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编 致 辞 

自 1995 年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以来，历经演变和拓展，

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对行业和领域的格局、秩序和体系具备重构能

力技术的统称。颠覆性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变革的重要推

动力量，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竞争前沿。持续深入开展好战略

研究，尽早识别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在我国当前由大变强、奋力

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对颠覆性技术

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和落实指示要求，

2016 年 8月 25 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发起成

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创新战略院”），

目的是联合国内单位组织开展持续、系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为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颠覆

性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展现国内外对颠覆性技术的相关

观察与思考，在工程院和中物院的领导和指导下，创新战略院和

“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项目组决定编辑

出版《颠覆性技术快报》，期望能为决策层提供有益参考，为同

行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主   编： 

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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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美国防部 2021 财年预算对新兴技术的支持情况 

【美国国防部官网 2020 年 2 月 10 日】美国国防部发布 2021 财年

预算，概述了下一财年国防部的支出重点，总金额达到 7054 亿美元。

在新兴技术和先进武器投资方面，高超声速滑翔武器独占鳌头，总预

算金额达 33.6 亿美元（相比 2020 财年的增幅为 23.5%）；生物技术的

研制预算增加到 10 亿美元；定向能武器研究预算为 17.4 亿美元，相

比 2020 财年略有减少（降幅为 5%）；量子计算预算为 3.67 亿美元，

相比 2020 财年大幅增加（增幅为 42.2%）；自主系统预算有所降低（从

35 亿降至 28 亿美元），但人工智能却大幅增加（从 13.6 亿美元增加

至 19.8 亿美元）。（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DARPA 2021 财年预算概况及发展动向解析 

【Comptroller Defense 网站 2020 年 2 月】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

局（DARPA）发布 2021 财年“研究、开发、试验与鉴定”预算申请，

对新财年经费支出进行了系统规划与概略说明。与上年度相比，2021

财年预算总规模、项目体系安排及重点关注领域基本保持稳定，人工

智能、太空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项目布局逐年优化，预算申请

呈持续增长态势，体现了 DARPA 当前的工作重点和近期发展趋势。 

2021 财年，DARPA 预算总额为 35.66 亿美元，分布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先期技术开发和管理保障 4个阶段（各阶段预算分别为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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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15.68 和 0.88 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15%、38.6%、44%和 2.4%）。

预算文件中共列出 14 个项目单元，与 2020 财年相同，其中，仅 5 个

项目单元（网络中心战技术、国防研究科学、材料与生物技术、传感

器技术、生物医学技术）预算较上年增长。受国防部推进全域作战概

念影响，网络中心战技术项目单元增幅 大（增长 1.49 亿美元，增幅

近 30%）；战术技术、太空项目和技术、先进空天系统等 8 个项目单

元预算减少。受班组 X、机动部队防护等项目结束影响，战术技术项

目单元减幅 大（减少约 1.05 亿美元）；基础作战医学项目单元与上

年持平。14 个项目单元涉及数学与计算科学、网络科学、电子科学等

32 个领域、251 个项目（不含涉密项目）。（远望智库供稿） 

美国防部改革一揽子计划 

【防务新闻网站 2020 年 4 月 3 日】美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议员麦克·索恩贝里近日公布了国防部改革的一

揽子立法提案。这一揽子改革计划包括六个关键领域：（1）制定综合

保障战略。提案要求国防部对本部门的各项保障战略进行评估，以在

全部范围内，而非单个项目或军种范围内实现保障工作的“同步和简

化”；（2）国会季度工业简报。提案要求国防部就国防工业基础的弱

点以及正在采取的解决措施提交季度简报；（3）简化《美国法典》第

10 卷中的采购授权；（4）改革需求流程。索恩贝里希望对需求流程进

行两项评估，以指出其成功之处和过于复杂之处；（5）坚持改革工作。

索恩贝里支持国防部长埃斯珀的“夜间法庭”计划，他同时希望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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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在未来不会在该计划上倒退。为实现这一目标，提案“为国防

部设定了节约资金的目标，要求国防部每年报告、采取切实的节约改

革措施并且不得拖延”；（6）推进改革措施。鉴于国防部还没有提交

过去几年《国防授权法》要求的三份报告，索恩贝里希望国防部不要

逾期。这些报告可以追溯到《2014 财年国防授权法》，并且必须在 2020

年 10 月 1 日之前提交，否则索恩贝里可能以削减国防部拨款的方式

做出惩罚。（远望智库供稿） 

美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提出 AI 发展建议 

【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官网 2020 年 3 月】美国国家人工

智能安全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了第一份建议，建议主要包括：（1）2021

财年将非国防人工智能研发资金增加一倍，达到 20 亿美元，用于加

强学术中心和国家实验室在 AI 问题上的研究；（2）保留增加国防部

AI 投资建议的可能性，但表示希望在提出此类要求之前对这一问题进

行更多的研究。2021 财年，国防部申请约 8 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开发

资金和另外 17 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自主资金；（3）联合人工智能中

心（JAIC）主任应直接向国防部长报告，并应继续由具有重要作战经

验的人员领导，确保推动该部门对人工智能的投资；（4）国防部和国

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ODNI）应成立一个新兴技术指导委员会，由

国防部副部长、参联会副主席、首席 ODNI 副总监共同领导；（5）应

扩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政府微电子项目，以便开发用于生产、集成、

组装和测试人工智能使能微电子的资源；（6）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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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项目的资金应该增加到 5 亿美元。委员会还建议设立一个 2000

万美元的微电子试验项目，由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重点研

发智能硬件；（7）设立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国家安全联络点办公室（暂

定），鼓励盟国政府也建立相关组织，以加强国际层面的协调。（远望

智库供稿） 

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布科技愿望清单 

【National Defense Magazine 网站 2020 年 3 月 11 日】美军印太司

令部公开其科技愿望清单，清单中排名前三的技术分别为高超声速武

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定向能武器（包括激光武器和高功率微波

武器）。印太司令部还称全联网指挥、控制与通信（FNC3）也很关键，

该技术可将美国军队与盟国部队连接起来。另外，司令部也在关注量

子科学的发展，以及太空和网络能力、导弹防御、微电子和生物技术

等。（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国防部量子科技研究侧重于近期可用技术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官网 2020 年 3 月 11 日】美国防部研究

与工程副部长 Michael D. Griffin 表示，美国防部将专注于开发短期内

对军队有用的量子技术，特别是用于授时和导航的量子传感器、量子

磁力计以及相关的微电子技术，这些技术未来可用于弱信号或无 GPS

环境下的作战。此外，美国防部已在 2021 财年预算请求中申请 2300

万美元预算，用于开发一种稳定性增强的原子钟，以保持传感器网络

和加密通信通道的同步连接，支持国防部的关键任务行动。（中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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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韩国政府将加大对自主化、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的投资 

【英国简氏国防工业网站 2020 年 3 月 10 日】韩国国防采办项目

管理局表示，韩国计划在 2020 年投入 1772 亿韩元（1.5 亿美元）开

发军民两用技术，特别是将自主化、增强现实和 3D 打印等第四次工

业革命中发展的商业技术引入军事现代化核心工作中。这笔资金将由

采办项目管理局下属军民技术合作机构管理，旨在推动技术成果的军

民双向转化。（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日本拟在未来 5 年实现 6G 关键技术突破 

【国防科技信息网 2020 年 4 月 14 日】2020 年 4 月 8 日，日本内

政和通信部发布“6G 综合战略”的计划纲要，纲要表示日本将通过

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手段推动 6G 技术发展，力争在五年内实现相

关关键技术突破。计划纲要将 6G 定位为日本的“国家战略”，指出日

本公共和私营部门必须围绕该战略开展合作，政府应放松管制并提供

足额资金支持，尽快推动该技术发展，以在未来制定 6G 国际标准时

反映出符合日本利益的技术要求。日本还将建立一个由政府、行业和

学术界共同组成的合作组织，并与海外公司建立国际合作，推动实现

其战略目标。据悉，日本的“6G 综合战略”将于 2020 年 6 月正式发

布。（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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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发布《国家 5G 安全战略》 

【美国白宫官网 2020 年 3 月 23 日】美国白宫发布《国家 5G 安全

战略》，正式制定了美国将如何保障国内外第五代无线基础设施安全

的框架。战略阐述了美国及其盟友携手，领导全球 5G 通信基础设施

开发、部署和管理的愿景。该战略将通过四个方面实现国家网络战略

的目标：（1）促进 5G 在美国的推广；（2）评估 5G 基础设施的风险

并确定其核心安全原则；（3）管理使用 5G 基础设施对国家经济和安

全造成的风险；（4）推动全球 5G 基础设施开发和部署。（远望智库供

稿） 

美国计划利用超级计算资源抗击新冠病毒 

【美国白宫官网 2020 年 3 月 23 日】美国特朗普总统宣布成立“新

冠病毒高性能计算联盟”，由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美国能源部

和 IBM 公司牵头。该举措旨在充分利用美国的超级计算资源，帮助

新冠病毒研究人员构建模型，分析新冠病毒肺炎的发展过程，并推动

相关药物和疫苗的研发工作。“新冠病毒高性能计算联盟”目前汇集

了 16 个超算系统，可提供每秒超过 330 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处理

与生物信息学、流行病学、分子建模和医疗保健系统响应相关的大量

计算，从而帮助科学家在数小时或数天（而不是数周或数月）内找到

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复杂科学问题的答案。（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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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陆军举办“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会议 

【Apgnews 网站 2020 年 3 月 25 日】美陆军未来司令部网络跨职

能小组与指挥、控制和通信-战术计划执行官共同举办“联合全域指

挥控制”（JADC2）会议，与联合参谋部、国防部首席信息办公室、

陆军、空军、海军及海军陆战队的代表共同探讨了 JADC2 概念下的

技术、资源和实验等协同工作。美国防部定义 JADC2 为“利用所有

作战域的能力做出决策的艺术与科学以及将这些决策迅速转化为行

动的能力，以在竞争和冲突中获得作战优势”。其应用包括通过指挥

控制网络将所有作战域（如飞机、雷达、士兵可穿戴设备）的传感器

与武器系统联系起来，为所有作战力量提供支持。在 JADC2 概念下，

传感器和武器的所有数据都可通过联合网络访问。（远望智库供稿） 

美陆军 XTechSearch 竞赛选出十大科技创新企业 

【美国陆军官网 2020 年 1 月 29 日】美陆军颠覆性创新技术挑战

（XTechSearch）竞赛评选出十大科技创新企业，各企业将分别获得 12

万美元的奖金，并有机会将其产品应用于军事领域。这十家公司及其

开发的产品/技术分别为：（1）Bounce Imaging 公司研制的可投掷战术

摄像机；（2）GeneCapture 公司研制的便携式病原体快速检测系统；（3）

Inductive Ventures 公司研制的磁制动技术，可用于直升机紧急制动；

（4）IoT/AI 公司开发的可抵御网络攻击和抗干扰的设备；（5）LynQ 

Technologies 公司开发的无 GPS 情况下的低带宽、抗干扰数据传输技

术；（6）KeriCure 公司研制的伤口护理产品；（7）MEI Micro 公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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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微电子机械系统惯性测量单元，可大幅改善现有定位、导航与授

时能力；（8）Multiscale Systems 公司制造出的低成本、轻质、更结实

的航空运输、货运、车床内衬材料；（9）Novaa 公司开发的一种体积

小、重量轻、功能全、隐蔽性强的新型天线；（10）Vita Inclinata 公司

研制的直升飞机稳定系统。（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陆军研发出人工智能可靠性评估标准 

【美国陆军官网 2020 年 3 月 30 日】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联合工

业部门研究人员共同研发一种神经网络衡量标准，用于评估下一代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的可靠性与可信度。此项研究为创造下一代强

大而有弹性的算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机会，该方法用途广泛，可作

为附加模块应用于陆军众多现代化算法中。新的衡量标准可帮助陆军

开发更加安全可靠的机器学习技术，并可应用于指挥控制系统、精确

打击和决策支持系统。该方法也对陆军发展现代化优先事项具有重要

意义，对下一代网络解决方案具有很重要的应用价值，向战场作战人

员提供技术能力。虽然目前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尚未研发出可

检测新型攻击的方法。（远望智库供稿） 

美国国防创新小组将开发高性能量子太空传感器 

【C4isrnet 网站 2020 年 4 月 14 日】美国国防创新小组近日发布招

标信息，寻求开发一种紧凑、高性能的量子太空传感器，以帮助在深

空环境中利用量子技术实现精确的惯性测量和恒星跟踪，为无法使用

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深空航天器提供高质量定位、导航与授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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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该传感器可广泛应用于多种平台，旨在帮助航天器在 GPS 不可

用的深空环境中正常运行或在 GPS 可用环境下增强定位、导航与授

时性能。（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国能源部投入 3200 万美元用于开发低成本聚变能 

【美国能源部官网 2020 年 4 月 7 日】作为“实现核聚变能源突破”

（BETHE）计划的一部分，美国能源部宣布为 15 个项目提供 3200 万

美元的资金支持，以开发商业上可行的低成本聚变能源。美国能源部

能源先进研究计划局（APPA-E）负责人表示，BETHE 计划将通过概

念开发、组件技术发展以及团队能力建设来提供成本更低且成熟度更

高的聚变方案，有助于 APPA-E 将聚变能发展成为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可行能源。（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国能源部宣布拨款 1800 万美元用于稀土材料的基础研究 

【美国能源部官网 2020 年 4 月 14 日】美国能源部宣布拨款 1800

万美元，用于继续支持重要稀土材料的基础研究项目。该研究项目将

在稀土利用上寻求根本性突破，包括：改进稀土元素的获取方法，以

增加稀土元素的可用性或减少稀土元素的使用；使分离方式更加有效

从而提高重要稀土元素的再利用率；寻找稀土替代品等。能源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增加关键材料的可用性并为其寻找替代品不仅对美国的

能源安全至关重要，还将为商业应用开辟新的途径。（中物院科技信

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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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防部计划使用 3D 打印技术开发炸药 

【3D Printing Industry 网站 2020 年 3 月 16 日】英国国防部下属的

国防科学技术实验室（DSTL）开始开发 3D 打印的炸药。研究人员利

用 3D 技术为战区任务制造各种独特形状的爆炸物，为爆炸效果创造

新的可能性，同时通过 3D 打印按需定制还有助于减少材料消耗，降

低成本。（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日本利用 AI 系统来应对网络攻击 

【Cybersecurity Insiders 网站 2020 年 3 月 30 日】日本防卫省 2020

年计划在网络空间领域投资 2.37 亿美元，其中包括开发一个人工智能

（AI）系统来应对网络攻击。该项目可自动检测恶意电子邮件，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判断网络威胁程度，并对网络攻击做出回应。防卫省还

希望以 3150 万美元的价格购买网络信息情报系统，以收集针对防卫

省或自卫队的网络攻击的战术、技术和程序信息；同时，将网络防御

小组人员从 220 人扩大至 290 人，并对日本军方使用的网络设备的网

络安全措施进行研究。（远望智库供稿） 

DARPA Hallmark 项目变革太空态势感知和管理战略 

【DARPA 官网 2020 年 3 月 27 日】DARPA 表示准备结束“标记

（Hallmark）”项目，以便将项目成果纳入指挥官管理关键太空资产的

工具。“标记”项目经理表示，该项目将于 2020 年结束，但该项目为

对抗环境中作战指控系统开发的技术和流程将继续为其他作战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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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持。DARPA 的“标记”项目致力于提供全面的、突破性的实

时太空域系统和能力，以帮助解决这些技术和战略挑战。该项目构想

的系统将融合多样化来源的信息，允许模拟潜在行动并提前确定效果，

使制定、执行决策和观测结果所需的总体时间大幅降低。“标记”项

目重点研发了三种不同能力：（1）标识和警告。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来

检测威胁并发出适当的警报；（2）态势感知。将各种指示和警告信息

融合成一个协调的图像，并从多角度评估威胁态势。同时，预测可能

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事件；（3）行动过程研发。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

一系列有效识别威胁并做出反应的措施。（远望智库供稿） 

DARPA 启动“空域快速战术执行全感知”项目 

【DARPA 官网 2020 年 4 月 7 日】DARPA 宣布启动“空域快速战

术执行全感知”项目，该项目将与美国陆军和空军合作开展，目标是

在高度拥挤的未来战场上实现高效的空域作战和冲突消除，这种能力

对于实现 DARPA 的“马赛克战”概念尤为重要。该项目旨在在 复

杂和 具挑战性的敌方反介入/区域封锁（A2/AD）环境中，提供动态

空域的实时、通用作战图像，以便在同一空域同时、更安全地执行远

程火力任务以及有人/无人机行动。通过这种能力不仅可以为友军提供

持续更新的、实时的四维作战空间动态图像，还可利用其传感器网络

探测和绘制敌方位置图，增强态势感知。该项目专注于三个技术领域：

开发用于理解和决策的算法，开发或利用现有的低成本传感器来实时

检测及跟踪有人/无人机、开发虚拟实验室测试平台。（远望智库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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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PA 可抵抗欺骗攻击的人工智能（GARD）项目进展 

【英特尔公司网站 2020 年 4 月 9 日】DARPA 与英特尔公司及佐

治亚理工学院合作，共同开发可抵抗欺骗攻击的 AI。AI 可能会受到

系统和外部扰动的影响，从而产生存在偏差的运算结果，而恶意入侵

者可能利用这一特性欺骗 AI 工具。为此，DARPA 启动一项名为“增

强 AI 对欺骗的鲁棒性”（GARD）的项目。该项目的初始阶段将着重

于利用图像和视频中的空间、时间和语义的一致性来改进物体检测，

使得 AI 能够自适应地学会如何识别欺骗。DARPA 表示，希望通过该

项目产生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场景的防御方法，确保 AI 不会受到欺

骗。（远望智库供稿） 

DARPA 战术隧道项目进展 

【DARPA 官网 2020 年 4 月 1 日】DARPA 已选定三个团队进行战

术隧道（Underminer）项目研究。2019 年 3 月 2 日，DARPA 提出了

Underminer 计划，考虑把隧道战纳入到战术工具中。项目目的是证明

快速构建战术隧道网络的可行性，以提供安全的后勤基础设施，以在

部队穿越某个地区时预先部署补给或补给部队。除隧道方法、井下传

感和操作外，Underminer 还在寻求合并水平钻探、无挖掘技术和机器

人技术方面的突破，以创建一套允许一致的地下通道的系统。（远望

智库供稿） 

DARPA 启动“人体旅行适配器”项目 

【DARPA 官网 2020 年 4 月 6 日】DARPA 启动了一个新的“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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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适配器”项目，旨在开发一种可植入或可摄取的生物电子载体，

用于治疗美军士兵的腹泻和时差综合症。该系统被称为“为环境准备

的先进适应保护工具”（ADAPTER）项目。ADAPTER 将提供一种瞬

时的、非遗传性的手段，以延长和增强战士的战备状态。ADAPTER

项目目标是在身体内部产生治疗方法。ADAPTER 将管理一个战士的

昼夜节律，在时差或轮班时差等中断后，将恢复正常睡眠的时间减半。

（远望智库供稿） 

美智库发布报告指导美国技术创新，应对中国技术崛起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 2020 年 3 月 29 日】美智库新美国安全中

心发布报告《打造美国联盟创新基础》，为美国及其盟国的“技术创

新与保护共同体”计划制定了蓝图。报告提出，在与中国争夺技术制

高点的竞赛中，美国需建立“联盟创新基础”，深化与盟国的合作，

发展创新技术，以维持军事优势。具体建议如下：（1）加强美国技术

交流工具。主要体现为，增加主要技术开发项目的资源，如提高海军

全球研究办公室和国外武器对比试验项目的资金；增加美国大使馆相

关办公室项目的资源，以充分利用其创新生态系统；国防创新部门不

仅应发展国内创新项目，也要将业务推向全球。（2）增强盟友意识。

推进与盟国政府的信息共享，增强保护盟友技术的能力。（3）推出新

的合作平台，如建立双边国家安全创新基金。（4）创建积极的技术保

护激励措施，降低盟国在美投资壁垒。（5）利用美、日联盟，共享两

国“数据集”供两国企业和创新者使用。（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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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高超声速武器发展现状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网站 2020 年 3 月 17 日】美国会

研究服务处发布报告《高超声速武器：背景及国会考虑的问题》，概

述了美俄高超声速武器发展现状，并提出国会需要考虑的问题。其中，

美国方面的高超声速武器研究现状为：（1）海军。海军 2021 财年为

“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申请 10 亿美元，采用通用滑翔器+潜射助推，

于 2028 财年在“弗吉尼亚”级潜艇上实现初始作战能力；（2）陆军。

陆军 2021 财年为“远程高超声速武器”项目申请 8.01 亿美元，将采

用通用滑翔器+海军助推系统，射程可达 2253 千米；（3）空军。空军

2021 财年为 AGM-183“空射快速响应武器”项目申请 3.82 亿美元，

将研发能以 20 马赫飞行且射程达 925 千米的空射高超声速滑翔器原

型。迫于预算压力，“高超声速常规打击武器”项目被取消；（4）DARPA。

DARPA 2021 财年为“战术助推滑翔”项目申请 1.17 亿美元，将与空

军合作继续试验该项目，DARPA 还将继续研发“高超声速吸气式武

器概念”；（5）高超声速防御能力。美导弹防御局已发布“高超声速

区域滑翔段武器系统”拦截弹原型征询建议书，并研发天基传感器原

型，扩大对来袭导弹探测、跟踪的范围。此外，俄罗斯的高超声速武

器研究涉及：（1）“先锋”高超声速滑翔器。已于 2019 年 12 月进入

战斗值班，可搭载一枚核弹头，俄计划利用“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

弹进行发射；（2）“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飞行速度 6～8 马赫，

射程 402～966 千米，将于 2023 年投入作战；（3）“匕首”空射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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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 高速度可达 10 马赫，射程可达 1931 千米。 

此外，该智库认为国会应评估高超声速武器项目的资金请求，明

确加速高超声速武器、使能技术或高超声速导弹防御方案的研究是否

必要且技术可行；评估部署高超声速武器对战略稳定性有何影响；并

采取风险缓解措施，如扩大《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新的多边

武器控制协议等。（远望智库供稿） 

兰德利用兵棋推演来衡量网络安全和网络弹性 

【兰德公司官网 2020 年 3 月】兰德公司官网发布题为《衡量网络

安全和网络弹性》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可以用来衡量美国空军任务或

系统在网络竞争环境中表现的指标框架和评分方法。这些度量标准的

开发是为了在武器系统全生命周期各阶段都能够随时提出并通知采

办进行决策。报告主要提到了两种类型的网络指标：用于与对手网络

行动进行对抗的工作级指标和用于捕获网络组织缺陷的制度级指标。

这份报告以红蓝方兵棋推演的方式，为大家呈现了网络攻击中持续监

测网络弹性的重要性，并通过决策、文化和人员来详细分析了正确使

用这种衡量标准的方法。（远望智库供稿） 

量子计算机威胁通信安全 

【美国兰德公司网站 2020 年 4 月 9 日】美国兰德公司发布《在量

子计算时代确保通信安全：管理加密风险》报告。该报告提醒，未来

的量子计算机可能对当今 安全的通信构成威胁。这项研究是兰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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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Security 2040”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通过跨领域方式对未来威

胁进行分析和评估。报告认为，目前全世界都在对第一台有望彻底改

变计算技术的量子计算机翘首以盼，比当今任何经典计算机快几倍且

具有密码破解功能的量子计算机可能会在 12～15 年内面世。但量子

计算机的空前力量可能使其得以破解现代信息和通信基础架构所依

赖的数字加密系统。通过破坏这种加密，量子计算可能会危及安全通

信、金融交易和全球经济的支持系统。兰德公司认为，如果美国政府

迅速采取行动，起草并启用抗量子密码标准协议，就可以有效控制量

子计算机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但是，起草并实施抗量子密码标准协议

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一旦该协议正式启用，美国将可以从量子

计算中获得预期的巨大利益，同时保证隐私和安全性。（远望智库供

稿） 

美智库认为新一代武器系统是维持美国军事优势的关键 

【美国 PR Newswire 网站 2020 年 3 月 16 日】国际咨询公司 Frost 

& Sullivan 发文称，因潜在竞争对手带来层出不穷的威胁，美国武装

部队的技术领先地位面临挑战。为此，美国国防部已规划在 2018～

2024 年间投入约 4810 亿美元来识别和开发新一代先进武器系统及相

关技术，给新技术发展创造机遇。Frost & Sullivan 公司称，根据 2021

财年国防预算，国防领域共计 1100 多个项目的研究、开发、测试和

评估（RDT&E）总支出预计为 1065.6 亿美元，这些项目涉及一系列

创新技术概念，如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网络安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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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技术和高超声速等，将为商业供应商提供与国防部合作的机会。

Frost & Sullivan 称，大多数部队开发的技术同样具有商业应用前景，

同时私营公司与国防部合作开展 RDT&E 项目，也有利于其同步开发

商业解决方案。（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新型纳米级 4D 打印技术 

【美国先进科学研究中心网站（ASRC）2020 年 3 月 6 日】美国

纽约州立大学和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纳米级 4D 打印技

术。该技术结合了纳米光刻技术、微流控技术和有机化学技术，开发

出一种无掩模光刻系统，能够大规模创建出具有精密结构的有机物和

生物体。该技术在生物传感器、先进光学系统及药物研发等领域具有

广泛应用前景。（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脑机接口开发取得新突破 

【Cell 网站 2020 年 3 月 26 日】斯坦福大学与霍华德·休斯医学研

究所的研究人员发文称，将微电极列阵植入人脑，可将运动功能定位

到低至单个神经细胞的水平上。研究人员在四肢瘫痪患者大脑运动皮

层中名为“手结区”的区域植入了电极，利用电极测量单个神经元的

动作电位，研究微阵列在大脑中如何被激活。结果显示，手结区不仅

可被手部及胳膊的运动激活，同样也可被腿部、脸部及其他身体部位

的运动所激活。该研究首次发现先前被认为只与胳膊及手部关联的大

脑区域有着整个身体的信息，对开发可帮助瘫痪人群重新运动的脑机

接口具有重要意义。（远望智库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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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碳纳米管传感器，可监测植物健康状况 

【ScienceDaily 网站 2020 年 4 月 15 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开

发出一种可植入叶子的碳纳米管传感器，可用于监测植物的机械损伤、

感染以及光损伤等情况。该技术基于脂质交换膜渗透机制，可允许碳

纳米管穿过细胞壁进入植物细胞中。新型传感器能够有效监测植物在

遭受机械损伤、感染和光损伤时产生的过氧化氢，并通过近红外荧光

将植物健康状况传递出去。研究表明，该技术可用于监测草莓、菠菜、

生菜等众多植物，并可评估不同植物抵抗损伤的能力。（中物院科技

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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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低碳（废钢）时代的新型电炉技术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领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课题组 

在当前钢铁工业去产能的趋势推动下，未来时期废钢资源将逐步

增加，加之铁矿资源的限制，为电炉炼钢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资

源前提，低碳（C）（废钢）时代的新型电炉技术将成为黑色冶金领域

改变传统生产流程工艺的一种创新技术，对中国钢铁工业流程结构、

模式和布局、铁素资源消耗、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1‐3]。 

1 技术说明 

在未来 20 年内，随着中国废钢铁资源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在 2030

年后，中国钢铁工业中电炉流程占比将达到相当的比例。废钢是现代

钢铁工业主要的不可缺少的铁素原料，也是唯一可以大量替代铁矿石

的原料，是节能载能的再生资源。 

低 C（废钢）时代的新型电炉技术是在开发废钢连续加料工艺，

实现电炉“不开盖”连续“平熔池”冶炼的基础上，形成“炼个 1 炼”

的电炉流程结构，并使之从间歇操作走向准连续操作， 终实现电炉

流程总体准连续化运行。 

                                           

[1] 殷瑞钰. 钢铁制造流程结构解析及其若干工程效应问题[J]. 钢铁, 2000, 35(10): 1-7. 

[2] 王新华. 钢铁冶金-炼钢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3] 《中国钢铁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钢铁工业年鉴[M]. 北京:《中国钢铁工业年鉴》编辑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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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发状态及技术成熟度 

2015 年中国电炉钢比 7.3%，世界电炉钢比 24.8%；若不含中国，

世界其它国家电炉钢比为 42.1%，远高于中国。而我国由于钢产量上

升的原因，废钢资源量优势尚未显现，因此电炉技术尤其是新型电炉

的技术尚未得到重视，该技术的研发仍处于理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

研究阶段，还与技术成熟、以致工程应用有一定的差距。 

3 产业和社会影响分析 

当前的电炉流程由于开盖加料导致能量放散、环境污染严重等问

题突出，因此，开展该技术的研发极为迫切。该技术的研发成功和应

用，将会对钢铁工业流程结构、钢厂模式和钢厂布局、铁素资源消耗、

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产生重要的影响[4]。 

4 研发障碍及难点 

低碳（废钢）时代的新型电炉技术将成为黑色冶金领域改变现有

传统生产流程工艺的一种创新技术，技术研发将受到传统生产模式的

质疑和阻碍，因此技术研发不仅要克服技术本身创新的难点，还要克

服来自传统模式的阻力，同时新技术也要适应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 

5 发展所需的环境、条件与实施措施 

废钢是新型电炉的主要原料，电炉钢厂不仅要有废钢二次加工-

                                           

[4] 殷瑞钰. 冶金流程工程学[M]. 2 版.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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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场，要有必要的废钢加工、分类手段，而且还需要有废钢资源的

供应保障，因此新型电炉的发展需要有健康的废钢资源回收与供给产

业，这是其技术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构建这一环境所需要的

实施措施主要有： 

（1）加强废钢产业顶层设计，促进废钢产业合理布局、规范管理。 

（2）着力培育废钢加工配送的龙头企业，提倡分区设点和提高加

工、分类管理水平，推动废钢回收-拆解-加工-分类-配送-应用一体化。 

（3）推行废钢产品标准化、废钢加工企业环保绿色化、区域化的

发展方针。 

6 预计发展历程、阶段及产业化规模的预测 

该技术目前还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在原有电炉基础上改进的技

术已有实际应用，如 CONSTEEL 电炉、日本岸和田电炉、德国巴登

电炉等。 

2030 年之后，中国钢铁工业中电炉流程占比将达到相当的比例，

根据该技术所处的研究阶段，新型电炉技术未来的发展进程预测如下：

（1）2025 年，在熔池配置、流程匹配及流程智能化等方面基础研究取

得进展；（2）2035 年，新型电炉技术应用研究和实际应用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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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 

出版人工智能特刊 

吴飞1，况琨1，韩亚洪2 

（1.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2.天津大学计算机学院） 

人工智能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帮助并赋能社会，它是一门研究难

以通过传统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之道，具有增强任何领域技术

的潜力，类似于内燃机或电力的一种“使能”技术，并被广泛应用于

众多领域。此外，人工智能可以为农业、制造、运输和医疗保健领域

的特定技术提供支持，发挥“头雁”效应。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对

人类生活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 

目前，新一代人工智能（AI2.0）蓬勃发展，大数据智能、群体智

能、跨媒体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和智能自主系统在其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人工智能这一使能技术的下一步突破将来自多学科交叉内

禀，为此，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聘请吕跃广院士为特刊主

编，吴飞教授和杨强教授为特刊副主编，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报告了

近年来对人工智能的再思考成果。 

吕跃广院士以“人工智能：使能技术、赋能社会”为主旨撰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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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社论[1]，指出人工智能具有增强任何领域的技术的潜力，是类似

于内燃机或电力的一种“使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其他众多领域。

人工智能具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相互融合的特点，既可以为人类社

会提供帮助并赋能社会，又对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发展影响深远。 

围绕着“使能技术、赋能社会”主题，特刊共收录了 4 篇观点评

述文章和 8 篇研究论文。这些文章分别从人工智能知识表征与解读、

定向人工智能到通用人工智能的跨越、人工智能的应用等各个角度阐

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近期成果。为了促进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本

期特刊对人工智能架构加速、人工智能安全和人工智能伦理等方面进

行了深度探讨。 

 

图 1 人工智能：使能技术、赋能社会 

后，浙江大学庄越挺教授及其合作者从人工智能颇具学科交叉

内禀出发，探讨了人工智能下一步突破的可能[2]，提出需要从学科交

叉角度来推动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即汇聚多学科交叉方面努力，融

                                           

[1] Lyu 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abling technology to empower society[J]. Engineering, 2020. 

[2] Zhuang Y, Cai M, Li X, et al. The next breakthrough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AI[J]. Engineer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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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来自神经科学、脑科学、物理学、数学、电子工程、生物学、语言

学、认知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在理论研究、技术突破和创新应用

等方面解决更复杂的社会问题、重塑国家工业系统等。 

1 人工智能知识表征与解读 

浙江大学潘云鹤院士提出了由知识图谱、视觉知识和深层神经网

络等构成的人工智能三重知识表达机制。兰州大学李发伸教授等学者

介绍了如何解读机器知识，通过对物理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研究

方法的分析，提出了解读机器知识的一些原则和模式。上海交通大学

卢策吾研究员等学者讨论了通用智能代理的概念，并提出了基本流模

型和操作基元，用以描述并有效地模拟人类的操作技能和行为。 

（1）《人工智能的多重知识表达》[3] 

在 AI 2.0 时代，知识存在三种表达，包括知识的言语表达、知识

的形象表达和知识的深度神经网络表达。其中知识的言语表达的特点

在于使用符号数据，结构清晰，语义可理解，知识可推理，其典型例

子如语义网络，知识图谱等。知识的形象表达的特点在于适用于图形、

动画等形状、空间、运动的数据，知识的结构清晰，语义可解释，知

识可推演，其典型如视觉知识等。知识的深度神经网络表达的特点在

于适用于图像、音频等非结构化数据的分类与识别，其典型例子如

DNN、CNN 等。在《人工智能的多重知识表达》一文中，潘云鹤院

                                           

[3] Pan Y. Multiple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Engineer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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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提出了由知识图谱、视觉知识和深层神经网络等构成的人工智能三

重知识表达机制，它们彼此相互衔接、相互支持，从而有利于知识表

达与推理等智能计算的可解释性、可推演性和可迁移性的实现。人工

智能的这三种表达是针对人类记忆中的三种不同内容，其中知识图谱

对应语义的记忆内容；视觉知识对应情景的记忆内容；深度神经网络

对应感觉的记忆内容。 

（2） 《如何解读机器知识》[4] 

什么是知识？知识是现象变化的规律。人工智能体能够通过变换，

从输入得到输出，或者根据前一个输出调整下一个输出。这种输入和

输出，以及输出和输出之间的变化规律就是现象的变化规律，因此属

于知识。人工智能体是一个知识系统，具有知识结构和功能，我们将

人工智能体所蕴含的知识称为机器知识。人类通过解读智能体的知识，

可以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发展。《如何解读机

器知识》一文讨论了如何获取机器知识，特别是获取因果知识，这个

过程就是解读机器知识。该文通过分析物理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

研究方法，提出了解读机器知识的一些原则和模式，同时就一些具体

的方法，包括解读过程的自动化、局部线性化等，做了相应的讨论。 

（3）《通用智能代理》[5] 

                                           

[4] Li F, Li L, Yin J, et al. How to interpret machine knowledge[J]. Engineering, 2020. 

[5] Lu C, Wang S. General-purpose intelligent agent[J]. Engineer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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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希望智能设备能帮助我们完成各种

各样的任务。因此，我们经常需要根据不同的任务和场景设计各种机

器人和相应算法。但是，这样远远达不到我们对智能的期望，也满足

不了现实中对任务和场景自适应的需求。而反观我们人本身，如果将

人类看作一个“智能本体”。《通用智能代理》一文探讨了通用智能本

体的概念，一方面能像人一样在各种操作任务中迁移学习，另一方面，

体系结构能参照计算机的设计理念；并提出了元操作流模型作为底层

运行原理，实现对人类操作任务的解析和建模。基于这个模型，该文

进一步探讨了一种可能的通用本体体系结构，包括：执行模块，中央

GIA 处理器，感知模块，知识引擎和任务编译器。并且本文还提出一

个量化衡量本体通用智能能力的指标。 后展望了通用智能本体在各

个领域的应用。 

2 从定向人工智能到通用人工智能 

为了实现从传统定向人工智能到通用人工智能的跨越，我们需要

赋能人工智能以类脑性、可解释性、可推理性以及逻辑常识等。清华

大学戴琼海院士提出了缩小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差距的思路，并

讨论了从脑科学启发新一代人工智能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朱松纯教

授等人提出了“小数据、大任务”的范式，仅用较少训练数据去解决

多种任务。他们提出了 新突破的常识模型，来阐明“小数据、大任

务”这种新范式的潜在力量。雷娜和顾险峰教授等人从几何角度来理

解深度学习，特别是提出生成对抗网络的 优传输观点。为了赋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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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可推理性和可解释性，浙江大学况琨博士等学者提出在人工智

能研究中引入因果推理，并从不同侧面介绍了因果推理的模型和方法。 

（1） 《从脑科学到人工智能》[6] 

回顾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脑科学对人工智能领

域的深度学习等巨大突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尽管人工智能及

其应用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人类的预期，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仍

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从脑科学到人工智能，从了解大脑到模拟大

脑，如何在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之间建立一座新的桥梁已经成为迫切的

需求。为此，该文首先需要通过研究新型脑成像技术以探索脑科学的

秘密；建立大脑的动态连接图谱，将神经科学实验与理论、模型和统

计学相结合等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新一代人工智能理论和方

法，从而建立从机器感知和机器学习到机器思维和机器决策的颠覆性

模型和工作模式。同时，本文还讨论了从脑科学启发新一代人工智能

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 

（2）《“暗”，不止于“深”：迈向认知智能与类人常识的范式转换》[7] 

深度学习本质上是基于“以大数据驱动小任务”。文章中，作者

提出将数据和任务的关系颠倒：即“以小数据驱动大任务”。本文将

功能性（functionality）、物理（physics）、意图（intent）、因果（causality）

                                           

[6] Dai Q, Guo Y, Wu J, et al. From brain science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Engineering, 2020. 

[7] Zhu Y, Zhu S, Tenenbaum J, et al. Dark, beyond deep: A paradigm shift for computer vision[J]. Engineer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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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用（utility）（FPICU）认定为拥有类人常识的认知人工智能的五

个核心领域。FPICU 超越了传统的“是什么”和“在何处”的问题框

架，而聚焦于“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些问题在像素层面上并不

可见，却促进了视觉场景的创建、维护和发展。作者将它们称为视觉

的“暗物质”。作者认为不研究学习 FPICU 等“暗物质”就无法理解

视觉。本文通过展示如何在少量训练数据的条件下观测和应用 FPICU

来广泛解决一系列挑战性任务，从而证明这个新观点具有开发类人常

识的认知智能的能力。这些任务包括工具使用、规划、效用推断和社

交学习。总而言之，下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必须具备类人常识的“暗物

质”。 

（3）《深度学习的几何理解》[8] 

文章从几何角度来理解深度学习，特别是提出生对抗成对抗网络 

(GANs)的 优传输(OT) 观点。自然数据集具有内在的模式，可以概

括为流形分布原理: 同一类高维数据分布于低维流形附近。GANs 主

要完成流形学习和概率分布变换两项任务。后者可以用经典的 优传

输方法来实现。从 优传输的角度来看，生成器计算 优传输映射，

判别器计算生成分布与真实数据分布之间的 Wasserstein 距离，两者

都可以归结为一个优化过程。此外， 优传输理论揭示了生成器与判

别器之间内在的协作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并且解释了模式崩溃的

                                           

[8] Lei N, An D, Guo Y, et al. Optimal transportation view of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J]. Engineer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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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成模型 AE-OT，该

模型利用自编码器进行流形学习，并利用 优传输映射进行概率分布

变换。该模型提升了深度学习理论的严密性和透明性，提高了计算的

稳定性和效率，尤其是避免了模式崩溃问题。实验结果验证了作者的

假设，并充分展示了文章提出的 AE-OT 模型的优点。 

（4）《因果推理》[9] 

人类并不总是从概率角度来思维，而是常常从因果效应角度进行

思考。哲学上把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叫做因

果关系，其中引起某种现象产生的现象叫做原因，被某种现象引起的

现象叫做结果。因果推理能够“由果溯因”，实现“知其然，且知所

以然”，是通向可解释人工智能的关键。然而，在观测数据中，事物

间本质的因果关系往往被表象的数据关联所掩盖。为了从大数据中挖

掘因果关系，由事物之果回溯其产生之因是当前研究热点。《因果推

理》一文从多个学科和多个角度介绍了各种因果推理模型和方法，包

括：因果效应评估，反事实推理，因果发现，工具变量，复杂试验，

阴性对照，因果势理图，辛普森悖论，形式辩论，因果干扰等。 

3 人工智能的应用 

微软公司周明研究员和沈向洋博士等人从模型、训练和推理三个

角度回顾了神经自然语言处理的 新进展，介绍了典型的神经网络建

                                           

[9] Kuang K, Li L, Geng Z, et al. Causal inference[J]. Engineer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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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方法、常用的学习方法和典型的推理框架，简要概述了自然语言处

理的未来发展方向。西湖大学荣国光博士等学者综述了人工智能在生

物医学中应用的 新进展，包括疾病诊断、生活辅助、生物医学信息

处理和生物医学研究，此外，他们以人工智能在预测癫痫发作和膀胱

功能失调两个案例来说明其在生物医疗等方面的应用。 

（1）《神经自然语言处理 新进展》[10] 

自然语言处理（NLP）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旨在构

建能够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实现人机自然交互的技术方案。近 5 年

来，基于神经网络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基于海

量无标注数据和大量标注数据进行建模，使得机器翻译、自动问答和

阅读理解等很多任务的水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文章将从三个角度

回顾神经自然语言处理的 新进展，包括模型、训练和推理。在模型

部分，作者将介绍典型的神经网络建模方法，包括词嵌入建模、句子

嵌入建模和串到串建模等。在训练部分，文章将介绍常用的学习方法，

包括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多任务学习、迁移学习和

主动学习等。在推理部分，文章将介绍典型的推理框架，包括非神经

网络方法和神经网络方法。之所以强调推理方面的研究，是因为推理

是构建基于知识的可解释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的关键技术。文章的 后

将概括介绍作者对自然语言处理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思考。 

                                           

[10] Zhou M, Duan N, Liu S, et al. Progress in neural NLP: Modeling, learning and reasoning[J]. Engineer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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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疗保健中的人工智能：综述与预测性案例研究》[11] 

文章详细综述了人工智能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包括日常生活

助理、医疗信息处理、疾病诊断与预测、生物医学研究等。本文给出

了两个临床应用案例：一是可预测膀胱体积和压力的人工智能算法，

用于膀胱可植入医疗器械，能够帮助有膀胱功能障碍的病人恢复正常

的排尿功能；二是基于可穿戴脑电图 EEG 信号的实时分析、用于癫

痫病人发作预测的人工智能算法，能够提前预警癫痫发作，从而及时

用药或施以电刺激终止发作，以改善癫痫病人的生活质量。该文充分

肯定了人工智能在生物医疗领域的应用价值，并预测未来人工智能与

生物医疗将形成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局面：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能

够提升生物医疗的科研和临床水平，同时人们对生物医疗服务要求的

不断提高对人工智能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终将使更多人受益

于不断进步的医疗研究和临床服务。 

4 人工智能加速、人工智能安全和人工智能伦理 

在人工智能架构加速方面，陈怡然教授等总结了深度神经网络加

速器设计的 新进展，并讨论了支持深度神经网络执行的各种架构。

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浙江大学任奎教授等介绍了深度学习对抗攻击

技术的理论基础、算法和应用，以及防御方法中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

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开放性的技术挑战。为了实现人工智能造福人

类社会这一长期目标，我国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已经发布了人工智

                                           

[11] Rong G, Mendez A, Zhao B, et al. AI applications on epileptic seizure predictions[J]. Engineer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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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道德准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吴文峻教授等学者着重介绍了我国

在这一领域的初步成果，此外，还总结了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所面临

的主要挑战，并讨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1）《深度神经网络加速器结构研究综述》[12] 

由于可使用的大数据和计算能力的快速增长，人工智能重新获得

了巨大的关注和投资。机器学习（ML）方法已成功应用于解决学术

界和工业界的许多问题。尽管大数据应用的高速增长为 ML 的发展提

供动力，但它也给传统计算机系统带来了数据处理速度和可扩展性方

面的严峻挑战。专门为 AI 应用程序设计的计算平台已经从对冯·诺依

曼（von Neumann）平台的补充发展到必备的独立技术解决方案。这

些平台属于更大的类别，被称为“专有域计算”，专注于针对 AI 的特

定定制。在文章中，作者特别总结了用于深度神经网络（DNN）的加

速器设计（即 DNN 加速器）的 新进展。作者从计算单元、数据流

优化、网络模型、基于新兴技术的体系结构以及针对新兴应用的加速

器等方面讨论支持 DNN 执行的各种体系结构。作者还提供了有关 AI

芯片设计未来趋势的展望。 

（2）《深度学习中的对抗攻击和对抗防御》[13] 

随着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带来的计算性能与处理能力的大幅提高，

                                           

[12] Chen Y, Xie Y, Song L, et al. A survey of accelerator architectures for deep neural networks[J]. Engineering, 

2020. 

[13] Ren K, Zheng T, Qing Z. Adversarial attack and defense on deep learning[J]. Engineer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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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算法在音视频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博弈论等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在此背景下，确保深度学习算法具有安全性和鲁棒性至关重

要。然而，近年来研究者发现深度学习模型存在着易受对抗样本攻击

的安全隐患。攻击者可以通过向良性数据中添加特定的扰动生成对抗

样本。附加轻微扰动的对抗样本不会影响人类的判断，却会使深度学

习模型产生错误的结果。同时，对抗攻击在自动驾驶等场景中的成功

实施更加表明了对抗攻击在现实世界中的可行性。因此有关对抗攻击

和对抗防御技术的研究引起了机器学习和安全领域研究者越来越多

的关注。《深度学习中的对抗攻击和对抗防御》一文围绕着对抗攻击

和对抗防御领域中 前沿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对抗攻击和防御技术的

理论基础、经典算法以及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等方面的内容。 

（3）《中国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和治理技术发展》[14] 

伦理原则和治理技术对于人工智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为了实现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社会这一长期目标，中国政府、研究机构

和企业已经发布了人工智能的道德准则，并启动了人工智能治理方面

的研究项目，人工智能科学家和工程师都一直积极与国际同行齐头并

进地研发人工智能治理的新方法和新技术。文章对这些工作进行了综

述，从数据保密性和隐私性、安全性和可靠性、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公平性等四个方面，着重介绍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初步研究成果。此

                                           

[14] Wu W, Huang T, Gong K. AI ethical principles and governan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China[J]. 

Engineer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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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文总结了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如何

建立通用的人工智能道德决策框架，如何把抽象的伦理原则转化为指

导智能系统工程的具体软件规范与流程，如何促进人工智能治理的跨

学科研究等，并讨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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