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记得 2015 年 9 月腾讯财经
开发的写稿机器人 Dreamwriter 吗？
Dreamwriter 能根据算法快速分析，
自动生成稿件， 可在 1 分钟内将重
要资讯和解读送达用户。 机器人是
怎样完成写稿工作的？ 他们真的能
取代人类记者吗？

机器人写稿的核心是云计算和
大数据分析， 即从大量的资讯中找
出可能最受市场关注的部分， 借助
优化算法， 采用大众能够接受的或
新闻报道要求的格式将内容呈现出
来。 这种技术与苹果的语音助手
“Siri”、百度新推的电脑秘书“度秘”
类似， 主要应用的就是计算机的自
我学习和对海量数据的分析能力。

近年来， 这类由人工智能程序
辅助新闻写作的案例还有很多。
2016 年 5 月 29 日，四川绵阳发生地
震， 国家地震台网研发的智能机器
人写下了题为《绵阳安州发生 4.3 级
地震》的新闻，全程仅花了 6 秒钟。
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期间，写稿机
器人“张小明”直接对接奥组委数据
库信息，实时撰写新闻稿件，以电视
直播的速度报道各项比赛的情况。

它在 16 天的时间里共发布了 456
篇奥运简讯和资讯， 平均每条新闻
生成到发布时间不到 2秒钟。

今年 4 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智能机器人“佳佳”担任新华社特约
记者， 与全球人工智能大咖展开了
人机对话，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 这
是全球首次由机器人担任记者开展
的采访活动， 标志着内容生产新模
式的诞生。

在人工智能强势来袭的大背景
下， 机器人会取代人类记者吗？ 从

“写稿”能力来看，机器人目前仍集
中在搜集整理信息上，与人类思考、
分析、挖掘故事的能力相比，还差得
很远。 计算机和传媒领域的专家普
遍认为， 目前人工智能的专长尚未
达到创造性写作的水平上， 未来人
工智能也不会完全取代人类记者。
人工智能适用于程序化、 模板化的
快速新闻写作， 可降低新闻生产的
成本， 让人类记者从琐碎的报道任
务中解脱出来， 集中精力用于需要
深度思考的领域，如调查性、解释性
报道等。

张胡琴

块头不大的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防爆
消防灭火机器人； 时时监测气候变化的气
象站和遍布湖泊的信息员；海洋卫星、浮标
等海天一体的监测网……那些防灾减灾设
备在灾害应对处置过程蕴含着大量的新技
术，在各大灾害现场大显身手。

大显身手的救火“机器人”
“嘣……”今年初的一天，湖北省大冶

市华兴玻璃有限公司厂区内一声轰鸣巨
响，一座储罐区火势熊熊蔓延。

在距离火源不到 10 米的近距离“战斗
位置”，只见 5 股近 100 米的高压水柱从消
防机器人中喷涌而出，直喷向火场中央，其
喷射流量之大可达手持消防水管的 8-10
倍，犹如 5 条巨龙在空中舞动。 与此同时，
一个泡沫灭火机器人灵活进入罐体火源核
心区域， 以高发泡沫量扑救罐体流淌型火
势。 很快，熊熊燃烧的明火被扑灭。

据介绍， 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
防爆消防灭火机器人，别看块头不大，高不
足 1米，长不过 1.8米，一进火场，小坦克一
般的机器人便大显身手。

在一些大型事故抢险中，机器人可以有
效替代消防人员进入易燃易爆现场，不仅能
减少消防员的危险，还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更

多事故现场数据参数，提高抢险针对性。
未雨绸缪的灾害监测网

洞庭湖平原素来是“天下粮仓”“鱼米
之乡”，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近年
来极端天气频发，对农业威胁加大，湖南省
气象部门和农业部门联合成立“洞庭湖气
候中心”， 并在环洞庭湖地区建成 1000 多
个自动气象站，提高灾害监测预警能力。 湖
南还开展了“直通式”为农气象服务，应对
变幻莫测的气候变化。

在益阳市桃江县的多个农业蔬菜基
地，历经近期多场大风袭击，大棚受损并不
太严重。 多亏气象预警信息及时，大家提前
加固了大棚，才减少了灾害损失。

灾害监测系统在抗震救灾中同样发挥
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云南建立起应急救灾
指挥信息系统。 这一系统可实现１０分钟
内完成地震灾害预评估， 通过这一指挥决
策系统， 地震部门可第一时间准确掌握灾
害发生地及周边救灾力量配置分布情况，
及时有效调度救灾力量。

“海天联手”共战海洋灾害
作为一个海洋大国， 我国目前已经逐

步建立起海天一体的观测手段， 包括海洋
卫星、地面海洋环境监测站、雷达、移动观

测平台、海啸地震台、视频观测系统、浮标、
志愿测报船舶等，为各类海洋气象、海洋灾
害预报提供基础数据。

在我国南海海域时常能见到一座座漂
浮在蔚蓝海面的“线轴”，它由海底和海面
两部分共同构成， 高精度压力传感器直接
铺设到 4000多米深的海底， 能够为我国南
海海域沿岸提供海啸预警。

台风、海啸来临之际，当其他车辆、人员
都远离海港、海岸，而这台看上去如同小型
货车的移动雷达测波监测车仍停留在海岸
线上，将监测到的数据和视频传输到指挥中
心，为防灾减灾决策提供关键信息支撑。

据了解，目前南海区已经业务化运行，
海洋环境监测站点、系统和卫星一起，构筑
起了一张覆盖多种类型海洋灾害监测与预
报的“海陆空大网”。 廖君 梁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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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快递业的发展，一些与快递有关
的“黑科技”也初露端倪，机器人尤其是小
型微型机器人在物流行业的应用得到极
大程度的开发，比如无人送货机、智能送
货机器人、无人仓库等。近日，一款分拣机
器人以其呆萌的外形走红网络。分拣机器
人是如何工作的？ 它的优势如何？ 智能物
流究竟是什么呢？

分拣机器人装备了 3D 视觉系统以
及智能测算系统。当大小不一的商品在传
送架上经过时，分拣机器人的 3D 视觉系
统能够立刻识别出商品种类、大小，并在
1 秒钟内换上不同大小的“捡拾器”，将货
物拣选出来放进包装箱。然后通过智能系
统测算选取最优路线，把货品从货架所在
仓储区搬运至员工配货区。配货员只需等

货架被搬到面前，从电脑提示的货位上取
下所需商品就可以配货。

与传统的人工拣选过程相比，分拣机
器人拥有数倍超越人工的效率。原本人工
作业耗时一两个小时的工作，分拣机器人
15 分钟就能搞定，准确率高达 99.99%，且
能在负重 1000KG 的情况下仍旧保持以
1.5m/s的速度行走。 此外，分拣机器人还
能保持 24 小时不间断分拣， 减少 70%的
人工作业量。

物流行业智能化已成为这个时代不可
阻挡的潮流趋势， 人们未来也将更多地体
验到一些智能设备带来的高效和便捷。 事
实上， 以分拣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硬件的
开发应用并不是智能物流的核心。 智能物
流不仅仅包括把包裹高效快捷地送到用户

手中，而是要对背后的物流数据、消费需求
进行深层次挖掘， 并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
析再倒推到前端采购和供应链的层面，最
终目的是要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智能物流的前端和后端需要共同发
展。 百世集团副总裁张砚冰提出，真正的
智能物流包括“超强大脑和强健肢体”，人
们看到的各种智能化设备只是“强健的肢
体”，它们是用来完成“大脑”指令的，隐藏
在背后的“超强大脑”才是科技实力的关
键。 它除了对海量数据进行大规模、全方
位的分析处理能力外，还能从中延伸出对
企业整体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和战术调
度。目前，物流行业“肢体”已经逐渐强健，
“大脑”也需同步发展，以适应物流业更新
换代的需求。 郭星星

防灾减灾“黑科技”，你知道多少？

“分拣机器人”助力物流智能化

机器人写稿 2秒完成报道高效垃圾桶

高速公路疏通车

高效垃圾
桶具备一体多
项分类、 自动
分类、 压缩垃
圾、 避免垃圾
袋 滑 落 等 优
势。 长方形的
筒体上安装有
若干个垃圾投
放口， 可进行
多项分类；固
定卡槽和固定
卡扣可将垃圾
编织袋固定在

筒体上，防止垃圾泄露；筒体中间位置加设的强磁性磁
铁能够自动分选出铁质等金属垃圾，减少环卫工的整理
时间； 压缩踏板可对已经分类整理后的垃圾进行压缩，
节省空间。

图中：1-筒体，2- 上封盖，3- 垃圾投放口，4- 环形
铁块，5-强磁性磁铁，6- 固定卡槽，7- 固定卡扣，8- 压
缩装置，9-压缩板，10-压缩踏板。

高速 公
路疏通车操
作室不分前
后，不需掉头
即可快速到
达现场；挂钩
随滑轨自由
移动，可轻松
移动损坏的
车轮；太阳能
板对传送板
供电，车辆能
轻松传送到
疏导台，可以
从另一端驶

出，也可以卡在海绵垫上；水箱可对现场路面喷水，降
温防止火灾。

图中：1-车体，2-传送板，3-疏导台，4- 水箱，5-
隔热板，6- 操作室，7- 车轮，8- 横杆，9- 支撑架，10-
伸缩扣，11- 水管，12- 滑轨，13- 电机，14- 转轴，15-
挂钩，16- 供电装置，17- 海绵垫，18- 太阳能板；19-
逆变器，20-隔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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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任
彬彬）5 月 10 日，记者从湖南省政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湖南赛区）暨第四届湖南省创新
创业大赛将于 6月启动，整个赛事将持
续 7个月。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是由科技部、财
政部、教育部、国家网信办和全国工商
联共同指导举办的全国性创业比赛，也
是目前国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质量
最好、影响最广的创新创业赛事。

截至目前，湖南已成功举办 3 届赛
事。 2016 年第三届湖南省创新创业大
赛屡创佳绩：1365 个项目参赛，参赛数
居全国前列；150 余家投资机构 300 多
名投资人参与赛事，达成意向投资 6.67
亿元， 已到位投资 1.55 亿元；116 个项
目在省赛获奖， 获省科技计划支持
2160 万元；19 个项目在国家六大行业
总决赛中获奖，获奖数创历史新高。

据介绍，本届大赛和前三届大赛相
比有三大变化。一是本届赛事企业组参
赛条件改为参赛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
不超过 2亿元，企业成立不超过 10 年；
二是初赛环节新设市州赛和综合赛，半决赛将分行
业举行，并尝试委托市州或企事业单位承办部分行
业半决赛，同时拟向社会公开征集行业半决赛承办
单位；三是将首次设立海外高层次人才专场，通过
大赛进一步引进海外高科技项目，吸引海外高层次
人才及团队来湘创新创业。

本报讯（记者 胡荧） 科技强国，创新圆梦。 5
月 12 日， 作为湖南省科技活动周主体活动之一的
2017年湖南省科普讲解大赛在长沙举行。 来自全省
科普基地、学校、企业等单位的 29 组优秀科普讲解
员大展风采，生动诠释了科学的无穷魅力。

本次大赛分淘汰赛与总决赛。 淘汰赛中，选手们
进行自主命题讲解，选题内容涉及面广，涵盖了天文、
地理、自然、物理、生物等领域，他们用幽默、生动、通
俗的方式演绎生僻抽象的科学现象，让观众一听就能
感受到“原来”。 最终得分前 10名者进入总决赛。

进入总决赛的 10位选手按照抽签顺序依次进行
随机命题讲解， 随机命题为看图讲解， 共有 10个主
题，分别是 VR、北斗、茶、勾股定理、基因、抗生素、可
燃冰、钱学森、人工智能、针灸等，而要将这些专业的
知识讲出新意并通俗易懂，对选手来说是一大挑战。

经过激烈角逐， 来自湖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王
彦林带来作品《换个角度看云》，以总分 191.66 分的
成绩斩获冠军； 来自湖南文理学院的刘饶带来作品
《舌尖上的外太空》，获得 188.36 分，位居亚军；来自
国防科技大学的刘坤佳带来作品《隐形的翅膀》，获
得季军。

据了解， 本次大赛由湖南省科技活动周组委会
主办，湖南省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湖南省地质
博物馆承办， 旨在广泛普及科学知识， 弘扬科学精
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动员全社会主动
支持、积极投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实践。

29组讲解员共话科学魅力
2017年全省科普讲解大赛成功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