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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能走会跑、甚至会
做360 度 后 空 翻的波士顿动力
Atlas机器人，也很容易摔
倒，而且它们走的每一步都是
人类操作的。但日前美国人类
与 机 器 认 知 研 究 所(IH MC) 放
出的一则视频显示，新的Atlas 机 器 人 可 以 通 过 自 主 步 伐
规划算法，在崎岖、狭窄的环
境中自主导航且不会摔倒。
Atlas 有望成为身手灵
活、能够应付恶劣环境的灾区
(智远)
救援机器人。

涂鸦无人机
由中央管理系统控制

日前，一家艺术无人机团队
在意大利都灵的巨型公共帆布上
绘制了一幅大型涂鸦作品。
以“Design the City”(设
计 城 市) 为 主 题 的 数 千 人 通 过
APP参与了本次视觉创作。团
队 精 心 挑 选 了 大 约100 个涂鸦
作品，然后使用4 架无人机在
两天的时间内耗费大约2034罐
油漆完成了绘制。
团队有一个中央管理系统
实时控制无人机，一个监控系
统来跟踪它们的精确位置，并
且协调它们的飞行编队，控制
(比特)
涂鸦的喷射。

无论是复杂
的背景、多样的
姿态，还是不同
的尺度变化、不
同的衣着，步态
识别系统都能够
非常快速准确地
识别出人像
步态识别具有远距离、非接触、不易伪装等特点

在近日播放的央视大型科技
挑战节目《机智过人》中，由中
科院自动化所研发的步态识别系
统，先后对10 个身高、体型相似
的 蒙 面 人 “ 嫌 疑 犯 ” 与21 只 体
型、毛色相似的金毛犬进行识
别，在与“最强人类”袁梦(国际
记忆大师，曾成功从168条音轨中
辨识出TFBOYS三位的音轨)的挑
战中，均取得了成功。
实际上，无论是复杂的背
景、多样的姿态，还是不同的尺
度变化、不同的衣着，步态识别
系统都能够非常快速准确地识别
出人像。

又快又准
不看脸也能快速辨认
步态识别是一种非接触的生
物特征识别技术。顾名思义，就
是通过人们走路的姿态进行身份
识别。
“设想这样一个情景：某人
头戴帽子口罩，脸部被遮挡，并

离摄像头很远，这时已经无法根
据脸部信息识别其身份，然而仍
然可以分析他的步态信息，通过
步态识别系统识别他的身份。”
项目负责人、中科院自动化所研
究员王亮说，与其他生物识别技
术相比，步态识别具有远距离、
非接触、不易伪装等特点。
首先是步态识别适用距离更
远。通常情况下，为达到良好识
别 效果 ，虹膜 识别 需要目标在60
厘米以内，人脸识别需要目标在3
米以内，而步态识别的目标可以
远达50米。
其次是步态识别为非受控识
别，无需识别对象主动配合与参
与。指纹识别、虹膜识别、人脸
识别等都需要识别对象主动配
合。步态是远距离、非受控场景
下唯一可清晰成像的生物特征，
即便一个人在几十米外背对普通
摄像头随意走动，步态识别算法
也可对其进行身份判断。
再者，步态难以伪装。不同
的体型、肌肉骨骼特点、运动神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经灵敏度、走路姿态等特征共同
决定了步态具有较好的区分能
力，通过精巧设计的算法和海量
数据的训练，机器可以更好地识
别这些细节特征。
黑 科 技 满 满 的 《 碟 中 谍5 》
中，最吸睛的当属安保系统的最
后一道防线——
— 步态识别，通过
分析人的身体体型和行走姿态来
识别身份，这道防线让阿汤哥也
难以瞒天过海。
“每个人的肌肉力量、肌腱
和骨骼长度和密度，以及每个人
的神经灵敏程度、协调能力、体
重、重心等生理条件都是不同
的，所以，每个人走路的姿势都
是不同的。人们可以借助道具将
自己的外形甚至是性别进行翻天
覆地的改变，却没办法改变自己
的走路姿态。”王亮表示。
而相较于依靠人力从海量监
控视频中快速查找目标人物的做
法，步态识别不仅能实现对人海
战术的替代，极大提升检索和识
别的效率和准确度，而且当出现

债务人

币种

元

本金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
用玻璃有限公司、山东德棉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蔡红光、张红梅

人民币

131,057,058 . 02

2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
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德建集团有限
公司、孙国庆、殷玉华、德州晶华集团有
限公司

人民币

111,849,999 . 89

3

德州凯胜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林少华

人民币

40,499,980 . 12

4

德州市万通燃料有限公司

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张德杰、任
秀梅、张俊芬、田文勇

人民币

7,799,773 . 40

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联系人：张先生、董女士
联系电话：0531-86059771
注 ：1 、 本 公 告 清 单 列 示 截 至
2018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
息、复利、罚息、延迟履约金等，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精确的图像分割
和数据算法支撑
然而，要精确地通过步态特
征识别出人的身份信息，需要复
杂的系统支撑。步态识别系统包
含了检测、跟踪、分割、识别等
部分，任何一个模块都将对整体
系统产生影响。
“远距离步态识别系统研究
与应用”项目在算法层面对步态
识别系统的4个关键模块分别进行
研发：通过行人检测算法，将行
人从背景中找出来，检测算法需
要能够处理远距离、复杂背景以
及部分遮挡等情况；与人脸识别
只对一张图片识别不同，步态识
别需要收集同一个人行走的视频
序列，且实际场景中通常有多个

庆祝建党98周年系列活动丰富多彩

单位：人民币

担保人

远距离、非配合、全视角(如只有
侧面和背面身形)、弱光线、人脸
隐蔽/遮挡、目标人物多次换装等
一种或多种情况时，用步态识别
技术也能成功搜检目标人物。

国网山东电科院：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19年7月10日

公告资产清单
序号

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
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日前，国网山东电科院开
展为党员过政治生日的活
动。
活动以赠送政治生日贺

卡、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入党
初心、撰写生日感言、开展谈
心交流等形式，引导党员不忘
崇高理想，不让信仰淡化，始

夏日的一天，骄阳在当头
照着，热气扑面而来。建行淄
博博山万杰支行则在凉爽舒适
的环境下，又开始了忙碌而又
紧张的工作。
刚送别客户，该网点大堂
经理巡查门前卫生时，突然发
现有位老大妈神情有些焦急，
额头布满了汗珠，步履蹒跚地
在建行门口来回走动着，不时
往大厅看了又看，这一切都落
在了细心的大堂经理眼里。于
是大堂经理直接开门，询问老
大妈需要什么帮助，原来，老
大妈在附近医院住院，今天出
院本来等着儿子来接，可是儿

子路上堵车，说好的时间还没
到，老大妈得了老年风湿，腿
脚行动很不方便，在太阳下走
了很长时间，终于走到建行门
口，想进来歇歇脚，又不敢随
便进。于是大堂经理主动搀扶
大妈进了大厅的“劳动者港
湾”，为老大妈接了杯热
水，并细心地告诉她：先给
儿子打个电话，在这安心地
等着，等儿子过来接您。老
大妈听了非常高兴，一个劲
地夸奖建行服务好、工作人
员长得也漂亮，脸上露出了
满意的笑容。
大堂经理向大妈介绍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根据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现公告要求下列债
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年7月10日

公告资产清单

债务人名称
山东澳星工矿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兴辉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九安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山东绿维果蔬汁有限公司
济宁天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汇通胶带有限公司
金乡县东进进出口有限公司
山东济宁市蓝郡商贸有限公司
济宁汇丰面业有限公司
微山县鸿骏贸易有限公司
济宁华源商贸有限公司
嘉祥县佳扬粮油有限公司
曲阜创源高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济宁市鲁航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红霞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山东顺鸿威通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久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重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济宁明资经贸有限公司
济宁市天恒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科技前沿

单位：人民币 元
币种
贷款本金余额
29999986 . 72
山东梁山万达碳素有限公司
人民币
12429007 . 47
微山县瑞丰航运有限公司、朱耿辉、黄传华
人民币
4000000
人民币
兖州九安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孔令喜、徐延燕
3219910 . 31
嘉祥县小康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绿维果蔬汁有限公司
人民币
4999997 . 99
济宁广建钢结构有限公司、张斌、郭静、曹景明、李昌蕊
人民币
3000000
山东明德木业有限公司
人民币
2696125 . 41
济宁东运食品有限公司、李连华、胡素云
人民币
4999895 . 37
山东济宁蓝郡商贸有限公司；林英奎、曹兰红
人民币
2999999 . 94
济宁新科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史衍波
人民币
3974126 . 95
微山县华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宋成龙、张申平、朱敏
人民币
7890000
济宁锻造中心、张继敏、谢鹏
人民币
9899798 . 03
嘉祥县佳扬粮油有限公司、张俊英、王月。
人民币
2999179 . 98
曲阜金皇活塞股份有限公司、王明涛、甄福敏、张亚民。
人民币
3793688 . 47
人民币
济宁鲁航商贸有限公司；济宁聚海磁业有限公司、褚航、李涛、褚筝、元利瑞德资产有限公司
9577949 . 73
济宁华博经贸有限公司、戈红霞、车立青
人民币
11000000
山东檑廷科技有限公司、魏宗志、闫梅
人民币
29926158 . 86
山东檑廷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5000000
山东汇通胶带有限公司、刘毅、荀园园
人民币
5000000
山东正昌源工贸有限公司、杨淑跃、杨延秋
人民币
15200000
山东共享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正昌源工贸有限公司、
杨子启、
魏宗志、
闫梅、
、
李天赐、
闫恒、
杨虎、
谷历娜、
孙宝光、
李健 人民币
山东顺鸿威通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担保人

人需要同时识别，因此需要使用
在线多目标跟踪技术将同一个人
的序列收集起来；步态能够去除
着装颜色的干扰，只关注人走路
的方式，因此需要使用人形分割
算法将人从背景中分离出来；最
后，对一系列分割序列通过步态
识别算法进行识别。
在中科院自动化所的模式识
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笔者看到了
项目的“高精度人形图像分割方
法”演示。无论是复杂的背景、
多样的姿态、不同的尺度变化以
及不同的衣着，系统都能够非常
快速准确地分割出人像。
“我们采用的是人形区域内
像素点的多尺度上下文信息来表
达人形目标，通过多通道深度学
习网络来描述人形局部区域的不
同尺度上下文信息。”王亮讲
道，这种方法以模式识别和计算
机视觉理论为指导，结合最新的
深度学习算法，融合各个尺度的
图像信息，能够将目标人物从背
景中快速准确地分离出来。与传
统的图模型方法需要对像素点之
间建模，导致计算量大、难以收
敛等问题相比，该方法具有很强
的语义信息，并在由百度公司悬
赏的人形图像分割大赛中，以绝
对优势获得冠军。
此外，他们借助传统的步态
识别的先验知识，结合最新的深
度学习方法，能够在只给定某个
视角的情况下，跨视角地识别出
该人在其他视角的步态序列。
值得注意的是，步态识别也
面临着很多挑战亟须解决，比如
在人群密集场所，如何解决遮挡
情况下的身份识别？智能深度传
感硬件Kinect等又会对步态识别产
生什么影响？王亮表示，这一系
列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在未来去
(钱力)
深入探索。

终牢记党员第一身份。这是该
院 为 纪 念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98 周
年，讴歌党的丰功伟绩，继承
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主题，开展的十项庆“七一”
系列活动之一。
(张晓东 张劲)

建行淄博博山万杰支行：承载温暖和关爱的港湾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星期三

50 米外秒读“活体密码”
步态识别：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
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

2019 年7 月10 日

E

看图知新
Kan tu zhi xin
波士顿动力机器人
能自主导航不会摔倒

经济导报

说：有建行网点的地方，就
有“劳动者港湾”，以后累
了就进来休息，这里饮水服
务、休息椅、卫生急救箱、
老花镜、充电器等用品都齐
全着呢，老大妈不停地点头
称赞。这时看到急匆匆赶来
的儿子，大妈拉着儿子的手
激动地说：“建行服务真是
好啊，这大热天的我能在这
里乘凉休息，还提供热水、
休息椅，真是服务到家了。”
在大妈的眼睛里，善良的
人都是美丽的，建行人都有一
颗善良的心。
(鲁启轩)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人：贾女
士、董女士
联系电话：0531-86059741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
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
息、延迟履约金等，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3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