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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观察，4岁的付贵和10岁的
付贵还是有点像：眼间距都很开，鼻梁不
是很高，眼睛的形状也类似，只是 4 岁时
脸圆润些，10岁时就变成了刀削一般的瓜
子脸。

但在长达 27 年的时间里，从未有人
发现，这个远在福建的男孩就是当初在重
庆走失的付贵。

2009 年，付贵将 10 岁时的照片上传
到“宝贝回家”网站上，登记信息为“胡
奎”，出生日期为1986年4月，失踪日期为
1991 年 1 月 1 日，失踪地点位于福建，没
有引起一点关注。2017年1月，付贵的家
人上传了那张 4 岁时的照片，登记姓名为

“付贵”，出生年月为 1984 年 11 月 16 日，
丢失日期为1990年10月16日，失踪地点
位于重庆市石柱县大歇乡。上传信息的
不一致以及长相的变化，导致工作人员并
未发现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

直到今年 3 月，百度与“宝贝回家”合
作，将人工智能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应
用于寻找走失儿童。从首批 2 万多条寻
亲图片数据中，人工智能初步筛选出 30
例疑似案例，付贵就在其中。

今年 4 月 1 日，DNA 比对成功。仅
仅一个月，分离 27 年的亲人终于找到了
彼此。

靠一张模糊的童年照
找到长大后的孩子

1990 年，6 岁的付贵被拐卖。那天，
姑姑送付贵上学，路上还给他买了一盒爆
米花，嘱咐他放学早点回家。但此后，付
贵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不要说数码相机、拍照手
机，连普通胶卷相机都没有普及。这个
重庆石柱农村孩子家中只有一张他 4 岁
时的照片。照片里，付贵还戴着一顶公
安帽。除此以外，父亲付光发手里再没
有其他照片。

这种情况在我国相当普遍，尤其是在
儿童走失积案中。时隔多年，伤心的父母
手里往往只有一张年代久远的童年照，甚
至是婴儿照。这些照片多半是生活照，孩
子可能是侧面、歪着头，人脸很小，光线也
不一定明亮。

而孩子上传的照片呢？除了光线、姿
态的变化，往往还多了一道变量——时
间。幼年时期，孩子生长发育最快，短短
几年间，就会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仅凭
肉眼观察很难判断。工作人员此前未能
发现付贵，也有这个原因。

现在，人工智能可以胜任这项任务。
在人工智能的分析过程中，原本光

线、角度不同的两张人脸图片会被转化为
便于识别的统一灰度图，并从面部提取一
个个特征点，再换算成不同维度，并给每
个维度配比上不同的权重。当两张照片
进行对比时，会针对每个维度挨个对比，
得出每个维度的相似度得分，再根据每个
维度的权重比例，计算出总体的匹配度得
分，给出两张脸的相似程度。

通过应用强化学习、深度学习方
式，百度大脑自主学习了200万人的近2
亿张照片，自主摸索出识别人脸的方
法，并发现了人脸随年龄变化的规律。
比如，人工智能会自主判断招风耳、高
颧骨、朝天鼻，并意识到这些特征可能
不会有太大改变。当然，由于这是人工

智能自己摸索出来的规律，科学家们也
不知道在“它”眼里，这些特征是不是
招风耳、高颧骨、朝天鼻。

此前，百度大脑曾通过观察一位小女
孩4岁时的照片，在20位少女中准确找到
了长大成人后的她，时间跨度超过 15
年。而且，百度大脑还准确识别出了这是
双胞胎中的妹妹，没有误认成姐姐，两者
的差距在算法中不足万分之一。

有了这样的技术基础，针对“宝贝回
家”平台的数据类型，IDL 深度实验室的
人脸团队运用大规模的跨年龄数据和亲
子照数据进行了深度学习训练，并用训练
好的模型进行跨年龄人脸照片比对。从2
万张照片里筛选对比出 4 岁的付贵和 10
岁的付贵，除了计算量更大，几乎不存在
其他障碍。

正在攻坚根据父母的
照片来找孩子

一张 4 岁的照片，一张 10 岁的照片，
帮助付贵找到了亲人。在寻亲的人群中，
这算是很幸运的一种。

其他情况难度更大：有些父母没有孩

子的童年照，只好上传自己的照片；有些
孩子不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走失的、抱
养的，自然不会去寻亲，父母即使上传了
照片，也无济于事；还有些父母因年事已
高、消息闭塞，不知道还有宝贝寻亲、公安
部打拐平台这样的寻亲网站，无法上传寻
亲信息⋯⋯

今年 3 月，百度团队与“宝贝回家”对
接后发现，照片筛选对比的难度远比预估
的要大。

“首先是数据量不小，要处理 6 万多
条数据，其中还有许多无效照片，如部分
人员去世、失踪、无法追寻等。”百度 AI 平
台部产品经理杨抒含说，“此外，还有照片
不规范的情况，如照片经过美化、照片中
人物过多、比对年龄区间较大等，都给比
对工作增加了难度”。

目前，杨抒含和“AI寻人”项目团队正
在攻坚根据父母的照片来找孩子。这不
仅有时间跨度，还涉及遗传学。

“父母长相和孩子长相的相似性是不
确定的，基因的遗传分为显性和隐性。比
方说，父母一方是大眼睛，那么孩子可能
是大眼睛，也有可能是小眼睛；甚至还有
基因突变的情况，孩子的某些特征是父母

双方都不具备的，父母都是小眼睛，孩子
却是大眼睛，给机器的干扰项要比有效信
息项还多。”杨抒含表示，如何让机器排除
干扰是目前的最大挑战。

同时，随着后天的生活状态、社会环
境、个人经历的不同，先天的脸型也会发
生较大变化。比如，孩子如果经常嚼口香
糖，腮部肌肉就会发达，脸型会变。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脸部也有可能受伤，伤愈
后面部特征也有改变。也就是说，孩子可
能会朝着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生长。

为提高识别成功率，百度团队反复
尝试了各种策略。“例如，将出生日期前
后浮动两三年锁定范围，再利用遗失地
点等其他条件，把范围缩小，在小范围
内做比对以提高成功率。”杨抒含记得，
今年 3 月中旬，团队把第一批筛选出来
的 30 组匹配分数较高的照片提交给了

“宝贝回家”，其中有两组照片是高疑似
的，其中一组就是付贵。

与救助站、治安、交通
监控系统结合威力更大

“找了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抱希望
了。”直到确认消息的前一天，付光发还是
不敢相信。他短方脸，凸眉骨，大鼻子，颧
骨突起，同样眼间距很开。

寻亲是一条满是辛酸泪的路。当年
发觉儿子走失后，付光发立即报了警，并
拉上邻里亲戚把周边能找的地方找了个
遍。每每听到哪儿有丢失孩子的消息，家
里人都跑过去，拿着照片核实，看是不是
付贵。

寻亲是一项涉及千万家庭的大工程，
不仅是寻找被拐卖的孩子，还包括被拐卖
的妇女、失智老人。外出寻亲、发寻人启
事，付贵家的寻亲手段也是所有寻亲家庭
常用的，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找回亲人，
后续努力往往石沉大海。

为提高救助效率，2017 年 1 月，民政
部引入百度的人脸识别技术，合作推出了
百度寻人平台。截至今年 3 月，平台已对
接民政部全国救助寻亲网 27003 名走失
者数据。而且，民政部与地方救助站等多
方机构协调，确保每一名被送到救助站的
走失者，第一时间就能采集图像数据并上
传数据库。由于救助站里的走失人员大
都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住址等信息，运用
人脸识别技术，可显著提升求助者找到亲
人的几率。

在打拐过程中，公安机关也需要人工
智能的介入。孩子被拐卖后，人贩子或收
养家庭需要为其办理各种证件。此前，由
于数据库没有与寻亲平台对接，人力有
限，公安机关往往无法判断这是不是被拐
卖的孩子。而遍布大街小巷的摄像头，如
果能接入人脸识别平台，在不侵犯公民隐
私的前提下，将极大提高寻人的成功率。

今年全国两会上，百度董事长李彦宏
建议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协调公安部、民
政部等“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的重要组成单位，统筹企业和
社会力量，建立适用于搜寻走失儿童的人
脸识别模型，建立覆盖全国的走失儿童数
据库，将人脸识别技术与治安、交通监控
系统相结合，利用人脸识别等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升儿童走失案件的
侦破效率与破案率。

“目前，我们和百度已成功对比出 30
余对相似图像，均已交给警方。警方会对
这些寻亲人进行 DNA 核实认证。”“宝贝
回家”创始人张宝艳表示，希望能通过百
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帮助，帮助被拐儿
童家庭在寻亲路上少走弯路，让更多被拐
儿童早日与家人团圆。

人工智能：

圆了走失27年孩子的寻亲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从公益角度看，人工智能寻亲是科
技的进步缩短了跋山涉水的寻亲路；从
技术角度看，意味着人工智能已发展到
广泛应用阶段，其社会和商业价值将迅
速展现。

过去寻亲主要靠“脚”，走遍天南海
北，贴小广告，拿着照片见人就问。有
了线索向公安机关举报，没有线索就只
能一直找。电影 《亲爱的》《失孤》 对此
都有过具体展现。

近两年，互联网技术开始介入，寻
亲开始依靠鼠标和屏幕。“宝贝回家”这
样的公益组织和公安部打拐办、民政部
搭建互联网平台，上传走失人员照片，
替他们发布寻亲信息。家人守着电脑，
就有可能发现亲人在哪里。从媒体报道
也可以看到，现在走失人员的家庭除了
自己找寻，也会安排专人盯着民政部、

公安部的网站，查找走失人员信息。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成熟，手机成

为寻亲的重要渠道。从 2016 年起，民政
部与今日头条合作，利用精准定位推送
技术，向走失地点方圆 3 公里至 5 公里的
头条用户推送走失人员信息，发动社会
力量寻亲。截至 2017 年 2 月 15 日，头条
寻人共弹窗推送 6031 例寻人启事，成功
找到 1000 人。腾讯、微博、阿里巴巴也
有类似项目，效果都很好。

但是，这些技术还是需要人力的大
量参与，对用户数量、志愿者精力要求
很高，也容易受到外在信息的干扰。以

“宝贝回家”为例，他们的平台上有两个
照片库，一个是父母寻找走失孩子的

“家寻宝贝”，一个是孩子寻找父母的
“宝贝寻家”。这两个照片库的数据量已
超过6万，此前，主要靠志愿者人工筛选

对比，费时费力，还容易产生纰漏。
人工智能的出现，更准确地说，是

经过训练的百度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的
介入，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计算机
不知疲惫，不犯错误，只要有足够的数
据量和时间，它可以精确比较数据库里
的全部信息。这次能用短短一个月就找
到与家人失散 27 年的付贵，接下来肯定
还会有更多好消息。

再设想一下，目前人工智能只是
与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宝贝回家”
等 现 有 数 据 库 对 接 ， 力 度 还 远 远 不
够。首先，有很多孩子走失多年，不
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并没有在数据
库里寻亲，系统无法比对。更重要的
是 ， 寻 亲 最 佳 时 机 是 在 刚 刚 走 失 时 。
趁人还没有走远，沿途捕捉走失人员
信息，及时找寻，肯定比事后再上网

寻亲效果好。
目前，公安部门已建立了相对完善

的“天眼”系统，高清监控视频可以满
足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的需要。因此，建
议相关部门考虑与人工智能系统对接，
在办理证件、购买出行客票等环节查验
走失人员信息，并在需要时搜寻治安、
交通监控视频，寻找走失人员。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帮助，让寻
人工作有捷径可走，既符合当下科技
发展新趋势，也能提高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技术的实用性。人工智能被视为
互联网“主菜”，技术还在不断提升，
有些已经达到产业化水平，有些还在
实验室里“成长”。不可否认的是，这
项技术肯定会与现有生产生活场景广
泛结合，快速实体化，成为人类的好
帮手，这也是大势所趋。

科 技 进 步 缩 短 漫 漫 寻 亲 路
若 瑜

▶ 因为担心养父母
知道自己寻亲会有想法，
付贵坚持不公开自己的幼
年照和正面照。根据记者
的观察，他和父亲比较像，
尤其是眼睛部分。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 病床上的付贵与

家人视频，这是 27 年来他
们的第一次见面。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4 月 22 日中午，天舟一
号与天宫二号成功完成首次

“温情”对接。记者从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三研究院
了解到，该院 33 所研制的石
英挠性加速度计不负众望，
高精度测量了交会对接中产
生的加速度信息，为飞船精
准掌握自身姿态变化提供了
必要前提。这也是该产品继
成功助力神舟系列飞船历次
飞行任务后，再次建立功勋。

空间交会对接之所以
“温情”，是因为飞船升空中
的最大加速度可达3g以上，
而交会对接时的加速度仅有
μg量级，这就好像用推动一
只蚂蚁的力量去推一头牛，
简直“温柔”到了骨子里。两
大“硬汉”之间能实现这样的

“温情”对接，离不开石英挠
性加速度计的完美表现。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
七号”，石英挠性加速度计为
飞船返回舱提供了精确的加
速度测量；从“神舟八号”到

“神舟十一号”，石英挠性加
速度计身兼数职，作为高精
度加速度敏感部件的核心器
件，为飞船姿态控制、交会对
接提供微重力和速度等信息
精测；在已经完成的嫦娥 3
号和即将开展的嫦娥 5 号飞
行任务中，它都是不可或缺
的重要产品。

在“天舟一号”的太空行程中，石英挠性加速度
计兢兢业业“打了两份工”：既要在 3 次交会对接中
稳住速度、引好方位，还要在空间科学实验平台——
微重力主动隔振平台关键技术的验证中担任要职，
精确测量载荷六自由度的空间运动。

从1999年初次上阵至今，石英挠性加速度计成
功完成十余次飞天任务。从最初的返回舱运用到更
高精度的交会对接任务，加速度计的测量精度提升
了两成，科研人员为此投入的精力却远超于此。

据研制人员透露，在此前的任务中，为保证交会
对接的高精度测量要求，必须给石英挠性加速度计
穿上一套密不透风的“外衣”，防止内部气体在真空
环境下泄漏。经过反复验证，研制人员最终确定“密
封外衣”的结构设计；为充分保证密封的可靠性，又
模拟太空环境，对其进行振动、冲击、热真空等严酷
试验考核。经过千锤百炼，“密封外衣”终于问世。
除了密封问题，设计人员还先后战胜了长期稳定性
等一系列困难，让原本具有国内第一精度的石英挠
性加速度计，具备“常驻”各类航天器的本事。

此次“天舟一号”的飞行任务，又给石英挠性加
速度计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仅稳定性的测试周
期就比常规产品多出数倍。为给“天舟一号”提供最
可靠的产品，8个月里，技术人员对产品进行了温度
循环、振动冲击、低气压等苛刻的试验验证。主任设
计师魏超表示，“温度循环需要技术人员昼夜接力测
试一周以上，精度测试要反复开展 20 遍以上，我们
必须用最严苛的手段筛选出综合性最优的产品来”。

以此为基础，科研人员还开发了大量性能优良
的民用产品。其中，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驻守”
京郊33条泥石流沟、四川雅安国家地质灾害预警示
范区等多地，已经成为当地防灾减灾的“千里眼”和

“顺风耳”；大坝变形自动化监测系统在密云水库安
营扎寨，时刻护卫着京城的用水安全⋯⋯“小暖男”
石英挠性加速度计，早已把“温情”送到千家万户。

石英挠性加速度计

：

让交会对接更

﹃
温情

﹄

本报记者

刘

瑾

本报讯 记者周斌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离子通道药物研发中心与上海长征医院
合作，首次开展了符合国际标准的冰片临床研究（参
加临床实验总人数达122人），解密传统中药冰片的
外用镇痛作用。

冰片是常见的中药材，有着过千年的中医临床
应用史。天然冰片是从樟科植物中获取的近乎纯粹
单体的有机化合物结晶，属于小分子萜类。在中医
里，它的一个重要功效是“消肿止痛”。但长期以来，
外用冰片镇痛的临床功效缺乏符合国际标准的人体
实验数据，其镇痛的科学机制也未被阐明。因此，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冰片定为食品添加剂，并
未列为药物使用。

研究人员通过以安慰剂组为对照的双盲临床实
验证明,外用冰片对术后病人的伤口疼痛具有良好
镇痛作用。随后，通过对疼痛信号传导通路上不同
分子靶点的筛选，证明了迄今为止，外周神经元上
TRPM8 离子通道是哺乳动物体内对冰片最为敏感
的靶点。通过进一步建立模型、药理学实验，证明了
外用冰片的镇痛作用主要是由TRPM8通道介导。

该研究首次提供了符合国际标准的外用冰片镇
痛的临床研究数据，阐明了其作用机制，对传统中药
冰片的现代化开发和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传统中药研究获突破——

解密冰片外用镇痛机制

天然冰片为植物龙脑樟的新鲜枝叶经水蒸汽蒸
馏及重结晶加工制成。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