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人工智能替咱上天？
这主意不错

本报记者 王昱

卖萌又能干的AI“宇
航员”

当地时间7月3日，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 ( NASA )发布消息称，

“龙”飞船已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
接。

6月29日，“龙”飞船从佛罗里
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
升空，7月2日早晨飞抵国际空间
站。“龙”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
去总重近2 . 7吨的物资，其中最引
人关注的就是首名人工智能“宇航
员”。

这个智能机器人名叫“西蒙”，
它将协助人类宇航员完成多项任
务，以检验它们能否充当人类探索
太空的可靠助手。

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全名是
“宇航员交互移动伴侣”，小名“西
蒙”。它由德国航天中心委托欧洲
空中客车公司开发，采用IBM的人
工智能技术。

“西蒙”是首个进入国际空间
站的人工智能“宇航员”，它的这次
太空之旅没有时限，在空间站期
间，它会持续学习、更新知识。
NASA曾把一个名为“机器宇航员”
的人形机器人送入空间站。它有手
有脚，能抓东西能攀爬，但不具备
人工智能，今年5月返回地球。

“西蒙”由金属和塑料以3D打印
技术制成。它没有躯干和四肢，只有
一个大小与篮球相近的圆脑袋，被
称作“飞行大脑”。“西蒙”装备多部
传感器和十多部驱动风扇，能识别
人脸和声音，从而与人类宇航员面
对面交流。“西蒙”看起来就像篮球
上安了个电脑屏幕，长方形显示屏
上有一个十分简化的卡通脸，上面
显示眉毛、眼睛、鼻子和嘴。

另外，“西蒙”虽然没有手脚，
但可以在无重力环境下自由飞行。
这是因为科研人员在它体内配置
了14个内置风扇，这些风扇能通过
吸入国际空间站内的空气，然后推
动“西蒙”向任何需要的方向移动。
哪里有宇航员呼唤，它就飘到哪
里。

“西蒙”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宇
航员完成预定任务、提高做事效
率。其电子屏幕不仅仅会卖萌，还
可以进行指令操作。它存有空间站
的任务计划和操作程序，当宇航员
做实验时，可按照语音指令，在显
示屏上显示宇航员所需信息，解放
宇航员的双手。它还是一台移动摄
像机，能拍摄宇航员的工作过程，
供实时观看或事后分析。

具体而言，“西蒙”此次进入国

际空间站将执行三项任务：协助宇
航员完成一项晶体实验，拍摄记录
一次医学实验、玩魔方。“西蒙”的
使命是检验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否
向宇航员提供有效帮助，从而在未
来伴随人类前往月球、火星及更遥
远的宇宙空间。

空客公司“西蒙”项目主管蒂
尔·艾森贝格表示，“西蒙”可倾听并
理解用户，并实现对话。它还能探测
到用户的情绪变化，并利用这些信
息与空间站宇航员更好地交互。

NASA透露，过去10年间，人类
的太空任务持续时间越来越长。今
后深空探索过程中，面对航天器内
越来越复杂的设备和操作活动，宇
航员压力巨大。“西蒙”类型的人工
智能机器人可协助宇航员执行更
多任务，让他们有更多时间休息，
缓解飞行过程中的压力。与此同
时，“西蒙”诙谐喜感的长相和交互
的功能也能够为宇航员减轻压力。

在美国广播公司播放的一段由
IBM提供的录像里，“西蒙”正与这
家企业人工智能项目主管马蒂亚
斯·比尼奥克展开互动，它微笑着回
答了多个问题。比尼奥克解释：“‘西
蒙’的任务是当友善的同事。”

机器人代替我们漫
游太空？

有应变能力、会聊天、偶尔还
卖卖萌，听上去，NASA刚刚送上
天的这个机器人确实跟电影《机器
人总动员》中的瓦力很像，但如果
你认为这仅仅是NASA制造的一
个噱头，那就错了。事实上，NASA
让人工智能与太空探索结缘的尝
试早已开始了。

去年12月，NASA正式宣布在
一个恒星周围发现了由8颗行星组
成的行星系统——— 开普勒90系统，
这是科学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
了一个和太阳系类似的有8颗行星
的星系。这则消息公布后，外界一
度感到十分奇怪：在茫茫宇宙中，
辨识一颗恒星是否具有行星陪伴
需要极端复杂的分析，而NASA该
项工程刚刚开始不久，它是怎样做
到的？随后披露的信息揭开了谜
底。原来这次发现离不开AI的助
攻，NASA利用谷歌公司提供的具
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分析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得到的海量数
据，最终实现了人类难以企及的分
析效率。

这件事情给了立志太空探索的
天文学家们一个重大启示：以往，计
算机在太空中总被视为比宇航员更
不靠谱的存在。载人航天和无人太
空探索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后者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必须通过地面

人工干预进行挽救，而很难自助排
障。而在茫茫宇宙中，光速的制约使
得遥远距离上的通讯存在巨大延
迟，等待人工控制台的指令往往意
味着错过转瞬即逝的时机。

不过，当人工智能学会深度学
习，该问题似乎看到了解决的希
望。在可预期的未来，“西蒙”的后
辈们有望具备处理复杂故障的能
力。在更远的未来，科学家们还会
将飞船的“掌舵权”交给人工智能，
反应迅速的人工智能在捕捉引力
轨道窗口、规划最省时、省燃料航
程方面比宇航员甚至地面的数学
家们更为拿手。届时星际航行将迎
来一次“简易化革命”，其意义不亚
于计算机从难懂的DOS界面升级
为直观的Windows系统。

为人类移民外星球

“打前哨”

当然，人工智能在太空中更适
合的工作是为人类的外星球移民建
立“前哨阵地”。目前，在人类移民月
球或火星的规划中，“第一批移民”
被认为是最大的一道门槛。因为他
们不仅要在未经开发的恶劣环境中
维持生存，还要担负建立移民站的
任务，出于人道主义原则，飞船还必
须配备万一移民失败回程的燃料。
这些要求加在一起，让移民太空的
第一步变得极其艰难。

然而，如果这一切能由人工智
能代劳，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只要
装备太阳能板和换修零件，人工智
能就可以先期到达目标星球，为人
类不眠不休地建造移民基地。等到
基地条件基本成熟，再派遣宇航
员，“第一批移民”的难题就可以被
绕开了。事实上，这也正是美国著
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热心与NASA合作研究太空
人工智能的一大原因。该公司目前
已将在火星具有独立探索、建设能
力的人工智能列为公司的预研项
目，以便实现马斯克在百年内移民
火星的宏愿。

在更遥远的未来，更先进的人
工智能也许能在太空中完成一些
超出我们想象的伟大工程。比如，
如果人工智能能利用外星丰富的
资源进行自我复制，那么则可以实
现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宇宙中不知
疲倦的“病毒式繁殖”。这些成亿成
兆计的人工智能将具有改造行星
地貌，使其适合人类生存的偷天换
日般的伟力。

所以，与《机器总动员》中的梦
想不同，有一天，也许有能耐的人
工智能都上天了，只有人类还蹲守
在地球上，等待着他们带领我们前
往一个又一个未知的世界。

前些年，美国动漫大片《机器人总动员》在全球大火，该片的背景是2700年地球已经不适于人类生存，
留下了主角瓦力等一批机器人代替人类照管地球，人类自己则航向了茫茫无际的宇宙。不过，新近的一些
科学研究表明，未来或许正好相反：大多数人类留在地球繁衍生息，让人工智能机器人替我们在宇宙中完
成开拓。目前，科学界已经完成了这一梦想的第一步——— 先把人工智能送上天。

聚会时总看手机？

小心友谊小船说翻就翻

来自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的一项研究
表明，仅仅是在交谈过程中把手机掏出来
这一个动作，就会影响你和对方之间的交
互，包括交流质量以及双方所感受到的亲
密度。在深入和私密的交谈中，手机的影
响更为明显，它会让你失去建立真正友谊
的机会。

这些结论对任何年龄、种群、性别的
人，在任何情绪和场合下都成立，很显然，
收起手机能令我们更好地共情。当我们将
视线放在手机而不是对方身上，自然也没
法解读TA的面部表情、察觉到TA话语声
的异样以及注意TA的肢体语言。

如果你过于投入，甚至会连对方说了
什么都没听到，这个现象被科学家称为

“疏忽性耳聋”，其发生是因为大脑不擅长
同时处理两种交流性质的任务。2015年伦
敦大学学院的研究显示，视觉和听觉占用
着重叠而有限的神经资源，因此当两项任
务发生冲突时，只能处理其中一项而忽略
另一项。在交谈中间歇失聪的后果，就是
让对方聊天的兴趣骤减。

而且，低头症患者伤害的不仅是其他
人，也包括他们自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
比亚大学今年2月的一项研究表明，自我
报告跟家人或朋友吃饭时玩手机的人对
食物本身的享受程度较低，也更容易分心
和缺乏参与感。后续研究显示，这个结论
对餐桌以外的场合也同样成立。

那么，被低头症伤害感情的人们又会
有怎样的反应？2017年3月来自美国贝勒大
学商学院的研究表明，他们很有可能转向
社交网络寻求参与感，或者说从被忽略的
受挫感中逃脱出来。对人脑的功能性磁共
振成像研究表明，在社交中被排斥和忽略
的感觉，跟身体的物理性痛觉具有相似的
成像。也就是说，低头症会传染，最终只会
产生一个大家都低头的闭环。

另外，年长者和女性对于社交中使用
手机的容忍度比较低，而男人似乎对于接
个电话这种事情更加无所谓，不管是在亲
密交流中还是其他任何场合。2015年来自
土耳其的一项类似研究也表明，相比女同
学来说，认为教室中的低头症患者给自己
带来了困扰的男性学生要少得多。所以，
如果对面是女性或长者，您还是把手机藏
好为妙。

（据《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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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中缺少大型食肉动物

可引发环境变化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一研究团
队7月4日发布一项研究成果显示，把大
型食肉动物从生态系统中移除可引起多
米诺骨牌效应，影响周边地形变化，甚至
改变风沙移动模式，从而引发环境变化。

新南威尔士大学生物地球与环境科
学学院的研究人员选取了“野狗隔离栏”
作为研究对象。“野狗隔离栏”是世界上最
长的隔离设施之一，横贯南澳大利亚州、
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边界，长达5000
多公里。它是一道人造屏障，目的是保护
私人领地和牲畜。

研究发现，经过百年变迁，隔离栏外
侧附近沙丘的形状已发生改变。原因是没
有大型食肉动物存在，野狐狸和野猫数量
日趋繁盛，结果给跳鼠等当地食草动物群
体带来灾难，最终导致原生植被覆盖面积
增加。正是这种过程改变了风沙移动模
式，植被覆盖面积的增加使沙子下沉，并
使风往高处流动，逐步堆高沙丘峰。相比
之下，在南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的隔离
栏内侧仍存在澳洲野狗，这里的沙丘则显
得“更平坦”。

该项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米切尔·莱
昂斯博士表示：“在没有野狗等大型食肉
动物的情况下，沙丘不仅更高大，而且形
状各异，粗糙度也不同。这一切都是相互
关联的。”

据莱昂斯介绍，该项研究采用了无人
机航拍和高分辨率三维模型等先进技术，
并对1948年至1999年的历史航空照片进行
分析比较，追踪到环境变化细节。

该研究成果已刊登在最新一期《英国
皇家学会界面杂志》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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