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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全球最知名的 IT 和通信产
业盛会 CeBIT——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
及通信博览会在德国拉开帷幕。开幕式
上 ，马 云 向 德 国 总 理 默 克 尔 演 示 了
Smile to Pay 扫脸技术，利用“刷脸支
付”为嘉宾购买了礼物。这使得人们对新
的支付技术产生期待，也将人脸识别技术
带入了公共视野。

比肉眼更精确的计算
机识别

继指纹识别、语音识别之后，人类最
近几年内在人工智能的另一领域——图
像识别，尤其是人脸识别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
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通过
使用摄像机或摄像头采集含有人脸的图
像或视频流，并自动在图像中检测和跟踪
人脸，进而对检测到的人脸进行一系列技
术处理，以达到识别不同人身份的目的。
人脸识别目前的技术分成两大类：传统视
觉方法和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方法，两者
各有优势，互为补充。

天津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
程学院常务副院长杨巨成教授是国际生
物识别技术领域的专家，他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传统的人脸识别技术主要是基
于可见光图像实现的，已有 30 多年的研
发历史，目前应用最为广泛。但可见光识
别受光线条件的制约，在环境光照发生变
化时，识别效果会急剧下降，无法满足实
际系统的需要。

在传统人脸识别技术下，对视频流进
行识别时存在的制约因素更多。北京邮
电大学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实验室青年
教师团队长期从事此方向的研究工作，据
团队成员介绍，在监控状态下，现有的设
备存在诸多问题：摄像机清晰度不够，图
像质量差；用于场景监控时视频中人脸过
小；网络带宽不够等原因造成丢帧和丢脸
问题⋯⋯同时在拍摄过程中面临各种环
境光源的考验，会出现侧光、顶光、背光和
高光等现象，而且有可能出现各个时段的
光照不同，甚至在监控区域内各个位置的
光照都不同，给人脸识别造成了困难。此
外，各种非正脸的姿态和佩戴帽子、黑框
眼镜、口罩等饰物现象也影响着人脸识别
的识别率。

杨巨成教授介绍，针对传统视觉方
法，解决光照问题的方案有三维图像人脸
识别和热成像人脸识别，其中热成像人脸
识别需要使用特定的摄像头和摄像机捕
捉人像，普及度不高。近年来，一种基于
主动近红外图像的多光源人脸识别技术
在识别性能上取得了突破，它是人脸识别
技术的一项革命性创新，可以克服光线变
化的影响，使人脸识别技术逐渐走向实用
化。

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方法是人脸识

别技术的另一发展方向。人脸识别所用
到的深度学习算法是一套模拟人脑的神
经网络算法，通过收集的海量人脸照片，
新型的神经网络算法可以通过大数据训
练将图片信息变成能够被机器理解分析
的结构化数据。这项技术涉及极其复杂
的技术细节，对计算平台的底层架构要求
非常高，能够应对复杂的光照并支持多种
人脸姿态，也得以将人脸识别的准确度提
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人脸识别技术
在国际上有着公认的测评体系：人脸检测
FDDB 评测平台由美国著名的马萨诸塞
大学计算机视觉实验室运营，其公布的评
测集代表了人脸检测的世界最高水平。
另一大测评体系是人脸识别 LFW 评测。
LFW 是国际权威的人脸识别数据库，也
被公认为目前最接近实际数据的人脸识

别库，是人脸识别领域使用最广泛的测试
基准。实验表明，如果仅仅给出人脸中心
区 域 ，人 的 肉 眼 在 LFW 上 的 识 别 率 为
97.52%，而在 2014 年 4 月，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汤晓鸥领导的计算机视觉研究组开
发的一个基于高斯过程的人脸识别技术
GaussianFace（高斯脸）取得了 98.52%的
识别率，计算机自动识别算法的识别率首
次超过肉眼。在 2014 年下半年，汤晓鸥
教授和其带领的研究组研发出 DeepID2
和 DeepID2+，其中 DeepID2+于 11 月 17
日推出，人脸识别精度经过 LFW 检测，高
达 99.4%。

在我国，有多家研究和开发人脸识别
技术的企业诞生并推出产品和服务，已经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北京旷视科技有限
公司旗下的 Face++平台曾拿下 FDDB 检
测的世界第一，并于 2014 年 3 月在 LFW

国际公开测试集中力压 Facebook，达到
当时世界最高的 97.27%的准确率。今
年，中国创业团队、人脸识别公司 Link-
face 也在 FDDB 夺冠，并在 LFW 人脸识
别数据库中实现了 99.5%以上的准确率。

互联网时代的人脸识
别应用

在大数据和移动互联时代，人脸识别
技术已经被纳入互联网应用，尤其是移动
互联网应用。杨巨成教授告诉记者，常见
的人脸识别考勤机应用的算法原理和互
联网应用相近，区别在于考勤机一般是单
机的，对应的人脸数据库比较小，多采用
传统的视觉方法，而互联网应用的人脸识
别算法基于深度学习，可以用大量数据训
练，识别率更高，应用范围也更为广泛。

目前，人脸识别技术在互联网中的应
用已十分广泛：美颜相机等手机 APP 使
用了人脸定位和人脸检测技术；人脸验证
技术则可用于登录验证、身份识别等场
景，这为互联网教育等领域的用户身份确
认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通过自动识别出
照片中的人脸身份，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实
现 VIP 识别、照片自动圈人等多种功能。
由 Face++开发的智能迎宾机器人已经实
现 了 精 准 的 人 脸 识 别 ，这 款 名 为 Ko-
alaCam 的迎宾机器人内置世界顶尖的人
脸识别算法支持并由研发团队对其进行
持续优化，已经与多家企业和教育机构展
开合作，应用于公司前台、高端教育、智能
商业等领域。

刷脸支付系统的应用更是引发人们
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关注。刷脸支付
系统将人脸识别算法与现有的支付系统
进行融合，在支付时人们不再需要银行
卡、存折、密码甚至手机，只需要对着
摄像头完成人脸识别，刷脸支付系统就
会在几秒内完成身份确认、读取账户、
转账支付、交易确认等环节。2013 年 9
月 5 日，刷脸支付系统在中国国际金融
展上亮相。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也
与 Face++平台实现合作，研发出 Smile
to Pay 扫脸技术，并通过马云在汉诺威
的展示为世人所知。

除了上述提到的已经初步实现的应
用，大规模人脸搜索是人脸识别技术未来
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开发的大规模人
脸搜索技术可实现亿级人脸的快速检索，
单张人脸所需内存小，查询效率高，世纪
佳缘、360 图片搜索等已经开始应用这项
技术。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基于人脸
搜索技术有望搭建起真正的互联网人脸
搜索引擎，并广泛应用于社交搜索、逃犯
追缉等场景中。

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迎来一个“刷
脸”时代：当你走进一家常去的咖啡厅，会
发现服务员已提前为你准备好最喜欢的
咖啡；当你来到公司上班，智能迎宾机器
人已自动打出带有你名字的欢迎语；当你
上网买东西，不需再输入密码、指纹，只需
要对着手机摄像头作几个表情就可以完
成支付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人脸识别
技术将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智能。

人脸识别技术的新发展——

带 你 进 入“ 刷 脸 ”时 代
本报记者 周明阳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徐华强研
究员领衔国际 28 个实验室组成的交叉团
队，经过联合攻关，利用世界上最强 X 射线
激光，成功解析视紫红质（Rhodopsin）与
阻遏蛋白（Arrestin）复合物的晶体结构，
攻克了细胞信号传导领域的重大科学难
题。该项突破性成果 7 月 22 日以长文形
式在线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

（Nature）上。
2012 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美国科学

家罗伯特·莱夫科维茨和布莱恩·科比尔
卡，以表彰他们在 G-蛋白偶联受体（GP-
CR）信号转导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们
的研究成果揭开了人体信息交流系统的秘
密，即身体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将信息通
过下游 G-蛋白发送到细胞，具有划时代意
义。然而，GPCR 信号转导领域还有一个
重大问题悬而未决，即 GPCR 如何激活另
一条信号通路——阻遏蛋白（Arrestin）信
号通路，该难题一直困扰着世界结构生物
学家。

G-蛋白和阻遏蛋白构成了 GPCR 下
游的两条主要信号通路。“在调节 GPCR 功
能过程中，阻遏蛋白和 G-蛋白分别扮演阴
和阳的角色。”徐华强研究员介绍说，即
GPCR 能激活 G-蛋白的信号通路，而阻遏
蛋白会识别被激活的 GPCR 并使其内吞到
细胞内脱敏，进而阻止 G-蛋白向下游传递
信号。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阻遏蛋白还能
够作为独立的信号转导蛋白，广泛参与多
种细胞生理活动，调节与 G-蛋白通路不同

的生理功能，比如，人体感官功能和神经活
动等。

对于 GPCR 这一类膜蛋白来说，要得
到晶体已经非常困难，而获得 GPCR 与阻
遏蛋白复合物的晶体则“难上加难”。在过
去的十年间，徐华强研究员所领导的团队
一直致力于解析视紫红质（Rhodopsin）和
阻遏蛋白复合物的晶体结构。视紫红质是
一个经典的 GPCR，可以感应到光信号，激

活视觉功能。
最大的挑战来自获得的复合物晶体形

态较小，未能达到同步辐射光源所适合的
尺寸，很难获得高分辨率的图像。在交叉
团队的紧密配合下，研究团队创新性地利
用了比传统同步辐射光源强万亿倍的世界
上最亮的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技术，
用较小的晶体得到了高分辨率的视紫红
质-阻遏蛋白复合物晶体结构。该三维结

构展现了阻遏蛋白与 GPCR 的结合模式，
与 G-蛋白与 GPCR 相互作用截然不同，为
深入理解 GPCR 下游信号转导通路奠定了
重要基础。该结构也是运用 XFEL 技术获
得 的 首 个 蛋 白 质 复 合 物 结 构 ，展 示 了
XFEL 技术在结构生物学领域的强大应用
前景，将对蛋白晶体结构生物学领域的研
究带来颠覆性变革。

这一研究不仅解决了世界级的科学难
题，同时为开发选择性更高的药物奠定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徐华强解释说：“GPCR
是目前最成功的药物靶标，迄今 40%左右
的上市药物是以 GPCR 为靶点。在药物发
现领域，对靶蛋白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理解
认识越深刻，开发出高效低毒药物的几率
越大。”因此，选择性靶向其中一条信号通
路的药物，也就是激活或抑制 G-蛋白或阻
遏蛋白信号通路，可能具有更好的疗效并
有效降低毒副作用。

“这个研究项目面临了艰巨的挑战，最
终在全世界众多研究机构的多领域专家的
合作下完成。”徐华强研究员说，“X 射线自
由电子激光技术为未来解决更具挑战性的
蛋白质科学难题开启了新思路。”

“徐华强研究员团队的研究成果对理
解 GPCR 功能具有重大意义。”来自托马斯
杰弗逊大学的 GPCR 领域专家杰弗里·贝
诺维奇博士认为，“视紫红质和阻遏蛋白复
合物的晶体结构有助于人们理解 GPCR 的
脱敏过程，并为未来解析更多的 GPCR 复
合物提供了新思路”。

我科学家攻克生物学世界级重大难题，有助于开发更高效靶向药物——

世界最强激光解析细胞信号传导大通路
本报记者 佘惠敏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建议，我国居民每天吃
300 至 500 克蔬菜、200 到 400 克水果，但目前我国
很多人没有做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冠
生近日表示，健康的膳食应“每天有水果，顿顿有蔬
菜”，不管怎么吃，首先要吃下去。“只有吃进去人体
才能从食物中获取我们需要的营养，在携带摄入不
方便的时候可以考虑蔬果加工制品，例如果汁。”

马冠生介绍，果蔬营养丰富，是水分多、能量低
的食物，果蔬中膳食纤维多，同时富含多种微量营养
素、有机酸、植物化学物。果蔬中的膳食纤维可促进
胃肠蠕动;水果中的果胶，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有
降低胆固醇作用也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果蔬中的
抗氧化剂如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类黄酮类化合
物、异硫氰酸盐及有机硫化物等，使 DNA 免受损伤、
促进其修复、减少突变。膳食纤维还可以让潜在致
癌物接触肠道时间减短，使其尽快排出，减少致癌的
因素，降低致癌风险。此外,研究表明，适当多吃蔬
菜水果可降低 2 型糖尿病发病率，每增加一份蔬菜
水果的摄入，冠心病发病的风险可以降低 4%。

世界卫生组织从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角度，提
出每天至少要 400 克的蔬菜水果，美国国家科学院
提出每天食用 5 份不同品种的蔬菜和水果，特别是
要有绿色和黄色蔬菜和柑橘类水果。数字显示,我
国的蔬菜水果整体消费一直属于低水平，改革开放
后,我国很多膳食营养的数据和我国国家的发展非
常一致。20 年前,我国蔬菜水果消费增加，之后基
本保持较稳定的水平。总体来说，我国蔬菜水果消
费量很低，虽然目前为止蔬菜水果的供应充足，但是
总体消费量不高。我国城乡居民各种食物摄入量，
除了粮谷类食物，新鲜蔬菜消费是最多的，平均为
270 克，水果的消费为 40 克，还没一个大个的苹果
量大，国人对水果的摄入量还远远不足。

蔬菜和水果,不管怎么吃，吃多少量，吃进去最
重要。马冠生表示，首先要吃进去，只有吃进去人体
才能从食物中获取我们的营养，不吃光空谈是没有
用的。但是加工过程会损失一些水果中的营养成
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推荐吃新鲜的水果，
因为新鲜的水果营养素的损失还是比较少的，当然
在携带摄入不方便的时候可以考虑蔬果加工制品，
但首选要吃鲜果。果壳网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
中心部主任阮光锋介绍，吃鲜果的方式也是不同
的。有的人很喜欢喝果汁，市场上有很多果汁类的
饮料，实际上果汁很少，大部分是糖和水，自己动手
榨果汁应该逐步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一部分。鲜榨
果汁可以满足一些特定人群的需求。比如牙齿不好
的老人，无法食用较硬的果蔬，可用鲜榨果蔬汁代
替;一些病人经过放疗没法很好消化一些固体食物，
果汁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孕妇在怀孕初期吃一些
大块的食物不好消化，会腹胀、便秘，此时，一杯鲜榨
果汁是很好的选择。

专家指出，一些原汁机跟普通的榨汁机相比，用低
速挤压的原理，像拧毛巾一样，将果汁慢慢揉取出来，保
全了果汁的活性营养，不易氧化，同时可以整颗榨取，为
当代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提供了多一种健康选择。

“每天有水果，顿顿有蔬菜”，

健康膳食——

“首要是吃下去”
本报记者 吴佳佳

视紫红质和阻遏蛋白复合物的三维结构视紫红质和阻遏蛋白复合物的三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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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牛瑾报道：日前，中科紫鑫正式推
出 BIGIS 二代测序仪系统，并与中国检验检疫研究
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
国海洋大学、中国中医药大学等客户签订了试用协
议。这标志着我国第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实用
型国产测序仪开始了多领域的测序应用，填补了我
国在基因测序产业链上游设备制造的一项空白。

BIGIS 基因测序仪由中科院基因组所和半导体
所共同参与研发，是整合了一系列机电控制、微流
体、光学和软件控制系统的高度集成的新一代测序
平台。经过工程化后，目前已成功解决了一系列关
键技术难题，完成整机测试，达到并部分超越国际主
流设备技术指标。

据研发工作负责人任鲁风博士介绍，BIGIS 测
序仪系统可提供包括全基因组测序、靶向区域重测
序、数字表达谱分析等在内的全套测序解决方案，广
泛应用于感染性疾病的病因鉴定与基因诊断、遗传
病基因诊断与筛查、肿瘤与血液病的基因检测与个
体化诊疗、检验检疫以及药物基因组学等多种健康
与疾病相关领域。

BIGIS 测序仪外形精致，适合中小型实验室。
更重要的是，其成本低于进口设备的三分之一，应用
成本低于进口设备的五分之一，将彻底改变我国基
因测序仪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据了解，中科紫鑫从年初开始小试生产，迄今共
生产了 23 台试用机器，并从征集的 90 多家报名试
用单位中筛选出了 18 家意向单位。目前，正在进行
BIGIS 测序仪规模化生产前的相关准备工作，预计
2016年初正式投入批量生产。

国产二代基因测序仪面世
填补基因测序产业链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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