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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默·洛基

“90后”的创业传奇
海外网 张莎莎

消费机器人从哪里来？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R） 的
报告，服务机器人可被分为三类：家
政机器人、娱乐休闲机器人、医疗助
理机器人。而这三者在 2017 年的销量
分别为610万台、250万台和数千台。

其中，家政机器人主要指扫地机器
人、割草机、泳池清扫机等，而所谓“娱
乐休闲机器人”，就是人们通常意义上
理解的消费机器人。事实上，在5年前，
世上本没有什么消费机器人市场，但从
2014年开始，语音技术开始有了突破式
发展，同时全球玩具市场进入增长周
期，于是，在玩具智能化和消费语音助
手实物化的叠加作用下，一个新兴的消
费机器人市场诞生了。

说到消费机器人的兴起，就不得
不提亚马逊。2014 年 11 月，亚马逊推
出了智能音箱艾寇 （Echo），其最大亮
点是将智能语音交互技术植入到传统
音箱中，语音助手可以与用户像朋友
一样交流，同时能播放音乐、控制家
电开关、网购下单、叫外卖等。

当把这种智能音箱安装到机器人
中时，消费机器人就迎来了一波狂飙
突进。

在中国市场，2014 年，优必选、
萝卜科技、小鱼在家等第一批消费机
器人企业，率先获得融资，推出了会
说话的家庭机器人。随后，对话机器
人布丁在京东众筹正式上线，原先做
平板和手机的鑫益嘉科技也推出了巴
巴腾机器人。

再后来，随着语音识别技术的进
步，国内也出现了与美国智能音箱模
式相融合的消费机器人：科大讯飞推
出了阿尔法蛋机器人，集教育、电
视、视频通话、智能音箱等功能为一
体；猎豹移动也推出了小豹人工智能

音箱……

消费机器人如今什么样？

如果打开天猫平台，对其销售的
机器人商品进行统计，会发现月销量
在 100 以上的产品，其应用场景竟然
惊人的同质化：绝大多数都是儿童早
教学习机器人。

这类机器人本质上是早年间市场
上的各类学习机、点读机的升级版
本，内置一些模块化的学习程序，比
如儿童故事、古典诗词、英语学习、
音乐曲艺等，然后用语音指令进行开
关。同时设置一些适合儿童的简单对
话交互功能。

从厂家主打的广告看，这类机器
人的定位在于父母上班后对儿童的

“陪伴”，以及对儿童可能沉迷的手
机、游戏机的“替代”。而在接入网络
以后，这些机器人还可以实现父母远
程与孩子视频语音沟通、远程给孩子

设置提醒日程等的功能。
目前，这类机器人的市场售价普

遍在 300-1000 元之间，属于较为亲民
的人工智能产品。

此外，销量较高的消费机器人类型
还有两种：一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玩具
机器人。这类产品常常又与各类影视、
游戏大知识产权（IP）进行绑定。比如斯
非罗（sphero）公司开发的机器人 BB-8，
就与《星球大战》中的萌宠机器人同款，
可以实现遥控、自动巡逻、增强现实

（AR）游戏等功能。
另一种是以益智学习为目的编程

机器人。比如索尼公司开发的 Koov系
列 编 程 机 器 人 ， 创 客 工 场 （Make-
block） 公司的mBot系列机器人等。这
类产品通常是对传统积木类玩具的智
能版，即通过模块自由拼搭出各种造
型，再通过编程赋予作品各式动作，
从而实现培养儿童创新能力的目的。
在这种产品厂商的广告中，对机器人
的图形化编程已经替代奥数和乐器，

成为儿童智力开发的新“必修课”。
当然，这两种消费机器人的价格

也要更高，普遍价格在千元以上，甚
至可以达到7000元。

消费机器人路在何方？

尽管消费机器人已逐步形成了一
批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但依然面临着
应用场景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困境。

大量的所谓机器人，其实本质就
是“智能学习机+语音交互+一副机器
人的外壳”。这样看来，机器人的形式
仅仅成为吸引儿童的卡通形象，而与
用科技提升消费者生活质量的关系并
不大。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尽管机器人
是一个充满幻想的词汇，但“工具
性、娱乐性、教育性”这三大底层价
值，却万变不离其宗。

而对应这三大底层价值，消费机
器人下一步的改进方向，就应当是：
在工具机器人领域提升效率；在娱乐
机器人领域增加可玩度；在教育机器
人领域做好价值深耕。

例如，比起堆砌海量诗词故事的
学习机来说，让儿童在组装、操作中
学习相关知识的编程机器人就显得更
为有效。

在 这 个 方 面 ， 作 为 消 费 机 器 人
“祖宗”的智能音箱，反而仍有借鉴意
义。一方面是消费机器人应用场景狭
窄，市场逐渐冷落；另一方面，却是
智能音箱随着 5G 万物互联时代的到
来，成为了智能家居的核心大脑，从
而越发受到市场的追捧。

这个例子似乎告诉人们，“智能机
器人”的实现，不一定要拘泥于“机
器人”的外在形式，重要的是找到用
户对于科技的切实需求，让人工智能
真正能够提升用户的生活品质。

国家政策助力

智慧医疗能带来什么？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就
是：去医院看病，跑腿少了，候诊时间短了！现在，
线上预约挂号、线上缴费、在医院窗口扫码缴费、查
询就医报告以及排队进度……这种“一站式”智慧医
疗服务在各大医院已越来越常见。

智慧医疗已在中国兴起，互联网医疗更是市场广
阔。银川、乌镇、广州三地的互联网医院也都走出了
自己的特色，不久前，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
网络医院信息科主任连万民就让人工智能医生给自己
看病。因为出现了发热、低烧等症状，连万民直接问

诊医院的人工智能医生，病情症状刚刚输入，智能医
生给出的提示是 90%是急性肠胃炎，“再去找医生看
时，结果一样”。在连万民看来，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
的应用，不仅能很好地辅助医生、医疗，也能提高市
民的医疗知识，让他们对疾病有基本判断和认知，能
够较好评估自己的疾病。

今年，智慧医院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全国两会
上，《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要加强新一代人工
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等多领域推进“互联
网+”。

智慧医疗便民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促进“互联网+医疗健
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允许依托医疗机构发展
互联网医院，落实“互联网+医疗健康”。

7 月 6 日，由广东省东莞市商务局、澳门贸易投
资促进局主办的莞澳两地经贸合作论坛在广东东莞举
办，同时启动了“一个工作日完成办证及银行开户互
动仪式”，并现场完成了互联网医院营业执照的审
批。健客网作为行业代表成首批受益企业。审批历来
是互联网医院在各地落地面临的难题，一个工作日批
出互联网医院营业执照，刷新了目前国内审批效率的
纪录。

健客网首席执行官谢方敏认为，随着国家以及各
地政府对“互联网+医疗健康”的鼓励和支持，互联网
医疗进入2.0时代，将大大加快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的
步伐，为更多老百姓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

“互联网医院的便民之处不言而喻，偏远地区患者只需
要下载安装医疗健康相关客户端，无需出门，就能通

过视频和文字与一线城市甚至是海外专家交流，通过
互联网进行在线病情咨询。”

未来发展可期

智慧医疗的发展已逐渐步入“快车道”，从长远
来看，智慧医疗发展也是受到百姓欢迎的。谢方敏
说，在线购药、在线问诊等新兴业态，让更多的老百
姓享受到了便利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也有利于打破各
地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局面并加以解决，让偏远地区
居民能够享受到高端先进的医疗资源，真正为全国患
者带来福利。

在未来，互联网医院应该与人工智能等科技更好
的结合。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军章
认为：“互联网医院应该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让患者
有‘口袋医生’，医生有智能助手，真正实现患者无需
排队的‘指尖上的医疗’。”

数据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支撑，智慧医疗要有可
持续发展，构建医疗数据平台必不可少。然而，目前
医疗数据的来源、计算、共享却存在一定的欠缺。中
国医师协会智慧医疗专委会会长董家鸿认为，大量医
疗数据缺乏标准化、覆盖面不足、医疗记录数据不完
整、信息用自然语言描述等一系列问题，势必会导致
数据整合困难、医疗记录有断点、质量不够、自动化
分析处理困难。

关于智慧医疗未来的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
信息司副司长刘文先建议，推进互联网和大数据规范
应用，加快智慧医疗深入发展，提高医院管理和便民
服务水平，需要政产学研用多方参与、形成合力、联
合创新、共建共享。

如果说扎克伯格是目前美国最成功的“80后”，那么引领
了虚拟现实潮流的帕尔默·洛基则可以被称为最成功的“90
后”。他不仅是傲库路思的创办人，还是虚拟现实（VR）头戴
式显示器“傲库路思·裂缝”的发明者。

洛基生长于加利福尼亚州长滩，从小就喜爱钻研电子
产品，从11岁开始便已尝试了各种高电压研究，他对虚拟
实境有很高的兴趣，并拥有超过50款头戴式显示器的私人
收藏。然而很快，洛基就对这些头戴式显示器的低对比
度、高延迟和低视野感到灰心，于是他决定自己研发。18
岁时，他创造了自己的第一台原型，配备有90度视角。接
着他研发了一系列原型，力求在配备3D立体、无线和最大
270度视角的情况下，尽可能缩小尺寸及重量。2012年，年
仅19岁的洛基完成了自己第六个虚拟现实设备原型，取名

“Rift”（裂缝），寓意现实将由此裂开一道口，通向另一个
天地——虚拟现实。

傲库路思·裂缝面世后，虚拟现实技术热潮瞬间席卷全
世界，一些科技领袖甚至表示，虚拟现实将成为继电脑、
智能手机后又一基础计算平台。2014年，傲库路思被脸书
以20亿美元收购。洛基称他之所以接受收购，是因为“虚
拟现实技术在濒死边缘徘徊了几十年，而资本可以让其复
苏。”傲库路思被收购后，洛基并未离开，仍专注于核心虚
拟现实技术的研发。

作为“硅谷创业的传奇”，洛基俨然已成为虚拟现实爱
好者眼中的名人，然而，他并不这样认为。生活中的他依
然不拘礼节，即使是在展会或活动中，他也经常打着赤
脚，喜欢拖鞋胜过鞋子。他被形容是一位礼貌、乐观且对
任何事物皆充满好奇心的人。

2017 年洛基离开傲库路思，沉寂 3 个月后，宣布复出
并成立新的虚拟现实公司。洛基表示，目前的虚拟现实形
态并不是终极，以虚拟现实硬件为蓝本，他脑中还有更多
新的玩法和创新空间。他相信，当配套内容产业链足够
长，产品足够多，虚拟现实产品会像手机一样走进千家万
户，“作为体验者，你要做的就是去尝试虚拟现实产品，总
有一天你会明白它超越你所能做的一切。”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正加速落
地。在巴西，已经有不少学生在家
里或者巴士上上课。只要他们拿起
手机，登录特定的教育软件，就可
以在任何地方开始上课。

在中国，“人工智能+教育”也正
刮起风潮，“刷脸点名”“课堂实时监
控”等技术广泛应用。比如，“智慧课
堂行为管理系统”通过“阅读”学生的
表情来分析学生上课状态，监督课堂
教学；人工智能分析评估系统，进行
课堂实时表情分析，精确判断学生学
习理解程度等等。

这种方式对家长更好地了解学
生教育情况多有裨益。然而，其争议
也显而易见——学生的隐私容易被
侵犯，教师的教育自主权也受到严重
威胁。

事实上，人工智能在教育课堂
的争议本质上是技术带来的“透明
化”所引起的担忧。有时我们需要
借助技术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让信息可以更快，但不能“裸奔”。
比如人工智能进课堂带来的学生隐
私保护问题。

如今，不仅是在课堂，人工智能
时代，任何一个生活场景中，人和各
类物品的各种信息都会转化电子信
号被记录和获取，隐私不再限于公民过去在物理空间
或是虚拟空间中留下的个人敏感信息，而是包括了公
民在一切联网状态、在任何移动化场景中产生的所有
个人信息。

正因如此，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数据安全和隐私
问题也空前受到关注。那么，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严
守边界？谷歌给出的答案是：在人工智能开发应用
中，坚持包括公平、安全、透明、隐私保护等在内
的7个准则。微软也提出6个道德基本准则，包括公
平、包容、透明、负责、可靠与安全、隐私与保
密。这些准则，在智慧教育领域显然也适用。

中国拥有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智能市场。如
何调和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近日发布的 《未来
基石——人工智能的社会角色与伦理》 报告里，有
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决心要利用人工智能带来的
无限机遇，最好在冲进未知之门之前给这辆汽车装
上刹车，让它真正能行稳致远。这个刹车就是伦理
规范和公共政策准则”。

从这个角度而言，有关“智慧课堂”如何严守
边界、保护学生和教师的议题，不仅仅是个教育问
题，而是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更好发展智慧产业的
经济问题和如何更好严守“隐私”边界的社会问题。

消费机器人：

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本报记者 韩维正

长久以来，以机械手臂为代表的工业机器人，已经大规模应用于现代化工厂当中，而科幻电影中描绘

的那种走进千家万户、与人类高度相似的消费机器人，则仍然停留在电影之中。但近些年人工智能的跨越

式发展，又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消费机器人的热望。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未来如果要实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落地，消费机器人的确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方

向，但比起争先恐后地炒概念、玩噱头，各厂家真正应该做的，是踏踏实实研究具体的应用场景，让消费

机器人产品为用户带来切切实实的智能感。

“指尖上的医疗”值得期待
海外网 庞 晟

“指尖上的医疗”值得期待
海外网 庞 晟

去医院看病，挂号难？候诊久？当有互联网技术“加持”，这些烦恼会越来越少。近年

来，患者通过手机挂号、在自助缴费机上交费已是常态，智慧医疗服务让人轻松就医，“指

尖上的医疗”正在慢慢成为现实。随着国家的互联网医疗政策日渐明朗，智慧互联网医院是

否也逐步进入“快车道”？智慧医疗在未来发展中还面临哪些问题？

用户正在体验健客网医疗智能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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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在机器人教育创客中心和小朋友们在机器人教育创客中心和““仿生小狗仿生小狗””互动交流互动交流。。 冯小敏冯小敏摄摄（（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