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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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简称 AI。就是用机器来模拟人类认知能力的技术。人工智能

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

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包括：（1）计算机视觉；（2）机器学习；

（3）自然语言处理；（4）机器人技术；（5）生物识别技术。

关键词：人工智能；关键技术

1 引言

人工智能定义为：人工智能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

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

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人工智能，简称 AI。简单的理解，就是用机器来模拟人类认知能力的技术。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

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

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

人工智能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科学，它由不同的领域组成，比较机器学习，计

算机视觉。换句话来说，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

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比如停车场的车牌识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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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涉及面很广，主要包括感知、学习、预测推理和决策等方面的能力。

我觉得，人工智能最核心的能力就学习能力，预测推理能力。

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包括：（1）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视觉技术运用由图像处理

操作及机器学习等技术所组成的序列来将图像分析任务分解为便于管理的小块

任务。（2）机器学习：机器学习是从数据中自动发现模式，模式一旦被发现便可

以做预测，处理的数据越多，预测也会越准确。（3）自然语言处理：对自然语言

文本的处理是指计算机拥有的与人类类似的对文本进行处理的能力。例如自动识

别文档中被提及的人物、地点等，或将合同中的条款提取出来制作成表。（4）机

器人技术：近年来，随着算法等核心技术提升，机器人取得重要突破。例如无人

机、家务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5）生物识别技术：生物识别可融合计算机、

光学、声学、生物传感器、生物统计学，利用人体固有的生体特性如指纹、人脸、

虹膜、静脉、声音、步态等进行个人身份鉴定，最初运用于司法鉴定。

2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是使计算机无需编程即可行动的科学。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是一门涉及统计学、系统辨识、逼近理论、

神经网络、优化理论、计算机科学、脑科学等诸多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计算机

怎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

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基于数据的机器学习是

现代智能技术中的重要方法之一，研究从观测数据（样本）出发寻找规律，利用

这些规律对未来数据或无法观测的数据进行预测。根据学习模式、学习方法以及

算法的不同，机器学习存在不同的分类方法。

2.1 根据学习模式分类

根据学习模式将机器学习分类为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等。

（1）监督学习

https://www.leixue.com/so/%E6%9C%BA%E5%99%A8%E5%AD%A6%E4%B9%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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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学习是利用已标记的有限训练数据集，通过某种学习策略/方法建立一

个模型，实现对新数据/实例的标记（分类）/映射，最典型的监督学习算法包括

回归和分类。监督学习要求训练样本的分类标签已知，分类标签精确度越高，样

本越具有代表性，学习模型的准确度越高。监督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

文本挖掘、手写体辨识、垃圾邮件侦测等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

（2）无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是利用无标记的有限数据描述隐藏在未标记数据中的结构/规律，

最典型的非监督学习算法包括单类密度估计、单类数据降维、聚类等。无监督学

习不需要训练样本和人工标注数据，便于压缩数据存储、减少计算量、提升算法

速度，还可以避免正、负样本偏移引起的分类错误问题。主要用于经济预测、异

常检测、数据挖掘、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领域，例如组织大型计算机集群、社

交网络分析、市场分割、天文数据分析等。

（3）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是智能系统从环境到行为映射的学习，以使强化信号函数值最大。

由于外部环境提供的信息很少，强化学习系统必须靠自身的经历进行学习。强化

学习的目标是学习从环境状态到行为的映射，使得智能体选择的行为能够获得环

境最大的奖赏，使得外部环境对学习系统在某种意义下的评价为最佳。其在机器

人控制、无人驾驶、下棋、工业控制等领域获得成功应用。

2.2 根据学习方法分类

根据学习方法可以将机器学习分为传统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1）传统机器学习

传统机器学习从一些观测（训练）样本出发，试图发现不能通过原理分析获

得的规律，实现对未来数据行为或趋势的准确预测。相关算法包括逻辑回归、隐

马尔科夫方法、支持向量机方法、K 近邻方法、三层人工神经网络方法、Adaboost



4

算法、贝叶斯方法以及决策树方法等。传统机器学习平衡了学习结果的有效性与

学习模型的可解释性，为解决有限样本的学习问题提供了一种框架，主要用于有

限样本情况下的模式分类、回归分析、概率密度估计等。传统机器学习方法共同

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统计学，在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图像识别、信息检

索和生物信息等许多计算机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

（2）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是建立深层结构模型的学习方法，典型的深度学习算法包括深度置

信网络、卷积神经网络、受限玻尔兹曼机和循环神经网络等。深度学习又称为深

度神经网络（指层数超过 3 层的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研究中的

一 个新兴领域，由 Hinton 等人于 2006 年提出。深度学习源于多层神经网络，

其实 质是给出了一种将特征表示和学习合二为一的方式。深度学习的特点是放

弃了可 解释性，单纯追求学习的有效性。经过多年的摸索尝试和研究，已经产

生了诸多 深度神经网络的模型，其中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是两类典型

的模型。卷 积神经网络常被应用于空间性分布数据；循环神经网络在神经网络

中引入了记忆 和反馈，常被应用于时间性分布数据。深度学习框架是进行深度

学习的基础底层 框架，一般包含主流的神经网络算法模型，提供稳定的深度学

习 API，支持训练 模型在服务器和 GPU、TPU 间的分布式学习，部分框架还具

备在包括移动设备、云平台在内的多种平台上运行的移植能力，从而为深度学习

算法带来前所未有的 运行速度和实用性。目前主流的开源算法框架有

TensorFlow、Caffe/Caffe2、CNTK、 MXNet、Paddle-paddle、Torch/PyTorch、

Theano 等。

2.3 根据算法分类

此外，机器学习的常见算法还包括迁移学习、主动学习和演化学习等。

（1）迁移学习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8D%B7%E7%A7%AF%E7%A5%9E%E7%BB%8F%E7%BD%91%E7%BB%9C&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37409506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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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学习是指当在某些领域无法取得足够多的数据进行模型训练时，利用另

一领域数据获得的关系进行的学习。迁移学习可以把已训练好的模型参数迁移到

新的模型指导新模型训练，可以更有效的学习底层规则、减少数据量。目前的迁

移学习技术主要在变量有限的小规模应用中使用，如基于传感器网络的定位，文

字分类和图像分类等。未来迁移学习将被广泛应用于解决更有挑战性的问题，如

视频分类、社交网络分析、逻辑推理等。

（2）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通过一定的算法查询最有用的未标记样本，并交由专家进行标记，

然后用查询到的样本训练分类模型来提高模型的精度。主动学习能够选择性地获

取知识，通过较少的训练样本获得高性能的模型，最常用的策略是通过不确定性

准则和差异性准则选取有效的样本。

（3）演化学习

演化学习对优化问题性质要求极少，只需能够评估解的好坏即可，适用于求

解复杂的优化问题，也能直接用于多目标优化。演化算法包括粒子群优化算法、

多目标演化算法等。目前针对演化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演化数据聚类、对演化

数据更有效的分类，以及提供某种自适应机制以确定演化机制的影响等。

3 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本质上是结构化的语义知识库，是一种由节点和边组成的图数据结

构，以符号形式描述物理世界中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其基本组成单位是“实体

—关系—实体”三元组，以及实体及其相关“属性—值”对。不同实体之间通过

关系相互联结，构成网状的知识结构。在知识图谱中，每个节点表示现实世界的

“实体”，每条边为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俗地讲，知识图谱就是把所

有不同种类的信息连接在一起而得到的一个关系网络，提供了从“关系”的角度

去分析问题的能力。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7%9F%A5%E8%AF%86%E5%9B%BE%E8%B0%B1&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374095060%7D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4%B8%89%E5%85%83%E7%BB%84&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37409506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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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可用于反欺诈、不一致性验证、组团欺诈等公共安全保障领域，需

要用到异常分析、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数据挖掘方法。特别地，知识图谱在搜

索引擎、可视化展示和精准营销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已成为业界的热门工具。但

是，知识图谱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挑战，如数据的噪声问题，即数据本身有错误或

者数据存在冗余。随着知识图谱应用的不断深入，还有一系列关键技术需要突破。

4 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与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研究能

实现人与计算机之间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通信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涉及的领域较

多，主要包括机器翻译、机器阅读理解和问答系统等。

（1） 机器翻译

机器翻译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从一种自然语言到另外一种自然语

言的翻译过程。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方法突破了之前基于规则和实例翻译方法的

局限性，翻译性能取得巨大提升。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机器翻译在日常口语等一

些场景的成功应用已经显现出了巨大的潜力。随着上下文的语境表征和知识逻辑

推理能力的发展，自然语言知识图谱不断扩充，机器翻译将会在多轮对话翻译及

篇章翻译等领域取得更大进展。

目前非限定领域机器翻译中性能较佳的一种是统计机器翻译，包括训练及解

码两个阶段。训练阶段的目标是获得模型参数，解码阶段的目标是利用所估计的

参数和给定的优化目标，获取待翻译语句的最佳翻译结果。统计机器翻译主要包

括语料预处理、词对齐、短语抽取、短语概率计算、最大熵调序等步骤。基于神

经网络的端到端翻译方法不需要针对双语句子专门设计特征模型，而是直接把源

语言句子的词串送入神经网络模型，经过神经网络的运算，得到目标语言句子的

翻译结果。在基于端到端的机器翻译系统中，通常采用递归神经网络或卷积神经

网络对句子进行表征建模，从海量训练数据中抽取语义信息，与基于短语的统计

翻译相比，其翻译结果更加流畅自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7%BB%9F%E8%AE%A1%E6%9C%BA%E5%99%A8%E7%BF%BB%E8%AF%91&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37409506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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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义理解

语义理解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对文本篇章的理解，并且回答与篇章

相关问题的过程。语义理解更注重于对上下文的理解以及对答案精准程度的把控。

随着 MCTest 数据集的发布，语义理解受到更多关注，取得了快速发展，相关数

据集和对应的神经网络模型层出不穷。语义理解技术将在智能客服、产品自动问

答等相关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问答与对话系统的精度。

在数据采集方面，语义理解通过自动构造数据方法和自动构造填空型问题的

方法来有效扩充数据资源。为了解决填充型问题，一些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相继

提出，如基于注意力的神经网络方法。当前主流的模型是利用神经网络技术对篇

章、问题建模，对答案的开始和终止位置进行预测，抽取出篇章片段。对于进一

步泛化的答案，处理难度进一步提升，目前的语义理解技术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 问答系统

问答系统分为开放领域的对话系统和特定领域的问答系统。问答系统技术是

指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用自然语言与人交流的技术。人们可以向问答系统提交用

自然语言表达的问题，系统会返回关联性较高的答案。尽管问答系统目前已经有

了不少应用产品出现，但大多是在实际信息服务系统和智能手机助手等领域中的

应用，在问答系统鲁棒性方面仍然存在着问题和挑战。

自然语言处理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在词法、句法、语义、语用和语音等不同

层面存在不确定性；二是新的词汇、术语、语义和语法导致未知语言现象的不可

预测性；三是数据资源的不充分使其难以覆盖复杂的语言现象；四是语义知识的

模糊性和错综复杂的关联性难以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描述，语义计算需要参数庞大

的非线性计算。

5 人机交互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8%AF%AD%E4%B9%89%E7%90%86%E8%A7%A3&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37409506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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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交互主要研究人和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换，主要包括人到计算机和计算

机到人的两部分信息交换，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的外围技术。人机交互是与认

知心理学、人机工程学、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密切相关的综合学科。传

统的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换主要依靠交互设备进行，主要包括键盘、鼠标、

操纵杆、数据服装、眼动跟踪器、位置跟踪器、数据手套、压力笔等输入设备，

以及打印机、绘图仪、显示器、头盔式显示器、音箱等输出设备。人机交互技术

除了传统的基本交互和图形交互外，还包括语音交互、情感交互、体感交互及脑

机交互等技术，以下对后四种与人工智能关联密切的典型交互手段进行介绍。

（1） 语音交互

语音交互是一种高效的交互方式，是人以自然语音或机器合成语音同计算机

进行交互的综合性技术，结合了语言学、心理学、工程和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知

识。语音交互不仅要对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进行研究，还要对人在语音通道下的

交互机理、行为方式等进行研究。语音交互过程包括四部分：语音采集、语音识

别、语义理解和语音合成。语音采集完成音频的录入、采样及编码；语音识别完

成语音信息到机器可识别的文本信息的转化；语义理解根据语音识别转换后的文

本字符或命令完成相应的操作；语音合成完成文本信息到声音信息的转换。作为

人类沟通和获取信息最自然便捷的手段，语音交互比其他交互方式具备更多优势，

能为人机交互带来根本性变革，是大数据和认知计算时代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前景。

（2） 情感交互

情感是一种高层次的信息传递，而情感交互是一种交互状态，它在表达功能

和信息时传递情感，勾起人们的记忆或内心的情愫。传统的人机交互无法理解和

适应人的情绪或心境，缺乏情感理解和表达能力，计算机难以具有类似人一样的

智能，也难以通过人机交互做到真正的和谐与自然。情感交互就是要赋予计算机

类似于人一样的观察、理解和生成各种情感的能力，最终使计算机像人一样能进

行自然、亲切和生动的交互。情感交互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中的热点方向，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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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人机交互变得更加自然。目前，在情感交互信息的处理方式、情感描述方式、

情感数据获取和处理过程、情感表达方式等方面还有诸多技术挑战。

（3） 体感交互

体感交互是个体不需要借助任何复杂的控制系统，以体感技术为基础，直接

通过肢体动作与周边数字设备装置和环境进行自然的交互。依照体感方式与原理

的不同，体感技术主要分为三类：惯性感测、光学感测以及光学联合感测。体感

交互通常由运动追踪、手势识别、运动捕捉、面部表情识别等一系列技术支撑。

与其他交互手段相比，体感交互技术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交互设备向小型化、便携化、使用方便化等方面发展，大大降低了对用户的约束，

使得交互过程更加自然。目前，体感交互在游戏娱乐、医疗辅助与康复、全自动

三维建模、辅助购物、眼动仪等领域有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4） 脑机交互

脑机交互又称为脑机接口，指不依赖于外围神经和肌肉等神经通道，直接实

现大脑与外界信息传递的通路。脑机接口系统检测中枢神经系统活动，并将其转

化为人工输出指令，能够替代、修复、增强、补充或者改善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常

输出，从而改变中枢神经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脑机交互通过对神经

信号解码，实现脑信号到机器指令的转化，一般包括信号采集、特征提取和命令

输出三个模块。从脑电信号采集的角度，一般将脑机接口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

两大类。除此之外，脑机接口还有其他常见的分类方式：按照信号传输方向可以

分为脑到机、机到脑和脑机双向接口；按照信号生成的类型，可分为自发式脑机

接口和诱发式脑机接口；按照信号源的不同还可分为基于脑电的脑机接口、基于

功能性核磁共振的脑机接口以及基于近红外光谱分析的脑机接口。

6 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视觉是使用计算机模仿人类视觉系统的科学，让计算机拥有类似人类

提取、处理、理解和分析图像以及图像序列的能力。自动驾驶、机器人、智能医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8%84%91%E6%9C%BA&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37409506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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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等领域均需要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从视觉信号中提取并处理信息。近来随着深

度学习的发展，预处理、特征提取与算法处理渐渐融合，形成端到端的人工智能

算法技术。根据解决的问题，计算机视觉可分为计算成像学、图像理解、三维视

觉、动态视觉和视频编解码五大类。

（1）计算成像学

计算成像学是探索人眼结构、相机成像原理以及其延伸应用的科学。在相机

成像原理方面，计算成像学不断促进现有可见光相机的完善，使得现代相机更加

轻便，可以适用于不同场景。同时计算成像学也推动着新型相机的产生，使相机

超出可见光的限制。在相机应用科学方面，计算成像学可以提升相机的能力，从

而通过后续的算法处理使得在受限条件下拍摄的图像更加完善，例如图像去噪、

去模糊、暗光增强、去雾霾等，以及实现新的功能，例如全景图、软件虚化、超

分辨率等。

（2） 图像理解

图像理解是通过用计算机系统解释图像，实现类似人类视觉系统理解外部世

界的一门科学。通常根据理解信息的抽象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浅层理解，包括

图像边缘、图像特征点、纹理元素等；中层理解，包括物体边界、区域与平面等；

高层理解，根据需要抽取的高层语义信息，可大致分为识别、检测、分割、姿态

估计、图像文字说明等。目前高层图像理解算法已逐渐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系统，

如刷脸支付、智慧安防、图像搜索等。

（3） 三维视觉

三维视觉即研究如何通过视觉获取三维信息（三维重建）以及如何理解所获

取的三维信息的科学。三维重建可以根据重建的信息来源，分为单目图像重建、

多目图像重建和深度图像重建等。三维信息理解，即使用三维信息辅助图像理解

或者直接理解三维信息。三维信息理解可分为，浅层：角点、边缘、法向量等；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9B%BE%E5%83%8F%E5%8E%BB%E5%99%AA&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374095060%7D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6%B3%95%E5%90%91%E9%87%8F&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37409506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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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平面、立方体等；高层：物体检测、识别、分割等。三维视觉技术可以广

泛应用于机器人、无人驾驶、智慧工厂、虚拟/增强现实等方向。

（4） 动态视觉

动态视觉即分析视频或图像序列，模拟人处理时序图像的科学。通常动态视

觉问题可以定义为寻找图像元素，如像素、区域、物体在时序上的对应，以及提

取其语义信息的问题。动态视觉研究被广泛应用在视频分析以及人机交互等方面。

（5） 视频编解码

视频编解码是指通过特定的压缩技术，将视频流进行压缩。视频流传输中最

为重要的编解码标准有国际电联的 H.261、H.263、H.264、H.265、M-JPEG 和 MPEG

系列标准。视频压缩编码主要分为两大类：无损压缩和有损压缩。无损压 缩指

使用压缩后的数据进行重构时，重构后的数据与原来的数据完全相同，例如 磁

盘文件的压缩。有损压缩也称为不可逆编码，指使用压缩后的数据进行重构时，

重构后的数据与原来的数据有差异，但不会影响人们对原始资料所表达的信息产

生误解。有损压缩的应用范围广泛，例如视频会议、可视电话、视频广播、视频

监控等。

目前，计算机视觉技术发展迅速，已具备初步的产业规模。未来计算机视

觉 技术的发展主要面临以下挑战：一是如何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和其他技术更好

的结 合，计算机视觉在解决某些问题时可以广泛利用大数据，已经逐渐成熟并

且可以 超过人类，而在某些问题上却无法达到很高的精度；二是如何降低计算

机视觉算 法的开发时间和人力成本，目前计算机视觉算法需要大量的数据与人

工标注，需 要较长的研发周期以达到应用领域所要求的精度与耗时；三是如何

加快新型算法 的设计开发，随着新的成像硬件与人工智能芯片的出现，针对不

同芯片与数据采 集设备的计算机视觉算法的设计与开发也是挑战之一。

7 生物特征识别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9B%BD%E9%99%85%E7%94%B5%E8%81%94&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374095060%7D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8%AE%A1%E7%AE%97%E6%9C%BA%E8%A7%86%E8%A7%89&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374095060%7D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8%AE%A1%E7%AE%97%E6%9C%BA%E8%A7%86%E8%A7%89&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37409506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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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是指通过个体生理特征或行为特征对个体身份进行识别

认证的技术。从应用流程看，生物特征识别通常分为注册和识别两个阶段。注册

阶段通过传感器对人体的生物表征信息进行采集，如利用图像传感器对指纹和人

脸等光学信息、麦克风对说话声等声学信息进行采集，利用数据预处理以及特征

提取技术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相应的特征进行存储。识别过程采用与注

册过程一致的信息采集方式对待识别人进行信息采集、数据预处理和特征提取，

然后将提取的特征与存储的特征进行比对分析，完成识别。从应用任务看，生物

特征识别一般分为辨认与确认两种任务，辨认是指从存储库中确定待识别人身份

的过程，是一对多的问题；确认是指将待识别人信息与存储库中特定单人信息进

行比对，确定身份的过程，是一对一的问题。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指纹、掌纹、人脸、虹膜、指

静脉、声纹、步态等多种生物特征，其识别过程涉及到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

语音识别、机器学习等多项技术。目前生物特征识别作为重要的智能化身份认证

技术，在金融、公共安全、教育、交通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下面将对指纹识

别、人脸识别、虹膜识别、指静脉识别、声纹识别以及步态识别等技术进行介绍。

（1）指纹识别

指纹识别过程通常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分析判别三个过程。数据采集

通过光、电、力、热等物理传感器获取指纹图像；数据处理包括预处理、畸变校

正、特征提取三个过程；分析判别是对提取的特征进行分析判别的过程。

（2）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是典型的计算机视觉应用，从应用过程来看，可将人脸识别技术划

分为检测定位、面部特征提取以及人脸确认三个过程。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主要

受到光照、拍摄角度、图像遮挡、年龄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在约束条件下人脸识

别技术相对成熟，在自由条件下人脸识别技术还在不断改进。

（3） 虹膜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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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膜识别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虹膜图像分割、虹膜区域归一化、特征提取和

识别四个部分，研究工作大多是基于此理论框架发展而来。虹膜识别技术应用的

主要难题包含传感器和光照影响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虹膜尺寸小且受黑色素

遮挡，需在近红外光源下采用高分辨图像传感器才可清晰成像，对传感器质量和

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另一方面，光照的强弱变化会引起瞳孔缩放，导致虹膜纹理

产生复杂形变，增加了匹配的难度。

（4）指静脉识别

指静脉识别是利用了人体静脉血管中的脱氧血红蛋白对特定波长范围内的

近红外线有很好的吸收作用这一特性，采用近红外光对指静脉进行成像与识别的

技术。由于指静脉血管分布随机性很强，其网络特征具有很好的唯一性，且属于

人体内部特征，不受到外界影响，因此模态特性十分稳定。指静脉识别技术应用

面临的主要难题来自于成像单元。

（5）声纹识别

声纹识别是指根据待识别语音的声纹特征识别说话人的技术。声纹识别技术

通常可以分为前端处理和建模分析两个阶段。声纹识别的过程是将某段来自某个

人的语音经过特征提取后与多复合声纹模型库中的声纹模型进行匹配，常用的识

别方法可以分为模板匹配法、概率模型法等。

（6）步态识别

步态是远距离复杂场景下唯一可清晰成像的生物特征，步态识别是指通过身

体体型和行走姿态来识别人的身份。相比上述几种生物特征识别，步态识别的技

术难度更大，体现在其需要从视频中提取运动特征，以及需要更高要求的预处理

算法，但步态识别具有远距离、跨角度、光照不敏感等优势。

8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8%99%B9%E8%86%9C%E8%AF%86%E5%88%AB&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37409506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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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新型视听技术。结合 相

关科学技术，在一定范围内生成与真实环境在视觉、听觉、触感等方面高度近 似

的数字化环境。用户借助必要的装备与数字化环境中的对象进行交互，相互影 响，

获得近似真实环境的感受和体验，通过显示设备、跟踪定位设备、触力觉交 互

设备、数据获取设备、专用芯片等实现。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从技术特征角度，按照不同处理阶段，可以分为获取与

建模技术、分析与利用技术、交换与分发技术、展示与交互技术以及技术标准与

评价体系五个方面。

（1）获取与建模技术研究如何把物理世界或者人类的创意进行数 字化和模

型化，难点是三维物理世界的数字化和模型化技术；

（2）分析与利用技术重 点研究对数字内容进行分析、理解、搜索和知识化

方法，其难点是在于内容的语 义表示和分析；

（3）交换与分发技术主要强调各种网络环境下大规模的数字化内容流 通、

转换、集成和面向不同终端用户的个性化服务等，其核心是开放的内容交换 和

版权管理技术；

（4）展示与交换技术重点研究符合人类习惯数字内容的各种显示技 术及交

互方法，以期提高人对复杂信息的认知能力，其难点在于建立自然和谐的 人机

交互环境；

（5）标准与评价体系重点研究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基础资源、内容编 目、

信源编码等的规范标准以及相应的评估技术。

目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智能获取、普适设备、自由

交互和感知融合四个方面。在硬件平台与装置、核心芯片与器件、软件平台与工

具、相关标准与规范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科学技术问题。总体来说虚拟现实/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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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呈现虚拟现实系统智能化、虚实环境对象无缝融合、自然交互全方位与舒适

化的发展趋

9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在以下方面的发展有显著的特点，是进一步研究人

工智能趋势的重点。

（1） 技术平台开源化

开源的学习框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成绩斐然，对深度学习领域影响巨大。

开源的深度学习框架使得开发者可以直接使用已经研发成功的深度学习工具，减

少二次开发，提高效率，促进业界紧密合作和交流。国内外产业巨头也纷纷意识

到通过开源技术建立产业生态，是抢占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手段。通过技术平台的

开源化，可以扩大技术规模，整合技术和应用，有效布局人工智能全产业链。谷

歌、百度等国内外龙头企业纷纷布局开源人工智能生态，未来将有更多的软硬件

企业参与开源生态。

（2） 专用智能向通用智能发展

目前的人工智能发展主要集中在专用智能方面，具有领域局限性。随着科技

的发展，各领域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影响，需要一种范围广、集成度高、适应能

力强的通用智能，提供从辅助性决策工具到专业性解决方案的升级。通用人工智

能具备执行一般智慧行为的能力，可以将人工智能与感知、知识、意识和直觉等

人类的特征互相连接，减少对领域知识的依赖性、提高处理任务的普适性，这将

是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未来的人工智能将广泛的涵盖各个领域，消除各领

域之间的应用壁垒。

（3） 智能感知向智能认知方向迈进

人工智能的主要发展阶段包括：运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这一观点

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早期阶段的人工智能是运算智能，机器具有快速计算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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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存储能力。当前大数据时代的人工智能是感知智能，机器具有视觉、听觉、触

觉等感知能力。随着类脑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必然向认知智能时代迈进，即让

机器能理解会思考。

10 结束语

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大趋势，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让机器成为人类的帮手

和工具，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向着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机器人转型等，来解

放了人们体力劳动。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大势所趋，前景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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