞超 2000万次。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沈阳说，虚拟人

从功能和价值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播传媒类，比如虚拟明

星、偶像、网红和主播；第二类是专业服务价值类，比如虚拟专家、医生、教

师、员工；第三类是生活陪伴类，如虚拟宠物和亲属等。虚拟人在传媒、娱

乐、政务、医疗、教育、金融、养老等多个领域都拥有广阔应用空间。

市场研究机构量子位智库发布的《虚拟数字人深度产业报告》预计，

到 2030 年，我国虚拟人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2700 亿元，当前虚拟人产业

处于前期培育阶段。

这一波发展热潮动力何在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虚拟人以动漫、游戏的形象为主，集中在影视

娱乐产业。这一波发展热潮的特点是应用场景有了明显突破。虚拟人能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工作效率、解决工作质量标准化问题，并能更广泛地覆

盖服务人群。

据万科统计，自“入职”以来，经“崔筱盼”提醒的单据，处理的响应程

度是传统 IT 系统提示的 7 倍，她催办的预付应收逾期单据核销率达到

91.44%。

沈阳表示，针对新闻播报、游戏讲解、电视导播等媒体场景需求，虚拟

主播生成速度快、生产成本低，企业可提高内容产出效率，降低人力生产

成本，同时还能打造更具话题感和关注度的差异化品牌。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智能设计与机器视觉研究室执行主任宋

展分析认为，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技术突破使得虚拟人的制作更简单，交

互性更强，建模和动作捕捉的精细度不断提升，不论从形态、表情乃至声

音，都与真人越来越相似。

商业价值、资本力量成为推动虚拟人快速发展的又一原因。“Z 世代”

群体规模约 2.5 亿人，已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中坚力量，该群体的消费与审

美需求直接影响虚拟人的研发与应用。这部分人群的成长经历和环境，

也使得他们对虚拟人接受度更高。

当前，不少互联网企业正加速在虚拟人领域的投资布局。记者查询

工商信息平台企查查发现，网易公司旗下的网易资本从 2019年到 2021年

针对虚拟人有多起投资，仅 2021年至少 4起。不久前，百度公司发布了数

字人平台——百度智能云曦灵，可以为各行各业提供多种数字人生成和

内容生产服务。

虚拟人普遍应用还有多远

业内人士认为，虚拟人的兴起折射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走向融合

的大趋势，虽然未来虚拟人的智能化水平有望进一步提高，但要实现真正

融合还有不小距离。

目前，虚拟人背后的商业模式还未成熟，更多的还是人们对新技术、

新业态的一种好奇、验证、尝试。记者从万科公司了解到，在开发“崔筱

盼”之前，公司内部并没有这样一个负责提醒提示工作进度的岗位，开发

“崔筱盼”的初衷并非为了替代人力，更多的是出于对未来企业工作状态

的探索。

来自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智能设计与机器视觉研究室的信息

显示，制作、训练虚拟人的技术还不够成熟，尤其是 3D 成像设备、后期制

作开发等成本居高不下，建模效率相对较低。同时，虚拟人的算法性能有

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实时面部表情捕捉与还原的精准度亟待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虚拟人的伦理问题也引发关注。宋展表示，此前人工

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换脸”风险一度引起人们的警惕，而虚拟人对人物

原型的假冒替代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

受访专家提示，要警惕虚拟人在学习过程中将偏见与恶意“反哺”给

人类。此外，人类可能会到达一个临界点，即跟虚拟人互动的时间达到甚

至超过跟真人互动的时间，有些人可能会沉浸于虚拟世界，或者从虚拟人

身上寻找主要的情感依托，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需要我们在

跟踪技术的同时，尽快更新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让社会管理、伦理

道德与技术发展相协调。

数字虚拟人频频出圈

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真人？

不低于 850摄氏度，这是国家规定的正常工

况下垃圾焚烧炉炉膛内热电偶测量温度的 5 分

钟均值。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垃圾的清洁燃烧。

对城市垃圾的处理方法，主要有填埋、堆肥和

焚烧 3种处理方式。垃圾焚烧，是对城市生活垃

圾集中处置后，在密闭的锅炉内进行高温焚烧，焚

烧产生的热能以及蒸汽可通过汽轮机发电。它实

现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减害减量化和资源利用。

推广垃圾焚烧的一大掣肘，就是燃烧产生的

有毒有害气体。因此，我国对垃圾焚烧的炉内温

度和烟气污染物排放，都有严格规定。

就是在垃圾焚烧这样一个似乎并不时髦的

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悄然发挥作用。

如今，全国有近 30个城市的 100座垃圾焚烧

炉引入了阿里云工业大脑，每天有数万吨生活垃

圾经由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预测分析转化为千

万余度绿电。

据官方数据，“十三五”期间，全国共建成生

活垃圾焚烧厂 254座，累计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

厂超过 500座，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约

45%，初步形成了新增处理能力以焚烧为主的垃

圾处理发展格局。

为控制二 恶英类有机污染物的生成，垃圾焚

烧需满足“3T”准则：即焚烧垃圾需要在一定的

焚烧温度和湍流强度下停留一定的时间。其中，

湍流强度和停留时间可通过炉膛结构设计保证，

而垃圾的焚烧温度则需由实际运行调节。

2017 年，阿里云进入了一个特殊的行业：

固体废弃物处理。阿里云智能制造与能源电

力技术总经理孔令西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们

在调研垃圾焚烧厂时发现了两大痛点——燃

烧产生的主蒸汽流量波动大，一线操作人员的

工作量特别大。

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垃圾焚烧排炉温

度无法“自觉”稳定在 850摄氏度以上。

烧垃圾不比烧煤，煤的热值完全恒定，但垃

圾不一样。城市生活垃圾的成分复杂——这一

抓斗抓到的，可能菜叶子居多，热值就低；下一抓

斗抓到的，可能塑料制品居多，热值就高。焚烧

也是如此，如果不人工加以调控，火焰就会时大

时小，温度也上蹿下跳。

武汉市汉口北生活垃圾发电厂生产技术部

运行值长朱灿钢感叹，炉膛温度、主蒸汽流量、烟

气排放的指标图波动很大，“像心电图一样”。指

标波动大，污染气体排放的风险就高，垃圾焚烧

发电的效率也会受到影响。

这就导致工人师傅的工作量也大。他们得

时刻盯紧显示器上的数值，随时调整进料量、进

风量等参数。一天下来，点击鼠标可以达到上万

次。“我们四班三倒，8 小时盯着炉子，工作强度

大，上厕所都要跑着去。要是出现意外情况，真

的是手忙脚乱。”朱灿钢说。

能不能让人工智能把老师傅的经验学会，把

这套基于经验的复杂流程，把一天上万次的点

击，变成智能化、数字化的程序？

一天点击鼠标上万次

调控温度让工人师傅工作量巨大

从 2017 年起，阿里云工业大脑团队开始和

国内垃圾焚烧厂合作。他们的目标，是让垃圾焚

烧炉像智能汽车一样，实现高度自动运行。

“每一个项目，就像一个小型的战役。”阿里

云工业大脑算法工程师蒋大庆说。为解决问题，

算法工程师也要去到车间，和师傅们工作在一

起，持续进行系统的开发调试和优化。

2021年 4月，蒋大庆入驻汉口北生活垃圾发

电厂，那是他第一次走进垃圾发电厂，“感觉很震

撼”——原来垃圾焚烧炉这么大，原来工人的工

作量这么大。蒋大庆也第一次知道，想要垃圾焚

烧炉实现稳定燃烧，涉及燃烧温度、烟气含氧量、

主蒸汽流量等十多个变量的协调，这是一套非常

复杂的系统。

蒋大庆是博士，一直跟程序打交道，刚进厂

时，他不了解师傅们在干什么，师傅们也不懂这

个年轻人能干什么，能干成什么。蒋大庆调整心

态，放下所谓高技术人才的优越感，把自己当成

一个新手工人，了解老师傅的需求。他看到了师

傅们的辛苦，也想着要让师傅们工作得更体面、

更轻松。

团 队 在 传 统 的 垃 圾 焚 烧 分 散 控 制 系 统

（DCS）上，叠加了阿里云历时 4年自主研发的人

工智能控制系统 AICS，集成控制、建模、优化、仿

真等能力，让现有系统具备了更加精准的洞察

力。

比如，他们建立了机器学习模型，估算进入

炉膛的垃圾料层厚度。哪里料多，哪里料少，机

器大脑就像最老道的工人，结合进料速度、炉内

温度、风流量、风室风压、炉排运行周期等各类其

他参数进行间接估算。

他们还让摄像头具备了图像识别能力。火

焰，从显示屏上看都大同小异，人工智能则可以

根据火焰的位置、亮度和大小，给出更多信息。

看位置，可以知道燃烧主要发生在哪些区

域；看亮度和大小，可以从侧面反映炉膛内不

同区域的温度状态。炉膛温度测量，多采用热

电偶式的接触式点测量技术，但由于垃圾焚烧

算法工程师来了

用工业大脑赋能控制系统

武汉市汉口北生活垃圾发电厂总经理成超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阿里云工业大脑在发电厂投

入应用以来，炉膛温度基本上都能维持在 850摄

氏度以上，进一步减少了污染物排放，员工的劳

动强度也大幅降低，不用一直手动调节。还有一

个可喜的变化——单位垃圾的发电量提升了

5%。相当于每吨垃圾多发 25 度电，进一步实现

了碳减排。

孔令西介绍，近年来，阿里云的工业大脑应

用在钢铁、水泥、化工、电池、油田、火电等诸多领

域。深入车间多年，他体会颇多。企业对智能制

造和工业互联网愈发重视，接受程度也在提高。

但这毕竟是一个跨学科领域，需要懂算法、懂互

联网的技术人员，也需要懂垂直领域、碎片化领

域工艺知识的专业人员。靠一支团队一样样去

啃、一点点熟悉，一家家调研、推进和落地，是很

难的；要把工业生产的经验、知识沉淀成软件和

算法模型，也是挑战重重。

而且，传统工业企业自身与互联网结合的能

力也存在不足。过去，不少企业认为既然人力可

以胜任，就没必要专门招人去研究算法、搞技

术。不过，孔令西也发现，近些年来，有远见有决

心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多，他们对通过技术降本增

效有迫切的需求，急需的是核心技术能力与良好

的运行维护机制。

目前我国工业智能化服务的生态还处在建

设初期，核心的技术工业软件、模型也大部分掌

握在国外厂商手里，国内生态伙伴赚的更多的是

辛苦钱。

“我们希望能通过持续攻关，掌握工业互联

网领域的核心技术，并将我们多年来探索、改进

和优化后的模式形成标准平台工具，开放给全社

会，推广落地到更多厂家，让中小型企业也能够

实现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孔令西说，服务工

业，服务民生，实现降本增效，节能减排，是工业

大脑真正的使命所在。

开放核心算法技术

让全社会加入低碳环保行动

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人员劳动强度降低人员劳动强度、、提高发电量提高发电量

垃圾焚烧炉垃圾焚烧炉““大脑大脑””如何一脑三用如何一脑三用

炉膛内属于高温、高烟尘、高湿度、大截面焚烧

工况，传感器工作环境较为恶劣，所以测量值

不能准确代表实际焚烧温度，也具有一定的滞

后性。火焰的图像识别，能更加迅速、精准、分

区域地判断温度，帮助自动控制系统及时地进

行预判和调整。

蒋大庆介绍，他们对燃烧过程中的关键变量

做了人工智能预测，训练出的大数据模型可以预

测未来一段时间炉膛温度、含氧量、烟气的变化

情况；再结合广泛应用的自动控制技术，在“工业

大脑”中综合运算后又自动把控制指令下发到设

备，形成闭环，最终让焚烧炉实现了自动运行。

2021年 6月，团队在汉口北生活垃圾发电厂

进行了 18 天的对比实验。9 天由纯人工操作，9

天由机器主导操作，结果显示，机器运行的稳定

性比人工操作高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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