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力波的发现对于人类探索宇
宙的奥秘有什么帮助？昨日，引力波
发现者之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
理学教授陈雁北在接受成都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探测引力波灵
敏度的提高，人类就会了解星系形
成的过程。

“水波在某一个地方有搅动，它
会随着时间传播到远处，引力也是
这样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也预言了，
这个就是引力波。”谈到目前观测到
的引力波，他介绍，现在还不能观测
到更低频率的引力波，“主要原因是
探测仪器的灵敏度还比较低，在提
高探测设备灵敏度方面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下一步的研究有两个方面”，
他表示，一方面，通过提高探测灵
敏度，对黑洞碰撞的波形进行更多
的研究，“实际上，黑洞碰撞的过
程，在不同的部分相对应的是两个
黑洞在不同距离，会产生不同的物
理现象，如果能更清楚地看到波
形，对黑洞附近的时空几何会有更
进一步的了解，对于研究相对论中
不同的现象、不同的效应都有很
大帮助，比如说黑洞世界附近的
物理效应，黑洞旋转的物理效应，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在现在的灵
敏度下是看不到的，所以还是要
进一步提高灵敏度，更精确地探
索黑洞附近的时空几何，“这属于
基础物理范畴”。

他表示另一个方面是天文方面
的，“目前只看到了两对双黑洞，以
后通过提高探测的灵敏度，就会看
到更多对双黑洞，然后根据黑洞的
质量、旋转的分布，来探索黑洞形成
的过程，那对于研究宇宙中星体的
演化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要
测量频率更低的引力波，未来我们
计划在空间中测量引力波，这样可
以测量 0.1 赫兹到 1 赫兹这种更低
频段的引力波。想要观测星系中心
的超大质量黑洞就要用空间探测引
力波，因为星系碰撞过后，星系中心
的黑洞也可能产生碰撞，黑洞碰撞
的过程也可以被空间探测器捕捉，
如果可以探测到星系中间黑洞的碰
撞，这对我们了解星系形成的过程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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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未来的

成都之问
他们眼中 全球未来的顶尖科技是什么？

昨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成都
市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未来科技论坛在成都
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从事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方面的科学家与
我国两院院士、著名科研院所负责人、各学科
带头人等300余位科学家一道纵论前沿科学
技术的未来产业发展机遇与变革，探讨前沿
科技与四川实践的对接探索。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
二、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瑟·麦
克唐纳、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美国加州理
工学院教授陈雁北……在这场科技盛宴上，
演讲嘉宾人人如雷贯耳。引力波、暗物质、人
工智能、新光源、精准医疗……在这场科技盛
宴上，演讲主题个个全球前沿。

未来十年，
制造业的无人
化、机器人化是
在世界抢占发言
权的最好机会。

——朱品朝

“我认为，未来十年，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
科学技术将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中村修二
说。如今，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已经在人们的生活
中被广泛运用。可以预期的是，这个领域的科学技
术还将进一步深入。比如“互联网＋”，就是指“互
联网+各个行业”，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
平台，让互联网与其他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
的发展生态，这将对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产
生重大影响。

网络时代，几乎所有创新都离不开互联
网技术。邬贺铨也不例外，不过，在他看来，最
好的机遇在“新一代”。

互联网领域，“摩尔定律”是技术发展的
写照——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
能将提升一倍。这在邬贺铨看来，是社会发展
和产业升级的难得机遇。

“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
在面临新一代技术的换代，早几年开始的数字
化、平板化电视的时代，随后是移动互联网时

代，现在进入了云计算时代、物联网时代，通信
技术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邬贺铨举例说
明“摩尔定律”的效应，“36年CPU的速度提高
了100万倍，如果汽车的价格能够跟硬盘一样
地下降，今天一部汽车也就0.01美元。”

新一代信息技术涉及IT信息技术、信息
产品、数据技术等领域，中国潜力很大，比如
集成电路，“中国市场 80%是进口的，连续多
年，我们国家集成电路的进口额占海关进口
的14%，未来后摩尔时代怎么降低功效，新结

构和新材料是关键。”
“物联网也是互联网的发展，目前物联网

的应用主要使用WIFI和蓝牙技术，但只适用
小范围，而且所收集的数据都要先传到手机
上，数据准确率很低，耗电量极大，而智慧城
市等应用需要广域物联网。”邬贺铨说，大数
据、智能化、云计算与物联网的结合代表了信
息技术发展新阶段的时代特征，“新一代信息
技术对于我国产业发展既是难得的机遇，也
是严峻挑战。”

丁洪认为超导难题的解决或将对人们
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他说，超导的基础理
论是对人类智慧的巨大挑战。很多物理学
家，包括爱因斯坦都尝试着寻找超导的运
行规律，但是都失败了，后来有科学家解决
了部分问题，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超
导，仍然没有科学家能回答。“是什么造就
了超导，仍然是物理界的皇冠上的一个悬
而未决的明珠。”

他介绍说，几乎每一次关于超导的发现
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它有很多的运用，通过
大电流可以产生强磁场，比如可以做核磁共
振，还有精密仪器等等。“我们如果憧憬一下
在未来，在室温下使用超导成为现实，就是
悬浮起来。在电影《阿凡达》里，悬浮的山脉
就是一个例子。”他说，以超导为代表的量子
科学，将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下个十年，哪项技术会真正影响世界、
改变生活？丁汉的答案是智能制造，尤其是
机器人技术。“机器人研究正成为全球高科
技竞争的新的生长点，也可以产生巨大的
经济效益。”

“刷脸”代替安保人员、阿尔法狗打败
围棋大师……丁汉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赢
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拐点，它正以巨大人气
吸引全世界的关注。但是，多数的关注只是

“看热闹”，追捧趣味性，并没有看到它背后
携带的发展机遇。

“人工智能的载体是产品，不断地推出
创新产品，让市场去检验，才能带动行业发
展。”丁汉说，未来机器人将会在工业和服
务业全方面地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工业机
器人既是能工巧匠，完成大型曲面加工，又
是吃苦耐劳的好手，代替人类在高危有毒
的环境里工作。“据我所知，四川五粮液酒
厂的酒糟间，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人来工作，
因为机器人能完全适应这种高温环境。”

另一类服务机器人发展空间也很巨大。
丁汉对未来机器人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
它将为我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提供有效的
解决方式，或者成为“医生”帮助残疾人复
健，“走进人的生活，有交往和陪伴的功能，
这将是机器人未来发展最大的特点。”

说起人工智能，苏中更愿意把它与工
业革命相对比，并认为，它会在现今时代，
掀起一场产业革命。“工业革命是把人类的
体力劳动让给机器去做，新的产业革命会
把人类的智力劳动让给人工智能。”苏中
说，很多人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达会使科
幻片的场景成真，便开始畏惧人工智能，害
怕人类被机器替代。他并不认同这种想法，
替代只是社会结构的更替和升级，会让社
会有更好的发展。

“发明蒸汽机的人确实让农民失业或
者进入城市，但完成了社会的城市化、工业
化转型，让低端的、重复性工作被机器取
代，说不定我们以后的生活可以从城市回
归田园。”

健康是每个人都关心的大问题。未来，
在医疗领域有哪些科技会为我们的健康带
来突破性变革？姬建新认为，在未来20年，
精准医疗将会为肿瘤等重大疾病治疗带来
新的突破。

在姬建新看来，精准医疗包括精准诊
断和精准用药。在论坛上“生命科学的探索
与实践”的科学对话环节，姬建新表示，目
前的精准医疗主要针对的是遗传疾病，而
其他重大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
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这说明精准医疗是
人类健康的美好蓝图”，但要获得成功，生
命科学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过
去认为一个基因的问题导致一个疾病，今
天看来在很多复杂疾病方面不是这样的，
人的生命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目前的理
解，从这个角度讲，生命科学还需要更大更
深的耕耘”。目前，很多机构侧重于精准诊
断的研究，但精准诊断后如何精准干预，就
是精准的药物开发，“过去是病灶分型，现
在我们强调研究分子分型，在某种特征下
专门为这样的一类人开发适合的药物，我
想在这样的概念指导下的药物开发是未来
药物开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场。”

未来世界的科技爆发力在哪里？徐济
铭看好医疗大数据。

“医疗大数据有几个点，比如你的数据
是不是存在，构成是什么，是不是有技术去
挖掘？”在徐济铭看来，医疗大数据与民生
影响重大，是国家倡导的主要产业之一。

医疗大数据为何重要？“中国的人群
非常庞大，而医生的培养是一个非常慢
的过程。”徐济铭表示，医疗大数据可以
释放医院能力，让医生去成长，用沉淀下
来的数据去分析，“比如，我们因为早期
检测不完善，会发现很多医生对患者并
没有找到最适合的使用场景，多次以后
效果没有改善，这些是需要被改善和被
解决的问题。

“如果用医疗的数据把院内外的数据
打通，不只是一家公司，需要众多努力。”重
要领域势必影响一整个产业链，徐济铭说，
就现状而言，互联网医疗到底是什么样的
现状，通过互联网技术怎么改变医疗的问
题——依然要回到解决医疗行业本身的问
题，“无论是临床，还是什么数据，都有非常
大的价值，我们能够把非结构化的方式转
化成结构化。”

精准的个性化医疗，在许多人眼里，是
富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医疗。石虎兵却认
为，下个10年，精准医疗的迅速发展，将给
普通人带来希望。

石虎兵介绍，精准医疗，会对病人进行
个性化的深入分析，细到核酸检测、结构测
定、细胞通路等，以此来确诊病因，并研究
精确的治疗方案，这是完整的医学计划。通
俗来说，就是精准诊断、精准治疗。“它将医
学和大数据结合，在全球生物医学领域都
是发展趋势。”

“它的问题是现在还比较昂贵，以第二
代测序技术为例，完成一个样本大概需要
3000 多。”石虎兵预计，下个 10 年，价格低
廉的精准医疗会进入普通人的生活，让多
数人享受到精准医疗的优势，“现在的第三
代测序技术，信息量更大，价格却只有第二
代的1/10，相信会带来改变。”

“我认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
度融合将成为下一代新的高精尖科技领
域”，昨日，罗龙保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随
着这一两年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
人工智能应用再次成为科技创新的焦点,
大数据技术是人工智能未来快速发展的重
要支撑，目前软通动力集团正在进行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探索和实践。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关系，有个比喻
很贴切：人工智能就像构造一个火箭，火箭
发射需要一个巨大的引擎和许多燃料。引擎
就是算法和深度学习能力，燃料就是大数
据。当然这个大数据还不是直接可用的燃
料，而是还没提炼的矿石，需要清洗脱敏加
工等，燃油的数量和质量能决定火箭发射的
高度和速度，大数据的海量和质量也会影响
到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和智慧程度。”

工业革命解放了人类重复低效的体力
劳动，人工智能将解放人类重复低效的脑力
劳动。罗龙保认为机器人的广泛普及还需要
很长时间，机器人的深度自我学习和理解能
力突破还面临很大挑战。尽管如此，大量能
够标准化、经验化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5
年内将会被人工智能技术所取代。

人工智能正在如何改变世界？吴剑
林用分析数据来证明，在4大领域里，人
工智能比其他领域走得更快，并且将在
接下来的10年，呈上升势头。

吴剑林说，金融业的反应最为迅速，
目前美国的一些地方，已经使用人工智
能来识别交易中的欺诈行为。除了工业
和健康医疗业，就数服务业需求最大。

“举例来说，针对一个大型银行，毕马威
每年要看超过 1 万个贷款合同来做评
估，每个案子需要平均花3到4个小时，
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初步估计10到
20分钟就能模拟完成相应工作。”

吴剑林相信，在咨询行业，人工智能
带来的改变将是颠覆性的。但他同时表
示，人工智能是不断进步的过程，它对人
类的代替也是缓慢的过程。人的有些特
性，尤其是情感方面，人工智能难以模拟。

朱品朝对工业机器人并不陌生，20
年前，他就拿到了老桑塔纳的座椅的焊
接订单，第一次与机器人打交道。

20年后，他在成都的富士康工厂看
到了自动化的奇景：“整个车间都是黑
的，没有一盏灯，除了维修人员就是无
人工厂，管理人员拿着 IPAD 完成流水
线的管理工作。”

作为制造业资深从业者，朱品朝深
感人工智能即将对行业带来的颠覆。

“美国人提出制造业回归美国，是因为
他们有人工智能的基础，我们呢？”他认
为，未来十年，制造业的无人化、机器人
化是在世界抢占发言权的最好机会。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谢佳君 钟茜妮
摄影记者 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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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
对人类生活影响
最大的科学技术
将是计算机和互
联网技术。”
——中村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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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人的生
活，有交往和陪
伴的功能，这将
是机器人未来发
展最大的特点。

——丁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