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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步自动驾驶汽车撞人，自动驾驶该“减速”吗
产业进入短暂休整期，有专家认为自动驾驶仍没有成熟到可以上路的状态

在这个社交媒体已渗入我们生活的年代，
用户数据价值不断凸显。在近来不断发酵的脸
书平台用户数据泄露丑闻中，一家名为“剑桥分
析”的公司被媒体曝光以不正当方式获取了超
过 5000 万脸书用户的数据，媒体还称其将这些
数据用于美国选举活动。

这一丑闻说明，尽管许多人还没开始在意
自己在网上的个人数据，但这些数据都存在被
滥用的隐忧。数据本身没有道德可言，如何使用
它却是对商业机构道德以及有关监管机构的考
验。

承认“犯了错误”

脸书用户信息泄露的消息传出后，脸书公
司股价大幅下跌。美国和英国的监管机构都表
示准备对脸书公司和剑桥分析公司展开调查。
目前脸书已关闭剑桥分析公司及其母公司“战
略传播实验室”公司在脸书平台上的接口，并全
平台封停它们的账号。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
一份声明中承认，公司在此事上“犯了错误”，他
承诺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相关问题，未来
会加强对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

另一方面，剑桥分析公司虽然在公开声明
中否认有关它滥用脸书数据的指控，但在媒体
不断曝光之下，公司声誉跌至谷底。剑桥分析公
司已宣布暂停其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
的职务并进行调查。

剑桥分析公司这几年一直活跃在大小选举
和公投活动中，公司宣传自己的“数据驱动”竞
选宣传策略能帮助客户赢得选举。该公司官网
的宣传页就放上了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的画面，
网页上还写着：“我们是数据驱动竞选宣传方面

的全球领先者，在这方面拥有超过 25 年的经
验，在 5 大洲服务了超过 100 个竞选活动。”

数据如何驱动

目前曝光的信息称，剑桥分析公司从一家
名为“全球科学研究”的公司手里购买了大量脸
书用户数据，这些不知情的用户中很大一部分
是美国选民。“全球科学研究”公司由剑桥大学
心理学讲师亚历山大·科根运营。

剑桥分析公司可以利用这些包含用户喜好
等信息的数据建立一个算法模型，分析不同用
户群体的性格特征，而这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
投票选择。

借助这套工具，竞选团队能更准确识别哪
些选民还处在“摇摆中”，然后根据他们的观点
和喜好制作针对性的宣传信息，并精准推送给
他们，因为这些信息投其所好，可增加选民对特
定候选人的好感。

尼克斯在此前的公开演讲中说，信息传播
正发生根本变化，地毯式广告宣传正被数据驱
动的个性化广告宣传所取代。

剑桥大学心理测量中心研究主任孙鲁宁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大数据样本可以保证
更高的可信度和更小的偏差，结合最新的机器
学习等算法我们就可以对人类行为做出更为准
确的评估与预测。”

本次丑闻中的一个争议点在于相关数据获
取是否合法？剑桥分析公司称，他们与“全球科
学研究”公司的合约明确规定，科根必须在获得
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开始收集这些用户数据。但
脸书公司说，早前已发现剑桥分析公司获取了
这些数据并要求后者把它们删除，事件曝光后
科根的脸书账号也已被封停。剑桥分析公司则
说，当时已按要求删除数据，并且没有将它们用
于特朗普团队的竞选活动中。

据孙鲁宁介绍，在商业活动中，公司拥有较
大的自由，可以通过相互交换用户数据以获取

更大的利润。对用户来说，隐私条款往往隐藏在
冗长的协议文件中，因而常常被忽略。“我认为，
使用‘脸书’等社交媒体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所有
隐私权利。”

研究还是牟利

科根之所以能接触到大量的脸书用户数
据，主要是因为他当初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开展
一个心理学方面的项目。这也引起外界对他学
术操守的质疑。剑桥大学表示，尽管科根目前
没有被暂停在大学中的职务，但大学已要求脸
书提供有关科根涉及这起数据泄露事件的证
据。

早前一些媒体报道称，科根的研究方法可
能源自剑桥大学心理测量中心相关科研项目，
但该中心发表声明否认曾与“战略传播实验室”
或其子公司“剑桥分析”合作过，并表示从没参
与到任何选举或公投等政治活动中。

孙鲁宁说：“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需要严
格遵守关于研究伦理的规章制度。在收集个人
信息时，我们必须事先获得用户的许可，清楚告
知数据收集的范围以及应用目的。”

社交媒体近年来快速发展，为研究人员提
供了更便捷的方式去接触大量用户，让一些创
新性的研究方法成为可能。孙鲁宁说，必须承认
剑桥分析公司的丑闻或多或少会对未来利用社
交媒体开展正常学术及科研工作带来负面影
响，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希望这
次事件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未来社交媒体用户
的数据隐私可以得到有效保护，科学研究可以
在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约束下进行”。

(记者张家伟)新华社伦敦 3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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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北京发放首批自动驾驶车辆路测牌
照。最近一个月，上海、重庆等地相继开放自动
驾驶汽车上路实测……

中国“无人”驾驶汽车的技术成熟吗？离真
正上路还有多远？安全如何保证？围绕这些社会
关注的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

技术成熟吗？

搭载可 360 度扫描的 64 线激光雷达、可探
测 1 5 0 米距离的毫米波雷达 、惯性导航系
统…… 22 日，5 辆百度阿波罗自动驾驶汽车在
北京亦庄首次上路实测。而 3 月 1 日至 15 日，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已经在上海嘉定区
进行了超 30 个小时、500 公里测试。3 月 16
日，重庆宣布支持自动驾驶汽车开展合法“路
测”。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进入路测的汽车，
大多处于半自动驾驶到高度自动驾驶阶段，并
不能完全做到“无人”。“开放道路测试对自动驾
驶技术发展至关重要。”上汽集团前瞻技术研究
部总经理张程说，开放道路是更加自然的交通
环境，有利于搜集实测数据、了解自动驾驶汽车
的不足。

据业内人士介绍，自动驾驶技术可分为 5
级。目前我国部分量产车型加装了 L1 级辅助
驾驶系统，少数高端车型加装了 L2 级半自动
驾驶系统和 L3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L4 级超
高度自动驾驶系统和 L5 级全自动驾驶系统仍
处在研发和实验阶段。

据了解，百度今年将联合金龙客车推出 L4
级自动驾驶微循环巴士“阿波龙”。蔚来汽车创
始人李斌说，计划在 2020 年底前实现 L4 级自
动驾驶。传统车企也争相抢占科技制高点。长安
汽车总裁朱华荣介绍，2018 年将量产 L2 级智
能化车型。力帆实业集团总裁马可说，力争今年
实现 L3 级技术水平。

企业摩拳擦掌的背后，是政策的支持。
2016 年底，工信部、财政部印发的《智能制造发
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将智能网联汽车
作为创新发展重点；进入 2018 年，上海、北京、
重庆等地出台允许自动驾驶汽车路测的相关文
件；雄安新区将打造智能出行城市；重庆将建设
占地 4000 亩的测试示范区……

离真正上路还有多远？

自动驾驶汽车真的快要上路了吗？从各地
路测反馈的信息看，自动驾驶汽车要想上路，还
需跨越技术和法律层面的诸多障碍：

——— 数据积累。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
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需要积累一定数量的数
据库。比如，德国一家公司给软件输入了 1000
多张不同图像的“前方停车标志”，以便汽车即
时识别路标。

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统一道路标识来实
现，比如上海提出推动信号灯标准化，但这一改
造的成本很大。此外，中国道路上的人流量、车
流量很大，路况也更加复杂。

——— 高精度地图研发。长安汽车等企业认
为，目前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最缺的是给车“看”

的高精度地图。百度正在加紧编制北京首批确
定的 33 条、105 公里测试道路的高精度地图。

——— 高可靠、低延时网络。目前 5G 技术距

离商用还有一定距离。

——— 法律及政策支持。马可说，虽然多地出
台了支持路测的细则，但目前的道路交通法律
法规都是在有人驾驶的前提下制定的，如果未
来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真要上路行驶，可能需要
对现有的法规进行修改。

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上路时间表的预计，工
信部等发布的《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称，
2025 年高度和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开始进入市
场。马可认为，传统车企至少还有 10 年以上的
路要走。李斌则看好 2025 年的时间节点。

安全如何保证？

美国打车软件服务运营商优步 3 月 19 日
证实，该公司在亚利桑那州坦佩市进行测试的
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发生车祸，导致一名路人死
亡。这一事件引发人们对“无人”驾驶汽车安全
性的高度关注。

在北京工作的张丽峰说：“虽然有人驾驶汽

车也不是百分百能保证安全，但自动驾驶模式
万一出了事故，如何界定是车企的责任还是人
的责任？”对于测试期间的交通事故，北京明确，
测试单位必须购买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或赔偿保
函。事故按照现行规定处理，并由测试驾驶员承
担相关法律责任。目前，上海的开放道路测试区
周围已经树立了提醒告知的标志，告知其他汽
车驾驶员这段范围是测试路段，避免隐患。

此外，专家建议，应提升道路的智能化水
平，提升汽车路测的安全性。比如，综合路测汽
车的车速、地理位置以及所在路段的限速，可
以判断出是否超速。

从长远来看，驭势科技首席架构师彭进展
认为，“无人”驾驶是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应用
的核心场景，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城市整体交通
运营的综合性问题，包括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和
规划、智能控制等多个领域需同步实现突破。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则认为，应防范“无人”

驾驶汽车被黑客攻击、关键数据被控制而造成
的巨大风险。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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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打车软件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
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在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撞死
行人事件，再次点燃社会各界围绕自动驾驶汽
车安全性的讨论：自动驾驶到底安不安全？尚未
成熟的自动驾驶是否应“减速”前进？

再上风口浪尖

尽管美国科技公司和相关各方都在加快推
进自动驾驶系统的上路计划，但事实上，这起车
祸并非是第一例涉及自动驾驶车辆的交通事
故。

2016 年，美国发生第一例涉及自动驾驶车
辆的交通事故，佛罗里达州一辆特斯拉 S 型电
动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撞车，司机身亡。随后的
多起事故，让自动驾驶安全问题一直处于舆论
的风口浪尖。

优步自动驾驶汽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不同以
往，这不仅是亚利桑那州发生的首例涉及自动
驾驶功能汽车的交通死亡事故，更是首例自动
驾驶汽车导致行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有评论人
士甚至将其称为“可能是最值得记载的汽车撞
人事故”。

坦佩市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中称，车祸发生

时，优步一辆配备自动驾驶技术的沃尔沃汽车
正处于自动驾驶模式。车祸受害者当时推着自
行车过马路，但并未走在人行横道上。事故发生
时，这辆撞倒行人的车辆速度约为每小时 64 公
里。视频录像显示，一辆自行车倒在人行道上，
前轮已扭曲变形。

业内专家认为，如果事故起因是行人突然以
极近距离出现在自动驾驶汽车面前，或因不遵守
交通规则引发，那么以目前的自动驾驶技术很难
避免；如果这一事件发生时，车辆根本没有检测
到夜间行人移动，那么车辆本身的自动驾驶功
能，包括传感器或数据分析等将受到质疑。

技术尚未完美

依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最新公
布的数据，2016 年，约有 3 . 75 万美国人在交通
事故中丧生，平均每天有约 102 人。当年因车祸
死亡的行人有 5987 人。

现有自动驾驶技术已在多个方面优于人类
驾驶，没有驾驶员可能出现的酒驾、嗑药、疲劳、
争吵、注意力不集中、疏忽大意等问题……然
而，自动驾驶也会犯一些人类不会犯的错误。比
如，汽车司机可以通过观察行人理解他们的意

图、想法等，但自动驾驶却不能，所以后者没有
办法预判站在人行道上的行人要过马路。英国
汽车行业专家凯特·卡彭特指出，尽管人工智能
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但仍需时日。

原则上，汽车应始终监控路上行人行为，甚
至预测行人行为，以避免事故发生。但尴尬的
是，目前并没有技术可以阻止车辆撞向突然出
现在车前的行人。“人们通常会认为，如果配备雷
达或激光雷达技术，自动驾驶车辆就会预防这
类事故发生，但他们忽略了有行人忽然出现在
车前时，这类事故依然会难以避免，”卡彭特说。

此外，优步事故发生时方向盘前坐着司机，
南安普敦大学内维尔教授对此指出，先前研究
表明，司机监督自动驾驶，这不是办法。

业界短暂休整

毫无疑问，自动驾驶技术仍在进化，自动驾
驶车辆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开发来确保未来所有
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车祸事故发生后，优步公司已暂停了在亚利
桑那州、匹兹堡、旧金山和多伦多的自动驾驶汽
车测试项目，该公司原计划近期举行的自动驾驶
的媒体宣传活动，因这一事故发生而遭取消；丰

田公司 20 日宣布暂停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计划；
连特斯拉公司股价也因这一事故受到波及……
自动驾驶产业似乎开始进入短暂休整期。

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约翰·麦克德
米德说，悲剧发生令人悲痛，但这一事件“应有
助于引发人们以一种支持的方式，关注对于自
动化系统安全评估体系的需求，而不是阻碍技
术的进步”。

一些科技界人士并不希望自动驾驶技术发
展因为类似交通事故而受到影响。比如特斯拉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就曾反复强调，自动驾
驶开启时比这一系统关闭时更安全，这一技术
每天都在进步。

但一些专家认为，自动驾驶的发展应“减速”
渐进。著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专家诺埃尔·夏基
评论说，自动驾驶仍没有成熟到可以上路的状
态，“谷歌持续十多年测试的经验树立了一个良
好范例，优步、特斯拉等却急于让自动驾驶上路，
然而过多错误将让公众对这项技术产生抵触”。

相似的观点并不少见，IT 专家马丁·托马
斯教授则希望这起事故能使“业界和政策制定
者暂停自动驾驶上路测试项目，直到制定出详
细的各项相关标准”。 (记者郭爽、周舟)

新华社洛杉矶 3 月 21 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
电(记者张春保 、张斌 、林超 、
周楠)惊蛰一过，春耕始忙。在
洞庭湖滨的一座恒温恒湿厂
房内，一粒粒稻种正冒出小
小的嫩芽，焕发着勃勃生机。
从最初的浸种催芽环节开
始，传统落后的耕作方式正
在改变。

记者了解到，随着物联
网、大型插秧机、“有机枕”种植
等一大批高科技和新型种植
技术的推广使用，传统的春耕
方式悄然发生变化，省时省
力、自动化、智能化正成为新
潮流。

“娇贵”栽培，让农

民腰包鼓起来

春耕时节，洞庭湖平原上
一片忙碌景象。“过去是自己
浸种催芽，把种子装在编织
袋里，在水塘里浸泡一天后，
再到室内保温催芽，操作繁
琐、耗费时间长不说，而且成
本较高、成活率相对低。”湖南
省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奎
星村村民说，现在有了专门
农业科技公司负责催芽，不
仅省时省力、成活率高，而且
成本也低。

负责浸种催芽的湖南中亿
现代农业公司就在村子里，配
备了专门的恒温恒湿厂房，配
有专业技术人员，从制种到催
芽到育秧，都可以提供一条龙
服务。

新型种植技术的应用，改
变了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也
让农民腰包富起来。

在陕西杨凌农民马新世的
大棚里，10 来厘米高的西瓜苗
正在茁壮成长，绿油油的煞是
好看。

与其他瓜田不同的是，这
里的瓜种并没有播在地里，而
是着床在地上的“有机枕”里。
“有机枕”外形像枕头，里面填
装的是由多种生态肥料配比而
成的土壤。“‘有机枕’不但包含
有能满足作物生长的所需营
养，而且通过物理隔离，杜绝了
农药残留。”“有机枕”的发明人
马新世说。

“这种长 200 米、宽 20 米、
高七八米的大棚可以放‘有机
枕’5200 个，一个枕两棵瓜苗，
可以结瓜 20 斤。”马新世说，除
掉每枕 5 元的成本和人工费
用，一个大棚多的时候收入在
50 万元左右，两年就可以收回
大棚投资。

智能耕作，突破时空限制

看到福州市区下雨，正在送货的王永源不慌不
忙打开手机 APP，看到远在闽清县的自家农场里降
雨量达到了 44 毫米，打开农场的摄像头，指导家人
挖沟、排水。“原来每天至少往地里跑三趟，刮风下雨
更不敢离开，现在出远门也不怕。”王永源说。

王永源是福建省闽清县白中源凤家庭农场负责
人，他手机里显示的农场信息来自当地农业局支持
的物联网项目：每块地里都安装有感应器，接收器，可
以实时监测农场的温度、湿度、降雨量、光照情况等信
息，还可以根据需要远程操控遮阳板和浇灌设备。

“这套系统还可以记录下全年的数据，到了年
末，我们可以分析气象变化、施肥施药节点和产量的
关系，有利于改进种植技术，实现精准农业。”王永源
说，信息化有助于实现“藏粮于技”，将是中国农业未
来发展的方向。

物联网技术正在发力，智能化、定制化和新农机
描绘出我国未来春耕新图景。

在刚刚闭幕的第十届西部(杨凌)农资苗木交易
会上，陕西农康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展出的新
型拖拉机引起关注。记者看到，展出的 9 种拖拉机与
往常见到的并不太一样，不同的拖拉机适用于不同的
耕种地区，拖拉机后部安装上不同的耕地设备具有不
同的功能，可实现开沟、旋耕、齐垄等多个功用。

“小的拖拉机可以钻进大棚工作，大的拖拉机专
用于大型农田。”陕西农康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的郝涛说，他们还研发出了无人驾驶的拖拉机，适
应特大型农田，极大地节省了人力。

机器换人，种地不再“一身泥”

“过去，1 个人 1 天只能插秧 1 亩地，家里要有几
十亩地就忙不过来。现在有了它，1 天 1 个人可插秧
15 亩，顶过去 15 个人。”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黄坑村
种粮大户雷炳华指着身旁约一人高的插秧机，高兴地
说。2014 年起，雷炳华陆续购置了 4 台大型插秧机，
2017 年实现种植面积达到 2700 亩。有了规模化的支
撑，雷炳华还延长了产业链，创立了“武夷生态园黄坑
大米”品牌，凭借绿色无污染的优势卖出了好价格。

福建省南平市农机总站培训推广科科长余世有
介绍，南平市位于武夷山脉南麓，土地分散，许多山垅
田只能依靠人工插秧。但近年来随着土地不断流转集
中，机器插秧渐渐成为闽北山区农业的一道新风景。

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在省时省力的同时，也大
大改变了过去农民种田“一身泥巴一脸脏”的形象。
在平原地区，随着农业全程机械化实现，耕种者甚至
可以穿着皮鞋种田。

在位于南洞庭湖的湖南省沅江市，种粮大户周
波正在筹划早稻生产的各项事宜。“以前用牛耕地，
一天顶多耕 5 亩，现在用旋耕机，一天可以耕 60
亩。”他说，从育秧、耕田、插秧、打农药、收割到烘干，
可实现全程机械化。

“有了新科技的帮忙，农民种地越来越省事。去年
我们新推广了插秧、施肥同步的一体化插秧机，可以节
省一道人工；不少农民使用了植保无人飞行器，只要预
先设置好，无人机就可以自动喷洒农药。”余世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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