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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畅谈智
能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

未来汽车

就是一种轮式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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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毅是我国指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著名专
家。在他看来，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一个真正
的无人驾驶汽车不仅是自动的，更应该是自主的，
应该像驾驶员一样具有学习能力，能够应对各种必
然工况。
“重庆市去年电子信息产业占了 5000 亿的产
值，汽车又占了 5000 亿的产值，加起来就 1 万亿。
那么在今后的二三十年之内，这 1 万亿的产业格局
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李德毅认为，机器人将成
为人类认知自然与社会、扩展智力，
走向智慧生活的
重要伴侣，
汽车对一个人工智能工作者来看，
它就是
其中的一种轮式机器人而已，它不但应该改变人类
的出行方式，
还应该改变人类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
和社会生活。所以重庆的这两个 5000 亿如果往这
个方向走前景很大，
智能产业蓄势待发。
李德毅说，如果再过 20 年、30 年，按照国家人
工智能的发展规划，中国的人工智能要占领世界的
高地，这时候智能控制、智能芯片、智能网联以及智
能计算已经成为成熟的技术，
给我们强大的支持，
人
们会更多关心人工智能本身的技术。
李德毅建议，中国应该把认知作为“未来汽车”
攻关的难口，
不同于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也不同于英
特尔和英伟达的车载计算机，
应体现计算认知，
更体
现记忆认知和交互认知，
突出自学习能力，
以适应不
同的车辆平台，
智能驾驶将具有广阔的前景。
重报集团记者 佘振芳 周晓雪

工信部装备司原司长张相木：

两个融合

决定智能制造发展水平

工信部装备司原司长、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专家
委员会主任张相木表示，智能制造是全价值链的两个 IT
的融合：一个 IT 是工业技术，一个 IT 是信息技术。
“过去
这两个 IT 是独自发展的，现在我们要把它结合起来，就
是让两个 IT 深度融合，而且这种融合是贯穿全价值链
的。”张相木说，这样做的目标是要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
铺设，
打通价值链上各个环节，
最终形成虚实合一的生产
系统，从而实现智能制造。两个 IT 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决
定着智能制造发展的层级和水平。
“根据中国工程院的研究，
智能制造可以总结归纳出
三种基本范式：
第一种范式数字化制造；
第二种范式数字
化网络化制造；
第三种范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
我
认为第一种范形式是基础和起点，第三种范式是终极目
标，第二种范式是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推进智能制造发展
的重点。
”
张相木说。
“传统意义上的智能制造只有个体单元的制造，
没有
与系统整体的自组织能力。
”
张相木说，
“但智能制造的实
质是制造，而非智能，智能只是实现智能制造的一种手
段，
没有强大的制造实底，
智能化只能是空中楼阁。
”
张相木表示，智能制造的起点在车间和工厂。这里
车间是指智能车间或者智能工厂，不仅要搭建先进的生
产设施，同时还要构建高效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人、机器
和产品之间实现互联互通，
使车间由黑箱走向透明，
从而
实现产品仿真设计、生产自动排程、信息上传下达、生产
过程再现监控、物流自动配送等自动化生产，
这是革命性
的变化，
智能工厂或者车间是实现智能制造的载体。
重报集团记者 黄宇 刘艳

“未来的数字经济像
重庆的火锅一样”
昨日，硅谷人工智能研究所
创始人皮埃罗·斯加鲁菲用一张
火锅的照片开启了主题报告：
“我
为什么放了一张火锅的照片在幻
灯片上，我希望未来的数字经济
像重庆的火锅一样。
”
皮埃罗·斯加鲁菲认为，
未来
的数字经济是跨行业的，需要具
有广阔思维能力的人，类似于重
庆的火锅，一个锅里面有各种各
样的食材。
重报集团记者 秦健 杨辛
玥 实习生 代宏哲

智能手机信号数据
帮你开店选址

昨日，
智博会在重庆悦来
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世
界各地的专家学者，
针对人工
智能研究与开发如何取得突
破等关键问题，
发表了自己的
观点。

昨日，
韩国首尔市信息化协力
官金泰均向与会嘉宾分享了如何利
用大数据改善首尔公共服务的措
施，
用手机信号统计真实人口数据。
金泰均说：
“公共部门基于实
际人口数据，可以安排更合理的
公共交通线路，在一些人口密集
地区是不是需要增加线路和趟
数？到底在哪里设立一些老年人
护理员是最佳选择？私营企业也
能得到帮助，比如你要开一家快
餐店，通过这些数据就能看到哪
里流量最大，适合开店。”为了让
更多人运用到大数据，这个数据
通过公开平台每小时更新。
重报集团记者 李卓然 杨可

智者见智
人工智能突破方向在哪里？

10 月建成世界第一
个人工智能广场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
副会长宋晓刚：

人机协作

智能机器人主要发展领域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中国机器人产
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宋晓刚表示，人机协作是智能机器
人一个主要发展的领域。
对于机器人产业发展态势，宋晓刚说，我国处于
一个产业形成向产业多品种和成熟发展。他认为，接
下来的机器人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智能机器人，从智
能机器人目前市场上反映或者今后市场的需求来讲，
人机协作是智能机器人一个主要发展的领域。智能
机器人从途径来讲一定是机器人技术跟互联网技术、
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合，
这是一个主要的方向。
在向智能机器人发展的过程中，宋晓刚认为，工
业机器人与服务机器人的界限今后可能会越来越模
糊，只是应用行业和场景的不同。智能机器人发展的
途径，一个是从传统机器人加上一些视觉系统、感知
系统之后，能满足一定人机交互的需求，另外一个从
源头技术。
重报集团记者 刘艳 黄宇

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高峰：

智能设计

行为智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认为，智能设计是
智能制造的起点与关键，
把设计水平、设计能力
提上去，
企业才有竞争活力。
谭建荣认为，智能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叫
智能制造。融合的目的是，用智能的技术来解
决制造的问题，落脚点还在制造上，
科技人员面
临的问题最后还是要解决制造的问题，包括设
计问题、加工问题、装配问题、服务问题。智能
制造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手段。
企业如何开展智能制造？谭建荣认为，智
能设计是个重要起点，一切有目的的活动尤其
是一切有序的生产都必须从设计开始。智能制
造第一关就要智能设计，没有智能设计就没有
智能制造，
所以一定要从智能设计起步，
智能设
计是关键。产品经历过机械化、电气化、信息
化，
现在又向智能化迈进，
一流的产品需要一流
的设计。
“我们搞智能制造第一步还是要搞智能设
计，把设计的水平提上去，把设计的能力提上
去，
我们企业才有竞争的活力。
”
谭建荣表示，
要
做好一类设计必须要做好一类研究，每一个产
品先要研究得深入。很多行业掌握核心技术比
较少，
就是基础研究没有跟上去。在他看来，
精
益生产要搞，
数字车间要打造，
但更重要的是智
能设计这块一定要跟上。
重报集团记者 刘艳 黄宇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国家 973 计划首席
科学家高峰表示，汉语“机器人”这个词很有
特点，机器大家很熟悉，人也很熟悉，但机器
加人，
机器是指由机械原理组成的系统，
人则
是智能的意思，
行为智能就是人，
所以机器人
这个词含义非常丰富，
相应研究也很复杂。
高峰认为，
开发机器人面临着挑战，
一是
如何根据实际应用需求来设计机器人的机构
与机械系统，
使机器人具有明显的实用性；
二
是如何根据感知的信息设计机器人的控制系
统，
使机器人具有一定的智能；
三是如何设计
机器人的高能量密度驱动系统，使机器人具
有良好的快速动态响应特征。
高峰说，
在机器人控制系统研究方面，
目
前主要方式是机器人在现场把信息通过网
络、人机交互等方式传给人，
人看完以后判断
给出决策，
即
“知”
“行”
，
人和机器人都在互相
了解、作业，
实现人机协作的模式。
“人机交互和机器人行为如何实现关联，
这是我们核心研究的问题。
”
高峰说，
“机器人
的行为智能和计算机智能不一样，机器人是
行为智能，
不是大脑智能，
所以行为智能如何
表达、如何设计，
需要去研究。”
重报集团记者 黄宇 刘艳

搞好智能制造的第一步

要研究如何表达设计

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张
建伟：

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新的繁荣节点
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德国汉堡大学多模
态机器人技术研究所所长张建伟以《AI 赋能高
端制造与机器人系统》为题作主题演讲。
张建伟表示，机器学习在近年成为人工智
能新的繁荣节点，带来了新的增长动能，同时还
有其他强人工智能的学习方法，随着软件、存储
等技术的更新，让机器从监督学习、增强学习到
目前的连续学习都变得适用。
在人脸识别、大数据、智能学习等方面，未
来的挑战是什么？张建伟认为，主要是如何使
机器像人一样，把推理、知识等补充起来，做更
智能的任务，现在的深度学习系统还远达不到
这个程度。
“我们认为，未来的工厂是一个认知的工
厂，是一个少人的人机合作共融的工厂，在我们
的人工智能研究项目中，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
能够转移到真正的传感器融合、机器人和智能
制造里，包括很多大脑研究、心理学研究的方法
来研究视觉、听觉、触觉和人工感觉。”张建伟介
绍，在这一方面，研究已取得了一些理论上和实
践上的突破。
重报集团记者 黄宇 刘艳

昨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济
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表示，
中国工程
院接下来的计划是，希望在 10 月
份建成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广场，
包含青年创业街、人工智能餐饮
街、
人工智能青年住宅、
能够给人
唱歌的人工智能花道和婚礼殿堂。
目前已经做了 6 个支撑系
统，但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广场的
位置，
吴志强并未透露。
重报集团记者 杨辛玥 秦健

构建量子密钥分
发的安全网络
昨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
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
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表示，未来
希望通过 10-15 年努力，能够构
建有量子密钥分发的安全网络。
潘建伟表示，希望在 5-10 年
实现数百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
对特定的问题计算能力超过目前
全世界计算能力综合的 100 万倍，
可以为未来人工智能、
各种大数据
的发展奠定非常好的方向。
重报集团记者 余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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