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谢诗涵

前不久，社交媒体平台上一款名为“蚂蚁
呀嘿”的特效火爆全网，许多网友都将自己的
照片导入换脸软件Avatarify中，照片便可以
被算法驱动，生成一段表情夸张扭曲且跟着
节奏晃动的换脸短视频。短短几天后，正如
此前火爆一时的换脸软件ZAO一样，Ava-
tarify被下架，许多人猜测下架原因是AI换
脸可能涉及隐私问题。AI换脸技术的原理
是什么？换脸是否会造成个人隐私泄露？带
着网友的提问，《科技周刊》记者专访东南大
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宋宇波，为我们
揭开AI换脸技术的秘密。

问：AI换脸技术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宋宇波：最早实现换脸是通过修图(Pho-

toshop)的方式实现的，不仅耗时耗力，其换
脸效果也不佳。而目前比较流行的换脸软
件，实际上是运用了生成式对抗网络（GAN）
技术，这是深度学习模型中的一种。简单来
说，就是机器通过事先采集大数据中的人脸
表情特征，再结合换脸人本身的一些特征信
息，通过“对抗博弈”的方式不断进化，最终生
成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换脸视频。这种方式不
仅可以快速地实现自动换脸，其生成的图像
也更逼真。

问：什么是生成式对抗网络？
宋宇波：尽管生成式对抗网络中包含“网

络”一词，但它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互联网”并
不是一回事，它本质上是一个数学算法。由
于生成式对抗网络采用的是深度学习中的神
经网络学习算法，故而保留了“网络”两个字。

生成式对抗网络框架通过让两个神经网
络相互博弈的方式进行学习，其中一个是生
成器，另一个是判别器。生成器根据预置的
规则尝试生成数据，而判别器则会去判别是
否是真实数据，并把判别结果反馈给生成器，
生成器会根据反馈信息进行调整，从而输出
新的数据，两者反复博弈直到判别器将生成
器生成的数据判别为真实数据为止。例如当
我们想生成一个笑脸时，判别器会自动识别
生成器随机生成的表情是否为笑脸；如果不
是，此信息会被驳回，生成器会根据反馈重新
调整生成数据，经过层层判别，最终输出的人
脸里既会包含换脸人本身的特征，同时也包
含我们所期望的笑脸表情。

值得注意的是，机器前期采集的喜怒哀
乐等通用表情信息主要来源于大数据图库，
而并非换脸人的个人表情信息。这也就意味
着，利用对抗生成网络技术实现的换脸仅需
要不多的个人人脸照片即可。该换脸技术诞
生最初大概需要300-500张换脸人的图片，

而随着近年技术的不断改进，现在仅仅需要
3-5张相关照片就可以生成需要的换脸照片
或者视频。

在机器学习中，生成式对抗网络的应用
非常多，其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生成我们想要
的数据。目前大部分应用集中于视频和图像
创造，例如我们在拍摄中需要一些动画或者
特定场景，原本可能需要制作道具或者耗费
人工进行手绘，而现在利用这一技术，则可以
变得非常高效。

问：AI 换脸是否存在个人隐私泄露风
险？伪视频、伪图片能攻破人脸识别系统吗？

宋宇波：任何一种技术都存在两面性，如
果单纯是为了搞笑消遣而制作换脸视频，本
身并没有太多的危害，但如果这一技术被不
法分子利用，则会产生极大危害。信息被滥
用、个人生物识别特征被泄露等风险，是这类
软件频繁引发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政
治人物或明星来说，将他们的脸移植到一些
他们本不该出现的场景中，很有可能造成负
面影响；而对于个人来说，目前许多金融场所
都依赖于视频线上识别来进行身份核实，如
果不法分子运用深度合成中的表情操纵方法
生成伪视频，则很可能造成个人金钱损失。

2019年11月底，国家网信办、文旅部和
国家广电总局等三个部门联合发布的《网络

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指出，利用基于深
度学习、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应用制作、发
布、传播非真实音视频信息的，应当以显著方
式予以标识；不得利用相关的音视频技术“侵
害他人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知识产权和
其他合法权益”。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新闻发言人郭卫民也表示，目前《个人信息保
护法》草案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
一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将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个人信息安全
问题已经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尽管此类软件
大多声明不会采集和存储用户敏感个人信
息，但网友在上传个人照片给第三方后，第三
方自身平台的防护系统是否安全？是否会被
恶意攻破从而造成隐私泄露？这些方面都应
该得到更多关注。

就目前而言，通过App下载的换脸图片
或者视频，由于计算量有限，其图像质量还比
较差，仔细观察后还是存在面部不自然等问
题。而那些图像质量高到可以欺骗人眼的换
脸图片和视频，在相关检测算法的判别下通
常也都会“原形毕露”，因此，普通用户不必过
于担心人脸识别系统会被攻破。但随着技术
的不断改进，未来这类软件很可能对我们的
个人隐私造成较大威胁，因此我们也呼吁相
关法规尽快出台。

换脸特效火爆全网秒被下架

AI换脸技术，有“侵犯隐私”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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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精心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北京冬奥会组委会也传出消息，届时将采用5G

毫米波技术为观众提供自由视角的直播和观赛体验。

《科技周刊》记者梳理发现，上一届韩国平昌冬奥会也试验了5G毫米波直播。冬奥会为何频频青睐5G

毫米波技术，手机上实时观看滑雪第一视角是如何实现的？5G毫米波能在更多场景实现落地吗？

知道吗

□ 本报记者 张 宣

3月4日，国家航天局发布3幅由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拍摄的高清火星影像图，包括2幅
全色（即黑白）图像和1幅彩色图像。“天问一号”传回的
图像为什么既有黑白又有彩色？为什么黑白照片比彩色
照片更清晰？图中最大撞击坑里的小白条又是啥？《科技
周刊》记者采访了天文学专家。

从公布的3张图像来看，两张黑白，一张彩色，黑白的
图像看起来比彩色更清楚。“全色图像就是黑白照片，由高
分辨率相机在距离火星表面约330-350千米高度拍摄，
分辨率约0.7米，成像区域内火星表面小型环形坑、山脊、
沙丘等地貌清晰可见，据测算，图中最大撞击坑的直径约
620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闻新告诉记者，环绕器上
的高分辨率相机配置两种成像探测器，能够实现线阵推扫
和面阵成像，对重点区域地形地貌开展精细观测。

除高分辨率相机外，探测器还配备具备自动曝光和
遥控调节曝光功能的中分辨率相机。“此次公布的彩色
图像就由中分辨率相机拍摄，画面为火星北极区域。”
闻新说，中分辨率相机能够绘制火星全球遥感影像图，
进行火星地形地貌及其变化的探测。从2月26日起，

“天问一号”就停泊在轨道开展科学探测，环绕器高分
辨率相机、中分辨率相机、矿物光谱仪等科学载荷陆续
开机，获取科学数据。

“天问一号”传回的图像为什么既有黑白又有彩色？
为什么黑白照片比彩色照片更清晰？闻新表示，黑白还
是彩色照片与拍摄模式有关，高分辨率相机的照片，是探
测器在大椭圆轨道上运行时，采用线阵推扫的方法拍摄
而成的，分为全色、彩色、自定义等模式，其中全色图像是
全部可见光波段0.38~0.76um的混合图像，显示为灰度
（黑白），其最为清晰、数据量最大、科学价值最高。而彩
色图像清晰度是全色图像的四分之一。全色和彩色模式
的图像融合处理后，就会得到既清晰又美观的彩色图。
中分辨率相机只有静态拍摄模式一种，就是用“凝视”的
拍摄模式，让相机一直对着某个区域“凝视”，整体分辨率
会相对低一些。

“不同的颜色代表相机使用了不同波段的滤光片。”
江苏省天文学会科技传播专家、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
学学院教授侯锡云告诉记者，滤光片就是相机镜头前的
一个特殊的小片，可以让不同波段的光透过而把其他波
段的光给屏蔽。

“不同的光段波长显示的颜色也不一样。”闻新解释
说，比如在地球上，人眼有时候接收到的太阳光颜色是红
色的，这是因为空气折射把其他光吸走了，而太阳光本来
应是白色。再比如日落时的海边会产生“绿闪”的现象，
人眼看到的太阳光是绿色的。“海面温度低，大气上疏下
密，阳光呈向下弯曲的曲线进行折射，由于短波长的光更
容易被折射，因此绿光和蓝光被大气更强烈地偏折。”

细心的网友注意到，2张黑白的高清火星影像图上，
有一些细密的白色条状物，难道是火星上下雪了吗？闻
新认为，这可能是火星上的线性标记——河谷。“最早绘
制火星地图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乔凡尼很早前就观测到火
星上存在这样的线条，并猜测其为河谷或水道。”闻新说，
火星表面无水，但有着纵横交错的河道，其类型主要有径
流河床和溢流河床，是火星表面显著的地形特征；地质学
家认为这些河道是远古的已干涸的河流的河床，形成于
距今40亿年前，当时火星大气层更厚，温度比更高。至
于河道形成的原因，科学家们推测远古时代火星南极可
能存在湖泊，甚至在火星北半球曾有海洋。

天问一号传回三张高清照显示

火星表面河道纵横

□ 本报记者 张宣 葛灵丹

新基建上半场，
5G毫米波独享极速上网
在谈论冬奥会5G直播之前，先搞清楚

5G毫米波是什么。东南大学教授、紫金山实
验室课题负责人赵涤燹告诉《科技周刊》记
者，毫米波是5G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频
率30GHz（吉兹，一种频率单位）至300GHz
的无线电频谱，其波长1毫米至10毫米，因此
被称为“5G毫米波”。

“现在5G新基建上半场主要采用相对拥
挤的Sub-6G频谱，我们过去和现在使用的
手机上网频段都在这一段狭窄的范围内，候
选频段太少。”赵涤燹说，相比Sub-6G频谱，
毫米波的频谱资源非常丰富，可以独享更广
阔的频段，总带宽更高。

5G毫米波到底可以有多快？据中国信通
院在2020年的统计结果，三大运营商的5G平
均下载速率在500Mbps到600Mbps之间，1
分钟可以下载一部2G左右的电影。而5G毫
米波将在现有5G速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10倍，同样一部电影下载只需6秒左右。

现在5G的主流频段除了被运营商“瓜
分”之外，还要被卫星雷达占上一大块，频谱
资源正面临越来越匮乏的局面，怎么办？世
界的目光开始瞄向频段更为广阔的5G毫米
波，频谱资源多了，就好比路宽了，畅通无
阻，网速自然就快了，真正实现5G愿景还得
靠毫米波。

2020年，紫金山实验室联合国内优势单
位，成功研制出CMOS毫米波全集成4通道
相控阵芯片，并完成了芯片封装和测试，攻
破5G毫米波领域“缺芯少魂”的“命门”。“突
破了5G毫米波芯片的技术瓶颈，可以为未
来移动通信技术的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基
础。”赵涤燹说。

攻克5G毫米波芯片最大的难题是芯片
制造成本较高。“传统毫米波芯片的首选材
料是砷化镓，但其成本高昂；我们另辟蹊径，

通过创新技术研制毫米波CMOS相控阵芯
片。”赵涤燹介绍，其在成本、集成度、功耗、
幅相控制等方面优势明显，在噪声系数等指
标上性能接近，提供了兼具性能和成本优势
的解决方案。

那什么是5G毫米波非常适合的场景？
高通中国区研发负责人举了一个例子：在人
山人海的地铁站，每个人都使用手机网络速
度会很慢，如果把5G毫米波天线和无线网
接入点共址，将无线网基站变成毫米波基
站，地铁站的用户就能实现数千兆速率的用
户体验，实测中 5G 下行速率可以达到峰
值。这意味着在地铁站这类人流非常多的
场景下部署毫米波，能改变以往明明有信号
上网却特别卡的情况，人人都能连上5G，还
都能特别快。

5G毫米波为何现身奥运会？

除了产业链各环节对5G毫米波应用的
大力推动，还有很大的需求来自于工业、文娱
等场景对“真5G能力”的强烈需求。例如，明
年北京冬奥会的滑雪场上都将部署5G毫米
波传感器以及5G基站，届时将为观众提供自
由视角的直播和观赛体验。这也是继2018
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之后，更突出5G新体验的
一次5G+赛事。

《科技周刊》记者查询后发现，早在3年
前韩国平昌冬奥会上已经有5G毫米波技术
试验效果，当时的多机位同传、VR等业务据
悉传输速率均超过了1Gbps。但当时，平昌
冬奥会期间5G标准化还没有完全完成，网络
和终端设备也仍处于技术实验阶段，那么明
年北京冬奥会在5G的体验上是否能上一个
大台阶，还有哪些新挑战？

南京邮电大学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研
究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的教授王正斌介绍，冬
奥会作为大型赛事，必然面临大量的上行流
量需求。5G毫米波段具有更丰富的频谱资
源，交互时延低，因此非常适合传输高清视
频信息，非常适用于冬奥会比赛场景的实时
传输。在比赛场地放置多角度摄像头，实时

采集比赛场景，然后通过视频数据处理（采
样、编码、压缩、拼接算法处理），再将数据通
过调制、变频等操作，通过5G发射前端发
送。观众家中通过 5G小基站接收视频数
据，还可还原原始数据,佩戴VR眼镜，再将
原始视频呈现。由于采用5G毫米波技术，
其交互时延低的特点，可以使观众感受不到
其中的时延，犹如身临其境。

简单来说，就是基于一个毫米波网络，高
清直播摄像机和运动员头盔实时拍摄上传的
多角度画面，用户可以同步看到多视角甚至
360度自由视角的赛事直播，还可以放大画
面细节。总体来说，5G毫米波技术可以实现
5G+AR雪景拍照、5G混合现实智慧雪场、
5G自由视角/多视角赛事直播、360度全景高
帧率视频传输等应用。

令人惊喜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
5G毫米波在网络、终端、芯片等核心设备环
节已经基本成熟，至2022年冬奥会期间，其
技术能力肯定会全面超越4年前的状态。同
时，它能够反映5G特色的业务应用，如VR、
AR、实时高清流媒体以及高精度定位等应用
的成熟度也都比4年前有了长足进步，相信
会为观众、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和赛事组织
方带来全新的体验。

5G毫米波适用于流量爆点场景

王正斌表示，毫米波电磁波的波长相对
更小，射线特性更强，遇到障碍物衰落较快，
不适合做宽广区域覆盖，只适合短距离大容
量数据传输。

如何解决5G毫米波信号路径损耗大，
且容易被阻挡的问题呢？王正斌说：“5G毫
米波信号路径损耗大是其本身物理特性，无
法规避。要改善通信质量和提高覆盖范围，
只能增加其发射功率，或者提高5G基站的
部署密度，这都会增加运营商的建站成本和
运营成本。”

除打造规模庞大的基站外，目前比较完
善的光纤基础设施也可以助力。赵涤燹表
示，5G毫米波的兴起带动的是整个产业链的

前进。在城市内部，现有基站不一定需要重
新布局，我国的光纤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作为
有线光纤的补充，毫米波可以用作固定无线
接入将5G信号通过毫米波传送给用户家庭
CPE设备，让用户实现宽带上网，利用毫米波
的波束赋形的特点，一定程度上解决毫米波
覆盖和绕射难题。

专家表示，5G毫米波适合用在人头攒动
的体育场、火车站，或者密集商务区、大型集
会现场等流量爆点。5G毫米波的大带宽低
时延可与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为
园区、厂区、码头、港口等覆盖区域提供各种
定制化的企业级服务。

未来前景：
触觉互联网或带来“共情”

“5G毫米波通信技术如同高铁、电力一
样是重要的基础设施，会不断迭代演进。
有了这个良好的基础设施，人们可以开发
各种各样的应用，如超能交通、身体域网
络、机器间的协同、多感官混合现实、虚拟
助理、情感和触觉交流、触觉互联网、全息、
智能交互、空间通信等十项内容。”在描绘
5G毫米波更多未来可应用的场景时，王正
斌解释道。

“身体域网络指将来人类会使用更多的
可替代、植入式身体器官，甚至在身体里安
装纳米机器人来动态监控身体各器官运
行，在网络中进行人体运行状态的实时跟
踪和模拟，对病变进行预测和提前干预，从
而提升人的生命质量。”王正斌说，触觉互
联网的到来，意味着未来传递的信息将超
越图片、文字、声音、视频，会包括味觉、触
觉，或者情感。

未来，6G将聚焦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网
络。5G毫米波将会是支撑6G的黄金频段
吗？“无论是从用户角度还是运营商角度，发
展兼容5G的6G技术对于保护双方的投资都
是有利的。另外，从物理角度出发，5G毫米
波适合传播和通信，应该是支撑6G无线通信
的黄金频段。”王正斌教授坦言。

北京冬奥会将为观众带来“自由视角”直播体验——

5G毫米波将“霸屏”，
触觉互联网还有多远

本报讯（记者 谢诗涵）传统机器人大家并不陌生，
但有一种机器人，它身材微小还能“潜入”人体，实现疾病
精准治疗。这个或能开启新世界的主角便是——微纳米
机器人。日前，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沈健
教授、毛春教授研究团队在生物医用纳米机器人介入重
大疾病治疗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团队设计了具有
运动能力和一氧化氮缓释的阿霉素/叶酸/L-精氨酸化
学类纳米机器人，能够实现肿瘤化疗中药物的深层穿透
和多药耐药的有效逆转。

与传统的机器人相比，微纳米机器人具有尺寸微小、
操控便利等优点，这使得微纳米机器人可以完成很多传
统机器人无法完成的工作，如进行军事监控、狭小空间内
的作业、人体内部精确的靶向药物递送及细胞微手术操
作等。“不论是能够终结癌细胞的DNA机器人，还是能
够在体内‘巡逻’的‘健康卫士’，都是在微纳米尺度世界
中实现治疗目的。”毛春在接受《科技周刊》记者采访时表
示，与传统被动运动的载药纳米颗粒相比，微纳米机器人
具有将不同形式能量转化为机械运动能量的特性，由此
获得自主运动能力。而这种自主运动能力有助于突破传
统被动纳米给药系统治疗疾病的局限性。

当前许多重大疾病有着治疗药物有限和治疗效果不
佳的困境，因此，我们对微纳米机器人介入创新疗法的需
求迫在眉睫。毛春表示，“目前，微纳米机器人技术仍存
在活体成像技术分辨率、灵敏度不足，无法满足体内微纳
米机器人的跟踪要求等众多挑战，只有克服这些难题，才
能尽早促进其临床应用。”

微纳米机器人，
微观世界的人体“健康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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