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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从 IT 到 DT

数字技术与新基建带来新机遇

前两次工业

革命是从能

源的利用上

对人类社会

做出的本质

改变，属于

能源革命；

后两次属于

信息革命



DT 时代 IT 内涵的变迁

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史就是新老IT巨头抢滩布局IT生态的更替史。

传统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980s-2000s

(移动)互联网 IT

Internet Technology

2000s-2010s

人工智能 I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2010s -

数字技术与新基建带来新机遇



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

支持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由传统的基

础设施、生产商、

资金、土地和劳动

力等因素，正向信

息基础设施、消费

者、信息技术转换

农业经济

铁器时代：土地、劳动

工业经济

电气时代：资本、技术

数字经济

信息时代：数据、网络

数字技术与新基建带来新机遇



新基建：七大技术领域 vs. 新基建八仙

数字技术与新基建带来新机遇



新基建：5G→催生Big Data

◼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石油”“新货币”，数据分析产生价值

◼ 5G的到来，万物互联更会产生海量数据，并将产生新的商业价值

◼ 5G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让数据更有价值

◼ 2G 时代，移动端理论传输数据的峰值是 400Kbps，网络文字小说出现了

◼ 3G 时代，理论下载速度提高到了 20Mbps，图文结合的微博、微信诞生了

◼ 4G 时代，数据理论传输速度达 100Mbps 左右，抖音这样的视频流应用应运而生

◼ 5G时代，理论传输速率可以到达10Gbps，新数据应用机遇将更加广泛

◼ 信息通信大数据作为大数据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加速与各个垂直领域融合

◼ 电信运营商积极建设大数据平台，赋能传统行业，促进实体经济优化升级

数字技术与新基建带来新机遇



新基建：5G+工业互联网→数据安全是瓶颈

◼ 2019年年底，工信部发布《“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推进方案》

◼ 5G网络加速建设，工业互联网是重要应用场景

◼ 5G将成为工业互联网数据流转的高速

公路，为其流转提供渠道

◼ 工业互联网产生的数据量，远远超过

消费物联网。波音飞机发动机30分钟

内产生的数据，就有10TB

◼ 数据的安全问题成为企业担忧的重点

数字技术与新基建带来新机遇



新基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相互成就

◼ 人工智能发展所取得的大部分成就都和大数据密切相关

◼ 通过数据采集、处理、分析，从各行各业的海量数据中，获得有价值的洞

察，为更高级的算法提供素材

◼ 人工智能的出现也提高了可利用数据的广度

◼ 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数据作为“思考”和

“决策”的基础

◼ 大数据也需要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价值化

操作，如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

数字技术与新基建带来新机遇



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 智能制造是一种由智

能设备和人类专家共

同组成的人机一体化

智能系统

◼ 通过人与智能设备的

合作共事，去扩大、

延伸和部分地取代人

类专家在制造过程中

的脑力劳动

数字技术与新基建带来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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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数据技术处于初级阶段，市场需求处于爆发期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趋势

2015-2020年中国大数据市场产值及预测

数据是源泉、存储是支撑、安全是保证、

分析是核心、应用是价值实现

数据来源：政府部门、BAT为代表的互联

网企业、运营商等

数据分析：从大量结构化、半结构化、非

结构化数据中分析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语

义信息或知识；对隐性的知识，如关联情

况、意图等进行挖掘

数据应用：政府、电信、金融、人力资源

、医疗、物流等多个行业



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趋势

◼ 大数据在为社会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

了个人隐私安全的保护问题

◼ 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与数据共享利用效率之间

还存在明显得矛盾

◼ 【案例】清华教授，拒小区人脸识别门禁！

◼ 从2018年7月开始，有犯罪分子通过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制作相应的“换脸”视

频，突破了支付宝的人脸识别认证

◼ 2019年，又有“00后”男孩绕过了厦门银行App的人脸识别系统，使用虚假身份信

息注册多个账户并倒卖牟利



大数据与区块链的结合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趋势

◼ 安全性：通过将区块链作为一种分布式存储的统一数据结

构和接口，低成本来实现关键重要数据的互联和共享

◼ 隐私性：将区块链保存的数据作为大数据分析的数据源，

利用区块链的匿名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数据隐私

◼ 开放性：将大数据视为一种智能资产，区块链可以提供包

括资产注册、交易、撮合、结算等功能

◼ 共享性：区块链可以为共同的价值互享网提供高质量、经

过稽核和审计的数据

◼ 透明性：通过大数据+区块链可以将与人民大众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流程变得精准、透明、公开和高效



大数据与AI深度融合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趋势

◼ 基于AI的大数据管理：

◼ 通过机器学习模型，结合研发与运维等操作过

程中的元数据，自动化创建数据质量规则，提

供问题精准定位、监控预警等能力，从而免去

许多手动任务操作过程

◼ 基于大数据的AI系统：

◼ 在有充足的数据（或知识）、完全信息、确定

性、单领域，依靠深度学习的三大法宝基本上

都可以达到或超过人类的水平



从相关分析到因果分析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趋势

◼ 《大数据时代》里说：要相关，不要因果

◼ 周涛在《为数据而生》一书中说：放弃对因果关系

的追寻，就是人类的自我堕落

◼ 在小样本集合里，很多处于长尾部分的案例，由于

发生概率极低，极有可能无法观察到。大数据很重

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在长尾应用中，发现稀疏而珍

贵的价值——对某些罕见结果的可解释性，这是极其有用的

◼ 一旦我们能够形成对这些罕见结果的可解释性(因果关系)，这就会拓展我们的知

识边界，提升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水平



2020年大数据发展趋势预测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趋势

◼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 数据科学带动多学科融合，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受到重视，但理论突破进展缓慢

◼ 大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成为研究热点

◼ 机器学习继续成为大数据智能分析的核心技术

◼ 基于知识图谱的大数据应用成为热门应用场景

◼ 数据融合治理和数据质量管理工具成为应用瓶颈

◼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数据应用场景逐渐丰富

◼ 对基于大数据进行因果分析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 数据的语义化和知识化是数据价值的基础问题

◼ 边缘计算和云计算将在大数据处理中成为互补模型
【周涛, 程学旗, 陈宝权. CCF大专委2020年大数据发展趋势预测,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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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有望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

增强体力
提高效率

提升感知

提升认知

第一次工业革命

(1760s-1860s)

机械化：蒸汽机

第二次工业革命

(1870s-1900s)

电气与自动化：发电机

第三次工业革命

(1970s-2000s)

信息化：计算机、互联网

第四次工业革命

(2000s--)

智能化：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专用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 面向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即专用人工智能）由于应用背景需求明确、领域知识

积累深厚、建模计算简单可行，因此形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单点突破，在局部智

能水平的单项测试中可以超越人类智能。

AlphaGo系列在围棋比赛中

碾压人类顶尖棋手

IBM Watson在知识竞赛中

战胜人类冠军

DeepStack战胜德州扑克

人类职业玩家

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创新范式

"智能＋X"应用范式日趋成熟，AI向各行各业快速渗透融合进而重塑整个社会发展，

这是人工智能驱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最主要表现方式。

智能 + 制造 智能 + 交通

智能 + 安防 智能 + 医疗

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世界各国人工智能竞争白热化

2019年2月11日美国国家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由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行政
令的“美国人工智能倡议”（American AI Initiative）。该倡议旨在从国家

战略层面重新分配资金，创造新资源以及设计国家重塑技术的方式，来促
进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017年9月1日，普京在开学日“加速奔向未来的俄罗斯”的公开课中指出

：人工智能不仅仅对于俄罗斯是未来，也是全人类的未来。这方面有着巨
大的机遇，同时也存在当下难以预测的威胁。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先者，将
称霸全球。

2018年4月25日，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洲理事会、欧洲

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及地区委员会提交了题为《欧盟人工智能》报告，描述
了欧盟在国际人工智能（AI）竞争中的地位，并制定了欧盟AI行动计划。

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人工智能将成为更多国家的战略选择

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现有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是什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研究目的：探寻智能本质（科学），研制出具有类人智能的智能机器（技术）

⚫ 研究内容：能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 表现形式：【五官、四肢、大脑】

⚫ 会看：图像识别、文字识别、手势识别、车牌识别

⚫ 会听：语音识别、特殊音响识别、说话人识别

⚫ 会说：语音合成、语音导航、人机对话

⚫ 会行动：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

⚫ 会思考：人机对弈、定理证明、医疗诊断

⚫ 会学习：机器学习、知识表示、自我进化



人工智能的起点：技术的出现，哲学的思考，科学的解释

⚫ 人工智能的技术起点：

⚫ 查尔斯•巴贝奇（剑桥大学）机械计算机——差分机鼻祖与阿达·奥古斯塔（Ada）

⚫ 1822年做了一台机械计算机计算Sin和Cos的函数值，从此拉开了计算的帷幕

⚫ 阿达·勒芙蕾丝伯爵夫人，原名奥古斯塔·阿达·拜伦，英国诗人拜伦之女

⚫ 人工智能的哲学起点：

⚫ 伯特兰•罗素（剑桥大学）创立分析哲学（1914年）

⚫ 分析哲学至高点：维特根斯坦（1918年）

⚫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 人工智能的科学起点：

⚫ 1950年Turing在《心智》上发表“计算机器和智能”，提出了“图灵测试”的思想

⚫ 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

现有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热度

时间1956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初春 初冬 初秋 寒冬 复苏 爆发

起步
发展期

反思
发展期

应用
发展期

低速
发展期

稳步
发展期

蓬勃
发展期

人工智
能诞生

机器定
理证明

智能跳
棋程序

……

任务失败
目标落空

机器翻译
笑话百出

定理证明
发展乏力

……

专家系统遍地开花
人工智能转向实用

医疗专家系统MYCIN

化学专家系统
DENDRAL

地质专家系统
PROSPECTOR

……

多项研究
发展缓慢

专家系统
发展乏力

神经网络
研究受阻

……

互联网推动人工智
能不断创新和实用

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冠军
IBM提出智慧地球
我国提出感知中国

……

深度学习与
大数据兴起
带来人工智
能的爆发

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

现有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总体发展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

⚫ 专用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但是通用人工智

能研究与应用依然任重道远

⚫ 人类的大脑是一个通用智能系统，能举一反三、融会贯

通，可以同时处理视觉、听觉、判断、推理、学习、思

考、规划、设计等各类问题，可谓“一脑百用”

⚫ 目前人工智能距离人类智能水平还有巨大差距，人工智

能还有很多不能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与人类相比现有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有智能没智慧：
无意识和悟性，缺
乏综合决策能力

有智商无情商：机器对人的情感理解与交流还处于起步阶段

会计算不会“算计”：人工智能
系统可谓有智无心，更无谋 有专才无通才：会下围棋的“阿尔法狗”不会开车

现有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瓶颈问题

数据瓶颈 泛化瓶颈 能耗瓶颈

语义鸿沟瓶颈 可解释性瓶颈 可靠性瓶颈

现有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现有人工智能的局限性：语义鸿沟

那辆白车是黑车。

请问那辆车到底是白车还是黑车？

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

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

请问应该穿多还是穿少？

剩女产生的原因：

一是谁都看不上，二是谁都看不上，

请问究竟是谁看不上谁？

女孩给男朋友打电话：如果你到了，我还没到，你就等着吧；

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你就等着吧！

男孩是应该等呢？还是等呢？

现有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现有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可解释性问题

⚫ 2015年，德国大众公司发生了机器人“杀人事件”：

一名工作人员被正在安装的机器人突然抓起重重摔向

金属板后身亡。此后，欧盟要求所有人工智能算法解

释其输出原理，否则将视为非法使用。

⚫ 2018年，安徽省芜湖市，一名工人在给搬运机器人换

刀具时，突然被机器人夹住，最终因伤势过重，不治

身亡······

⚫ 2018年，由全球最大的沃森肿瘤库形成的人工智能辅

助医疗被曝诊断失误，给出血症状肺癌患者开了容易

导致出血的“贝伐单抗”药物，可致患者死亡。

现有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人类智慧：否定、忽略、遗忘（绿色智能）

⚫ 人类智慧的起源——从个体成长来看
⚫ 胎儿在母腹：与外界环境及母亲腹中的内部环境交互，产生简单的“我”的概念

⚫ 出生以后：先用触觉用嘴巴和舌头接触周围世界，随着自主能力的产生，试图摆脱大人束缚。开

始产生否定，说：不、没有、别

⚫ 产生智慧：从否定开始，否定外部、否定自己、否定很多事物，产生来某种智慧

⚫ 美国心理学协会会长William James

⚫ 人类智慧是忽略的智慧，人知道怎么忽略一些不重要（甚至矛盾）的事物，而将精力聚焦到一些

重要的，一些关键之处，而机器不然，只擅长处理大数据，而不擅长处理小数据——抓主要矛盾

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 paradox 

⚫ 对计算机而言，实现逻辑推理等人类高级智慧只需要相对少的计算能力，而实现感知、运动等低

等智慧却需要巨大计算资源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 vs. 人类智慧

⚫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差别
⚫ 人工智能的起点：Being，存在，客观物质

⚫ 人类智慧的起点：Should，应该。主观意识：Awareness, Consciousness, Want, Can

⚫ 人有意识，而机器只会按指令进行操作

⚫ 休谟之问
⚫ “是（being）”推不出“应该（should）”

⚫ 从事实里边推不出价值观（Value）

⚫ 人vs 机器
⚫ 人会变，机器只会按部就班；人会算计，而机器只会计算

⚫ Shannon Vallor: There is no independent machine values, machine values are human values. 人类必

须要为机器立心！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人机混合形成增强智能

⚫ 混合增强智能的本质：人机耦合与交互

⚫ 人机共在：Being together，感知、认知，人机融合

⚫ 增强智能：人类智慧 + 机器智能→美美与共、强强联合

⚫ 以人为中心的混合智能：价值引领 + 增强智能

⚫ 人机环系统工程：人机交互是通过环境这个大系统来进行沟通的

⚫ 人机混合智能的独特性

⚫ 新的输入方式：传感器客观采集的数据与人主观感知到的信息的融合（情感）

⚫ 新的理解途径：机器数据计算与人的信息认知融合起来（语义桥梁）

⚫ 智能推理输出：它把机器运算结果与人的价值决策相互匹配，形成概率化与规则

化有机协调的优化判断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IIS, Image Imaging System

HVS, Human Visual System

物理环境
Physical Space

人类社会
Cognition Space

信息空间
Cyber Space

混合
增强
智能 机

信息空间
Cyber space

人
人类社会
Cognition space

环
物理世界
Physical space环境 机器

人类

信息
感知

学习
推理

反馈
控制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国发〔2017〕35号

⚫ 第一步，到2020年人工智能（AI）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

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 新一代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取得重要进展，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

能、自主智能系统等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实现重要进展

⚫ 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进入国际第一方阵。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

规模超过1万亿元

2020
2025
2030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国发〔2017〕35号

2020
2025
2030

⚫ 第一步，人工智能规划部署的五大方向：

⚫ 大数据智能

⚫ 跨媒体智能

⚫ 群体智能

⚫ 混合增强智能

⚫ 自主智能系统

“混合增强智能”是指将人的作用或人的认知模型引入人工智能系统，形

成“混合增强智能”的形态。这种形态是人工智能可行的、重要的成长模

式。人是智能机器的服务对象，是“价值判断”的仲裁者，人类对机器的

干预应该贯穿于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即使我们为人工智能系统提供充足的

甚至无限的数据资源，也必须由人类对智能系统进行干预。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混合增强智能的两种形态

【郑南宁院士：混合增强智能——协同与认知，2017】

人在回路
的混合增强智能

基于认知计算
的混合增强智能

把人的作用引入到智能系统的计算回

路中，可以把人对模糊、不确定问题分析

与响应的高级认知机制与机器智能系统紧

密耦合，使得两者协同工作，形成双向的

信息交流与控制，使人的感知、认知能力

和计算机强大的运算和存储能力相结合。

这类混合智能是通过模仿生物大脑

功能提升计算机的感知、推理和决策能力

的智能软件或硬件，以更准确地建立像人

脑一样感知、推理和响应激励的智能计算

模型，尤其是如何建立因果模型、直觉推

理和模糊联想记忆的新计算框架。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High-Resolution 

Camera 

Imaging 

Server

Physical Space

Image

Matching

Recognition Result

Information Space

Low-resolution, poor 

lighting, non-frontal face

Cognitive Space

?

Human-machine Bridge：
Heterogeneous Image Synthesis

人机混合智能范式（一）：人在回路的混合增强智能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上海市公安局801案件

看
得
清

人机混合智能范式（一）：人在回路的混合增强智能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人机混合智能范式（一） ：人在回路的混合增强智能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人机混合智能范式（二） ：基于认知计算的混合增强智能

[ITU, BT. 500-13]

Very Satisfied 

Satisfied 

Some Users Dissatisfied

Many Users Dissatisfied

Nearly All Users Dissatisfied

Not Recommended

R MOS

4.3

4.0

3.6

3.1

2.6

1.0

100

90

80

70

60

50

0

◼ Mean Opinion Score (MOS)

◼ The most reliable way

◼ Expensive and inefficient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主观评价：专家打分取均值——MOS

专家打分：认知空间，主观评价
主要特点：可靠可信，费时费力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人机混合智能范式（二） ：基于认知计算的混合增强智能

感知-认知机理建模

鲁棒
映射

特征提取

信息空间

物理空间

Quality

认知空间

[ITU, BT. 500-13]

图像质量评价新测度

成像

分析

主观
评价

机器
学习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人机交互是人机混合智能的关键与核心

⚫ 未来的人机交互

⚫ 人机环境系统的自主耦合，形成一个认知智能生态，涉及三元空间的融合

⚫ 认知是信息的流动过程，包括：输入、处理、分析、推理、输出和反馈等环节

⚫ 人机混合智能的研究

⚫ 研究方向：如何在人、机及环境系统之间，实现最优的智能匹配

⚫ 研究内容：涉及人机环境系统的整体设计及优化等方面的研究

⚫ 研究目标：可靠、高效和舒适的自由交互和信息传递等几个方面

⚫ 情感智能：我们可以跟不智慧的人打交道，但很难跟那些没有情感的人打交道

人机混合智能的发展趋势



未来趋势（1）：新型人机交互方式的革新

⚫ 人机交互的便捷性：人机混合智能需要更高效、可靠和舒适的交互

⚫ 人与机器像人与人之间自然交互

⚫ 键盘、鼠标--》触摸、多点触摸--》体感技术--》脑机交互--》自然语言

⚫ 沈向洋：懂语言，得天下：读图时代--》语言时代

⚫ VR/AR，情感计算，心灵的共鸣，惺惺相惜，相互适应、共同成长，共存、共融、共生

人机混合智能的发展趋势



未来趋势（2）：以人为中心的智能系统的设计

⚫ 设计以人为中心的混合智能系统是我们的初心

⚫ 人与动物的区别：制造和使用工具。机器仍然属于工具的范畴

⚫ 人类的价值引领，防止机器的异化和走向歧途

⚫ 以人为中心：人工智能研究的初衷，为人类服务，人类为机器立心

⚫ 如何确保人机混合智能真正成为以人为中心的系统？

人机混合智能的发展趋势



大数据是人机混合智能的基础

人机混合智能的发展趋势

⚫ 传统的统一化、规则化、模型化的模式识别理论难以表述复杂多变的模式对象

⚫ “What magical trick makes us intelligence? Then trick is that there 

is no trick. The power of intelligence stems from our vast diversity, 

not from single, perfect principle.”

⚫ MIT 人工智能之父，长期以来倡议基于规则的理解，现在改变

了观点，认为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智能的本质。

⚫ 大数据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新机遇：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和模式识别方法，与现有理论相

比原始数据更有利于表达复杂的语义概念，并且训练数据的丰富性将显著提升模式识别

系统的精度和泛化能力

Marvin Minsky (1927-2016)



未来趋势（3）：互联网思维在智能系统中的应用

人机混合智能的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研究也需要互联网思维

From the Web：整个智能系统流程完全基于互

联网信息，打破预处理、特征提取、分类器设计

的传统步骤。

For the Web：整个智能系统回馈于互联网，用

于处理互联网上的纷繁复杂的多源异构信息。

典型应用：

机器翻译

人脸识别

图像标注

输入

输出

端到端的智能系统

有大数据、有知识、有交互、有众包，
是人类智能+机器智能的混合载体！



未来趋势（4）：绿色节能开放共享算法的开发

⚫ 人机混合的基础：大数据 + 算法 + 高性能计算

⚫ 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收集标注大数据、设计新算法

⚫ 算法：有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部分监督学习--》弱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

⚫ 绿色节能、开放共享：省脑力、省能源、减少重复设计和智力浪费

人机混合智能的发展趋势



脑科学和认知科学是人机混合智能的引擎

人机混合智能的发展趋势

⚫ 以数据驱动为代表的分析方法使得若干传统学科（如神经科学）等的研究方法也出现了巨

大创新，为人工智能方法拓展到其他领域的方法中带来了重要契机

⚫ 相关领域在大数据时代的原创成功也能够对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带来影响，进而推动人工

智能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协同创新

脑科学
脑功能连接

脑疾病机理

脑微观结构重建
脑介尺度图谱

脑活动探测新技术与装备

认知科学
认知障碍、认知心理学
脑认知功能

感知学习
认知过程仿生

认知神经科学
心智哲学

人工智能
知识表示、规则、知识库
深度神经网络

神经形态计算
典型神经网络

大规模搜索、验证
大数据 传统机器学习



未来趋势（5）：数据和知识相结合的智能系统设计

人机混合智能的发展趋势

⚫ 数据与知识相结合的智能系统

跨景跨媒 多源异构 知识推理

多源异构数据的智能系统
（多模态、跨模态）

有监督数据
无监督数据
弱监督数据

先验、关系、语义

任务 1 任务 2 任务 3

数据不够模型补
模型不精数据帮



未来趋势（6）：生物启发的混合智能系统的演化

人机混合智能的发展趋势

视频、

论坛、

博客、

微博、

短信等

已有
旧

数据

序贯
输入
新

数据

生物启发的混合智能

类生物信息处理特性

类生物行为特征

类生物学习方法

任

务

反

馈

具有鲁棒性和自适应性的生物启发智能系统

环境反馈

自我更新



未来趋势（7）：混合智能跨界泛化能力的提升

人机混合智能的发展趋势

基于跨领域跨模态知识迁移的智能系统

多模态模式识别多范围视频监控系统



未来趋势（8）：认知信息论的建立和完善

人机混合智能的发展趋势

⚫ 传统信息论的局限性

⚫ 第一代（经典信息论）：香农信息论从统计学和概率论来研究信号和信道模

型，提高信息系统的可靠性、有效性、保密性和认证性

⚫ 第二代（现代信息论）：信息被看做描述自然界事物的属性，可以被约简、

定量表达和计算

⚫ 第一代和第二代信息论重点关注人类认知体系外在的信息处理，忽视了人类

认知系统既是信息的原始来源又是最终归宿的基本事实。任何信息在被社会

理解和利用之前必须先被人类语义认知

⚫ 第三代信息论（认知信息论）：模拟人脑内在的信息处理机制和自然智能研

究信息的语义分析、语义表达、语义集成、语义计算、语义服务、语义交互



报告提纲 OUTLINE

总结与展望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趋势

数据技术与新基建带来新机遇



重庆邮电大学: CQUPT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 工信部与重庆市共建的教学研究型大学，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主要特色

◼ 具有信息学科优势和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等重庆市一流学科

◼ 2017年10月，率先成立重庆市首个重邮-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院



重庆市大数据智能化战略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 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提升传统制造业，促进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

展。加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合

◼ 布局一批人工智能研发创新平台，加快突破大数据智能化关键核心技术，打造

国内外有影响的高交会和智博会

大数据

智能制造装备

智能硬件

汽车电子
物联网

软件服务

集成电路

数字内容

智能网联汽车

人工智能

智能超算

智能机器人

12个
重点产业



重庆邮电大学大数据智能化目标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 重庆市委给重庆邮电大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让重庆邮电大学成为重庆

市大数据智能化的一个实验场所、人才高地、科技高地

◼ 根据市委要求，学校发布了《重庆邮电大学“大数据智能化实验场所、人才高

地、科技高地”建设总体方案》

◼ 一场所：建设大南部校区，筹建大数据

智能计算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 人才高地：文峰人才工程

◼ 科技高地：南山强基工程



六大关键技术+六大应用场景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六大关键技术

大数据获取

大数据传输

大数据安全

大数据挖掘

大数据智能

智能芯片设计



关键技术1：大数据获取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核心技术：

➢ 多维传感器协同

➢ 实体状态精准匹配

➢ 情境与内容联合感知

➢ 数据粒度切分

➢ 状态分类及预测

➢ 轻量化快慢反应

工业物联网与网络化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突破了精确时间同步、确定性调度、

自适应节能、网络安全等技术瓶颈，获得十余发明专利授权，并申请了国际专利，拥有

WIA-PA和ISA 100.11a协议栈软件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工业物联网技术与标准方面处

于国际前列，使我国形成了与欧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同台竞技的能力。

工业物联网与网
络化控制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

工业无线融合标
准Heathrow工作
组MOU



关键技术2：大数据传输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新型网络架构的科学目标：

➢ 资源自配置

➢ 业务自优化

➢ 网络自进化

核心技术：

➢ “云-边-端”协同技术

➢ SDN+NFV

➢ 流量及用户行为分析
CFE智能算法

智能5G网络智能通信实验室

“云-边-端”协同技术



关键技术3：大数据安全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网络跨域安全、智能管控、

车联网安全、物联网安全

网络安全与管控
网络数据监测、取证与分析，

网络违法行为治理

计算机取证

共识机制、区块链+IoT、

区块链+5G等

属性密码、量子密码、功

能密码、混沌密码

现代密码学

① ②

③ ④区块链技术

⑤

数据隐私与共享、智能安全计算、边缘安全防护等

数据智能安全



关键技术4：大数据挖掘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核心技术：

➢ 行业大数据智能化

平台需求分析建模

➢ 行业大数据智能化

平台的数据开放与

共享模型



关键技术5：大数据智能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网络
安全

医疗
健康

社会
治理

智能
制造

关键技术难题

• 复杂关系关联分析
• 网络路由优化分析
• 动态事件演化分析
• 异常趋势预警分析
• 多源异构融合分析
• 多链多级协同决策
• 异构资源优化调度

核心技术：

➢ 数据与知识融合驱动的

人工智能新方法

➢ 不确定性智能决策理论

与方法

➢ 视听觉感知与认知决策

理论与方法

➢ 类人智能机器人理论与关键技术



关键技术6：智能芯片设计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CY2420 芯片             CY2420S 芯片                 CY4520 芯片 

               
TF2400 SoC 芯片        TF4500 SoC 芯片           CY2420 通信模块 

全球首款物

联网芯片“

渝芯一号

”——基于

工业无线通

信三大标准

的全球首款

物联网芯片



应用场景1：智慧教育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12365”
智慧校园
建设工程



应用场景2：智慧健康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 多模态医学

图像处理

➢ 医学图像

可视化

➢ 多模态协同

学习与决策



应用场景3：智慧安全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 网络空间人事物的精准定位与动态描述问题、复杂网络系统中信息传播的追踪溯源

➢ 网络空间信息的多粒度认知理解问题、不确定性动态信息的智能发现、获取与分析



应用场景4：智慧交通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运动目标三维重建与识别 车辆威胁估计与路径规划

打造自主驾驶、智能互联、智能交互、车路协同等方向

➢ 增强人机对话；复杂异构对象识别与跟踪；多维度智能协同控制；密度峰故障诊断



应用场景5：智慧金融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在金融应用

⚫ 大规模异质图像精确感知与表达

⚫ 多粒度多模态生物活体检测技术

⚫ 异构深度学习生物精确识别技术

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

并开展大规模集成应用



应用场景6：智能制造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网络协同制造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过程操作优化决策

➢ 2017年7月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围绕制造强国重大需求，推进智能制

造关键技术装备、核心支撑软件、工业互联网等系统集成应用”

➢ 《重庆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提出“重点突破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精密制造、增材

制造等集成技术，提高装备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



报告提纲 OUTLINE

总结与展望

大数据智能化的重邮方案

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趋势

数据技术与新基建带来新机遇



总结与展望

Concluding Remarks

⚫ 数字技术与新基建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新动能

⚫ 我国大数据技术的市场需求处于爆发期，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成为制约大数据

技术发展的瓶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成为发展趋势

⚫ 人机混合增强智能成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发展方向，人机和谐共存成为新课题

⚫ 重庆市委市政府支持重庆邮电大学开展

大数据智能化的“一场所、两高地”建

设，这是新使命，也是新担当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gaoxb@cqupt.edu.cn

共建科技共同体 共享智能新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