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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诺依曼，创造突破
也制造瓶颈

时光回到1935年，英国的天才
数学家图灵正在牛津大学国王学院
教书。某一天，正蹬着单车赶往教室
授课的他突然一个急刹车停了下
来，因为一个天才的想法猛然击中
了他，他在脑中构想了这样一台机
器：它拥有一个无限长的磁带，根据
输入和一个状态迁移表确定下一步
动作。而这些动作最终会输出一个
运算结果，代替人的手工计算。

这个图灵脑中构想出的机器，
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计算机：
图灵机。二战以后，计算机先驱者以
图灵机为模型制造了第一代计算
机，其中比较知名的是美国军方的
ENIAC(埃尼阿克)。然而，被搬到现
实中 的 图 灵 机 其实非 常 低 效 ，
E N I A C程序是在多组插板上的跳
线，形成一个超级复杂的状态迁移
图，为了写好一个程序，往往需要好
几个人工作一周才能完成。程序的
检测和修改则更是一场噩梦。

这个时候，另一位天才意识到
了这种算法的低效，并决心改变
它。他就是美国科学家冯·诺依曼。
冯·诺依曼提供改进方法，是在不
变更图灵机整体思路的基础上，设
计一个设备将程序存储起来，形成

“存储程序型”电脑，这种电脑的特
点是将输入设备输入的程序和数
据都加载到内存中，计算机的计算
单元( C P U )需要调用时，只需通过
总线从中提取即可，这就规避了复
杂的跳线设计。只需一条总线，就
可以顶替图灵机之前上千条线路
的作用。

正是冯·诺依曼这一天才的“化
繁为简”，将人类真正推入以计算机
主导的信息时代。眼下，我们所用的
几乎所有电子产品，从底层架构上
说其实都是“冯·诺依曼机”。所以别
看今天信息革命闹得凶，本质上，我
们其实都是在吃图灵和冯·诺依曼
半个多世纪前的老本。“冯·诺依曼
机”在为人类创造奇迹的同时，却也
为计算机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瓶
颈。很多该领域的牛人们甚至都倾
向于认为，在这个结构下，人工智能
很难真正实现质的突破。究其原因，
是它太“笨”了。

大脑还是比计算机更
“聪明”

2 0 1 6年人工智能“阿尔法狗”
战胜韩国顶尖围棋选手李世石，很
多人惊叹于人工智能的神奇。然
而，在仔细分析后，你会发现“阿尔
法狗”的胜利，多少有点“胜之不
武”：“阿尔法狗”下一盘棋，平均要

用860度电，而同样是下这盘棋，李
世石大脑的耗能折合算来不超过
0 . 1 度电——— 一头大象打一只蚂
蚁，却只能勉强胜出，这有什么值
得炫耀的？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实现人
工智能的小型化、随身化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因为你不可能给自己的
手机随时配一个超大充电宝。

为什么我们目前的计算机———
“冯·诺依曼机”如此“笨重”呢？问题
刚好出在冯·诺依曼当年那个天才
设计上——— 在冯·诺依曼结构中，计
算模块和存储单元是分离的，CPU
在执行命令时必须先从存储单元中
读取数据。每一项任务，如果有十个
步骤，那么CPU会依次进行十次读
取、执行，再读取、再执行……这就
造成了延时，以及大量功耗(80%)花
费在数据读取上。这就好比一个有
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所有住宅
都在一个区，工作、娱乐、购物场所
在另一个区，中间只有一条公路连
接。任你把公路修得再宽，城市各项
设施再完善，最终都只有一个结
局——— 沦为“堵城”。

更合理的设计，当然是像现实
中的城市一样，将“住宅”和“工作、
娱乐设施”分散开来，这样所有人
都能就近上班、购物，城市的效率
将成倍数地提高，能耗也将大幅下
降。事实上，这种结构方式也正是
人类大脑的“设计方案”——— 现代
脑科学研究表明，如果将大脑比作
一台计算机，那么大脑的处理单元
是每个神经元，内存就是每个神经
元上的突触。神经元和突触是物理
相连的，所以每个神经元计算都是

“本地”的，而且从全局来看，上千
亿个神经元是在分布式工作，从而
完成了惊人的计算量，却只花了很
小的能耗。

很显然，冯·诺依曼虽然是天
才，但人类的大脑在设计思路上还
是比计算机更“聪明”。

“大脑计算机”即将到
来？

那么，人类能否模仿自己大脑
的结构，来设计一台新的非“冯·诺
依曼机”呢？

事实上，向人类大脑学习体系

结构正是眼下学术界和工业界最为
热门的趋势，前几年轰动全球的
IB M仿人脑芯片T ru e N orth也模仿
了人类大脑的神经元结构，它的计
算效率和可扩展性都远超现在的计
算机，并且宣称可用于手势识别、情
绪识别、图像分类和对象追踪、实时
语音识别等领域。

本次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
校的科学家团队研发的非“冯·诺
依曼机”也秉持类似的思路，只不过
在具体构思上更为讨巧——— 他们没
有像TrueNorth一样另起炉灶，而是
基于现有材料，以新方式使用围绕
存储单元阵列的模拟控制电路，其
不是将数据发送到处理器，而是编
程这些模拟电路以运行简单的A I
算法。团队表示，这并不是完全取代
处理器，而是给存储器增加额外的
功能，使得设备在无需消耗更多电
力的情况下，变得更为智能。

此外，对于正在研发中的大热
门量子计算机，很多学者也倾向于
认为，它将不会采用“冯·诺依曼
机”的结构，而将采用类似的分布式
计算。不过，想最终造出更像大脑的
非“冯·诺依曼机”，眼下还面临很
多困难。首先，如前所述，“冯·诺依
曼机”其实是“图灵机”的改进型，而

“图灵机”的基础是图灵本人天才的
数学理论。如果想淘汰“冯·诺依曼
机”，实现像大脑一样的分布式运
算，人类必须构建出超越图灵的数
学理论基础，而对于这一点，人类目
前的工作尚不完善。

此外，人类眼下所有电子产品，
包括硬件、软件，都是围绕“冯·诺
依曼机”的基础构建的，一旦它真的
被淘汰，所有硬件、软件系统都要推
倒重来，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电
子、IT产业地震。人类能否适应之，
还是个未知数。

不过，考虑到这场非“冯·诺依
曼革命”能给人类带来的美好前景。
这个险是值得冒的，想象一下，在不
久的将来，你的手机、电脑不仅会以
比现在快百倍、千倍的速度和更低
能耗完成计算，还有望真正实现人
工智能，在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构上
都更向人类靠拢，这将会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怎样巨大的变革？在告别

“冯·诺依曼机”后，人类的生活注
定将更加精彩。

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日前发表
的一篇遗传学研究报告，加拿大科学家
对相同地域、不同区域的千名个体所进
行的分析调查显示，暴露于局部环境因
子——— 比如空气污染，要比遗传背景对
调节基因表达和健康有更大影响。

工业化和化石燃料使用的增加，在
世界许多地区导致了空气污染，其中可
吸入颗粒物是许多城市和地区空气的首
要污染物，而可吸入颗粒物主要经呼吸
道进入人体。过去人们认为，有不同遗传
背景(研究某一特定性状的基因时，基因
组中其余的D N A组成即为该基因的遗
传背景)的人对环境因子有着不同的反
应，因此个体对特定疾病的遗传率和患
病风险也不同。然而，环境暴露导致的患
病风险和环境暴露与基因组的相互作
用，迄今仍未被人类完全理解。

鉴于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癌症研究
所科学家菲利普·安沃达拉及其同事，从
来自魁北克不同地区的1007名实验对象
中，搜集并评测了包括环境暴露、健康、
基因表达水平和全基因组遗传差异信息
等数据。

通过调查和分析，研究团队发现，血
液样本中表现出的环境对基因表达的影
响，大于遗传背景对基因表达的影响。除
此之外，局部环境空气污染，譬如说细颗
粒物(PM2 . 5)、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则
会调节人体内影响心血管代谢特征与呼
吸特征的基因表达，而它们可能导致肺
部疾病和动脉硬化。

研究团队最后总结称，此次的新发
现显示了局部环境是如何直接影响个体
疾病风险的，同时也发现了遗传差异可
以调节个人对环境挑战的应答。

（据《科技日报》）

高油盐摄入量是导致血压上升
和患高血压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人
们在饭店和单位食堂吃饭越来越
多，餐饮业的减盐同样不容忽视。

对餐馆后厨来说，呈咸味的主
要调味品品种繁多，有酱油、豆豉、
鱼露、豆酱等，这些调味品咸味的主
体就是食盐。

在制作菜品时，应尽量避免盐
在烹调过程中与其它调料一同使
用。这是因为，几种调料之间会发生
作用，形成一种复合味。一般来说，
咸味中加入微量醋，可使咸味增强，
加入醋量较多时，可使咸味减弱，反
之醋中加入少量食盐，会使酸味增
强，加入大量盐后则使酸味。咸味中
加入味精可使咸味缓和，味精中加
入少量食盐，可以增加味精的鲜度。

另外，可以利用蔬菜本身的自
然风味：例如，利用青椒、番茄、洋葱
等和味道清淡的食物一起烹煮。利
用油香味：葱、姜、蒜等经食用油爆
香后所产生的油香味，可以增加食
物的可口性，可烹制葱油鸡类菜肴。
利用酸味可减少盐用量。

对于餐饮企业管理者来说，还
需要组织烹调师和营养配餐员进行
减盐防控高血压知识和技能培训，
引导烹调师主动为消费者推荐低盐
食谱，减少烹调过程中的食盐使用
量。比如在饭店的操作间，将大的调
料勺换成小勺，配备专门的调料壶
以及电子秤，以便控制盐的使用量。

餐饮单位还应建立食盐和相关
调味品使用台账，记录每日食盐使
用量，同时结合每日就餐人数，计算
就餐者人均日摄入量。

（志方）

作为用盐重地
餐饮业该如何减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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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隔上几年换
个手机、电脑对许多人
来说已是常事。不过，
你可曾设想过这样的
图景：人类目前使用的
所有手机、电脑，包括
实验室里的超级计算
机都在某一刻彻底过
时，新电脑将用更高的
效率完成比现在快千
百倍的计算量，培育更
高强度的人工智能。

这么大的脑洞，眼
下 还 真 有 人 在 琢
磨——— 据处于业界先
导地位的《电子工程专
辑》网站近日消息，科
学家们提出，是时候改
变传统的冯·诺依曼结
构了，他们设计的新架
构可以让计算和存储
器紧密结合在一起，使
设备更加智能化，最终
可让人工智能从云端
扩展到手机等消费电
子产品。

计算机革命来了
不只让电脑更像大脑

I B M的仿人

脑芯片TrueNorth，

由4 0 9 6个细小的

计算内核组成，它

们像大脑神经元

一样工作，向彼此

发送消息并进行

数据处理。

让电脑向大脑学习体系结构，是眼下最热门的趋势。

空气污染比遗传背景
对基因表达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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