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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招聘算法优先选

择男性求职者

当地时间10月10日，据路透社
报道，亚马逊的机器学习专家表
示，亚马逊设计的AI招聘算法中暗
含了对女性求职者的偏见。

路透社援引了五位知情人士
的消息称，从2014年起，亚马逊就
在开发可以筛选求职者的程序，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像挑选商品
一样，完成高效率、自动化的人才
筛选。在形式上，亚马逊开发的AI
招聘程序也与商城里的商品评分
一样，从一星到五星，给每一个应
聘者划分了等级，随后再交由人
工人力资源按评价排名进行最后
的筛选。

监管文件显示，当时亚马逊
的人力资源部正在疯狂招揽新员
工，2015年6月以来，亚马逊全球员
工数量达到了近58万人，增加了
两倍多。

正如所有基于人工智能的算
法都需要不断通过机器学习新的
数据来提高准确度，亚马逊的招聘
算法亦然。问题是它基于十年来投
递给公司的简历来训练算法模型，
而这些简历大部分都是男性投递
的，这是科技行业一个引人争议的
现状，但算法并不知道如何应对这
一情况，因此它就被训练成了对女
性求职者有偏见，会优先选择男性
求职者的算法。

据知情人士表示，在读取到带
有“women's(女性、女子)”的相关词
时，算法会降低简历的权重。比如
简历中出现“女子象棋俱乐部队
长”或者“女子学院”这样的关键词
时，算法会直接对她们作降级处
理。算法对简历上求职者提交的自
我描述文案也有所偏好，比如算法
会更多向“执行”“攻占”等在男性
求职者简历中的高频词汇倾斜。

虽然亚马逊自己声称一直在
权衡公司的员工多样性和平等，
也为了防止程序产生偏见，特意
编写过相关的代码，但机器学习
一旦运转起来，黑箱给出的结果
也很难追根溯源。此外，实践证明
算法给出的“最佳人选”往往在工
作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这个
技术给出的结果几乎是随机的。”
知情人士说道。

亚马逊高管没过多久就对这
个项目失去了信心，开发团队也
在去年初解散。

人工智能并非首次

因歧视惹祸

事实上这也不是AI第一次因
为数据的问题产生歧视行为。
2015年，谷歌曾错误地将黑人程
序员上传的自拍照打上“大猩猩”
的标签，雅虎旗下的Flickr也曾错
将黑人的照片标记成“猿猴”。

2016年，微软公司的AI聊天

机器人Tay上线。Tay最初以一个
清新可爱的少女形象出现，但是
由于她的算法设定是通过学习网
友的对话来丰富自己的语料库，
很快她被网友充斥着激烈偏见的
话语“带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
仇视少数族裔、仇视女性、没有任
何同情心的种族主义者。她成了
这个社会一切偏见的集合体。

2017年3月，一名22岁的亚裔
DJ在申请新西兰护照时遭拒，原
因是他眼睛较小，处理照片的系
统自行认定他“双眼闭上”，不符
合相片要求。

算法歧视问题也不是近两年
才出现的。以虚拟助手为例，处理
比较简单的任务时，人工智能系
统会偏向使用女声(例如Apple的
Siri和亚马逊的Alexa)；而解决疑
难问题时，系统则选用男声(例如
IBM的Watson和微软的Einstein)。
由于在人工智能行业女性从业人
数偏少，这更是增加了性别歧视
的可能性。

2013年对谷歌搜索引擎的一
项研究表明，非洲裔美国人更常用
的名字可能与犯罪记录搜索结果
密切相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在信用卡和金融服务领域，就
存在贷款歧视现象。在社会群体中
也会根据个人的身份、种族和地
位，进行区分对待。人们越来越担
心，大数据技术可能被用于算法歧
视，波及的群体包括消费者、求职
者、贷款者以及租赁用户。

与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相
反，科技并不是客观的。AI算法和
它们的决策程序是由它们的研发
者塑造的，他们写入的代码，使用
的“训练”数据还有他们对算法进
行应力测试的过程，都会影响这
些算法今后的选择。这意味着研
发者的价值观、偏见和人类缺陷
都会反映在软件上。

社会偏见潜藏于科

技的客观性背后

算法偏见的情况还不止这
些。从Facebook的新闻算法到医疗
系统再到警用携带相机，我们作
为社会的一部分极有可能对这些
算法输入各式各样的偏见、性别
歧视、仇外思想、社会经济地位歧

视、确认偏误等等。这些被输入了
偏见的机器会大量生产分配，将
种种社会偏见潜藏于科技客观性
的面纱之下。

此前，上海交大的研究人员测
试了一种通过脸部识别来辨认罪
犯的技术。他们用了1865张中国大
陆人士及罪犯的护照照片给演算
法测试，其中约730张是罪犯的照
片，介于18岁至55岁，透过这些照片
的共同点去辨认罪犯。两名研究员
在论文中表示，此演算法在辨认罪
犯上有89 . 5%的成功率。

据论文的检测标准显示，罪犯
和常人的面部特征有三个，一是罪
犯上唇的弯曲度比常人大23%；二
是罪犯两只眼睛内角之间的距离
比常人短6%；三是罪犯鼻尖到嘴角
两条线的角度比常人小20%。

然而，这项披着AI外衣，貌似
严谨的实验，得出的结论就一定
靠谱吗？

英国爱丁堡大学犯罪学教授
麦可维表示，如果凭借一个人的容
貌来断定是否为罪犯，会让社会更
加注重人的外表，换句话说，当陪
审团判定一个人有没有犯罪，凭嫌
疑犯的模样和穿着就可以定罪。

麦可维说，犯罪行为大多与
社会环境因素有关，而不是遗传
因素。若按照人工智能辨认罪犯
的方法，社会会变得让某些人难
以生存。因为罪犯将是先天，而不
是根据事实和证据来判断。

第三方监管机构亟

待建立

人工智能之所以作出有偏见
的决定，根源有两方面，一方面，
算法从获得的数据中分析并寻找
模式，得出的结论是研究者无法
预测的，另一方面，输入算法中的
数据可能存在偏见，因此导致算
法得出有偏见的结论。

不可否认，在一些社会领域，
人工智能在作出公正、公平的决
定上有着巨大潜力，例如医疗卫
生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在临床试
验上检测到人类无法察觉的临床
表征，但同时，在劳工市场、司法
系统等方面，却可能带来影响绝
大多数人的严重后果，因此在运
用时应该更加谨慎。

从一个信息高度匮乏的社会
走到今天，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
但全球互联网所产生的数据量就
已远远超过此前几千年人类社会
积累的数据总和。当互联网的各
种服务把信息推送到我们嘴边的
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一勺
勺的数据中间有多少有益的营养
成分，有多少可能的副作用，我们
只能选择咽下去。

面对可能出现的算法歧视，一
个值得信赖的第三方监管机构也
亟待建立，对人们认为受到歧视的
人工智能决定进行调查，对有关算
法进行审计，这既能消除企业对商
业机密外泄的担忧，同时也能让当
事人对结果感到满意。

科学家拟建微生物库

保护人体有益菌多样性
科学家现提出一项重要计划，将建造一艘

“诺亚方舟”，旨在保存人体内关键的微生物，
避免人体微生物种群多样性逐渐消失。

这一想法借鉴了挪威斯瓦尔巴特群岛全
球种子库的成功做法，这个种子库中保存了
100多万个种子样本，为了在世界末日来临之
际仍能保护农作物多样性。

目前科学家将其称为“全球微生物群库”，
从人群中收集有益微生物，从而维持微生物多
样性。近年来，由于人们频繁使用抗生素、食用
加工食物，以及面临城市社会的其他方面问
题，人体内微生物种群逐渐丧失多样性。

美国罗格斯大学新布伦瑞克分校研究人
员表示，面对全球范围内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
丧失，世界末日微生物群库将帮助我们维持人
体长期健康。尤其是当前面对着全球范围内微
生物多样性消失的威胁，他们声称这一威胁与
气候变化不相上下。

人体内生存着数万亿个微生物，它们多数
是促进身体健康的。但在全球城市化地区，微
生物多样性正在急剧下降。例如：大多数美国
人的肠道菌群仅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亚马逊
部落居民的一半。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微生
物，人类将面临各种健康问题，例如：肥胖、哮
喘和过敏等。

微生物种群与人类共同存在了数十万年，
它们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增强免疫系统，防止
细菌入侵身体。

研究人员表示，近几代人的数据资料显
示，人体微生物多样性出现惊人损失，而这种
损失与世界范围内免疫和其他疾病的激增密
不可分。目前拉丁美洲和非洲居民体内保持着
最大化微生物种群多样性。

就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有益微生物消
失之前，通过从这些地区收集并保存有益微生
物，未来我们可能再次将有益微生物导入人
体，避免疾病危害人类健康。

研究人员表示，微生物群样本可以存储
在一个“安全、政治中立和稳定的地方”。相关
的方案报告发表在即将出版的《科学》杂志
上。

(据《北京日报》)

迄今最快照相机

每秒可拍十万亿帧

加拿大和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目前世界
上最快的照相机“T-CUP”，其每秒能捕捉十
万亿(1013)帧数据。这种新型相机几乎可以让
时间“凝固”，有助于科学家观察包括光在内的
各种现象，进一步揭示光和物质之间相互作用
的秘密。

近年来，非线性光学与成像领域的创新成
果互相补充，开发出许多高效新方法，帮助科
学家从微观层面分析生物与物理学领域的动
力学现象。但为了挖掘这些方法的潜力，还需
在单次曝光过程中，以超短的时间分辨率，实
时记录图像。

如果采用现有成像技术，用超短激光脉冲
进行测量，必须重复多次，且现有方法仅适合
某些惰性样本，不适合那些更脆弱的样本。尽
管压缩超快摄影(CUP)技术的处理速度接近
一千亿帧/秒，却无法满足集成飞秒激光器的
具体要求。

有鉴于此，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国立科学研
究院的超短成像专家梁锦扬(音译)和美国加
州理工学院医学与电子工程教授王立宏(音
译)领导的团队，在飞秒条纹相机的基础上，开
发出了这款新型T-CUP系统。

王立宏解释：“只用飞秒条纹照相机，图像
质量将受到限制，为改善这一点，我们增加了
另一个相机来获取静态图像。新相机与飞秒条
纹相机采集的图像结合，可获取高质量的图
像，同时每秒记录十万亿帧数据。”

研究人员表示，T-CUP创造了实时成像
速度的世界纪录，可助力新一代显微镜用于生
物医学、材料科学与其他领域。而且，这种照相
机能以无与伦比的时间分辨率，分析光线与物
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首秀”中，T-CUP在
400飞秒的时间间隔内，拍摄了25帧图像，不仅
记录了这一过程，还详细描述了光脉冲的形
状、强度和倾斜角度。

该研究负责人梁锦扬表示：“未来，我们有
望将照相机的速度增至千万亿(1015)帧/秒，进
一步揭示光和物质之间的秘密。”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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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工智能学会歧视
还能说它没有价值观吗

在学习了海量求
职者数据之后，亚马逊
的人工智能招聘软件
患上了行业里潜在的
性别歧视症。本该公平
公正、没有意识的AI，
竟然自己学会了“重男
轻女”。最终，亚马逊还
是放弃了这个秘密A I
招聘工具。当然，这也
不是A I第一次出现歧
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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