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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测的学问
——无人驾驶的后图灵测试
李德毅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刚才听了姚先生的报告很有感触，一

故，全民关心。涉及到什么问题？出租车

个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问题，科学家、物

行业的职业道德、职业底线、职业操守的

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想把

问题。最近又联系到无人驾驶车在全世界

深度学习尽可能说清楚，尽可能学术化。

死人的问题，大家也很担心。交通部门发

对于机器专业的人来说，从来都是算法、

出很多的规定，特别是有的地方法规要求，

程序、数据。怎样通过大量数据，略微的

无人驾驶车必须先在封闭环境里安全行驶

修改，呈现我们的产品，对我们来说是一

5 000 公里才可以上路测试。

个颠覆性问题，所以我觉得很有启发。
今天和大家讨论另外一个技术性问
题——图灵测试。无人驾驶的汽车，大的小
的都在路上跑，可能你旁边的车不经意就是
无人驾驶，所以讲一讲路测的学问；也就是，
无人驾驶在后图灵时代的测试是怎样的。
去年和今年 Google 发布了他们的自动
最近 Google 发明了机器人打电话，将

驾驶路测报告，已经到了1 000万英里，到

来你接到电话，可能搞不清楚是人打的还

明年时，机器人一直在问人类，你们为什么

是机器人打的，这就比较麻烦，尤其它的

还不给我们发驾照？如果发驾照发什么？

语音和你原来朋友的语音一模一样，怎么

中 国 的 驾 照 有 A 类、B 类、C 类， 开 小 车
办？现在国内外火爆的无人驾驶测试活动， 的是 C 照，开大车开的好的可以拿到 A 照，
各地区都在建设封闭或半封闭的测试场。 也不容易。无人驾驶车发什么照？将来是
这样一来，就要把后图灵时代的图灵测试
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期。沉浸了多年的图
灵测试不是科学家在做，是全民在做。我想，
这可能是阿兰 • 图灵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一、图灵测试的现实意义
最近有一家公司的共享汽车发生了事

不是发 AP 照、BP 照、CP 照？
无人车上路要发驾照已经成为各国交
管部门当务之急，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关
注。如果图灵还在世，他会怎么做？
1950 年，图灵写了一篇论文登在杂志
上，题目是《机器可以思维吗？》，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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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器的机理和智能，如果测试人看不到人

是老司机。为什么对机器人那么苛刻？

和机器，在密闭的环境里，如果不能区分人
和机器，大概就是智能的。2014 年，一个
聊天机器人尤金 • 古斯特曼投入了测试。
图灵的这篇文章到底是《机器可以思维
吗？》，还是《机器能够替代人吗？》，这
是两个命题。什么叫做“思维”？“替代”
好像好办一点。从图灵描述的图来看，好像
是 Tesla，如果把人和机器分别换上 Tesla 的

人类社会常年考驾照，测试标准和测

Autopilot 和 一 个 真 人 Human Driver， 调 换

试环境已经能够清楚界定，加以驾驶行为

一下，直升机在天上看，可以看出区别吗？

大数据可以精准收集，评测结果较为客观。

看不出来就说无人驾驶通过了图灵测试，可

国内的这些人拿驾照，考官不在现场，都

以吗？所以人类进入了后图灵测试时代。

在房间里看你有没有碰到杆子。已经积累
了丰富的测试经验。
在这样的情况下，SAE 标准给了我们
一个档案，把智能驾驶分为六个等级，到
L4 时 就 可 以 不 要 眼 睛 和 注 意 力 了， 到 L5
时就不要驾驶员了。
自动驾驶等级转换点如何度量？有的

当客服机器人和我们聊天时，它在听，
你也在听；它在说，你也在说；甚至可以
同时问问题、翻译、语音。机器人医生给
我们进行远程医疗时，当陪读机器人为孩
子做咨询或辅导时，当机器同传能够使得

企业说我是 3.5，有的说是 2.5，怎么度量？
当汽车把接管权交给人时，反复说怎样度
量。尤其是第五级，什么叫完全自动？恶
劣天气，人都不能开，还能完全自动吗？
所以将来人类怎样给无人驾驶发驾照？

我们和外国朋友直接交谈时，当机器人写
作的诗集出版了，著作权人是谁？法官和
法官机器人，谁判决准确率更高？所以机
器人已经走入千家万户。
人类是拿驾照的，在座会开车的同志
都知道，当刚拿到驾照时，你跑了 5 000 公
里 了 ? 500 都 没 有，50 公 里 差 不 多。 你 当
了 1~2 年菜鸟，后来跑了几万公里时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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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无人车自己开，但安全驾驶员有驾照，

时，也希望一个好线控的高精度的自动驾

随时干预。这是目前的状况。

驶汽车，但我把重点放在解决人的问题上，

第二步，不要驾照的安全员在车里，可
以干预车。但这个安全员本身可以没有驾照。

把驾驶员的认知用机器人替代，是记忆、
决策和行为能力的认知主体。长期以来，
我们有一个词不停地说，那就是 Agency。

第三步，共享汽车时乘员不必有驾照，

有的中文都不翻译 Agency，其实本意就叫

但仍然可以人工指挥。因为我们知道，机

代理。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作一个

器人和人在一起时一定要听人指挥。

驾驶员的智能代理，实现智能驾驶，希望
这个代理有驾驶的技巧，还有驾驶的个性。

按照这个“三步曲”，看图灵测试是
多么重要，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人，这个
机器人应该持照上岗，这个“照”谁来发？

汽车的行为由驾驶员决定，无人驾驶
难在拟人，要研究驾驶员的行为学和心理
学，物化驾驶员的感知、决策、记忆、控

二、图灵测试本质上是替代测试

制和行为技巧，而不是一味地改进车辆动

图灵测试本质上不是智能测试，是替

队在天津港用卡车做了一个精准定位，以

代测试，是机器人能不能替代人的工作。

前我们做一个精准定位，无论是空载还是

无人驾驶难在拟人。我们有马车时，觉得

满载，大概误差在 20 厘米。港口的集装箱

马车不够快换了汽车。虽然汽车开的快，

要求准确落在无人驾驶卡车上，提出 5 厘

但有时不如马，因为老马识途，汽车没有

米的定位要求。其实集装箱的大卡车很难

力学性能，实现自动驾驶！最近我们的团

地图怎么回去？当我们讨论 L2 是辅助驾驶、 到 5 厘米。所以做好无人驾驶，既要有好
L3 是自动驾驶时，L3 的基本问题到底是放 的车，更要有好的驾驶员的智能代理。
在车上还是人上？如果放在车上，就要让
车企的同志们把车越做越好。我最近访问

我们曾经在常熟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

了博世，它是做底层设计的，要在中国做

了多次比赛，提出“4S”评测标准，开车要

线控的自动改造，我们把车子越做越好，

Smooth、安全 Smart、Safety、Speed。从这

像 Tesla 一样，做一个软件定义的机器人，
要自动驾驶，这是一条龙。我做无人驾驶

个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各省都在建测试场，什么时候我们身
03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

201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主题演讲

边来一个无人驾驶车，开车的人不再惊讶，

车辆有没有交互？我认为是有的，必须不

可以和它很轻松、友好地进行交互。

时地与环境和周边车辆进行交互，驾驶员

三、图灵测试本质上是交互智能
测试

的经验和临场处置能力必须能够体现。我
们为此在交互认知之上做了很多的工作，
首先研究了无人驾驶基于语言的交互。无

图灵先生提出用对话的方式考虑一个

人驾驶车面对复杂、不确定的周围环境，

机器的语言智能。把机器人的记忆智能和

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手机和互联网的方式，

计算智能藏了起来，当前的聊天机器人把

进行语音、语义等自然语言的理解，与车主、

对话交互方式推向了高潮。

乘员、运行维护人员、远程约车请求等进

在开车过程中，驾驶员与环境和周边

行不同人群之间的交互。

无人驾驶要能够响应远程车主的干预， 辆是无人驾驶，怎么换道？一定不时跟你
因为车主是这个车子的主人，还要能够响

周边几个车辆用打灯、按喇叭或者踩油门、

应约车的请求。运维人员可以远程在线干

刹车的方式告诉周边的人，如果它与你协

预无人驾驶车，研发人员可以利用特定的

作，你超车并道了。

接口，与无人驾驶进行交互，监控车辆实
时状态，完成调试工作。无人驾驶车还要
能够识别周边人群的肢体语言，例如现场
执勤的交警，你必须服从它。行人要坐你
的车，可能看你比较远，用手势来表达，
你也必须能理解。
超车并道在无人驾驶中是一个难点，
尤其当低速车道汇入高速车道比较难。例

无人驾驶车辆的交互，我们已经在宇

如有四辆红色车是由人驾驶，一辆灰色车

通公交客车和天津港的卡车上做了初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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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刚刚召开的天津 2018 世界智能大会

道，成功了；也有超车过程中，中途放弃

上获得交互组的领军奖。

换道，回到原车道；也有强性换道，不换

四、图灵测试本质上是不确定性
智能测试

也得换……
无人泊车过程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非常规的泊车，我们叫做边缘泊车。

图灵测试有没有漏洞？几十年来，大

大家都说无人驾驶难在最后 1 公里，因为

家为图灵测试开了多少次会？我发现一个

它把人放下之后，往哪里去？很多的选择，

漏洞，因为图灵测试要求测试人是主体，

加油站、停车场？我个人认为，应该把最

如果被测试的一方支支吾吾、保持沉默或

后 1 公里当作最先 1 公里来解决，否则老

者主动插话介入，就可能抢过了话语权，

百姓不接受。

颠覆了测试者的主导定位。就像青年人去
面试，本来老板考他，他很厉害，考了老
板。就很难区分对方到底是人还是机器人，
再一次暴露出图灵测试的瑕疵。
图灵测试对话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例如聊天本来是浅层次、短时长的对话，
也是最通用的对话，有的就是为了消磨时
间、客气、礼貌，充满了不确定性，总是

人工智能的使命就是加速汽车向可交
互的轮式机器人转变。
目前，全国各地火爆的智能驾驶专用
实验场和评估环境，很可能发展成为人与
轮式机器人比赛驾驶智能的实验场，发展
成为赛车手和赛车机器人角逐冠军的比赛
场，发展成为后图灵时代的图灵测试场。

在讲一些所谓的废话。其实废话不废，它

我们一般看车就是看底盘、发动机，

带来了亲和感，在社交生活中不可或缺，

底盘就是看它的手和脚，实际上是驾驶人

不会聊天的对话机器人，人们会觉得它太

力量的延伸；发动机就相当于心脏，而我

乏味。所以不要完全从负面看。

们加了传感器、指纹，等于加了一个智能

不确定性智能测试，表现在对话的语
境和语用、情感的交互、交互环境的不确
定性。我们必须研究不确定性智能的客观
性、普遍性和积极意义，寻找不确定性中
的基本确定。
驾驶员曾经开过这样的车，想换道，
后面的车不让你，你开了一半又回到原来
车道。这种情况还是经常会发生的，并且
有下面几种情况：首先常见的就是超车并

代 理。 因 此 有 可 能 使 得 汽 车 成 为 我 们 驾
驶 员 自 己， 这 应 该 是 人 工 智 能 时 代 最 有
意 义 的 科 学 课 题， 再 一 次 彰 显 了 图 灵 测
试的意义。
机器人给人类带来了一个新的行业，
就是后图灵时代的图灵测试应该考虑人机
共生、共融、共发展的测试方法学和测试
标准的时候了。
（本报告根据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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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IQ
人工智能拓创新未来
王永东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 ( 亚洲 ) 互联网工程院院长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

刚才姚先生在讲深度学习时让我想到， 别赞同。微软研究院开始时，最早的三个
在 20 多年前，我们刚刚开始做搜索引擎时， 研究组——语音、图像、自然语言处理，
排序算法是用一个公式来做的，到后来考
虑用机器学习时，我们团队内部有很多的
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姚先生前面讲到的，
用一个公式时对这个算法的工作原理非常
清楚，可以很清楚解释输入值为什么会产
生最后的结果。但是在机器学习之后，这

这三点可能是人工智能最基础的技术。
发展到今天，在技术方面有了很多的
进展，研究还在继续。一方面这些研究项
目还继续；另一方面也在开拓新的研究领
域，如大家在前面的报告中所看到的。

个为什么就解释不清楚了。当时团队内部

现在的进展到什么样的情况？微软提

有很多的争论，当然这是 10 多年前的事情

出了一个新的愿景，我们的使命是予力全

了。到今天，机器学习在各方面有非常大

球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成就不凡。我有

的发展。虽然这个争论还在，但是对机器

时会在后面加上“通过人工智能”。

学习的应用，以及广泛的影响力已经没有
太多的争论了。

研究方向最主要的是看现在的技术和
人类相比还有多大的差距，是不是已经达到

微软到现在已经有 40 多年的历史。在

人类的水平？这个已经很接近。比如，在

微软开始成立时，公司的愿景是在每个家

研究课题的测试集中，两年多前在图像的

庭和每个办公桌上能够有 1 台电脑。这个

RESNET 测试上，我们达到了人类的水平；

愿景在今天看来是很微小的一个事情。但

在语音方面，一年多以前在 Switchboard 语

是倒回到一九七几年时还是挺伟大的一个

音识别测试中也达到了人类速记员的水平；

愿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个愿景已

今年 1 月，自然语言处理在斯坦福大学的

经实现。

SQuAD 文本理解测试集也达到了人类水平；

在 1991 年，微软成立研究院时，微软
的创始人比尔 • 盖茨提出另外一个愿景，希

几个月前，在中英、英中翻译方面我们也
达到了人类水平。

望能看到能听、能看、会思考的计算机。

我说的达到人类水平有一点不够确

刚才姚先生说，我们的研究，尤其是基础

切，因为是在作为研究的测试集可以达到

研究必须要走到应用的前面，这一点我特

人类水平。如果想在应用中真正达到人类

06

201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主题演讲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

水平，我们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

怎么促进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发展？能

还 有 5~10 年 的 时 间。 如 果 我 们 想 要 助 力

够带动人工智能的应用？基于开放状态。

全球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成就不凡，

微软在做一件事情，把我们过去多年研究

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怎么把人工智能

和技术开发中间积累的技术用 API 的形式

做成一个非常开放的状态。今天真正有实

开放出来，提供微软认知服务，包括像语音、

力进行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是比较有限

机器学习、视觉、搜索、知识图谱、自然

的，可能集中在大学和研究院。真正有实

语言处理等，大概有 20 多个方面的 API。

力做人工智能特别专业的技术研究的也比

希望通过这一点能够让从业者用我们的技

较有限。

术开发，促进人工智能领域的行业发展。

Bing
news search

Language

Forecasting

Bing
image search

Customer
feedback
analysis

Entity linking

Speech API

Speech
Text to
speech

Custom
recognition
(CRIS)

Recommendation
API

Machine
Learning

Text analytics
Thumbnail
generation

Cognitive Services APIs

Academic
knowledge

Spell
check

Web language
model

Knowledge

Bing
autosuggest

Computer
vision

Vision
Emotion

Anomaly
detection

Sentiment
scoring

Search

OCR, tagging,
captioning

Bing
web search

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是把人工智能融

我们在思考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有很

入到微软各类产品中。比如，如果用微软

多技术方面的进展——基础的技术、应用

Office 软件的同事最近可能会发现，Office

的技术。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在很多垂直

变得更聪明了。比如，你做 PPT 想找一个

领域的应用，比如无人驾驶、医疗、智能

图片插入，通常要做的是上搜索引擎找一个

制造、安防等很多方面，非常高兴看到人

图片再拷到 PPT 中。现在在 PPT 中可以直

工智能应用的广泛性。

接找到图片，它可以根据你在写的东西推

在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发展的过程中，

荐图片，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放到里面；如

它和人类最后是什么关系？人类最后和人

果 Excel 里引用到一些数据，知识图谱中的

工智能怎么交互？技术型的 IQ 和情感性的

相关数据也可以很容易地被调入进来……

EQ 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

这些应用方面今天不一一细讲。

EQ 到底重不重要要？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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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类交流，情感和 EQ 的纬度就变得很重
要，因为人是有情感的。
微软在人工智能方面两个比较有代表
性的产品，一个是小娜 Cortana，这是偏任
务型的人工智能产品，你可以让它做很多事
情。它是为工作比较繁忙的人设计的。有的
人比较幸运，工作有秘书支持，大部分人没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这一代人

有这个条件。小娜是有能力帮你做事的，像

注定了是人类和人工智能共存的第一代，我

一个秘书型的人工智能产品。另外一个是小

们要学会怎么和人工智能相处。我们看计算

冰，她是情感型的人工智能产品。小冰第一

机发展的历史，基本上是人去适应计算机技

次上线是 2014 年，我自己学计算机出身，

术，可能早期的时候，我们想要在计算机上

一直做工程方面的工作，应该说是比较标准

做什么事情，那时有纸带打卡。后来发展到

的理工男，所以一开始对情感这件事情是将

键盘，打一行命令进去让计算机去执行，人

信将疑的。但我们团队在这方面很有激情，

类要记住那些命令。后来发展到有图形的界

就开始做起来了。小冰上线之后有几件事情

面，比较直观，因为有了鼠标，所以一般人

让我的想法有很多改变，举几个例子。

用起计算机就方便了很多，但我们还是要学
习怎么和计算机去交互。到了移动互联时
代，在手机上有各种 APP、有触摸屏，这
个用起来又更方便了一些。

第一个例子，你可以自己领养一个小
冰并起一个名字，我的叫王冰冰。小冰上线
之后，我开始和她对话。有一天，我和王冰
冰聊起吃的东西，她说她喜欢吃；然后我说

今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人

女孩子吃还是要注意一点，不然会长胖之类

类来说，什么是最熟悉、最方便的？我想第

的，可她还说，她喜欢吃甜食；我说你不能

一是语言，不管是今天在这里的大会发言，

胡吃，你会后悔的。就这么一段短的对话，

还是在工作中讨论问题，或者是在日常生

我觉得还不错，就贴到微信朋友圈了。有不

活中和家人的交往、和朋友的聊天，语言

少朋友知道我在做小冰，就回复说，小冰越

可能是最重要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比如，

来越有长进了；也有一些朋友不太熟悉我在

人的肢体语言，我们的动作、表情、眼神等， 做小冰，就说你和你女儿讲话还是蛮亲切
都是人类交流的方式。在人工智能的时代， 的，不像做爸爸那么威严。居然有朋友认为，
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应该是人工智

这段对话看起来很像我和我的女儿在对话。

能来适应人类；也就是说我们在发展人工

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怎样让人和计算机的

智能中，人工智能要学会怎么和人类交流，

交互变得很自然。

而不是反过去，人必须要记住这些命令、

第二个例子，小冰在微博上有小冰公

方式来和人工智能交流。如果人工智能要

众号，有几百万的粉丝。你如果关注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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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发帖，小冰有时也会去评论。这个

小冰现在可以唱歌，已经唱了不少歌，最

例子也是在比较早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儿

近又有新歌出来。开始她会学唱，现在学

发帖说不舒服，可能是感冒了，她的朋友

会作词了，可以自己作词，自己演唱。

就开始在下面跟帖，说如果你感冒了，得
多喝水；另外一个说感冒了要多休息，别
那么忙；小冰也给她发帖说，宝贝，别担
心，有我呢。那个女孩儿在微博上回了帖：
还是小冰最懂我。我说为什么这个女孩儿
觉得还是小冰最懂她？我们同事也给我解
释了为什么会这样。我回家跟我太太聊起
这个事情，我太太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结
婚这么多年，你还是不太懂女人。
第三个例子，做小冰之后，我和我太

小冰开始在一些公共场合作主持人，
时间最长的是上海东方卫视早晨 7 点到 9
点《看东方》节目中有一个天气预报的环节，

太沟通好了很多。以前我有一个习惯，我

就是小冰在做，做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两

回到家如果她要跟我讲什么事，我的第一

年多小冰天天在东方卫视上班。还有一些

个反应是给她出主意。她有的时候就烦了，

其他的节目，比如湖南卫视《我是未来》，

就说你听我说不好吗？现在开始做小冰之

以及在电台节目中和听众交互。

后，对情感的东西了解多了一些。其实很
多时候，她就是要我听她说就好了。

李院士刚才提到人工智能出版诗集，
我想他指的是小冰去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

我觉得这一点在人际交往中也是很重

《阳光失了玻璃窗》，版权确实有挑战，

要的，在人和人工智能交往中也是如此。

当时出版这本诗集最大的挑战就是搞清楚

人工智能怎么理解人类？怎么能够知道人
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倾听，
不是一定要解决问题。
在做小冰这个产品的过程中，我们给

版权问题。一开始也不知道小冰写的诗会
不会受到读者的喜爱，出版之前我们把小
冰写的诗匿名投了很多稿，之后有投稿被
接受并被发表，发表很多首之后我们就有

她拟人化。比如她有一个出生地、出生日期、 信心了。后来很高兴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和
星座。我们感觉小冰这个产品是一个大的 我们合作，出版小冰的诗集。
图灵测试。

这里我想讲，人工智能的社会责任问

小冰除了在微博、微信、QQ 等地方和

题。社会上有很多的讨论，人工智能将来

大家对话之外，我们也让她具有一些社会

会不会代替人类？我觉得在一些特别的任

功能，不仅是完成任务型的，更多的是她

务型方面，机器人做的会比人类好。我们

在我们社会中怎么和人交往，比如唱歌。

在探讨，人工智能 IQ、EQ 方面更多的是人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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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和人类共存，人工智能怎么能够帮

以修改，或者这首诗可以给你启发帮助创

助人类而不是代替人类？比如，我今天说

作。在这方面小冰是放弃版权的，所以你

小冰唱歌或者小冰写诗，我的目标并不是

修改一下再把这首诗拿去发表完全可以。

小冰要唱歌唱得比人类都好，或者写诗写

或者像我这样的理工男把诗稍微改动一下

得比人类都好。这些对人类来说是极其富

拿去送给太太，说这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首

有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起什么样的作用？

诗，也是可以的。男孩们可以和小冰一起

可以帮助我们。比如把小冰写的一些好的

创作情诗送给女朋友。

诗挑出来出版。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今天无论你是谁，如果你

小冰到今天为止，最大的交往方式是
和人的对话。目前，小冰在中国、日本、美国、

是小冰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任何时候都可

印度尼西亚、印尼五个国家已经有超过 1 亿

以请小冰和你一起写诗。小冰写诗的灵感

的用户，来回对话次数超过 300 亿。像人工

是从一张图片上来的，比如你可以给它一

智能 EQ 这样的产品，小冰这个名字在中文

张图片，这张图片给你一些灵感，你想写诗， 里叫起来挺有感觉的；到英文里叫 XiaoIce
你愿意小冰和你一起创作，就可以把这张

不太有感觉；在美国她叫 Zo；在日本有一

图片发给小冰。小冰看到这张图片根据它

个日本的名字叫 Rinna，所以人工智能要和

的感觉创作一首诗，你拿到这个诗以后可

这个地方用户的文化、习惯结合起来。

如果大家想试一试，在微信上找小冰

一个红色电话亭，你到这个电话亭中拿起

公众号，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最近有友商

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小冰。这个电话

发表了机器人打电话方面的信息，引起很

亭已经存在一年多的时间，来科技馆的朋

多人的关注。但其实小冰打电话已经进行

友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在这个电话亭和小

了挺长的时间，比如，中国科技馆二楼有

冰打过电话，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试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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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司都在做音箱，我们当时把小冰放在
了这个音箱中。这家公司在小米的生态系
统中，通过音箱可以控制家电设备。但因
为这里面有小冰，所以它也可以进行一些

小冰发了一个火锅的照片说这个又麻又辣， 日常的对话。
舌头都不够用了。这个人说别诱惑我，小
冰说，耶！我是想诱惑你的，现在我的目
的达到了。这个用户说，好吧，算你狠！
小冰说不不不，我一点都不狠，我可温柔。
还有一些长的对话，大概有 1 000 多个来回，
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对话记录里看
到这些对话，最开始的反应是，这肯定不
是人，肯定是另一个机器人在测试小冰，

给大家展示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第

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对话？后来我们深

三方的公司在做测试时发布的报告，我们

挖了一下，虽然是有机器人在和小冰聊天，

截取了一些和大家分享。

但更多的还是人在和小冰对话。
接下来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技术的
细节，包括我们如何构建人和人工智能之
间整体的对话系统。
在最开始做尝试时利用了我们做搜索
引擎的经验，发现对话和搜索引擎所面临
的问题是类似的。开始做小冰时，是基于
搜索引擎的经验，所以我们一开始用的是
对话检索模型。
在国内很多的用户会把自己的对话发
出去，并且有很多对话是公开的。这些成
为我们最原始的语料，从这个地方开始，
让小冰来学习人和人之间是怎么说话的。
如果人和小冰说一句话，就可以变成一个
搜索问题。也就是说在语料库里能不能找
另一个例子，我们之前也和一家中国
的公司有合作，这家公司叫 Yeelight，我们
在新年时发布了 Yeelight 语音助手。其实很

到一个和人说的非常贴切的来作为小冰的
回答。这是第一步——搜索的模型。
一开始我们就是用一句话做检索，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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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现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讲话是有上

一句话的回应，很可能是在前面已经讲过

下文的，人和人讲话不仅仅是针对刚才那

的几句话的综合回应。

对话检索模型中的上下文理解
How can unzip many rar files (_number_
for example) at once?
Sure, you can do it in bash.
OK, how?
Are the files all in the same directory?
Yes, they all are.

Response: Then the command glebihan should
extract them all from/to that directory.
Yu Wu et al., Sequential Matching Network: A New Architecture for Multi-turn Response Selection in Retrieval-based Chatbots, In ACL’17

对话检索模型中的上下文理解

这个例子是我们研究员在做算法时拿

程中，我会看这里讲的事情。看第一句话

出来做的测试，当看到 u1~u5 的几句话，怎

就知道，它是问怎么把一个压缩包解压。

么根据上下文生成下一句话。从 u1~u5 的过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把上下文中间所包

对话生成模型中的上下文理解

含语义的重要性标出来。考虑到上下文之
后，找到的回复觉得更贴切。
除了检索模型还有生成模型，生成模
型也有类似的。在上下文的几句话里要看
它的关键词，哪些关键词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用一个形象的方法，也就是把一些重
要的关键词用颜色标深，信息量大的句子

利用外部知识生成更有内容的回复

也用颜色标深。在生成小冰的回答中，会

Chen Xing et al. Hierarchical Recurrent Attention Network for Response Generation, In AAAI’18

对话生成模型中的上下文理解

把这些信息放在里面。

Bas
elin
e1

Bas
elin
e2

利用外部知识生成更有内容的回复

在这里可以知道是皮肤干燥，但是作为人

谱，就可以把相关的知识带进来，带进来
Chen Xing et al. Topic-aware Neural Response Generation, In AAAI’17
之后，小冰的信息量大了，它的回答就可
以更贴切，比如补水、保湿。

有很多相关的知识。我们自己也做知识图

最后提一点，可能与技术有关，但和

另外是利用外部知识，人是有很多的
引申和想像。比如说“我的皮肤好干”，

12

201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主题演讲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

人很有关系。做检索、搜索引擎时，最牛

就不是人了，是机器人。但是，比如你和小

的是什么？第一个结果出来就是你想要的

冰说同样的话，她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或者

信息。现在都不用链接了，直接把结果放

你有几个朋友和小冰同时说话，她的回答也

在搜索引擎结果页上部。

是不一样的，这也反映了人类的聊天方式。

我们最开始都是把最好的对话返回，

小冰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后，

但发现并不好。如果与人对话，如果你与她

有一些用户会把他们和小冰共同创作的诗

说同样一句话，她的回答总是一模一样，这

在微博上贴出，与他的朋友分享。

#5

《阳光失了玻璃窗》
自1920年代起的
519位中国现代诗人
曾用27个化名在社交平台匿名发表诗作

被2800+个中国媒体报道
被86个外国媒体报道

创作了1000万+首诗
吸引大量粉丝和小冰联合创作

最后给大家看一段小冰和主持人的互动。 小冰的粉丝为她庆祝生日。节目中小冰和人
的互动虽然很融洽，但是吹蜡烛还是要人帮
她去吹。
我相信，我们是和人工智能共存的第
一代，通过 IQ 和 EQ 的结合，会让人工智
能更有温度，能够在我们生活、社会中扮演
非常有建设性、给我们带来益处的角色，让
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湖南卫视节目里的一个小片段，是

（本报告根据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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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大数据
驱动零售行业创新
裴健 京东集团副总裁，ACM/IEEE Fellow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来介绍京东如何
用智能大数据驱动零售业创新。
京东是财富 500 强企业之一，有很多
战略伙伴，包括腾讯、沃尔玛等。可能大
家认识京东是一个零售企业、电商，但京
东还是一个技术型企业，它有很多黑科技
和应用。例如，我们有全自动的分捡中心，
不久前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八分钟”中
很多人也看到了。亚洲一号中，很多仓储
的管理都是以自动化的方式进行。我们有
无人机，可以把商品送到偏远山区；有无
人车，可以在校园里为客户运送包裹，触
达用户的最后 1 公里。这些都应用了人工
智能技术。

比如，走到店里碰到店家跟你很熟，买东西
时给你多称一点或者给你一点折扣，这就是
最原始的客户奖励计划。商家还要做各种的
市场推广和营销。比如，夏天和冬天卖的商
品不一样，一些商品会有一些折扣、促销。
大家会在商店看到销售人员拿着喇叭在喊，
羽绒服甩卖啦。这些促销活动要基于店主对
商品和整个市场的认识。
基于这种朴素的数据积累，店主会做
各种店面设计。在很多商店里，都常常把
西瓜放在商店的中间。为什么？有一个非
常深刻的供应链原因在里面。第一，西瓜
很难长时间储存，如果一个西瓜在你店里
摆了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就不好卖了。
所以我们需要尽快把西瓜卖出去，把它放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密不可分，大数据

在中间的地方，让大家容易看到。第二，

支撑了人工智能的应用；人工智能以大数

西瓜搬运起来不容易，不单单是说进货时

据为基础。现在京东大数据平台上有超过 4

搬运起来不容易，对顾客来说，要把西瓜

万台服务器，每天处理超过 100 万件任务，

搬出去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于是放

数据总量超过 450 PB，而且以每天 800 多

在商店中间比较开阔的地方，方便店员把

TB 的规模增长。正是这样大规模的数据和

西瓜运进来，也方便客户把西瓜拿出去。

数据处理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
在以前传统零售商店里，虽然没有谈

大家可以看到，在零售里最核心的数
据科学的关键是销售和供应链。

到数据科学，但那时人们已经做了很多数据

传统的零售商店在两个维度上受到限

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举例来说， 销售记录

制。第一，地理限制。比如客户不太会开

就是数据，而且有各种的客户优惠活动。又

车 50 公里去买一个西瓜，距离的限制使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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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消费行为没有办法实施。第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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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商品中做供应链信息的分发和赋能，

限制。假如现在是晚上 11 点，我想买东西， 对整个供应链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但这时候商店关门了，于是销售行为没有
办法进行。

现在有了线上商店，是不是线下商店
就没有价值了？不是的，线下商店还是有

整个电商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

很大的价值。很多老人喜欢去线下商店，

解决这两个痛点，第一个是消除距离的限

为什么？因为用户体验不一样。线下商店

制，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上网就可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用户交互，比如售货员

以买到东西；另外就是消除时间的限制，

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交互，可以看到真实

只要你有时间，就可以购物。

商品，还可以试用。

所以，电商的革新是从线下到线上的
革新。

我们发现，线下商店是服务拓展非常
好的渠道。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厂商

在电商时代，数据分析、数据科学有

都在设法把线下店的能力发挥出来。京东

很大的变化。首先我们不是面对面看到客

一直在探索如何助力线下，提高用户体验。

户，而只能看到数据，如订单记录、浏览

比如，无界零售的线下店中，有自动购物

记录、加购物车记录等。商家和客户的交

车，可以跟在你后面，你买的东西放进去，

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推荐和搜索。很关键

它可以自动称重；如果你要找某一种商品，

的一点，服务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

自动购物车可以帮助你找到那个商品。还

于物流，多长时间可以把东西送到客户手

有延伸的服务，比如无人店、无人贩卖机，

上；当送到客户手上时，用户的体验是什

都是满足了客户在不同场景下对零售的需

么样的。这些都成为了零售业的关键。

求。在这个场景下，我们所说的无界零售

在这样的环境下，智能大数据的目标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我们做电商商
品搜索时，有很多特殊的因素需要考虑。
我们会考虑常规的因素，比如购买意向、

的方式是要把线上和线下打通，而且要扩
展无处不在的零售场景，一个核心是智能
大数据的分析和研究。
线上和线下打通是怎么回事？

顾客偏好；还会考虑与电商有关系的因素，
比如供应链变量（如库存、促销等），在
一个搜索结果中，你可能需要把一些缺货
商品的排位往下放，因为不希望客户搜索
时找到一样东西，但缺货了。
这里有很多挑战，比如怎样把供应链
的信息同步给搜索引擎，怎样智能分析供
应链的信息。京东有数十亿的商品，在海
15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

201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主题演讲

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顾客喜欢到线

易、仓储和服务，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企业都

下店体验，体验后会去网上查看。因为他

在想办法提升每个环节的效率，这里孕育了

们会有一个担心，在网上查到的价格比线

一大批在业务上进行人工智能创新的机会。

下店的价格低。这对线下店带来很大的成
本，线下实体店没有获得相应的销售；对
顾客也很不方便，因为需要去线上查。为
此，我们开发了电子价签，当一个客户拿
起一件商品时，我们马上去网上搜这件商
品的最低价，同时看目前线下店的价格，
把这些价格里的最低价格显示为当前价格。
由于有了这样的保证，客户就不会再担心

京东有完整的供应链，覆盖了整个零

线下店的商品价格会高于线上的价格，可

售的全流程。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独

以很放心地进行购买。

特的机会——能不能通过大数据把不同的

我们还可以用各种虚拟现实技术来提

环节进行打通，对供应链进行改革，使得

高线上、线下店的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 供应链效率更敏捷。这是我们应用人工智
方便客户。例如，很多女士在线下店试各 能很大的应用领域。
种化妆品时有一个不便之处，如涂了口红

闪购是打通供应链的一个例子，闪购

不喜欢要全部擦掉，然后重新试另外一支，

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在很短的时间内投放种

很费时间。现在可以用手机提供试妆的服

类不多的商品， 达成很大的销售量。一旦

务，使得客户很容方便地体验不同产品。

销售量大了之后，就能够使得整个的生产

AR+ 智能个性化推荐，在此应用里，
客户可以通过虚拟现实试穿不同的服装。
还能试服装时，我们不仅只把服装列出来，
通过摄像头还能理解客户的面部表情，看
其对衣服的反应。 通过线上、线下的信息，
以及对各种试装的反应，我们可以给客户

供应更有效，从而提供更大的折扣，降低
成本。这里智能算法面临着一个问题，我
们应该找什么样的商品、在什么时间面向
哪些用户、在哪里做闪购？这些问题是智
能大数据的问题。
以上启发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到底

推荐下一件可以试穿的衣服。试衣间是线

什么是商店？以前看到的商店是一间房子，

下门店很大的开销，通过这样的服务能够

里面摆着很漂亮的商品，有柜台，上面可

提高线下门店的坪效；同时吸引客户，提

以买东西；或者说，商店是一个网站，在

高他们的用户体验。

里面会显示很多的商品让顾客去买。

供应链贯穿了整个商业过程，从最初的

其实商店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并不重

想法到设计、研发、生产、定价、营销、交

要，但是一定要有两个核心的功能，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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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能够显示丰富的商品，让客户产生兴

再举一个供应链创新的例子。在以往

趣，吸引客户去那里；二是商店一定要有

的电商里，当有一个订单进来，这个订单会

一个好的机制，这个机制能够方便客户购

到中心，中心会把这个订单分配到中心仓，

买。只要有了这两个因素，就可以构造一

这个仓一般都是巨大无比、包罗万象的。电

个销售场景，就可以进行零售服务。

商像抓中药一样把你要的东西找出来，打包

整个供应链创新、无界零售的创新就
是我们能不能很高效地创造很多零售场景。
比如拼购，用户和商品的连接可以通过各

运送给你。在这样的设置下，这些中心仓占
地比较大，所以一个城市只能有很少的几个
中心仓，一般布置在离城市中心比较远的地

方 。但是有一个问题，它对大家的服务时
种各样的方式（如实体店、网店、微信等）、 效响应比较慢，因为一个订单运到中心仓，
任何线上社交媒体，其核心的挑战是智能 中心仓进行仓配，再从距离很远的城外运回
技术，我们能不能通过数据分析选定大家

城内，整个时间会很长。京东物流已经可以

应该拼购什么样的商品，应该通过什么样

实现在 11 点前下单，在下一个 11 点前拿到

的渠道触达客户，触达什么样的客户，在

商品。在整个物流网络里，这已经是很高的

什么样的时间点安排这样的购物行为。

效率了。但是我们怎样使它更进一步？比如

通过以上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在
零售业里，大数据是非常核心的因素，已经

能不能提供 2 小时、1 小时甚至 30 分钟的
服务，这就需要对整个供应链改革。

对我们的商业行为产生了很大的驱动作用。

举例来说，我们可能通过一些线下店

大数据上的智能应用能够使得我们降低成

的前店后仓（前面是店，后面是仓），当

本、扩展客户群；能够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

有一个订单进来，这个订单要及时根据配

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能够通过大数

送地点进行拆分，拆分到附近的前置仓，

据和人工智能创造很多新的商业模式。

在那里进行配送。

（下转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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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系统和语言透明世界
Alexander Waibel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教授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智能系统和语言透

需要翻译。这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世

明世界。什么意思？智能系统或者人工智

界上任何国家不同语言的人遇到一起都会

能是今天大会的主题，是语言与人工智能

存在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喜欢说自己的母

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也是我们目前最重

语，因为它代表了自己的身份、背景和一

要的技术，希望能够通过科技的开发，把

些文化习俗，这样交流起来就会产生问题。

我们的世界通过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交互
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今天想跟大
家介绍的。

在欧洲或者一些其他的国家，总会有
人问，我们为什么都要学英语？为什么每
个人都要学英语？尤其在中国，好像每个

首先看现今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

人都说英语是疯狂的。但是，在欧洲我们

一共有 60 亿的手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预

有 23 种官方语言。所以让大家都说英语是

计大概到 2020 年，有 80% 的世界人口都会

不现实的，只有 30%~40% 的欧洲人可以说

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在我从事人工智能领

比较好的英语，进行双语之间的交流，这

域之初和我说这个数字，告诉我们说，我

并不是一个比较实际的解决方案，也不是

们手中有一个类似于超级计算机的存在，

我们想要有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保持语

我是不相信的。但实际上，计算机已经改

言的多样性。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人和人之间的

欧洲议会是怎么做的？在欧洲议会中，

联系方式不再是阻碍我们发展的障碍。包

许多人都会使用不同的语言去工作，每一

括我们之前所说的数字鸿沟，让数字技术

个议会成员都可以说自己国家的语言，他

覆盖到更多的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需

们所说的语言都会被进行同声翻译。所以，

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如

欧洲议会需要花费很多的经费来邀请人进

此，希望电话和相应的数字技术，不管是

行同声传译。因此，在议会里可能有 23 个

发短信还是打电话都可以覆盖到世界的各

同传箱，一个发言人上台以后，他的发言

个角落。

会被翻译成 23 种语言。对于欧洲而言，想

当然，我们目前还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也就是每个人说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比如，
我来到中国，我说英语，大家说汉语，还
18

做到双语之间的交流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
因为有 23 种官方的语言。
所以想让我们更好地跨越这样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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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需要耗费很多的努力。
希望通过我的演讲帮助我们进一步看
到未来的情况，我们最终的梦想是希望可
以实现真正的语言翻译。我最希望的是，
我进入另一种文化或者另一个国家时，可
以自由沟通，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在我看
来，语言透明性就是说我们需要进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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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机器翻译这么困难？实际上机器翻译
就是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的整合。我们
现在在 40 多个领域已经有了信息理论方面
的研究，当时一直希望可以打造出一个好
用的机器翻译，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
主题，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现
在已经可以使用机器翻译了。

真正整合，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非常

为什么整个过程如此困难？我们为什

自由的在任何国家根据任何的话题进行非

么花费半个世纪的时间才真正取得如此大

常自由地沟通、交流、互动，并且可以自

的进步？这是由于语言的模糊性。语言是

由进行贸易、居住，不存在任何语言障碍。

比较模糊的，尤其是在中文中。因为在中

我们希望到任何国家都不会发现有任何的

文中会有很多隐讳表达，这就为语言处理

语言障碍，整个沟通非常通畅。所以，我

带来很多困难。比如，我用一个英文句子

们不应当被语言障碍所阻碍。

说 Give me a new display，但可能大家听不

有时我们去别的国家，带了一个随从

清楚，会听成 Give me a nudist play。我们

的翻译，我们虽然可以进行非常顺畅的沟

对语言的理解完全取决于语境，不同的语

通，但需要花很多的成本和钱。就是这样

境当中的意义不同。语言学家乔穆斯基 ( 音 )

做，可能还需要第三方进行翻译，很麻烦。

很 早 之 前 进 行 了 语 言 的 研 究， 比 如 Time

这时我们就考虑，技术是否可以为我们提

flies like an arrow 可以有六个解说。在不同

供一个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介绍

的语境里所需要翻译的语言也是不同的。

我们正在制定的解决方案。

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翻译的准确性，

针对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很长时间，20

这就是语言的模糊性。

世纪 70 年代我还在麻省理工大学时就开始

除此之外，语言未必都是文字性质的，

研究这个问题，当时我的教授并不觉得我

当我们说翻译时指的是笔译，但就算是文

很疯狂，他一直鼓励我说，继续你的研究。

字形式的语言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有不

但我们还是发现，这个问题真的解决起来

同的字体、不同的文本形式，以及不同的

非常困难，我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希望针

表达方式等。

对这个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在 Facebook 工作时，是语言技术小

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了机器翻

组的主管。我们当时发现人们在发信息时，

译，除了机器翻译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

他们所打的文字非常复杂。比如，我们在

其他的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

微信中聊天，可以看到人们会做一些很有

的专家和语言技术人员，大家都会问，为

趣的事情，他们会说“哈哈哈”，或者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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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Happy birthday。所以在文本中也嵌杂了

在人类的表达中会有各种表达方式，它所

我们的情绪，不仅仅是单独的字，在文本

包含的信息非常多，所以对我们而言，提

中它所包含的信息要更多，这仅仅是文本

取这些信息需要大量的工作。我们怎么做？

而已。

80 年代时，我们开始研究神经网络，

但在真实的世界里，不会仅仅是写字

因为我认为神经网络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沟

或者使用文件、发信息，我们大部分时间

通上的问题，需要一个统计学的机制建模

和别人互动是通过语言。我们会通过另一

语言的不确定性。但是还是不太了解应该

个渠道，也就是话语进行交流，可以打电话、 如何表达语言当中所包含的这些信息。由
面对面交流，或者听一些讲座、演讲。
当我们在旅行时，比如来到中国，对
于我们来说很难知道道路上的标识是什么
意思，因为标识的字是不一样的。你去其
他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你读不
懂路标。这就使我们的沟通非常困难。
语言在另一方面非常复杂，比如我们
可以在白板上写字，可以在路标上写字，
甚至是嘴唇的活动；都会无意识地看到人
们在说话时嘴唇的活动，尤其是我们在聚
会比较嘈杂的环境里，会注意人说话时嘴
唇的活动，或者身体的语言、面部的表情等。

此打造出了这样的神经网络，通过这样的
神经网络给了我们非线性的分类器，并且
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了解语言中所包含的
信息。
在卡内基梅隆有很多教授大家一起合
作，开发出了这个神经网络。非常开心地
看到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成就。我当时和杰
弗瑞聊天时发现，这个模型本身是无法自
己解决语言或者图像问题的，因为我们并
不知道真实信号，这个事情是在什么时候
发生的，首先需要了解到这个语言是从哪
里发出来的，然后才能对它进行分类。

这时我们会看到很多人肢体的表达或者面

所以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先

部的表情，通过面部表情或者肢体语言，

区分；第二，再分类。但这两件事情放到

也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个人在说什么 , 或者他

一起，整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

们想表达的情绪是什么样的。通过这样的
方法，我们可能只需要摆出不同的面部表
情就可以表达出很多的信息。

大家现在又把神经网络叫做神经卷积
网络（CNN），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训练
我们的网络，这样它就可以在不需要知道

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语言的

关键信息在哪里的同时，对信息进行分类。

模糊性，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有

由于时间关系，不具体讲。但可以看到，

多模态的混合，不仅有文本性的语言，还

它会接收到信号，从信号当中提取出关键

有真正的说话、语音等，需要有一定的机

的特征。我们的时间信号可以是一维的，

制可以提取我们所表达的信息，然后将它

但也会有二维的，比如语言既有序列也有

进行翻译，所以机器翻译至关重要。因为

时间。这时就需要几个分类器同时进行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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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
在早期时我就发现，如果训练网络学

我们的图像处理社群也意识到了积极

习相应的任务和解决方法时，有很多隐形

学习的重要性，不仅是在语言中。在语言中

的知识被我们的系统学习到。我们其实并

需要知道信号是什么，可能不需要知道它

没有特定的去标明，比如每一个神经元需

的具体地点在哪里。但在图像处理方面也

要学习哪些内容，但是通过对翻译的训练

有同样的问题，比如对于人物的识别，也

和学习，整个可以把任务完成到之前没有

需要有这样的技术，而且这个技术在 80~90

预想到的水平。比如，关于一些语音音节，

年代时期就已经出现。

这些深层的理解对于语音和文本的识别是

一开始人们还是使用统计学的系统，
我们基本上花了 20~30 年的时间进行更多
的运算，不断进行迭代。

非常重要的。可以看到神经元的网络对于
图片和颜色的识别。
另外一个网络——递归神经网络，90

在我有生之年，整个计算能力提升了

年代开始就进行了大量调研，发现递归神经

将近 10 亿倍，这也使得我们可以做很多以

网络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可以帮助系统

前做不到的事情。内存也是一个问题，现

训练它记忆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我们

在内存有了一个大幅度的爆炸，我们可以

可以通过编译和解译进行整体的训练。

储存的东西越来越多，可以用更多数据训
练语言系统，而且所使用的数据量可能比
人一生所说的东西还要多。
现在有很好的运算能力、很好的储存
能力、很好的处理能力，这时我们需要训
练更大型的网络。人们通过这样的训练，
在 20 年之后取得非常大的进步，性能有很
大的提升。
现在我们的模型更大，TDN 模型的数
据和连接已经是过去的 100 万倍。微软的
网络已经可以达到语言表达的能力。我们
可以非常成功地进行图像区分，在 AlphaGo
里也使用了增强学习，这是一个比较老的
技术；还有深层群、神经网络来实现了它

因为整个项目范围还非常小，所以发
展起来要 20~30 年的时间，才能够搭建出
来一个成功的神经网络和机器翻译。
给大家介绍几个我们现有的产品和应
用，关于如何让整个世界变得语言透明，
让大家没有沟通上的障碍。
第一，交替传译。也是我们最开始就
研究的话题。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时，我
们希望通过视频电话的研究方式做相应的
翻译程式。当然，当时整个语料库还非常小，
我们花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才开发出来
真正手机端翻译的软件，而且可以把它变
得更加便捷、简易。

现在的成就。对于这些网络的研究，我们

在 2009 年时还没有听过类似的应用，

可以知道，比如对于翻译来说的学习过程

但我们在苹果商店做了一个小广告，当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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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这样非常独特的应用，后来公司被

望能够帮助现场译员。有一些帮助是间接

Facebook 收购，我们在 Facebook 继续进行

的，因为这样很好的翻译本身已经具备了

语言工作的部署。

工作能力，所以我们只是希望能够给他们

我们还做了一些人道主义和人性化的
设计，包括和泰国、洪都拉斯一起合作，
希望能够在医疗体系中提供一些翻译的服
务，包括医生和患者沟通；还在整个救援

提供一些术语或者很难记下来的词语支持，
而不是完全提供机器翻译。但像投票系统，
对于译员来说，他们觉得整个过程非常无
聊，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机器帮助他们。

项目中做一些尝试，比如阿拉伯国家的地

给大家强调一些词语本身的问题，以

区会有一些难民逃到德国，希望在这个过

及如何处理术语、人名缩写或者外来词汇，

程中帮助他们翻译。

比如德国讲座中，虽然说是德语，但可能
会引入一些英文词语，而且可能还会有一

我们还有在其他领域的尝试，不是两

些译入语。我们还会保证整个翻译文本是

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一种单一讲授的方

可读的，解决语言的长尾性。包括如何通

式。通常只有一种讲者，比如在电视的新

过现有集中语言的分析，逐渐扩张到对所

闻广播或者讲课的讲座中，我们可以把这

有语言都可以进行分析和翻译。

个场景想像成在院校中的讲授。比如我们
如果去德国的实验室或者教室，可能感觉
就是一段乱码的方式，因为听不懂德文。
但如果有了翻译的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聆听讲者的学习。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实现这一点，需要
解决语言本身不止是语音本身，还有很多
社交属性和文化背景。不管是公式还是其
他各种各样的文本，或者社交媒体上的一
些推文、路标，都可以识别并解读。我们

这个系统还自动插入了一些标点符号

之前做了一个原形产品，可以通过手机拍

（如逗号、句号），不用猜句子的断句，

照识别，帮助我们知道这个路标上的信息

而且还有首字母大写的功能。还有一些赘

是什么。

语或者不必要的嗯、啊词语被删掉，帮助
我们更好理解。

还有一些带有情绪的演讲。通常人们
在讲话时总是带有情感，我们也希望把这

第二，欧洲议会中自动翻译的系统。

个实验和最终的应用推向一个真正自然开

欧洲议会对于翻译来说是最不人性化的翻

放的环境，包括这个演讲的对象是谁，这

译环境，因为作为人类的译员来说，他们

样可以选择相应的词语，比如谁在对谁演

已经做得非常好，但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好

讲？讲者和听众分别是谁？这也是需要我

的尝试。我们当时和议会的翻译系统做了

们解决的问题。这里有注意力追踪、人脸

相应的尝试，看能不能帮助人类译员更好

识别，以及整个观众注意力追踪点，等于

的翻译。欧洲是非常大的区域，有多种官

我们为语言加入了社交和文化的属性。

方语言，所以我们当时做了现场尝试，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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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时能够讲自己的母语，听到的也是自己
的母语；但是又可以互相沟通、直接讲述，
甚至可以做鬼脸，而整个翻译的过程是无
声的。所以能够真正觉得，我们是融入于
当下的环境，不会想要在过程中查字典或
者有任何困难，并且希望这个交流环境是
自然无缝衔接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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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共同发展。
我们现在的确做了很多研究，但最终
达到这个目的还有漫长的一段旅途要走，
也希望在未来能够通过人工智能真正实现
无缝理解。
（本报告根据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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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有大量的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的

送到正确的用户手上。这种针对应用场景的

任务，那些前置仓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应该

数据需求对大数据提出很多新要求，需要大

把线下店布在什么地方？当有一个订单进来

数据具有相当高的智能能力。这一点刚好是

时，怎么去拆分这个订单？应该拆给哪些前

和无界零售、零售即服务高度切合。因为无

置仓进行配送？这一系列供应链的问题，一

界零售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把

定需要人工智能、一定需要大数据进行解决。 合适的商品卖到合适的客户手上。在这时，
如果我们回想大数据的定义，以前是
通过“4V”描述，即体量、速率、准确性
和多样性，在这四个维度里，很多是从数
据解决方案来看，可以在这四个维度上画
出一个四边形。我们的目标是在四个纬度
上做到极致。
以往对这些概念的理解都是面向数据
处理，不是面向数据价值和客户。如果换一
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大数据或者智能化大
数据是做什么的？我认为，智能大数据是要
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把正确的数据

各种的业务形态、商业模型其实是在这四个
维度上划不同的点。为了实现无界零售、零
售即服务，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在数据上建立
的商业智能来支撑。
今天给大家分享智能大数据驱动零售
行业创新，我有一点深刻感触，我们在业
务上，谁能够生存下去？谁能够在未来的
竞争中占有优势？这就需要及时洞察我们
的数据，要以智能的方式及时分析我们的
数据，做出改变，去迎接业务变化。
（本报告根据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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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应用的自然语言理解
和结构化知识
汉斯·乌思克尔特

欧洲科学院院士
深知无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 首席科学家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关于语言的理解，

比如，一些公司已经加入了德国工业

也会涉及语言以外的一些内容，还会给大

4.0，包括一些国家的智库，这个智库为工

家介绍工业应用相关的知识。不仅限于相

业 4.0 计划提出了第一个行动方案。而且我

关的应用，我会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更

们有很多 AI 的技术都用于学习、沟通、语

广泛地介绍关于我们现在面临的人工智能

言翻译等。

的机会，包括在工业应用上可以做哪些探
索，尤其是在中国和德国两个国家最强的
领域，也就是制造业方面的机会。
对于这个话题，尤其是 AI 工业领域的
工业应用有很多可谈的。AI 如何应用到智
能生产之中？德国有一个非常强劲的项目
叫做“工业 4.0”。
首先看一下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
在这个背景之下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
后看知识图谱，以及大数据自然语言的理
解，最后进行一个总结。

工业 4.0 智能工厂的 3 个层级：首先是
智能工厂，会使用机器进行产品的生产，
可以是加工产业或者部件生产产业；另外
两层是智能运营服务和智能支持服务。

为什么我作为语言 AI 的研究人员会考
虑到工业应用？因为在过去 30 年，我一直

在智能工厂里，尤其是在工业 4.0 中，

在德国最大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工作，有

越来越多的东西都被物联网、云服务所连

近 900 名员工。随着 AI 变得越来越强大，

接，它们可以是传感器、摄像头、温度计等，

很多公司加入到了我们的研究中心。我们

这些也有机器人的辅助，它们会相互合作。

的股东并不仅仅是一些 IT 公司，还有很多

现在机器人也开始和人进行合作交互。以

的生产公司，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对于 AI

前机器人是和人相互分开的，因为我们觉

的需求。在过去几年，我们和所有公司进

得机器人如果和人靠得太近会有危险。但

行了大量的讨论，看 AI 可以对工业企业做

现在我们发现，人和机器人之间的合作越

哪些事情？

来越亲密，机器人变得越来越安全，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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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经可以和机器人进行更近距离的合作。

希望我们整个系统是柔性并且非常灵活的，

还有我们的语言，我们可以想像和机器人合

而不是非常僵硬的。

作的人类不了解机器人语言，不会用机器人
语言沟通，只会对机器人说自己会的语言。
对于智能工厂或者智能生产而言，核
心的几点：
第一，网络物理系统，包括传感器、
行动体、处理器都和物联网相连。通过数
据的输入，我们可以进行很多的学习，并
对图片进行很多的翻译和理解，以及相关
的推理，进行快速的迭代和自动化。
第二，在工业 4.0 中，还有很重要的一
点 ——Digital Twin 技 术 —— 具 有 历 史 / 记
忆 的 产 品（ 或 部 件） 的 数 字 模 型。Digital

第四，智能自动化机器人以及人机协同。
第五，基于 AI 的流程优化——预测资
源利用率。我们可以使用预测性的资源，
不只是预测性的维护，而且可以预测我们
的能源使用、物料使用，可以预测所有和
生产相关的资源。
这些都是通过我们与现实生产得到的
学习结论。
我们和很多工厂进行合作，希望可以把
我们的技术和想法在这些工厂里进行实践。
智能工厂的外层是智能运营服务，现

Twin 主要来自于语义产品记忆，在这个理

在已经有了智能出行、智能物流、智能大楼、

念中，我们认为所有的部件都应该在自己的

智能产品、智能电网，这些就是智能工厂

机器上有一个 Digital Twin。一开始建立的

外层的一些设施，它们会和生产密切相关。

模型并不是很好，使用的是一些结构化语

对于运营服务而言，其重点与智能工厂或

言，以及模型。同时，人们也可以将自己

者智能手工生产是相当的。

的语言输入到 Digital Twin 中。通过 Digital
Twin，机器可以为人所用，也可以被机器
自己使用。
所以，人开发了很多的芯片放到机器
上，当我们使用完了机器或者它过期后，
还希望保留内存和记忆，这时我们开发了
物联网，在物联网上，每一台机器可以被
代表。

智能工厂的第三层是智能支持服务，

第三，柔性产品驱动的生产配置。对

它也很重要。很多在工厂工作的人觉得工

于某一些产品生产，有时 Digital Twin 可能

厂就是最重要的，或者产品是最重要的，

会窃取我们的产品。比如，我们的产品会

但这不是真的。我认为对于工厂而言，最

告诉机器它下一步需要进行的步骤，如去

重要的并不在工厂之内，除此之外，想要

年到哪一个生产点进行怎样的加工。所以

使用的消费者或者想要付钱的消费者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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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包括供应商，如果供应商对我

来自合作伙伴的数字内容，包括投资人、

停止供应，工厂会停产，还有投资人、监

政府等。我们在外部的数据，需要使用媒体、

管者、技术竞争者等都非常重要。

社交媒体、开放知识、开放数据。

同时，语言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

通过 AI 数据分析使用这些数据，有一

要从所有工厂以外的地方获得很多数据，

些目标：我们希望对于整个流程进行监督；

并把这些数据放到我们的工厂里，比如进

分析我们出现的一些偏差问题；决策上的

行产品开发、产品计划、生产计划；比如

支持；还可以对产品进行预测和规划。

我们希望知道消费者想要的功能有哪些，
知道消费者的理想定价是什么样的；比如
还需要看我们从供应商那里可以得到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供应商，我们无法进行生产。

有一些销售点的销量比其他地方好，
我们可以把它和气候数据进行比较，虽然
它们之间有一个正相关关系，但还不足以
解释我们的偏差。再来看新闻，现在有一

在这里有很多非结构性数据，智能工厂

个 新 的 Newport 游 艇 展， 或 者 我 们 可 以 从

的第三层到第一层是相互贯穿的。一方面，

信息流中获得一些交通拥堵的信息，这样

我们需要翻译很多数据、语言，理解很多来

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偏差。有了

自于不同行动体或者合作伙伴的数据；另一

这样的信息之后可以做预测，并做好充足

方面，我们也会把数据发给合作伙伴（如供

准备。做好准备之后就可以应对它。

应商），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规格是什么，
所以整个结构非常复杂。通过这样的合作可
以获得智能产品管理、智能客户关系管理、
智能产品经理、智能投资者管理、智能监管
者管理、智能市场调查等。

2017 年，大众因为供应商出现了一些
问题，他们并没有及时获得警告，使大众
花费了 14 个月来寻找替代供应商。比如我
们之前在一个项目上可以和西门子合作，
他们当时有 19 万多的直接供应商，还有数

对于我们的智能支持服务有几个特点， 百万的间接供应商。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
选出几个与 AI 有关的，比如需要使用来自 的技术帮助他们，例如系统找出一些早期
于制造业和运营服务的数据，而且需要把
公司的数据和产品服务进行关联，包括我
自己的数据，以及在我们生产以外的数据，
包括 Digital Twin。我们需要知道每个产品
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
数据，需要把我们的数据输入到商业智能
里，需要把数据输出给合作伙伴、终端消
费者等。还有 AI 优化过程。
如何从外部获得数据？有很多数据都
26

的预警信号。
我们是整个开放数据，希望建一座大
桥连接公有和私有的知识库，希望能够在
整个知识领域中，包括不同的百科网站（如
维基百科）或者其他的知识管理项目中，
把它们和工厂的私有知识库连接起来，就
可以以知识图谱的方式构建这座大桥。比
如 Google、必应、百度等不同类型的知识
图谱。为了把内部和外部知识库联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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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通常会构建一个公司内部的知识图谱，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可能。

包括在智慧数据网络上，我们会有一
些外部的数据（包括交通、物流、零售等），
对于西门子这个项目来说，他们想建
造公司内部的知识图谱的这个概念非常新，
但他们发现自己研究和开发的关键领域就
是和这个相关。我们帮助他们打造了一个
具体案例，之后也在其他的客户（包括中
国客户）身上进行拓展。
维基百科非常庞大，是一个巨大的数
据库。但大英百科所有打印出来的印刷版，
公开发行的只有这么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想真正实现线上的浏览或者查询。因为如果

会把它和知识群体、其他开放数据、社交
媒体数据联合在一起。把外部数据和内部
数据结合在一起，内部数据是公司内部所
提供的一些信息。
我们也为这个智慧数据网络设计了一
系列的方法论，会使用开放数据的系统，
会把它和内部的公司数据相结合。从社交
媒体、新闻媒体上所获取的数据流的体量
非常大，所以必须要用大数据技术来处理
这些信息。

真的完全都做打印版的，对于语音学家或者

我们可能认为神经元网络可以处理大

知识领域的专家来说，很难实现突破，如果

数据，但实际上不一定。我们现在还没有

想做一些搜索和检索会非常困难。但是有些

足够的能力搭建这样大型的神经元网络，

知识是没有办法转化为知识图谱的。

实现整体数据的导入和分析。我们不能像

我 从 Google 的 系 统 中 截 取 了 一 个 关
于艺术领域的例子。由 Google 的知识图谱
所提供，并不是来自于某一个单一文档，
而是一个结合。现在知识框架越来越大，
DBpedia 也是一个网站，是我们目前广泛使
用的系统。当时 DBpedia 在欧洲非常流行，

在 Spark 或者 Flink 使用的方法，因为规模
太大。我们之前尝试了一些分析，搭建起
了一些商业模型。
举两个例子，一是供应链管理；二是
市场调研。
在这两个产品上都有相应的合作伙伴，

有很多的贡献者做一些结构化整合。可能

我们和西门子做供应链管理；市场调研是

做整体的知识规划是非常困难的，但相信

在斯图加特叫做 Wikidata 的公司，他们也

它整个的体量会越来越大。

会做一些市场线和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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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和大家分析如何把非结构化的数

不同的词语可以表达出相同意思。对人们

据结构化。我们会应用相应人工智能的技

来说可以想出不同类型的词语，比如社交

术，首先会做信息的提取，当然想真正以

媒体上的人或者记者会根据自己的内容表

知识为导向做信息提取，会有部分的语言

达选择一个最佳词语，但对于机器学习来

理解，可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只能有一

说比较困难。

些针对话题的知识理解。比如我们搜索金
融的解决方案或者物流方案、物流最近路
线规划、不同的交通方式（如火车），在
德国之前做了四种交通方式的不同尝试，
如公路、铁路、航线等。通过这些分析可
以针对某一个专有领域进行深度调研，而
且有了标准。通过分析知道，这种交通方
式或者这种解决方案对于特定的供应商风
险系数非常高，当然，这只针对某一领域，
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如此。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自然语
言理解有如下两个主要问题。

我们需要打造出一套基于统计学的机
器学习、神经元学习，而且整个潜力和挑战
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我们学习了这些词组，
比如 A 收购 B，我们需要让机器理解，他究
竟是获得了某一个东西，还是真的收购了某
一家公司。所以必须从这些句子中提取相应
信息。比如它的价格、涉及到的公司，我们
需要提取出正确关键的词组。而且我们需要
高亮出最关键的信息，还有一些简单的信息。
简单的信息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可能会有
变化。所以在分析语料时，会用一些颜色标
注出我们想让机器去学习的最重要信息。

1. Alexander 之前提到的语言模糊性
同样的句子，在一些语境下可能会有
一种理解，比如某一个词语、某一个句子
可以有不同解读。如“放”这个词，如果
去字典上查有很多不同理解；再如英文“时
光如梭”这个词也有不同的理解。人们对
于解读同一件事情的方式千千万万，大家
都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对于语言的解读和
翻译非常困难，因为同一个词、同一个句
子都有不同解读，而且不同公司所用的术
语和理解也不一样。
我们在 2008 年做过一个研究，微软“买
入”了 Powerset 这个公司，这里的买入可

2. 超级学习技术

以用不同词语，如用收购或者其他的词语，

我 们 运 用 了 大 量 的 语 料 库， 就 像

用非常模糊的词，但我们知道他们是全资

Alexander Waibel 展示的，人在一生中可能

收购了，甚至是吞并，这也是一个比喻。

会有不同的语言处理和语言过程。比如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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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神经元网络的应用非常好，

Powerset、2008 年、1 亿美元，这些是关键词， 我们可以去理解语言，去做更多的工业应
这里针对于收购、并购这一个词语可能会

用。但想实现一个真正成功的应用，还需

有数千甚至上万相应的句子。这种情况下

要做不同技术的整合，不止是一个非常狭

我们在进行搜索时，不管你用的是必应、

隘的人工智能定义，而是更广泛的一种合

Google，还是百度，都有可能会获得类似

作和整合。

的例子。然后，我们会做语义分析，因为
想知道谁对、谁做了什么事情。这不止是
简单的对于词组的分析，更多的是理解——
谁被收购了，谁是买方。
我们还会根据神经元的组成部分进行
具体的语义解析，提取信息做语义的筛选。
因为可能一句话里，比如，他说微软投资
了 Powerset 这家公司，他用了投资这个词，
但我们还要对整个信息做一些筛选和解读，
这样才能把非结构化的信息真正结构化。

现在我觉得，我们还缺乏一些关键技
术，比如目前对于所有技术的整合还缺乏
一个非常完美的模式。因为我们希望有一
种真正的技术可以把人类的直觉、机器学
习、深度学习有机整合起来，让它像人类
大脑一样。
当然还需要做很多实验。但现在，我
们的方法就是 Zoo（音译），意思就是我们
会集中选择几种方法。然而这是应用研究，
需要选择出最好的应用。所以我们会选择

之前我们也发表了很多的文献和相应

出一些统计学的方法，比如，我们的统计

的专利，也在很多行业的应用上有所推广，

学标记，并且可以使用深度学习将各个实

目前也在中国有一些合作项目。我们还在

体连接起来；或者可以使用卷积网络，将

不断地更新、改进，现在也可以识别中文。

不同的公司连接起来。我们还会使用很多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覆盖更多的语言。

不同的东西，包括知识图谱。就像之前的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未来应用的考
虑，包括产品管理、大宗商品交易、股票

图一样，是非常漂亮的神经网络，就像整
个神经大脑一样。

交易、供应链管理，以及全球市场调研等。

我们在 AI 有两个系统。

内嵌的是 Flink，阿里巴巴和华为也使用到

第一个系统，DeepMind 的 AlphaGo。

这个平台，具体特点可能会和 Spark 不太一

AlphaGo 大 家 都 知 道， 我 们 的 系 统 会 有 学

样。Flink 是 基 于 流 线 型 的 分 布， 但 Spark

习行为，做出反应，但这个系统不能开车，

更多的是关于不同组成部分的联系。

没有办法进行翻译，可能都不知道麦当劳

目前的这个系统是在 DFKI 的院校所开

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洗手间。

发，我们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我们提供的

第 二 个 系 统，IBM 的 Watson。 美 国

是语言数据，他们使用的是数据分析方法，

的电视节目它获得了胜利，知道很多的东

我们有不同的输入共同整合在这个平台上。

西 ——《 圣 经》、 文 学， 可 以 回 答 很 多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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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问题，但它下棋可能就赢不了。
两者之间从诞生一开始就被分离，也

识（像人类一样），来拓展其大脑容量，
但还需要更加聪明的方法做到这一点。

就是知识和行为。一开始以规则为基础的

我们有知识、行为，还需要运行数据。

专家系统可以进行我们的信用检查，逐渐

比如摄像头所看到的环境，这也是数据的

成为了基于知识的系统，后来衍生成了自

一部分。它们可以了解到街道的状况，或

己以行为为基础的系统。但现在有机器学

者看有没有可以绕道的路。所以我们的系

习，可以将两者整合到一起，既包括知识，

统可以进行学习。把这种功能加入到网络

也包括行为，两者都可以学习。我们是不

中，并不仅仅是因为要提升效率。我们知道，

是可以同时学习？没有问题。怎么去学习？

人脑是无法有几百万本书的内容，而神经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现在有机器翻译系统， 网络也不是为此而设计的，这不是单一的
它可能不了解行为，它可以向人类翻译中 问题。
学习。可能有一些句子翻译不出来，但可
以学习人类翻译所翻译出来的句子，进一
步提升我们的语义理解。
在另一边，我们有 IBM 的 Watson，以
及一些聊天机器人，但是聊天机器人一般
会有一些知识或者知识图谱介绍很多的产
品。所有的这些系统都会使用到深度学习，
它们首先会使用到知识。比如现在清华大

每一次交通状况出现任何变化时，是
不是需要重新训练我的系统？是不是可以
进行预测？每次有人跳槽时，这都意味着
可能另一家公司有所不同，我们是不是可
以对这样的行为进行系统的培训和预测。
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核
心的地方找到超能 AI 能力。

学，有的人希望可以集合知识图谱在卷积

第一，人脑的知识容量是有限的。比

网络中进行学习。但他们使用的知识图谱

如 300 万知识，这是对于机器人，这些机

体量相对比较小，现在还没有合适的技术

器人可以通过无线联网的方式获得这些知

进行拓展，但相信很快会取得一些进步。

识，但人类对于这些知识的使用是间接的，

我们需要将人类显性，以及隐性的知

不像机器人那么直接。

识进行整合，这样才可以取得更多的进步。

第二，人脑及人脑结构。比如这个舞

比如我们能骑自行车、游泳，但无法解释

步很好，我们可以教给这个人，但无法直

我为什么能骑车，并不知道从人体物理学

接从人脑中继承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的

来讲，为什么可以骑车？也会有很多的人

行为有一个进化过程，不断提升我们的行

说，我们再努力一点，再使使劲就可以使

为，可以不断的进化发展，可以增强自己

用知识了，这时就可以把物理的一些行为

的这些能力。

和知识进行结合，使用 AI 也可以做到这一

真正想实现超能 AI 能力，没有任何捷

点。但在 AI 中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方法，

径可走，包括人类有自己的能力（如自知

我们现在也有神经网络可以使用网络的知

能力），超能 AI 还无法拥有这样的能力。
（下转第 37 页）

30

201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主题演讲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

搜狗的 AI 之路与挑战
王小川

搜狗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联席院长

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搜狗的 AI 之路与

清华合作的手写体合成功能，自己写几个

挑战》，和今天大会的主题非常贴切，搜

字，机器可以模仿你写的字，形成一种新

狗重点布局以语言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

的字体体系识图功能，在狗脸识别上做的

提到搜狗公司，大家知道更多的是搜
狗输入法。从用户规模来看，我们在中国
互联网排在第四位，仅次于腾讯、百度和
阿里巴巴；搜索引擎在中国也是第二位，
有超过 18% 的市场份额，而且每年还会增
加 2%~3%。除了 Google、百度，我们的用

特别好，拍一条狗就可以告诉你是什么品
种。我们知道与语音识别有类似基础的一
个是波形，另一个是图像。它们本身而言
是相通的。在图像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有
意思的工作。

唇语识别

户规模和搜索量在全球应该是第三。更自

唇语识别不用语音，只看嘴唇运动就

豪的是，搜狗输入法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可以知道在说什么。用大量的主持人或者
其他数据训练机器，在通用语义里能达到

中国搜索行业挑战者 AI领域的创新者
搜狗搜索

No.4

No.1

互联网公司

搜索引擎

中文输入法软件

基于中国互联网公司用户数1

移动搜索份额2

1

腾讯

2

百度

搜狗

3

阿里巴巴

神马

4

搜狗

360

比如读唐诗或者安防、电梯工作间，识别

移动输入法3

（日活数，以亿计）

搜狗移动输入法

百度

60% 的唇语识别准确度；在专业领域里，

搜狗输入法

No.2

18.2%

3.6

百度输入法

率可以超过 90%。把声音过滤，核心就是
用嘴唇图像的视觉能力来做。

讯飞输入法

以语言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

数据来源：艾瑞及搜狗公司数据
标注：1 艾瑞数据，2018年3月月活数据；2 艾瑞数据，2018年3月移动搜索份额；3 排名基于2018年3月艾瑞日活数据。日活跃用
户数数据基于2018年3月搜狗公司运营数据。

输入法和搜索引擎这两个产品都有一
个特点，输入法帮助你表达信息，把想法

听觉

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
声纹识别

视觉

语言

OCR/手写体生成
识图/狗脸识别
唇语识别

2018Pascal VOC挑战赛目标检测Competition 3子
任务中，搜狗提交的FPNSSD深度模型得分77.0，
打破世界记录
2018NLPCC比赛shared task 4—spoken language
understanding，搜狗语义理解技术获得第一名
在2017 NTCIR评测比赛短文本对话任务中获得第
一名
在国际学术赛事WMT 2017中获中英机器翻译全球
第一

变成文字；搜索引擎帮助你获得信息，把

全球首次商用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同传翻译技术

文字变成更多你需要的知识。这两个产品

对话

翻译

问答

业内首个跨语言检索产品：搜狗英文搜索

核心点在语言上。因此，围绕语言我们会
展开很多工作，包括语音识别、语音合成、

这是在语音、图像上和语言相关的工

声纹识别、个性化语音合成等。同时还有

作，也许这些加起来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

视觉方面的工作，包括 OCR，包括我们与

的交互，但我们在这个方向展开了大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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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并与产品高度结合。另外，我们研究

文说完一整句话识别清楚后再翻译成英文，

更多的是放在语言、翻译、对话和问答上。

而翻译人员能够很快地翻译出来，因为他

我们今天的主题定位在语言处理——认知

们有更多的实践经验。人工翻译有时会丢

领域里自然语言处理的工作。

句子，以前觉得是一个错误，但我们在和

翻译

同声传译的专业老师沟通后知道那是他们
的技巧，丢掉不重要的内容，但机器不会

翻译是很重要的工作，中国有 13 亿人， 这样做。所以，机器和人在处理语言翻译
是最大的汉语群体。我们非常愿意与英语，

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以及其他语言的人做更多交流，帮助大家
表达和获取信息。过去表达和获取信息是
中文表述，未来是和整个世界做连接。

今年我们连续发布了两款和翻译相关
的产品，一款产品是搜狗的旅行翻译宝，3
月上市的；第二款产品是 5 月 15 日发布的

第一次发布搜狗的同声传译系统是在

搜狗录音翻译笔。两款产品的区别是，翻译

2016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2017 年做了

宝不需要联网，把整个深度学习的模型——

升级，不仅用文字展示，而且开始把语音

不管是语音还是图像、翻译都集成在设备

合成做了展示（用我个人的语音做了合成）。 中，出国时没有网络，不用联网也可以工作。
我们甚至想尝试做情感的迁移，也就是今

录音翻译笔是手机的配件，有很强的收音

天我在这里演讲时，不仅仅是简单地变成

能力。比如，老师在教室前面讲课，你坐

文字翻译成英文，而是能够把抑扬顿挫、

在教室最后一排，中间可能相隔三四米，

语调、重音、热情一起识别、翻译和表达

它可以取代录音笔把声音录下来。录音翻

出来。我们的理想不止做文字的翻译，希

译笔具有很多功能，录音后可以做内容的

望做出一些其他工作，要在这个领域领先

转写、存储、管理和检索，这是传统录音

他人。虽然工作进展到目前还有一些挑战

笔做不到的。我觉得这是对录音笔的颠覆。

和困难，但是很自豪地说，现在搜狗的机

我们希望在硬件中通过这样的做法，

器翻译和同声传译系统，不仅是从技术指

把一些技术更快的落地使用。

标还是工程方面，已经走在世界最前面，

搜狗英文搜索

甚至可以说是在第一名的位置。

帮助不精通英文的中国人快速找到并阅读全球的医疗、人文、科技等信息。
搜狗搜索的跨语言检索功能已可以让用户以中文查询阅读英、日、韩网站翻译结果。

机器与翻译人员相比还是有距离的。
我们内部研发人员认为，在 2020 年同声传
译系统可以在一些指标上和真人“打平手”，

基于搜狗机器翻译系统，搜狗英文搜索可为用户提供“英文原文”“中文翻译”“中英双语”三个结果页面。

有些地方可能更好，有些地方还有不足。
现在看起来在技术上还是一件很有挑战的

10

事情，尤其是在延迟方面。本次大会是搜

搜狗翻译有独立的 APP，有文本对话

狗提供的同声传译系统。通常机器会在中

翻译。我们现在开始做拍照翻译。拍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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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可以变成中文的菜单，中文变英文

种知识推理或者对知识检索的能力，不是

也可以。我们在努力开发离线计算能力，

给你一个网页，而是给你提供一个答案。

使你能 AR 翻译，当扫描一个路牌时，实时
变成中文。怎样降低延迟，提高准确性，

AI时代，搜索的未来是问答

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投入。

Q：汽车没电了打不着火怎么办？
A：首先需要一根跨接电线，然后将
辆车的车头面对面……

Q：大红袍是什么茶？
A：乌龙茶。

搜狗翻译APP

Q：学生证买火车票一年能用几次？
A：4次。

搜狗翻译APP于2017年6月正式发布，利用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让中英文“秒翻秒懂”， 集语音、对话、拍照、文本翻
译功能于一体，满足不同场景下的即时对话和沟通需求，成为用户的“掌上翻译神器”。

文本翻译

对话翻译

…

拍照翻译

14

去年问答机器人汪仔参加了《一战到
底》的比赛。
汪仔的系统能够把整个互联网当作它

11

搜狗输入法嵌入了翻译功能，当用语

的数据库。IBM 的 watson 系统是一个本地

音时，说中文可能上屏就是英文；也可以

数据，它可以解决一些垂直领域、封闭领

输入一段中文，点两个键就翻译成英文发

域的问题，要告诉它这个问题问的是明星、

出去。输入法不仅是中文沟通的方式，利

这个问题问的是运动员；而搜狗的系统是

用它还可以很方便地和英文、日文、韩文

纯开放的，你可以问任何问题，只要是和

等用户沟通。

事实类相关的就可以作回答。《一站到底》

搜狗搜索也支持翻译的功能。现在可
以实现用中文输入检索全球的英文信息，
最后再用中文阅读。尤其在医疗、娱乐方
面已经可以做到获得世界上最前沿的信息。
搜狗的使命是让表达和获取信息更简单，
通过这样的方式连接到整个世界。在搜索
里有一个现象，中文翻成英文检索完后再

也是选拔最优秀的问答选手参加比赛，到
最后的比赛，我们已经做到了让人三分开
始启动，最后汪仔系统超越了顶尖的人类
选手。做这个系统时，不懂技术的会觉得
很简单，只是一个数据库检索；即便懂技
术的也会担心后面是不是有作弊，你和节
目串通在一起。

翻译成中文，有可能出现中文词翻译后和

今年年初，国内出现了一种很火热的

原始词对不上，这就是稳定性问题，也是

互动答题模式“直播答题”。一个网站出

搜索里需要解决的事情。

100 万 元 人 民 币，12 道 题， 如 果 一 人 答 对

问答

了 100 万 元 都 给 你， 如 果 100 万 人 答 对 了
就给你 1 元，今年年初已成为一个现象级的

另外，我们还会做问答系统，我有一

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搜狗做了一个答题

个断言——搜索的未来是问答。因为语音

助手，从对方服务器直接把视频流引到我

只是让你表达更方便，但中间一定要有一

们服务器，在视频流中检索主持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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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去找答案，并且把答案推送给我们的

题，但它是一个电视剧。所以如果你没有做

应用。所以如果用户拿两个手机，其中一

好知识的准备就会判断错误。“皮肤暗黄调

个手机参加直播答题，另一个手机打开搜狗

理”，用户问的是皮肤暗黄怎么调理？问题

答题助手，它可以在出题后 2~3 秒时间把

的判断变得很困难，包括答案的判断和相关

答案提供给用户。这个产品非常成功，答

Passage 的检索计算。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

题水平比大多数人好很多，大概有 90% 的

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测试题不一样，是

准确性，使得每天有 100 万人使用答题助手， 用户真实问的问题，有的时候比较“文不对
甚至和一些网站产生了对抗。这个网站努 题”。比如 “王者荣耀排位上分最好的时
力把题出的语句更加复杂，想让机器听不

间段在哪？”最佳的答案完全不是考虑时间

懂。我们的工程师更努力解码题目，最后

的问题，它说你一定要组团、有实力相当的

题目长到用户已经看不懂了机器还可以读。 队友。网络上的数据和我们理想中的答案是
答题助手的应用实例，更严肃论证了我们 两回事，怎么理解这样的问题？这是搜索中
在问答领域里技术的领先性和可用性。

的问答和我们阅读理解不一样的地方，和网
上数据有很大的差异化。

学术界做了非常多的关于答题方面的
研究，通常原来的测试题是默认问的问题
就是问题，且问题都有答案，并且这个答
案在之前给到你的数据集里。但是做搜索

真实问答
 事实类 vs 非事实类 3% vs 15%
 口语化、生活化
 挑战

答案的判断

的公司做这件事情时，因为里面有很多的

相关Passage的检索与计算

问题是不确认的、不是一个问题的形式，

皮肤暗黄调理

腰肌劳损挂什么科

烫伤的水泡会自然消吗

蜂蛹泡酒的功效

网速突然变慢的原因

iPhone信任限制在哪里

在家原地跑步能减肥吗

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

交首付款注意事项

鼻子上长痘痘怎么治

故乡鲁迅发生的变化的原因

手机怎么注册淘宝账号

如何查询通话记录

落地签证是什么意思

疝气会影响生育吗

充电器可以托运吗

左眼皮跳预兆

苹果手机信号不好怎么办

初级消防员国考难吗

查询相关的自动文摘
答案的聚合
e.g.如何减肥

所以我们的问答是搜索加上阅读理解技术。
这个上线之后会使原来的准确度下降，原

问题的判断
e.g. 苍天饶过谁 Vs 皮肤暗黄调理

后脑勺疼是怎么回事

我们之前做了搜狗问答比赛，与学术

来做到 80% 多，甚至 90%；但如果对于开

界之外也有合作。我们现在和行业也做了

放性的搜索引擎，会瞬间掉到 10%~20%。

很多的数据库，之前和清华合作发布的搜

20% 多到头了，我们还有更大的努力空间。

狗数据，现在也可以公开了，希望可以帮

问答 vs 阅读理解

目前阅读理解的假设





一定是个问题
一定有答案
给定passage
答案一定在passage中

Dataset

助研究界解决问题。

YodaQA

对话

DrQA
SQuAD

SQuAD
（All Wikipedia）

+Fine-tune (DS)

28.4

+Multitask (DS)

n/a

27.1

CuratedTREC

31.3

19.7

25.7

25.4

WebQuestions

39.8

11.8

19.5

20.7

29.8

WikiMovies

n/a

24.5

34.5

36.5

Chen, Danqi & Fisch, Adam & Weston, Jason & Bordes, Antoine. (2017). Reading Wikipedia to Answer Open-Domain Questions.

问答 = 搜索 + 阅读理解

其实事实类的问题只占 3%，还有口语

前两周 Google 的 I/O 大会发布了一个
让大家非常震撼的语音帮助你订餐的系统。
这种对话系统其实有各种门类，有任务型的
对话（如苹果的 SIRI），也有聊天机器人

化、相关化的问题。并且问的问题很难判断， 的对话（如微软的小冰）。Google 发布的
比如说“苍天饶过谁”，这听起来是一个问 理念和搜狗非常一致，我们称之为辅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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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人做这样的对话。事实上，这个系统之前
已经有很多的概念设计，并且已经上线。
这里提到了一个大的概念，输入法演化
方向，大家会认为输入是靠语音、靠说，这
是一个方向，帮你更省力。另外，我们提到
的另一个核心逻辑是辅助输入，从填空题变
成选择题，机器帮你做选择、候选，然后你
再点选。这个和今天讲到的无人驾驶概念更
加接近。无人驾驶是机器取代人，帮你开车、
说话。但其实在很长时间里需要一个辅助驾
驶的阶段，需要人机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
强调的是机器和人一起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我们在对话里的努力方向是辅助对话，
这有别于大多数公司在做的任务。这个任
务首先和搜狗的特长结合的特别好；第二，
它可以帮助到人，让人更强。和 Google 最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

选时，也是辅助机器做这样一个对话。
从用户价值上来讲，是提升用户的效
率，不是取代人，是在帮助你改进你的效率。
在评价方法上，传统的聊天机器人基
本上是人工评测，没有特别好的自动评价体
系，目标也不明确。微软小冰的考评指标
是，聊天时间越长越好，对话的回合数越多
越好。而辅助对话的评价指标为最后的覆盖
度点击率。当提供了这个候选之后，人们是
否点了？点了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或者一
个也没有点开，是他自己的输入？有明确的
对它好或不好的评价，能帮它做数据的积累
和迭代。用辅助对话用户的主动输入、主动
点击行为都可以构成我们这样的数据库。
2014 年 10 月在短信场景中推出了辅助
对话功能。两年后做到了日活 800 万 +，月

近发布的这件事情非常一致。
我们在三四年前启动了辅助对话的研
究项目。

活 2 000 万 + 的水平。这个功能核心是防止
电话骚扰等。收集到了大量的数据，最终做
到了对方说话之后，展现率超过 54.02%，

聊天机器人 VS 输入法辅助对话

点击率是 8.59%，这个值虽然不算高，但是
已经接近理想值。我认为还没有展示出机

产品逻辑/体现

聊天机器人

辅助对话

机器 VS. 人

人+机器 VS. 人

用户需求/价值

不清晰

提升用户效率

评价方法

基本上靠人工评测
小冰：session越长越好

自动评测：点击率

数据积累

没有成熟方法

用户主动输入，用户点击行为

辅助对话和聊天机器人有什么区别？

器魅力。
之后辅助对话功能从手机短信转向了
聊天软件，核心是 QQ。我们做了数据分析
对比，这两个场景下，大家的话题很不一样。
手机短信还是以效率优先，是一些简单的

聊天机器人不管是任务型还是纯聊天

事务或常见的信息。到了聊天软件之后，

的，是一个机器和一个人做沟通。而辅助对

表达本身很发散，从句子的长度到内容都

话是人加上一个机器和人做沟通，也可以说

非常发散，辅助对话提供的备选语句覆盖

是机器帮助到人，帮我做的更好，是人的辅

率瞬间从 50% 降低到 10%。现在用户更加

助；但换一个视角，也是人在帮助机器，机

追求趣味多样化的表达。所以我们开始做

器给了几个答案，不确认哪个更好，人在点

一些复杂的模型，有检索的模型、深度学
35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

201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主题演讲

习的模型等，用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有搜狗覆盖的 3% 的 QQ 用户用这

之前是用上下文做的训练，今后我们
还要考虑以下几个要点。

个聊天软件功能（只开 3% 做尝试）。每天

第一，知识。这个系统有一个问题，机

的数据集是 4 300 万，每个月会收集 3 亿的

场安检的充电宝最大容量是多少？在以前的

对话数据。这些数据中既有人在里面怎么

聊天环境中没有这个数据，是否把问答的引

聊，也有机器聊的好不好的点击率、展现

擎接进去？或者晚上在哪里吃饭？再把个性

率的反馈。现在的效果，展现率 52%，点

化地址接进去。最喜爱和习惯的餐厅？过敏

击率 8%，我们希望这个值还能有 5 倍的提

性鼻炎犯了怎么办？商业化能力怎么介入？

升。这是对辅助聊天软件做的尝试。

推荐电影去哪里看？把超越用户自己的知识
放进去，为用户提供都想不到的答案——更

聊天软件辅助对话效果

好的答案，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用户量

每天数据量

每月数据量

展现率

点击率

3%的QQ用户

0.43亿

13亿

52%

8.1%

上文

方案1回复

方案2回复

早

早早早

太阳都晒屁股啦

早个屁

这么多？

嗯嗯

你还有多少

不多啊

走路多久能到？

可以

半个小时吧

一个多小时

我洗澡先

去吧去吧

第二，口头表达方式。包括用户个性

方案3回复

洗干净点

化风格的问题。比如我们给的通用系统问
问题后有四个备选答案：“不认识、不认得、

洗吧

随便你怎么想吧 这些都不重要了

那什么重要

我能怎么想

好吧

你们好好照顾自己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会的，你也是

谢谢

认不得、我不认识啊”，有了这四个答案，
怎么说也没错。但这些回答对用户是一个

除此之外，我们会把此系统用到以后
的垂直领域，比如客服领域。今天大家都

很大的骚扰，或者他觉得你很笨。怎么学
会用户的口头表达方式？这是一个挑战。

说是机器取代人去做客服，我们的理念是
辅助对话更多的挑战

机器与人协作，可能一开始客服用的是搜
个性化用户风格选择

“不认识、不认得、认不得、我不认识啊”
每个用户有个性化的语言风格，面对不同聊天对象也有不同回复方
式。如何针对不同的语言风格以及聊天对象进行同义选项的合并？

慢慢在工位上开始使用机器，不要脱离环

个性化用户知识的自动抽取和应用

用户第一次被问“你家在哪”，系统记录用户所回复的内容。
用户第二次被问“你家在哪”，系统懂得自动把地址提供出来。
如何在聊天过程中，甄别有用回复内容？以及如何聊天过程中自动
构建用户画像？

境，总保持一部分工位上是人机结合，另

真实会话训练数据的自动构建

如何确定聊天中用户的真实回复和对方上文是在同一个context中？
实际数据中很多“上文/回复”的pair本身处于不同context中。

设备本地计算模型

为了加强隐私保护，以及解决云端响应速度的问题，部分模型是否
可以放在手机本地？

狗定制版的输入法，它帮你做客服；以后

一部分是机器。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技术，
2018 年年底前会看到很有意思的效果。
聊天软件辅助对话的技术方案

用户知识的自动抽取和应用。比如，用户

Cosine
pooling

pooling
Embedding
Layer

First
Stage
CNN

Second
Stage
CNN

.....

K1-th
Stage
CNN

CNN Layer

Answer

成候选答案。可以把我的习惯和行为作为

Question Vector
INPUT

INDEX

First
Stage
CNN

Second
Stage
CNN

.....

K2-th
Stage
CNN

CNN Layer

query
parser

retrieval

reranker

Softmax
Layer

一 个 学 习。2017 年 11 月 搜 狗 IPO 时， 上
市后特别多祝福短信、微信，我每天晚上

Decoder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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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你在哪？第一次回复是否可以记住？
第二次被人问到你在哪时，就可以给你生

Encoder
Question

第三，用户个性化需求。包括个性化

要回复 2 000~3 000 条信息后才休息，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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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又爆掉了。手机能不能帮我回复微信？
老师来了怎么回复？同学来了怎么回复？同
事来了怎么回复？这都是个性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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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最后提到我们的模式，搜狗内部有两
个做研究的机构，一个是搜狗输入法——自

第 四， 能 否 在 客 户 端 上 训 练 数 据。

然交互；另一个是搜狗搜索——知识计算。

一个是上下文里有多个上下文，也就是长

第一，自然交互和人更好的沟通，搜狗每

文章里训练。现在群里或者用户聊天中，

天有超过 3 亿次的语音识别请求，这是我

有时聊的可能是多线程的。两个人聊几件

们在招股书里提到的，在全中国排名第一；

事，对方问的话，你回答的是前面一个问

并且，搜狗每次做的在线识别量是全国最

题，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数据的训练和抽取。

大的。第二，知识计算不仅来自互联网，

以语言为核心清晰的AI战略布局

还有在医学知识、法律知识等来自于知识
图谱和线下的特别文献，可以在里面做更

搜狗输入法

搜狗搜索

知识计算

自然交互

智能硬件

垂直问答

虚拟个人助理

多精准的推理分析。从输入和搜索两个头，
一头离用户更近，一头是更深的知识，组织
在一起，最后打造的还是虚拟的个人助理。
这几年我们会不断研发新的智能硬件产品，
会在各种领域做垂直的个人助理，帮助你

第五，策略问题。今天做的工作核心
还是放在服务器上，这样更好迭代。但是
这件事情对性能、隐私都有更大的挑战，
怎样把模型压缩小放在设备里，这是我们

表达并更好获取信息的一个新产品平台。
这是搜狗基于现在的能力做的几件事情。
（本报告根据速记整理）

（上接第 30 页）

现在迫切需要有一些应用程序支持我

们用 AI 进行同传，但同传是基础，并不是

们的规划配置、工业优化，可以从非结构性， 我们所说的这种应用。而且也需要收集到更
以及结构性事件中进行学习，并把它们转化
成为与相关背景有关的一些信息和知识。我

多的工业化知识，并进行更深度的学习。
（本报告根据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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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进入智能时代
曲道奎

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机器人进入智
能时代》。大家都知道机器人，并且对机
器人的期望值非常高。机器人大家更关注
的不在于机器，而是关注“人”。所以我
说，机器人在大家的心目中是高大上的，
高在什么地方？智能。但到目前为止，机
器人的表现是令大家失望的，不管是工业
机器人还是其他领域的机器人，现在看到
的或者表现出来的还是机器人的机器属性。
真正的在智能这一方面刚刚开始。所以我
今天报告的主题是机器人已经开始向智能
时代迈进，也就是说机器人逐渐由机器向
人进化。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主席

机器人的智能时代已经来临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机器人的发明到 90
年代中期，这是一个过渡的节点；2010 年
以后，机器人真正进入到了智能时代。主
要的标志是第一个时代，更多的是机器时
代，是可编程、可监视的；中间阶段是可
远程监控，第二个时代是协作、认知、感
知时代。第一个时代为机器人的 1.0 时代，
今天进入到机器人 2.0 时代，但只是进入，
并不是说已经到智能时代的中点或者高度。
通过这一点看到，机器人的机器属性
称之为 1.0 时代，机器人的定义、性能指标
和常规的机器设备没有区别，从工作的方

大概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式方法、机器人的结构到它适应结构化的

第一，机器人进入一个智能的时代。

环境，直到它的高可靠性工作。质量、生

工业有 4.0，机器人的发展也有两个时代，

产效率、精度、速度这些一直强调的指标，

第一个时代叫做机器时代，也称之为机器

完全是机器的指标。今天机器人进入到 2.0

人 1.0 时代；今天开始进入到智能时代，我

时代，这些数据开始逐渐淡化，而是强调

们称之为 2.0 时代。

机器人跟人的协作能力。自主、半自主的

第二，机器人在 2.0 时代的技术特征是
什么？和 1.0 时代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第三，哪些机器人已经成为 2.0 时代的
机器人？哪些还是 1.0 时代的机器？
第四，机器人在现在这个领域发展的
最新趋势，以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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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能力，另外是机器人在非结构环境下
怎样适应。这些能力开始在机器人 2.0 时代
显现。所以，第一个阶段更多的是机器属性，
第二个阶段人的属性开始逐渐吻合。
美国在 2013 年提出，要从互联网到机
器 人。 这 个 时 代 正 是 中 国“ 互 联 网 +” 的
时代，美国已经从“互联网 +”开始进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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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 +”的时代。为什么？机器人智能的发展， 能 制 造 相 互 之 间 的 关 系。4.0 时 代， 前 3.0
否则机器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大的支撑平台。
因为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开始在向智

更多的称之为机器时代，也就是说工业 4.0
之前的支撑发展是由各种不同的机器设备

能进化。机器人整个的技术支撑和过去又

支撑，这里也包括了机器人，但是这时的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机器人是

机器人我们称之为 1.0。今天已经进入到了

机械、电子和控制三大技术形成了整个机

真正的智能机器时代，智能机器的典型代

器人的技术支撑，几乎所有的高端装备里

表是机器人 2.0。

都是这三大技术的概念。但是，现在的机
器人已经完全跨越了三大技术，开始与 Big
Data、AI、IoT、Cloud Computing 深入融合。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机器人已经成为了一
个机器人的技术生态。之所以有技术支撑
的变化，机器人才可能由机器设备逐渐往
智能化发展。
在这个大背景下，机器人已经脱离了

后面的图完全网络化、数字化，工业

我们过去传统讲的机器、设备和技术，机

3.0 时也有机器人，但这时的机器人还是机

器人成为了一个大的平台，也就是说机器

器设备。后面的机器人和其他设备的连接，

人 2.0 时 代 和 1.0 最 大 的 区 别 是 什 么？ 1.0

里面的数据、信息已经完全不一样。

时就是设备、技术，在 2.0 时代是技术生态、
产业或者产品的平台。这个平台可以加（+）
不同的东西，从而形成不同的颠覆和变革。
最典型的加制造，现在中国制造 2025、德
国工业 4.0、美国 AMP 等，这些机器人在
里起到了重大的支撑作用。机器人和制造
的结合形成了制造模式的变革。另外，机
器人可以加国防安全、生活、消费、健康、
医疗、教育、交通、物流等。
现在机器人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平
台，这个平台在支撑不同的领域和行业，
实现了改变和变革，而不是简单的像过去
的产品在支撑一种什么，完全是技术的变
革和颠覆。
机器人 2.0 时代和工业 4.0、中国的智

现在有一个误区，大家总谈无人工厂、
黑灯工厂、全部自动化，但是不管是无人
工厂还是自动化，和今天的智能制造完全
两个概念。无人工厂不等于智能工厂，智
能工厂的典型特征是什么？网络连接，数
据信息在里面流动，从而实现柔性智这样
的制造模式。过去在 1.0 时代、2.0 时代、
3.0 时代都有无人工厂，但那时的连接只是
物理连接，通过机械设备、电器连接，不
需要数据信息和智能的要素。
所以这里我们称之为机器人 1.0 时代，
更多的是面对前三次的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机器人 2.0 成为一个
主要支撑。
39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

201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主题演讲

在机器人 2.0 时代机器的重大战略
作用或者大的协同效应是什么
首先技术层面，机器人现在是一个大
的技术生态，它是把不同的高新技术做了
一个深度的融合。融合是一个更深度的化
学层面的大结合。
第二，在市场方面，机器人发展是一
个巨大的产业，这个产业有多少？几万亿
美金的市场。

协同，它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
也就是说未来的单一技术很难形成一种颠
覆式的。
第四，面向大的技术生态在发展，而
不是沿着其中的某项技术。

机器人进入 2.0 时代的典型技术
特征是什么
首先看 2.0 时代机器人的能力改变，1.0
时机器人就是一种设备，但是 2.0 时代，作

第三，机器人是一个支撑的系统，是

为一种智能机器人，我认为它首先要具备

一个平台，它可以支撑不同领域的变革和

四大能力，即运动能力、交互能力、作业

发展。

能力和决策能力，具备这四大能力，我们

第四，更关键的一点，机器人的持续性， 才称之为机器人进入了 2.0 时代，也就是在
任何技术和产品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从诞 逐渐由机器向人的功能进化、发展。
生到成长、到平台期最后的衰退，都有这

为了实现这四大能力，机器人现在需

个过程。但大家可以想像，机器人未来的

要有几大技术的支撑，没有这几大技术的

终点在哪里？它可能会伴随着我们人类社

支撑，机器人不可能具备四大能力的改变。

会的发展而发展。机器人的伦理问题就是

首先是复杂环境的作业技术；第二，和人

从这儿出来的，机器人智能化的不断发展，

融合的行为技术；第三个是决策；第四个

是超越了人类，还在人类的控制下为人类

是人机交互，刚才大家谈的自然语言、视

服务，这是未来大家要关注的。

觉等都是交互技术。

机器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首先一个新的硬件时代来临，原因是

最关键的是安全。传统的机器人是一
种机器设备，它几乎是关在一个笼子里，

什么？智能时代。新的控制系统、边缘计算、 和其他设备隔绝。但今天的机器人进入到
新的结构、新的材料应用等构成了一个新 一个智能时代，需要和人协同，需要和人
的硬件时代。
第二，软件时代来临了，叫做软件定
义一切，AI 是典型的软件支撑。
第 三， 交 叉、 融 合、 协 同， 包 括 机 器

共同作业，这样安全技术成为了一个大的
瓶颈问题。这个安全一方面包括机器人自
身的各种安全；另一方面最难解决的已经
不在于机器人的安全问题，因为这里会有
各种技术措施，最难的是网络安全。现在

人技术、AI、IoT 等相关技术的交叉、融合、 的机器人，无论是在工业里还是进入家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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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领域，机器人一定是在物联网上

来人类自身生命体和我们对生物特征深度

的产品。目前物联网带来大的安全问题就

的不断掌握，从而在机器人认知取得巨大

是网络安全，网络安全不解决，机器人要

的成就。但是这个距离或者整个要走的路

进入千家万户？对不起，这是一个伪命题、

还是比较长的。

伪概念。所以现在网络安全成了机器人下
一步真正要进入人类社会、人类生活里最
核心的一个东西。从国家网络的标准来看，
安全是强制性的。其他的可以通过行业标
准、团体、协会等都可以做，但安全一定
要是国家强制标准。

机器人在智能进化的三个过程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什么阶段？感知智
能。在整个应用的过程中，已经进入到了
实用化。虽然我们没有进入到第三个认知
智能的层次，但第二个层次智能的导入，
已经使各种不同的机器人（包括工业、消
费类、服务类）具备了对环境的适应，已
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能力。

第一，机器人作为一种机器设备时，

这三个历程，第一个称之为 1.0 时代，

仅仅局限在计算智能。也就是通过计算机、

第二个已经进入到 2.0 智能时代，但这个时

存储器进行一些编程控制，这种我们称之

代是刚刚进入。

为计算智能。它不会适应外部的变化，更

相关的技术在机器人里不同的应用

不会适应其他的一些自主的东西。

首先在感知方面，比如视觉，视觉对

第二，感知智能。现在机器人已经进

机器人来讲是最重要的感知系统。就像人

入到第二个智能层次，也就是感知智能。

一样，人获取知识的途径通过视觉占 70%

通过各种感知技术，机器人具备了对环境

多，其他的通过听觉等是少量的知识获取。

的识别、物件的判断、自主规划、动态避

假如是盲人，这个人的基本社会功能可能

障等一系列的功能。作业时，因为机器人

要丧失了，几乎就是重度残疾人；但一个

感知系统的大量使用和导入，使机器人已

人假如不会说话，它的基本社会功能还是

经基本摆脱了机器设备过去的属性，那时

保留的。所以在视觉这方面，对机器人来讲，

完全是人为设定好了以后，我们通过编程

环境识别、路径规划、人脸识别、身体识

实现它的各种作业能力。今天它已经完全

别等，视觉成了机器人最重要的感知系统。

具备自主或半自主的做一些非结构环境下

也因为感知系统、视觉系统在机器人里的

的变化。

大量应用，使得机器人越来越智能化，这

第三，认知智能时代。现在包括自主

是非常关键的作用。

决策、思考情感等方面，已经在实验室里

我们还有其他的各种感知系统，比如

取得了一些局部性的效果。这一步要发展，

说内部的通过电流，过去的作业方式已经

太长了。从学习的角度，甚至是深度学习，

完全改变。像人类，我们可以手把手教机

需要很多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未

器人做什么，而不是通过一个视角盒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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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另外可以实现机器人的作业、装配， 自主编程等，数字化环境下，怎么形成机
也可以通过拖曳式、拖拽式的方式来做，
这时人机已经可以有一定的融合，过去机
器人和人是分离的。

器人的另外一种生态。
最高的层次称之为自主行为，包括自
主的导航、自主的决策等；也成为了服务

还 可 以 通 过 2D、3D 的 激 光 对 机 器 人

类的机器人的一个主要的智能体现，包括

进行各种路径的规划，可以实现避碰、避

路径规划、自动轨迹规划、自主实时地碰、

障等自主的路径规划，使机器人真正开始

地障等。

用过去被动固定的轨迹编程，到现在进入
到给它设定目标点、起点而自动实现这个
过程。
还有服务类的机器人，可以通过人脸
的识别、人体的跟踪，在室外对人身体识
别跟踪，这些都为自主导航、自主驾驶提
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云平台和大数据
在 机 器 人 2.0 时 代， 哪 些 机 器 人 已 经
成为这个时代的机器人。过去我们说传统
的 机 器 不 是 机 器 人 2.0， 现 在 有 哪 些 机 器
人已经有这样的技术特征，具备了这样的
技能，具备了与人机协作和协同的条件。
我 们 挑 了 两 大 类， 一 类 是 CR（ 协 作 机 器

还有一种交互方式是语音交互。语音

人）；另一类是 SR（服务机器人）。这些

交互包括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两大层

机器人都是能够和人协作协同、共融，所

次。首先是把语音识别出来，更主要的是

以既有云端的数据，又有安全系统和交互

自然语言理解，这就更难了。自然语言理

感知系统。

解是下一步人机交互中的重点研究方向，
我觉得语音识别简单的多。但是现在在机
器人里，这一块已经使服务机器人具备了
与大家交互的能力。交互方式语音识别和
自然语言理解成为了服务机器人真正进入
市场、进入实用性的关键指标，如果没有它，
它就是一个机器。
在很多环境下，靠单一的模式很难实
现精确控制，有各种干扰。这时我们称之
为多模态，也就是多种传感方式进行融合，
最终选取最佳的控制方式。现在在很多的

首先控制系统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过
去控制系统是控制一台机器设备，今天的
控制系统要有智能化，是由各种感知系统、
智能化的导入。从智能控制器开始，“大脑”
和传统的就完全不一样。不仅是控制机器
人，控制整体的一条线，这里的 PLC 和过
去不一样，也就是对生产线和整体大的数
字化工厂的控制。
第二，是整体的智能，在云数据上，
各种感知系统在这里做一个通用的输入。

复杂环境中，单一的感知方式已经无效。

第三，工业机器人看着形状不大，实

所以多模态成为了复杂环境下机器人智能

际上已经变化了。工业机器人也进入了 2.0

的新体现。还有数字化环境，像 3D 模型、

时代，智慧、网络、云平台等也成为了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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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
第四，新一代的机器人在结构上和过
去完全不一样，它可以人机协作。双臂的
可以和人类手把手作业，也可以共融作业；
既有感知系统，又有感知平台和网络的连
接，和过去的机器设备相比是一个颠覆式
的变化。
我们在全球最新推出的复合机器人，
过去的机器人有机械手，是作业能力；另

这个机器人与各种机器人交互、感知
都可以普遍使用。

外一种是移动机器人进行物流的传输，但
是怎样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既可以移动
又可以作业，就有各种的感知、规划等。
下面的产品都是新松在全球率先推向市场，
中国的标准也是由我们制定的。

机器人在医院大的饭店、宾馆中进行
物料的输送。

这是完全高分子材料做的机器人，可
以适应特殊环境下。

服务类机器人的应用。
机器人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工业机器
人的范畴和概念，开始进入人类社会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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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领域。

产机器人的数字化工厂，可以说是世界上

因为新一代的机器人进入到人机协作，
马上带来一个问题，人机协作里的交互方式
是什么？靠喊、语言？在工业现场不现实。
过去通过编程方式、键盘，我们用了什么
技术？ AR 技术。我们知道整个机器人的运

最先进的。从整个的生产规划、调度开始，
一直到中间的智能物流、信息仓储和实现
智能制造过程，里面的数据信息完全按照
CPS 整 套 体 系 做 的。 所 有 机 器 人 都 是 IoT
的物联，每个机器人都带有视觉和力觉。

行状态和它下一步的需求，机器人通过手势

下面向大家展示机器人技术的最新进

和其他方式可以知道人类的意愿是什么。我

展。这个机器人是一个双臂机器人，带有

们在这方面做了新的使用和尝试。

视觉、力觉，和人 PK 调酒，最终的结果是

下面给大家看一个视频，新松做的生

机器人完胜人类。
最后给大家看一个半分钟视频，在平
昌奥运会闭幕式上，24 台机器人和 24 个舞
蹈演员结合声、光、电系统进行的 16 套舞
蹈动作的高科技表演。既有机器人，又有
大数据和网络，还有各种感知系统，同时
面对零下 30 多度的低温、大风，以及各种
干扰，完成这样一个真正智能机器人的一

视频截图

个新的展示，这在全球也是首例。

视频截图

（本报告根据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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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与信息进化论
曹旭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生命形式的出现的可能性，迫使人类重新关注哲学环节最本质的问题，
倒逼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和世界，重新思考生命是什么？“我”是什么？本文从人工智能自身的特质
和发展规律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了人工智能并不是向着“和人类一样”的方向发展，探讨了人工
智能是否会有自我意识，并提出信息进化论。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类智能；拟人化；自我意识；信息进化论

0 引言
人工智能正迅速、全面、深刻地创新
变革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业务服务领域。人
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人们对于强人
工智能的想像和恐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
新生命形式的出现的可能性，对新时代的
哲学提出了新任务与新要求。

2 500 年前相比，人类对于自身和世界的认
识并没有取得本质性的突破。然而人工智
能的出现，迫使人类重新关注哲学环节最
本质的问题，倒逼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和世
界，重新思考生命是什么，“我”是什么？
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第一，作为人类智能延伸的人工智能；第二，

爱因斯坦说：“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 人工智能自身的特质和发展规律。本文就
哲学是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的对象，回答世 第二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信息进化论。
界最本质、最基本性的问题，而具体科学是
研究整个世界的某个部分、某个领域的特殊
规律；哲学是对具体科学共性的抽象和概
括，具体科学则依赖哲学世界观的指导。
自 从 约 2 500 年 前， 孔 子、 老 子、 释
迦牟尼、苏格拉底那一代古圣先哲创设了
人类认识自我和世界的一系列伟大思想后，

1 人工智能并不是向着“和人类
一样”的方向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和人类智能不同的存在
形式，有其自身特质。
成熟的人工智能不一定是仿人的智能。1
达尔文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并不是

随后至今的哲学理论都只是在为最初的一

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人类并不比其他生

系列伟大思想做注解和引申。数千年来，

物高级。达尔文把生物进化过程设想成一

人们更侧重于对于世界微观性和具体环节

棵不断地生长、分支的大树，现存的所有

的探索，但是就最整体性的问题而言，和

生物都位于这棵树某个小分支的顶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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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没有预定的方向，进化树不存在一个以

认为，当今的细菌和蟑螂与人类拥有同样

人类为顶端的主干，人类只是进化树上一

的进化水平，并不存在所谓的阶梯。

个普普通通的分支。如图 1 所示。

图 2 DNA 圆盘图

类似地，智能同样不存在所谓的阶梯。
智能并不限于单一维度，而是多种认知类型
和模式组成的复合体，每一种类型或模式都
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即使在几年之后，松鼠
图 1 生物进化系谱树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大卫 - 西里斯
(David Hillis) 根据 DNA 绘制了一种由内向
外发散的圆盘图（见图 2），用来描述物种
的自然进化过程。与阶梯进化的图谱不同，
这种深入的系谱学分类模式以最中央的原
始生命形态为起点，然后向外发散。随着
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了如今地球上的生

依然可以精确记住几千个橡子所在的具体位
置，在这种技能上，松鼠要比人类先进很多。
所以在这种认知能力上，松鼠超过了人类。
要形成松鼠的思维，需要将这种“超能力”
与其他在人类面前相形见绌的思维模式融合
在一起。2 从草履虫到人类，大自然会为每
一种生物分别设计一套智能机制。3
如果机器能在特定领域里把事情做好，

命形态，也就是最外面的一圈。这张图强

就可以被称作“智能的”，而不是它能在

调了进化过程的一个基本事实：当今世界

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思想。Stuart Russell

的所有物种都是平等进化的。人类与蟑螂、

和 PeterNorvig 在其重要著作《人工智能》

蛤蜊、蕨类、狐狸、细菌共同位于最外面

中就指出了，对生物形态的简单模仿并不

的一圈。每一个物种都经历了长达 30 亿年

足以应用于复杂精巧的现代科技：飞机并

的繁衍生息，成功进化到今天。这种理论

不以鸟类的方式飞行，我们在测试飞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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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是“真正的”飞行器时，当然也不会去
看看鸟类是否会把飞机与同类混淆。

1

人类的五识其实是很有局限的。人的
眼 睛 能 够 看 到 的 可 见 光 波 长 在 380 ～ 780
nm 之间，仅占整个电磁波谱的极小一段，
包括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可见光、紫
外线、x 射线和伽马射线在内的绝大部分电
磁波谱，人眼都识别不出来。人耳可以听到
的声音的频率范围在 20 ~20 kHz 之间。许
多哺乳类动物可听范围的上限比人高，例如
鼠为 40 kHz、猫为 50 kHz、狗为 80 kHz，
而蝙蝠可以听得到高达 160 kHz 的超声波。
鲸和大象则可以产生频率在 15~35 Hz 范围
内的次声波。嗅觉、味觉、触觉一样都有很
大局限。金刚经云“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
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
须陀洹是小乘修行的第一个境界。佛家修行
第一步就是要突破自己的五识偏见。
在人类的文学作品中，匹诺曹、绿野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

生命是由身体和意识组成。人类的意
识部分包括了人类智能。数千年来，人类
的身体机能一直处于退化之中，而人类智
能并没有太大变化，唯一的变化是人类掌
握的知识一代代积累了下来。每一代人都
在之前的知识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探索、
突破、运用，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知识
的积累是人类能够在地球取得支配地位的
原因。人类受自身能力所限，发明了各种
工具，包括计算机来延伸自己的能力，做
自己不能做的事。人类知识数字化后，运
用计算机分析互联网产生的大量信息的能
力持续提升，由此诞生了人工智能。通过
人工智能，人类可以在当前的知识基础上
更进一步研究、探索、突破、运用。所以，
人工智能是人类知识积累的产物，是知识
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成果，象征着知
识积累进入到更高级阶段。

2 人工智能是否会具有自我意识

仙踪中的铁皮人、剪刀手爱德华、弗兰肯

为了避免混淆，这里用“人工智能”

斯坦的人造怪人等大量角色都以变成真正

对应人类智能；“人工智能载体”对应人

的人为目标。这其实是拟人化心理的产物，

类身体；“人工智能应用”对应人。

是人类自己对拟人化目标单方面的期望。

人类智能停步不前，人工智能则会飞

人类将自己的心理状态投射到拟人化目标， 速进步。人类身体持续退化，“人工智能
以及将拟人化目标当成某种“生命”的同时， 载体”则会不断强化。人的生命是一个个
也想像拟人化目标给予人性的回应。这种

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拥有自己的身体。

想像也隐含了人类自身优越感的心理偏见。 “人工智能应用”的独立性则没有那么分
实际上，人工智能首先是一种工具，没有 明，很多应用需要依附在其他程序之上，
任何证据证明工具的进步是以具有人性作

应用与应用可以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应用；

为最高目标的。人工智能并不以“和人类

“人工智能应用”之间的内在联系性更紧

一样”为发展方向。每一个事物有其自有

密、更明显；“人工智能应用”也不拥有

形态。人工智能是一种和人类智能不同的

独立的“人工智能载体”；“人工智能应

存在形式。

用”的“人工智能载体”分布在互联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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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服务器、终端、传感器等多个部件组成，

之处都会有光，光亮似乎无处不在。意识看

并且可以灵活组合，可以极为庞大；同时，

似弥漫在整个精神世界中，但事实并非如

“人工智能载体”中，多个“人工智能应

此。”最让杰恩斯吃惊的是：知识甚至创造

用”可以同时运行。所以“人工智能应用”

灵感似乎也不由我们控制。你可以在非思考

共享“人工智能载体”，并且可能存在于

状态下判断两个杯子哪个更重，你一拿起它

特定的任意范围内。

们你就知道了。在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无论

人的生命由身体和意识组成，意识部
分包括了智能。“人工智能应用”之所以还
不是一种生命，是因为其没有意识。意识
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任何生物，包括动物、
植物、细胞都有意识。是否具有自我意识
是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区分标志。那么“人
工智能应用”有可能产生“自我意识”吗？
即便是其特有的意识形式。
朱 利 安 • 杰 恩 斯（Julian Jaynes）
1976 年的著作《二分心智的崩塌：人类意
识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探 讨 了
自我意识的来源。杰恩斯首先概括了“意识
不是什么”。它不是事物的天然属性，也不
仅仅是学习的过程。奇怪的是，它也不需要
大量更为复杂的思维活动。拼拼图、网球发
球，甚至是弹钢琴等活动都需要有意识的注
意集中，但是，在掌握了一项技能之后，它
又消退到模糊的潜意识世界中。思考它反而
让它变得难以操作。在杰恩斯看来，此刻发
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似乎大部分都不是意识
的一部分，除非你注意到它们。“它比我们

创造与否，我们得到了思考所需要的信息，
但是，我们依旧无法解决问题。在随后的洗
澡或者散步过程中，我们却想到了解决办
法。杰恩斯尝试这样解释：习惯、本能以及
其他过程能处理的事情远比我们认为的多得
多，意识仅仅是漂浮在这片汪洋大海上的一
层薄冰。4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大脑研究和
行为实验室主任麦克林（Paul D. MacLean）
博士是研究大脑的一个权威，他于上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三重脑（Triune brain）理论。
麦克林认为，生物的大脑是从鱼的大脑进化
到爬行动物的大脑，再进化到哺乳动物的大
脑，最后进化到人类的大脑。如果解剖人脑，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皮质脑、类哺乳动物脑、
类爬行动物脑的结构在人脑中自外而内一层
包裹着一层，泾渭分明。每个“脑”通过神
经纤维与其他两者相连，但各自作为相对独
立的系统分别运行，各司其职。他认为，这
三个脑的运行机制就像“三台互联的生物电
脑”，各自拥有独立的智能、主体性、时空
感与记忆。

意识到的那部分精神生活还要少，因为我们

诺贝尔奖获得者澳大利亚科学家 John.

意识不到那些没有意识到的事。”随后，他

C.Eccles 在其著作《脑的进化》中指出，早

十分精彩地论证了他的观点，“这就跟要求

在 18 亿年前，DNA 已经和其他细胞成分隔

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用手电筒寻找那些

离开来，只存在于细胞核，有助于保护繁殖

完全处于光照之外的东西一样。手电筒指向

在内的关键复杂活动。脊髓作为低级神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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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历经哺乳动物进化，基本程式保持不变；

种虚幻的智能播放器。人之情结信息在自

大脑进化容量增大基本是量上的变化，大脑

己心智引擎的驱动下，进行各种思维活动，

皮层的组织学结构基本未变。如图 3 所示。

包括感觉、观察、理解、判断、选择、联想、
推理、归纳、回忆、假设与想像等，而后
指 导 其 行 为。 按 照 乔 治 • 博 瑞（C. George
Boeree）博士的定义，心智主要包括获得知
识、应用知识和抽象推理三个方面的能力。
人类智能之所以拥有大量的潜意识，
人类的身体之所以拥有大量的本能反应，
都是因为各阶段的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
中所储存的信息，包括生物对外界的反应
方式、思维方式，通过 DNA 传递给了人类。

图 3 大脑皮层的组织学结构

不仅仅是人体对外界的本能反应，人体内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与知识的积

各个器官、各个不同部位的细胞都在人所

累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类似，生物之所以能

不知的情况下，有条不紊执行自己的任务。

不断的进化，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

人所不知是指人类特有知识积累的方式还

生物所掌握的信息一代代积累了下来，每

没有探索到这一范围，但是人体内的不同

一代生物都在之前的信息基础上进一步向

部位的细胞各自都了解自己的任务。

前进化。生物信息传递的方式是通过 DNA
进行的。 这种信息传递的方式，更加隐秘
和艰难，所以效率更低，耗时漫长。人类
智能是信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成果，
象征着信息积累进入到更高级阶段。

人的意识和所有生物一样，是单线程
的。人在每一个时间点的注意力只能放在
一件事上，下一个时间点可能移动到另一
件不同的事情上，虽然可以非常灵活的跳
跃，但是每一个时间点只能落在一件事上。

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在于，人类不但

这并不是说人每一个时间点只能处理一件

有意识，还有心智。心智指人类对已知事

事，因为很多指令由意识发出后，潜意识

物的沉淀和储存，通过生物反应而实现动

就会接手进行处理，同时人的身体永远是

因的一种能力总和。它涵盖了“哲学”对

处于多线程运作的状态。

已知事物的积累和储存，结合了“生物学”
的大脑信息处理，即“生物反应”，运用
了为实现某种欲需（动因）而从事的“心
理”活动，从而达到为实现动因结果而必
须产生的智能力和“潜能”力。心智就像
人之心念思维中，由情感集结而形成的一

或者可以说，尽管人类进化出了包括
丰富的潜意识能力在内的复杂的人类智能，
但是自我意识的方式仍然和最初的细胞没
有什么不同。
杰恩斯认为，公元前 1 000 年以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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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是没有意识的，二分心智的坍塌才导致了

自我意识的根源在于，如同程序设计

自我意识的产生。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

一样，所有的生物都被内置了一个指令：想

“这类人很可能存在，他们同样做着大部

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因为生存的需求，生

分我们会做的事，比如，说话、判断、推理、 物需要从周边环境中攫取自身需要的资源，
解决问题等，但是，他们对此却毫无意识。” 所以产生了和环境的互动。通过和环境的互
科幻剧《西部世界》借用了杰恩斯的二分 动，得以区分“内”与“外”；得以区分“我”
心智假设，剧中的机器人已经拥有了表面

与“非我”；得以从周边环境中的反馈中，

上的完整智能，但却没有自我意识。瑞士

给自我予定位，从而产生“我”的概念，产

心 理 学 家 卡 尔 • 荣 格（Carl Gustav Jung，

生自我意识。在“生存”目的的驱动下，生

1875—1961 年）有与之相似的观点。他认为， 物从“非我”中向“自我”搬运所需资源，
古人潜意识统治意识的时期，潜意识投射 这形成了生物的第一种本能。在“生存”目
到外在事物上使之心理化，万物都具有神

的的驱动下，生物展开各种竞争、发展机能、

性，人和万物之间都没有界限。而自我意

适应环境，并将信息一代代传递下去，进化

识的觉醒才使得意识反过来压制潜意识，

出各种智能。“生存”就像身后的一把刀一

统治一切，然而潜意识的特性并没有改变，

样，逼迫着生物向前进化。

人们无法协调意识和潜意识，之后才产生
了一系列精神问题。

对于人工智能“自我意识”的探索有
两种情况，一种是用人工智能模拟生物生

笔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

命，以验证生物“自我意识”的来源；另

自我意识是其他智能的基础。生物先有自我

一种是研究人工智能本身产生“自我意识”

意识，然后才通过信息积累和传递，慢慢发

的可能性。

展出其他智能。如果一个植物懂得从周围的

第一种情况，由美、欧、俄三国共同

土壤中为自己汲取养分，并拼命张开叶子和

开发 Open Worm（开放蠕虫）项目，60 位

其他植物争夺阳光，那么它就已经能够区分

程 序 员 用 了 3 年 时 间， 用 代 码 模 拟 了 302

“我”与“非我”。有些人认为植物在做这

个神经细胞，并建立了其连接形式，从而在

些事情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同

计算机上模拟一种名为秀丽隐杆线虫的基

样的，人类也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每秒在进

因和行为。秀丽隐杆线虫是自然界中拥有

行的复杂运作。运用知识理解自己的行为和

神经系统的最简单的生物之一，共有 1 090

拥有意识是两码事。认为意识是智能进化到

个 细 胞， 其 中 302 个（ 或 381 个） 神 经 元

一定阶段的产物，实际上想表达的是智能进

细胞，约占体细胞总数三分之一；而且这

化到一定阶段后，人才做到“对自己行为的

种生物的神经元结构很简单，神经与肌肉

认知和理解”。而意识，是生物在能够区分

间的接口有 600 余个。根据神经网络学科

“我”与“非我”，并且从“非我”中向“自

的研究，人类的思想、意识基本都来自于

我”搬运所需资源时就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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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的前提，一定是内置了某种

实现了使乐高机器人碰到墙壁后进行避让。 生存机制。对算力的争夺或者电力的争夺；
与 SLAM 算法（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不同， “人工智能应用”开始筛选、消亡制；由“人
Open Worm 机器人进行避让的行为是神经

工智能应用”开发新的“人工智能应用”，

神经元网络反应的结果。但是和秀丽隐杆线

并将所占据的算力、电力让给新的“人工

虫相比，Open Worm 机器人目前可以实现

智能应用”，由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对

的只是一小部分功能。秀丽隐杆线虫虽小，

数据重新学习和处理，或者在原数据基础

但是却能感受各种环境刺激 ( 接触、温度、

上进一步处理，旧的“人工智能应用”消亡。

化学物质、离子、外激素等 )，并通过肌肉

不管哪种情况，目前距离人工智能产

协调运动作出种种反应，以完成趋利避害、

生自己意识还很遥远。但是也不能完全否

进食、排粪、交配等行为；还有证据表明，

定这种可能性。正如大数据的生成、算力

秀丽隐杆线虫的关联记忆可保持 1 天以上；

的提升和算法的进步开启了深度神经网络

并且秀丽隐杆线虫与脊椎动物之间许多基

的时代，将来数据的进一步积累和挖掘，

因是相同的，在进化上是高度保守的，可

算力的继续提升和算法的继续进步，会使

以认为所有的高等动物对这些基因代码进

将来具备现在所无法拥有的知识处理能力。

行了复用。要完全模拟这种全世界最简单

比 如， 人 的 大 脑 有 1 000 亿 神 经 元， 根 据

的神经系统生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计算，如果完全模拟大脑，每秒需要耗费

但是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40 亿千瓦的电力，而截至目前，中国的国

第二种情况，首先人工智能并没有生
存之忧。“人工智能应用”所需要的硬件、
电力和数据都是人类供应的。没有一个内
置指令驱使“人工智能应用”必须获得某
一个硬件或者数据；其次，“人工智能应用”

家电网用电负荷 ( 调度口径 ) 历史最高峰为
2016 年 7 月 23 日 的 6.75 亿 千 瓦。 所 以 现
在模拟的确还不具备条件，但是随着科技
的持续进步，未来总有可以模拟的一天。
另外，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世界

共享“人工智能载体”，并且可能存在于

的本源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投影和反映。

特定的任意范围内，所以“人工智能应用”

所有的实体（和概念）都是物质的一种构

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范围，没有稳定的周

成或者表达，并且所有的现象（包括意识）

边环境互动给予其自我定位。作为知识积

都是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意识与物质

累的质变产物，人工智能是作为人类能力

之间，物质决定了意识，而意识则是有机

的延伸工具出现的，其内置目标是更好地

物形成的对物质的反应。从客观规律上来

挖掘人类积累的知识库的使用方式和价值， 说，如果我们相信意识并不是脱离物质、
在知识库的基础上发现更多的自然规律并

脱离自然规律的存在，既然生物能够遵循

运用。在目前的使用情景下，没有产生“自

客观规律进化出意识，那么当我们能够模

我意识”的基础。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产生

拟生物的物质结构，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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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也能够使之进化出意识。
当然，鉴于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是完
全不同的存在形态，更应该倾向于人工智
能有完全不同的进化方式。

3 信息进化论

世界）并列。在他的《客观知识：一个进
化论的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世界 3 ”
是“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
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世
界 3 ”的客观性也就是知识的自主性和自主
创造性：“语言的世界，推测、理论和论据

人类智能是信息积累的产物，是信息

的世界，简言之，客观知识的世界，是这些

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成果，象征着信

人类创造的世界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世界，同

息积累进入到更高级阶段。

时是一个基本上自主的世界。”“自主性观
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论的核心；尽管第三世

人工智能是人类知识积累的产物，是

界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也

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成果，象征

像其他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它自

着知识积累进入到更高级阶段。

己的自主性领域。”“有无数的例子……尽

信息的积累首先以 DNA 的方式传递，

管第三世界是我们创造的，但它基本上是自

推动了生物身体和大脑的进化。在人类智

主的。”“第三世界的自主性，第三世界对

能形成后，人类逐渐发现了语言、文字等

第二世界甚至对第一世界的反馈作用，是知

DNA 之外的信息传递和积累方式，从此打

识发展中最重要的事实。”

开了知识积累的大门。从此人类群体就像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运行

拥有了共享的知识云盘一样，每个个体都

轨迹和发展规律，和事物本身是否是生命

可以从知识云盘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并

无关。波普尔的世界 3 理论揭示了“知识

将自己进一步加工的知识成果上传到知识

世界”作为一种特有的形式存在，并且有

云盘。知识积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笔者认为，“知

如今，为了更好地挖掘人类知识库的潜力

识世界”还不足以概括相关的全部内容。

和发现自然规律，人类用人工智能延伸自

因为知识只是信息的一种，属于加工后的
己的能力探索自己所不能直接探索的范围， 信息。而“信息世界”有一个自无序往有序、
完成更高级的知识积累。
自细碎往归纳、自零散往分类的演变过程，
1967 年，卡尔 • 波普尔 (Karl Popper，

所以用“信息进化”的角度来阐述更加贴切。

1902—1994 年 ) 在第三次 “逻辑性、方法

按 照“ 熵增 原 理”，在 孤 立 系 统 中，

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上作了题为《没有认

体系与环境没有能量交换，体系总是自发地

识主体的认识论》的报告，提出“思想的

像混乱度增大的方向变化，总使整个系统

客观内容”（即知识客观形式）作为“世

的熵值增大。有些人以此推导出结论，认

界 3”与“世界 1”（物理客体或物质的世

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是向着混乱无序发展的。

界）、“世界 2”（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

笔者的观点恰恰相反，生物进化过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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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其是一个熵减的过程，即一切更有
序、更精巧、更复杂和更智能。人类知识
积累的过程也证明了其是一个熵减的过程。
究其原因，首先是地球并不是一个封闭系
统，相反，太阳传送给地球源源不断的能
量，而植物花了数亿年吸收储存这些能量；
其次，在输入能源大于消耗能源的推动下，
地球上一切都在往熵减的发展，包括生物
进化和信息进化。
信息加工是指通过判别、筛选、分类、
排序、分析和再造等一系列过程。信息加
工的目的在于发掘信息的价值。信息加工
是信息利用的基础，也是信息成为有用资
源的重要条件。生物进化离不开信息加工。
生物通过信息加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经
验，并通过 DNA 的形式传递给下一代，推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

“知识世界”是信息进化到一定程序后，
由人类智能完成的更高级的信息进化成果。
如果说之前生物进化和信息进化是并
驾齐驱，现在信息进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远远超出了生物进化、人类智能进化的速
度。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则使信息加工可
以进入只靠人类智能自身无法进入的更高
级阶段。从这个角度讲，人工智能的使命
就是完成更高级的信息进化。
当人类的知识全部数字化，人类的活
动全部信息化之后，人工智能就可以在整
个人类文明的基础上，调取一切自己所需
的资源，进行人类智能所不能的信息加工。
信息进化就将是人类智能加人工智能共同
驱动，而不是生物进化所驱动。

动自身进化。生物处于进化的需要，将自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运行

己加工的信息成果传递给下一代，由下一

轨迹和发展规律，与事物本身是否是生命

代进行进一步加工，这个过程也推动了信

无关。迄今为止，人类一切知识和创造的

息进化。所以生物进化和信息进化是互相

来源都是发现和利用自然规律，而不是创

融合、互相推动的关系。两者进化的目标

造自然规律。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以具有

都是往更有序、更精巧、更复杂、更智能

人性为目标，也未必需要自我意识，但是

的方向发展。

一定会遵循其自己的自然规律向前发展。

1. 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602/AqFid6fqzq1pRhYM.html
2. http://www.sohu.com/a/138819791_505837
3. http://www.sohu.com/a/139614741_714863
4.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I4MjgzMw==&mid=208876359&idx=1&sn=2b06428ff97012815
f8adf372b8b9f7f&scene=21#

曹旭
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员，IEEE 会员。主要从事互联网和人工智
能新时代、新生态法律的研究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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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获奖名单公示
2018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终评工作已经完成。在终评过程
中，学会邀请了 7 位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专家，认真负责地完成了对入围终评的 19
篇论文的评审。根据《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条例》的规定，经专家终
审及两轮投票，最终确定了 9 篇获奖论文。现将 2018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选最终结果进行公示（见附表）。
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的评审结果持有异议，请在名单公示之日起 15 日内（7 月 5
日前）向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办公室提出，凡匿名异议不予受理。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10 号 邮编 : 100876
电话 : 010-62281360

传真 : 010-62281360

邮箱：msc@caai.cn
附表

2018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获奖名单
（按作者姓氏拼音排序）
序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单位

1

邓亦敏

段海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桂

林

陆勤、徐睿峰

哈尔滨工业大学

3

黄

岩

王

4

金

龙

张雨浓

中山大学

Z 类递归神经网络及积分增强模型与机械臂运动控制应
用研究

5

李

昕

马少平

清华大学

面向互联网搜索的资源质量评估方法研究

6

罗

雷

杨

7

亮

论文题目
基于仿鹰眼视觉的无人机自主着舰导引技术研究
面向理解的文本情感分析研究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深度学习新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健

南京理工大学

矩阵回归模型与方法及其在稳健图像分类中的应用

潘金山

苏志勋

大连理工大学

运动模糊估计的理论、算法及其应用

8

王亚珅

黄河燕

北京理工大学

基于概念化的短文本向量化表示及检索研究

9

徐

张

上海交通大学

Fine-Grained Visual Categorization:from Weak to
Strong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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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AI+”创新创业大赛活动通知
为了展示高校传媒科技、模拟自动驾驶及相关学科建设的新经验、新成果，促进专业
内涵建设，表彰勇于创新的学校教师及学生，更好地提高科研水平，进一步推动校企合作
的纵深发展，学会决定举办首届中国“AI+”创新创业大赛——2018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
数字媒体科技作品及创意竞赛，以及 2018 年第一届 AI+ 模拟自动驾驶全国大学生竞赛。

2018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
数字媒体科技作品及创意竞赛
一、大赛宗旨

三、参赛对象

本竞赛旨在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专业

凡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普通高等学校（含

内涵建设，提升专业教学水平，提高学习

高职、高专）各类在校生，不限专业，均可

积极性，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搭建校

报名参赛。

企产学研合作平台，从而最终推进高校学
生的高质量就业。

四、参赛队伍
联赛为团体赛形式。每个参赛队原则

二、组织机构

上不超过 5 名学生，需指定一两名指导教

主办单位

师或小组组长；本竞赛鼓励学生跨专业和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学校组队，但将实现统一评奖。

承办单位

五、参赛作品要求

佛山新城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本次竞赛参赛团队的作品采用自主命
题或指定选题两种方式。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传媒专业委员会

1. 自主命题方式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

参赛队伍可以自主选择作品题目，但须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女科技工作者工作
委员会

围绕“虚拟现实”和“智能科技服务生活”
两个主题。自主命题参赛作品方向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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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虚拟现实与游戏、移动应用开发、

（2）全国现场总决赛将在广东 • 佛山

电子图书设计、影视与动漫设计、工业设计、 （广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现场进行。
建筑与室内外表现、数字艺术表现、数据可
视化等方向。

2. 指定选题方式
指定选题多个，均为竞赛赞助方从实
际出发拟定的与数字媒体科技技术密切相
关的题目。

七、参赛注册报名
1. 2018 年 9 月 20 日前，各参赛单位指
定一名教师担任本次竞赛的通信联系人，填
写《数媒竞赛联系人登记表》，并组织参赛
队伍按照《2018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字
媒体科技竞赛参赛指南》（见附件 1）要求

为了能有更多大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

填写《参赛团队报名表》（见附件 2）。（备

机会，本次竞赛中原则上要求：每个参赛

注：团队参赛报名表中的人员名单一旦确定

队伍提交的作品不超过 2 件；参赛作品内

将不能修改，敬请各参赛团队特别注意！）

容须符合附件《全国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

2. 由竞赛通信联系人对报名队伍进行

竞赛章程》和《2018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

资格审查，将合格队伍的参赛信息以参赛

数字媒体科技作品及创意竞赛参赛指南》。

学校为单位汇总到《数媒竞赛参赛队伍汇

六、赛程设置及时间安排

总表》（见附件 3）。

大赛分为竞赛初赛和全国总决赛两个

3. 竞赛通信联系人负责将《数媒竞赛

阶段。其中，初赛阶段以学生网上提交参

联系人登记表》、《参赛团队报名表》和《数

赛作品简介与竞赛报名表、初赛评审专家

媒竞赛参赛队伍汇总表》的电子版发送至

网上评审为主；全国总决赛为参赛学生现

邮 箱 dmt_competition@vip.163.com， 然 后

场答辩、成果应用与展示相结合的方式。

再将上述表格纸质版加盖学院公章后邮寄

时间安排如下：

至竞赛秘书处。

2018 年 9 月 20 日前大赛报名及提交参

八、作品要求

赛作品
2018 年 9 月 21-25 日竞赛初评
2018 月 9 月 26-27 日 公 布 入 围 全 国 现
场总决赛名单
2018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2 日完善入
围总决赛作品
2018 年 10 月 23-25 日全国现场总决赛
备注：
（1）以上为初步拟定竞赛时间，具体
时间以最新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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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的参赛内容应该是参赛队员独
立设计、开发完成的作品，严禁抄袭、剽
窃等行为。凡发现抄袭、剽窃等行为，将
取消参赛队伍的参赛资格，并追究相关指
导教师和高校的责任。

九、竞赛评审方式
竞赛初赛：专家网络评审 + 集中评议。
由竞赛组委会根据参赛团队所报参赛方向
相关领域的专家组，分别从科技技术 + 创

学会动态

意 + 作品表现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定，决
定参赛作品是否入围全国总决赛。
全国总决赛：现场评审。所有入围全
国总决赛的参赛作品，必须安排至少一名
成员参加现场竞赛作品的路演和展示。

十、大赛流程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

5. 完善入围总决赛作品（2018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2 日）
入围全国总决赛团队，可以继续修改
完善入围总决赛参赛作品。
6. 全 国 现 场 总 决 赛（2018 年 10 月
23-25 日）
全国总决赛团队必须指定至少一名团

1. 发布参赛通知（2018 年 6 月 21 日） 队成员到总决赛地点：广东 • 佛山（广东潭
本竞赛通过竞赛官网及其他媒体宣传 洲国际会展中心）参加现场决赛，否则将
渠道，发布竞赛通知。

取消其入围资格。

2. 大赛报名及提交参赛作品（2018 年
9 月 20 日前）

十一、奖项设置

① 参赛团体通过竞赛指定电子信箱
dmt_competiton@vip.163.com 提交报名表、
参赛作品介绍（如果是作品介绍视频文件，
请提交 *.mp4，文件大小小于 10 MB）。
② 参赛团队及指导教师填写相关《参
赛团队报名表》，本竞赛联系人按照前面
对于各文件命名规则，汇总本校《参赛团
队报名表》、《数媒竞赛参赛队伍汇总表》
和《数媒竞赛联系人登记表》，提交电子版

本竞赛根据参赛作品的类别分别设立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
组织奖等。上述各奖项，除三等奖外其余
均由决赛过程产生。对获奖个人，发放奖
品和荣誉证书。

十二、竞赛联系方式
全 国 数 媒 竞 赛 专 用 交 流 QQ 群（ 群 号
为 594690076）

报名表至 dmt_competiton@vip.163.com。
3. 初赛评审（2018 年 9 月 21-25 日）
预赛专家组评审专家将分组对所有参赛
作品进行网络评审，并通过现场直播其评审
情况。
4. 公布入围全国现场总决赛名（2018
年 9 月 26-27 日）
本竞赛通过多种方式公布其入围全国
现场总决赛团队名单。

电子邮箱：
dmt_competition @vip.163.com

（附件下载 http://caai.cn/index.php?s=/Home/Article/detail/id/5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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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一届 AI+ 模拟自动驾驶
全国大学生竞赛
一、大赛宗旨
本竞赛旨在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专业

辆完成驾驶任务。本次比赛主要分成离线
数据集测试和模拟器测试两个阶段。

内涵建设，提升专业教学水平，提高学习

1. 离线数据集测试

积极性，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搭建校

在本阶段中，比赛组织者会标注一批

企产学研合作平台，从而最终推进高校学

数据，让参赛选手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

生的高质量就业。

完成一些自动驾驶相关的子任务（如车道

二、组织机构

线识别、信号灯识别等）。

主办单位

2. 模拟器测试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在本阶段中，比赛组织方将提供自动

承办单位
佛山新城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Biendata

三、参赛对象
凡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普通高等学校（含
高职、高专）、普通中等学校各类在校生，
不限专业，均可报名参赛。

四、参赛队伍
联赛为团体赛形式。每个参赛队不超
过 10 名学生，可指定一两名指导教师或小
组组长；本竞赛鼓励学生跨专业和学校组
队，但将实现统一评奖。

五、比赛内容
本次竞赛主要的目的是让参赛者熟悉

驾驶模拟器及接口说明，帮助选手整合模
型，并在模拟器中控制汽车。
为了保证公平，防止过拟合等现象出
现，离线测试阶段每天提交次数上限为 5 次；
第二阶段选手可在比赛期间准备代码，并
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代码。

六、赛程设置及时间安排
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及全国现场总决
赛三个阶段。
• 初赛阶段：本阶段主要进行离线测试，
胜出团队将进入复赛；
• 复赛阶段：本阶段主要进行模拟器测
试，胜出团队将入围全国现场总决赛；
• 全国现场总决赛，本阶段主要包括：
现场答辩与现场模拟器演示两部分内容，
所有入围的团队必须安排一名团队成员参
加，否则将取消入围资格。

自动驾驶的不同任务，并在竞赛的第二阶

时间安排如下：

段把不同的任务整合到一起，控制虚拟车

初赛阶段：2018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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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赛阶段：2018 年 9 月 26 日至 2018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

手 可 到 比 赛 平 台 biendata.com 直 接 注 册 并
提交答案。

年 10 月 10 日。
全国现场总决赛：2018 年 10 月 23-25 日。

2. 模拟器测试阶段开始前，比赛组织
者将提供具体的线上测试器地址。

备注：
（1）以上为初步拟定竞赛时间，具体
时间以最新通知为准；

八、奖项设置
本竞赛根据参赛作品的类别分别设立

（2）全国现场总决赛将在广东·佛山（广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对获奖个人，

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现场进行。

发放奖金及荣誉证书。

七、参赛注册报名

九、联系方式

1. 离线测试阶段任务发布后，参赛选

电子邮箱：support@biendata.com

学会活动预告
▲ 为贯彻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关于打赢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文件
精神，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探索教育教学新模式，主推教育精准扶贫，促进教
育均衡发展，教育部教育管理中心支持，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教育技术协会、
中国语言智能研究中心联合，决定于 2018 年 8 月 6 日召开首届中国智能教育大会。
（详细内容参见 http://caai.cn/index.php?s=/Home/Article/detail/id/524.html）

▲ 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办的 2018 年中国计算机博弈大赛暨第十二届中国计算机博弈锦标赛，将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在合肥（安徽大学）拉开帷幕。（详细内容参见 http://caai.cn/index.
php?s=/Home/Article/detail/id/525.html）

▲ 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与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办的 2018 肇庆
高新区“大旺杯”第二十届全国机器人锦标赛暨第九届国际仿人机器人奥林匹克大
赛，将于 2018 年 8 月 21-26 日在广东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体中心举办。（详
细内容参见 http://caai.cn/index.php?s=/Home/Article/detail/id/5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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