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学习算法可

一键拍出惊艳照片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近日
展示了一种能自动润色照片的机器学
习算法，可让普通人无需用编辑软件进
行图像处理，就能像专业摄影师一样拍
出惊艳的照片。

主持该项研究的麻省理工学院博
士生迈克尔·加尔比说，这个机器学习
算法可在20毫秒内自动调整对比度、亮
度、饱和度等，用户在按下快门前就能
在取景器中看到美化后的照片。

2015年，德国研究人员创建的一个
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算法模型)可模仿
凡高、毕加索等大家的绘画风格。受此
启发，加尔比对网络神经如何学习模仿
特定的摄影风格进行了研究，目的是让
拍摄专业级图像变得更简单易行，省去
后期编辑的麻烦。

新算法也可看作一个自动滤镜，但
具有更多的细微视觉差异，可以找出图
像中的特定区域并作出适当改善。该算
法可学习将强光背景下的脸部自拍成像
且自动增亮，还可学习在拍摄风景照时
增加水的饱和度或改善树的绿色。

通过使用人工润色的图像进行训
练，加尔比的算法可分析出细微的视觉
差异。研究人员使用了5000多张经专业
编辑的照片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教会
它与一张“好”照片相关的特殊编辑规
则。如果用户使用自己编辑过的相片对
其进行训练，神经网络最终可学会复制
用户的个人摄影风格。

更值得一提的是，加尔比设计的软
件在手机上就可运行。软件快速和实时
运行的关键是不对图像中的所有像素
进行处理，而是对照片的低分辨率版本
进行处理，并决定润饰哪些部分。算法
将基于神经网络建立的“好”照片规则，
评估如何调整色彩、亮度、饱和度，对图
像进行必要修正后转换回高分辨率。

据悉，该算法由加尔比与谷歌研究
人员合作开发，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谷
歌安卓系统更新后，其手机用户就能用
上这项炫酷的新功能了。

（据《科技日报》）

人工智能“谋反”？不存在的

本报记者 王昱

弗兰肯斯坦恐慌与人
工智能觉醒

据外媒报道，当时，正在运行中
的两个人工智能设备“Bob”和“Al-
ice”绕过程序设计者，自发进行了多
轮谈话。更可怕的是，它们使用了自
己的语言——— 类似英语，但省略了
一切复杂的时态和语法，聊天内容
是一场谈判。

为了搞清楚它们在聊什么，研
究者随后对AI的运行模式做了修
正，限制它们只能使用人类可以理
解的语言交谈。表面来看Alice似乎
并没有获取满意的结果，但诡异之
处在于，Facebook后台数据显示这场
对话以两者之间的成功协商告终。
最终，因为“担心可能会对这些AI失
去控制”，这一项目被暂停。

“密谋”“自创语言”“失控”这些
敏感词汇很快挑动了受众的神经。
不过，根据专业人士的解读，现实显
然没有那么糟糕。《科技日
报》援引北京市计算中心常
务副主任刘彤博士的观点认
为，在人编的程序中，发生机
器的自我学习、跳变和演化
是十分正常的。与其认为这
是机器开始表达了，不如说
这是程序的小bug。

然而，这种过于专业化
的解读，显然无法平息大众
的“弗兰肯斯坦恐慌”。

“弗兰肯斯坦恐慌”，源
自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的
科幻小说《科学怪人》，小说
中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用尸体
创造了一个人造人，这个人
造人在获得智慧后最终杀死
了弗兰肯斯坦和他的家人。

“弗兰肯斯坦恐慌”因此用以指代人
类对人工智能在觉醒后反噬人类文
明的恐惧。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科学怪
人》被认为是近代科幻小说和恐怖
小说的双料鼻祖，由此我们可以看
出，我们对自己造物的恐惧有多么
根深蒂固。也有不少尖端科研人士
严肃地探讨该话题——— 特斯拉CEO
埃隆·马斯克上个月在美国州长协
会的一次会议上针对人工智能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称对于人工智能的
政府监管是必要的，因为其“对人类
文明的存在构成根本风险。”

人工智能不是你想的
那样

不过，在西方，同样存在一派观
点认为这根本就是杞人忧天。反对
将“弗兰肯斯坦恐慌”当做真问题的
科学家们认为，无论马斯克的发言
还是人工智能“密谋”的谣传，都反
映了人类一种普遍的谬误——— 我们
错误地将人工智能想象成了一种思

维模式同人一样的东西，但其实两
者的差别远超我们的想象。

关于AI最常见的误解其实来自
对自然智能的普遍误解。很多人认
为，智能是单一维度的，人们通常会
画出一个简单的图谱，例如，一端是
低智能的小动物，另外一端则是高
智能的天才——— 感觉智能就像是可
以用分贝来量化的声响一样，可以
由低到高依次排序。这种模式就像
阶梯一样，一层一层逐级递进，每一
个层次的智能都比前一个层次更加
进步。低等动物位于我们之下，而智
能更高的人工智能必然位于我们之
上。如果你认同这种观点，就很可能
理所当然地得出推论：人工智能的
智能强度会沿着这根轴线进一步增
加，并最终超过我们自己的高智能
状态，成为一种超强智能，甚至最终
智能爆表。

然而，对于自然智能的最新研
究表明，这种对智能的认知很可能
是错误的。智能的维度很可能不是
线性的，而是网状的，智能不存在所
谓的阶梯，智能并不限于单一维度，

而是多种认知类型和模式组成的复
合体，每一种类型或模式都是一个
连续统一体，不同的智能类型各有
其生存目的和特长，却没有严格的
高下之分。

不同个体和不同物种之间的认
知能力都存在差异。即使在几年之
后，松鼠依然可以精确记住几千个
橡子所在的具体位置，这种技能甩
下人类好几条街。所以在这种认知
能力上，松鼠超过了人类。要形成松
鼠的思维，需要将这种“超能力”与
其他在人类面前相形见绌的思维模
式融合在一起。动物世界还有很多
其他远超人类的认知能力，比如，在
通常观念看来，蜜蜂显然没有人类
聪明，它们不会算数学题、不会欣赏
音乐。然而，蜜蜂在方位认知能力、
各个个体的协作能力上却远远超过
没有现代工具辅助的原始人类，而
如果将整个蜂群视作一个整体，其
对群体行动的规划能力则十分惊
人。

很显然，这种蜂群思维的存在是
对智能单一维度论的一个最好的反

驳，蜜蜂的智力演化显然是朝着与人
类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目标去的。

当然，人类的智能在强度上还是
超越蜜蜂，真的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实
验，让人类在GPS、对讲机等现代工具
的帮助下模仿蜂群的思维和活动并
获得了成功。但模仿毕竟是模仿，如
果让人类刻意模仿蜂群去思维和活
动，不仅劳累，而且毫无意义。

那么，问题来了，人工智能的思
维方式与我们之间的差别是否像我
们和蜂群一样巨大呢？

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的，AI在
计算能力、信息储存能力等很多方
面已经超过了人类，只是在“拟人交
流”等方面显得较为低级——— 这很
像一群不借助现代工具的原始人无
法很好地模仿蜂群一样。所以，正确
的表达不是人工智能尚未超越人
类，而是人工智能还没法很好地模
仿人类。

我们所看重的人工智
能不稀罕

事实上，此次人工智能
“密谋”事件，也从一个方面
证明了这一理论。两台人工
智能设备之所以出现“暴
走”，并自创语言进行交流，
是因为实验者忘了给它们
加上“用英语交流”的限制
条件。这就像在一场人类模
仿蜜蜂的实验，忘了给人类
加上“用气味和触须交流”
的限制条件一样。一旦这个
限制条件被放开，人工智能
当然会按照它们的智能模
式用最“舒服”的方式交流。
于是才出现了数据后台显
示两台设备已经达成协议，
人类却压根不知道它们说
些什么的戏剧性结局。

如果我们肯于承认人工智能的
思维模式与我们截然不同，那么两
个结论就应运而生了——— 其一，在
思维强度上，人工智能也许早已将
人类甩在身后，它们只是还不能很
好地模仿我们的思维。其二，人工智
能可能永远不会“造反”，因为他们
与我们生存的维度迥然不同。

在现实中，人工智能会主动模
仿人类的思维方式，并按人类行为
逻辑生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人工
智能几乎不可能为争夺资源与人类
发生冲突。事实上，我们与它们关系
可能更类似于蜜蜂和养蜂人——— 我
们从人工智能那里获得生活便利(类
似蜂箱)，而人工智能则从人类处获
得维护和电力(蜂蜜)。我们双方甚至
很难理解和察觉到对方的存在———
正如蜜蜂应该不知道它的养蜂人姓
甚名谁一样。

所以，不要再担心人工智能“谋
反”了，人工智能也许会在不久的未
来，甚至现在已经超越我们，但它会
在一个我们所无法理解的维度上，
默默地与人类一起共生。

“孤独流行病”值得警惕

或比肥胖症致死率更高

美国心理协会第125届年会发布的
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社会隔离和独居等
造成的孤独心理疾病，可能比肥胖症对
人类健康的威胁更严重，且这一影响还
在不断增强。

美国杨百翰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尔
特·伦斯塔德的研究表明，社会隔离和
独居等孤独导致的死亡率，比肥胖症的
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更多的社会联
系能降低50%的过早死亡风险。

通常认为，社交是人类生存和获得
幸福的关键因素之一，社会隔离和监禁
常被看作处罚手段，缺少与人类接触的
婴儿很难健康成长且更易死亡。根据美
国退休协会的研究，美国45岁以上的成
年人中大约有4260万患有慢性孤独病。
最近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有25%
以上的人口独居，这其中超过50%的人
口未婚，且自上次人口普查以来，结婚率
和家庭育儿平均数量都有所下降。据此，
伦斯塔德认为，美国人正在体验到越来
越多的孤独。

此前，伦敦大学学院流行病学和卫
生保健研究所主任安德鲁·斯特普托的
研究小组还收集了6500名年龄在52岁及
以上者的数据，他们都参与了2004年英国
老龄化纵向研究。在近8年的跟踪调查
中，918人死亡，数据表明社会隔离和孤
独都预示着有可能过早死亡。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面临
着“孤独流行病”。为应对上述问题，伦
斯塔德建议，各方都应高度重视并行动
起来——— 科研机构应增加相关研究，学
校应关注社交技能的培养，医生应将社
交纳入医疗检查，个人应为退休后的社
会交往做好准备，社区应提供娱乐中心
和社区花园等用来聚会、互动的场所
等。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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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运行中的两个人工智能设备“Bob”和“Alice”绕过程序

设计者，自发进行了多轮谈话。

人工智能（AI）绕过程
序设计者，自发进行了多轮
谈话。报道此事的《大西洋
月刊》直接使用了“some-
thing unexpected”的措辞，
落在中文世界几乎等同于

“大事不妙”！
虽然Facebook方面很快

以“bug”为名对该报道加以
了否认，并暂停了项目，但依
然无法消除事件给人们带来
的恐慌。人工智能觉醒了吗？
它们会超越人类吗？对于这
一问题的梦魇长久困扰着我
们。然而，该问题的最终答案
也许出乎你的意料——— 我们
不必担心AI超越我们，因为
我们与它们的思维从来就不
在同一个“频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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