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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太阳系外发现首颗密度接近
地球的行星（COROT-7b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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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是大脑的基础组成单元，对
于研究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至关重要。
一直以来，脑图像的可视化与神经元形
态重建是脑科学研究中的瓶颈。9月
15日—17日在南京召开的“2019年神
经元重建及应用国际研讨会”传出消
息，东南大学-艾伦联合研究中心基于
虚拟现实及人工智能技术，设计研发出
一套全脑神经元重建系统TeraVR，并
以此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全脑神经元
三维数据库。该成果日前正式发表在
顶级期刊《自然通讯》上。

据介绍，通过TeraVR系统，头戴
VR眼镜的研究人员可以进入“脑神
经元的森林”，清晰地观察神经元的
三维结构，从而对其进行精确的重
建，突破了传统工具在全脑神经元重
建上存在的重建缺失、过度重建、拓
扑错误等问题。

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一套用于全脑
级别单细胞神经元重建的虚拟现实系
统，TeraVR处理全脑数据的量级前所
未有，数据产能全球第一。目前，该系
统已产生大量完整数据，并向全球学术
界开放。基于这些数据的研究，将为生
物学家、计算神经学家进行帕金森、老
年痴呆、渐冻症等神经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提供帮助。 蔡姝雯

东大开发世界最大
全脑神经元数据库

“未来，中国工程师红利前景光
明。”9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
南在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主题论坛
上表示。

据官方统计，中国软件产业销售总
额从2000年的560亿元增长到2018
年的6.3万亿元(人民币，下同)，18年间
增长112倍。目前，在全球前10家最
大的信息通信技术企业中，中国有3
家，即华为、阿里、腾讯。

产业的发展必然带来行业精准人
才的稀缺和人才的进一步培育。“软件
产业的发展，人才是最重要的，世界上
软件人才存量上美国多一点，但增量中
国第一。”倪光南介绍，新一代信息技术
（包括机器人在内）所需的工程技术人
员约七成以上是软件工程师。

在倪光南看来，软件技术已渗透到
几乎所有信息技术之中，软件人才在网
信领域的高技术企业中，所占比重将越
来越大。他说，鉴于中国的R&D（科学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和R&D
经费居世界第二，PCT专利排名世界第
二，中国工程师队伍将继续增加，有可
能会出现工程师红利。

谈及中国软件工程师的发展现状，
倪光南坦言，中国软件工程师优点是创
新能力很强，工作很勤奋，效率很高；但
缺点是团队合作精神不够。今后，为更
好地适应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需求，过去的培训方式
急需加以改进。 中新网

中国“工程师红利”
前景光明

行星COROT-7b概念图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
台”（LIGO）的两台孪生引力波探测
器探测到了引力波，这是人类首次
直接探测到引力波。

IBM研发成功世界上首个电
脑磁盘存储设备，它相当于两个冰
箱的体积，不过其存储容量只有
5MB。

数字人：
激发“人类永生”想象力

前沿

数字时代正激发着未来学家和科技公司关于“人类永生”的想象力。近日有消息称，

世界上第一个数字人类（digital humans）即将诞生——利用对话AI技术和数字助理设

备，78岁的美国作家安德鲁·卡普兰（Andrew Kaplan）将作为一个虚拟生命“Andy-

Bot”，在云上实现“永生”。而执行该项目的科技公司声称，将以此为契机，持续进行以计

算机模拟的形式复活人类大脑的工程。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存的终极哲学问题有可

能获得解答吗？未来，“数字人”将如何发展？我们又将如何定义“人”？

在云端，永远“存活”的虚拟人

纪念逝去之人的仪式可能因所处
的时代和文化而不同，但随着科技的
进步，人们怀念离去的亲友有了越来
越多的途径：从翻阅泛黄的照片到浏
览电子相册，从播放不甚清晰的家庭
录像带到观看手机视频，又或者浏览
他们的微博微信，在线保存他们的数
字记忆……

现在，又出现一种新的途径：让最
爱的人成为“数字人”，在云端“永生”。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现年78岁的小
说家、前战地记者安德鲁·卡普兰参与
了一项命名为HereAfter（可译为“来
世”）的计划，他将成为第一个数字人
类“AndyBot”。如果一切按计划进
行，在他离开人世后，他的家人和后代
都可以通过手机、智能音箱（如Ama-
zon Alexa）等设备与“他”联系，向

“他”提问，听“他”讲过去的事情，获得
人生建议。

经过深度学习而创建的“Andy-
Bot”，将以卡普兰的外形、行为、语
音、语言、思想和意识为模板，而且能
与人互动。所以，成为“AndyBot”，首
先需要他上传尽可能多的个人影像、
录音以及其他信息，然后，技术公司根
据所提供的信息，通过数字技术手段
合成“数字人”。

“数字人”可以在肉身与大脑以
外永久存在于云端，“他”可以作为一
个“有思想的个体”为真实的人所感
知到。基于这样的特点，已经有很多
人报名，想要加入到让人“永生”的数
字人项目中。

“根据报道中的描述，这里的数
字人实质上还是在网络中存在的虚
拟人。”东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执行
院长耿新说，“其区别在于，数字人不
是通用型虚拟人，‘他’对应着一个真
实的人。”

由技术创造的虚拟人，其实并不
稀奇，目前国内就有许多相关研究和
产品。所谓虚拟人，即通过AI、数字助
理设备和通讯对话等手段，制作出在
网络空间中存在的“人”，他们有着完
整的人的形象，可以与真人进行实时
互动，并有表情、动作的交互。比如虚
拟主播、虚拟服务员、虚拟导购、虚拟
歌手等，但大众与他们的心理距离仍
然很遥远。

而卡普兰这样的数字人似乎看起
来“有血有肉”，让人感到更真实可
信。“那是因为‘他’建立在真实的人的
全部人生经历上，能模拟这个人的性
格特点、思维方式、说话习惯等，从理
论上说，可以做到跟真人对话一样。”
耿新说。

在当下，数字人还需要继续“成长”

数字人的出现号称将重新改写生
命的定义，让人的生命，尤其是精神意
义上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永
生”，这果真能做到吗？

“意识的不间断自我识别，才是真
正的永生。”“这只是一个拥有你全部记
忆和思维的 AI 罢了，并不是真正的
你。”“数字人并没有自我，这只是对活
着的人一种慰藉。”“交流对象仅仅是一
段代码，尽管这段代码会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越来越逼真地表现出真人的言
谈举止。”……网络上开始出现质疑的
声音。

不久前，新华社中国首个“人工智
能主持人”上线，也是以活着的人为模
板，模仿的是新华社主持人邱浩。然
而，还是有不少观众认为，AI播音员在

播报中流露出不自然、呆板的神态。
“至少从目前的技术来看，还很难

做到让家人无法分辨（卡普兰和‘An-
dyBot’），当进行深度交流时，还是能
感觉到‘他’是个机器人，不像真实的人
那么自然。”耿新说。

而实施HereAfter计划的科技公
司也认为，要想让数字人变得完美，不
得不着手解决一个困扰计算机科学家
数十年的问题：实现人与机器之间的

“多回合对话”。而计算机要像人类一
样处理多回合对话，也许还需要许多年
时间。所以，“AndyBot”只是实现一个
更现实的短期目标，让数字人能够分享
关于他的一生的故事。

对数字人的创新与探索，是现代科
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人工智能与信
息网络技术支撑的数字人不再关心肉
身，而是着重保存和探索人的思想和意
识。安德鲁·卡普兰即将成为的“An-
dyBot”，或许只是这种探索的第一步：
用AI机器学习的技术，通过对人类各
种言行数据的深度学习，实现一种逼真
的模拟。

而在耿新看来，数字人还应具备再
学习的功能，否则，“他”就只是一个查
询系统。“有些技术可以做到增量式
的。已去世人的信息不会再有更新，但
其对应的数字人可以成长，你跟‘他’聊
今天工作上遇到的事情，‘他’就能记下
来，增加进‘他’的知识库，下次再聊到
时就可以智能地对答。”

在未来，数字人带来的伦理探讨

HereAfter计划仅仅是个开始，未
来人工智能发展到某种程度后，人的思
维会在网络上自由发展进化吗？看上
去，如果技术足够发达，这样的假想可
能会成真。那么，你愿意存储自己或家
人的意识实现“永生”吗？而数字人，又
将给真实世界带来什么？

多部科幻作品探讨过此类问

题。在日本动漫《命运石之门》中，男
主角沉迷于和逝去朋友的AI替身交
流沟通，带来的快乐、痛苦和迷茫都
非常强烈。

同样，在探讨科技和人性的英剧
《黑镜》中，《马上回来》一集的女主角
也是通过智能软件与死去的丈夫对
话。软件能读取死者在网络上的公开
言论，通过允许还可以读取死者的私人
邮箱，然后，“他”会模仿得更像。最终，
在高科技的帮助下，死去的丈夫化身成
真人的样子来到了女主的身边，这个替
身几乎和死者一模一样，甚至比真人更
完美，但他终究不是真人。后来，女主
角因无法在虚拟与现实间自如生活而
濒临崩溃，甚至对“他”起了杀心……

而对于HereAfter计划，也有人表
示担心，万一有一天，自己的数字亲人
遭到黑客攻击或者勒索软件怎么办？
又因为这项服务是收费的，如果有人可
能由于陷入困境、无法支付订阅费用，
便会再次失去所爱之人。这似乎是一
件很残忍的事情，仿佛再次经历亲人的

“死亡”。
“这必然会引起伦理上争议。”耿

新说，数字人要想达到科幻作品中与
真人的相似度，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但如果未来技术很成熟，能够做出具
备所有人的思维、记忆、对话功能的数
字人，那就将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
题：该如何定义“人”？“到时候，数字人
算不算一个人？是以具有骨肉还是以
具有思想思维来定义‘人’？‘他’有没
有人权？你有没有权利把‘他’删除或

‘杀死’？这不但涉及到伦理，还涉及
到法律问题。”

也许在未来，“人”的概念会被不断
推翻，而意识虚拟化技术就是潘多拉魔
盒，人类在想着盒子里的希望时，也要
预见到盒子里其他可怕的东西。

本报记者 蔡姝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篇来自Quanta magazine的文
章专访了著名机器人专家Hod Lipson
（霍德·利普森），讨论如何定义机器人的自
我意识，为什么机器人的自我模拟和自我
意识很重要，以及它可能带来什么。

Lipson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创意机器
实验室，他说他想亲自打造具有自我意识
的机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公开地面
对一个棘手的概念——意识——这在他
的同事中常常被视为禁忌。他说：“在机
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曾经视意识为
禁忌，我们不允许触及这个话题。但在我
看来，意识可以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
题，与生命起源和宇宙起源一样。什么是
感知，什么是创造力？什么是情感？我们
想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我们也想知
道如何人为地创造出这些东西。是时候
直面这些问题了。”

根据Lipson的观点，感知或自我意
识的基本构建块之一是“自我模拟”
（self-simulation）：建立一个人的身体
及其在物理空间中如何运动的内在表

征，然后使用该模型来指导行为。早在
2006年，他就开始研究人工自模拟（ar-
tificial self-simulation），他设计了一
个海星形状的机器人，利用进化算法（以
及一些预先加载的“物理学提示”）自学
如何在桌面上向前翻转。但他表示，
2012年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包括
卷积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给整个研究
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

在2019年初，Lipson的实验室开发
了一个机器人手臂，它利用深度学习完全
从零开始生成自己的内部自我模型——
他形容这个过程“就像一个咿呀学语的婴
儿观察自己的手”。“当谈到自我意识时，人
们认为机器人会突然醒来，说，‘你好，我为
什么在这里?’但自我意识并不是黑白分明
的。它是从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开始的，
比如，‘我的手要往哪里移动?’这是同一个
问题，只是时间跨度更短。”

以下是Quanta magazine与Lip-
son的讨论摘录：

Quanta：自我模拟和自我意识是

一回事吗？
Lipson：一个能够自我模拟的系统

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它能在
多大程度上模拟自己——模拟的逼真程
度，模拟的时间范围——所有这些不同的
因素都影响到它有多少自我意识。这是一
个基本假设。

Quanta：为什么需要物理机器人?为
什么不在一个非实体系统中研究自我意识呢?

Lipson：我们在寻找一个可以模拟
自身的封闭系统——要做到这一点，它需
要有输入和输出，但也必须有一个边界，一
个你描绘“自我”的地方。机器人是符合这
些条件的一个非常自然的存在。它有动
作，有感觉，并且有边界，所以可以有事情
发生在它身上，有东西可以让它模拟。我
是机器人专家，这是我的第一选择。

Quanta：人工智能如何对机器人的
自我意识起作用？

Lipson：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很高
兴让机器人（使用AI）了解外部世界，但
当涉及到它们自己时，出于一些奇怪的

原因，我们坚持手工编码模型。所以我
们所做的实际上是相当琐碎的：我们说，

“让我们把人类建造的所有基础设施都
拿来帮助机器人了解世界，我们要让它
关注自己内部。”

Quanta：一个能够自我模拟自己身
体的机器人和一个能够拥有内部“思想”
（听起来更像是“自我意识”的非正式含义）
的机器人之间，有什么联系？

Lipson：我们正在做的其他一些项
目与自我建模有关，但模拟的不是身体，
而是认知过程。我们正在朝着这两个方
向迈出一小步。相信这最终会达到人类
层面的认知水平，甚至更高，这完全是一
种信念的飞跃。

Quanta：所以你假设这两条路径——
自我模拟身体和自我模拟大脑——会交汇
在一起?

Lipson：完全正确。我认为这都是
一回事。这就是我们的假设，让我们来
看看我们将能够推进到多远。

根据“新智元”微信公众号整理

哥伦比亚大学机器人专家利普森：

打造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