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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们还记得今年5月
份大规模爆发的“WannaCry”勒
索病毒，全球国家和地区的互
联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影响范围之广令人谈之色变。

无独有偶，2016年初发现
的Petya勒索病毒，最初只是利
用电子邮件传播，其后不断增
强攻击能力，2017年已波及60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万用户，
令数家企业被迫中断业务或停
止生产。网络的飞速发展让全
世界联系得更紧密，也让每个
终端的安全变得更脆弱。

“这些或许还只是冰川非
常小的一角，世界互联化增加，
恶意袭击就会不断增加。所
以，AI的安全性必须要引起重
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计算机系教授Dawn Song 在上
周举行的第29期理解未来讲座
中指出。

Dawn Song 坚信，“安全性
是将来部署使用AI最重要的、
最大的一个挑战”。她表示，如
果要去建立计算机学习系统的
安全性，需要从软件、学习、分

布3个层面考虑，包括不断开发
新型的、更加安全的措施，保护
计算机不受蠕虫病毒和恶意软
件的袭击；设计更好的架构，进
一步保护网络的安全；了解发
生攻击的模型，并对其模拟，从
而通过分析研究找出对策。

作为面向大众的公益科学
讲座，理解未来讲座致力于邀
请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创新科
学家担任主讲嘉宾，本次讲座
为第 29 期。来自上海交通大
学、普林斯顿大学、未来论坛、
流利说及上海纽约大学的多位
教授及嘉宾从不同视角探讨了
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安全的关
系，并一致认为，人工智能与计
算机安全相结合是一个势不可
挡的趋势。

“目前，保护系统安全占用
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
果将这项工作自动化，就可以
以较低成本强化大量系统和应
用程序的安全，进而大大提高
国 家 网 络 防 御 的 敏 捷 性 。”
Dawn Song举例道。

面对“人工智能的超强大

脑能否成为网络安全的守护
者”的问题，现场科学家们认
为，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上
述问题均可得到缓解”。

此外，为促进人工智能及
科技的健康发展，毕马威中国
在本届讲座中宣布，即日起将
正式启动毕马威中国2017领先
汽车科技50评选。

毕马威中国科技及信息业
主管合伙人吴剑林表示，此次
榜单活动过程中，毕马威将访
谈、记录和报道汽车科技领域
的优秀技术、公司和产品，沉淀
专家观点和知识来普及大众，
以便促进中国汽车科技领域的
发展和更好地支持该领域科技
企业的成长。

青年报 王霞

“本质来讲，英语培训就如
同我们小时候学中文一样，是
不需要培训的。关键是能否身
处于一种语言环境。”

7 月 10 日，沪江网校对外
宣布将启动针对白领人群的成
人在线口语新品牌“Hitalk”。
沪江网校总裁宋建宏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如今，在线成人口语
市场“厮杀”已进入红海阶段，

“Hitalk”恰是行业高速发展和
快速洗牌的“知难而上”。

根据映魅咨询的教育科技

投资报告统计，在线英语市场
是过去2年中国创业投资的热
点之一。相关行业研究分析报
告也指出，2016年，成人英语市
场总量已达250亿元，且未来5
年内将继续以每年两位数的比
例快速增长，“口语学习用户经
过近几年的培养，已形成良好
的线上学习和付费习惯。”

宋建宏进一步指出，在线
英语口语的1.0阶段用互联网

“教学链接”解决了地域、时间
限制的问题，现在即将进入更
加注重学习效果和效率的 2.0
时代，“用户的需求正在悄然发

生变化，从行业初期看重价格，
到现在更加注重完整的学习服
务和学习效果。”

据了解，Hitalk基于丰富的
数据采集和智能化自适应学习
匹配，独创真人实景角色演练
与情境式教学，还原了近千种
真实的口语应用场景，并在学
习全程介入智能教育，让学习
者远离口语教学过后只会“Hi”、
不会“talk”的窘境。

当天，沪江网校还宣布将启
用新品牌代言人汤唯。Hitalk
品牌总监陈洁表示，“汤唯曾有
在英国学习的经历，在多个场合

均曾展示过不凡的英语口语水
平，并非常认可‘在情景中学习
语言’的方式和重要性，与我们
的品牌调性及理念非常契合。”

据悉，Hitalk将为学习者提
供完整的口语课程系统学习以
及6大服务体系，包括“导航式
学习”智能调整学习方案、“实
景角色演练”与外教1对1在线
互动、“翻转课堂”玩转学练习
测、“诊断式学习”智能匹配学
习强化包、外教师资遍布全球
100%国际教学认证、“六位一体
学习服务”享有专属督导陪伴
等，以保证学习效果的可见性。

青年报 姜卓

7月6日，三星QLED量子点
电视品鉴会来到上海，在今年斩
获多项业内大奖的三星QLED光
质量子点电视Q8C，现场演绎了
一场极致简约的工业设计大赏。

极简的形式源自生活哲学

与功能，其背后是高超的工艺
品质与完美的用户体验。据介
绍，为了将电视做到极简，三星
QLED TV 几乎做到了四边无边
框，整个画面就像浮于空中，最
大限度地减小了电视边框对于
视觉的干扰。机身表面不使用
一颗螺丝，营造出了一种360°

无死角的视觉体验。为了解决
电视走线凌乱的问题，三星此
次推出薄幕一线隐形式连接设
计，用一根纤细的、几乎看不见
的光缆就解决了消费者一直以
来的痛点。通过这根直径仅
1.8毫米的透明线缆就可以将
所有外接设备接驳到电视上，
让家装更加随心所欲。

据悉，QLED TV是三星电视
2017年最为重要的战略产品，包
含4个系列，8款型号，横跨55英
寸到88英寸等多个尺寸段，曲直
可选，是目前市场上高端旗舰型
号中品类最为齐全的产品之一。

除了超前的设计思维，
QLED TV还刷新了色彩极限，几
乎能够还原人眼所能看到的所
有色彩。得益于无镉量子点材
料的发明，三星QLED TV不仅能

够准确地呈现DCI-P3的色彩空
间，而且还是世界上首台对
100%显色体积进行还原的电
视，这意味着其可以在任何亮
度水平下还原所有的颜色，让
最细微的差异也无所遁形。

此外，为了提供统一而简便的
用户体验，三星 QLED TV 使用
Smart View手机APP就可以在电
视上无缝观赏手机内容，并享受视
频点播服务。还可以自动识别广
电、IPTV机顶盒以及游戏机、蓝光
DVD等多种外接设备，并可通过一
个三星万能遥控器来控制。而且，
三星强化了语音搜索功能，可帮助
用户快速找到想要观看的内容。

三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三
星电视将以更大胆、更前卫、更
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掀起新一
轮的家电美学潮流。

嘉亭荟商场举办
夏日蹦床活动

近日，安亭嘉亭荟商场以
奥运会之名，举办“蹦床奥运
会”，在传统蹦床的基础上再升
级，全新增加欢乐滑梯以及巨
型儿童海绵池，清凉助力，让每
个小朋友尽情蹦跳，度过欢乐
夏日。

据了解，此次嘉亭荟“嘉+
You”夏日蹦床活动位于一楼中
心广场，届时将有长 25 米，宽
7.6米，高4米的蹦床装置呈现
给现场顾客。装置分为活力蹦
床区、欢乐滑梯以及儿童海绵
池三个区域，全方位提升娱乐
性，给现场的儿童良好的玩乐
体验。

活力蹦床区中，平面蹦床
与倾斜蹦床一体成型，色彩鲜
艳，带来动感视觉冲击。欢乐
滑梯是小运动员们最喜爱的
装置，登高望远，再以优美的
弧度纵深一跃进入欢乐的海
洋。儿童海绵池升级装置，满
足小朋友们童梦般的好奇想
象，置身五彩梦幻海洋池，屈
膝翻滚，侧身翻转，乘着热浪
驰骋缤纷海洋，持续激活欢乐
与活力。

青年报 王娟

华鑫置业
探索智慧社区

7 月 4 日，智慧社区建设
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各界热切
关注的话题。华鑫置业作为
致力于成为智慧产业社区的
开发商与运营商，携手 Young-
Bird 举办“HALO·一见倾鑫”智
慧导视系统设计竞赛颁奖典
礼暨“智慧社区”主题论坛，共
同探讨未来智慧城市生态系
统统一等话题。

据悉，本次“HALO·一见倾
鑫”智慧导视系统设计竞赛历时
三个月，收到境内外设计类专业
学生、从业人员和设计爱好者
的热烈参与，共吸引到来自36
个国家、81 个城市的 400 多位
选手组团参赛。不同于普通概
念性的设计竞赛，“HALO·一见
倾鑫”更是探讨和解决办公环
境与共享社区有机融合的策
略-不乏创新的灵感，区域的识
别度，延续的空间感，以及多元
化的挖掘。

竞赛主要针对华鑫置业漕
河泾片区内的四大园区户外空
间进行导视系统设计：华鑫中
心、华鑫展示中心、华鑫天地·
一期、华鑫天地·二期、华鑫慧
享中心&华鑫科技园。要求选
手选择园区内具有典型性和可
诱发性的空间场所进行导视系
统设计，提升场所的商业价值
及满足人们潜在的活动需求。
目前，在漕河泾东区以“华鑫中
心”、“华鑫天地”为代表的第一
批项目已投入使用，智慧产业
社区形态初具。

青年报 王娟

“安全性是AI的最大挑战之一”

Hitalk上线 在线英语口语进入“效果”时代

三星QLED TV沪上演绎极简美学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安全问题”。
“攻击者也在不断追随新技术的脚步，甚至有时快于技术的发展。所以，未来出现更多AI智能系统

的同时也可能会受到更多攻击。”在近日举行的理解未来讲座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系教
授Dawn Song给当前AI的迅猛发展敲响“警钟”，“AI的安全性必须引起重视。” 青年报 王霞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