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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曦：争当人工智能领域领跑者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周曦 云从科技创
始人，曾任中国科学院

重庆研究院信息所副所
长，智能多媒体中心主
任。中国科学院“百人
计划”专家，中国科学
院、上海交大博士生导
师。先后7次获得世界
智能识别类大赛冠军，
带领团队参与中国科学
院战略性先导科技A类
专项。曾在IBM、微软、
NEC 等科技公司从事
研究工作。2015 年，率
领团队成立专注计算机
视觉领域的云从科技。

“让自己的研究在祖国普
及起来！”在采访中，周曦总会
谈到，如果能让科技成果用于
祖国的各行各业，才是自己最
大的成绩、最大的心愿。

他坚信：科学是无国界的，
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这也是
他毅然回国创业的最重要的动
因。

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
郭永怀、李四光……这些伟大
的科学家都在祖国最需要的时
候，放弃国外优越生活，冲破各
种阻力回归祖国，为国家科技
事业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作
出了巨大贡献。

而在当代，越来越多的科
技人才留学归来，逐渐成为我
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领跑
者，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
展。周曦，正是其中一员。

“国内需要这些前沿技
术。”在留美 5 年后，周曦毅然
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
条件，回国从事人工智能领域
的研究。

这些科技工作者，都是有
情怀的人。他们秉承科技报国
的理想信念，把爱国之情、报国
之志融入到创新发展的伟大事
业中。

这些科技工作者，也都是
很“实在”的人。“科研成果能为
个人带来光环，但如果不能解
决实际问题，仍然是遗憾的。”
在采访中，周曦常常说到科技
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问题。

他认为，创新成果出来
后，不能只停留于纸上或文件
中，必须要实实在在地转化应
用，“我希望能够在大街小巷
的现实生活中看到自己的技
术。”

为了让研究成果得以推广
应用，周曦又毅然放弃安稳的
工作，创办企业推动研究成果
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正是这份“实在”，周曦常
常深入业界，深入了解用户的
需求，他坦言：“科技创新不仅
仅是在机房、在办公室里就能
完成的，早期科创试点时，科学
家、工程师都必须做好最基础
的工作。摄像头怎样安装，角
度如何调试，有的同事在东北
还需要深耕冰天雪地……只有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会得到
业界的认可。”

把报国之志
融入创新发展的
伟大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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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在广州举行的“第十一届天翼智能生态博览会”上，云从
科技与中国电信签署了DICT应用能力中心战略合作协议，共同
探索在“AI+5G”场景下的技术落地应用。

随着5G商用的蓬勃发展，DICT正成为新趋势：通信技术、信
息技术、云和大数据技术走向融合，并提供融合型智能应用服务。

事实上，早前，云从科技就和中国电信围绕“雪亮工程”、智慧
社区、智慧园区、智慧校园、智慧工地等展开合作，并成为中国电

信集团生物识别平台项目的唯一中标企业。云从科技的人脸识
别和图像识别产品遍布电信全国营业厅，每月有数百万用户进行
核验。

“做人脸识别或图像识别这类计算机视觉技术只是第一步，
它们是人工智能的‘眼睛’，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人工智能大脑。”提
及现在的成就，云从科技创始人周曦谦逊地说。在他看来，当初
的梦想还未完全实现，通向人工智能大脑的路途仍然遥远。

科研成果能为个人
带来光环，但如果不能
解决实际问题，仍然是
遗憾的。让自己的研究
成果运用于现实生活，
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
有意义的事情。

决定
一则新闻改变了研究方向

1999年，“帝国时代”“红色警戒”
“星际争霸”等游戏风靡全球。刚刚进
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书的周曦也不
例外，他迷恋上了“星际争霸”。

不过，周曦迷恋的不仅仅是游戏本
身。在“星际争霸”这款游戏中，电脑
AI懂得兵种相克，能找到玩家防守最
薄弱处并开展突袭，这让周曦对电脑
AI的“操作”产生了兴趣。

AI是什么？AI如何思考？带着这
些问题，周曦开始从大学图书馆找寻答
案。通过查阅书籍，他了解到，中国的
人工智能尚在襁褓时期，相关研究与产
业都比较落后。此时，周曦心中萌发了
一个想法：要在空白的中国人工智能界
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周曦是四川人，本科和研究生均就
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最初的选
择是做语音识别，并且在这条路上屡有
收获。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校期间，周
曦凭借声纹识别研究获得NIST评测世
界冠军。

然而，一次偶然，一则新闻改变了
周曦的研究方向。

周曦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新闻，
文章介绍说，国外有人在泳池下装了一
个摄像头，能自动识别出游泳者是否溺
水。

图像视频识别能救人性命！这篇
文章给周曦留下了深刻印象。

“医学上应用图像处理，可以识别
早期癌症等疾病。为什么体检时很多
疾病没有检查出来？不是没拍到，而是
需要非常专业和资深的医生才能看出
来。通过图像识别和大数据，把有嫌疑
的部分都找到后，再请专业人士确认，
这样不就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吗？
类推到工业领域，生产线上的东西有没
有瑕疵，产品有没有裂缝，表面平不平，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通过图像视频识别
看出来？”

周曦用一连串问题拷问自己，他暗
下决心，要让自己的研究变得有意义。

“视频图像识别是个广阔的领域，可以
解决很多实际问题。”预判到视频图像
识别在未来的大好前景，2006年，周曦
到美国留学，开启了一段新征程。

赴美
“与搞研究一样，能做的只有努力”

在美国，周曦进入了全球知名的计
算机视觉研究机构——UIUC图像实验
室。

得到顶尖科研机构认可，与周曦的
勤奋努力息息相关。

有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研究生时，
周曦非常希望去微软亚洲研究院实
习。可是，怎么获得实习机会呢？

周曦突然想到电影《肖申克的救
赎》里的主人公安迪，通过写信最后建
起监狱图书馆的故事，于是照着电影里
的桥段，他开始给微软亚洲研究院发邮
件，从最初每周一封到后来每周两封，
写了近三个月，居然真的拿到了实习通
知。

“后来才知道，我申请实习的那个
组，中途发生了人事变动，处于无专业
组长的状态，新来的负责人无意中看到
信，才有了后来的机会。”这次经历让周
曦深深体会到，“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
会发生什么，和搞研究一样，我能做的
只有努力。”

这份努力的劲头延续到了美国。
周曦喜欢去旁听《信息论》的课程，

他一边听一边想，得到些启发，就会在
纸上反复推演。沉浸在未知的探索中
的他，每每回过神来，发现教室里就只
剩下他一人。

凭借这种劲头，2006 年到 2011
年，周曦跟团队先后战胜MIT、东京大
学、IBM、Sony等著名研究机构，6次拿
到世界智能识别大赛冠军。

回归
“让自己的研究在祖国普及起来”

2011年，中国科学院计划在西南
地区筹建研究院，急需拔尖人才。筹备
人袁家虎（现任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
院长）三次赴美与周曦见面，希望能够
将他作为全球顶尖的科技人才引回国
内。

袁家虎院长的诚意，加上周曦与生
俱来的赤子之心，让周曦作出了人生中
最重要的决定——回归祖国！

“国内需要这些前沿技术。”周曦当
初选择图像视频识别研究的初衷没有
改变——让自己的研究在祖国普及起
来，运用于现实生活并造福于人，这是
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留美5年后，周曦毅然放弃在美国
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专家的身份只身归国。回
国后，他联合国际顶级科研机构创办了
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智能多媒体中
心，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

新成立的智能多媒体中心严重缺
乏专业人才，刚回国的周曦用半年时
间，在全国招揽了20多位专业人才。
就是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本着对科学
的热爱和执着，成为中国科学院战略性
先导科技专项中唯一的人脸识别团队。

周曦带领的团队很快便取得了成
果，仅两年时间，便开发出智能换发换
衣、人脸属性分析、大规模人群统计分
析等人工智能系统。

创业
“切断”后路，全身心投入创业中

2013年7月，芬兰一家公司推出了
全球第一款刷脸支付系统，实现了人脸
直接绑定银行卡的智能支付。

刷脸=刷卡！一时间，世界各地与
之相关的科研团队纷纷效仿，希望开发
出自己的刷脸支付系统。

在中国，周曦和他的团队冲在了最
前列。不到一年时间，周曦就带领团队
研发出了一套可以实现手机刷脸支付
的系统。

但由于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不足，
周曦团队开发的这套系统，当时并没有
马上投入应用。这样的结果，让以“研
发成果为民所用”为志向的周曦感到沮
丧。

经过一年半的思考，2015年，周曦
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决
定从中科院辞职，放弃中科院的编制和
稳定收入，全身心投入到云从科技的创
业中。

“我们要把自己的研究落地，需要
一个商业公司来推动。云从科技刚创
立时，我们团队的所有人放弃了中科院
的编制，甚至没有人选择停职留薪。这
相当于是给自己断了后路，这也表明了
我们的决心：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技术在
中国做起来！”周曦说。

壮大
在银行和安防领域屡有建树

自2015年云从科技成立之初，周
曦就在思考，人脸识别技术第一个应用
的行业是什么？经过一番考量后，周曦
选择了银行。

在人脸识别技术开始应用前，认证
用户都是靠银行柜员人工认证的。但
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柜台职员
无法满足激增的用户需求，人脸识别认
证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

思路对了，更难的是实施。有一个
故事令周曦印象深刻——

在创业初期，云从科技去一家银行
做投标计划，参与人脸身份认证的业
务。为了拿下这个项目，云从科技的团
队成员在一起憋了好多天时间，写出了
十几页的方案。

“我们当时觉得已经非常详尽了，
也考虑到了各种情况。但银行说从来
没有供应商给他们写过十几页的方案，
最少都是300页起。我们实在没想到，
这个事情需要写这么多内容。”周曦回
忆。

这件事也让周曦团队迅速意识到，
自己对银行业的认识还存在不足。要
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方案，就必须从对
方的需求出发。

“后来，当我们了解了银行的信息
技术架构后，我们给银行提供了48种
不同的解决方案，涵盖它的各个部门业
务线。”周曦说。

要想在各个供应商的竞争中胜出，
还必须拿出过硬的技术和服务。银行
不仅要求人脸识别率高、系统稳定，同
时希望供应商有非常快的响应速度。

为此，云从科技在全国10个城市
设立了销售服务中心，全国各省都有自
己的销售服务员，目的是确保各个地方
一线都有云从科技的人。当出现问题
时，都能第一时间赶到。

云从科技在周曦的带领下逐渐壮
大起来。截至2018年底，云从科技已
成为国内银行业人工智能技术第一大
供应商，包括农行、建行、中行、招行等
全国400多家银行已采用该公司产品，
为全国银行提供对比服务日均2.16亿
次。

此外，人脸识别技术在安防领域的
应用，云从科技也已有所建树。

“2016年，公安部门希望做人脸识
别测试，了解国内水平如何。当时行业
内都认为国外的算法是最好的。”周曦
回忆，云从科技参与了测试，结果识别
率竟是国外同类技术的10倍。

更重要的是，云从科技的技术在公
安部门得到推广，其自主研发的“三峡
火眼”人像大数据平台可协助警方侦
查，已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上线实
战。

成绩
入选“全球50大聪明公司”

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总会有回
报。周曦带领的云从科技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

2017年 3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云
从科技与百度、腾讯、科大讯飞一起，
承担国家“人工智能”基础项目重大工
程——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任务。

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云从
科技承担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化项目
重大工程——人脸识别系统产业化应
用平台建设任务；9月，云从科技承担国
家工信部“基于自研SoC芯片的高准确
度人脸识别产业化应用”项目建设任
务；这一年，云从科技全国首发“3D结
构光人脸识别技术”与“跨镜追踪技
术”，美国权威杂志《麻省理工科技评
论》遴选出2018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
术”，云从科技代表中国企业作为突破
对抗性神经网络技术的AI企业入榜。

2019年，云从科技再次被《麻省理
工科技评论》评为“全球50大聪明公
司”，并且在跨镜追踪、机器阅读理解、
3D人体重建技术上三次刷新世界纪
录。

消费者通过云从科技3D人体重建技术，试穿各种风格的
服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张锦辉摄

周曦在云从科技年会上发表演讲。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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