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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湾金门航空站宣布，将有一位情感机器人Pepper，加
入航站服务团队，担任航站导览员，迎接旅客。“问题不在
于智能机器能否拥有任何情感，而在于机器实现智能时怎
么能够没有情感？”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说过。人类情感很难
量化，情感机器人则迎难而上。 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感”，量化成
机器可理解、可表达的数据或数值，机器人的
“
情感”即由此而来。
人们确定能抵御得了来自
“读心术”的诱惑么？ 当机器人具有
了意识和情感，它就是
“
人”了吗？ 什么是“情感分析”？ 机器人如何
学习
“情感计算”？

日

机器人能成为
“
闺蜜”吗？
●情感机器人从何而来？
随着国内人工智能水平日益
突飞猛进， 阿里云研制的人工智
能程序小Ai， 去年已经可以预测
《我是歌手》总冠军。
“阿尔法狗没有办法深入人
的生活当中， 因为平常人们用不
到阿尔法狗的技术。 我们一个很
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
实际转化为人的生活可以享受得
到的， 可以时时帮助 人 们 的 产
品。 ”前微软亚洲工程院副院长简
仁贤说。
实际上， 像人类一样拥有丰
富情感的机器人， 一经推出便受
到热捧。 日本软银公司开发的全
球首款可以与人交流的情感机器
人Pepper去年年初在网上开售，
售价19.8万日元 （约合1.1万元人
民币），首批1000台一分钟内即告
售罄。

20世纪末， 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教授罗莎琳德·皮卡德提出了
“情感计算”概念，先从生理学角
度，检测人体的各种心理参数，如
心跳、脉搏、脑电波等，据此计算
人的情感状态；再从心理学角度，
通过各种传感器接收并处理环境
信息， 并据此计算机器人所处的
情感状态。 目前的情感分析研究
可归纳为：情感资源构建、情感元
素抽取、 情感分类及情感分析应
用系统。
人工智能专家认为， 机器里
没有人体大脑中的杏仁核、 海马
和扣带回这样主司情绪功能的部
件， 因此注定了机器的情绪识别
与人类截然不同， 不可能要求计
算机在识别的过程中发生真实的
情绪体验。 但是，机器有人类不具
有的优势，比如飞快的运算速度，

●拥有情感意味着什么？
给机器人赋予感情的意义不可小觑。
对人类来说， 有感情的机器人能够提供更
温情和人性化的服务， 另一方面对机器人
来说，感情很可能启蒙它们的自主意识。 与
前者相比，后者或许更值得人们注意。
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艾
克曼提出了脸部情感的表达方法， 即脸部
运动编码系统FACS，通过不同编码和运动
单元的组合， 可以让机器人自动识别与合
成复杂的表情变化，如幸福、愤怒、悲伤等
表情， 类似的还有动作分析模型和声学模
型。
与人不同， 机器人并不需要真的心理
体验才能表现某种感情。 以Pepper为例，这
是世界首款具备感情并能作出回应的机器
人。
软银CEO孙正义回忆， 自己小时候看
动画片《阿童木》时，就希望赋予机器人一
颗有丰富情感的心灵，而Pepper的设计理念
就是用来陪伴人类的。
与工业、 服务业上已经普及的“机器
人”不同，Pepper不擅长清洁打扫，不适合煮

饭烧菜，也没有车间作业能力。 不过，它配
备了语音识别技术、 呈现优美姿态的关节
技术以及情绪识别技术， 具备人类能理解
的最直观的感官系统：声觉、触觉以及情感
系统。 可对人的表情、声调、喜悦、愤怒等进
行识别，并且可根据人类情绪做出反应。
如今已有近200款情感应用在Pepper身
上上线。 比如，Pepper日记可以在家庭活动
中拍照留念，还可以写日记，像智能影集一
样储存家庭成员的回忆， 能够猜测到人此
时的心理状态， 然后切入情景同你聊天和
讲笑话。目前有超过一万个Pepper正在日本
和欧洲的家庭为人们服务， 美国正有意将
之引进。
而香港Hanson Robotics公司开发的
Han机器人不仅可以理解用户的情感，它还
可以将情感反馈以模拟的面部表情展现出
来。 国内的Gowild公司也推出了可以提供生
活助理和年轻人增强社交情感交流服务的
“
公子小白”机器人。 这些工作实际上并不
是从认知机理出发， 而是通过外在的形式
（词语、表情、肢体）判断人类情感。

●情感是否会成为核心？
比如通过万物联网获得全方位数
据。
和击败了李世乭的阿尔法狗
不一样， 会读情绪的机器学习算
法依靠的是有监督的学习， 处理
的是回归和分类问题。“我们需要
喂给机器很多组标注好的数据，
告诉它当哪些单元变化， 就说明
某某有情绪， 机器消化了这些组
数据之后会吐出一个模型， 这个
模型就可以套用到其他表情、声
音或者姿势的变化中。 ”业内专家
解释了“
有监督”的意思。

“智能机器人将会成为未来非常具有
表现力的一个领域， 特别是与日常生活起
人性化’。 公子小
居的关系更加紧密，甚至‘
白机器人小伙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智能机
器人，而是作为成长中的小伙伴，暖心甚至
有些‘
逗逼’。 ” “公子小白”机器人的制造
者、Gowild智能科技创始人邱楠说。
在情感分析应用上， 情感分析和人工
智能结合，将产生一系列的应用，具有广泛
的潜在商业价值，有望在医疗、公共服务、
研究和智能家庭等方面大有作为。 在聊天
机器人中识别用户情感，给予情感抚慰。 更

进一步， 未来情感分析应用于对文章及诗
词的鉴赏，自动生成自己的观点、立场及情
绪，表达机器自身的情感，从而向强人工智
能迈进。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门技术，没有研发
的停止期， 它是不断的模拟大脑行为和思
考的一个演进，伴随着人的进化而前进的，
这才是人工智能的本质。 ” 简仁贤认为。
若如互联网预言家凯文·凯利所说，人
工智能是未来20年重要的技术，专家推测，
情感交互正逐渐成为未来人工智能的核心
技术。

相 关 链 接
机器人懂得人类情感三部曲
专家解释， 机器人懂得人类情感可分
为3步：识别、理解、反馈。
识别包括识别人类的表情、声音。这里
包括对语境的判断和自然语言处理。 分为
表情识别和语气识别。 表情的识别大致上
可分为几种常见模式：高兴、愉快、兴奋、愤
怒……其中每种模式均可向另外的各种模
式转换，但转换的概率是不同的。语气识别
也可分为几种常见模式， 但语气的识别要
难很多， 不仅仅只是从自然语言处理的角

度去分析语义，更应让机器人真正听懂。
理解包括机器人对人类行为的综合分
析，并准确判断出人类的情感状态。从技术
角度理解就是收集海量的人类心理上的文
字描述样本， 随着收集的文字信息越来越
多，机器人的识别准确率就会越来越高。
理解了人类的心思后， 接下来就要做
出响应。在这方面，日本的仿人形机器人走
在了前面。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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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兴隆运输直招
普通船员、厨师和后勤人员。
要求：60 岁以下，体健能吃苦。 年薪 15-35
万元（按月发）所有证件免费办理，包吃住。 签合
同、办保险、年休假按国家规定，合格即上岗。

电话：025-85504285

招募少白头 免费吃产品
年龄 45 岁以下， 白发较多
者，加微信报名即赠送两袋“一
吃黑”奇效黑发营养粉试吃。 名
额仅限 50 名。

微信号：15052687028

喜欢自己的名字
吗？有多喜欢？这
可不是在闲聊，
这是一个极其严肃且
科学的问题。 你有多
爱自己的名字， 就可
能感到多少幸福。

你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工
程心理学研究室副主任、行为科学
重点实验室蔡华俭研究组首次发
现，名字偏好可以预测个体的幸福
感。 也就是说，一个人越喜欢自己
的名字，就会越幸福。 而且，名字偏
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内
隐自尊，其结果暗示内隐自尊也可
能具有遗传性。
名字偏好（name-liking），是指
人们对自己的名字持有的一种积
极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既可以表
现为对名字整体的偏好，也可以表
现为对名字中包含的字符的偏好。
这种现象在不同文化、语言、种族
和年龄的个体中普遍存在。 并且，
名字偏好与人们的心理健康、行为
决策等有着密切联系。
蔡华俭研究小组最初想要知
道，名字偏好是否也存在于汉字姓
名中，于是设计了一系列实验。
首先通过两个预实验，研究团
队发现中国人十分看重自己的姓
名， 其中最重要的是完整的名字，
其次是姓， 名则相对没那么重要。
而且中国人是否喜欢自己的名字
与别人如何评价并无关系。
在正式实验中，研究者选用了
304对来自北京市的双生子 （同卵
双生子、 异卵双生子各152对），平
均年龄18.29岁。 之后，每名双生子
需要独立完成一些问卷以评估他
们的姓名偏好和幸福感。
结果发现，中国人普遍都比较
喜欢自己的名字（他们为自己的名
字平均打分7.02分， 满分9分），而
且人们对自己名字的喜爱程度和

广告咨询热线：

幸福感是显著正相关的。 也就是
说，喜欢自己的名字，连幸福水平
也上升了。
出于好奇，研究者还想知道这
种偏爱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在起源上，名字偏好的遗传度
为47%，即名字偏好的个体差异有
近一半是源自遗传因素；特异环境
因素（如重大生活事件）解释了剩
余53%的个体差异；但是，共同环
境因素 （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
名字偏好的个体差异没有显著影
响。
同时，该研究还发现，中国人
的幸福感也受遗传的影响，生活满
意度和情感幸福遗传度都为33%，
即人与人之间幸福感的差异有
33%由基因决定。 这也可以用来解
释， 为何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幸，因
为，他可能天生就是一个郁郁寡欢
的人。
而进一步遗传分析显示，影响
名字偏好和幸福感的遗传因素之
间存在相关（名字偏好与生活满意
度：0.41； 名字偏好与情感幸福：
0.21）， 影响它们的环境因素也有
显著相关 （名字偏好与生活满意
度：0.22； 名字偏好与情感幸福：
0.14）。“换句话说，中国人是否喜
欢自己的名字和是否幸福不仅受
遗传影响，而且，影响它们的遗传、
环境基础存在一定的重叠。 ”
但是，究竟是哪些基因共同决
定了它们，研究者认为还需要分子
遗传学和行为研究来作进一步回
答。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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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红钻石婚介服务中心
95 年创立 行业旗舰

幸福感
和名字有关？

红钻石征婚网：www.hahzs.cn

☆A7129:未婚男 28 岁/180cm 硕士在编老师体健貌端
部 ☆A6378:离异男 52 岁/177cm 大专自营科技国企事业有成就
分 ☆A6744:离异男 45 岁/173cm 本科事业单位中层英俊
嘉 ☆B7137:未婚女 29 岁/162cm 本科财税公务员优美大气
宾 ☆B7083:离异女 53 岁/163cm 高中国企退休白皙整洁
☆B6115:短婚未育女 33 岁/162cm 从事英语教育自有套房
红钻石环境高雅，四季如春,每天迎来送往,汇聚 1.5 万单身会员欢迎选择。

土地出售

注销公告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 43
淮 安 中 亿 数 据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号，仕泰隆商城隔壁，商业用地。 土地
320802000026457）经
2017 年 3 月 17 日股东会
使用面积：17788.7㎡， 规划总建筑面
议决议解散合作社。
现拟向合作社登记机关申
电话: 83996589 18952317321（预约）经理:季大森
积 ：76539.64 ㎡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已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地址:淮安万达广场 2 号公寓楼 1 单元 8 层 803 室
64186.64㎡ （其中商务酒店、 办公楼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42833.56㎡， 公寓式酒店 21353.08㎡，
特此公告
淮安中亿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地下面积
12353㎡）。
遗失声明、分类信息、注销减资、

承接报纸广告业务

公告公示、通告通知、软文宣传.. 联系电话：13818818870 刘先生

电话预约有惊喜！
刊登热线：0517-8988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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