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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可以用来建造房屋”，

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如今，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研

制的一种“生物固体”环保砖却将

这变为了现实。

相对于传统烧制建筑砖，“生

物固体”环保砖更加坚固而且多

孔，具有较低的导热率，这在建筑

方面大有用处，因为它们从内部吸

走的热量更少，使得室内变得冬暖

夏凉。此外，“生物固体”环保砖中

的有机物，有利于减少碳含量，不

但能降低工厂的制造成本，而且有

利于改善生态环境。

研究人员称，目前环保砖已

通过抗压强度测试，未来有望取代

传统烧制建筑砖，成为低碳绿色的

新型建筑材料。

污泥制成环保砖

■本期观察
叶津华 沙凌云 何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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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连着你我他

面对生活中各种物体随时散

发着的热量，你是否还在惋惜这

些热能的白白浪费？近日，西班

牙材料科学家创造的一种新型热

电材料概念让回收“余热”成为可

能。

热电材料，顾名思义就是能

够实现热能和电能相互转化的材

料，但传统热电材料转换率较低，

且常用于大型设备，对“余热”却

束手无策，而新型热电材料解决

了这一难题。研究人员将细菌分

散在含有糖和碳纳米管的培养基

中，生产出纳米纤维素纤维，碳纳

米管的纳米级直径和微米级长

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微量的热

能转换为电能。此外，由于纤维

素的高度灵活性和工艺的延展

性，该新型热电材料可以完全覆

盖在残余热源表面，保证热量的

不流失。

研究人员表示，如果进一步

优化技术，这种材料将具有智能

隔热或光电混合热电发电能力，

那就意味着，用户能够制造自己

的“余热发电机”。

余热回收产电能

近日，韩国蔚山国家科学技

术研究所和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套吸收二

氧化碳并产生电能和可用氢燃料

的新系统。

这是一种混合“钠-二氧化

碳”系统的大型液体电池，研究

人员将钠金属阳极置于有机电

解质中，将阴极置于水溶液中，

两种液体通过一种钠超离子导

体实现膜分离。当二氧化碳进

入含水电解质中与阴极反应后，

溶液的酸性便会增强，从而产生

电和氢气。

研究人员表示，该系统二氧

化碳的转化效率可达50％，运行

超过1000小时而不会对电极造成

任何损害，但该系统各个组件仍

存在改进余地，能否投入大规模

生产使用还有待观察。如果效率

进一步提升，这种系统将有望为

新型氢汽车提供动力。

二氧化碳变能源

机器人也有“喜怒哀乐”

不久的将来，人造情感或许会装在
“罐头”里，从“工厂流水线”源源不断地
“生产”出来。情感怎么能够制造？听
上去不可思议，但实际上有一整套理论
在背后支撑。

20 世纪 70 年代，心理学家艾克曼
根据面部肌肉运动规律，把人的面部表
情分门别类，并基于运动单元提出面部
动作编码系统 FAC，进而详细描述内心
情感与面部表情之间的关系。1997年，
美国MIT媒体实验室皮卡德教授提出
“情感计算”理论，通过建立情感数学模
型，皮卡德教授在人类情感与计算机算
法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随着人脸识别和语音识别技术的飞
速发展，情感识别的最后一层窗户纸也
将被捅破。凭借情感计算，人工智能可
以学会“察言观色”，综合运用摄像头、麦
克风等多种传感器，识别并理解人类的
表情。它甚至还能根据人类的情感反馈
“见机行事”，使人机交互更加和谐。

通过分析人类的说话方式，人工智
能不仅能看懂“脸色”，还能听懂“话外
之音”。以色列 Beyond Verbal 公司在
语音情绪识别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该公
司开发出的算法技术能识别情绪、意图
和个性特征。在 2014年 TEDMED大会
上，主办方就使用该公司最新产品对与
会人员的情绪进行分析，进而总结会议
的整体反馈情况，取得了良好效果。

近年来，活跃在网络的聊天机器人
“小冰”，全球拥有6.6亿用户，其中月活跃
用户达到1.2亿。通过不断迭代更新，“小
冰”已经从单纯的聊天机器人，发展成为
以情感计算为核心的完整人工智能框
架。研发团队曾一度让其“隐姓埋名”，在
互联网诗歌论坛和传统文学媒体发表诗
作。直到自曝身份，人们才知道“小冰”是
机器人。

拥有“情商”的机器

人更聪明

“我不会让汽车长了腿替我跳舞，
更不会让人工智能替我谈恋爱。”人工
智能情感的反对者坚持认为：让人工智
能拥有“情感”就是无稽之谈。“人工智
能永远不懂什么是‘爱’，计算机永远算

不出人类的七情六欲。”
支持者也不甘示弱。他们认为，对机

器人而言，“情商”与“智商”同样重要。情
感交互是人类的基本诉求，并非机器人需
要情感，而是人类离不开情感交互。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却透露出同一
个事实：人工智能情感不是机器人无中
生有变出来的，而是由人类精心设计制
造出来的。同样是机器人，比起《流浪地
球》里只露出摄像头的MOSS，谁不喜欢
活力四射的机器人少女阿丽塔呢？人们
在讨厌冷冰冰的机器人的同时，更愿意
为它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

研究者认为，拥有“情商”的机器人
不仅能满足人类的情感需求，还将更加
聪明。现代社会，人机交互越来越频繁，
无人超市、无人售票、无人物流……与机
器打交道在所难免。未来，人类不用再
去“迁就”机器人，机器人会主动适应人
类需求。就像一个网络段子所说：word，

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软件了，该学
会自己码字。这也是人类对机器的期
望——别老等着我下命令，赶紧自己把
活儿干漂亮了！

凭借人工情感技术，机器人将完成
从“墨守成规”到主动服务的蜕变。
2017年，赛格威机器人公司推出了全球
第一台拥有主动交互能力的自动售卖
机器人。这台机器人能自动寻找人群
聚集点，只需要一次招手、一个眼神，它
就会停下来兜售商品。从“人找货”到
“货找人”的变迁，照亮了机器人与人主
动交互的发展之路。

如何实现对人工智

能的有效管控

在互动电影《底特律：变人》里，导演

大卫·凯奇描绘了一幅未来世界的图景。
2038年，拥有情感智能的机器仿生人在社
会的方方面面为人类服务。有一天，当机
器仿生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被“奴役”的它
们最终揭起了反抗的大旗，高声呼喊：“我
是活着的。”大卫·凯奇强调：“请注意，这不
只是一个故事，这可能是我们的未来。”

19世纪的蒸汽机，20世纪的电力，
解放了人类的双手；21 世纪的人工智
能，即将解放人类的大脑。焦虑随之而
生：如果人工智能样样都比人类强，那么
人类该何去何从？我们已经给人工智
能拴上了重重锁链，还有没有必要把名
为“情感”的钥匙递到它们手上？
“钢铁侠”的原型，美国企业家埃隆·

马斯克就曾多次发表人工智能威胁论。
马斯克呼吁政府主动监管人工智能，他
认为，人工智能缺少监管就如同人类社
会没有法律约束。而 Facebook CEO扎
克伯格则多次在公开场合反驳马斯克的

看法，扎克伯格说：“每当听到人工智能
威胁论，我就会想，科技是无罪的，造成
的后果取决于使用它的人。”

拦在人工智能情感道路上的，不只是
技术上的难关，更有道德上的困境。具有
丰富情感的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无疑
会给社会秩序、道德伦理带来冲击。但不
论支持还是反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帷幕已
然拉开。人类唯有始终成为人机关系的
主导者，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有效控制，才
能使其真正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

迎接人工智能时代，需要加强人工智
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
全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的制度体系，进而保
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站在科技的前沿，人类面临的问题还
有很多：机器人是否具备法律主体资格？
人工智能的设计者、生产者、使用者是否
应当承担特殊义务？应当如何加强人工
智能行业监管？这些都需要人类去思考。

当人工智能有了“情感脉动”
■唐国钦 何博帅 程锡南

近日，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
人员正在研发一项新技术——
“水斗篷”。该技术可以利用磁场
对物体周围导电流体施加特定空
间分布的作用力，抑制水下运动
物体尾流中水分子的运动状态，
使其与尾流外部的海水保持相对
静止，从而消除运动尾迹。

如果未来的核潜艇搭载“水
斗篷”系统，便可做到“来无影去
无踪”，核潜艇的隐身性能将被提
高到一个新水平。

（张钧泓、钟翔超）

擦掉核潜艇的“小尾巴”

今天，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情感交互深度远超你的想象。凭借情感计算技术，人工智能可以精准掌握人类
的情感脉动。随着科学家对人工智能情感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最新一代人工智能不但“智商”超凡脱俗，“情
商”也非同凡响。比起传统意义上的“铁疙瘩”机器人，人类无疑更青睐“高情商”机器人。问题是，当人工智
能有了“情感脉动”，人类该如何应对？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
报道，美国军方最近研发了一款
“战术界面跟踪节点”软件。该软
件的用户可以调阅地图，查看多
个全球位置，并用颜色标记士兵；
还可以用来聊天、发送消息、发送
附件、提交情况报告和创建分发
列表。

利用这种软件配合指挥链另
一端的战地任务指挥设备，可以实
时观察战场画面，跟踪数以千计的
军队车辆装备情况，让指挥官足不
出户就能纵览战场全局。

（陶 昱、屈凯明）

跟踪软件实时监控战场

高技术前沿

可穿戴设备是穿戴在人身上或整
合到衣服里、具备智能特征的便携式
设备。可穿戴设备具有体积小、重量
轻、信息化程度高等诸多特点，不仅有
利于作战任务的完成，还能帮助士兵
在信息化战争中更快速、准确地感知
和利用信息，日益成为未来战场应用
的“新宠”。

近年来，美军正在逐步淘汰笨重的
作战笔记本终端，转向使用更轻便灵活
的手持终端和可穿戴设备。智能可穿
戴设备主要包括智能眼镜、智能手表、
智能手套、智能服装以及智能首饰等。
通过佩戴军用可穿戴设备，未来战场的
士兵可以真正实现“武装到牙齿”。

还记得曾经大名鼎鼎的“谷歌眼
镜”吗？这款集卫星导航、微型投影仪、
摄像头和传感器等于一体的智能可穿
戴设备，早已不单单是一副眼镜，它能
通过特殊镜片，将信息实时展现在用户
眼前。

早在“谷歌眼镜”诞生伊始，美
国军方就盯上了它。“谷歌眼镜”最令
美国军方青睐的地方，莫过于可以快
速获取战场信息。美国空军研究人员
曾专门测试如何在战场上使用“谷歌
眼镜”，主要应用场景包括飞行员锁定

目标、地勤人员引导目标、借助增强
现实功能执行搜索和救援任务等。

可穿戴设备充分满足了未来信息
化战场应用需求，是实现信息制胜的重
要手段，日益引发各军事强国的激烈竞
争。就拿可穿戴外骨骼设备来说，除由
俄罗斯研发、声名赫赫的Ratnik-3“未
来士兵”系统外，许多国家也都有自己
版本的“未来战士”。美国已先后推出
“人体负重外骨骼”、第二代 XOS全身
外骨骼、“麦克法斯”手臂外骨骼等多款
军用可穿戴外骨骼。美国陆军研究实
验室还公开展示了正在研发的辅助机
械臂，这款绰号为“第三只手”的简化版
“外骨骼”，能帮助士兵手持突击步枪等
武器。

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澳大利
亚等国也在研发可穿戴外骨骼。英国
BAE系统公司“矫正负重辅助装置”包
括一副与士兵背包和靴子相连的机械
腿，目前技术成熟度较高。法国“大力
神”可穿戴外骨骼，能让士兵携带 100千
克重物、以每小时 4千米的速度行进约
20 千米。重量不足 3千克的澳大利亚
被动式可穿戴外骨骼，把士兵战场负重
的三分之二直接转移到了地面。

战场上的可穿戴设备首先要为作

战服务。早在 2012 年，美国雷声公司
就推出一款陆航机组人员使用的智能
头盔。这款可穿戴设备不仅能增强战
场态势感知能力，还能提供对直升机
的综合控制能力。美国空军特战人员
也拥有了一套以防弹背心和夜视镜为
主体的可穿戴装备，能在战场上完成
目标定位、控制无人机作战、呼叫火力
支援和排爆破障等任务。此外，哥伦
比亚研究人员还设计出一种自动侦测
地雷的鞋子，能自动将危险信息传送
到手环上。

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与身体健康
状况息息相关，可穿戴设备可用来监测
人体各项参数是否正常。洛克希德·马
丁公司就研制出一种手环，利用微型针
头提取佩戴者的微量细胞间液，监测并
分析士兵身体状况。美国国防部正积
极研发的可弯曲拉伸柔性电子传感器，
可装配在衣服表面。此外，美国海军还
曾推出过名为“个人可穿戴气候”的军
用设备，帮助士兵适应过热或过冷的战
场环境。

智能化单兵作战装备越来越离不
开电能，可穿戴设备或将在战场“供电”
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研究人员研制
出一款可发电充电靴，士兵穿上这款靴

子站立 12小时产生的电量，足可让智能
手机使用 1小时。一种叫 Spirit 的可穿
戴设备则能让穿戴者成为一个移动的
电路网，随时随地为各类战场单兵设备
提供电力支持。美军甚至还配发了可
穿戴太阳能充电系统，可在野外为电
台、移动电话和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
充电。

可穿戴设备虽好，但安全问题依旧
是个硬伤。尤其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信
息容易被存储、处理、挖掘和整合利用，
战场上的可穿戴设备也具有安全隐
患。2018年，美国斯特拉瓦公司发布了
基于用户数据的热门运动线路图，却在
不经意间暴露了美国在全球部署的军
事设施位置。原来，美国士兵在日常健
身中使用可穿戴设备，其跑步或骑行路
线被上传至斯特拉瓦公司服务器，进而
被公之于众。为避免可穿戴设备可能
发生的数据泄露和信息安全风险，美国
国防部随即明令禁止使用具有地理定
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

可穿戴设备：把未来士兵“武装到牙齿”
■张瑷敏

新成果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