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波士顿动力公司发布了其双足机器人

Atlas 的最新运动视频，其展现的跑酷技巧让人

印象深刻，有不少网友表示，机器人“成精”了。

视频中，Atlas 展示了跳跃、平衡木、跳马等高难

度动作，并且可以非常顺利地通过斜坡、独木桥

等各种障碍物，完成复杂的跑酷运动。

网红机器人 Atlas 并非第一次进入大众视

野。2016 年，波士顿动力公司发布了 Atlas 的走

路视频，向人们展示了真正具备了户内外多场景

行动能力的机器人。6 年间，这位网红机器人在

平衡控制、路线规划等方面不断迭代升级，一次

次向人们展示了类人机器人技术的潜力。

从蹒跚学步到能够跑酷

虽然对于现在的 Atlas 来说，奔跑、跳跃、后

空翻等高难度动作都不在话下，但在 2016年，它

还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在波士顿动力公司

2016年公布的视频中不难发现，虽然那时的 At-

las 在外形上已经和现在会跑酷的版本相差无

几，但走起路来却还是小心翼翼、踉踉跄跄，动作

不甚连贯，有网友说它“像极了一个深夜回家的

醉汉”。

即使如此，2016 年版的 Atlas 对于类人机器

人来说也还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波士顿动力

公司研究人员表示：“我们机器人项目的主要

精力都集中在了如何让双足机器人稳定穿越

各种复杂的地形上，而其最大的突破在于机器

人无需使用集成传感器给地形建模，一个算法

就能搞定一切，就像是自动驾驶车辆甩掉了激

光雷达和各种传感器。”

1年后，波士顿动力公司再次发布 Atlas相关

视频，这一次 Atlas的动作变得更加流畅，学会了

在台阶之间跳跃，甚至还可以来个后空翻；2018

年，Atlas 学会了跑步，能够边跑边越过原木、跃

上台阶；到了 2019 年，Atlas 掌握了“体操”技巧，

能够连续跳跃、翻滚、倒立；在 2020年底，波士顿

动力公司发布了一条 Atlas跳舞的视频。在这条

视频里，两个 Atlas机器人随着音乐起舞，动作流

畅自然，以至于让不少网友认为是 CG 特效；在

最近发布的视频中，Atlas达成跑酷新成就，其灵

巧程度越来越接近人类。

环境感知能力不断提升

据介绍，这一代的 Atlas 并非像以前一样通

过事先编设程序完成整条路线，而是靠它自身的

算法感知环境，从而自主行动。通过该算法，

Atlas 可以实时规划出自己将要行走的路线，同

时还会根据所要遇到的障碍物的距离进行提前

调整。

为了进行跑酷课程训练，Atlas会被导入一张

高级地图，这张高级地图是对障碍物位置和一些

主要动作的简要描述。Atlas会利用这些简要的信

息来导航，同时使用实时感知数据来应对真实情

况。例如，Atlas知道地图上会出现一个盒子，它要

做的动作是跳上去。这个盒子可能会与地图的标

注相差甚远，甚至往旁边移动了 0.5米，但 Atlas仍

然能靠感知算法，正确找到这个盒子并跳上去。

波士顿动力公司 Atlas 团队负责人斯科特·
昆德斯马在一篇博文中写道：“Atlas的行动现在

是由感知力驱动的，而之前不是。例如，在之前

的视频中，机器人的控制系统仍然需要在执行任

务中进行大量的关键调整，以使其保持平衡和姿

势目标，且机器人没有对其所处环境进行感知和

反应。”在这次跑酷中，Atlas 却是根据它所看到

的东西来调整其动作。这意味着工程师不需要

为机器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平台和间隙预先编设

跳跃动作。

Atlas 对于环境的判断依靠算法，但要完成

跑酷这件事，做出翻越、跑、跳跃、后空翻等动作

还需要提前设计好，并把这些动作放进模板库

中。在设计中，这些动作会根据轨迹优化技术进

行调整，再根据具体的行动目标，从模板中进行

选用。行动中，Atlas的“大脑”——MPC（模型预

测控制器），会计算出当下需要的最佳动作，并根

据时间推移预测出最好的行动方式。

虽然 Atlas 的精彩表现展现了其强大的运

动能力，但最近波士顿动力公司发表的一篇新

博 客——《建 造 它 ，打 破 它 ，修 复 它》（Built it

Break it Fix it）则 展 现 了 不 少 Atlas 摔 跤 的 画

面。在这篇博客中，机器人不再“飞檐走壁”，而

是花样展示各种摔跤、侧翻、失去平衡，工程师们

则如同 Atlas 的保姆，用液压机吊起摔倒的机器

人、使用钳子复位 Atlas身上的螺栓、反复调试一

个小的失败动作背后的硬软件问题。

波士顿动力公司称，Atlas 摔跤的频率比视

频中要多得多，持续不断的提供细节修理才有可

能用这些“人工”堆砌出最后人类看到的智能。

灵巧度日益接近人类，网红机器人再获跑酷技能

6

日前，美国芝加哥一名 65 岁黑人男子迈克

尔·威廉姆斯被控枪杀 25 岁男厨师，在没有目

击者、凶器、杀人动机的情况下，警方凭借 AI 枪

声定位系统提供的证据将他拘捕入狱。11 个

月后，法官判定证据不足，迈克尔·威廉姆斯无

罪释放。

近年来，随着 AI技术的发展，其在警务领域

的应用不断增多，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争议也随之

而来，即在警务领域，特别是在辅助侦查方面，

AI技术应用的边界在哪里？我们要无条件信任

人工智能的判断吗？

导致迈克尔·威廉姆斯入狱的这套 AI 枪声

识别系统名为 ShotSpotter。ShotSpotter 是一个

能够使用声学传感器 AI算法来帮助警方对目标

地理区域枪声进行检测的系统。该系统的研发

者称其“是精确警务技术解决方案的领导者，使

执法部门能够更有效地应对、调查和威慑犯

罪”。ShotSpotter系统的声学传感器会被安装在

建筑物、电线杆和路灯上。当枪声响起时，声音

向外辐射，多个传感器会对声音进行检测和时间

标记，并对其位置进行三角定位。

ShotSpotter 会对其传感器接收到的声音类

型进行分类，如判断是枪声就会给审查中心的工

作人员发送警报。工作人员会对每一个警报进

行分析，以判断该声音是否是枪声。之后，最终

被确定为枪声的警报会被发送到警方，由警方派

遣警察赴现场查看。

那么，为什么看上去识别流程完备的 Shot-

Spotter会失败呢？原来，该系统难以识别封闭空

间内的枪声，并且如卡车、摩托车、直升机发动的

声音、放烟花的声音甚至是教堂的钟声等，都会

让它误以为是枪声。

ShotSpotter的开发公司表示，现在他们正在

不断地微调 ShotSpotter的机器学习模型，通过让

侦探和调查员向其系统添加犯罪现场的观察结

果使其更准确地识别什么是枪声、什么不是枪

声，该公司声称其证据已用于近 200起案件。

对于枪声的识别能力有待提高

尽管 AI 在识别枪声方面暴露了明显缺陷，

但其在辅助侦查的其他领域已有成熟应用。警

力有限是不少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年来，随

着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

利用信息化技术辅助侦查破案、维护社会稳定已

经成为大势所趋。

记者注意到，目前上海公安机关刑事案件智

能辅助办案系统（以下简称 206 系统）已被全面

应用，并将与即将升级的警方智能综合办案平台

深度融合，每月生成的各类笔录多达 8 万余份。

“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我叫邹碑（化名），今年

49 岁，家住……”整个讯问过程通过智能语音软

件转换形成了文字记录，执法民警用鼠标选择有

效文字点击插入讯问记录，再进行简单调整，一

份简洁完整的讯问笔录就形成了。

“警务超脑 2.0 从基础统筹、能力统筹、数据

统筹 3 个方面为新时代警务信息化发展奠定了

基础，实现打击犯罪高效化、情报指挥一体化、治

安防控立体化、交通管理智慧化、执法办案规范

化，实现从汗水警务向数据警务、从事后打击向

事前预防、从全面防范向精准防控发展。”近日，

在 2021 年世界安防博览会上，科大讯飞智慧城

市事业群公共安全业务群总经理查飞向公众介

绍了首次亮相的科大讯飞警务超脑 2.0。

尽管目前的人工智能是一种弱人工智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无用

武之地。随着更多的侦查经验转化为数据，以

及机器学习本身向纵深发展，人工智能辅助办

AI辅助侦查产品已争相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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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依晨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使传统侦查处

于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情境之中。我们

应分析人工智能在侦查中的应用风险，加强前瞻

预防与约束引导，以提升人工智能在侦查应用中

的效益。”甘肃政法大学公安分院教授李波阳认

为，应该系统梳理人工智能在侦查中的应用现

状，预判各种可能的具体表现形式，分析人工智

能在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各阶段存在的应用风

险，以及始终存在的隐性应用风险。结合我国侦

查发展实际，针对 AI 不同应用阶段的风险设立

相应的法规、完善相关制度措施，充分发挥人工

智能在辅助侦查方面的潜能，有力提升警务人员

工作效能。

“在充分肯定人工智能辅助案件侦查带来

办案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的同时，也要认识到

侦查人员对其过度依赖和机械执法现象已初

现端倪。”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律部教授宋家

宁认为，人工智能办案系统不能替代侦查人员

的独立判断，更难置身于错综复杂的案件中去

抽丝剥茧、运筹帷幄。

“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AI+新警务成为未来趋

势。社会公共安全范畴中技术安全防范的作

用已远远超越人防、物防，科技进步将持续改

变和优化公安警务工作方式、提升工作质量与

效能。但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在科技强

警进程中，也存在很多隐性风险。”江西省安防

协会副理事长李国辉说，正是因为这样，政法

公安机关应该以更加科学与谨慎的态度，审视

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智慧警务”“数字公安”

“平安城市”等应用，相关部门除了进一步优化

技术算法之外，还需在法律法规、科技伦理道

德教育等方面配套下功夫，如此，科技进步才

能更好支撑平安中国建设。

对AI辅助侦查要时刻保持谨慎态度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使传统侦查处于发展机

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情境之中。我们应分析人工智能

在侦查中的应用风险，加强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以提

升人工智能在侦查应用中的效益。

李波阳
甘肃政法大学公安分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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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翟冬冬

瞭望站

案系统也将具备一定的推理能力。如 206 系统

对于证据链的审查就包括对证据之间逻辑性

的审查，即自动抓取证据的核心要素，并依据

一定证据规则进行逻辑推演、比对，确认是否

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

不仅如此，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合肥话

以及英语、德语、法语等多国语言，还能及时预警

各类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法和防范技巧，帮助老

百姓守好“钱袋子”的 AI 虚拟警务主播；每天可

接听 8000个左右报警电话，自动分析、研判警情

发展态势并发布提醒的智能电话机器人；不仅能

迅速识别各种违禁品，还能帮助安检人员智能判

图的“安检神器”等人工智能系统也逐渐落地并

走进辅助侦查的行列。

图说智能

在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由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管委
会、中国电信重庆公司、联想集团、飞力达和重庆邮电大学共同打造的

“5G+智能制造”无人化供应链共享协同平台宣布，重庆两路寸滩综合保
税区商业化车路协同智慧物流系统投入商业试运行。该系统在商业试运
行中已经实现生产、仓储、运输等环节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管理，相比物
流企业传统作业模式，可有效提高操作效率、操作准确度和库存周转率。
图为近日在重庆飞力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拍摄的自动驾驶货车前的激
光雷达。 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商业化车路协同

智慧物流系统投入试运行

用用AIAI办案办案
能提高效率能提高效率，，但也要警惕风险但也要警惕风险

观众参与其中的辅助驾驶系统挑战赛，吸引了“BBA”“蔚小理”以及

长安、吉利、特斯拉等众多车企以热门在售车型参赛；最强“车脑”挑战赛

以行人横穿、车辆干扰、车道合流、“鬼探头”等 12 个随机变化的场景，检

验了参赛车辆的“聪明”程度……作为 2021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

重磅赛事，已连续举办四届的 i－VISTA 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不仅见证

了汽车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也折射出汽车技术的演进方向。

“从市场反应和赛事结果都能看出，中国企业在智能化领域已经拥有

了不逊于国外企业的能力；叠加我们在电动化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市场前

景，中国汽车产业通过‘换道超车’，正迎来‘智能化+电动化’的‘黄金时

代’。”多年从事汽车产业投资的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国

华说。

以长安汽车为例，今年 1—7 月，在 PLUS 系列、UNI系列多款智能化

车型支撑下，长安自主品牌汽车销量突破 100 万辆、同比增长 46%，同期

长安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幅高达 495%。截至目前，长安汽车已经销售

智能网联汽车 145万辆。

“‘双碳’目标、‘双循环’格局正在引领产业重构，汽车技术创新不断

涌现、消费升级不断加速，以电动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赛道已全面开

启。”本届智博会期间，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发布了由长安汽车、华为、

宁德时代联合打造的全新高端品牌“阿维塔”，并宣布 3 家企业将发挥各

自在整车集成、软件科技和电池领域的优势，共同打造 CHN 平台，并将

以 CHN平台为基础在 3年内开发 11款全新的智能电动车型。

多位受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表示，传统汽车产业竞争格局正在被打

破，逐渐形成了传统车企、造车“新势力”和 ICT 企业同台竞争、融合发展

的新格局——比亚迪、吉利等企业主要依托自身创新能力不断探索，北

汽、长安等企业与华为结为“同盟”，上汽则与阿里巴巴深度“绑定”；腾讯、

百度、科大讯飞等 ICT企业还发挥各自优势，在车载系统、高精地图、智能

控制等领域持续发力，从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方面助力汽车产

业提升“智造”水平。

“中国电动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产销量已经全球领先，我们正在引领

全球汽车的时尚消费和科技消费，中国品牌汽车将在国内市场乃至全球

市场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朱华荣说。

汽车是规模最大的工业产业，产业链长、带动力强。中国汽车工程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开国表示，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升

级的过程中，还将形成对城市智能化、道路智能化、交通管理智能化等多

方面的牵引和带动，从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智能电动汽车迎来“黄金时代”

◎新华社记者 何宗渝 黄 兴 李晓婷

近日，在 2021 i-VISTA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赛场，参赛的自动
驾驶汽车在真实道路上挑战“行人横穿马路”的交通场景。

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这一代的 Atlas 并非像以

前一样通过事先编设程序完

成 整 条 路 线 ，而 是 靠 它 自 身

的 算 法 感 知 环 境 ，从 而 自 主

行动。通过该算法，Atlas 可

以实时规划出自己将要行走

的路线，同时还会根据所要遇

到的障碍物的距离进行提前

调整。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