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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相信我自己篡改过的数据.”———温斯顿丘吉尔

人工智能(AI)与统计及数据有关.

数据可以是一篇 Twitter推特上的推文,一张照片,一条 WhatsApp(一款

用于智能手机之间通讯的应用程序———编者注)的文本短信,一封电子邮件,一

次谷歌搜索,一张你在个人资料上贴出的图片,一段 TikTok(短视频社交平

台———编者注)上的视频,一条Snapchat(一款“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编

者注)的信息,一条 Yelp(美国商户点评网站———编者注)上的点评,一条

Facebook脸书上的评论,一个Instagram 照片墙的点赞,或是你被大街上的摄

像头捕捉到的身影.

利用所有这些数据,AI人工智能得到无尽的营养供应.AI算法需要数

据,一如蒸汽机需要煤.

如果我拥有关于你生活的足量数据,那么我的 AI程序就可以推导模型预

测你的未来意图.我会懂你,因此,只要我想售卖的,都可以卖给你.

只要你进行搜索,发布内容———所有举动都会包含信息,会透露你的想法

和感受.①

２０１６年我们产生的数据量相当于２０１５年前整个人类历史的数据量总和.

我们每周产生１万亿点数字数据.

就在你阅读这些文字的当下,Google(谷歌)已进行３００万次搜索,３０万条

推文已被发布,２．０４亿封电子邮件被发送,１５００万条短信已被编辑.

① 引自«科学美国人———政策与伦理»(ScientificAmerican—PolicyandEthics)(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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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众所周知,企业使用各种营销策略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营销操控并

非新鲜事.企业总是尽其所能地对潜在客户进行研究,进而制定向其推销产品

的策略.如今,利用算法对海量数据(大数据)进行分析的 AI不仅进入了我们

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渗透到了商业及广告的各级领域.无论你如何看待 AI,认

为它是促进人类发展的工具,还是会带来衰亡,有一点不能否认:人工智能是一

场超越传统营销手段的大变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了解和操控消费者这方

面,我们怎样从«广告狂人»(MadMen,描述美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广告业的热播

电视剧集)中的唐德雷珀进化到了 AI? 本书将对商业品牌如何运用人工智能

对大众选择施加影响进行解读,正反面影响都将得到剖析.

AI的崛起,可以归因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归因于传统神话在西方世界的

分崩离析.在旧时代,影响力来源于有着神话般权威的机构,如:统治者、政客、

政府、宗教、工会等.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些传统机构的力量在西方日

渐薄弱.然而,一个神话没落时,必有另一个取而代之.如今,品牌与公司正在

取代传统神话的地位.一如罗马的皇帝、古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中世纪亚洲的

可汗或是历史上法兰西帝国与英格兰王国的君王,品牌必须拥有神力,代表某

种神话,才能对公民及消费者们产生影响.但与之前神话先祖的情况相反,公

司和品牌既非民选官员,也不是宗教先知.他们虽有力量,却与传统意义上的

权威不同,他们不具备神话地位的合法性.而人工智能将帮助 GAFA 级别的

① 引自布韦松(Buisson)(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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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品牌成为此类神话.①

品牌向你推销某种产品时,你怎么会信之如神明呢? 如今,用于操控大众

的工具是一种离散而智能的私人数据收集方式.它无处不在,遍布大街上、办

公室里、地铁内、甚至海滩边.获取并利用这些个人数据,意味着公司将比普通

消费者自己更了解自己.他们可以综合个人信息,设计出完美的针对性广告和

产品,从而促进消费者购买.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报告,与业务相关的大数据收入从２０１５年的

１２２０亿美元猛增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８９０亿美元.IDC 的报告预计,从２０１８年到

２０２２年,该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１３．２％,到２０２０年,大数据收入将达到２７４０
亿美元.② 从本质上讲,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被用作能量源,获取数据越多,则

AI程序的给养越多,对消费者的分析将会更深入,针对性广告将更有力地影响

其购买行为.

谷歌照片软件通过 AI将客户从烦琐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上传照片时,它

会根据人物、位置、日期等自动设置标签,这使得用户可轻松搜索到理想的图

像.谷歌不需要你自己动手挑选照片来创建相册,它可以代劳.作为消费者,

我们的生活及习惯都发生了改变.甚至我们自己也通过照片、视频以及去过的

地方等信息在现实世界中收集数据.

例如,Facebook使用 Rosetta(理论框架的表格逻辑数据工具———编者注)

AI工具,对用户在Instagram(Facebook旗下的品牌)及Facebook上的个人资

料与封面照片标注用户姓名及照片背景.Rosetta可以读取照片中菜单和路牌

上的文字,以及服装和产品标签上出现的文字.以下面这张取自Instagram 的

截屏为例,我们可看出Instagram 是如何分析图片中每个细节的.截屏时,我

的Instagram页面还在加载,图片尚未完全出现但文字显示此图中有人正坐在

室内.也就是说,Rosetta可揭示图片里是否有人,以及人物表情、姿势和所处

环境.有了类似信息,Instagram 或 Facebook针对每个人都可以积累大量信

息.若脸书的人工智能知道有人在个人资料图里微笑着站在室外,而她的封面

照是一张山川和大自然的户外景象图,它就会知道此人的身份标签是户外,据

①

②

GAFA指代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及亚马逊(Amazon),为美国四大科技巨头

公司.GAFA一词风行于欧洲.GAFAMI也很通用,加入了微软(Microsoft)及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NATU指代四家最具颠覆性的组织:网飞(Netflix)、爱彼迎(AirBnB)、特斯拉(Tesla)及优

步(Uber).
引自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DataCorporation)网站(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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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能制作出个性化的广告.

图１　一张正在加载资料的页面截屏图

有些用户声称自己被广告做了微定位,因为收到的广告都是过去谈论过、

但还没上网搜索的东西.一对夫妇进行了一项实验,两人在手机边谈论猫粮

(他们并未养猫),以检测手机是否在进行监听.几天后,这对夫妇果然开始收

到猫粮广告.① 尽管如此,大型 AI品牌们均否认使用手机麦克风来收集广告

信息.

２０１９年７月,比利时新闻频道 VRTNWS透露,GoogleHome(谷歌之家)

和 NestHub(巢湾)使用的谷歌助理系统对多个私人谈话进行了窃听.谷歌的

合作承包商多是语音识别领域的专业团队,其中一位承包商的雇员向 VRT

NWS提供了机密录音,支持新闻频道的此项责诉.谷歌早前就曾宣布,会使用

收集到的数据来改善 AI语音识别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算法中可能出现的纰

漏.然而,这些泄漏的语音记录成分复杂,有些发生在身份确定的夫妻的私密

卧室里,有些则涉及私人聊天和商业讨论.此例充分说明,GAFA 用手机记录

并分析你的私人生活、你的业务决策,甚至你的性偏好.②

２０１８年,谷歌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安装了一个颇健谈的互动型狮子雕塑.

狮子请路人给它一个单词,收到单词后即吟诗一首.会说话的狮子引起了不小

①

②

引自«福布斯»(Forbes)(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
引自«福布斯»(Forbes)(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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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轰动,也获得了巨大成功.谷歌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只狮子呢? 它又是如何

想出这个点子的? 谷歌这样做是为了打广告吗? 谷歌是否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来

辨认哪些人是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居民,哪些人是游客? 或者这只是一个策略,

目的是多多收集消费者数据,从而设计更贴近消费者的产品和广告? 从狮子身

上的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既可是多种形式,也可以与其他信息相关联:如谷歌汽

车在特拉法加广场拍照拍到的人数,或者有多少路人在狮子面前下载了谷歌应

用程序.谷歌将这些信息与用户 Gmail(谷歌的免费网络邮件服务———编者

注)账户中上传的个人资料图片进行比对,就可以知道你什么时间待在哪里以

及你将去往哪里,并据此推送有针对性的系列广告.这样的广告策略比传统通

讯模式(例如电视、广播、广告牌或出版物)的效果更优.

具有数据优势的公司现在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不管其数据优势是偶

然所得,还是有意为之.

２０１８年,谷歌在定向广告业务上赚取了１１６０亿美元.①

通过深度收集个人信息来说服你购买产品的新型营销手段可以不露痕迹

地采集数据,特拉法加广场的狮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公司一直在对消费者

的购买决策路径进行操控.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涉及大量数据采集的营销手

段的多元化,品牌商使用 AI,基于已有信息创建路径和模型.AI软件分析消费

者数据后,对人类行为的理解程度进一步加深.AI公司很快就能够完美预测

消费者的需求,出售他们想卖的东西.这些预测是在不知不觉的影响过程中得

以实现的.尽管公司和品牌既非民选,也非神授,只是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而

被消费者选中,但他们却依靠隐性营销、隐性宣传等方式逐步获得了权力,这与

塔克霍坦恩(SergeTchakhotine)在其著作中所述完全一致.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反对纳粹通讯的瑟奇塔克霍坦恩希望人们能了解到

操控机制下宣传与广告的危险性.他以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以及马斯洛

金字塔理论中人类内驱力的排名(攻击性、物质满足感、母性等)为基础,建构了

自己的理论.宣传和营销是否成功通常取决于营销主题在悄无声息条件下与

四种主要人类内驱力之一(攻击性、物质满足感、性和爱情)相联系的能力.个

体一旦被内驱力征服,就会在行为中无意识地复制被灌输的内容.塔克霍坦恩

在研究政治、工业或宗教宣传活动后,强调了使用符号、徽标和市场营销的重要

性.只要了解了人类行为与深层内驱力之间的联系(例如恐惧或性),控制系统

①

②

引自阿尔法特公司(AlphabetInc．)网站(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
引自塔克霍坦恩(Tchakhotine)(１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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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隐性营销)就可以利用人类内驱力有效执行.超级计算机如果利用同一系

统来对付消费者的话,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以保险公司的诈骗检测电话

为例:有时你会接到银行或保险公司的电话,确认你是否本人主动购买了某个

特定产品.那是因为保险公司的 AI通过利用有效的机器学习,从你之前的交

易中收集了大量信息,并在你的购买路径中检测到了异常情况.未来,通过操

控你的焦虑,电话里的人将很容易说服你购买专门用于防诈骗的新保险产品.

你当然只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善意的举动.

面对新形式的操控时,人们有两种选择:

１．无意识地接受影响,当作日常生活的背景音里多了一丝杂音而已;

２．就像人们接受宗教一样,他们也乐意让大公司和品牌来指导自己的生

活,因为这些神一般的公司确切地知道他们想买什么,于是被大众所接受.最

近的研究表明,消费者与喜爱的品牌及品牌创造者间存在着无意识关系.此类

关系使得品牌更容易操控消费者(具体我们将在后文进行探讨).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五个关键要素的简要研究,揭示当前 AI对消费

者的说服力、操控性以及对市场的主宰力:

(１)自２０世纪初以来,消费潮流不断演变,消灭选择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公司在此过程中应如何对 AI进行管理;

(２)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AI的日益兴盛;

(３)品牌和公司如何利用不易被大众所察觉的工具,专注于隐性营销,悄无

声息地收集数据;

(４)品牌是否能成为新神话、新国家或新神明并操控大众的购物决策,以及

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破局;

(５)要自由,要成材,要赚钱.

全书将对 AI的形成做出总结:它是工业革命的一次进阶,还是操控消费者

的一个新步骤? 探讨此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深入研究 AI的概念、含义、原理及

其与消费者隐私保护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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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是什么?

本书将从营销、商业和消费者说服的维度,解读 AI的各种问题.与操控大

众的其他传统方法相比,人工智能在这方面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说明人

工智能操控术的发展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其基本原理.人类可能无法解决

过于复杂的演算问题,但使用 AI的超级计算机却可以通过强大的算法实现.

超级计算机严格遵循人脑结构,可跨越计算各相连部分的不同数据来解决问

题.超级计算机在解决问题或进行运算时所遵循的规则与运算过程的集合统

称“人工智能”.

AI是“数字计算机或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执行通常只有智能生物才能完

成的任务的能力.该术语通常用于具有人类智力处理能力的系统开发项目,例

如推理、发现含义、概括或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的能力”①.

在明确 AI的定义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智能”一词的含义②.本书

中,“智能”由心智活动构成,如学习、推理、理解、掌握真相、了解人际关系、考虑

含义以及区分事实与信念.下面,我们针对以上每个类别,探讨人类与人工智

能之间的智力差异.

学习.当母亲第一次给孩子展示一把餐刀时,孩子就能发现叉与刀的区

别.孩子能快速、简要地处理此条新信息.而你的苹果手机中的 AI在进行照

片库扫描时,得看过四百万张男孩的照片后才能识别出一个.

推理.一个学音乐的学生在听到贝多芬的曲子时,不仅可以马上听出来,

听到的音符还能激发她的灵感去创作另一首歌曲.但是,AI只能执行有限的

一组操作.例如在上海,连接到摄像机的 AI能捕捉到你的汽车喇叭声,之后拍

①

②

引自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Britannica)网站(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
引自穆勒与马萨隆(MuellerandMassaron)(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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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车牌快照并进行报告,再把罚单发给你(上海市区禁止鸣笛).这个 AI无法

用多种方式来加工信息,除了辨别外,没有其他功能,更不用说解读声音了.

理解.当男友长时间不回复自己的短信时,女友知道有些事不对劲.而

Facebook信使的 AI(用于跟踪和扫描所有文本)却只会看成一个技术错误.

掌握真相.当这位男友继续不回答时,女友将破解真相.她会想起两人前

一天吵架了,她会推测他是因为争吵或是其他原因而不回复.她能做 AI做不

了的事:她可以综合不同数量的数据与其他来源的信息,而 AI只会看成小故障

或编码中可能出现的人工失误.

看到关系,考虑含义,区分事实与想法.这位男朋友可以以两人关系为基

础,将事实与想法区分开.他会让女友确知具体信息,例如自己是否因小车祸

摔坏了手机且人在医院.他知道女友会担心,以为不回信是因为两人昨天的争

吵.他还可以将事实放到特殊情况下,或者区分事实与想法,而人工智能则无

法做到.

品牌可以使用多种形式的人工智能来收集消费者的私人数据,以便更好地

了解人类行为(并促使他们使用服务).如上所述,收集的数据越多,AI的工作

就越出色.根据网页 DataNeverSleeps,全世界每天收集的数据量为２５０京字

节(１０１８!).２０１８年,仅谷歌就每分钟处理了３８０万次搜索.① 你的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搜索、谷歌之家或各种创新设备(所有用于收集数据以支持 AI的设

备都属于“物联网”的组成部分)收集到的大数据,谷歌计算机都会进行学习.

本研究的主题与大众操控有关,而广泛的数据收集是研究的关键.

AI之父艾伦图灵曾说,任何数据计算都可以以数字方式实现.当然,模

仿人脑构建智能机器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对于自然的模仿未必一直能

成功.有些科学家设计飞机时试图模仿蝙蝠的运动模式,但他们设计的飞机最

终全部坠毁.

人工智能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尚不能完全模仿自然智能.工程师试图从不

同维度来模仿自然智能②:

•视觉空间(了解导航环境;GPS全球定位系统的定位比出租车司机的大

脑要精确得多);

•身体动觉(外科医生的手术可由机器人重复操作;如今外科医生机器人

①

②

引自 DOMO公司(２０１８)
引自穆勒与马萨隆(MuellerandMassaron)(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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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具有比人类更多的技能);

•创造力(毕加索的画作,或是你偶尔兴起煮的可乐鸡翅,这些都是自发且

有创造力的行为;AI需要具备自我意识才能进行创造性活动,即使是偶

然的创造);

•自我认知(以甘地为例,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为实现国家独立而发起非暴

力运动);

•人际互动[在Skype(即时通信软件———编者注)的商务会议中与多人互

动并处理不同的信息];

•逻辑和数学(依靠运行系统,AI在运算速度上比人脑快得多);

•语言(懂得一门语言).自然语言分析是 AI的一项普遍活动.阿里巴巴

扬声器及配备了亚马逊虚拟助手的亚马逊设备[如亚马逊回声 Amazon

Echo或 Alexa(亚马逊旗下的智能音箱———编者注)]可以通过语音识别

处理你的订单,除了处理分析代码外,还可以解析人类语言.基本而言,

他们不仅能听懂讲话,还能用人类语言进行交流.人工智能的目标是电

脑不仅能够自然地与人互动,其互动方式还能通过图灵测试①,即观察者

分辨不出人工智能与自然智能之间的区别,达到这个程度的 AI才能被

视为具有人类智能.

人类正在寻求新的方法,让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人脑功能.深度学习是我们

迈出的第一步.② 深度学习是一种与人工神经网络一起使用的分类学习系统,

该系统使得计算机可以获得人类的认知能力.目前,人工智能已具备识别物体

的功能.人类婴儿只需几个示例就可以将物体对应到其名词概念,并建立起这

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人工智能需要输入数百万个关联项才能达到人类婴儿的水

平.如果想让程序识别汽车,需要先用数百万张标注汽车的图片对它进行训

练.在训练及神经网络的双重作用下,AI才能通过联想识别出新的汽车图片.

２０１２年,谷歌大脑自主发现了猫这一概念③,这是深度学习取得的最重大

的进步.这一次发现的学习行为并不是在图片标记的指导下完成的.在为期

三天的实验中,计算机分析了１０００万张随机未标记的 YouTube(视频网站———

编者注)屏幕截图.在程序并未告知哪些是猫的图像的前提下,计算机自己学

会了如何区分猫的头部和人的头部.这一进步标志着机器学习取得了突破.

①

②

③

引自图灵(Turing)(１９５０)
引自亚历山大(Alexandre)(２０１７).此处的深度学习囊括从机器学习到学习强化的所有技术.
引自«连线»(Wired)(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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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的理解,AI是一个创新概念,将经历四个阶段:

１．第一阶段是１９６０年至２０１０年.在此期间,我们使用手动算法的传统

程序.

２．第二阶段始于２０１２年的深度学习,其初始程序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已超

越人类,面部识别即为其中之一.深度学习使得程序可以学习如何通过虚拟神

经元计算来形象化世界.深度学习将赋予拥有数据的实体(如 GAFA 和

BATX①)强大的控制权和行使力,从而实现自身的进步.得益于深度学习的集

成,人工智能甚至具备了与放射科医生竞争的能力.

３．深度学习实现进步后,下一步是将人工智能的内存集成并横向发展.有

了这些新能力,人工智能不仅可以超越放射科医生,甚至可以与全科医生竞争.

最乐观的估计是２０３０年可以迈入第三阶段,最悲观的预计则要等到２１９９年.②

４．第四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意识将被整合进 AI.当人工智能有了意

识,强人工智能从此出现,它能表现出智能性,有自我意识,有知觉,并懂得自我

推理.

根据吕克费里(LucFerry)③２０１８年的说法,我们目前正处于 AI历史第

二阶段的中段,称为“弱 AI”,与“强 AI”具有明显的不同.

“弱 AI”或“窄 AI”是指仅限于特定或狭窄领域内的机器智能.④ 能力区域

较窄的 AI快速而高效,可以在国际象棋、围棋或扑克等方面击败人类.以围棋

游戏为例:２０１６年１月,命名为“AlphaGo(阿尔法狗)”的 AI与曾获１８次世界

冠军的围棋选手李世石⑤进行了五场围棋比赛⑥.围棋终局的可能性比宇宙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BATX指代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及小米(Xiaomi).
引自亚历山大(Alexandre)(２０１９)
引自费里(Ferry)(２０１８)或«财富»(Fortune)的«人工智能的四次浪潮»(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２日)
引自投资百科全书(Investopedia)网站(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７日)
引自«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５日).围棋的玩法如下:两个玩家轮流将自己

的棋子放置在网格线的交点上,网格线的大小随游戏级别而变化.游戏的目标是总比对手包围更大

的棋盘部分.这些游戏棋子一旦放置在棋盘上就无法移动,但如果被捕获,则可以将其从棋盘上移

开.当一个玩家的棋子在所有正交相邻点上都围绕着另一个玩家的棋子时,就会发生捕获.当双方

都不想采取任何行动时,或者当一方弃权时,游戏结束.然后计算领土和棋子的得分,以及给予游戏

中未先走棋的玩家的得分.得分最高的玩家将获得胜利.赢得五场比赛最多的奖金是１００万美元.
引自谷歌深度思维(GoogleDeepMind)(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２日),«时代杂志»(TimeMagazine)(２０１６年

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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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的数目还多,这使它“比象棋更加复杂”①,复杂程度达到googol(古戈尔)

倍.古戈尔是指数字１０１００,即以十进制表示的数字,其中数字１后面是１００
个０.如果 AI的策略是思考棋局的所有可能结果,那么 AI就不能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一场围棋游戏.因此如想在围棋上战胜人类对手,AI必须具有人类般

的直觉.AlphaGo具备类似于神经网络的功能,可以自我学习或由他人教授.

李世石失败之后表示,AI下出了非常“精彩”的妙招,让他“惊讶不已”,用他的

话说,这些招数都是“人类下不出的奇招”②.弱 AI给了人类处理数据的伟力,

而深度学习(将机器学习和强化学习相结合的技术)使计算机和算法可以控制

并处理尽可能多的信息(数十亿个数据点),从而能够预测未来.到目前为止,

所有已开发实施的智能方法和机制仍被视为弱 AI③,仍然需要类似谷歌评估者

这样的人类来帮助提高准确性并进行算法训练.但弱 AI仍有可能做出愚蠢行

为.例如,微软发明的 AITay(泰)分析了数百万次种族主义的聊天内容后,非

但没有理解种族主义概念,反倒成了种族主义者.同样,脸书的 AI在种族主义

和歧视方面也有不足,它无法在用户举报前辨别出仇恨言论和骚扰行为.它能

检测出的骚扰、霸凌和仇恨言论只占到１４％左右,而在识别“垃圾邮件内容、恐

怖主义宣传、暴力和裸露内容”方面,却展示出了几乎百分百的准确率.④

强 AI是机器智能的另一种形式,等同于人类智能,可像人类一样解决问

题.和人类一样,强 AI可能很聪明,但并不是一直都保持高效.强 AI可以通

过运用与人类相当或相等的智力来完成非常复杂的任务.“其关键特性包括推

理、解决难题、做出判断、计划、学习和沟通”,并应具有“对事物的看法、客观思

想、自我意识、感知力和智慧”.⑤ 尽管强 AI尚未开发出来,但人们普遍感到担

心,因为强 AI已具有与人类思想相当的特性.计算机已经能创造受版权保护

的创意内容,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 AI技术帮助人类产出专利创意.⑥ 从个体

层面看,强 AI被认为是危险的(我们将在以下监控区域中看到不同类型的 AI
及其各种影响).这种担忧并不让人震惊,因为«终结者»«弗兰肯斯坦»«复仇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引自谷歌深度思维(GoogleDeepMind)(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３日),控制工具(GitHub)(２０１６年１月９日),
«斜线点»(Slashdot)(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尼采(Nitsche)(２０１３年８月);«哲学杂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１９５０年３月);«西北围棋»(NorthwestChess)
引自phys．org(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２日)
引自投资百科全书(Investopedia)网站(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日)
引自马文(Marvin)(２０１９年６月３日)
引自投资百科全书(Investopedia)网站(２０１９)
引自«卫报»(TheGuardian)(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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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奥创纪元»和«我,机器人»等电影都已展示过 AI逃脱人为控制的理论危

险和潜在灾难.在一项由４０００多名美国人参与的调查中,超过７０％的人担心

机器人会夺走他们的生命.① 人们对于由机器来执行人类工作的前景,与其说

狂热,不如说担忧.对劳动人口而言,强 AI构成了重大威胁.

对于西方公司的扩张和生存而言,AI创新至关重要.人工智能将成为其

针对新兴国家的自保手段之一.但是对于西方公司或国家而言,AI是一项高

风险的技术创新.高风险不仅体现在研发方面,更在于其综合复杂性和费用支

出.«头号玩家»(ReadyPlayerOne)之类的电影无疑会让我们对AI痴迷,但除

了电影的魔力外,还有什么让那么多人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心醉不已呢? 原

因有很多.首先,AI代表了经济世界的未来.美国等国家的 GDP的三分之一

来自２５年前不存在的产品.其次,鉴于 AI发展迅速,人类对即将到来的强大

而有自我意识的 AI感到恐惧.包括特斯拉总裁埃隆马斯克(ElonMusk)在

内的先知们,纷纷发出关于 AI的危险警告.马斯克甚至创建了一个名为 Open

AI(https://openai．com)的小组,用于研究和评估围绕 AI的安全和社会问

题.② 但即使以安全并可管理的方式开发 AI,也阻止不了公司对私人数据的收

集.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AI不是一个未来的空洞承诺,它早已渗透进了我们

的日常生活,已成为现实.

关于 AI的词汇越来越多,其中不少颇令人费解.AI领域甚至尚未确定具

体结构,不过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研究领域:自然

语言处理、遗传编程、机器学习③、深度学习、专家系统④、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语

音识别⑤以及最为重要的人工神经网络(ANNs).人工神经网络创建的算法可

以模拟神经元的操作,就像大脑活动中神经元彼此相互作用;(人工神经网络算

法)记住输入、学习关联、制定决策.⑥ 计算速度和计算能力的提高使得神经网

络可以包含更多的层和更多的神经元,从而使它们在学习和分析大数据方面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引自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４日)
引自«商业内幕»(BusinessInsider)(２０１８年６月４日);埃隆马斯克(ElonMusk)对 AI感到担忧,
他认为这可能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手段;他成立了一个名为 OpenAI的小组,该小组负责研究和检查

AI的安全和社会问题.他向非营利组织捐款１０００万美元,以确保 AI保持友好状态.在马斯克最

近卸任董事会之际,该小组将继续提供咨询且提供资金.
引自«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TechnologyReview)(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
引自沃登(Worden)(２０１５)
引自特里帕蒂(Tripathi)(２０１６)
引自«经济学人»(TheEconomist)(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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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高的能力.更大的神经网络能够消化和分析体量更大、更复杂的数据,并

且可以检测大数据中的细微差别并做出发现和预测.人工神经网络在数据处

理量和处理速度方面优势明显,因此可以用在实时或非常接近实时的场景中.①

例如去机场时,你会在办理登机手续时留下所谓的初始输入(基本信息).这些

输入由算法处理并链接到其他层,将你的数据与其他乘客的数据进行比较并建

立模型.从本质上讲,这台 AI使用大脑和神经元机制的类似物,进行了数百万

次小型计算以解释你在机场的路径.在重复几次相同的操作后,机器已很好地

了解了各种路径,因此可以沿你的路径放置针对性的广告或进入免税区的邀

请.这就是一台在学习的机器.我曾与JCDecaux(数字广告牌的全球领导

者———编者注)中的一些团队进行过会面,他们正在开发一个机器学习项目,计

算穿过机场的更为复杂的路线,以便出售更多的免税奢侈品.大多数需要对大

数据进行“训练”的 AI技术都会使用某种形式的人工神经网络.②

如果要做类比的话,神经网络其实是市场营销用过的技术.例如,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末,顾客观看广告时的眼睛的注视点可被追踪.神经营销工具跟随

的是观众的瞳孔.简而言之:虹膜中心的黑色圆形大小会发生变化,调节到达

视网膜的光量.通过跟踪瞳孔,眼动追踪可以确定在观看化妆品广告时观众的

眼睛看的是模特还是产品本身.据此,广告商可以改变产品在广告中和屏幕上

的位置,提升广告效果.

所谓“物联网”(IoT),即所有设备,如电话、手表、智能眼镜、灯泡、电视、安

全系统、车辆、可穿戴设备、语音助手、智能手机以及更多可以连接互联网且彼

此之间能互联的设备———目前由２７０亿台设备组成,到２０２５年这一数字预计

将增至近三倍,达到７５０亿台.物联网通过面部识别辨认人,因此不管你去到

哪,大数据拥有者都能识别出你的身份.例如,一台设在伦敦的摄像头每天可

以针对个人录像３００次(４２万个摄像头,每１５人使用１个).③ 一户典型美国家

庭拥有５个互联设备,而７７％的美国人每天上网.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去酒

店、温泉、游泳池、餐厅或超市办理手续时,摄像头将同步观察并分析他们的面

部反应,与«银翼杀手(BladeRuner)»及«少数派报告(Minorityreport)»等科幻

电影中所看到的一样.

①

②

③

引自贝尔(Bell)(２０１５)
引自雷肯(Lecun)(２０１５)
引自«福布斯»(Forbes)(２０１６年３月３日);«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纽
约时报»(NewYorkTimes)(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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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识别有助于神经心理学领域了解人们的基本反应.我们的心理反应

源自大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爬虫脑使我们能够进行无意识的动作,例如呼吸.

———边缘脑(左侧)是大脑中神经和组织的复杂系统,涉及皮层边缘附近与

本能和情绪有关的多个区域.它控制着记忆、基本情绪(恐惧、愉悦、

愤怒)和欲望(饥饿、性、支配欲、养育子女).

———皮质脑(右侧)是由折叠的灰质组成的大脑外层(大脑皮层),在人的意

识中起着重要作用.大脑皮层负责我们的思想、智力、想象力和理性.

假设有一个男人问他的女友,“你最喜欢的餐馆是什么?”女友可能会不自

觉地向左看,在边缘脑里寻找答案,那是主管本能和记忆的区域.① 如果女友向

右看,则意味着她正在使用皮质脑和想象力提供虚假的答案即谎言.

一旦有人可以从面部识别程序中获得信息,他将如何操控或反控他人呢?

这是我们下面要思考的问题.虽然目前还只能凭空想象这种 AI可运用的范围

和功能,但该技术的集成就在不久的未来.到２０３０年,你的房屋内外都将装有

足够多的摄像头,用来收集数据并立即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进行处理.② 你在某

家商店中的反应将被即时分析,并被转送至销售人员的屏幕或谷歌眼镜,于是

他可以向你提供相应购买建议(玛莎拉蒂已经在使用该技术,识别商店内的客

户并将相关信息传到销售员的iPad).通过 AI收集个人数据的方法多种多样,

基因测试和眼动追踪皆在其列.公司和品牌商可以在广泛收集数据后使用此

类信息,以全面了解你.使用 AI分析你的数据,有助于改变你的购买行为.

２００５年,我身上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作为一名年轻教授,我在尼斯大

学做了一次演讲.我对学生说:“你是否知道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家公司,他们为

你们提供免费的 Windows等办公工具,作为交换,他们会跟踪并扫描你们的电

子邮件,对其进行分析,对最常用的关键词进行排名并分组为不同主题,随后,

与这些主题相关的广告就会发送到你们的电子邮箱.”当我讲述着这个与

«１９８４»相似的情景时,学生们目瞪口呆(他们没人读过«１９８４»,但都听说过).

我问他们对此事作何感想时,他们说:“这太可耻了!”我问他们是否想知道这家

公司的名字,好奇的学生们自然说“是”.“谷歌.”学生们瞪大了双眼,不敢

①

②

引自«独立报»(TheIndependent)(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２日)
引自«卫报»(TheGuardian)(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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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点,全新的数据收集方式,已不再让你震惊.在尤瓦

尔诺亚赫拉利的著作«未来简史»(HomoDeus)中,人类通过生物和控制论

工程将自己升级到“类神”的身份以寻求永生,他们还发现了允许人与人之间进

行心灵感应的头盔.① 心灵感应允许两个人通过另类方式交流,而不再求诸早

已熟悉的感官.头盔所执行的不过是一些基本动作,但足以收集到个体在家中

行为的大量数据.异曲同工的是,在瑞典,人们发明了能植入皮下的微型芯片.

一家公司的员工一天之内就可进行大量操作.这些新的数据收集方式听起来

非常超现实(其实日本科学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将微芯片植入了真正的

蟑螂体内),但与此同时设想一下:

１)人们对技术的兴趣日益高涨.如果皮肤就能植入所有设备,还有必要继

续使用笔记本电脑或手机吗?

２)(以学生对谷歌的反应为例)如果消费者满不在乎,还如何期望公司的技

术会发生变化?

我们还能保护自己在购物和思想隐私方面的自由选择权吗?２０１５年,英国

秘密情报局“网络警察”的详细信息显示,消费者们不仅频繁面临信用检查,还

常常成为网络购物个性化定价的实验对象.② 如果每个人在使用互联网时都在

接受检查,可不可以说当今世界对公民和社会的操控已成现实? 通过算法控制

数据是了解我们所思、所做、所为、所感的有效方法.欧洲通过了«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GDPR),试图保护消费者及其信息的隐私权.这部如今大名鼎鼎的

法律改变了我们日常词汇中“缓存文件”一词的意义.美国 GAFA试图避开这

种立法,因为他们由衷认为,他们提供的是消费者日常喜闻乐见的免费服务,是

有益的.在美国,只有少数联邦法规保护隐私,且都只针对特定行业.全球性

的保护消费者隐私的监管机构尚不存在.美国联邦法律保护隐私的最重要法

案是«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IBA),管控金融机构对个人数据的处理.③ 中国

①

②

③

引自赫拉利(Harari)(２０１７)
引自«科学美国人———政策与伦理»(ScientificAmerican—PolicyandEthics)(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５日)
欧盟宣布公民对其数据拥有权利.经过四年的准备和辩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最终于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４日获得欧盟议会的批准,并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５日开始实施.该条例声明,个人数据只

有在以任何其他方式进行处理都不合理时才可处理.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最好使用匿名数据.在

需要个人数据的地方,该数据应足够相关且仅限于实现此目的所需的条件(“数据最小化”).欧盟规

定,数据和汽车或房屋一样,可以被视为重要财产.每个人都可以控制他们.与美国相比,欧洲联盟

将数据保护视为“财产权”,GDPR承认数据访问、数据处理、数据批准和数据擦除的个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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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也已开始规范其市场活动.目前,我们无法想象 AI在法律上会造成多

么复杂的问题,也不知道怎样做才能保护人类免受这些复杂问题的影响.

没有法律,对消费者的全球操控将如何运作? 使用 AI预测人类行为并说

服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系统或机制,实质上是公司强制性的营销方法的一种延

续.品牌通过与消费者建立联系来培养这种操控行为,这意味着品牌与人之间

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关系.作为人类,我们自然会对人、动物,甚至无生命的物

体产生依恋,对品牌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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