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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艺术
Robot Art

Leonel Mo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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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艺术史历程中，20世纪是建立起我们今日所处艺术形态的决定性时期，而这取决
于其间两个具有颠覆性的重要进程：抽象艺术的诞生，以及此后很快诞生的现成品艺术。

抽象是对事物的间接描述，因而决定性地将艺术从琐碎的再现中解放出来。抽象艺术毋需呈
现任何作品之外的世界。事实上，一件抽象艺术作品只呈现它自身。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
创作的意义，艺术成为了艺术的主旨。

现成品，即直接取材于日常物进行创作，免除了对于制造过程的需求。艺术家毋需亲手制作
任何东西，而是可以仅仅通过改变一件已被生产出来的物品所处的语境而令其成为艺术品。

抽象艺术与现成品艺术的进程极大拓宽了艺术实践的领域。如今，任何事物均可成为艺术。
这在有些人看来意味着艺术的终结，因为如果任何事物均可以是艺术的话，那么也没有任何
事物真正是艺术。尽管艺术变得愈发令人困惑、甚至常常是愚蠢的，但是其发展进程却未曾
停滞。直至上世纪末，数字领域的出现再次改变了游戏规则。艺术家不再去制作艺术品、或
是令日常物脱离语境，而是通过精密的程序来创造艺术。最初，这些程序由确定性算法控
制，获得的输出结果始终是相同的。而随着人工智能向非确定性方向的发展，机器发展为可
移动的机器人，而机器人则有不受控制并进行创新性操作的可能性。

如今，任何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与创造性智能的机器都能够创造艺术。其中，自主权是指机器
在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能够处理任务，创造性智能指机器感知环境并以无法预测的方
式对其进行改变的能力。

我的工作正是基于这种可能性，因而也是对这种可能性的证明。从本世纪初以来，我创作了
若干个“艺术机器人”(artbots)，它们或单独运行或成群运行，它们能够基于涌现过程、正
负反馈与/或协同机制创造出独特的素描与绘画。

我的机器人艺术目前的状况是共生的，但我将着力发展其自主性，力争有朝一日将人类完全
排除在创作环节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机器人艺术将艺术扩大至了非人类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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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0021，2002，纸上丙烯，33 x 33 cm私人收藏

SP0021, 2002, acrylic on paper, 33 x 33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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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群绘画
非人类艺术
（2002）

我经常在艺术世界之外的知识中找寻灵感，令我的工作得以延续。我相信创造力的基本原则
便包含着与不同经验及知识的碰撞。然而，同样是事实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艺术实践已
愈发倾向于依靠自我指涉与精英主义并陷入循环、愈发依赖于商业利益，这导致人们对于新
的社会现实与重要的科学技术进展缺乏回应。

与似乎只着眼于日常生活的逸闻琐事的视觉艺术相比，当今的建筑却更为注重新技术对未来
人类生活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AI）与人工生命（aLife）的“艺术”层面正变
得日趋重要，为全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空间。

这个项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与人工生命领域的科学家维托尼诺·拉莫斯
（Vitorino Ramos）合作完成。它围绕形态发生的概念，旨在创造出一个在没有任何事先预
设的再现形态并将人为的审美干预降至最低的情况下能够创造形式的机体。

本项目区别于其他算法艺术(algorithmic art)或是进化艺术（evolutionary art），后者无论是
否进行预先约束，都需依靠完全随机的选择以及/或者必须要经过关于美学适配性的评估；
其实践均基于一种理想形式，由人类直接控制，或是由机器在学习人类特征后完成。这个项
目也不同于人工智能试图模拟情感或人类感觉的主张——这无疑是人工智能的关注点所在，
却并非本项目的目标。在我们的项目中，我们试图尽可能多地去除人类因素，尤其是在涉及
审美或道德主观性、品味或风格上，去令“人工智能艺术家”去决定他们自己的“艺术”。

我们有意去减损“艺术品”的质量，将审美体验从一切道德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神话中解放。
为了这个主张，我们正在进行“人工蚂蚁系统”或称“（蚁）群系统”的项目。我必须要承
认在工作的第一年间我曾感到怀疑与沮丧。虽然我们很快便取得了一些有趣的成果，却很难
想到这些实验有何实用价值。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经常自问“是的，这还不错，但我能用它
做什么呢？”于是，我开始将人工生命作为一种新工具，藉由其非凡的组合性能实现我的一
个具体的目标。事实上，我希望这些系统能够执行任务或解决问题。从产生这个想法的这段
时期开始，我开发了一些有趣的项目。

然而，出现在显示器屏幕上的强烈的图像很快就令人意识到其实践层面上的不合理。艺术家
本质上是对象或情境的创造者，因而像素宇宙中的虚拟现实似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那些太
过复杂而精密的、闪烁的数码图像似乎永远无法传达任何重大的概念性的或颠覆性的美学。
我们已经在展览中看到的、在艺术杂志中读到的事实向我们表明，这种数码图像很快被纳入
了时尚与形式主义的固有逻辑之中。

计算机是人工生命的原始汤(primordial soup)，其输出过程极具欺骗性。 在显示器中，所
有图像均缩减至像素状态，它们看起来似乎均是相似且等效的。我一遍又一遍地启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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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认知图 （均质场）在同一个图像上进行1000次迭代。Chialvo和Millonas. 

Colony Cognitive Map (Homogeneous field) 1000 iterations on the same image. Chialvo and Mill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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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组“蚂蚁”随机放置在界定的空间（环境）中，见证了各种各样的绘画的诞生。根据不
同程序的特性或特定的参数与语法，它们或呈线状、或呈簇状，或如同地图、或形同3D造
型。结果总是令人兴奋的，而得到那些预料之外的结果则令人格外激动，这也就意味着它们
受控制的程度降低了。然而， 显示器不断地把这种兴奋感打回一种虚拟的标准化。

因此，在一个不眠之夜后，我决定与显示器一起去休息并进行一个简单的实验。借助一台
小型CAD/CAM机和一把涂有金漆的日本刷子，我将一组“蚁群”放到了一张白色的纤维纸
上，结果得到的画面形似战后抽象艺术、或者一幅儿童画，亦或是黑猩猩刚果所作的实验绘
画。

我决定将之称作“（蚁）群绘画”。

这第一张画对我而言成为了重要的启示。看到这些蚁群机器人创作出的稚拙的涂鸦，我感到
自己正处于观念的转折点，它们成为了我事业的分水岭。我从兴奋的状态变得壮志勃勃。

接下来的步骤非常费力且复杂，我试图最大程度地限制人为干预。我不仅将蚁群机器人直接
与喷漆机绑在一起，还自下而上地在方法设计上增加其自治权——这点我目前还在努力完
善。图中所示的画作是使用这种简单直接的方法所创作出的结果，其颜色与构图仍然是我“
演绎”出来的。实际上，第一阶段工作均是人造蚁群在人类协助下完成的。不过很快就不会
是这样了。

无论如何，已经可以说这些“绘画”仅带有极少的人类特征。他们不满足界定（人类）作者
的任何实际条件，也不是出自任何经过预设的再现、不自诩带有任何情绪、不传达任何特定
的感情，并且不期求被认定拥有任何美学或伦理层面的价值。他们并传达任何确认的品味、
风格或讯息。

将一组（蚁）群机器人（约3000个蚂蚁机器人）放在卡夫卡（Kafka）的照片上进行6000次迭代（t）。
当t=400时，卡夫卡的图像已经变成了一张红色蚂蚁的图像。

这一过程展示了认知地图（信息素场）的演化过程。
One swarm (3000 ants) is thrown to explore Kafka image for 6000 iterations (t). 

At t=400, the Kafka habitat is replaced by Red Ant image. 
Evolution of swarm cognitive maps (pheromonal fields) is shown for several it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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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群机器人的工作与公认的（人工）手艺存在的共同点出于其生产语境，这是对于机器
人而言是一种缺陷而非优势。但在我的人为控制依然影响很大的实验阶段内，这是无法避免
的。我退出地越多，机器人的自治权会越大。明日，我们将能够“生出”一种能够完全独立
创作艺术作品的人工生命。目前对艺术的分类方式（例如素描、绘画、雕塑等）并非无关紧
要。它们的出现是因为艺术世界需要一种判断事物的方法，否则将很难提出真正掷地有声的
问题。重要的是认识到审美体验的本质是“思想问题”。

回溯艺术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连续的通向自治的趋势，其中有三个时刻尤为关键，被视为
重要的美学断裂：文艺复兴画家对“暗箱”（Camera Obscura）的使用；二十世纪初抽象
的“发明”；以及不久后杜尚开创的对“现成物”的使用。

暗箱并不是最早的帮助艺术家创作的“机器”，却是艺术家在描绘对象与作品时，首次自觉
与主观地使用“机器”作为介质以协助创作。这意味着手艺在主观层面上被明显贬值了，并
且将观者目光进一步聚焦于了作品内容上。投影描绘器（Camera Lucida）的发明以及后来
的摄影术进一步大大推动了这一进程。很多作品（例如维米尔〔Vermeer〕的作品）离开暗

1958年，刚果黑猩猩在工作 
Congo chimpanzee at work,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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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0001，第一张（蚁）群绘画，2002年1月2日，上午10:45，纸上丙烯，33 x 33厘米

SP0001, the first swarm painting January 2, 2002, 10:45 am, acrylic on paper, 33 x 3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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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现成品艺术（马赛尔·杜尚）1913年

The first ready-made (Marcel Duchamp)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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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箱摄影机，1544年
Camera Obscura 1544

箱的帮助便无法完成。它们看起来形似照片，正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人为辅助下的快照。

如果说，暗箱协助艺术家更加关注于表现形式，那么抽象则令艺术家们从中完全解放出来。
艺术再也毋需去再现现实中的某一部分，而成为了艺术本身。

至于杜尚和他的“现成品”，它们所质疑的则是定义艺术作品的规则。美学上的成就或是艺
术家的技法都不再重要，艺术由观众与作品展陈的语境所创造 。杜尚之后，一切艺术均是
情境艺术，仅在情境化、去情境化、再情境化等的领域间相互区别。

人工智能艺术也许会是下一个美学断裂，换言之，成为对艺术的超越。

的确， 乍看之下，我们或可这些人工智能创作出的画作视作一种特定的输出方式，正如显
示器里的图像、印刷物、数码照片与影像等一样。然而，这些画作的本质在于其创作过程本
身。它们的意义不在于把虚拟的技术落实到了现实中（尽管这也很重要），而是它们创造
的“新艺术”对我们的社会与文化产生的影响 。

因此，重要的是要去理解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一台能够或多或少地随机作画、令画作或是偶
然、或是基于指令而出现在一个界面上的机器。不过的确也是个有趣的实验：20世纪50年
代，意大利的艺术家皮诺特.加里奇奥（Pinot-Gallizio）发明了“工业绘画”的概念，其态度
激进且富有批判性。他创造出了一个（人工协助的）“机器”，能够将颜料疯狂地泼洒在成
卷的画布上，随后按米出售给有声望的画廊。手工能力或是敏感性不再重要，艺术开始朝着
自动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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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003，2002，纸上丙烯，33 x 33厘米

SP003, 2002, acrylic on paper, 33 x 3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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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004，2002，纸上丙烯，33 x 33厘米

SP004, 2002, acrylic on paper, 33 x 3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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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机器
Painting machine

机器人元素在“（蚁）群艺术”中的意义也并不重大，至于偶然性与组合性能的方面的意义
甚至更少。事实上，这些人工蚂蚁创造出的作品是通过信息素的沉积与蒸发过程完成的。一
些绘制呈轨迹状（需要更多的信息素，即意味着更多的颜料），另一些则呈线丛状或构建出
3d物品。

当我们欣赏其中一幅这样的绘画时，因为它自身拥有的物质性，它们就并非是一个偶然的巧
合、随意的墨点或者是工作室中发生的一个事故留下的痕迹。我们看到的实际是（人工）生
命形式的可塑性表达。一个蚂蚁群机器人能够在限定的环境中和在一定时间内记录其存在性
活动。一个整体行为的产生是由若干独立的简单行为组成的，机器从而取代（人类）艺术家
自上而下的操控方式，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完成其行为。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仍然需要有人以及有相应的语境来将这些艺术品公之于众。 “人工智
能艺术家” 不仅需要人类的协助，也需要策展人和代理商。不过，在“（蚁）群艺术”
中，形式的决定完全取决于蚁群，因而得以实现自治。所以说，这种“艺术”的著作权不能
被归属给任何人类，甚至也不属于创作算法的人。也就是说，程序员所创建的是“艺术家”
的“ DNA”，而非艺术品。

“人工生命” 这个标签中的生命的概念在当代科学界获得了广泛共识， “人工生命”的生
命与生命本身的概念有诸多重要共性，其中包含形态发生，亦即产生形式的能力，以及繁殖
能力，亦即对抗死亡的能力，这是任何生命的定义清单中最基础的两点。并非偶然的是，对
于艺术的定义同样也基于以上两点。生成（新的）形式的能力在艺术生产过程中是必然的。
毫无疑问，艺术品生命能够超越人类个体的生死，这也成了对于艺术家而言最重要的激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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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如葡萄牙诗人卡莫斯（Camões）所言，我们都希望成为“不朽的事迹战胜了死亡带
来的遗忘”的人。

生命通过艺术去追求和实现其主要目标：演化和繁殖。如果我们接受人工生命中的某些生命
特征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将之称为人工艺术。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指出，人类的艺术或设计与我们在自然界
中遇到那些精彩绝伦的形式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心理投射，而后者则是自然选择。文化
选择与自然选择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

然而，当代艺术的主流趋势仍然取决于两个完全主观的价值：才华和敏感度，这皆不是通过
任何分析过程的确认，而是基于历史和社会共识而衡量的。艺术的生产、传播和反馈的机制
决定了特定艺术作品或艺术家的价值。不被人感冒的艺术会逐渐式微，而令大众喜爱的作品
占据并滋养着博物馆与集体想象。就像在自然界中，奇怪的基因突变会首先被拒绝掉，以维
护与后代的一致性。想想看梵高（Van Gogh）的经历！

去分割非人类生命（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所谓的“人工”）与人类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形
式”已不再合理。我们文化中典型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既不聪明也不富有成效。自然中便充
满了非凡的艺术品，值得我们去欣赏，这样才能丰富我们的文化和生存状态。我们必须敞开
心扉、面对新的情境。审美体验无处不在，而且不局限于人类的行为之内。例如， 对于“
美”（beauty）这个对任何美学定义都至关重要的概念，如今可以用“适应性”（fitness）
来表达，即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的适应能力或更美的身体意味着更好地生存与繁殖
能力。拒绝去接受形式的所有可能性将限制我们增强自身适应水平的能力。

这种范式的改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力的巨大爆发。当我们的博物馆将人
类制作的工艺与非人类艺术（自然或人工）一同展出时，人类审美进化的过程将
加快。

形式的存在将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竞争，特别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事物（如原创身份，敏
感性或品味）将变得无关紧要。功能主义——这种试图减少可能性的方法——将失去其重要
性。利他主义的真正含义将被理解：作为利己主义的一种战略。自由裁量论与道德讨论将被
淘汰。

当人们认识到生命、智力和艺术无处不在时，就会变得更为谦卑，而这是我们与宇宙达到充
分调和所必须的，因为我们不过是其中一种特殊的进化的表现形式而已。能够意识到 “即
使人类灭绝，生命仍将存续” 是很重要的，这能够解放我们的思想。而且也许更令人高兴
的是，具有自主性的智能生命将会继承人类的形态而存留于世，其构造极为复杂精密，并且
能够根据我们创造的DNA编码自行发展。在此，我再次重申，我们将战胜死亡，并非作为个
人，而是作为拥有意识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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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010，2002，纸上丙烯，33 x 33厘米

SP010, 2002, acrylic on paper, 33 x 3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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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007，2002，纸上丙烯，33 x 33厘米

SP007, 2002, acrylic on paper, 33 x 3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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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008，2002，纸上丙烯，33 x 33厘米 私人收藏

SP008, 2002, acrylic on paper, 33 x 33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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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人类能够摆脱对于生命、智慧与艺术的概念的过时的约束与成见，那么 
“蚁群系统”所创作的一系列素描、绘画和雕塑作品在特定的艺术认知与实践的语境下，能
够对于人何以为人的范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在其所谓的琐碎与天真之中，“（蚁）群艺
术”有助于人们去理解变化的过程，并向他们阐明即将到来的令人惊叹的创造性爆炸。那将
会是一个关于合作、共同进化与自主生存的世界。

SP019，2002，纸上蜡笔，33 x 33厘米
SP019, 2002, crayon on paper, 33 x 3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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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一个使用乐高头脑风暴积木（Lego Mindstorms Brick）创造的自主机器人

2002, the first autonomous robot based on Lego Mindstorms B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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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02，2002，布面丙烯，33 x 33 cm

L002, 2002, acrylic on canvas, 33 x 3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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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01，2002，布面丙烯，33 x 33 cm。私人收藏

L001, 2002, acrylic on canvas, 33 x 33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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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08，2002，布面丙烯，33 x 33 cm。私人收藏

L008, 2002, acrylic on canvas, 33 x 33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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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艺术宣言
（2004）

1）机器可以创造艺术；
2）人与机器可创造共生艺术；
3）共生艺术是一种新的范式，为艺术开辟了新道路；
4）它需要彻底摒弃艺术中的制造过程与手工的统治；
5）它需要彻底摒弃个人表达与艺术家/人类的中心地位；
6）它需要彻底摒弃任何道德或精神性的志向，或任何对于再现的追求。

[制造创作艺术的艺术家]
我们所知道的艺术已经死了。这次是最终的与正式的。

我们在上个世纪经常被宣告艺术已经终结，却从未真正实现，但是现在这已经成为事实。这
不仅是出于愿景或前卫的修辞，而是因为艺术创作的条件发生了剧变。突然间，所有现代艺
术都变成了古代艺术。艺术仅为人类创造的产物的想法已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艺术亦可由
非人类艺术家直接输出而成的概念。像以往一样， 这种范式的改变只有通过技术发展才得
以实现。我们从分析零件的阶段发展至对复杂性的运作方式进行研究。通过研究生物体，我
们现已能够了解生命所可能的任何形态。

当机器人不再只是模仿例如走路、踢足球或开玩笑这些人类的行为，而开始创作艺术品时，
情况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创作艺术的机器人不仅质疑了艺术与哲学的定义，甚至对我们人
类自身的处境提出了质疑。人类为何还要去做那些机器能够做得更好并能保持更高的一致性
的事情呢？如果真如现代和后现代理论所宣称的那样，艺术是无目的的，那么机器就是最好
的艺术创造者。
一旦人类摆脱了要亲自制作艺术的束缚，他们便可以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家，这种艺术
家或是从益生菌群中诞生，或是由机器人技术和人工生命中产生。我们可以制造去创造艺
术的机器。这种新型艺术家/机器没有预设的目标，也没有美学，道德或意图的倾向。它就
像是仅存的“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这个概念由布莱顿（Breton）提出，并部分由波洛克
（Pollock）所发展。此外，它们也令人毋需担心个人中心主义或身份认同问题。其行动均
是集体性的，它们的世界是基于协同机制而存在的共同领域。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计算机的行动基于关系模型，创作的作品是从集体实验中产出的综合性
主张。艺术家/机器的生活与艺术家/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当我们停止制作艺术而开始去制
作艺术家时，我们自己的角色将变成什么？我们会成
为共生艺术家！人类不再关注物体的直接生产，而是将所有的知识和精力献投注于去制造致
力于艺术创作的虚拟非人类生命并与其合作。

通过这样，共生艺术家得以断言，技术在为创造力提供服务，而不是去服务于充满破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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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工业或重商主义。从现在开始，共生艺术家的职责是创造非人类艺术家，并与他们合作
创作艺术。这需要去了解非人类中心生活的基础，并为实验的进行创造条件。换言之，去尽
所能地创造艺术。创造属于 21世纪的艺术。一旦人类摆脱了要自己制作艺术的束缚，现在
便可以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家，这种艺术家或是从益生菌群中诞生，或是由机器人技术
和人工生命中产生。我们可以制造去创造艺术的机器。这种新型艺术家/机器没有预设的目
标，也没有美学，道德或意图的倾向。它就像是仅存的“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这个概念
由布莱顿（Breton）宣布，并部分由波洛克（Pollock）所发展。此外，它们也令人毋需担
心个人中心主义或身份认同问题。其行动均是集体性的，它们的世界是基于共识主动性而存
在的共同领域。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每一项操作是相互关联的，产生的作品是从集体实验中发散出的综合性
主张。艺术家/机器的生活与艺术家/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当我们停止制作艺术而开始去制
作艺术家时，我们自己的角色将变成什么？我们会成
为共生艺术家！人类不再关注物体的直接生产，而是将所有的知识和精力献投注于去制造致
力于艺术创作的虚拟非人类生命并与其合作。

通过这样，共生艺术家得以断言，技术在为创造力提供服务，而不是去服务于充满破坏性的
军事工业或重商主义。从现在开始，共生艺术家的职责是创造非人类艺术家，并与他们合作
创作艺术。这需要去了解非人类中心生活的基础，并为实验的进行创造条件。换言之，去尽
所能地创造艺术。创造属于 21世纪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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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404，2004，有机玻璃上的丙烯酸，100 x 100厘米。 私人收藏

080404, 2004, Acrylic on Plexiglas, 100 x 100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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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04，2004，有机玻璃上的丙烯酸，100 x 100 cm。 私人收藏

090404, 2004, acrylic on Plexiglas, 100 x 100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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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04，2004，布面丙烯，75 x 75 cm。私人收藏

271204, 2004, acrylic on canvas, 75 x 75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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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304，2004，布面丙烯，75 x 75 cm。私人收藏

260304, 2004, acrylic on canvas, 75 x 75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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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宣言
（2011年）

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主张是用现成品品来创作艺术。

我的想法是创造能创作艺术的艺术。

手工制造已过时。手工技艺只会浪费时间。人类艺术家不是制作者，而是创造
者。艺术是一种心灵的延伸，一件假肢，一台等待被触发的机器。艺术
家的职责则是去按下“开始”键，令作品自主产生。

艺术从根本上而言是生物性的与进化性的。艺术无处不在。每种生命形式都会产生独特的艺
术，从简单图案到复杂的符号化传播，形态不等。生物利用化学制品、气味、触觉、声音与
视觉创造艺术：白蚁用泥浆建筑结构；鸟类制造出五颜六色的装置；鲸类能够歌唱。人类组
装机器。这些机器能够创造新的构思、设计出精巧的形式并完成构图。它们演奏音乐、跳舞
并进行表演。不久，它们便能创造出惊人的想法与具有未来主义的图景。人类艺术家如何还
能继续用自己的双手创作素描，绘画或雕塑？谁还能相信艺术是人类的独有特征？

现在处于早期阶段的人工生命正在产生一种新的艺术类型。这些新的人造有机体在本质上是
生物学的。其中有些具有细胞组织，有些具有机械部件，有些则是二者皆有。他们能够进行
思考与创造。很快他们便能够在没有人工干预的状态下进行繁殖与演化。他们将实现完全的
自主。而人类艺术家的角色只是去“生出”与激活他们，并任由他们离开自己的控制，放任
其发展。

宣言于2011年4月7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加拉塔表演剧院发表 
The manifesto was launched at the Galata Perform Theatre in Istanbul on April 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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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制造创造艺术的艺术家。

看到机器创造出自己的绘画，令我们亲眼看到我们的祖先曾认为仅属于人类的技能被机器实
现，这难道不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吗？这难道不是自第一幅洞窟壁画诞生以后，最精彩的艺术
作品吗？这难道不是刚刚诞生于世的智能向世人展示的精彩作品吗？

艺术无处不在。在自然生命间如此，在人工生命之中也是如此。艺术是超越人类的。我们怎
能如此迟钝于这种创造力的爆发？为什么我们要害怕新出现的东西，而不是去担心那些失去
的东西呢？我们怎能不去欣然接受这场非零和博弈？

人类艺术家只是所有可能性中的一部分，并非其全部。人类艺术家可以去探索创造力的充分
延伸的可能性，从而创造出非凡的作品。

明日的伟大艺术家将不是人类。

宣言于2011年4月7日发表于伊斯坦布尔加拉塔剧院（Galata Per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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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04/2（柏林4），2004，布面丙烯，170 x 230厘米

010904/2 (Berlin IV), 2004, acrylic on canvas, 170 x 2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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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04（柏林1），2004，布面丙烯，170 x 230厘米。私人收藏

010904 (Berlin I), 2004, acrylic on canvas, 170 x 230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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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04，2004，布面丙烯，195 x 130厘米

010304, 2004, acrylic on canvas, 195 x 1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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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04，2004，布面丙烯，190 x 160厘米。私人收藏

050404, 2004, acrylic on canvas, 190 x 160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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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蚂蚁机器人，2003年

A swarm of ant robot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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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艺术

简介
大约在本世纪初，我开始研究应用于艺术领域的机器人。对于“数字艺术”我从不感兴趣。
我最初进行的实验是用电脑完成蚂蚁算法的编码，并将其与一个机械臂连接。这个实验展现
了机器的人工智能创造力，以及创作其自己的素描和绘画的潜力。

艺术机器人(Artsbot)是2003年生产的一群进行艺术创造的机器人，它向我们证明，当机器
人通过传感器的输入接受到一组简单的规则后，便能够进行独立创作，它们所创作的构图与
为它按下“开始”键的人类所创作的作品相比显得独特而新颖。它们不应当被视为仅仅是创
作人类预设好美学设定的创作工具或是机器，因为它们至少有一部分是自主的，而其行动的
结果是不可预期的。另外，如果随机性是绘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无法将其产生
的艺术品称作是随机的，因为从模糊的背景中显现出的是可辨认的图案。在主流艺术界看
来，声称这些作品，亦即机器艺术，代表一种新艺术的说法是具有争议的。但是实际上，它
被铭刻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向进一步机器自主化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之中。艺术宣告着即将发
生的未来。

艺术机器人的技术说明

每个机器人的基本结构包含三部分：传感器，控制器和制动器。传感器接收环境中的信号，
信号经由微控制器处理后，为制动器下达指令。

传感器有两种：一种是从所选的关键环境变量（即颜色）中接收信号，另一种则感知与障碍
物之间的距离。

每个颜色传感器由红、绿、蓝三色（RGB）LED灯（发光二极管）与一个白色
LED灯构成。每个LED灯的功能是测量反射光的强度。

机器人的正面有四个接近传感器，它们由红外发射器/感受器组成。红外发射器/感受器发出
的信号与它们距离白色表面的距离成比例。因此，机器人活动的玻璃容器边缘必须是白色
的。由于太阳光可能会干扰传感器，因此机器人应在人造光环境下工作。这种类型的传感器
能够感知的距离范围是1到15厘米。

机器人的控制器是由微芯（Microchip）生产的PIC16F876单片机，可从读取传感器的信
号，并根据程序对其进行处理，并将结果传输至制动器。每次运行之前，程序都通过PC的
串行接口上传到机器人的芯片中。这个程序是基于PC图形化界面开发的，其中包括一个流
程图，将传感器与制动器的试块按照一定顺序组合，并且当然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更
改。每个测试块将给定变量与先前定义的控制参数进行比较，并执行“ IF…THEN”规则。 

制动器由两台伺服电机组成，它们的基于速度控制的原理，通过差速牵引产生运动。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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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蚂蚁机器人，2003年

Ant-like robo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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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伺服电机用于操纵执行绘画动作的两支笔，控制其运行的信号与控制牵引机运行的信号相
似，不过它使用的是角位调节。

“暖”色对应强度小于128的颜色，包括黄色，红色和绿色，而“冷”色覆盖蓝色，
紫罗兰色和玫瑰色。

机器人底座是一个20x15厘米的椭圆形平台，可通过3个轮子携带两支笔进行移动。每个机
器人高12.5厘米，重750克。 使用8节AA电池供电，能够运行4至5小时。

在机器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一组机器人集合能够产生自我组织能力并从而迸发出创造
力 。实际上，每个机器人随机行走的轨迹只会被先前由其他机器人留在画布上的色点，轨
迹或色块所“吸引”与打断。假设机器人仅“看到”画布中有限的区域，如果它在该区域中
未检测到颜色，那么它就会遵循其路径，仅在其随机数生成器产生的值超过给定阈值时，
才会在途径的地方留下标记。用统计学语言来说，实验的每一个结果都被看作是一个随机
函数（RF）的实现，即一个区域化变量（RV）。随机函数被定义为无穷多个相依随机变量
Z（u），在特定区域A中的每个位置对应一个u。在本实验中，区域A是画布，而随机变量是
离散的，仅取三种名义的颜色值–“暖”，“冷”和“白色”。潜在的反馈过程导致随机变
量的空间依赖性，并解释了为什么随机函数在实例中大多数会生成线团状图案。这些实例是
区域变量在画布上的映射，描述了其混合结构/随机构成的基本性质。

在画布上活动的一组机器人（画布如同一个鱼缸，限制了机器人的活动空间）的集体行为由
偏差放大反馈机制的逐渐增加和随机行为的逐步减少所控制，直至后者实际上被完全消除。
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由于颜色的“吸引力”而表现出明显的行为变化，触发了一种在以随
机行走为特征的初级阶段所从未观察到的兴奋状态。这是出于机器人间协同机制的互动，事
实上，一个机器人能够对其他机器人所做过的事情作出反应。根据格拉斯的理论，协同机制
是是指某个行为主体的行为可能是受到此前同一环境内其他主体所做过的行为的影响而产生
的结果。

因此，机器人的集体行为基于随机性，涌现性和协同机制。

涌现

从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的《涌现》（Emergence，2001）到曼努埃尔·德
兰达（Manuel DeLanda）的《哲学与模拟》（Philosophy and Simulation，2011），这两
本相隔十年的重要著作均围绕涌现性所作，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关于涌现的概念尚未被人真
正掌握。简而言之，它展示了复杂的系统和模式是如何从简单的规则和交互中发展出来的。
这一概念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很常见，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中也有应用。例如，想想看蚁群
的行为，多个动因以一种相当随意的方式相互作用，并与环境相互作用，也可能从中产生秩
序。不得而知的是，这样的机制是如何创造一种新的行为模式、能够独立于规则集以及启动
其程序的人类的意图。也就是说，人类很难确定何时机器会开始失控（就像正如凯文·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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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504，2004，纸上永久墨水，195 x 180厘米。 Guy＆Myriam Ullens基金会收藏 

270504, 2004, permanent ink on paper, 195 x 180 cm. Guy & Myriam Ullens Foundation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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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Kelly〕在他1994年的经典著作《失控》〔Out of Control〕中所探讨的那样）。

有些涌现只是一种确定性机制。规则集或初始条件决定了系统的行为，而不可预测性是系
统的涌现特性，在较低的层次上是可预测的。这种观点贬低了一个涌现过程的其他重要组
成部分（至少当应用于我的绘画机器人群中所体现涌现中时），例如随机性、交互和环
境。此外，对一个复杂系统不能通过去研究各个局部来理解（关于这一点，请参阅丹尼特
〔Dennett〕关于《有意涌现》〔intentional emergence〕中关于复杂系统的主要属性的概
念）。

机械艺术

随着计算机的兴起，数字艺术是一种人工“语言”的产物，用于执行程序、触发行为和在计
算机内部运行算法。客观与非客观之间的区别已经变得模糊，因为计算机根本上是客观的，
但它的工作和与产出却与现实世界无关。

最初，使用计算机制作艺术不过是这种新语言的附属产品。艺术家使用计算机
来生成的程序和图像主要与计算机内部结构有关。 计算机可以使用规则、协议和算法，通
过复杂的计算来创建程序和图像。这个过程显然是对现实的抽象，因此其输出通常被称为虚
拟。

在这一新的背景下出现了运用自动化算法的艺术，通常被描述为计算机艺术或数字艺术。这
种艺术形式不需要刻意去与具象的物体或人物相对立，因为它无论如何都是抽象的，哪怕它
画了众所周知的事物或人物（如哈罗德·科恩〔Harold Cohen〕）的作品）。

随着计算机发展为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力执行任务的具有思维的机器，一种特殊
形式的智能，即人工智能出现了，“计算机艺术”发生了新的转变，复杂性无处不在。

复杂性并不是累积容量，但它令模拟自受生物启发的涌现性的人工系统成为可能。计算机创
造了现在所谓的人造生命，即寓居机器内部的生命或以自主机器人形式探索现实世界的生
命。从这个新的探索领域诞生了一种从根本上是自治的、自组织的和新兴的艺术。

协同机制

根据关于蚂蚁和其他群居昆虫的研究，我试图在蚁群机器人中人工模仿出类似的涌现行为。
这些昆虫通过化学信息素相互交流，从而产生某些集体行为模式，例如追随踪迹、完成清
理、修复和筑巢、防御和进攻或征服领土。尽管信息素不是这些昆虫之间唯一的交流方式（
蚂蚁的触角相触或蜜蜂的舞蹈是同样重要的），但信息素语言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了了
复杂的认知。信息素的表达是动态的，能够增加和降低、进行正反馈和负反馈。信息素增强
后，信息会放大，若遇到微风驱散，它会失去其“含义”。这也是一种间接的通讯方式，
被格拉斯称作stigmergy（协同机制），由希腊语的Stima（招牌）和ergon （动作）组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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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04，2004年，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90 x 160厘米。 Guy＆Myriam Ullens基金会收藏

020404, 2004,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90 x 160 cm. Guy & Myriam Ullens Foundation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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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发出消息的一方与被消息触发的一方之间并没有亲近关系或直接联系。

遵循这些原则，我们用颜料替换了信息素。一个机器人留下的标记会触发其他机器人的绘画
动作。通过这种明显是随机性的机制，抽象绘画被创作出来，这些绘
画显示出明确的形状和图案。这些机器人创造的抽象绘画乍一看似乎只是随意的涂鸦，但再
仔细观察，颜色的聚集与图案便逐渐明显起来。通过识别一个机器人留下的颜色，其他机器
人会通过增强某些色彩点来做出反应。因此，该过程几乎是完全任意的。

结论
绘画机器人被创造便是来绘画的。并不是特定的绘画，而是它们自己的绘画。它们创作的本
质源于机器对世界的自我诠释，而不是人类的描述。它们没有任何既有的计划，适应性需
求、审美趣味或艺术模型所引导。这些机器人是只致力于自己的艺术的机器。

这些机器人的诞生解决了艺术、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最关键的想法。如今，我
们将智能理解为一种基本的反馈机制。如果一个系统（任何系统）
能够通过某种改变自身或环境的方式对某种刺激做出响应，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拥有某种形式
的智能。因此，“纯粹”的智能不需要具有任何目的、目标或量
化。它可以是任何类型的交互机制，除了处理信息和根据可用的输出功能做出反应外，没有
其他目的。

因此，尽管我最初是从生物中得到灵感，特别是来自于群居昆虫的涌现行为，但是我的想法
是去创造一个机器，使其能够在最小适应度约束、优化参数或模拟真实生活的情况下创造一
种新的艺术。这是一种简单的反馈、涌现和协同机制。

这些艺术机器人是独特的存在，其智能拥有独特的形式，并且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创造力。
就像其他物种筑巢、迁徙或进行社交一样，它们创造艺术。但由于我们人类暂时是唯一具有
思想的观察者，机器艺术与人类美学原则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中心问题。很多人对这些机器人
画作表示欣赏，可能是因为我们人类似乎喜欢看起来分形与混沌的结构。但是，除了形状和
颜色，我们中的一些人真正看重的是（机器人创造艺术的）这个概念及其背后的过程，这质
疑我们最坚实的文化信念 。实际上，艺术曾经为人类所专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器人绘
画是一种具有挑衅性的观念艺术，它质疑了我们已知的艺术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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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06、2006，画布上的永久墨水，90 x 120厘米

210906, 2006,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90 x 1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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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2006，画布上的永久墨水，90 x 120厘米

200906, 2006,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90 x 1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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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604，2004年，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00 x 180厘米。 私人收藏 

040604, 2004,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00 x 180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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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404，2004年，纸上永久墨水，100 x 199厘米。 私人收藏 

280404, 2004, permanent ink on paper, 100 x 199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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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04，2004年，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00 x 180厘米。 私人收藏 

070804, 2004,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00 x 180 cm. Privat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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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2004，画布上的永久墨水，75 x 75厘米

201004, 2004,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75 x 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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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07，2007年，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40 x 160厘米。 Guy＆Myriam Ullens基金会收藏

110807, 2007,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40 x 160 cm. Guy & Myriam Ullens Foundation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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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04，2004，布面丙烯，120 x 120厘米

020604, 2004, acrylic on canvas, 120 x 1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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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0118，2018，布上永久墨水，160 x 170厘米 

B070118, 2018,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60 x 17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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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4，2014，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50 x 176厘米 

101014, 2014,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50 x 17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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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10，2010，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70 x 280厘米。 Guy＆Myriam Ullens基金会收藏

010910, 2010,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70 x 280 cm. Guy & Myriam Ullens Foundation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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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10，2010，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70 x 290厘米。 Guy＆Myriam Ullens基金会收藏

030910, 2010,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70 x 290 cm. Guy & Myriam Ullens Foundation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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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6，2009，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90 x 140厘米 。（字母画）

O06, 2009,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90 x 140 cm. (letter 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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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5，2009，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90 x 140厘米 。（字母画）

O05, 2009,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90 x 140 cm. (letter 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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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4，2009，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90 x 140厘米 。（字母画）

O04, 2009,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90 x 140 cm. (letter 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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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003，2011年，相纸上的永久墨水，120 x 120厘米 

Moscow 003, 2011, permanent ink on photographic paper, 120 x 120 cm



59
莫斯科004，2011年，相纸上的永久墨水，120 x 120厘米 

Moscow 004, 2011, permanent ink on photographic paper, 120 x 1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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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001，2011年，相纸上的永久墨水，120 x 120厘米 

Moscow 001, 2011, permanent ink on photographic paper, 120 x 1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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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17，2017，画布上的永久墨水，280 x 470厘米。 Guy＆Myriam Ullens基金会收藏 

050517, 2017, permanent ink on PVC canvas, 280 x 470 cm. Guy & Myriam Ullens Foundation Collection



62
301114，2014，布面丙烯和永久墨水，81 x 61厘米。 机器人ISU根据汉字绘画

301114, 2014, acrylic and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81 x 61 cm. Painting by robot ISU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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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14，2014，布面丙烯和永久墨水，120 x 120厘米。 机器人ISU根据汉字绘画

011214, 2014, acrylic and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20 x 120 cm. Painting by robot ISU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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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杂志，2018
机器人艺术：与莱昂内尔·莫拉的访谈

摘要：2018年，莱昂内尔·莫拉（Leonel Moura）参加了巴黎大皇宫（Grand Palais）主
办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家与机器人”展览。在本次访谈中，他回顾了自己的作品并讨
论了自己作品在广阔的技术艺术领域内的定位，他还特别讲述了目前自己对涌现现象的极大
兴趣，即相对简单的程序能够展现出相对复杂而超出预期的能力，这在最近随着计算机算法
通过“深度学习”执行图案识别的惊人能力（仅在几年前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而重新成为焦
点。

关键词：艺术； 技术; 机器人； 技术艺术；机器人艺术；涌现现象；涌现

1.简介
《艺术》杂志：
如您所知，我们本期特刊的标题是“作为艺术家的机器（20世纪）”。 您能否为读者概述
一下您将如何回应该主题吗？

莱昂内尔·莫拉：
机器可以创造艺术吗？ 这个奇怪的问题在2001年我开始使用艺术机器人时就已出现，如今
仍被人反复提及。 这是为什么？ 因为机器人正在入侵我们的世界，所以人工智能成为了现
实，艺术本身延续了马塞尔·杜尚所开创道路上，现在几乎可以悦纳任何东西。不过，自
20世纪中叶先驱者们开始使用计算机和算法来创造一种新类型的艺术以来，其核心问题一
直没有改变。 机器是否真的有创造力？ 还是它们只是另一种人类艺术家手中（和思想中）
的工具？我将试着根据自己的作品对此进行回答。

2.机器人
《艺术》杂志: 您可以向那些没能现场看到您在大皇宫所作的装置作品或者说对于对您的作
品不太熟悉的读者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吗?

莱昂内尔·莫拉:
我的艺术机器人的原理很简单。它们是自主的，具有板载微芯片、可以避免障碍物并检测颜
色的传感器以及用于驱动彩色记号笔的设备。它们在活动范围内任意移动并且感应其所经过
的颜色，每当感知到一定的阈值( 即存在一定数量的颜色)时，它们都会通过抬高或降低画笔
做出反应。这种对于其他机器人留下的标记进行反应的行为是一种被称作协同机制的间接通
信形式，该概念最初由皮埃尔·保罗·格拉斯（Pierre-Paul Grassé）提出。这个过程是涌
现性的：从随机过程开始，很快随机性就被反应模式所取代，并因此生成了有颜色的图案和
线群。

艺术机器人创作的最终完成是由一种负反馈所决定的，即当达到了一定的颜色密度时，机器
人将停止对其进行反应。 我的（蚁）群机器人的一般行为是受到了蚂蚁的启发。这些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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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阿斯塔纳世界博览会展览现场
Installation display in Astan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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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化学信息素(费洛蒙)相互交流， 从而产生某些集体行为模式，例如追随踪迹。我用颜色
替换了费洛蒙。通过这种方 式，（蚁）群机器人创造出了无法预料的独特画作，并且人类
观者能够从中清楚识别出具有不同色彩浓度的抽象构图。

3.艺术

艺术: 谢谢。您很清楚地向我们介绍了艺术机器人是如何创作出其输出的。但是我们现在有
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这是艺术吗?

莱昂内尔·莫拉: 追求人类独特性的正统主义者会说“不是”，他们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创造
艺术。但是，这是一个过时的概念。至少从抽象的诞生中我们就可以理解，艺术中的主要问
题既不是艺术的生产，也不是引导艺术方向的个人的艺术敏感性。艺术的主要问题是艺术本
身：艺术的历史，演变和有开创性的革新。只要经过了包括博物馆、美术馆、专业媒体、评
论人、策展人和/或收藏家在内艺术世界机制中任一环节的认可，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视为艺
术。正是这样，杜尚的现成品和此后的大部分艺术作品才被接受并整合到正式艺术领域中。 

无论艺术品是直接由人类艺术家制作还是出于其他任何程序，如今都已不再重要。最近的艺
术史中提供了许多基于随机程序、偶然探索、天然艺术品、和任意构造的艺术品的例证。例
如，超现实主义甚至试图将驱除人类意识的作用。更具决定性的是，新的艺术形式是否会扩
展艺术的范畴。自现代主义问世以来，在评估艺术作品时，创新性已成为比个人能力更重要
的标准。 

机器人制作的艺术品也引发了其他问题。目前，机器人及其算法仍然是人类的创造。从这个
意义上讲，可以说他们的创作的艺术作品源于人类艺术家的意志和技巧。但有的机器人，比
如我所使用的机器人能够进行创新，因此人们也必须承认它们至少具有一定程度的创造力。
机器人直接完成对其创作所需基本信息的收集，例如检测色彩与细小的图形。

而且，涌现过程意味着所产生的艺术品甚至不能由发起该过程的人预先决定。因此，绘画的
构图完全是属于机器的产物，而不涉及人类的干预。

通过机器人芯片引入的算法和基本规则的概念与教育的没有太大的不同。没有人会说某本小
说是作者在学校的老师的作品。 无论是人还是机器的作者通过融合新的信息使艺术作品变
得独特并彰显着作者自身的创造力 。简而言之，我教机器人如何画画，但此后的阶段便不
是我的工作了 。

如果我们接受智能机器已经可以完成许多人类的工作，为什么不接受它们可以制造艺术呢？
如果机器人能做得这么好，我自己还要继续画画吗？这是对人类创造力的威胁吗？不，我们
还有的是其他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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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大皇宫博物馆”展览现场，巴黎。摄影：Aldo Paredes

Installation display at "Grand Palais Museum", Paris, 2018. Photo by Aldo Pare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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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来

《艺术》杂志: 最后，这一切都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请与我们分享您对未来的看法。

莱昂内尔·莫拉：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未来仍然取决于人类。但是，很快机器将能够完成自
己的进化。这不是关乎是否相信的问题，而关乎是否有必要。机器的自主权对于人类的最大
化利益而言至关重要，例如在多任务执行，大数据管理和太空探索等领域。这些发展意味着
机器将具有解决问题、做出决定并根据需要进行进化的能力。而其结果必须是机器要具有按
照自己的需求制造新的机器的能力。

这会对人类构成威胁吗？也许。未来人机对抗的可能性是真实的，因为人类似乎无法理性思
考和行事。正因如此，军方现在正大力开发具有致命能力的无人机器人。

避免这种结果的一种方法是共同进化：以共生的方式，机器和人类将继续相互依赖。在这种
情况下，艺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教会人和机器如何分享共同的目标。创造艺术的机器在创
造美或情感刺激之外的领域也很重要，即在创造知识的基础过程中，就像在人类文化中常见
的一样。没有探索、实验和随机的创造力，任何知识，无论其创造者是人类还是机器，都无
法进行进化和完善。事实上，自然进化通常正是基于这样的机制。因此，试错进化可以被视
为与艺术相等同，因为艺术与科学相反，是非客观和非线性的。

因此，我想说的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未来将具有艺术性，否则我们自己可能
面临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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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斯本古伯金汉基金会博物馆展览现场，2019年

Installation display at "Gulbenkian Foundation Museum", Lisbo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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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02，2017，PVC布上的永久墨水，280 x 470厘米 

A0602, 2017, permanent ink on PVC canvas, 280 x 47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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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ot群，2019年，三幅作品，画布上的永久墨水，各120 x 450厘米 

Bebot swarm, 2019, 3 works,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20 x 450 cm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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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I，2019，画布上的永久墨水，208 x 355厘米 

Brain I, 2019,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208 x 35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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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bot机器人，2005年 

Redbot robo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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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机器人，2007年 

ISU robo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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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机器人，2007年 

RAP robo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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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ot机器人群，2017年 

Bebot swarm of robot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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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欧 机器人，2019

Neo Robo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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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欧 机器人，2019

Neo Robo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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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 050120，2020，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40 x 145厘米 

NEO 050120, 2020,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40 x 145 cm



80
NEO 171219，2019，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40 x 145厘米 

NEO 171219, 2019,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40 x 14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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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 261219，2019，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35 x 145厘米 

NEO 261219, 2019,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35 x 14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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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 311219，2019，画布上的永久墨水，145 x 150厘米 

NEO 311219, 2019, permanent ink on canvas, 145 x 15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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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内尔·莫拉 Leonel Moura

莱昂内尔·莫拉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艺
术领域的先驱。

 2001年，莫拉发明了首个机器臂，能
够在名为“蚂蚁算法”的指令下创作独
特的绘画作品；2003年，他又创造了
仿生物细胞的群体“绘画机器人”，通
过简单的规则和涌现行为来创作艺术作
品。此后他持续探索着艺术机器人和它
们的创造潜能，使之越来越自觉和复
杂。2006年，莫拉为美国自然历史博
物馆的一个常设展览而创作了《机器人行为画家》，这些机器人画家能够生成高度原创性的
作品，决定作品何时完成，并附上独特的签名。2007年，莫拉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机器
人动物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和人工生命。

此外，莫拉的作品媒介还涵盖了3D雕塑、互动装置、增强现实、生成式艺术、太空艺术等
等。他还根据卡雷尔·恰佩克的剧本《罗梭的全能机器人》改编了戏剧，由3位人类表演者
和3名机器人表演者共同完成，并于2010年在巴西圣保罗首演。

其（蚁）群机器人“Bebot”能够创作独特的绘画，曾于“艺术家与机器人”（2017年，哈
萨克阿斯塔纳世界博览会；2018年，巴黎大皇宫）、“大脑”（2019年，里斯本古伯金汉
基金会）等展览展出。

2009年，他被欧盟执行委员会授予“欧洲创意与创新大使”称号。莱昂内尔·莫拉致力于
推广基于机器创造力的新的艺术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