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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大战 2.0 版”，第三局第 125 手，
替AlphaGo执子的黄士杰博士落下一枚黑
子，棋盘对面年轻的“世界围棋第一人”柯
洁在巨大压力下离开了座位，观战记者随
后听到十几米外传来压抑但清晰的哭声。

和 0∶3 的比分相比，这个充满戏剧化
的场景似乎更是对人工智能强大能力的某
种写照，AlphaGo 超越了千百年来人类以
智慧和经验主义对围棋的认识。而在几年
前，程序员们还因为人工智能能够在一堆
图片里认出猫来就欢欣鼓舞。

人工智能正在飞速成长，《全球人工智
能发展报告 2017》显示，2012 年后成立的
人工智能企业，在数量上超过了之前 20 年
所有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的两倍。目前，美
国人工智能企业已超过3000家，中国则超
过了1500家。在资本市场，人工智能获得
的风险投资也从 2012 年的 5.89 亿美元猛
增至 2016 年的 50 多亿美元。市场研究机
构麦肯锡预计，到 2025 年，人工智能应用
市场总值将达到1270亿美元。

“60多年前，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图灵
在‘计算机与智能’一文的结尾写下这样的
话：我们只能看清前方很近的距离，但我们
能看到那里有太多的事需要去完成。这句
话也适合用来描述今天的人工智能。”IBM
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沈晓卫颇为感慨。

当人工智能敲响了门，我们将迎来怎
样的世界？

“三管齐下”跑步前进

“幸福人生的逼迫，这就是人类生活的
意义。”这句几乎可以从乐观主义维度形容
人工智能影响的诗句，并非出自人类之手，
而来自于微软的人工智能应用“小冰”，由
它创作的一本名叫《阳光失了玻璃窗》的诗
集，登上了书店诗歌新作的排行榜。

从 AlphaGo 到微软“小冰”，人工智能
为何能变得更聪明？科学家们将其拆解为

“强芯片+大数据+优算法”，人工智能快速
成长，正来自于这“三管齐下”的跑步前进。

芯片像是人工智能的身体。Alphabet
执行董事长施密特坦言，20 年前他之所以
放弃人工智能研究，觉得 AI 没什么前途，
重要原因就是，“和那时比，现在机器计算
能力增强了，才能支持现在的算法，让人工
智能的智商得以提升”。

科技巨头们纷纷投入重金，特别设计
专门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AlphaGo依靠
的正是在云上运行的 4 个用于神经网络计
算的 TPU 芯片。第二代 TPU 芯片每秒能
提供 180 万亿次浮点运算，有 64G 的超高
带宽存储器。强大的计算力也带来了计算
成本的下降，AlphaGo开发团队表示，随着
TPU 的应用，它节约的成本可以打造另外
15 个数据中心。沈晓卫表示，IBM 开发出
了类脑芯片，用 54 亿个晶体管模拟 100 万
个神经元。采取异步电路的设计，芯片能
耗仅为 70 毫瓦。有消息显示，苹果也正在
研发一款被称为“苹果神经引擎”的人工智
能芯片，用来改进苹果设备在处理人脸识
别、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任务时的表现。

算法则像是人工智能的大脑。Al-
phaGo技术负责人大卫·席尔瓦表示，新版
AlphaGo能让去年与李世石对战的版本三
子（这相当于职业九段与业余 5 段之间的
水平差异），但能耗和计算力的耗费仅相当
于旧版的十分之一。这样的“多快好省”正
来自于基础算法，包括用来选点的策略网
络和用来判断胜率的价值网络的大幅度优
化。更重要的是，增强学习在新版的 Al-
phaGo 的算法权重中更高，这就意味着相
比学习人类顶尖职业棋手的棋谱，Alpha-
Go 更多依靠自我对弈来学习，通过自我对
弈，它甚至形成了类似于人类棋手在形势

判断上的“直觉”，学会了以类似于人类棋
手“复盘”的形式检讨此前的棋招得失。

有了强壮的身体和聪明的大脑，人工
智能还需要“吃好喝好”，用丰富的数据资
源形成“智慧”。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围棋
研究所所长刘知青坦言，通过人类的几十
万张棋谱和自我对弈产生的新棋谱，丰富
的数据成为AlphaGo实力提升的关键。而
对于普通人来讲，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
和与诸多生活场景的打通，也在不断产生
着海量数据。如今，全球每月活跃的安卓
设备超过20亿部，苹果则生产了超过10亿
部手机，谷歌 CEO 桑达尔·皮查伊表示，目
前谷歌已有多个产品和服务的用户数量突
破 10 亿，它们是 Google 地图、YouTube

（视频服务）、Chrome（浏览器）、Gmail（电
子邮件）、搜索和Google Play（在线应用程
序商店）。“通过采集海量用户数据，进行机
器的深度学习，我们可以更科学更智能地
解决问题。”猎豹移动 CEO 傅盛同样表示，
旗下的 Live.me 作为美国最大的第三方直
播平台，每天产生上千万张标准人脸。“这
些数据让猎豹移动开发出了新的人脸识别
技术，在儿童识别等领域大量使用。”

从“效率”到“效能”遍地开花

去年 8 月，IBM 的人工智能应用 Wat-
son分析了数千个基因突变，最终确诊一位
60 岁的日本女性患有一种罕见的白血病。
Watson 的整个诊断过程不到 10 分钟，如
果换做人类医生，这一诊断需要耗时数周
才能做到。通过公司的人脸识别技术，旷

视科技副总裁谢忆楠在比对了 180 万张照
片后，帮助公安部门成功找到了犯罪嫌疑
人。如果以人力，这个工作几乎无法完
成。通过对海量数据的识别和分析，人工
智能可以获得极高的效率。

人工智能除了将人类能做的事做得更
好，还在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体现出巨
大的效能。拿AlphaGo来说，无论是让“棋
圣”聂卫平脱帽致敬的五路肩冲，开始被职
业棋手们广泛借鉴的“点三三”和“二间高
跳”，还是体现出的对厚势和中腹的重视，
都让围棋理论发生着变化。职业棋手古力
表示：“过去被禁锢的想法很多，通过学习
AlphaGo，现在棋的自由度变得太大了。”

在搜狗 CEO 王小川看来，人工智能应
用在效能上的提升尤其珍贵。“在金融领
域，现在已经在用 AI 进行征信，对于是否
放贷，机器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做出决策。
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征信的维度也发生
了变化：手机是否经常没电、通话记录是单
方的还是双方的，这些都能够成为衡量一
个人还贷能力的评判依据。在教育行业，
未来机器能够通过对人的分析实现因材施
教，进行有针对性的命题，提高教育的效
率。”王小川说。

纵观未来，人工智能还将进一步改变
人与机器交互的方式。“从五笔到拼音再到
语音，从键盘到鼠标再到触屏，人与机器的
交互的方式越来越‘人性化’，未来人工智
能还会使得人和机器的地位发生变化：以
前是人适应机器，现在变为机器来适应
人。”皮查伊同样表示：“接下来的交互变
化，会从触摸到语音和图像识别，更关键的

是，识别之后的语言理解以及理解之后能
提供的智能服务。”在今年的开发者大会
上，谷歌发布了智能语音助理，它不仅是搜
索方式的创新，更是人工智能形态的落地，
能够理解自然语言，并执行翻译、叫外卖等
指令。比如在了解你的行程后，它会根据
实时交通状况，主动提醒你是否要提前出
门。比如当你问一道菜是什么样子的时
候，它会搜索出图片推送到你的手机上，接
入第三方服务后，还可以直接语音点餐，完
全不需要任何文字输入。

随着一款款功能“破冰”和应用落地，
随着人工智能在认知和决策层面能力的不
断提升，最终，人工智能产品将形成一套集
成解决方案。来自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
示，当人工智能与其他互补性技术（如机器
人）结合时，可生成多种集成解决方案，如
自动驾驶、机器人手术，以及能够对刺激做
出响应的家用机器人等。

热情之外“冷思考”

“AlphaGo之父”哈萨比斯表示：“我提
醒诸位，必须正确地使用人工智能。”在回
答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何为“正确”
时，哈萨比斯表示，他的两个原则是：人工
智能必须用来造福全人类，而不能用于非
法用途；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不能仅为少数
公司和少数人所使用，必须共享。

新技术总带来新的担忧和挑战。一份
由第三方机构发布的《人工智能影响力报
告》显示，目前用户最为关注的 3 个与人工
智能有关的话题分别是：自己的工作是否
会被取代，AI 发展带来的危害，以及 AI 发
展带来的法律、道德问题，几乎都有负面倾
向。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人工智能
在技术上快速成长，但真正与人类社会良
性互动，还要解决诸如规范、监管、安全、伦
理等诸多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正确”的算法。腾讯研
究院研究员曹建峰表示，如果算法本身有
问题，一些推荐算法决策可能是无伤大雅
的。但如果将算法应用在犯罪评估、信用
贷款、雇佣评估等关切人身利益的场合，因
为它是规模化运作的，并不是仅仅针对某
一个人，可能影响具有类似情况的一群人
或者种族的利益，所以规模性是很大的。

“比如，美国一些法院使用的一个犯罪风险
评估算法 COMPAS 被证明对黑人造成了
系统性歧视。”

算法产生的“歧视”来自于训练算法的
数据本身是否正确、完整。同时，如果只考
虑大多数情况，则很难兼顾少数人群的利
益。一旦想要全面、大量的数据，人工智能
又不得不面对隐私问题。“数据已经成了AI
时代的新石油，但 AI 对数据包括敏感数据
的大规模收集、使用，可能威胁隐私。此
外，考虑到各种服务之间大量交易数据，数
据流动不断频繁，数据成为新的流通物，可
能削弱个人对自身数据的控制和管理。在
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护个人隐私，
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曹建峰表示。

此外，还有人工智能本身的安全问
题。互联网安全厂商 360 副总裁颜水成表
示，如果移动机器人进入家庭，“由此可能
产生的不安全行为肯定需要警惕，在特定
情况下，机器人仍可能会发生难以把控的
情况。”另一方面，全智能体的信息安全问
题依然可能存在，“黑客可以通过网络或某
种连接控制这个智能体，进而对人身财产、
安全造成伤害”。

人工智能正在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时
代。这个时代的标志不仅是一个算法的改
进、一种服务的出现，抑或一场比赛的胜
利，而是人工智能作为新的引擎推动行业
创新，改变我们的生活。当人工智能开始
重新定义我们生活的世界时，人们不得不
开始考虑，人与人工智能如何才能始终坐
在棋盘的同一边。

哈萨比斯提醒：必须正确地使用人工智能

人 工 智 能 会 失 控 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秦海波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我国科学家
发现人类Piwi基因突变导致男性不育，并深入
揭示了其致病机理。这将为相关男性不育症的
早期分子诊断及精准医疗提供理论依据。

5 月 26 日凌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细胞》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
研究所刘默芳研究组与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
究所施惠娟研究组的这项合作研究成果。

Piwi 基因是动物生殖细胞的特异性表达，
在高等动物中，主要活动区域位于雄性的生殖
细胞。已有研究表明，剔除小鼠的Piwi基因将
导致雄性不育。但长期以来，科学界对Piwi基
因在人生殖细胞发育中的功能还完全未知。

刘默芳等研究人员通过动物实验进一步证
实，携带该基因突变的雄性小鼠均不能繁育后
代，其疾病表型与人类无精、弱精症患者完全一
致。在人类细胞中，DNA与其“功能伴侣”组蛋
白密不可分，而精子在成熟前，需要将 DNA 上
的这类“活性”成分组蛋白替换为能够“保卫”
DNA遗传信息的“惰性”成分鱼精蛋白，确保受
精过程中遗传物质被“高保真”地传递给后代。

在细胞核中，完成上述“一键转换”功能的
“分子开关”是一种名为 RNF8 的泛素连接酶。
研究人员将一段RNF8截短多肽导入突变小鼠
的精子细胞后，可恢复精子的正常形态及游动
能力。这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

该研究是一项从人类遗传学到动物模型、
分子机理及治疗策略探索的系统研究，代表了
遗传学研究的新高度及新深度。

每逢端午节，南方不少地方有吃粽子、
赛龙舟的习俗。可华南多地，还流行起天降

“龙舟水”，这难道是端午“新的打开方式”？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端午刚过，南方地

区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暴雨
范围涉及广东、广西等9省（区、市）。而从5
月 22 日晚开始，今年首次“龙舟水”已经自
北向南袭击广西、广东等省区。

“龙舟水”让华南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
分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出现超警戒线 0.47
米至 1.37 米的洪水。由此可见，“龙舟水”
可真的不是一种愉快的“过节打开方式”。

“龙舟水”究竟是什么？广东省气候中
心高级工程师王华介绍，广东前汛期有一个
降水量较集中的时期，常出现连续几天大
雨、暴雨甚至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由于时值
端午节龙舟竞渡之时，民间称为“龙舟水”，
为便于统计，“龙舟水”一般指5月21日至6

月 20 日的降水。在此期间，凡是过程降水
量超过 100 毫米，且日降水量超过 50 毫米
的就记为一次“龙舟水”过程。

气象专家预计，今年广东“龙舟水”偏强
偏重，预计 5 月 21 日至 6 月 20 日主要有 5
次强降雨天气，后期主要降水时段为：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6 月 7 日至 9 日、6 月 11 日
至13日、6月15日至18日。

据历史气象资料统计，在每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20 日期间，广东的平均雨量为
317.6毫米，占全年总雨量的18%。“龙舟水”
最多的年份是 2008 年，总雨量达 625.6 毫
米，较常年平均值偏多近 1 倍，同时也是
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龙舟水”。

“龙舟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王华
介绍，“龙舟水”几乎年年皆有，因为每年 5
月和6月也是华南地区全年降水量最多、出
现暴雨最频繁的月份，其成因与南海冬夏季

风的交替密切相关。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
南海夏季风已于今年5月爆发，将影响华南
并产生季风对流降水。虽然每年进入 5 月
之后，来自热带海洋的暖湿气流势力不断加
强，南岭山脉以南地区气温逐渐升高，但北
方冷空气仍会南下，冷暖空气交汇造成锋面
降水。在季风降水和锋面降水的共同影响
下，这一时期，华南降水强度足够大、持续时
间足够长，所以，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华南
往往会出现大而集中的“龙舟水”。

王华指出，每年 4 月以后，华南地区已
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前汛期”，降水明显增
多，江河水位持续较高。受“龙舟水”及风暴
潮共同影响，江河排水速度会大大减慢，加
之可能出现海潮倒灌现象，江河水位会迅速
上涨，出现洪涝灾害。此外，“龙舟水”还是
影响华南早稻产量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

“龙舟水”期间恰是早稻孕穗、开花和灌浆前

期，大量降水会使早稻在生育关键期遭受洪
涝灾害，还容易引发早稻病害。

如何有针对性地做好“龙舟水”防范？
专家表示，在城市，对“龙舟水”的防御与防
暴雨内涝一样，需要密切留意强降水和暴雨
预警信息，及时转移堆放在低处的货物；城
镇中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为防范暴雨后
的积水，可采取配置小型抽水泵等措施；一
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车
辆及行人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加固公路边的
护坡，防止山泥倾泻、山体滑坡等。

对农牧渔业生产而言，要实行深沟、高
畦耕作，检查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降低易淹
鱼塘水位；还要注意农作物病虫害的监测和
预防。尽快排除农作物地的积水，但若涝后
出现高温烈日时，水稻不宜一次性排干积
水，必须先保留适当浅水层，然后再排干到
湿润状态，使水稻逐渐恢复生机。

端 午 节 后“ 龙 舟 水 ”
本报记者 杜 芳

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

Piwi基因突变致男性不育

据新华社电 天文专家介绍，6月3日天宇
上演金星西大距，当日清晨，以“启明星”姿态现
身的金星在东南方天空熠熠生辉，感兴趣的公
众可以看看它究竟是如何开启黎明的。

所谓金星西大距是指金星在太阳的西面，
同时从地球看去，金星与太阳的张角最大，此时
是早晨观赏金星的有利时机。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赵之珩介绍说，3 日的这次金星西大距，金
星与太阳的角距离达到 46 度，若借助望远镜，
可欣赏到金星如小月亮般的迷人身姿。

据了解，金星与水星同为“内行星”，即它们
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在地球轨道之内。从地球
上看，它们经常运行在太阳的附近被太阳的强
烈光辉所淹没。它们与太阳的角距离越大，就
越容易观看。水星与太阳最大角距离为28度，
金星与太阳最大角距离为48度，因此我们看到
金星的机会比水星多。

6月3日金星西大距

公众可赏明亮“启明星”

（资料图片）

▶ 柯 洁
九 段 在 备 受
瞩 目 的 人 机
大战中。

（资料图片）
▼ IBM

预 计 人 工 智
能 Watson 每
年 将 赚 100
亿美元。

（资料图片）

◀5 月 18 日

发 布 的 Google

Lens 将应用于

谷歌助手以及谷

歌照片，它可帮

助用户自动删掉

不需要的照片。

（资料图片）

近日，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指导的“威高爱
脊梁梦——威高爱脊柱侧弯救助项目签约仪
式”顺利举行，将联合全国 37 家医疗机构对脊
柱侧弯患者开展救助。

脊柱侧弯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又将给人
们生活带来怎样的苦恼？带着这些疑问，《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
骨科主任海涌。“当我们看到脊柱侧弯患者时，
他不仅是身体向左或向右的侧弯，还是正面和
反面的弯曲，这就形成了三维空间畸形，并会随
着年龄的增长继续加重。”据海涌介绍，脊柱侧
弯具有三维空间特性，对青少年而言并不少见。

除了可能因生病或其他环境因素导致的先
天脊柱侧弯之外，脊柱侧弯的发病原因也包括
遗传、激素和神经系统异常等，学界至今仍无准
确定论。“脊柱侧弯疾病给患者带来的外观影响
只是其一，严重畸形还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功能，
弯曲一旦蔓延至腹部和腰部，将进一步使消化
系统受损。此外，脊柱侧弯还可能压迫患者的
脊柱神经，造成瘫痪。”海涌认为，治疗脊柱侧弯
疾病的关键，就是要尽早发现，采取有效治疗。

目前，我国有至少 300 万脊柱侧弯患者等
待救助，“无力承受治疗、不知道如何治疗、不规
范治疗”成为困扰贫困患者的三大棘手难题。

集合社会力量伸出援助之手，才能让更多
贫困的脊柱侧弯人群重获“挺直”的人生。威高
爱脊柱侧弯救助项目是中国肢残人协会 2017
年开展的重点公益项目之一，将有针对性地救
助未成年脊柱侧弯贫困患者。威高集团将捐赠
价值共计 1000 万元的款物，并将持续推动脊
柱侧弯疾病科研，不断解决治疗中的各种问题。

项目启动后，将开展各救助地的病原筛查
和实施手术，通过公益活动向社会宣传此类疾
病治疗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技术，让更多人关注
贫困的脊柱侧弯人群，参与到救助之中。

救助脊柱侧弯患者
本报记者 郭静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