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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曦：
领跑人工智能的 80 后
本报记者

何军林

通讯员 吴娇 廖一鎂

在重庆两江新区，
提到人工智能
“独角兽”
企业，
人
们会本能想到重庆中科云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从科技），
会想到云从科技创始人、
总裁周曦。是的，
人们眼里的周曦是人工智能高科技领域的杰出代表，
是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领域的国际一流研究者，他
创建引领的云从科技是人工智能行业国家队、
领导者。

心和类脑智能计算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任务，并先后
主持参加 10 余项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攻读博士期间，他还先后在 IBM
TJ Watson 研究院、微软西雅图总部研究院、NEC 美国
加州研究院等顶尖科研机构从事访问研究工作，迅速
成为国际一流的研究者。

从学子到科研人员

从科研人员到创业者

出生于 1981 年 12 月的周曦，背上书包走进校园的
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自己会走得很远，会走到大洋彼
岸。他从四川省内江市出发，
背着书包开始求学生涯，
一步步向金字塔顶峰冲刺，先后获国内顶尖高校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全球计算机领域顶尖
学府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博士学位。
这一路走来，周曦在相关领域潜行深研，主要研
究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首创“双层异构深度神经
网络”
“分层矢量化多媒体信息表达体系”
“超大规模
跨场景结构化数据”等理论，获得国际国内专利 10 余
项，在国际顶级会议、学术杂志上发表 50 余篇文章，
被引用超过 1000 次。
他曾多次带领 UIUC 团队战胜了 IBM、东京大学、
SONY 等机构获得多项国际比赛冠军和顶尖学术国际
会议“最佳论文”奖。参与起草国家标准《基于可信环
境的远程人脸识别认证系统技术要求》，以及公安部
《人脸识别应用视频图像采集规范》行业标准。作为
负责人承担国家发改委“互联网+”重大工程项目——
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重庆市企业技术中

卓越的才华，让周曦展翅高飞，在人工智领域驰
骋狂奔。
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信息所副所长、智能多媒体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并在
2015 年 4 月创立了云从科技，是第一个重庆本土孵化
培育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第一个在业界完整掌握包
括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文字识别等智能感知技术和
知识图谱、人物画像、大数据分析等认知决策技术并
做到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
五年来，
他带领云从科技承接了国家三大平台，
参
与 12 家标准机构或行业协会的标准建设工作，成为多
家标准机构或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副理事单位和会
员单位。他带领团队致力于围绕人们生活的每个场
景，
以人工智能技术与人机协同平台为基础，
以用户为
中心，
定义出场景化、
行业化、
个性化的智能服务。
当时间进入 2019 年，云从科技在跨境追踪技术和
3D 人体重建技术取得新突破，创造和刷新了世界纪
录。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云从科技正式发布的
新产品“云从起云平台”，采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人脸识别算法、头肩检测算法、跨境追踪识别算法、
行为动作分析算法、大数据分析等核心技术，满足新
零售下的顾客 360°画像、精准营销等应用，实现了
对顾客线下有效数据的分析收集工作，并打通商超慧
眼平台与前方营销人员的通路，实时地将有效的营销
方案传递到前方，
帮助商业形态提升服务和转化率。
目前，云从科技业务覆盖金融、安防、交通、零售、
园区、电力等六大领域，通过行业领先的人工智能、认
知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形成的整合解决方案，已服务
400 余家银行 14.7 万网点、30 个省级行政区公安、80
余家机场，实现银行日均比对 2.16 亿次、公安战果超 5
万起、机场日均服务旅客 200 万人次。对此，周曦并
不满足，
他要引领云从科技走向更远、飞得更高。

人物名片
周曦，
重庆中科云从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
总裁。先后
荣获重庆市委、
市政府颁发的
“2015—2016 富 民 兴 渝 贡 献
奖”，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颁发
的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
，
智慧金融集成生物识别关键技
术及应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全球人工智能应
用博览会
“中国人工智能年度十大风云人物”
称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政府
津贴证书，
重庆市
“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科技先锋

谈

王大平（左），重
庆市教委扶贫集团专
家团队成员，在巫溪
县天元乡万春村对村
民进行冬桃树苗整形
压枝培训。
新华社发 黄伟 摄

伍东：一个村党支部书记的高山脱贫战
新华社记者
凉风村，
海拔 1700 米以上，
是重庆市城口县周溪乡
的一个高山村；
伍东，
32 岁，
这个高山村的党支部书记。
5 年前，凉风村作为深度贫困村，还是另一番景
象。
“那时交通闭塞，没有产业，全村 117 户 411 人中，有
47 户 172 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 成村民住在毛坯房、
木质房里，部分村民房屋破漏，下雨接水，刮风堵墙。”
伍东回忆道，他在周溪乡小学读书时，一来一回要走 4
个半小时。
后来，伍东成了村里第一个中专生。毕业后，
他去
广东、湖南等地做销售工作，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
“我
看到外面的繁华世界，想到深山里的父老乡亲，
心里很
不是滋味。”2016 年，村里换届选举，他回到村里当选
党支部书记，
挑起了带领全村脱贫的重任。那时，
出村
的公路刚刚硬化，但脱贫路依然难走。
上任后，伍东挨家挨户排查哪些房屋符合危旧房
改造标准，哪些农户适用易地搬迁政策，带领村民住进
了崭新的楼房。用水、用电、通信等困难，也在政府的
帮助下得到解决。
凉风村山高坡陡，土质贫瘠，
一直没啥产业。伍东
请来了县里的农技专家，
专家们把田间地头走了个遍，

韩振 刘博伟
开出了良方——发展中药材。
第二年，伍东就带领大家种独活、云木香、重楼等
中药材。刚开始，
村民有顾虑，
一直在观望。伍东就让
父亲带头种了 60 亩，一年后，独活换成了钱，一亩地能
挣两三千元。村民一看有赚头，
纷纷跟种。截至去年，
全村已发展中药材 1000 多亩。对口帮扶凉风村的重
庆高速集团，
也给村里捐赠了打包机，
中药材烘干后得
以真空保存，
大大减少了损耗。
看着村四周万余亩翠竹，伍东又心生一计。他引
进了一家农业开发公司，
村里提供竹笋，
公司将竹笋分
拣包装后线上销售。凉风村竹笋不但打出了品牌，价
格也从一斤 25 元涨到 40 元。
“竹子不但能卖钱，还能享受国家的退耕还林补
贴。”伍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一亩竹子可享受 1500
元补贴，全村户均退耕还林 6 亩，再加上竹笋收入，每
户仅这一项就增收上万元。
在伍东的带领下，
去年底凉风村人均收入上万元，
终于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回想起艰难的脱贫路，伍东
说：
“我们只是完成了一个
‘小目标’
，
脱贫是第一步，
以
后还要奔小康！”

有关新冠病毒起源及感染途径，
需要科学客
观的研究才能确定。首先公开的地区，
不一定是
首先感染的地区，
因为有可能其他疫情地区没有
公布，
或者以流感等其他方式医治处理。这也需
要科学的、
专业的研究予以查明。——周玮生
（周玮生，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国际 3E 研
究院院长。
）
新冠病毒在人类广泛接种疫苗之前随时都
可能再次暴发，在不影响正常社会稳定发展的
同时，
应积极做好各种备案。
——北里海雄
（北里海雄，
日本国立长崎大学病毒学家。
）
学校的防控，
一是要有社交距离，
二是要有
行之有效的应急防控流程。只要严格遵循了
流程，哪怕出现个别感染病例，也不会酿成严
重后果。
——张文宏
（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
目前，人脸识别技术在法律性质上，仍停
留在身份信息识别的隐私权范畴。根据现行
刑法规定，不经同意而非法获取，或者将合法
取得的个人信息出售或提供给第三方，此类行
为均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民法
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需
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
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
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
人个人信息。
——蔡斐
（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
目前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世界第
二，但令人担忧的是数字经济对工业的渗透力
只有 17%。我国的工业智能化发展包括 5 个层
次，最低层次是工厂运行智能化，其后分别是
企业经营智能化、产品创新智能化、供应链接
智能化、经济调节智能化。
——潘云鹤
（潘云鹤，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组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