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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科幻作品中，2020年代表着那个遥远

的、一切皆有可能的未来：汽车可以在天上飞，人

的意识可以在互联网中遨游，到处都是情商智商

均在线的机器人，虚拟和现实缠绕在一起……

2020年已经悄然而至。它与科幻作品中的

2020似乎不大相同。

不过，无论是在幻想，还是现实中，人工智

能都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的支撑技术之一。

2020年，38岁的机器人心理学家苏珊·卡尔

文，被机器人赫比骗了。

赫比告诉她，她悄悄喜欢着的那个人——

米尔顿·阿希，也爱她。一向矜持的学者苏珊，

在这个消息面前，变回了一个小女孩。

赫比，是机器人公司莫名其妙造出的一台

能读懂人心的机器人。公司的专家们始终不明

白，究竟是哪道工序出了错，让赫比有了这项多

余的能力。

但是，赫比依然严格遵循着“机器人三定

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

他不伤害人，于是他撒谎。他投其所好地

对人们的提问做出回答，只是为了避免伤害人

的感情。

这个故事发生在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集

《我，机器人》中。注意，小说写于上世纪四五十

年代。

遗憾，也庆幸，我们现在还无法拥有赫比

先生。

读懂人心？不好意思，机器人不知道何为

人心。它们确实能和人类插科打诨地聊上几

句，偶尔也会阴差阳错地聊到你心坎上。但这

背后，是语料库，是算法，是概率。

我们至今还造不出善解人意的机器人。

如今，人工智能会下围棋，能打王者荣耀，

成绩也都还不错。但从学习效率的角度来讲，

实在算不上高。

举个例子，人只需要在驾校学习十几到几

十个小时，就能开车上路；开上个五六年，就成

了“老司机”。机器虽然可以不眠不休，但它要

花十万甚至上百万个小时才能习得一项技能。

更要命的是，机器很难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每

一项科目，对它来说，都是全新。所谓“数学学

得好，物理不会差”这种事情，在机器身上是不

存在的。

研究者也提出了很多人工智能的前进方

向，比如自监督学习、无标签数据训练等。人

们也在期待新的超越深度神经网络的机器学

习技术。毕竟，直到现在，深度神经网络依然

是个黑箱。人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常常也

有种苏珊面对赫比的无力感——你究竟哪里

出了错？

阿西莫夫最为著名的是他的“机器人三

定律”。在这一点上，我们的 2020 年跟上了科

幻作家思想的步伐，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

题已经开始叩问社会管理体系。但解决这些

问题，没法靠抽象的定律，还得靠具体的共识

和措施。

读懂人心的机器人？
目前他们还不懂何为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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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盖伦

2020年，一头怪兽出现在阿拉斯加海域。

它是来自外星球的巨型怪物。环太平洋地

区海底深处的缺口，成为外星球入侵地球的通

道。

其实，为了抵御巨兽，人类一直在做准备。

他们组建了机甲战队。这些巨大的机械士兵，

由两名脑部神经网络互相连接的操纵者进行操

作。机甲，成为士兵身体的延伸；而钢铁巨兽，

用脑机接口控制机甲？
连马斯克都没说要这么干

2020 年，里克很羡慕自己的邻居。邻居养

了一匹小马驹，是真马。

核战后，地球上的动物濒临灭绝。想买真

的，价格高昂。

里克曾养了一只绵羊，真的绵羊。羊死了

后，他弄回了一只电子羊。那是一只精密到可

以乱真的假绵羊，可以骗过楼里所有的邻居。

2020年，人类已经能造出仿生人。不过，仿

生人只能在外星球呆着，服务移民的人类；一旦

私自逃回地球，就会被追捕。如何分辨出仿生

人？一项很关键的测试，是看他们对野生动物

是否有同情心。

每一只活着的动物都太珍贵了，人类会不

自觉地怜爱它们。

这是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故

事。1982 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

上映，它还有个名字，就叫《公元 2020》。

很多人会讨论仿生人，但在这里，让我们讨

论一下电子羊。

一只看起来软乎乎的电子羊，怎么生产出来的？

其实，想做出逼真的电子宠物，并不容易。

机器的行动方式通常是僵硬的，像小狗那样旋

转跳跃，有很高技术难度。现在，科研团队也正

在研究自适应柔性机器人，它们可以有更多独

特的运动方式，能在奇奇怪怪的空间里更安全

地工作。但是，这对机器人的机械结构、电机、

电子控制和材料选择都有很高要求。

前段时间，索尼公司推出了升级版的宠物

电子狗 Aibo。它的长相和真正的宠物狗相去甚

远，满脸都写着“我是个机器人”，丝毫不具有

“以假乱真”的野心。Aibo有人脸表情识别能力

和创建室内地图的能力。它身上有 22个节点和

运动传感器，能对人类的抚摸做出反应。它可

以自然地摇尾巴，晃脑袋，发出声音，与主人交

流，满屋子乱窜。

不过，不管它有多聪明，它还是一只一眼就能

看出是冒牌货的电子宠物狗。人类未必需要聪明

的宠物，但需要能从中获得温暖和爱的宠物。

“撸猫”“吸狗”的快乐，冷冰冰的机器还是

没法提供呀。

以假乱真的电子羊？
我们似乎还没这个需求

去图书馆看书，有机器人替你找书；去无人

餐厅就餐，机器人亲自掌勺；乘坐公交，没有司

机，甚至连公交车充电都是由机器人完成……这

种科幻电影中才会出现的画面，实实在在地发生

在中新天津生态城。

“实打实的科技成果，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

了便利，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感，还增强了企业的

便捷感，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管理服务水平，提

高政府的管理效能。”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副

主任杨勇表示。日前，天津中新天津生态城从全

国 300 多个案例中脱颖而出，被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评为“2019年智慧城市典型地区实践”案例。

智慧场景应用更接地气

作为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试点，中新天津生

态城 2019年编制实施了智慧城市指标体系，建成

了智慧城市运营中心，进一步丰富智慧应用场

景。目前生态城重点搭建了涵盖交通、医疗、教

育、社区、旅游、环保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智慧模

块、插件和单元，让智慧城市更加接地气。

“生活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的百姓都能切身体

会到科技为他们生活带来的便利。”杨勇介绍说，

比如今年中新天津生态城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

路口的实时流量进行分析，根据算法动态调整交

通信号灯管控，实现由“车等灯通行”到“灯看车

放行”的交通新模式，让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时间

减少 13%；通过 GPS获知应急车辆位置信息，实时

跟踪、提前预测，交通信号控制系统远程干预信

号灯，保障应急车辆优先通行，让应急车辆到达

现场时间缩短 40%。

这种接地气的应用，在中新天津生态城随处

可见。在中新友好图书馆中，图书的检索和借阅

可以通过机器人来实现，机器人还能通过导航帮

读者找到这本书的位置；在环保治理方面，无人

机可挂载监测设备、光谱设备、视频设备，甚至是

高音喇叭，对相关的污染源进行监测和管理，如

果发现有工地扬尘管控措施不到位，可以通过无

人机挂载高音喇叭在工地上空警示喊话，让工地

把措施落实到位；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中新天津

生态城内的食堂和餐厅都装有摄像头，摄像头可

自动识别不符合卫生规范的行为，如果有工作人

员用抹布擦拭碗锅，或把掉在地上的食品放回锅

里烹饪，系统都会通过摄像头自动识别和报警，

把相关数据传送到食品监管部门，并对违规操作

人员进行处罚。

下一步，中新天津生态城将编制全域智慧城

市发展规划，绘制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路线图，

同时打造更多智能化、现代化智慧应用。据了

解，2019 年年底起步区已实现 5G 全覆盖，为智能

科技与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提供生态城方案。

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水平

建设智慧城市，不仅要让百姓享受到简单便

利又舒适宜居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城市的

管理服务水平。中新天津生态城通过数据、职能

和资源三方面的集成整合，有效避免了重复建设

并打破了数据壁垒。

目前中新天津生态城已基本打通了各部门

间的数据，汇集了 11 大类业务的数亿条数据，做

到了实时监控城市动态，实时进行管理调度，为

下一步区块链应用创造了基础条件。“基于成熟

完善的城市基础信息体系，中新天津生态城被住

建部列为国家 CIM（城市信息模型）建设试点。

目前生态城已经能够在一幅 CIM 三维数字地图

上，基本做到实时汇聚各类数据，实现信息共建

共享与综合应用。”杨勇介绍说。

在生态城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市政、市容、交

通、安全、环保等部门通过一个平台对各类城市

管理事件协同处置，通过智能整合，让治理体系

和城市管理更加高效。以公共视频监控系统为

例，目前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已

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再由公安、

交管、城管、安监、环保等部门按照不同权限使

用。这种模式使得城市管理设施的使用效率大

幅提高，成本大幅下降。

杨勇表示，生态城智慧城市建设主线可以概

括成“1+3+N”。“1”是指城市“大脑”，由运营中

心、数据中心和安全中心组成，让城市拥有类似

人类大脑的功能，能够自我感知、自我学习、自我

修正，让城市的各个“器官”协同工作；“3”是指设

施物联、数据汇聚和用户认证 3个平台，构建起智

慧城市的神经系统，让事物、事件、人三者之间实

现互联互通；“N”是指建设“N”个服务于群众、企

业和政府的智慧模块，目前生态城已初步建成的

智慧模块包括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慧民生、智

慧城管、智慧应急和智慧政务等，随着智慧模块

数量的不断增加，生态城全域智慧城市的目标也

将同步实现。

作为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试点，中新天津生

态城还将推动智能科技产业与智慧城市建设协

同发展，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自动驾驶、

区块链等领域，搭建开源开放的人工智能开发平

台，促进产学研用创新主体共创共享，加速培育

大智能产业集群。

“头脑”灵光，“肢体”协调，这座智慧城市不简单
陈 曦

因为人的操控，也有了智能。

怪兽和机甲战士一打起来，那动静之大，简

直是天地为之变色。不过，外星人似乎智商不

太高，总派怪兽来“肉搏”；人类显然棋高一着，

“不止于大”，还有着不俗的机械、电子工程和软

硬件技术。

这样的硬核战争发生在电影《环太平洋》

中。电影上映于 2013年。

要让机甲也身手矫健、反应迅速，人类大脑

就要与机甲直接连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这一技术我们也有，叫脑机接口。

曾有专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目前脑机接口技术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第

一阶段是科学幻想阶段，第二阶段是科学论证

阶段，第三阶段主要聚焦用什么技术路径来实

现脑机接口技术，也就是所谓的“技术爆发期”。

脑机接口可大致分为两种：侵入式和非侵

入式。前者是在大脑中植入电极或者芯片；后

者则是用电极从头皮上采集电信号。

还好，我们并不需要面对外星人派来的巨

型怪兽，也就不用造出机甲战队来打架。脑机

接口技术目前主要用于医疗。

但和科幻作品中的描述相比，现实可用的

脑机接口技术，实在太过“小儿科”。毕竟，侵入

式的脑机接口，存在感染风险，还会让使用者频

繁忍受重新植入的痛苦；而非侵入式的脑机接

口，操作起来麻烦，还并不精准。一个非常影响

“用户体验”的问题是，脑机之间的信息传输速

率会让习惯上网冲浪的你仿佛回到农耕时代，

感叹一句“车马邮件都慢”。

2019 年，被称为“科学狂人”的马斯克宣布

他的公司 Neuralink 已经找到了高效实现脑机

接口的办法——用一台神经手术机器人，向人

类大脑植入一些很细的线，通过 USB-C 接口，

实现大脑信号的读取。其表示，有望在 2020 年

开始进行人体测试。

虽然很多专家觉得这个想法还太激进，但

他们依然对马斯克的尝试充满期待。

新华社讯 （记者孙飞）近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

“互联网+监管”系统。这一系统由“互联网+明厨亮灶”“移动监管

APP”“扫码看餐饮单位”等重点项目组成，有助于提升食品安全监管

效能，保障市民知情权、监督权，营造放心消费的经济环境。

近年来，深圳市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运用“互

联网+”和大数据思维，围绕“智慧监管”和“社会共治”两个核心理

念，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三网立体监管工程”等项目建设，打造

集“监管部门+经营主体+消费者”三位于一体的食品安全“互联网+

监管”平台，实现信息互通、监管互动、资源共享。

以“互联网+明厨亮灶”为例，监管人员运用后厨视频智能巡检

系统对深圳市“互联网+明厨亮灶”的视频监控画面进行抽样抓拍，

再通过人工识别或 AI 人工智能识别，对违规行为实现线上远程监

管、整改任务跟进；经营主体可通过系统完成对整改任务的接收及报

送，从而实现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向无纸化、智慧化转变。

目前，“互联网+明厨亮灶”智能巡检系统已在深圳盐田、福田试

点运行。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互联网+监管”，

平均 9秒即可完成一张图片审核，足不出户完成巡查监管，减少繁冗

的纸质文书录入。

除“互联网+明厨亮灶”的线上监管外，深圳市市场监管局还开

发“移动监管 APP”。该 APP 以监管任务执行的高效化、便利化为主

旨，通过“点一点”“定一定”“拍一拍”“扫一扫”“算一算”等功能，实现

监管任务“指尖操作一键发布”“监管任务一次完成”，进一步提升监

管效能。

“扫码看餐饮单位”，则发挥大数据优势，归集企业资质、证照、食

材抽检等信息，对企业画像，建立“一户一档”，制作二维码桌贴并在

餐饮单位餐桌显著位置张贴，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看餐饮单位食品

安全信息，让食品安全“可检验、可评判、可感知”。

9秒完成一张图片审核

“互联网+监管”保障食品安全

新华社讯 （记者程迪 李嘉盈）清早，南昌青山湖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丹石社区居民万辉鹏拎着 3 个饮料瓶，在智能分类回收机前人

脸识别验证后，投进了对应窗口，屏幕上显示“投递成功，0.12元”，整

个过程不超过 30 秒。万辉鹏打开手机应用，显示环保金已累计 100

多元，他申请提现，钱不久就到账。

人脸识别、大数据监测、错投警示、垃圾变现……近日，当智能技

术赋能垃圾分类，在丹石社区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以前小区里虽设有分类回收垃圾桶，但垃圾分类就是没法落

实。”丹石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丽说，垃圾分类一直是小区 1600多户居

民面临的难题。

2019 年 9 月以来，南昌青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在辖内小区试

点引入智能分类回收机。

记者在丹石社区看到，智能分类回收机设置饮料瓶、纺织物、纸

类和有害垃圾 4类，每类垃圾设有储存仓和投递入口，上面用图文列

举每类垃圾的特征，回收机两侧设摄像头监测错投行为。

赖琴菊常带着孩子来投递废品，两个小孩对人脸识别和智能互

动很感兴趣。赖琴菊说：“智能分类回收机安装以来，我会教孩子平

时注意收集废品投递，他们也乐在其中。”

如今的丹石社区，楼道清爽了，单元门口不再“一地狼藉”。智能

技术赋能，助力垃圾全天候分类投放。

目前，智能分类回收机已覆盖南昌市 70个社区、15万户居民，节

约自然资源 290多吨。

智能分类回收机

投递全程不超过30秒

新华社讯 （记者曹国厂）雄安新区智能基础设施创新成果发布

会日前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举行，会上发布了“智能基础设施框架体

系”和“智能接入设备 X-Hub”两项创新成果，这标志着雄安新区高

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智能城市进入新阶段。

雄安新区智能基础建设标准工作营统筹单位负责人刘济瑀在发

布会上介绍说，“智能基础设施框架体系”是构建智能城市的重要支

撑，该体系包括四方面创新：在定位上，聚焦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

着眼于未来城市发展要求，将智能基础设施单独作为城市各类基础

设施体系中的新成员，雄安基础设施除通水、通电、通气、通热之外，

增加“通感知数据”，将传统城市的“七通一平”拓展为智能城市的“八

通一平”。

在范畴上，突出空间覆盖和贯通互联，研究提出包括通用感知终

端、智能接入设备、边缘计算节点、接入机房、传输管道、社区级处理

中心、汇聚机房、城市级处理中心等智能基础设施体系。

在建设上，强调顶层设计、集成营造，明确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

设、统一管理的原则，合理分级，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确保在空间上

落地实施。

在应用上，加强资源统筹和源头治理，改变以往先建设后共享的

模式，从源头上打破数据壁垒，保障数据资源的高效使用和安全可

靠，提高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X-Hub”则是雄安新区首款自主研发的智能接入设备。该设

备提供标准的接网、接电、接口，支持快速插拔，利于科技更新和产品

换代，传感器可以方便快速接入，还预留了功能拓展空仓，架起了海

量感知数据与智能基础设施连通的桥梁；与灯杆等城市家具结建，便

捷通电通网，利于节约成本，可复制性强，便于快速在其他城市推广

应用。

雄安新区发布

两项智能基础设施创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