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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围棋不算啥
人工智能还能预测
“歌王”
越来越
“聪明”
的它，
未来还能做什么
商报讯（见习记者 李明）上月，谷歌围棋人工智能 AlphaGo 以 4:1 的
战绩，打败韩国九段棋手李世石。这一结果让不少围棋界人士咋舌，也再
一次把人工智能推上舆论风口。
的确，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已取得不少突破。
4 月 6 日，阿里云科学家团队公布消息：阿里云人工智能程序小 Ai 将
预测《我是歌手》总决赛歌王。该节目总导演洪涛和参赛歌手黄致列都表
示质疑：
“人对音乐的感动，不是机器能测出来的。”然而，阿里云人工智能
首席科学家闵万里却对此信心满满。
且不论预测结果如何，能肯定的是，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对人类的情感
作出预判。那么，
越来越
“聪明”
的人工智能未来还能做些什么？

人工智能也懂音乐？
人们通常把预测判断能力超强的人称为“神算子”，
而如今，人工智能也“觊觎”这个头衔。如果小 Ai 能准确
预测出“歌王”，称其为“神算子”
似乎也不为过。
阿里云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里介绍，小 Ai 主要
基于神经网络、社会计算、情绪感知等原理进行工作。此
前，小 Ai 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学习和训练，并在交通、音乐
黑马等多个领域成功预测。他透露，小 Ai 在之前的《我是
歌手》突围赛中多次实战预测，成绩不俗，对于本次歌王
的预测，应该也不在话下。
为了解开这道谜题，阿里还专门为小 Ai“聘请”了工
程师、科学家、音乐人等多位专业教练，
“ 海补”几百万首
歌，以此提升小 Ai 的音乐品位和鉴赏能力。比如让其自
动学习音频的重要特征，形成对歌曲的多维度评价，不断
训练小 Ai 对音频及受欢迎程度之间的关联性思维；同时，
让小 Ai 从历史赛事和资料中寻找影响比赛结果的变量因
子，训练出一个实时动态模型进行预测，比如歌曲、歌手、
粉丝、现场氛围、网友讨论等维度，让小 Ai 现场实时计算，
最终给出预测排名。
“在小 Ai 眼里，
歌手是无数标签的集合，
从某种意义上
讲，
如果小Ai喜欢李玟，
那一定比粉丝爱得更深。
”
闵万里说。

专业人士都不敢妄猜的歌王
小 Ai 能做到吗？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机器人走进服务业、参加
赛事已屡见不鲜，但是在人类“情感”
预判上还鲜有突破。
要知道，在《我是歌手》决赛过程中，歌手的现场演
唱、听众的感知以及粉丝效应都是影响最终结果的因素，
专业评委尚且不敢断言，人工智能程序能做到吗？
闵万里表示，小 Ai 挑战歌王预测，是人工智能在音乐
和赛事领域的全新尝试。他举例说，
“ 智能机器人下围
棋，是对明确规则的深度搜索，而歌王预测是对无明确规
则的广度搜索。”
而在南江机器人总经理章逸丰看来，
这更倾向于是人
工智能的一次应用和表演，
谈不上突破。
“理论上说，
只要把
所有能影响比赛的因素都作为参数，
放到一个理想学习的
模型中，
就可以预测任何事情，
但目前来看，
实际操作还有
一定难度。人工智能要保证一定预测成功是不可能的，
只
能说有一定的概率。未来人工智能判断成功的概率会越
来越高，
达到甚至超过最有经验的人类的水平。
”
他说。

人工智能未来还能做些什么？
不久前，有消息称，国外某技术团队开发出一款人工

智能程序，能自动识别黑白照片中的景物，并还原色彩，
还原度跟原片十分接近。
人工智能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强大，在我们生活中，人
工智能应用其实并不鲜见。手机 App 中的智能推荐、工
厂的大数据分析、物流的选址和路径规划等等，都用到了
人工智能技术。它常常以“隐藏者”的身份存在，人们很
难感知到它。
“而人们早已习惯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便利。随着
数据的指数级增长，计算能力、智能算法的快速演进，人
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推广非常快速。它可以应用于
各种行业，比如，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机器人领域，以提高
机器人的智能型。”南江机器人总经理章逸丰说。
在章逸丰看来，
如果机器人本身的感知能力和运动控
制能力跟不上，
那也是不行的。从这一角度而言，
人工智能
作为一项技术，
其发展可以很好地推动其载体的发展，
而机
器人是绝好的人工智能载体，
所以我们相信，
在接下来的生
活生产中，
机器人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给人们更多
“福利”
。
“围棋、图像识别等案例，引发了大家对于人工智能
的关注，这些应用只是人工智能的展现载体，能让人直观
地接触到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当然，这也恰巧体现了人工
智能的优势和潜力，未来，它定会给人一种超出预期的惊
喜。”
章逸丰说。

在家发豆芽、榨菜油都不稀奇
将来家庭主妇可以实现在家自酿啤酒
业内人士：
智能小家电使用频率较低未必有市场前景
商报讯（记者 卢莎莎）近日，美国的一个众筹网
站上推出一款家用啤酒酿造机。消费者只需要往啤酒
酿造机中投入酿造材料，等上一段时间，便可喝到自己
酿制的啤酒。
不单是啤酒，菜油、豆芽、豆腐、果冻、棉花糖等食
品已经可以通过智能厨房小家电，自己在家动手做出
来。然而，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智能厨房小家电使用频
率低，不看好销量。

商家打出食品安全牌
家用豆芽机、榨油机网上卖得火
家住萧山的张小姐最近买了一台家用豆芽机，她
告诉记者：
“ 自己在家里发豆芽感觉比外面买的要放
心，而且机器会自动催芽，
十分便捷。
”
众筹网站上推的这款家用啤酒酿造机在酿造过程
中会自动捣碎、杀菌、发酵。啤酒机还能传送数据到手
机软件上，消费者可通过手机软件查看啤酒的酿造情
况，包括温度、酿制阶段和时间等。甚至连啤酒的口
味、苦度、酒精含量等信息也会在软件中显示出来。
豆芽机、榨油机、酸奶机都打出“无添加”
“新鲜健
康”等口号作为卖点。商家打出食品安全牌，大力推销
这些智能厨房小家电，有些在网络上卖得十分红火。
在淘宝网上输入
“家用豆芽机”
，
跳出7534件商品，
价
格都在一两百元左右。其中销量最好的一款标价 51.9
元，
最近30天售出17500多台。输入
“家用榨油机”
，
跳出
4109 件商品，价格在一两千元。销量最好的一款标价

1198 元，
最近 30 天售出近 200 台。除淘宝外，
苏宁易购、
国美在线上也有不少家用豆芽机、
榨油机在售。

业内人士不看好使用低频的家电销量
除螨机、
咖啡机、
原汁机等销量大增
记者咨询了杭城多家家电卖场相关人员，均答复
没有家用榨油机，豆芽机也较少。苏宁卖场小家电部
门负责人季金金告诉记者：
“卖场里主要销售的是中高
端线路、智能型的小家电，智能电饭煲、扫地机器人、豆
浆机、微波炉、烤箱等。”
“国内的智能厨房小家电也正朝着普及化、时尚快
捷、创新节能的方向发展。”季金金表示，比如扫地机，
现在都有记忆路线功能，对清扫过的地方会进行记忆，
在第二次清扫时不会重复。
季金金说：
“家用榨油机、爆米花机、棉花糖机家庭
主妇买的多，可以增加生活乐趣，体验田园生活，然而
这种厨房小家电并不是主流，使用频率较低。因此在
网上销售较多，卖场里一般不太引进。
”
“榨油机、豆芽机这些小家电虽然越来越智能，但
并不是非常实用，使用频率比较低。啤酒酿造机可能
也是一种低频使用的小家电，毕竟自己在家酿造的啤
酒口感可能会与传统啤酒口感存在差距。我认为将来
家用啤酒酿造机的销量可能不会特别高。”季金金表
示，这两年除螨机、咖啡机、原汁机等实用型的家庭智
能小家电销量大幅增加，这也跟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
品质的提升密不可分。

本周蔬菜和鸡蛋
价格有所下降
商报讯（实习生 杨燕松 记者 郑炜）据杭州市商务
委员会（杭州市粮食局）市场监测统计，与上周相比，本
周蔬菜和鸡蛋的价格以下跌为主，
猪肉零售价上涨。
猪肉供应量稳中略增。本周市区猪肉日均供应量
7247 头，与上期相比增加 3.54%，生猪到杭价日均 20.31
元/公斤，与上周相比上涨 0.92%；白肉批发价日均 25.57
元/公 斤 ，与 上 周 相 比 下 跌 0.67% 。 本 周 条 肉 零 售 价
33.43 元/公斤、腿肉 30.78 元/公斤、全精肉 35.13 元/公
斤，与上周相比，分别上涨 1.06%、0.2%和 0.29%。预计下
周猪肉供应量高位稳定，价格坚挺。
蔬菜成交量回落，价格以下跌为主。本周蔬菜日均
交易量 2336 吨，与上周相比减少 7.06%。本周青菜零售
价 7.5 元/公斤、大白菜 5.55 元/公斤、包心菜 7.44 元/公
斤 ，与 上 周 相 比 ，分 别 下 跌 2.72% 、下 跌 3.65% 、上 涨
3.91%。预计下周蔬菜上市交易量稳定，价格或有小幅
反弹。
普通鸡蛋价格继续下降。本周普通鸡蛋零售价每
公斤 10.89 元，与上周相比下跌 1.36%。
家常水产品的价格略有波动，鲫鱼零售价 21.3 元/
公斤，草鱼 16.03 元/公斤，鳊鱼 19.84 元/公斤，包头鱼
17.28 元/公 斤 ，与 上 周 相 比 ，分 别 上 涨 0.76% 、下 跌
0.37%、上涨 0.86%和下跌 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