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9 日 15 时 51 分，一头银发

的加藤英树俯下身子看着身边的笔

记本电脑屏幕，随后在棋盘上落下

一枚白子。棋盘对面的韩国棋手申

旻埈叫来了韩国队领队睦镇硕，表

示：“我认输。”214手，白中盘胜。

和“人机大战”中替 AlphaGo 落

子的黄士杰一样，加藤英树是人工

智能围棋程序 DeepZenGo 的“人肉

臂”，但与上两次“人机大战”不同的

是，他西装胸前的口袋里插着昨天

抽到的号码牌：“28 号”。这不是一

场表演赛，这是世界大赛梦百合杯

64强对战的正式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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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永远无法参加奥运会的百米
赛跑比赛，但这一次，DeepZenGo 成为和
人类棋手一样的正式参赛选手，这也是有
史以来第一次非人类选手参加人类世界
大赛。

今年 4 月 26 日，梦百合杯的主办方宣
布，将“外卡”（不必参加预选赛，直接进入
本赛的资格）颁发给 DeepZenGo。对于
棋迷们来讲，由尾岛阳儿、加藤英树开发
的日本单机版围棋程序 ZEN 成名已久，
DeepZenGo 正是脱胎于 ZEN，并吸取了
去年 AlphaGo 公布的论文经验。在今年
3月份举行的“世界最强战”中，DeepZen-
Go还战胜了“日本第一人”井山裕太。

人工智能来了，它将如何表现？

“顺风顺水”的开始

因网络问题，DeepZenGo在梦百
合的首次亮相中并未用出全力，仍战
胜了人类棋手。面对人工智能，人类
棋手已经不再有必胜的把握。

DeepZenGo 在梦百合的首次亮相可
谓“顺风顺水”——在 75 手申旻埈“脱先”
后，DeepZenGo 进攻坚决，申旻埈本该能
做活的一整块棋被切掉了一半，局势随后
明朗化。人类职业棋手基本认为，申旻埈
出现了误算，但职业棋手胡耀宇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在赛后的交流中，加藤英树
表示，DeepZenGo 认为即使对手做活了
那块棋也不行，“看来人工智能对棋局的
判断和人类完全不同”。

更“可怕”的是，加藤英树透露说，因
为赛前一度出现网络故障，为防止超时，
他 临 时 将 DeepZenGo 的 用 时 调 到 了 最
快，“相当于平时用时的一半以下”。也就
是说，DeepZenGo并未用出全力。

请人工智能作为正式棋手和人类一

起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竞技，这个决定一
经宣布，就在围棋界激起了巨大反响。现
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柯洁对此直言不讳：

“我非常反对在传统赛事中掺入 AI，AI 可
以跟顶级棋手进行‘特别赛’，但对于很多
一生也许只有一次机会获得世界冠军的
棋手来说，输给一个持外卡的 AI，既不公
平，也缺乏尊重。”但这也体现出棋手的态
度变化：在目睹了“人机大战”，在网上亲
自与 Master、绝艺和 DeepZenGo“厮杀”
后，面对人工智能，他们已经不再有必胜
的把握。

猝不及防的“转机”

在32强对战中，DeepZenGo与人
类棋手各有失误，战局几经转换。最
终，人类棋手以半目赢得比赛，人工
智能在世界大赛中的旅程戛然而止。

6 月 21 日 12 时，“梦百合杯”迎来了
32 强对战。这一次 DeepZenGo 执黑，对
战在上轮中战胜了韩国二号选手申真谞
晋级的中国棋手王昊洋。

在最初的局部战斗里，DeepZenGo
依然体现出了强大实力。在其走出 51 手

“夹”时，解说本场比赛的职业棋手廖行文
甚至表示：“这局部 AI 能从虎开始算到这
个夹，不好玩。我认为人很难对抗这几只

‘名犬’了。”观战的棋迷同样纷纷在评论
中表示质疑，请人工智能来参赛是否过于
轻率？人工智能是否将真的从人类手中
抢走世界冠军？

其实，决定邀请人工智能参赛的人们
已经煞费苦心。“梦百合杯”赞助商恒康家

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倪张根表示，
虽然一开始就决定将本届比赛的“外卡”
发给人工智能，但到底发给谁却经过了谨
慎选择。“DeepZenGo 公认比 AlphaGo 和
腾讯的绝艺要差一点，这样比赛才能有不
确定性，我们也做好了预案，如果 DeepZ-
enGo 一直赢，将会对输给它的人类棋手
进行额外补偿。”

中国围棋队领队华学明也告诉记者，
她和韩国棋院事务总长刘昌赫、日本棋院
副理事长山城宏代表中日韩三国达成了
一致：“邀请人工智能参加正式世界大赛，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然而转瞬之间，神奇的“转机”出现
了。从 75 手开始，DeepZenGo 在右上进
行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打将”，不但在目
数上大为亏损，还浪费了许多劫材。廖行
文评论说：“此狗已疯。”以意想不到的方
式，局势就此出现了逆转。

赛后加藤英树表示，DeepZenGo 没
有算到王昊洋会灵活转身。“对谁能吃谁
没有准确的判断，直到后来才发现自己都
死了。因此开始在左上连续打将，这在日
语里被称为人工智能的‘地平线效应’。
简单来说，就是它发现棋下坏了，就不停
地走无效的棋，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向后推
算，其实就是人工智能在‘逃避现实’。”一
旦情况不妙，就会出“昏招”，同样的情景
也出现在去年 AlphaGo 对阵韩国世界冠
军李世石的第四盘棋中，一连串“业余棋
手都不会犯的错误”，让 AlphaGo 在与人
类对弈的过程中输掉了唯一一局。

形势随后几经转换，双方各有失误，
局面变得复杂而细微。最终，王昊洋六段
以半目——这一围棋比赛中最小的胜负
差距，赢得了也许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
的一盘棋，人工智能在世界大赛中的旅程
戛然而止。

“这次是真的抱着能拿冠军的打算而
来，但现在真的很遗憾。”加藤英树在采访
中反反复复说了很多次“遗憾”。

与人工智能携手的“未来”

现实中，人们对人工智能有怀
疑，有敬畏；人工智能则有成就，也有
缺陷。作为人创造的工具，人工智能
终将成为人类的帮手，和人类一起观
察、认识世界。人与人工智能相处的

“传奇时代”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 AlphaGo 的两次“人机大战”

显示出人工智能的强大实力，和它对改变
人们认识世界方法的光明前景，那 Deep-
ZenGo 参与“梦百合杯”的过程，可能更接
近于在未来很长一个阶段内，人与人工智
能的现实关系：人们有怀疑，有敬畏；人工
智能则有成就，也有缺陷。

围棋与人工智能在未来的故事，更预
示了人与人工智能相处的方式。加藤英树
说，DeepZenGo 将开放出来，成为日本国
家队的训练工具，帮助棋手提高。从 6 月
21 日晚到 6 月 22 日早上，DeepZenGo 已
经开始接受日本新锐的轮番挑战。华学明
则透露说，中国国家队同样希望引入人工
智能帮助训练。“当然可能不能平均到一
人一台，但至少可以对一盘棋进行详细分
析，给出每一步背后的数据。”虽然没有明
言，但不出意外，这个人工智能将是腾讯
研发的绝艺。作为人创造的工具，人工智
能终将成为人类的帮手，和人类一起观
察、认识世界，力图找到世界运行的规律。

然而，这条路却未必一帆风顺。胡耀
宇告诉记者，已经有棋手开始在比赛中试
图效法绝艺取胜自己的局部，但效果并不
理想。“原因在于，绝艺制造出的局面是以
强大的计算能力作为基础的，人类很难掌
控效仿。因此，还是要分辨哪些招数可以
用，哪些不适合，这需要对围棋的理解能
力。”由此看来，在借助人工智能进行决策
的过程中，人类依然需要谨慎判断。

但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同样需要人
类的经验累积。胡耀宇表示，DeepZenGo
的表现不如绝艺，不仅来自于硬件差距，
也来自于缺乏职业棋手对人工智能的“调
教”。“绝艺团队聘请了世界冠军罗洗河，
DeepZenGo 的技术指导就是加藤英树，
一些招数职业棋手明显觉得吃亏，但加藤
英树只看数据并不觉得，从而影响了对
DeepZenGo算法的优化。”胡耀宇说。

加藤英树说，没有 AlphaGo 公布的论
文 ，DeepZenGo 肯 定 达 不 到 现 在 的 实
力。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也坦承：“如
果没有 AlphaGo 的论文，我们也做不出
来。”与此同时，日本和中国国家队都有 AI
帮忙，但韩国围棋 AI“石子旋风”水平还低
到让职业选手“只想掀桌”。在更深远的
意义上，这也说明，决策型人工智能的研
发与科技实力，各国还相差甚远，如果缺
乏自主研发的突破，在未来竞争之路上难
免缺乏底气。

DeepZenGo 在“梦百合杯”上的故事
已经结束，但人与人工智能相处的“传奇
时代”才刚刚开始。

在第三届“MLILY梦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中，人工智能程序DeepZenGo持外卡

亮相，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参加人类世界大赛的非人类选手——

世界大赛，人工智能“算一个”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生蚝、基围虾、三文鱼⋯⋯美味的海
鲜总让人垂涎三尺。但是，总有人说海鲜
容易富集重金属，吃了有害健康。

海鲜中真的有重金属吗？事实上，即
使生活在深海中的海鲜，也会存有重金
属。因为，海产品中的重金属多数是生物
从海洋环境中通过食物链的富集吸收而
来。也就是说，海洋的微生物摄入了含有
重金属的食物，它被大鱼吃掉，大鱼又被更
大的鱼吃掉，如此就会“浓缩”很多重金属。

那么，到底哪种海鲜最容易有重金属
呢？一般来说，贝类很容易吸收重金属，
比如，生蚝、牡蛎、鱼类等海产品，它们
就更容易在体内富集重金属，这与它们的
生长环境和生理机制有一定关系。

但是，大鱼中的重金属更不能忽视，
因为通过食物链的传递，大鱼中的重金属

含量往往更高。大量研究显示，我国部分
沿海地区的确存在部分海鲜重金属超标的
情况。但不同海域、种类、养殖季节的产
品中重金属元素含量有很大差异。

那还能吃海鲜吗？其实，海鲜是否会
对人体产生危害，还得看人们究竟吃了多
少。实际上，所有食物中都含有重金属，
对食用者都存在健康风险，关键在于风险
的大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偶尔食
用海鲜，摄入量远不及水果、蔬菜、禽
肉，更不及米面等主食。

从科学家们多年来的大量研究结果来
看，尽管海鲜中的确会有重金属，某些海
鲜中的重金属含量还不低，但健康风险却
不一定比其他食物更高。当然，消费者及
监管部门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不过，以
目前人们的海鲜食用量来看，通常都是安

全的。
那么，如何才能尽量减少海鲜中重金

属的摄入呢？
首先，少吃或者不吃内脏等器官。大

量研究显示，在双壳类、腹足类等海产品
中，肌肉中重金属含量往往最低，而消化
系统、生殖系统等内脏器官中，重金属的
含量往往更高。因此，尽量吃味道更鲜美
的肌肉部分，少吃内脏。其次，海鱼中的
高汞鱼类尽量不要吃。虽然说大部分海鲜
中的重金属并不会存有安全风险，但是，
有些鱼类却有着较高的风险，最常见的就
是一些高汞鱼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FDA）就建议妊娠和哺乳期女性不要
吃方头鱼、鲨鱼、旗鱼和鲭鱼，因为他们
的汞含量往往较高。再次，不要吃来历不
明的海鲜水产。有人宣称野生水产更加安

全，其实并不一定。由于不清楚野生环境
的污染水平，其水产往往有更高的安全风
险，所以，谨慎吃任何来历不明的野生海
鲜水产。对于汞含量很低的鱼类，每周也
一般吃2次至5次，每次不超过170克。

此外，海鲜好吃也要食用适量，毕竟
海鲜是否安全，最终取决于我们的食用
量。比如，我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推荐每
天吃鱼虾类50克至100克，只要在这个
正常范围内，大家基本不用担心。

总之，海鲜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不饱
和脂肪酸，总体健康价值很高。只要大家
不食用过多，不吃一些高汞的大型鱼类，
对于身体健康还是很好的选择。

（作者系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

学技术部主任、中国食品辟谣联盟专家团

成员）

海鲜重金属超标，还能放心吃吗？
阮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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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人们接受液体
安检时，难免需要当场“喝一
口”，或放在检测设备上另行
检测。如今，山东青岛高新
区的一位“创客”研发出新型
安检设备，液体成分一扫便
知，甚至能测出酒水度数，实
现安检一次完成。有了这个
利器，安检效率和准确率将
大大提升。

发明者王迅是青岛联创
威科安防设备公司总经理，
在该公司测试室里，《经济日
报》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
不断过检各种液体物品。从
外形上看，这台安检设备与
常见的安检设备无异。记者
在几百种待检测液体中随机
选了几样放入安检设备，通
过一旁的电脑屏幕可以看
到：除了显示出物品的形状，
还 显 示 出 一 串“liquid0”文
字 ，这 就 表 示 所 检 物 品 安
全。王迅告诉记者，安检结
果都用“liquid+数字”表示，
数字是随意设定的两个数，
用来表示安检合格和不合
格。“虽然显示结果只有两
个，但后台的检测结果分类
非常细，通过标号区分成多
个大类和小类，乃至能看出
酒水度数。我们在做数据模
型时追求广泛而精确，能准
确检测出物体成分，保证了
机器的可使用场景非常宽泛。”王迅说。

那么，这台安检设备是如何拥有“火眼金睛”的
呢？王迅告诉记者，新型设备与常见设备一样，均采
用 X 射线透视功能，区别在于：他把 X 射线数据分析
做得更精细。“传统安检设备只利用 X 射线穿透性显
示物体形状，没有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我们通过后
台的数据分析、物理建模等，能够实现非常精准的物
品判断。”

为完成这一工作，王迅用时 8 年，采集了液体、
半液体、粉末状，几乎把所有能见到和想到的样品都
进行数据分析。经过数万次的试验积累，现在设备
已经具有了“学习能力”，再遇到新样本时，能根据历
史数据自动归类，对物品作出判断。

据了解，常见液体安检仪器可检测的液体容器
只有 1 升到 2 升，且无法检测较厚容器和金属容器，
使用很不方便。新型安检设备完全克服了这些问
题，并能使各种物品安检一次完成，大大提升过检效
率，应用前景广阔。

“下一步，研发方向将着眼于工业和医疗领
域”。王迅表示，在工业领域，通常都是在一个批次
中抽取少量样本进行产品检测，很容易产生误差。

“我们力争实现生产线上的快速流水线检测，确保每
件产品经过检测仪器后马上显出检测结果，实现合
格率零误差。”王迅说。当仪器用于医疗领域时，可
以检测骨骼和肿瘤。通过骨骼检测，能够分析骨骼
的健康程度和变化趋势；肿瘤检测则不需要开口取
切片，直接通过扫描确定肿瘤类型和风险。“相信未
来在检测领域，我们将大有可为。”王迅说。

液体安检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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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日本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向种植植
物的土壤中添加醋的主要成分醋酸能提高植物的耐
旱能力，这一研究有望在转基因之外开发出一种更
加简便易行的农作物抗旱技术。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剧变，干旱导致
农作物产量下降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迄今解决这
一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利用转基因技术加强作物抗旱
能力。但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经
费，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其他更简易的方法。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日前宣布，该所研究人员和
东京大学等机构的同行通过实验发现，在干旱条件
下，向种植拟南芥的土壤中添加醋酸能提高拟南芥
的抗旱能力。

在实验室中，拟南芥经常被用作植物模型，相当
于植物中的“实验鼠”。吸收醋酸后，拟南芥能诱导
合成一种植物激素茉莉酸，提高相关耐旱基因的表
达水平。在对照实验中，其他各种酸溶液都达不到
这种耐旱效果。

研究还确认了醋酸对于水稻、玉米、小麦等多种
农作物同样具有加强耐旱性作用。这一成果 6月 26
日已发表在英国《自然·植物》杂志网络版上。研究
小组认为，向农作物中添加醋酸有望成为一种应对
干旱的简易办法。

科学家发现植物抗旱简易方法

植物“吃醋”更耐旱

乙酸是一种简单的羧酸，是一种重要的化学试

剂。图为乙酸分子模型。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