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消息 中国
科学家通过对澄江生物
群疑难化石足杯虫类的
系统研究，破解了栉水母
动物门的起源之谜，证实
栉水母动物和刺胞动物
共同起源于底栖固着生
物。目前，这一成果已经
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当
代生物学》上，并将于4月
1日以封面文章正式刊
出。

论文通讯作者、云南
大学云南省古生物研究
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丛培
允介绍，栉水母为双胚层
动物，科学界关于其起源
存在争论。传统教科书将
其与刺胞动物（如珊瑚、
水母等） 合称为腔肠动
物，认为它们是海绵动物
和三胚层动物之间的过
渡类型。但是，近年来分
子系统学的研究显示，栉

水母动物可能是多细胞
动物的基部类群，这预示
着它们可能是多细胞动
物中独自演化出复杂组
织器官的分支。在此背景
下，栉水母动物门的起源
与演化，成为研究多细胞
动物门类早期演化的重大
科学问题之一。

距今约5.2亿年前的
云南澄江生物群，记载了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期动
物门类早期辐射演化，是
寒武纪早期特异埋藏的化
石宝库，足杯虫类就是其
中特有的一类化石。云南
大学云南省古生物研究重
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赵阳
在其导师丛培允的指导
下，对澄江生物群中的众
多足杯虫化石标本进行系
统研究，识别出一个新属
种三穹傣花虫，并对寒武
纪具有类似形态特征和体
型构建的化石种类进一步
研究，确认了复合纤毛构

造是这些化石类群的共有
特征，与现生栉水母的栉
板（纤毛簇）同源。

云南大学云南省古
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侯先
光教授团队疑难化石研究
小组，对由93个类群和278
个形态特征构建的矩阵进
行系统发生分析，结果支
持足杯虫类等底栖固着化
石类群是现生栉水母动物
的干群，表明早期栉水母
的复合纤毛构造在早期主
要用于滤食。研究小组首
次提出了关于栉水母体型
演化的新假说，即现生浮
游的栉水母是通过身体不
同构造的特化和退化，逐
渐从固着滤食的早期类型
演化而来。研究结果还表
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
期，栉水母动物的多样性
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固着
型栉水母干群和浮游型栉
水母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史
时期。 （白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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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个人隐私不知不觉“喂”给人工智能

◎◎考古

伊耳舒耳健康中心
应用祖国医学六经辨证，专业调理耳聋、耳鸣、耳痛、耳痒、耳眩晕、中耳炎听力减退

等耳亚健康者。根据中医典籍，偏方秘籍法，经过不断研究实践总结，找到了耳鸣耳聋的
源头，就是耳内经脉堵塞，日积月累了大量毒素，使神经受损，耳道耳鼓耳神经得不到滋
养，导致耳朵传导声音能力大大降低，耳朵分泌耳毒越来越多，就会出现耳道干涩、痛、
痒、肿胀，引发耳亚健康，耳毒超标，耳神经就因堵塞而萎缩，出现各种幻听，耳神经细胞
就会干瘪坏死，留在无声区。为了让更多耳鸣耳聋亚健康者早日摆脱耳困扰，决定进行推
广只需9.9元耳亚健康者可调理3天，报名热线:0471一5276685

《科技日报》消息 最
近人工智能又惹来一番争
议。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报道，IBM近日被指在未经
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在图片
分享网站Flickr上获取了大
约100万张照片，用于训练
其人脸识别算法。

当个人隐私成了“数

据”

据报道，IBM研究人员
在一篇公开的论文中详细
描述了使用这些照片进行
人脸分析的步骤，包括测量
人脸五官的距离等等。研究
人员写道，通过使用头部和
面部的47个标记点，可以对
人的面部照片进行很多可
靠的测量。

对于技术公司而言，这
些照片的价值不言而喻。庞
大的图片数据集有助于将
人脸识别算法训练得更加
精确，从而可以快速地从不
同照片或不同场景中识别
出某个用户。

然而，那些照片上的
人，大概并没有想到，自己
的肖像数据就这样被技术
公司收集，“喂”给了人工智
能神经网络，不知不觉地成
了人脸识别技术迭代升级
的“粮食”。

IBM在一则声明中表
示，它非常严肃地对待用户

隐私，一直谨慎地遵循隐私
原则，并表示用户可以选择
退出数据集。

话说回来，选择退出时
间点应为用户在肖像数据
被获取之前，知道自己的肖
像数据将被用于其他用途。
而在这一事件中，很多用户
的隐私已不知不觉地被侵
犯了。

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假如你的头像也是上
述100万张照片之一，肯定
会觉得这件事特别诡异。但
对某些人来说，IBM的所作
所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只
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而已。

《麻省理工技术评论》
官网发表文章说，人工智能
研发人员一直在从互联网
的各个角落搜集大量数据，
来“喂”那些饥饿的机器学
习算法，因为这些算法的训
练需要以大数据为支撑。该
文称，社交平台Instagram上
的照片也常常作为技术公
司获取图片数据的来源，而
且照片的内容标签经常对
应照片的内容，这更加方便
了研发人员对数据的标注。

除了社交平台上的照
片被不知不觉地获取，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个人隐私被不当利
用的担忧同样存在于其他

场景。
比如，最近不少商家把

人脸识别技术请上了收银
台，推广刷脸支付。消费者
在刷脸支付的同时，自己的
面部肖像也同时被人脸识
别系统所获取。关键是，这
些面部会不会也像Flickr上
的照片那样，变成训练人工
智能神经网络的数据？甚至
在未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
下，再次被提供给其他商
家，用于其他用途？这些都
是值得追问的。

可能被侵犯的个人隐
私也不仅仅限于面部肖像。
现在多种应用软件都可以
在语音识别技术的支持下，
允许用户进行语音输入。但
声纹是重要的个人生物信
息，这些语音数据被商家获
取后将如何被保管和使用？
要知道，一旦声纹数据被泄
露，不法分子有可能利用当
前的语音技术，合成出难辨

真伪的声音，用于电话诈骗
等不良企图。

虹膜识别、指纹支付、
文字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
在应用过程中也可能毫不
例外地涉及个人隐私问题。

用户知情同意是前提

人工智能时代，正让每
个置身其中的人变得越来
越透明。享受其便利的同
时，公民的个人隐私也很容
易被推向灰色地带。

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
获取用户个人隐私信息，应
保证用户的知情权；要给予
用户选择不拿个人隐私

“喂”人工智能的权利。
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

依靠行业自觉恐怕远远不
够。制定相关法律对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加以规范才
是硬道理。

就在IBM事件掀起轩

然大波之际，两位美国参议
员提议通过新的法案———
商业面部识别隐私法，对技
术公司的人脸识别技术使
用进行一定限制。

这项法案提出，禁止在
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使
用商业面部识别技术收集
和分享数据，用于识别或追
踪用户。新法案还将要求公
司在收集人脸识别数据时
明确地告知用户，并且经过
用户的知情同意才能分享
给第三方。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两
会期间，我国在相关领域也
有好消息传出：全国人大常
委会已将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
立法项目列入本届五年的
立法规划。

期待人工智能技术在
变得越来越能干的同时，也
越来越懂得尊重个人隐私。

■延伸阅读

欧美学者对于《一般数

据保护条例》表示担忧

过去一年，科技发展与
隐私保护的冲突似乎愈演
愈烈。近日，2014年经济学
诺奖得主、法国图卢兹经济
学院教授让·梯若尔等多位
知名学者现身杭州，就“数
据隐私和技术发展”发表了
各自的看法。

2018年5月，由欧盟颁
发、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
GDPR（《一般数据保护条
例》）开始实施，Facebook等
巨头企业接连收到了欧洲
开出的天价罚单。与此同
时，对于隐私保护的政策争
议不断，有人呼吁出台更严
格的隐私保护条例，也有不
少专家认为，欧洲严格的数
据保护条例，并不适合在全
世界推广，在未来的大世界
面前，隐私就是一个小问
题。

讨论中来自欧美的学
者对这一由欧盟颁发的数
据保护条例普遍表示了担
心。让·梯若尔认为，该条例
太过复杂，如果不允许收集
数据，就类似于“想倒掉洗
澡水，把宝宝也泼出去了”。
美国伯克利法学院教授姆
斯·邓普希则直言，当前对
隐私问题的研究，有待于更
充足的经济学、社会学层面
的知识给予支撑和完善。

《经济学人》智库发布
的最新报告称，关于隐私，
存在很多地区偏见。中国比
欧美更认同“数据隐私对企
业治理的重要性”。98%的
中国受访者认为，数据隐私
是良好企业治理的最重要
组成部分，这与中国企业不
重视隐私的普遍观念截然
相反。

（江 耘 洪恒飞）

新华社消息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最新
开发出一种纳米机器人。它
可在磁性“镊子”的操控下，
在活体癌细胞中精准活动，
未来有望用于癌症诊断和
治疗。

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
学·机器人学》杂志上的论
文说，研究人员首先在显微
镜玻片四周放置了6个磁线
圈，然后在玻片上植入活体
癌细胞。当研究人员把一个
直径约700纳米的磁性铁珠
也放置在显微镜玻片上，铁
珠被癌细胞轻松“吞噬”进

细胞膜。然后，研究人员通
过计算机算法改变6个磁线
圈的电流以建立三维磁场，
引导铁珠到达细胞内的指
定位置。

此前研究人员使用激
光来驱动珠子探测活细胞，
但激光能量不足就驱动不
了珠子运动，增加激光能量
又可能破坏细胞内结构，因
此其使用受限，而新方法可
施加的力量比激光高了一
个数量级。

随后，研究人员又与美
国和加拿大的医院合作，利
用这种机器人系统精准测

量出早期和晚期的膀胱癌
细胞的细胞核在反复戳刺
后核硬化的程度。他们发
现，晚期癌细胞和早期癌细
胞在形态上相似，但晚期癌
细胞的硬化反应不那么强
烈，由此可将两者区分开
来，这有望成为癌症诊断的
一种新方法。

研究人员还设想，用这
种纳米机器人可以阻塞肿
瘤血管，从而“饿死”癌细胞
或直接破坏癌细胞，未来有
望为化疗、放疗和免疫疗法
无效的癌症患者提供一种
新疗法。（周 舟）

中国科学家揭开栉水母动物门起源之谜 新型纳米机器人可进入活体癌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