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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2018‐2019 年度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专项 

申报指南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引发经济结构重大

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实现社会生

产力的整体跃升。按照“推动人工智能+”的工作思路，制

定了 2018-2019 年度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项目安排计划，力

争全面布局人工智能领域技术研发应用，攻克一批制约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技术瓶颈，催生一批颠覆性技术，

推动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 

本重大专项 2018-2019 年度指南共设置前沿与关键技术

攻关、关键部件和系统研发、行业创新应用、开放性课题、

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研究及公共支撑服务平台建设、对接国家

平台建设等 6 个专题，拟支持项目 20 个左右（不含开放性

课题数）。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 3年。 

一、公开择优类 

专题一：前沿与重点技术研发（专题编号：0107） 

项目 1：人工智能理论、算法 

（一）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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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驱动与知识引导基础理论，包括建立可解释、

可包容和稳健的通用人工智能理论新模型新方法；跨媒体感

知认知理论，包括多模态统一感知认知理论及多模态协同模

型；高级机器学习理论，包括统计学习基础理论、不确定性

推理与决策、分布式学习等学习理论和高效模型。 

（二）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形成面向场景需求的关键算法库及知识

产权，可解决真实环境下的场景解析、动作分析等实际应用

问题，支撑应用系统搭建，如数据驱动与知识引导理论及计

算模型可面向工业互联、金融计算等方向搭建系统，跨媒体

感知理论及计算模型可面向智能交通、人脸识别、语音交互

等方向搭建系统，高级机器学习理论及计算模型可面向智能

制造、智慧农业、生物识别安全认证、智能教育等方向搭建

系统等；提交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草案；申请核心技术发明

专利 5件以上，申请软件著作权 5件以上，发表具有影响力

的高水平论文 5篇以上。 

（三）支持强度和申报要求 

    资助额度 500 万元左右/项。 

项目 2：人工智能基础处理器芯片 

（一）研究内容 

面向高性能计算、大规模神经网络、图像识别与处理、

深度机器学习等功能，研究适合人工智能的混合硬件计算架

构，研究智能数据处理、计算存储融合等算法设计、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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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 验证以及 ASIC 设计关键技术，实现可对标国际先导的

智能数据处理器芯片自主研发。 

（二）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形成算法技术硬件化和系统应用能力，实

现一类以上神经网络处理器芯片、智能数据存储处理器芯

片、智能在线学习芯片等智能数据处理芯片的研发应用，具

备全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实施期内实现芯片应用产品销售

5000 万元左右；申请核心技术发明专利 15 件以上，发表具

有影响力的高水平论文 5篇以上。 

（三）支持强度 

资助额度 1000 万元左右/项。 

 

专题二：关键部件和系统研发（专题编号：0108） 

项目 1：身份识别系统 

（一）研究内容 

研究面向公共安全的图像视频识别、语音语义识别、人

员身份识别技术（例如人脸、指纹、姿态、身份证、网络虚

拟身份等）等系统核心算法、软件建模、采集系统以及计算

架构技术。 

（二）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实现识别率大于 90%，面向典型行业实现

不少于 2个行业应用示范；申请核心技术发明专利 5件以上，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 5个以上，编制技术标准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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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3份以上。 

（三）支持强度和申报要求 

资助额度 500 万元左右/项。 

项目 2：无人机飞行安全监测与反制 

（一）研究内容 

研究面向无人机飞行安全性和可靠性的监测方法，研发

无人机飞行监测软硬件系统与无人机反制系统，构建无人机

飞行性能、智能感知与避障能力、安全性能和可靠性测试评

价体系，研发用于测试评价验证的半实物仿真平台，构建具

备无人机飞行轨迹绘制、轨迹存储、报警等功能的实时监控

云平台，开发无人机反制的空中控制或地面干扰装置。 

（二）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形成半实物仿真验证平台 1个；监控云平

台接入节点不少于 500 个，监控范围半径不低于 5000 米；

反制成功率达到 90%；可实现实时飞行禁飞区警示、返航、

紧急降落及干扰枪强制迫降；申请核心技术发明专利 5件以

上；形成无人机系统检测技术规范 10 份以上，提交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草案 3项以上。 

（三）支持强度 

资助额度 500 万元左右/项。 

项目 3：远海多无人船自主循迹与交互 

（一）研究内容 

研究远海多无人船自主交互、多无人船组合导航、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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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信息获取、自组织循迹策略、自动定点作业等技术；开

发混合动力推进系统、智能作业机械系统等，可实现远海环

境无人船自主循迹和交互作业应用。 

（二）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可实现同等船只数量时作业效率提升 30%

以上；单船满载工况下静水航速不小于 40 节，4级海况下航

速可不小于 30 节；可搭载母船，并能在 4 级海况下正常收

放作业， 5 级海况下可安全航行；不少于 3处远海无人船自

主循迹和交互作业示范点；申请核心技术发明专利5件以上。 

（三）支持强度 

资助额度 500 万元左右/项。 

项目 4：智能网联汽车视觉感知与人机交互 

（一）研究内容 

研究汽车驾驶视觉感知技术，包括昼夜视像技术、夜视

补光技术、图像增强技术、雷达视像多源信息融合技术、多

处理层深度学习；研究人、车、道路之间的自然交互环境的

HMI 技术，开发自动泊车舵机控制、主动转向系统。 

（二）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完成智能网联汽车视觉感知与人机交互

系统 1 套，实现复杂环境下车辆可视距离提升 50%以上；具

备车道偏移预警准确率≥95%，车道碰撞预警准确率≥98%，

实现多目标识别，其中行人识别准确率≥98%，支持语音交

互；申请核心技术发明专利 5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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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强度 

资助额度 500 万元左右/项。 

项目 5：机器视觉感知与人机交互 

（一）研究内容 

研究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包括机器人场景目标视觉信

息的自动获取与智能理解、机器人视觉引导和高速运动控制

技术、视觉同步定位与建图（视觉 SLAM）、3D 成像及动态

目标检测适应技术；研究基于外部感知的机器人环境信息融

合、人机交互等技术，实现拟人机器人系统。 

（二）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解决真实环境下的机器人自主视觉引导、

视觉同步定位与建图、人机交互等实际应用问题，开发样机

并实现技术验证；申请核心技术发明专利 5件以上，自主知

识产权的软件产品 5个以上，实现不少于 2个行业应用示范。 

（三）支持强度 

资助额度 500 万元左右/项。 

 

专题三：面向行业的典型示范应用和创新场景培育（专

题编号：0109） 

项目 1：面向金融、安防或教育等任一领域的智能感知

与识别和预测技术应用示范 

（一）研究内容 

研究图像（如人脸、指静脉等）、语音语义智能感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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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预测等关键技术与典型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在金

融、安防或教育等其中一个基础较好的领域，优先开展应用

示范。 

（二）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实现在复杂环境下人脸识别率大于 98%，

指静脉拒真率小于 0.01%，认假率小于 0.0001%，语音识别

准确率大于 90%，语义分类准确率大于 95%，进行不少于 2

处应用示范，形成标准规范 2件以上，优先支持主导上述相

关领域国家标准制定；项目实施期内产值超过 2000 万元左

右；申请核心技术发明专利 5件以上，申请软件著作权 3件

以上。 

（三）支持强度 

资助额度 1000 万元左右/项。 

项目 2：面向医疗、制造、检测或科研研发等创新场景

的任一领域高级机器学习应用示范 

（一）研究内容 

在领域数据不足的条件下，研究深度迁移学习技术；研

究深度模型搜索与自适应超参数定义技术，实现面向场景的

渐进自动化增量学习；研究面向医疗、制造或科研研发等其

中一个领域的应用示范，实现具有机器学习、智能分析、辅

助决策、智能诊断、方案优化等技术的人工智能系统。 

（二）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面向单个行业实现至少 5种主要场景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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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高效率分析诊断、作业场景评估与预测、决策及监控、

预期结果评测等高级机器学习一体化功能，项目完成时实现

50 家单位、覆盖面超过 10 万级用户的应用与示范化运营；

实现零数据、小数据、脏数据情况下的机器学习和应用，形

成至少面向 3种场景的增量学习模型；申请核心技术发明专

利 5件以上，申请软件著作权 5件以上，形成标准规范 3件

以上。 

（三）支持强度 

资助额度 1000 万元左右/项。 

项目 3：无人驾驶开放测试场应用示范 

（一）研究内容 

研究面向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或无人船等领域的开放

测试场，重点研究无人驾驶汽车(或无人机、无人船)自主驾

驶性能、安全性、可靠性等重要测试方法，研发测试道路（或

航线、航道）相应试验装置及基础测控软硬件系统，研究无

人驾驶测试安全、应急方法及监控终端，构建涵盖内外场的

无人驾驶汽车（或无人机、无人船）测试评价体系。 

（二）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形成涵盖驾驶规则、测试规程、安全及应

急规则、测试场技术要求、无人驾驶 AI 能力评价的无人驾

驶开放测试场规范体系 1 个及详细规范 20 份以上；完成涵

盖外场实景驾驶测试与内场仿真的全天候无人驾驶测试场 1

个以上建设，依据无人驾驶测评规范完成 5 个以上团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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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以上无人驾驶评测；申请发明专利 5件以上。 

（三）支持强度 

资助额度 1000 万元左右/项。 

项目 4：数据标注技术研究及典型机器学习样本数据库

建立 

（一）研究内容 

研究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标签与标注标准化技术，研究

标准大数据知识图谱，建立关键技术标准与体系；研究标准

化的数据深度搜索、数据深度爬取、数据深度加工、数据深

度生成和数据交互核心技术，实现面向场景的数据专业化需

求智能提取、标注和输出；分析同一对象在数据空间中的变

化规律，研究自动化数据增广技术；开展标准数据集技术应

用示范；研究标准数据集 AI 水平测评技术。 

（二）考核指标 

项目完成时须构建基于标准大数据的知识图谱本体库，

引导不少于 3家数据基础较好的企业、机构等进行标准数据

集建设输出与应用示范；建设标准数据集 AI 水平评价体系，

完成不少于 5 个标准数据集 AI 水平评价；实现面向至少 1

种场景的样本数据增广方法；围绕人工智能标准数据集关键

技术提交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先进团体标准不少于 10 件。 

（三）支持强度 

资助额度 500 万元左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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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开放性课题（专题编号：0110） 

（一）研究内容 

支持针对应用目标明确、有望引领人工智能技术升级的

前沿与应用基础理论；以算法为核心，以数据和硬件为基础，

以提升感知识别、知识计算、认知推理、运动执行、人机交

互能力为重点的关键和共性技术，且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及

产业发展，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相关研究。 

（二）考核指标 

鼓励和支持立论根据充足、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

体、技术路线合理的项目，理论研究类成果应形成关键算法

模型及知识产权，产出高水平论文；技术攻关类成果应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三）支持强度 

资助额度根据课题研究内容和目标核算，资助项目数 5

个左右。 

 

二、定向委托类 

专题五：对接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

台建设（专题编号：0111） 

根据《科技部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国科发高〔2017〕344 号）及 2017 年

11 月科技部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暨重大科技项目启

动会”上发布依托腾讯建设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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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创新平台，为进一步推动和支持国家级平台建设，定向委

托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搭建新型超大规模图像

计算集群，制定医疗图像数据资源标注和分类的标准，建设

面向医疗行业应用的人工智能基础资源数据库，支持数据标

签和分类、智能分析处理，提供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的方

法对各类医学影像（内窥镜、病理、超声、CT、MRI 等）进

行训练学习，攻克典型高发高危病种疾病早筛智能诊断国际

前沿难点，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医学影像标准数据集，形

成医疗影像资源标注及分类方法及 AI 能力评价标准，有力

提升重大疾病患者早期筛查和临床辅助诊断研究效率，以医

学人工智能开发创新平台的形式，为医学人工智能生态体系

开发与建设提供基础性、开放性、公共性服务。 

须建立面向医疗机构的新型医学影像早期疾病筛查技

术的模型和应用，实现至少 5类高发高危病种的疾病早筛智

能诊断；建成 AI 能力评价体系，基于图像数据资源标注与

分类标准，引导 5个以上外部团队实现至少 5类其他病种早

筛智能诊断；建成基于医疗大数据应用于基层的智能诊疗平

台，为基层医生提供实效、实时的决策支持，基层医院应用

数量不少于 300 家。 

 

专题六：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研究及公共支撑服务平台建

设（专题编号：0112）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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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的通知》（粤府〔2018〕64 号），定向委托广东省

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科技情报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担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面向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建立健全广东人

工智能行业标准体系，加强人工智能数据标准体系研究，加

快建立医疗等重点领域的数据标准和统计标准，推进数据采

集、管理、共享、交易等标准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提升数据

规模，优化数据质量，促进数据资源的汇聚应用；跟踪国内

外技术发展趋势和政策引导最新动态，分析国际顶尖企业和

机构研究关注热点及最新技术成果、技术领域、顶尖人才及

团队情况，开展人工智能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研究，对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重大决策提供咨询评估。 

须完成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技术路线图；建成广东省人

工智能机构信息数据库与专家信息数据库；建成人工智能标

准信息采集与共享平台，申请软件著作权 5件以上；发布年

度广东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报告；完成年度产业政策分析报

告；每年须面向 2 个以上行业进行 AI 能力评价并编制相应

技术标准或规范 5份以上。 

以上项目采用推荐论证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经费支

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