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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辛

作为“十三五”上海科研发展的重点，一张
神奇的脑计划研究“地图”正在悄然加紧布局。

日前，在教育部科技司、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政策局、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交叉
融合的教育科学基础研究”研讨会上，中科院
院士裴钢、张旭等表示，必须全力推进“以脑科
学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研究。

布局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
张旭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正在推进中的上海
脑—智特色集群，包括从传统中科院大院大所云
集的枫林路一带，到“脑—智工程”产业化生态圈
所在的临港地区以及建设中的张江国家实验室
脑与智能科技研究院、国家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南
方科学中心等。其中，张江核心园聚焦基础研究
和医药研发群，依托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等都是主要研发力量。临港科
创城园区将聚焦脑—智能研发、服务与产业群。
在张江核心区，目前最受瞩目的是正在建设的张

江实验室脑与智能科技研究院、国家脑科学与类
脑研究南方科学中心。

据悉，“十三五”时期，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被
纳入“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将“以脑认
知原理为主体，以类脑计算与脑机智能、脑重大
疾病诊治为两翼，搭建关键技术平台，抢占脑科
学前沿研究制高点”。

积累

作为细胞生物学家，同济大学原校长裴钢
表示：“中国‘脑计划’的一个重点是着力脑发
育研究的科学预见。中国常说‘三岁看八岁，八
岁看到老’，这就很值得研究。”“脑计划”正筹
划大规模队列研究，主要针对 6 岁左右人群，运
用多学科综合方法，深入研究其大脑发育。在
科学意义上，从幼年大脑发育状况便可见到某
些终身端倪，包括对中老年可能产生脑部疾病
的前瞻发现。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大校长钱旭红表
示，汉字既表形又表音，象形与美术之间、音调
与音乐之间都存在关联，因此大脑习得汉语，
要靠开发右脑、激发潜能。

事实上，这一认识在临床研究中得到一定
程度的佐证。张旭说，作为脑科学研究的合作
伙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毛颖团队在对脑
功能中的信息刺激系统研究时，得到汉语的脑
语言区分布图谱，证明汉语、英语确实是在不
同脑区中进行处理的。

在迎来人工智能时代之际，酝酿多时的中
国“脑计划”（脑科学研究计划）何时出台？裴钢
透露，今年有望成为“中国脑计划”的起步之
年，其中，脑发育研究是我国脑计划区别于世
界其他国家脑计划的特别之处。

据悉，已经付诸实践的中国“脑计划”项
目，计划投资规模巨大，与欧美“脑计划”相当。
此前，美国与欧盟的“脑计划”投资预期分别为
60 亿美元和 12 亿美元，计划期限达 10 年。

起步

张旭是神经学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
“脑—智工程”负责人。“脑科学就是非常交叉
的学科，人工智能的交叉性更大，除了脑科学，
还涉及数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自动化控制
等太多学科。”他表示，中国“脑计划”不仅聚焦

攻关儿童自闭症、成人抑郁症、老年失智症等
重大脑疾，还学习掌握人脑独特的逻辑运算机
能，以此开发类脑人工智能。主要是以阐释人
类认知的神经基础为主体与核心，同时大力加
强预防、诊断和治疗脑重大疾病的研究，并在
大数据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受大脑运作原
理及机制的启示，通过计算和系统模拟推进人
工智能研究。

无论是防治脑疾病，还是推进智能技术发
展，脑功能联结图谱研究被认为是认知脑功能
并进而探讨意识本质的科学前沿。与会专家表
示，中国的“脑功能联结图谱计划”将重点放在
了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介观层面。

张旭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人工智能科学
家与研究机构，都在讨论人工智能如何与脑
科学进一步融合发展。事实上，人工智能产
品、脑疾病的防治等，都属于相辅相成的一个
体系。他表示相信，不久的将来，脑疾病的药
物靶点与诊断试剂，脑成像、脑扫描、脑分析
等技术装备，类脑芯片、语音计算系统、智能
驾驶系统等都会取得更大的突破，除了工业
制造和生活服务之外，人工智能会在更多领
域造福人类。

3 月 12 日，观众在“中国艺术新视界 2018”巡展上参观。
当日，“中国艺术新视界 2018”———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美术、书法、摄影、工艺美术）滚

动资助作品巡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启 2018 年第一站。 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简讯

“中国天眼”发现 11 颗新脉冲星

据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获悉，自 2016 年
9 月 25 日落成启用以来，“中国天眼”共发现
51 颗脉冲星候选体，其中有 11 颗已被确认
为新脉冲星。

国家天文台天眼工程调试小组副组长岳
友岭说，最早在今年 4 月底，“中国天眼”的单
波束接收机将换装为更先进的 19 波束接收
机，届时，观测效率会大幅提高。同时，科学家
们正计划在 500 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周围设置
若干 30 米至 50 米口径射电望远镜，组成“天
眼阵”以提高分辨率，从而获得射电源更精确
的定位图像。 （齐健）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10名专家
入选第三批“万人计划”

本报讯 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公
布了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入选名单，大连
化物所 10 名专家入选“万人计划”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入选人数居全国前列，居中科院研
究所首位。

“万人计划”是一项涵盖领域广、涉及部门
多、实施周期长的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由中组
部、人社部等 11 个部委联合推出，面向自然科
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
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给予特殊支持，旨在
加快培养造就一批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坚强
支撑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刘万生冯天时）

“BK 青少年科学院”成立

本报讯 日前，信息化科教服务平台“BK
青少年科学院”在京成立。今后，青少年可以
登录“BK 青少年科学院”平台，轻松“选修”优
质科学实践课。

“BK 青少年科学院”是北京科技报社在
青少年科技教育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创办的
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将通过严谨的机制对优
秀的科教品牌资源进行甄选和推荐。孩子们
通过这一平台参与课程的同时，将获得相应
的学分。平台还邀请传媒、艺术、科学、技术、
工程、数学等领域的科学家担任导师，配合青
少年科学院的安排，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科学
实践活动。 （潘希）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
成立健康美容化妆品科技分会

本报讯 近日，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健康
美容化妆品科技分会在广州成立。

医美传媒社长辛映继当选分会首任会长。
辛映继表示，成立健康美容化妆品科技分会是
搭建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消费者之间
的沟通联系、共赢发展的平台需要，必将推动中
国民营美容化妆品企业的科技进步和创新。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是国家民政部注
册、科技部主管的一级组织，健康美容化妆品
科技分会是促进该产业民营科技型企业健康
发展的非营利性国家二级社团组织。

（朱汉斌詹琳蔓）

中德研究团队发现
迄今最早的淀粉化石

据新华社电近日，中德联合研究团队在山
西保德 2.8 亿年前的煤层中发现一种石松类大
孢子，其表面被一团圆形颗粒所覆盖，这些颗粒
是迄今发现的历史最为久远的淀粉化石。

此次发现的石松类大孢子在我国鄂尔
多斯盆地东北缘山西省保德县下石盒子组
的一层煤层中。综合显微成像和 Ｘ 射线能
谱等多方面的证据，可以发现这些颗粒主要
由碳和氧元素组成。它们呈圆形或多边形，
中心具有一个脐形凹陷，且大部分在正交偏
光显微镜下显示出双折射和十字消光现象，
这与现生淀粉粒的形态和光学特性完全相
符，表明这些颗粒是距今 2.9 亿至 2.8 亿年
前的淀粉颗粒。 （朱筱 王珏玢）

西安交大等西安交大等

新方法获得高质量
贵金属纳米铸造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近日，西安交通大学电信
学院教授方吉祥课题组与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志
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熊启华合作，通过一种

“软包裹”的方案，获得了多种组分、高纯、高质量贵
金属纳米结构，成功地解决了贵金属纳米铸造过程
中，产物向介孔模板外扩散这一长期的技术难题。相
关研究成果论文近日在《自然—通讯》上发表。

据介绍，这些有序介孔结构在电化学催化、癌症
载药与复合治疗及等离激元纳米光学等领域的应用
中均具有优异的性能。这一技术难题的成功解决为
后续相关性能的开发奠定了重要基础。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潘希、丁宁宁）3 月 12 日，中国
科学院第一届“率先杯”未来技术创新大赛全国
宣讲会（北京站）在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举
行。大赛由军委科技委发起、中国科学院主办，面
向全社会招募颠覆性的未来创新技术。此次宣讲
动员会活动由中科院北京分院主办。

大赛以“梦想驱动，智胜未来”为主题，支
持前瞻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并为青年科技人
才搭建展示优秀创意与想法的舞台。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介绍，本次大赛旨在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中国科学院

“率先行动”计划，以军民融合前沿科技创新的
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颠覆性为出发点，激
发自主创新活力，培养具备开拓创新潜力的中
青年人才，为国家急需的“颠覆性技术”发展奠
定基础。

据悉，大赛将面向中科院系统及非中科院系

统的高校、企业及社会创新创业人员开放，在智
能无人平台与体系科学技术、生物及交叉技术、
先进平台和新概念装备技术等 12 大领域召集项
目。优秀项目除获得大赛奖金外，可获融资对接、
创业培训支持；决赛获胜项目可免试直接入驻中
科创客学院，享受一年免费孵化服务，并且有机
会进一步获得发起单位、主办单位和支持单位的
课题立项支持，以及相关投资机构的融资支持
等。大赛初赛拟于 5 月初启动。

中科院首届“率先杯”大赛寻找颠覆性技术

人工智能创作的春天来了
■新华社记者彭茜柳丝

“早春江上雨初晴，杨柳丝丝夹岸莺。画舫
烟波双桨急，小桥风浪一帆轻。”

谁能想到，这是人工智能以“早春”为关键
词创作的一首诗。作者“九歌”，由清华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孙茂松带领学生团队
历时 3 年研发而成。

在综艺节目《机智过人》中，微软的聊天机
器人小冰以一曲中国风歌曲《桃花梦》“险胜”
人类对手。

写诗、作曲、绘画，人工智能创作的春天悄
然到来……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周明是一个文艺
爱好者。他和研究团队教会了小冰写现代诗，
作曲则是新技能。

周明说，神经机器翻译、聊天机器人、阅读理
解和创作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用的 4 个主要
方面，其难度递增，创作处于金字塔顶端，最难突
破。得益于近年来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技术的进
步，人工智能创作才屡获亮眼成绩。

周明介绍，小冰写歌是一个“编码与解码”
过程。研究人员首先用流行歌曲训练人工智能

机器人。训练充分后，就可开始创作：把歌曲主
题以关键词形式输入后，就会被编码成人工智
能可以理解的语言，机器人再以人能理解的方
式解码输出，成为一句歌词；然后把这句词与
原来输入的关键词合并作为新的输入，就可得
到第二句，如此循环得到整首歌词。

“九歌”学写诗，也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
会作诗也会吟”。

“九歌”主创者、清华大学研究生矣晓沅输
入了 30 多万首古诗作为语料库，利用深度学
习模型让计算机学习。除了对诗句平仄、押韵
规定外，并未人为给出任何规则，而是让计算
机自己学习古诗中的“潜规则”。

“计算机怎样作出这样的诗，我们也不知
其中规则。”孙茂松说，这是深度学习的“黑箱”
现象。在他看来，深度学习模型先把项链彻底
打散，然后通过自动学习，将每颗珠子与其他
珠子的隐含关联赋予不同权重。作诗时，再将
不同珠子重穿成新项链。

古人作诗多为抒发情志，风格偏悲愁，这
也让“九歌”写的诗有些“伤春悲秋”。团队希望
通过强化一些轻松情绪样本的训练，让“九歌”
变得积极一些。此外，如何在保证全诗一致性

的基础上写出更长的诗歌，也是新挑战。
除了写诗作曲，人工智能还进化出了写小

说、作画等新技能。日本研发的人工智能所创
作的科幻小说《电脑写小说的那一天》，骗过了
所有人类评审，成功入围日本微小说文学奖；
谷歌人工智能还能进行绘画创作，有画作被拍
出了 8000 美元高价。

人工智能已在棋牌、电子游戏等领域战胜
人类，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最新进步，是否意味
着它在这方面超越人类也为时不远？

周明认为，目前人工智能创作还只是基于
大数据的模仿，离真正人类的创作智能还差得
很远。

在孙茂松看来，目前人工智能创作是受限
制的创造性，理论上并未超出前人在千百年诗
歌创作实践中无意识“界定”的创作空间。

关于人工智能在创作领域超越人类的担
心，专家认为是杞人忧天。不过，人工智能可提
升专业创作者的效率，“如在写作时想不到用
某个词，但人工智能为你联想出一个词，让你
发现原来可以这么写”。对普通人而言，“九歌”
等人工智能创作系统可降低创作门槛，实现

“人人都可以是诗人、画家或音乐家”的梦想。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发现升高肠道菌群
改善域型糖尿病症状

本报讯（记者黄辛）人的肠道菌群与代谢性疾病
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而且能够通过高纤维膳食调
控肠道菌群来治疗肥胖。但能否通过同样方法改变
肠道菌群来治疗Ⅱ型糖尿病呢？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赵立平团队发现，通过提供丰富多样的膳食纤维，可
以使人体肠道内特定有益菌群升高，进而改善Ⅱ型
糖尿病的临床症状。近日，该研究在线发表于《科学》
杂志。

研究人员通过开放式随机对照试验结合元基因
组学分析，发现增加大量多样化的膳食纤维，可通过
改变菌群结构而显著改善Ⅱ型糖尿病人的胰岛素分
泌和胰岛素敏感性。他们同时发现，这“群”细菌的丰
度和多样性恢复得越高，糖化血红蛋白就降得越低，
并建立了用这些关键细菌的早期变化预报疗效的统
计模型。针对每个病人的菌群特征，通过合理设计的
高膳食纤维饮食，特异性地促进这“群”细菌的生长，
或可成为未来糖尿病个性化营养治疗的新途径。

与传统的以分类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相比，这种
以功能群为基础的方法为微生物组数据降维提供
了更加符合生态学意义的方式，帮助人们更好地鉴
别出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相关的肠道菌群的重要功
能成员。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等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等

揭示冠状动脉畸形
致病新机制

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夏琳）国家儿童医学
中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张臻团队和上海第九人民
医院胡振雷等研究揭示了纤毛基因 Wdpcp 突变可导
致小鼠冠状动脉发育不良的机制。该研究有望未来应
用于开发新的冠状动脉疾病的治疗手段并提高此类
疾病的防治水平。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科学信号》。

了解冠状动脉的发育机制，对理解冠脉疾病的发
生及开发新的防治措施均有重要意义。纤毛是哺乳动
物细胞表面的细小突起，主要起到感知周围环境的作
用。纤毛生成障碍或形态异常可导致一系列发育、生殖
相关疾病。但纤毛是否影响冠脉发育及相关调控机制
尚不清楚。研究人员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纤毛基因
Wdpcp 突变可导致小鼠冠状动脉发育不良这一假设。

研究人员在 Wdpcp 基因突变的小鼠中发现，尽
管包裹心脏的初级内皮网络开始时发育正常，甚至
加速形成，但在重塑阶段会出现缺陷，心外膜的上皮
间充质转化过程异常，平滑肌细胞的前体细胞数目
减少，并且有迁移障碍。这些异常导致了初级内皮网
络重塑异常，并最终导致冠状动脉发育不良。

专家表示，这项研究提示存在纤毛功能异常的人
群可能也是冠状动脉疾病的高危人群，临床上有必要
注意这两类疾病的关联，从而更好地防治这两类疾病。

郑州大学郑州大学

制备出新型量子点
发光二极管

本报讯 日前，郑州大学副教授史志锋等在新型
钙钛矿发光二极管（LED）方面取得进展，在国际上首
次用全溶液法制备钙钛矿发光二极管，相关成果在

《美国化学会—纳米》上发表。
近年来，新兴的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在发光

器件方面的应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该型器件
较差的工作稳定性却成为其走向应用的瓶颈。

研究人员基于低成本、有潜力应用于大规模生
产的全溶液工艺，成功制备出高效稳定的钙钛矿量
子点 LED。该器件表现出高亮度的绿光发射，外量子
效率达到 3.79％，最大亮度为每平方米 6093.2 坎德
拉，其综合性能与常用真空沉积法制备的钙钛矿
LED 相当，同时保持了溶液法的独特优势。

更重要的是，该器件展现出优良的湿度、温度稳
定性。在相对湿度达 75％的高湿环境下，器件可连续
工作 12 小时以上，在 120 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仍有
较强的光输出，且经历连续 3 次加热、冷却循环测试
后，器件的发光性能可恢复至原来的 85％。（史俊庭）

中国“脑计划”研究正在悄然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