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人工智能在数字化转型时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较
为成熟的技术领域的发展。当前，对话式AI正在全面普及，在智能车载、智能
家居、智能客服、智慧医疗、智能社交等场景中相继落地，这一技术正在促进
并改变不同领域的数字化进程。

知道吗你

2019 年，天文学家团队通过事
件视界望远镜（EHT）第一次近距离
捕捉到了室女座星系团中超大质量
星系 M87 中心的黑洞，获得了历史
上的第一张黑洞照片。近日，EHT
再度出手，并把目标对准了半人马
座 A 星系的另一个黑洞。 7 月 19
日，研究人员在《自然—天文学》上
发表了研究结果，首次对一个较小
的超大质量黑洞发射的等离子体喷
流进行了高分辨率射电观测。

研究人员表示，EHT 获取的黑
洞最新图像有助于了解这些星系中
心如何将大量物质注入到强大光束
中，并将它们发射到数千光年之外
的太空中。这些图像也支持了基于
广义相对论的预测，表明黑洞在很
大的质量范围内行为相似。

英国爱丁堡大学天文学家 Phil⁃
ip Best 表示：“与之前的喷流图像相
比 ，EHT 新 图 像 的 分 辨 率 是 惊 人
的。”

EHT在 2017年的观测活动中探
测了半人马座 A。半人马座 A 距地
球约 1300 万光年，是离地球最近的
星系之一。它有明显的喷流，在星
系盘的上下喷射着物质，这是一个
活跃的巨型黑洞的标志。

论文通讯作者、德国马普学会
电天文研究所的Michael Janssen 说：

“我们想看看在 EHT 的分辨率下喷
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知道会发
生什么。”

EHT 获取了半人马座 A 超大质
量黑洞附近的喷流如何产生的详细
图像，研究人员观察到，喷流的整体
结构与性质和M87高度相似。

其他望远镜在不同波长拍摄到
的半人马座A的喷流图像没有显示
出多少细节，但EHT的图像显示，喷
流的中心是黑色的，边缘是两条明
亮的平行条纹。研究人员表示，喷
流的边缘之所以看起来很亮，是因

为它的外部区域与周围的气体和尘
埃摩擦，导致它们发光。

天体物理学家还不完全明白星
系核是如何驱动这些异常强大喷流
的。一种理论认为，吸积盘即物质
螺旋进入黑洞的漩涡，会产生一个
磁场，将一些物质引导到喷流中。
也有理论认为，这个磁场必须利用
黑洞自身的旋转能量才能获得如此
巨大的能量。

对半人马座 A 的新观察并没有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但 提 供 了 线 索 。
Janssen表示，这些图像显示，喷流平
行的边缘在靠近黑洞的地方变成了
一个锥状。“这个锥体的底部仍然很
宽，这可能表明它来自于吸积盘，但
还有待观察。”他说。

美国圣约翰学院理论天体物理
学家 Jim Beall 认为，此问题可能没
有单一的答案。“黑洞的自旋拖拽着
陨落物质最内层的稳定轨道，这反
过来又影响了吸积盘的形状和喷流
的动力，这是一种共生关系。”他表
示，EHT把我们带到了吸积盘附近，
结果非常漂亮。

（据《中国科学报》）

第二张黑洞写真来了

（本组稿件均据《北京日报》）

“超级老人”
记忆能力堪比年轻人

当今世界，一些上了年纪的
老人依旧拥有与 25岁左右年轻人
一样的记忆能力。这让人很不可
思议。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麻
省总医院科研人员从事的一项独
一无二的新成像研究，把学习新
信息的“超级老人”大脑与年轻人
大脑进行比较，结果是老年人完
成了同样任务。

研究人员称，通过核磁共振
成像技术，发现“超级老人”大脑
显示出与年轻人一样的神经活

动，这在负责面部和物体识别的
“梭状回”和与认知、记忆等有重
要关系的“海马旁回”两个方面特
别明显。这一大脑活动与在 25岁
人群中检测到的是一样的。“超级
老人”避免了普通老年人常见的
脑萎缩现象。

研究人员的一项临床试验正
在进行之中，即扫描大脑时测试
有针对性的非侵入式电磁刺激，
看能否激活大脑某些部分，改善
老年人的记忆。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
究组织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机构研
究人员开发出一种DNA检测新技
术，可测定鱼类的年龄，以此改善
对野生鱼类种群的管理。

研究人员介绍，传统上硬骨鱼
类年龄一般通过测量耳石等钙化
结构的增量来确定，然而摘取耳石
会造成鱼类死亡，该方法对于受威
胁鱼类物种并不可取。为此，他们
开发出一种分子水平的鱼类年龄
测定新方法，不仅快捷经济，而且
不会导致鱼类死亡。

根据先前已在斑马鱼基因组
中发现的与年龄相关的DNA甲基
化位点，研究人员测定了澳洲肺鱼
等3种濒危淡水鱼类的年龄。研究
人员利用已知年龄的鱼类个体校
准发现，与斑马鱼年龄相关的DNA
甲基化位点同样可以准确测定澳
洲肺鱼等鱼类年龄。

研究人员表示，了解鱼类年龄
对于物种保护非常重要，有助于了
解鱼类生长繁殖情况，制定可持续
捕捞方式，以及确定物种是否面临
灭绝风险等。

DNA“测龄”
有利于鱼类种群管理

自动驾驶面临的诸多挑战

自动驾驶或将对未来交通和社会
形态产生革命性影响，因此在全球范围
内都是被关注的焦点。那么，什么是自
动驾驶汽车呢？从广义上来说，具备驾
驶辅助功能的汽车都可以称之为“自动
驾驶汽车”或者“智能网联汽车”。按照
国际通用标准，根据智能化程度的不
同，自动驾驶汽车可以被分为 5 个等
级：L1-辅助驾驶、L2-部分自动驾驶、
L3-有条件自动驾驶、L4-高度自动驾
驶、L5-完全自动驾驶（无人驾驶）。

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SAE）对
于L2级的定义是：“在特定的设计运行
范围内，自动驾驶系统持续执行横向和
纵向运动控制的动态驾驶任务，驾驶员
执行失效应对和监视自动驾驶系统。”
自动驾驶系统驾驶车辆，但是对于车辆
周边的环境监控和出现情况后对于车
辆的接管都是驾驶员。简单来说就是，
行驶过程中车辆能同时自主控制方向
（横向）和加速、制动（纵向）的话，就符
合L2级别的自动驾驶。但是整个行驶
过程中，驾驶员必须要专注并实时监控
周围的环境情况，并随时准备接管车
辆。从全球范围来看，L1和 L2级别的
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实现了大规模量产，
如我们通常见到的自适应巡航（ACC）、
车道保持（LKA）、自动刹车辅助（AEB）
等功能就属于这个级别的自动驾驶功
能，该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已经可以实现
解放我们的双手或者双脚，但驾驶员必
须保持注意，随时可能需要接管车辆。
包括这几年最为热门的特斯拉自动驾
驶系统，也是 L2 级的自动驾驶功能。
从这个角度说，自动驾驶离我们并不
远，它一直在我们身边。

自动驾驶涉及极为复杂的多产业
融合，除了传统整车制造以外，还涉及
大量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数据物联
网等，由于传统厂商难以短时间内形成
相关技术研发能力，因此这给予了行业
外相关技术企业进入这一巨大新兴市
场的绝佳机会。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着
手开发自动驾驶算法以及针对特定或
通用场景的整套系统解决方案；而互联
网企业基于其在数据、资金行业所拥有
强大综合实力，希望为未来出行领域开
发L4、L5平台级自动驾驶系统；传统厂
商 OEMs、Tier1s 也看到了自动驾驶巨
大的商业机会，除通过开发 ADAS 模
块，使其现有产品逐渐获得L1-L3级自
动驾驶能力以外，其也通过自建、整体
收购的形式组建自己的自动驾驶研发
团队，目标是开发适应未来的自动驾驶
产品。

各大汽车强国也都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准备迎接自动驾驶时代的到来。
美国交通部在2020年1月公布的《自动
驾驶汽车4.0》中，明确提出将确保美国
在自动驾驶领域的领先地位，聚焦于使
监管政策跟上产业发展步伐，致力于推
动企业创新，提升公众对自动驾驶车辆
的认知与信任。欧盟委员会发布《通往

自动化出行之路：欧盟未来出行战略》，
提出到 2030 年将会普及完全自动驾
驶。日本内阁府与日本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的相关报告中提出，2025年将在
国道和地方道路实现自动驾驶。

近些年，中国汽车企业在自动驾驶
领域积极探索前进，在自动驾驶感知、
决策及控制等技术方面都实现了突
破。不少地方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加
快自动驾驶汽车从道路测试、示范园区
到相关产业发展。例如，江苏省于
2019 年 6 月发布《江苏省推进车联网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1年）》，到2025年，建设成为
全国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重点产业
集聚区，用户渗透率达 60%以上，L4级
智能车辆在特定领域开始试运行。

公众所谈论的自动驾驶往往指L3
及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国家工
信部公示标准中将 L3定性为“限定条
件下的自动化”：在自动驾驶系统所规
定的运行条件下，车辆本身就能完成转
向和加减速，以及路况探测和反应的任
务；一些条件下司机可以将驾驶权完全
交由自动驾驶车辆，但在必要时需要进
行接管。换言之，在 L3级自动驾驶状
态下，驾驶员不光可以“脱手”“脱脚”，
还可以“脱眼”，即不用时刻监管车辆，
只需保持能动态接管驾驶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L3是自动驾驶
系统的一个分水岭，前面是以驾驶员为
责任主体，机器为辅助；后面是机器为
责任主体，驾驶员逐渐脱离驾驶任务。

由于L3级自动驾驶存在驾驶员和
自动驾驶系统之间的控制权限切换，导
致安全责任较难区分清楚，因此各大企
业对于 L3级自动驾驶的态度不一，既
有坚定发展的，也有质疑观望的，更有
明确不发展的。

奥迪A8是全球第一款搭载量产L3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车型，其装配的拥堵
自 动 驾 驶（TJP）功 能 ，可 以 在 低 于
60km/h 车速、满足一定要求的道路条
件下，实现驾驶员完全脱离车辆操控。
遗憾的是，由于技术成熟度不够，以及
很多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这一功能很
少交付到客户手中。

L4级自动驾驶系统可实现在特定
区域内对车辆操作的完全接管，系统需
要实现对周围障碍物的感知、车辆定位
以及路径规划等，实现这些功能需要构
建感知层、决策层、执行层这三个层面
的技术架构，这三个技术层级分别代表
着L4自动驾驶系统的“眼”和“耳”，“大
脑”以及“手脚”。

基于当前技术发展情况，我们这里
主要讨论车辆内部所采用的一些传感
器和计算单元，也就是自动驾驶的“眼”
和“耳”，还有“大脑”。除了汽车本身的
传感器和处理器外，系统通过与外部车
辆、设施进行信息交互，以及在高精度
地图等辅助下可以获得更好的环境感
知能力。L4级别自动驾驶汽车目前处
于测试、示范，以及在限定场景下应用
的状态。谷歌Waymo目前已经开始在
美国亚利桑那州提供不带安全员的真
正“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但仍属于在
限定区域、限定人群的小范围测试。通
用 Cruise也已经在美国旧金山开展了
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测试运营，我国的北
京、上海、苏州等多地，也在开展自动驾
驶出租车等L4级自动驾驶汽车的示范
运营。国外的博世、法雷奥，国内的
Momenta等企业推出的自动代客泊车
（AVP）功能，能够实现在停车场内部的

完全自动驾驶，也属于限定区域的 L4
级自动驾驶功能。

受限于数据量、技术等因素制约，
目前L4自动驾驶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
在封闭园区或点到点固定线路的物流
运输作业上，譬如一些限定场景如港口
运输、矿山运输、园区摆渡、低速物流、
环卫清扫等。

由于降低人力成本的需求驱动以
及应用场景相对简单，商用车会成为
L4自动驾驶首先落地的平台。随着技
术及配套政策的进一步成熟，L4自动
驾驶最终会进入乘用车平台。传统整
车企业及行业将会产生颠覆性的变革，
产业链结构、自动驾驶场景下的新兴技
术应用和下游应用场景也将发生改变。

而对于终极的不限场景、不限区域
的 L5级完全自动驾驶，目前尚存在于
想象之中。

大家期望的高等级自动驾驶，还是
需要时间去发展和成熟的，其间还存在
着诸多挑战需要去克服。

首先，是技术挑战。高等级自动驾
驶汽车需要应对大量多变的交通场景，
多样化的道路类型、复杂的交通参与
者、极端的气象环境，均会对自动驾驶
的感知、决策、控制系统提出巨大挑
战。同时，由于安全责任转移到了车辆
一方，对自动驾驶系统的可靠性提出了
非常高的要求。现有环境感知、规划决
策与线控执行等技术的成熟度尚不足
以支撑高等级自动驾驶大规模量产应
用。

其次，是标准与法规挑战。工信部
于2021年4月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生
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指南（试行）》征
求意见稿，作为最新的国家级政策，对
于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监管、测试环节
等做出了规定。但整体而言，我国自动
驾驶汽车相关标准尚处于建设初期，标
准体系与核心产品标准并不健全，难以
满足自动驾驶汽车快速发展的需求。
相关法律法规尚未针对自动驾驶汽车
做出调整，《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法》

《保险法》等都不涉及自动驾驶方面的
内容，《网络安全法》《测绘法》《标准化
法》等都存在不适应自动驾驶技术产业
化的规定。

再次，是基础设施挑战。自动驾驶
不仅涉及汽车产品本身，还需要车、网、
路、云一体化协同发展，需要建设智能
化道路、无线通信网络、高精度位置服
务等各种基础设施。尽管我国交通基

础设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世界范
围内也属于领先水平，但是交通基础设
施的发展面临投资周期长、投资额度大
等问题，影响了建设进度。

此外，自动驾驶还面临着商业模式
挑战、社会接受度等的挑战。

从商业模式来说，自动驾驶赖以生
存的商业模式还不太清晰。由于高等
级自动驾驶汽车需要增加较高的额外
成本，因此目前比较热门的自动驾驶出
租车、自动驾驶物流货运等运营服务，
是否真的能实现商业盈利，尚存在一定
质疑。此外，如高精度地图数据采集与
应用、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场地建设与运
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等，都存
在商业模式不明确的问题。

从社会接受度来说，社会对自动驾
驶汽车的接受度需要检验。高等级自
动驾驶汽车的大规模应用将会带来深
刻的社会结构改变，传统由人控制的交
通系统变为由机器控制，由此产生的伦
理道德问题、社会安全问题、失业问题
等将长期伴随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需
要寻找有效的办法给予解决。例如当
自动驾驶汽车出现交通事故时，如何判
断责任主体，到底是坐在车里的人还是
汽车本身？再者当自动驾驶汽车在面
临紧急情况时来不及避让，在撞人还是
撞物上如何抉择？这些问题都值得去
思考。

最后，发展自动驾驶汽车还必须关
注其对国家战略安全的影响。自动驾
驶汽车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信息采集
装置，在自动驾驶过程中，地理信息、车
辆信息、乘车人员等信息都会被采集记
录，其中很多信息会被上传至云端保
存。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规范，很多敏
感的信息外泄可能会造成国家战略安
全问题。如果信息安全防护缺失，车辆
数据可能发生泄露，或者更严重的被远
程操控，造成难以控制的严重安全隐
患。近期，国家密集出台汽车数据安全
方面的政策法规，就是看到了这一潜在
的风险点。

自动驾驶是当前汽车产业发展的
焦点方向，也是全社会都关注的热点
领域。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将会极大
地提升交通安全、提高交通效率、降低
能耗与排放，深刻改变我们未来的交
通模式与社会模式。但自动驾驶的发
展不会一蹴而就，自动驾驶就像一棵
小树苗，其成长受到土壤、水分、光照
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
心和包容心去呵护。我们有理由相
信，待其吸收好养分，扎根于深土，它
必将向阳而上！

（据《光明日报》）

自动驾驶的全球性热潮

略显尴尬的L3，限定应用的L4，
幻想中的L5

图片来源：IC Photo

与新知科技

77新知2021年7月23日 星期五

编委：王晓茹 编辑：李霞 阿荣娜

美编：张藜 校对：阿荣娜 一读：李慧峰

图片来源：IC Photo

人机对话将融入智慧生活

自动驾驶，离我们还有多远
与发现探索

而随着对话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逐
渐成熟，生态体系的扩大、技术的提升、
应用场景的拓宽，市场的参与者从原来
的微软、IBM、科大讯飞扩展到更多的
互联网公司以及新兴的人工智能公
司。近日，技术研究与咨询机构Gartner
发布《竞争格局报告：对话式AI平台》，
报告显示，百度成为在对话式人工智能
领域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百度对话式 AI 平台 UNIT 自 2017
年发布以来，根据各领域的场景需求，
面向客服、车载、家居等场景建设场景
方案，以降低智能对话应用的准入门槛
与开发成本。

从当前市场发展的趋势来看，对话

式AI平台会越来越复杂，支持多应用
场景、多领域和多行业的要求。而技术
的升级也加速了产品的更新迭代，消费
者用户体验的不断提升，进一步加速了
对话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良好的
市场环境为对话式人工智能，为企业、
消费者、政府服务部门等都带来了机
遇。

百度对话式AI平台的优势在于其
通过引入其自研的知识增强的持续学
习语义理解技术ERNIE、大规模开放域
对话生成技术 PLATO等先进技术，在
持续降低智能对话应用门槛、提升智能
对话应用效果上有着显著的成果，同时
也在根据相应技术的升级，不断优化使

用体验、革新对话产品，让各行业运用
智能对话“如呼吸般自然”。

在对话式人工智能平台的应用方
面，客服场景是客户兴趣度最高的领
域。对话式AI平台的优势在于通过全
栈的AI能力、联络中心以及百度智能
云的协同，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智能客
服解决方案。百度智能客服为企业提
供了智能对话、智能知识库、运营工具
和行业模型在内的全栈式的解决方案，
覆盖金融、能源、运营商、交通等多个行
业的客户。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数字化转
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话
式人工智能市场的迅速发展，将在企业
提升运营管理效率、降低成本，消费者
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凸显价值。基于
语音识别和语义理解技术的对话式人
工智能，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对话模
型。未来，人与机器、人与设备的交谈
将成为生活中的常态。

IDC 的报告预计，到 2024 年中国

对话式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 15.6
亿美元，2020—2024 年年复合增长率
为 31%。作为一项可以贯穿各行各业
的技术，对话式 AI 技术应用，有望赋
能更多企业进行智慧升级，优化用户
交互体验，为运营生产活动提供更多
助力。

（据《科普时报》）

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成为我们身边
日益热门的话题。据统计，2020年我
国 L2 级自动驾驶系统在乘用车上的
新车装车率已经达到15%。全国各地
都在积极推进自动驾驶汽车的落地应
用，深圳已经出台政策给高等级自动
驾驶汽车（L3 级及以上）发放正式牌
照，支持开展商业运营，支持取消安全
员、完全无人化。但同时，自动驾驶引
发的安全问题也经常跃入公众视野，
显然，它还并不那么让人放心——

图片来源：IC Pho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