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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Foreword

研究院将其智慧之光注入微软的产品中，

通过不断创新，为整个人类构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早春之畅想
乍暖还寒，坐在北京的办公室感受窗外的空气，依旧有些许凉意。这不禁

让我联想到在平日的研究中，也曾邂逅黑暗。正如这初春却仍寒冷的天气，曙

光来临前的黑暗亦是极具杀伤力，因为人的意志在此时最容易被消磨殆尽。

重读《飞鸟集》,泰戈尔的智慧带给我新的启示。“创造的神秘，有如夜间的黑

暗——是伟大的。而知识的幻影却不过如晨间之雾。”每一个研究者都是一个

寻梦人，研究的未知性让我们痴迷。过程也许曲折，也会经历失败，但在探索与

黑暗的交锋中，总会激荡起一道道智慧灵光。

今年3月初，被誉为“计算机研究领域盛宴”的微软技术节又一次在美国总部雷德蒙如期举办。微软亚洲研究院带

去的近40项最新研究成果，获得了来自微软产品部门和各界嘉宾的关注。“融合虚拟与现实”(Blending Vir tual and 

Physical)和“大数据有大智慧”(Profound Insights from Big Data)两大主题贯穿此次技术节。在这里，微软

描绘着对未来计算的构想和愿景——自然用户界面(NUI)实现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融合以及云计算与大数据结合的巨大潜

力。在这里，研究院将其智慧之光注入微软的产品中，通过不断创新，为整个人类构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与此同时，在刚揭晓的《职场》2011年度“50佳第一工作场所”雇主品牌评选活动中，微软亚洲研究院连续第五年荣

登“50佳”榜单。我们致力于为员工和实习生们打造舒适、充满激情的工作环境，促进员工与公司的共同成长。引述微软

研究院之父里克·雷斯特博士的话：“我们有着独一无二的研究环境，在这里，研究员可以灵活、自由地从事自己所热爱

的研究。”

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诚挚希望可以助力整个科学界的发展。2011年底，微软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签署了

合作备忘录，为中国的科研人员捐赠了700万小时的Windows Azure云资源，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研究挑战。同时

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则喜讯：在第七届IEEE国际eScience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部联合，成功取得了该国际

会议2013年的举办权。微软研究院作为来自业界的支持方积极参与了申办工作，并将进一步支持该会议在北京的成功举

办。

思绪回归，转眼间，我们搬到丹棱街5号的新家已有一年。新的环境带来新的希望，新的春天孕育全新的梦想。伫立

初春寒风中，我知道梦想终将成就，就像春天一定会到来一样。

许研究院一个春天，让更多梦想在这里实现！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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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技术节构想未来计算愿景

素有“计算机研究领域的盛宴”之称的微软技术节（TechFest 

2012）于3月7日在微软美国总部雷德蒙隆重开幕。“融合虚拟与

现实”（Blending Virtual and Physical）和“大数据有大智慧”

（Profound Insights from Big Data）两大主题贯穿本届技

术节，描绘了微软对未来计算的构想和愿景——自然用户界面

（NUI）实现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融合以及云计算与大数据结合的

巨大潜力，共有155项来自微软研究院全球各机构的最新研究成

果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上亮相。

作为微软研究院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技术盛会，微软技术节不

仅是微软将研究成果向产品工程转化的桥梁，更是向全球用户公

开展示和分享未来计算愿景的窗口。“微软技术节为微软研究院

提供了一个展示全球900多名研究员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理念的

绝佳平台。”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官里克·雷斯特博士在开幕式上表

示，“它能够激发公司内部跨团队的合作和交流，进而促进技术和

理念向产品不断转化。”

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和传感器的普遍应用，自然用户界面

（NUI）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人与计算机之间交互的方式越来越自

然，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正面临融合的拐点。微软研究院正在探

索如何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促进人与机器之间沟通方式的转变，

将计算变为生活中自然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带来无限创造

力、新体验和可能性。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展示的技术中，“支持手势识别的下一代

网络摄像头”可以同时捕获立体视频和高精度的深度图像，用户

不仅能够在PC上体验Kinect的所有场景，还可以在没有触摸屏

的情况下通过更精细的手势控制用户界面；“将单一语言的说话

人转变为多语言”技术可利用一名说话人的单一语言录音合成出

不同语言的训练语料库，以此构建统计模型的多语言的文语转换

系统；“高保真面部动画捕捉”技术充分利用最先进的动作捕捉技

术和3D扫描技术，以获取具有逼真的动态皱纹和精细的面部细节

的高保真3D面部表情；“城市地区建筑物自动解析”技术能够让

用户仅凭一张图像就能展开市区3D之旅；“Windows Phone 和

Kinect上的语言学习游戏”则侧重于如何在不同微软产品平台上

获得愉快的“寓教于乐”的语言学习体验。

同往年一样，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近40项创新技术在技术

节上获得了来自微软产品部门和各界嘉宾的关注。微软亚洲研究

院院长洪小文博士表示，“自然用户界面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

融为一体，未来的虚拟世界将具备和现实世界相类似的体验，这

正是微软研究院不断探索的方向。作为微软在海外最大的基础研

究机构，微软亚洲研究院始终坚持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整个计算机

科学领域的发展，并帮助改善人们的计算体验。我们希望能有更

多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创新成果转化到微软产品中，加速实现这些

激动人心的计算体验。”

如今，人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了以云和大数据为驱动

的技术，这些看似无形的技术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生活和工

作的方式，赋予我们各种新的信息与服务、新的沟通与协作方式，

以及无与伦比的便利。如何在大数据时代获得价值和知识，以及

如何与数据进行交互是目前各领域科研人员以及普通消费者面临

的重大挑战之一，这也是本届微软技术节的另一大主题。

微软研究院展示的技术将分析和可视化应用于基于云的大

数据处理和分析中，对于发掘研究人员新的科研方式、加速科学

发现，以及实现消费者与数据间更自然的交互都将产生重要的影

响。其中“Chronozoom”技术让用户以前所未有的便捷方式查

看137亿年前至今的历史时间轴；“FetchClimate！”是一种快速

而智能的气候数据检索服务，允许用户检索任何年份跨度、一年内

的某几天、甚至一天内的某几小时的气候信息；“Lifebrowser”

通过机器学习和分析，从海量个人信息资料中推断“记忆地标”并

建立时间轴。了解更多技术节信息，欢迎访问微软技术节官方网

站：http://research.microsoft.com/en-us/um/redmond/

events/techfest2012/default.aspx。

我原本想欢迎大家来到阳光明媚的西雅图，但遗憾的是，我

一个小时前到这里时，正在下雪。看来，我的想法落空了。但是，我

仍然要欢迎大家光临2012微软技术节。

对于我而言，这是一年中最值得高兴的时刻之一，因为我们有

机会让来自世界各地这么多研究员齐聚一堂，展示各自长久以来

孜孜以求的诸多理念和技术，并有机会与我们的产品组以及在座

的诸位进行交流。

20年前——确切地说是在20.5年前的1991年9月，我来到了

微软。在微软这样一家软件公司创建了微软研究院，开始真正组

建一个从事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实际上，创建微软研究院的想法

始于内森·梅尔沃德。1990年时，他给微软公司董事会写了一份

备忘录。他认为，要实现长久的生存与发展，微软有必要在计算机

科学基础研究领域进行投资。

现在看来，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微软公司当年所处的境

况——一家非常小的公司，这的确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提议。当时

我们只有几千名员工，而我们的销售额则刚刚跨越10亿美元。因

此，很难说清，如此规模的公司是否有必要投资并做出致力于长

远基础研究的承诺。

但是，我认为这是对微软长远发展的愿景陈述。我们希望能

从长久考虑公司的发展。因此董事会于1990年做出决定设立微软

秉承使命，不断创新
——记里克·雷斯特2012微软技术节开幕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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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并付诸行动。他们找到我，并于1991年9月把我带到微软。

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投身于这个实验室的建设。

一路走来，我们只有一个使命。我们拥有自始至终都由同一个

人管理这个组织的优势，而这个人就是我。我始终秉承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的关键就是不断提升我们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的确是

我们最重要的活动，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我们不能真正

推进研究前沿，那么对像微软这样一家公司，我们就不可能有如

此巨大的价值。

显然，当我们有了了不起的想法，而且它们很有意义，那我们

使命的第二组成部分就是，我们将努力把这些想法融入到我们的

产品中。

我们为公司所带来的最大价值实际是从使命的第三组成部分

上反映出来的：我们要确保10年后，15年后，甚至20年后微软公

司仍然存在。大家不妨回想一下20年前微软研究院创立伊始，当

年与微软规模相仿的公司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够活到现在。

科技产业日新月异，你需要具有不断变革的能力。拥有一个像微软

研究院那样从事基础研究的机构，才能让微软具有如此敏捷和善

于变革的能力。

招揽最好最聪明的人才

现在，我们已经从一个非常小的机构成长为计算机科学领域

最大的基础研究机构之一。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研究院遍布全

球。我们已经在6个地点建立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院。这里是位

于美国雷德蒙的微软雷德蒙研究院。我们全球第二大研究院是位

于中国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第三大研究院是位于英国的微软

剑桥研究院。我们还有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微软印度研究院、位

于马萨诸塞州的微软新英格兰研究院以及位于美国加州山景城的

微软硅谷研究院。我们在全球各地还设立了其他一些研究小组。

在圣巴巴拉，我们的一个小组正在从事量子计算研究。我们与巴

黎的INRIA开展联合研究计划。我们的高级技术团队正在德国、

埃及以及以色列从事高科技研究工作。

微软研究院拥有850多名具备博士学位的研究员。也就是有

大约1％的微软员工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具备博士学位的研究员，

这是公司员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我们的研究领域涵盖甚广，所涉及到的领域不仅局限于传统

的计算机科学，也延伸到融入计算机科学的其他领域，例如生物

学、化学、物理、以及环境科学。随着计算机科学与这些领域的融

合，我们也成为这些学科的组成部分。

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机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从世

界各地聘请到最好和最聪明的人。人们常常问我，“你是怎么决定

做什么研究，又是如何决定投资于哪些重点领域的呢？”其实我

并不直接投资于具体的研究项目，也不直接投资于特定的领域，

而是投资于人才。只要有可能，我们总会尝试聘请最好和最聪明的

人，因为这才能真正推动长期研究的发展，才能真正带来对公司

至关重要的创新和突破。

产品背后的创新引擎

实际上，我们的影响已经覆盖几乎所有的微软产品之中。任

何一款微软的产品，不是含有来自微软研究院的技术，就是用来自

微软研究院的技术制造而成。我们对公司的整个产品线的影响是

巨大的。

来微软之前，我是一名大学教授，我来到微软并着手建立微

软研究院的原因之一，就是想产生这种影响。这将确保我们在计

算机科学研究中产生的想法、技术、产品具有改变世界，并影响人

们的工作生活的能力。我们通过产品和所创造的东西来实现这一

目标。

思考研究的方式之一就是用我们所谓的“四象限图”来考虑，这是

我从雷德蒙研究院院长Peter Lee那里得到的。它大致说明了我们所做

的各种研究。在这张图的左下角区域，我们进行了大量改善产品、增强

产品团队使命的工作。如果你拥有一个Windows Phone，那么你

在发送短信时会用到其中的文字输入组件，它能够通过识别你

所输入的文本来推断你正在做什么，而这项技术恰恰源自我们

所从事的研究。如果你使用必应搜索，就会知道，必应之所以有能

力与谷歌在市场上一较高下，并且在某些领域超过它，正是因为我

们在信息检索技术领域的长期投资，而这些成果已经嵌入到我们

的必应产品之中。不仅如此，基于我们的研究，必应正在朝新的方

向发展。

我们也在开发各种技术，延续我们产品的生命力。在这里，我

想介绍我们已经开发的一些技术，它们确实改善了我们打造产品

的方式。我们有了新的强大工具。我们将改善程序属性，以便消除

绝大部分缺陷。我们增加了模糊逻辑，以便对软件系统进行分析，

找出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是很难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发现的。而

且，我们还利用自己开发的技术显著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

所以，如果你使用必应翻译——对我们而言，这的确是一

项正在爆炸式增长的服务，刚刚面世一年，访问量就已经增加了

600％，而通过我们的翻译设施进行的查询量也在不断飙升。这

是一项对基础研究长期投资的技术，它真正地领会了翻译之道。

事实上，待会儿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个展位——我们正在设法让整

个社区、整个语言群体参与其中，从而实现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

相互翻译，进而实现一个民主和平等的世界——不是由某个组织

来决定为哪几种语言提供翻译服务，但事实上，而是由许许多多

的社区人群决定，数千种语言都将能够获得翻译服务。

正在发生中的趋势之一，当然也是微软研究院正在主导推进

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虚拟和现实的融合。这一趋势背后的一部

分原因，是我们让计算机拥有了与人类相同的感觉能力。我们让它

们获得了观察，聆听和理解的能力。我们正设法让它们具备说话，

触摸，感觉，了解自己所处地点，感知运动状态的能力。曾几何时，

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人类的专利，而现在计算机也能够做相同的事

情了。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正设法改变可供计算机运行的

应用程序种类，以及改变我们与它们互动的方式。通过我们之前

已经介绍过的技术，例如微软Kinect，一夜之间，我们让计算机

拥有了实时三维视觉能力，让它们能够识别一个人在做什么，以及

如何与周边环境互动。这些新情况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对计算机与

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看法。

微软研究院的确是一项独特的资产。从计算机科学基础研究

论文发表上看，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机构。我们获得的最佳

论文奖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机构都要多。从未有任何机构能够像微

软研究院这样，如此深入地与学术界和研究界展开合作。我们是

全球性质的公司，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实验室、政府以及

其他公司展开合作。我们努力影响我们的产品，将尖端研究成果

融入我们的产品，并让公司获得了极大的灵活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建立基础研究实验室的原因不仅在于获得

源源不断的技术，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固然不错，这毕竟是一

项重要的资产，但同时也是因为我们需要生存下去。如果情况发

生变化，如果你面临新的竞争对手，如果你有了一项新技术，又如

果商业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你需要智力资本——也就是人才这

样的技术宝箱，让一家公司迅速应对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多年

来，微软研究院一直在为微软公司做着这样的贡献。

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一家公司至今仍然存在的原因之一，这

也是我们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的原因之一。我们努

力塑造未来——不仅是为微软，更是为整个技术领域。我们正以

非常基本的方式增进我们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知识。

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如果我们继续推动整个计算机科学领域

的发展，如果我们在工作方式、方法上仍然保持着与现在相同的

价值观，其中包括我们与产品团队合作的方式，以及我们推进技

术前沿和确保用技术改善人们生活的决心，如果从现在20年后我

们还能做到这些，我将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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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erm vs Long-term
短期─长期

·Flat organization / 扁平化组织

·Bottoms-up / 自下而上

·Not tied to product groups / 不与产品组捆绑

·Encourage collaboration / 鼓励协作

·Publish openly / 公开发表论文

·Portfolio of research / 研究组合

Our Approach 我们的方法

思考研究的方式之“四象限图”

Mission
使命

Sustaining
持久发展

Blue Sky
海阔天空

Disruptive
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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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Fidelity Facial Animation Capturing
高保真面部动画捕捉

微软亚洲研究院

“高保真面部动画捕捉”展

示了一种用来获取具有逼真的动

态皱纹和精细的面部细节的高

保真3D面部表现的新方法。该

方法充分利用最先进的动作捕

捉技术和3D扫描技术，以获取

面部表现。该捕获面部表现的系

统兼具静态面部扫描系统的空间分辨率，以及动态捕捉系统的采

集速度。

2012年微软技术节项目介绍

Beamatron
增强现实新概念

微软雷德蒙研究院

Beamatron诠释了一个全

新的增强现实概念，将一台投影

仪和一个Kinect摄像头整合在

一个云台上。云台能够将投影图

像投影在房间的任何角落。同

时，深度摄像头接受投影图像

因投射表面形状而产生的翘曲，

并且可以让所投射的图形以合乎物理学原理的方式做出反应。例

如，一辆投射的虚拟汽车既可以在房间的地板上行驶，同时也会

做出碰撞障碍物以及上下坡动作。

Holoflector
增强现实交互镜子

微软雷德蒙研究院

Holoflector是一个独特

的、增强现实交互镜子。在你自

己映射基础上正确添加图像，

实现你从 未见过的增强现 实

体验。它同时利用Kinec t和

Windows Phone相结合的能

力，推断用户手机的位置并渲染

悬浮于手机上的图像。

Wearable Multitouch Projector 
可穿着的多点触控投影仪

微软雷德蒙研究院

该项目是深度感应和投影系

统，能够在常见表面上实现交互

式多点触控应用。除了肩戴式系

统之外，用户身上及环境中没有

任何其他仪器。最重要的是，在

这种表面上，“可穿着的多点触

控投影仪”无需任何校准就能够

提供类似鼠标或触摸屏的功能：2D界面上的X和Y位置，以及手指

是“点击”还是悬空等，从而实现多种多样的交互。因此，今天任何

能在移动设备上做到事情，都可以在手掌心上实现。

Turn a Monolingual TTS into Mixed-language
将单一语言的说话人转变为多语言

微软亚洲研究院

语音用户界面需要用文语转

化（TTS）来输出语音响应。有时

人们甚至希望用混合的不同语言

来表达，例如一个人在国外，而他

并不熟悉当地语言，这时如果导

航仪能够用混合语言的模式发出

指令，就会很方便，也就是说，导

航仪指令能够将街道名称等专有名词以当地语言的形式表达，而

路线方向则用该人的母语表达。混合语言文语转化需要由一名能

够同时标准说这两种语言的人来录制，但是通常我们很难找到这

样的人才。该项目展示了一种新方法，将单一语言文本语音转化为

多种语言的文本语音。利用一名朗读者的单语录音，该算法可以

渲染出不同语言的语句，用于构建混合语言的文语转化系统。我

们共有26种语言的录音，可用于构建相应语言的文语转换。通过

这种新方法，我们可以把这26种语言中的任意两种混合加合成。

Gesture Recognition with Next Generation Webcam 

支持手势识别的下一代网络摄像头

微软亚洲研究院

该项目展示了一个新的网络

摄像头硬件原型，并演示了使用

该网络摄像在新的用户游戏场

景中的应用。新一代网络摄像

头具有更宽广的视角，同时可以

捕获双目立体视频和高精确的

深度图像，精确的深度图像处

理不仅能够支持PC上的现有的Kinect场景，而且还能够支持更

精细的无触摸屏的手势控制用户界面。在研究方面，除了计算机

视觉方向之外，该项目还包含算法硬件加速以及一个全新的图像

传感器设计。

Cliplets: Juxtaposing Still and Dynamic Imagery
微型视频剪辑：照片的静动相间

微软雷德蒙研究院

一幅静止的照片并不足以记

录一段具有持续性的时间。视频

是记录持续时间的传统方法，然

而在随手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希

望捕捉到的主观“瞬间”往往被

淹没在一片混乱之中——左摇右

晃的拍摄、无关杂乱的背景以及

无处不在的噪声。该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镜头，通过对输

入的视频剪辑进行时空合成和编辑可把焦点在特定时刻放在重要

因素上。“创建微型视频剪辑捕捉重要瞬间”是一个交互式应用程

序，使用半自动化的方法，帮助用户创建“微型视频剪辑”——这是

一种源自手持拍摄视频，但介于静态图片和视频之间的图像类型。

What’s NUI? Explorations in Naturalness 
什么是自然用户界面(NUI)？探索自然交互

微软剑桥研究院

自然用户界面激发研究员们探

索更多新的交互方式，例如手势、

声音以及触摸等。在此我们通过多

个演示展示了新发开的一种独特

的、基于Kinect手势交互的交互机

制，它开启了用不同方式、在不同

情景下的新交互体验。我们将通过

一个演示展示如何将3D图片的非触摸系统用于动作空间甚小的

血管手术。在另一个演示中，我们展示了在暗处，Kinect技术如何

进行交互，例如通过声反馈帮助我们感知看不见的物品。这些演

示是否真的更自然还有待商榷，但他们带来的新的用户体验无疑

为我们开启了未来交互无限可能的想象空间。

New Experiences of Search
搜索新体验

微软剑桥研究院

该项目探索了人们搜索体验

的新方式，这种体验与针对搜索

请求进行快速、相关搜索为互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概念关注

消磨时间的新方式，而不是在互

联网上节约时间。项目组成包括：

·一种有机搜索，随着时间

不断改进呈现的搜索结果，并将你的注意力吸引到你最喜爱的事

物上。

·一种描绘和封装搜索旅程的新方式，让你在到达目的地的

搜索过程中获得乐趣。

·一种搜索结果包装的方式，使这些结果值得收藏，并能够馈

赠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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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Building Parsing in Urban Areas
城市地区建筑物自动解析

微软亚洲研究院

人们对城市地区的智能在线3D探索和导航存在着浓厚的兴

趣。为此，我们需要从拍摄到的图像或视频中了解城市地区的三

维结构。“城市地区建筑物自动解析”技术可以从单张或多张图像

中自动检测建筑物的表面。除了对建筑物进行定位之外，它还可

以在不依赖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计算每个表面的几何形状、位置和

方向。这里我们使用了新开发的鲁棒主成分分析工具包（RPCA 

SDK），以提高计算速度和响应时间。我们将演示用户如何基于一

张市区建筑的照片展开简单的3D交互。这项技术将直接惠及导航

和地图应用中的视图转换，并可能成为许多关于城市地区应用的

基础工具。

FetchClimate! Building a Geographical Web Service
FetchClimate!构建地理网络服务

微软剑桥研究院

大量可用的气候数据覆盖

着整个地球表面。但是，即使是

专家们也会发现，要想获得所需

的气候信息却是异常的困难：定

位数据集、谈判获取许可权限、

下载大量文件、统一文件格式、

再查找其他数据库、过滤、插

值、重建网格等等。请进入FetchClimate：一种在Windows 

Azure上运行的快速而智能的气候数据检索服务。你可以通

过装有Silverlight的Web界面或从任何.NET程序内部调用

FetchClimate。FetchClimate可以在从全球范围到方圆几公里

的任何网格分辨率、从1900年到2010年任何年份跨度、一年内

的某几天、甚至一天内的几个小时的时间上工作。当有多个数据源

可用于回答您的查询时，FetchClimate会自动选择最适合的，并

返回所请求的值，以及不确定性参数和数据出处。整个查询可作

为单一的URL实现共享，让其他人也能获取完全相同的信息。

ChronoZoom:  Big History with Big Data
ChronoZoom:大数据时代的大历史

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

想从有成千上万的数字图书

馆、档案室、收藏室以及存储库中

找到适用于教育、学习以及研究

的数据集是非常困难的。要想在

人类和科学之间真正架起桥梁，

我们需要一个基于数据虚拟化工

具的动态云，这样教育人员、研究

者以及学生很容易的使用、对比、了解宇宙、地球、生命以及人类的历

史。他们也能够很容易的使用在某个地方的富媒体集并发现一些新

的机会。这些富媒体集包括音频、视频、文字、PDF文件、图表、图形

等。ChronoZoom能够实现： 

·毫不费力的在一年到数十亿年间进行转换。

·在不降低精度的前提下在背景中显示历史阶段、事件和趋势。

·在不同领域和学科之间比较与时间相关的大量数据。

·更好地理解学科之间的因果作用关系，获得深刻见解以及塑

造未来的能力。 Microsoft Translator Hub:
 Translation by Everyone, for Everyone
微软翻译中心：人人翻译为人人

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

微软翻译定制版（MTCE）

运用自我服务模型，在任何两

种语言之间建立高度定制化

的自动翻译服务。MTCE让语

言社区、服务提供商和企业能

够创建自动翻译系统，从而让

讲任何一种语言的人都能与讲

任何其他语言的人一道共享和获取知识。通过为目前主流翻译引

擎尚不支持的语言提供翻译服务，这将有助于非主流语言保持活

力，好让后代也能使用这一语言。这种基于Azure的服务，允许用

户上传语言数据进行定制化训练，而后构建和部署定制化翻译模

型。用户可以使用微软翻译API或网页小工具来获取这些机器翻

译服务。

Language Learning Games on Windows Phone and Kinect

Windows Phone和Kinect上的语言学习游戏

微软亚洲研究院

“Windows Phone和Kinect上的语言学习游戏”是一个语

言学习项目，侧重于如何在各个微软平台上促进愉快的“寓教于

乐”体验：

·SpatialEase：用一个Xbox 360 Kinect游戏学习语言，

这是一种将语言与思想和行动相联系的学习方式。学习者必须迅

速理解第二种语言的命令，例如对“把左手向右移动”这句话的翻

译，同时相应地移动自己的身体。 

·Tip Tap Tones：这是一个用Windows手机游戏学习中文

发音的游戏——一种高效的对耳朵和大脑进行再培训的手机游

戏，能够快速而准确地感知带有声调的中文音节。

·Polyword Flashcards：这是具备综合性技能游戏的“网

络抽认卡”。在我们的自适应学习算法——已转移到了必应词典，

在其基础上，我们创建了一个HTML5平台，用于深度个性化的学

习，并将语言学习、游戏和探索融为一体。

A Natural UI for Polling Students in a Classroom
供课堂使用的学生情况调查自然用户界面

微软印度研究院

在课堂上，教师面临的最

大挑战之一，是推测学生是否

能跟得上讲授的内容和进度。

对于远程教育课程而言，这个

挑战尤其严峻，因为学生与教

师之间是物理隔离的。该项目

提出了一种全 新的低成本技

术，用于在上课时对学生进行随堂调查。该方法让教师向全班学

生提出一个多项选择题。学生举起一张纸作为回应，纸张上印有

类似于QR码的代码，其中编入了学生们的答案以及他们的学生证

号码。一个网络摄像头自动识别学生们的反馈，并应用计算机视

觉技术供教师进行即刻评估。我们已经构建了这个系统，并在印

度班加罗尔的学校里经行了初步试验。我们的实验表明，这个系

统如笔试一样准确，像举手一样快速，而且比其他的电子解决方

案成本低至少10倍。

Automatic “Text Pop-Up” for Web Images

网页图片上的自动“文本弹出窗口”

微软雷德蒙研究院

必应主页为其首页图片提供“热

点搜索提示”功能。这些图片是经过仔

细选择的，而为使提示语句更有趣，它

们都是由人工书写而成的。“网页图片

上的自动‘文本弹出窗口’”能够为大

部分网络上流行的图片自动生成类似

的文字说明。系统的核心是一个脱

机文本提取过程，挖掘网络上与给定图片相关的有意义的语句。

在这一过程中，该应用检查句子语义的相关性、多样性、最优语句

结构，同时进行内容过滤。在数据库中对结果进行索引。该应用程

序的前端集成在IE的必应工具栏中。每当用户浏览一个网页，该

应用程序就会查询数据库，并且以必应文本“弹出框”的方式显

示网页上图片的文字描述。

IllumiShare

远程表面共享

微软印度研究院

Il lumiShare实现了身处

两地的人在任何表面上共享任

何物理或数字物体。它是一个

低成本，看上去就像一台台灯

似的外设设备。正如台灯照亮

它所指的表面，IllumiShare也

共享了一个表面。IllumiShare

通过使用一对摄像机和投影仪组合来实现，即利用摄像机捕捉

本地工作区的视频，再利用投影仪将远程录像投影到本地。通过

IllumiShare，人们可以各自使用真实的笔和纸一起素描；远程参

会者可以与会议室的白板进行交互；甚至孩子们还可以与玩具的

真实版来一次远程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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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5日，微软研究院宣布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

信息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为中国的科研人员提供先进的云计算

资源。根据合作备忘录，未来两年微软将每年向中国科学院计算

机网络信息中心的研究项目捐赠200万小时的Windows Azure

云资源，以及15TB的Windows Azure存储空间。此外，微软还

将向科研人员提供额外的300万小时的Windows Azure资源和

25TB的存储空间，用于双方共同选择的6至12个研究项目。

随着传感器的普遍应用以及多方协作数据项目的不断兴起，

各类学科的科学家正面临着分析、整合海量数据这一巨大挑战。

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全球副总裁托尼·海（Tony Hey）博士在

第二届“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研讨会”上宣布了此项合作，他表

示：“微软一直寻求通过云计算扩展PC、网络和移动应用的能力。

通过强大、易于使用的工具，云计算具有针对大型数据集的丰富

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解决大数据时代面临的诸多数据挑战。希

望通过与中国科学院这样一流的科研机构合作，将微软先进的计

算平台和工具带给中国的研究人员，让他们将精力集中在各自学

科的科学发现上，帮助他们更高效地完成研究工作。” 

在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信息化办公室主任谭铁

牛、中国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主任黄向阳等中国科学院相关领导还

与托尼·海、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宋罗兰等共同回顾和展望了双

方的合作。中国科学院表示作为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科研事业单位，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肩负着建设、运行与服务于中国科

学院信息化的重任，但在数据密集型计算方面一直面临诸多难题。

中国科学院希望通过与微软的紧密合作，让中国更多的研究人员

受益于微软的云计算服务，共同促进中国科研事业的发展。

微软亚洲研究院自成立以来便与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保持着

紧密的交流与合作，而中国科学院是其中合作最悠久的学术机构

之一。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博士表示，“与中国学术界共成

长一直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长期承诺。作为世界级的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在应对数据密集型计算的巨大挑

战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是微软天然的合作伙伴。希望通过此次

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将微软先进的云计算技术带给更多的研究

人员，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与更多科研机构合作，共同培养优秀

科研人才。”

在本次“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研讨会”上，托尼·海博士还向

与会者介绍了微软研究院在eScience领域取得的最新研究成

果。目前，微软研究院已与世界各地的众多科研机构进行了密切

的学术合作，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生物、天文、生态、地理、人文

和海洋等多个学科。微软亚洲研究院于2008年与中国国家天文

台合作的万维天文望远镜（World Wide Telescope，WWT）就

是微软研究院eScience项目在中国实施的成功案例之一。由微

软研究院多位资深研究员联合编撰的eScience研究论文集《第

四范式》（The Fo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也将在中国科学院鼎力提供的编译支持下于近期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此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刚刚结束的第七届IEEE国际

eScience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部联合，成功取得了该

国际会议2013年的举办权。微软研究院作为来自业界的支持方积

极参与了申办工作，并将进一步支持该会议在北京的成功举办。

捐赠700万小时Windows Azure云资源

微软、中国科学院联手应对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挑战

第二届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研讨会

关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成立于1995年，是中国科学院信息化持续建设、运行与服务的支撑单位，

国家互联网基础资源的运行管理机构，先进网络与高端应用技术的研发基地，国内外先进科技网络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也是中国信息化科研管理的先行者，推动者和参与者。

中国科学院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微软公司在中国合作最悠久

的学术机构之一。自1998年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以来一直与中国

科学院保持着紧密友好的交流与合作，范围覆盖科研合作、人才

培养、学术交流三个方面。

人才培养

共同“培养科研领域高素质人才，支持国内基础研究”是微软

与中国科学院在人才培养合作的共同目标。目前，已有21位中国科

学院优秀博士生和31位中科大优秀博士生获得“微软学者”奖学

金；18位中科大本科生获得”微软小学者”奖学金；270余名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学生和360余名中科大学生来到微软亚洲研

究院访问和学习。

科研合作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积极携手中国科学院学术带头人和

中青年科学家，共同围绕某一重要研究方向进行基础研究。截至

2011年，双方已经联合开展了10余项科研合作项目，研究领域涉

及人工智能、软件工程、无线通讯、手写识别、新媒体等多方面。在

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研究基金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总共获得超

过两百万元的资金支持，这些研究不仅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还具

有广泛的实用性。

学术交流

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多次进行高层互访，提出有建

设性的合作创新构想。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全球副总裁托尼·

海曾在2011年2月访问中国科学院，介绍了微软在eScience方面

开展的一些研究工作，并在2011年12月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

第二届eScience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其他主要高层管理人员

及亚洲研究院的历任院长都曾多次到访中国科学院，并为师生作

学术报告。此外，双方联合举办多次在亚太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

学术交流活动。

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合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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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过去10年中，eScience项目取得了哪些进展？

到底什么是eScience ？

Culture 研究院 活动

eScience：大科学平台

采访实录

他曾是一位杰出的粒子物理学家，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他就一直想用计算机技术来推动物理学研

究。现在，他把这个想法扩大到了整个科学领域，希望打造一个能为所有科学家服务的“大科学平

台”——微软全球副总裁托尼·海将向我们讲述，eScience会对科学和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到底什么是eScience ？

eScience这个概念最早是在2000年时，由英国科学技术局

研究理事会前任会长约翰·泰勒（John Taylor）提出的。他认为，

未来的科学研究需要多领域共同合作，学科交叉将成为常态，这

些研究不仅会产生海量数据，而且很多数据往往分布在全球各

地，这就需要通过信息技术，创造非常便利的大环境，使数据的交

流和分享更加方便，实现交叉学科的数据分析和整合。

事实也确实如此，科学越是向前发展，传统科研方法就会面

临越来越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气侯变化、银河系的形成等问

题，如果只靠一般性的观察和分析，就很难触碰到问题的实质，

这时就需要采取新的研究方式，多学科的科学家一起合作。所以

在我看来，eScience就是一套全新的科研方式，把计算、数据、

理论、实验等所有方法结合在一起，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提供一

个大型平台，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相互交流、合作。

微软现在开展的很多研究项目，就是运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技

术，帮助全世界各个领域的科学家解决最新问题。

计算机技术在eScience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对计算机技术可能不够熟悉，这

会不会阻碍eScience的发展和推广？

我很同意这种看法，这也正是我们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绝对

不能给科学家提供太过复杂的工具。

目前，微软与科学界开展了广泛的合作，通过合作，我们能明

确科学家的真正需求，开发出一套简单易用的科研工具。比如，我

们专门为万维天文望远镜开发了一个插件，通过这个插件，科学家

可以把Excel表格里的所有数据导入万维天文望远镜中。这样就

可以通过可视化方式，简便方便地看到所有数据，同时通过Excel

表格来做数据分析。现在，我们也在围绕微软的其他产品和技术，

开发更多插件，供科学家使用。

那么在过去10年中，eScience项目取得了哪些进展？

在机器学习、疾病研究、环境科学等领域，我们都取得了很多

重要进展。在eScience的推动下，科学家对数据的分析越来越精

细和深入，计算机科学家和传统科研领域的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也

越来越密切。

比如在环境科学领域，我们通过十几个合作项目，彻底改变了

环境科学界的科研方法。以前，环境科学家做研究时，通常是一个

教授带着两个学生来完成，现在由于实现了传感器网络的数据共

享，一个项目就可以由多名教授带领更多学生共同完成，这样得出

的数据就更有普遍性，因而更有实用意义。

巧合的是，在接受采访之前，我们刚刚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机

网络信息中心达成了合作意向：未来两年内，微软每年将向中国

科学院和中国科学家提供Windows Azure云资源和存储空间，

用于双方共同选择的6～12个研究项目。我相信，只要我们为科

学界提供更多简单易用的“工具包”，就会产生更多更好的研究

成果。

eScience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吗？

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公众的生活。

首先，在eScience的协助下，科学家将能以更高的效率解决

人类现在面临的健康问题，比如对遗传疾病、传染性疾病、癌症

的分析和研究将更加深入、细致，有利于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方

法，改善相关患者的生活质量；对环境的监控分析，也有利于及时

制定措施，抑制环境恶化，公众将会因此广泛受益。

其次，eScience的日渐成熟，将降低科学研究的门槛，普通

公众甚至可以直接参与研究，要么根据自己的兴趣，做一些鸟类观

察、天文、气候变化等方面比较基础的研究项目，要么参与科学家

的研究，帮助他们做一些分析或提供数据。

比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工程学系和生物化

学系联合开发了一种蛋白质折叠游戏——Foldit，游戏会给定一

个目标蛋白质，玩家需要在遵守科学规律的前提下，用氨基酸如

托尼·海（Tony Hey）

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全球副总裁

作为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全球副总裁，托尼·海主要负

责微软公司在全球的外部研究和技术计算策略，致力于与全

球科学与工程社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不断扩展与学术和研究

机构、相关政府部门以及行业合作伙伴进行持久而深入的合

作。他还负责与微软内部团队合作构建变革科学与工程研究计

算的未来技术和产品，以及微软研究院在提高全球高等教育

质量方面所做的工作。

加入微软之前，托尼担任英国eScience项目董事，与政府

协作，为科学家和研究员提供关键计算技术。在此之前，他在

南安普顿大学任电子和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工程与应用科学

院院长。在他的努力下，该学院成为目前英国最负盛名的电脑

科学研究院之一。

托尼的研究兴趣是面向并行系统的并行计算。他与Jack 

Dongarra，Rolf Hempel 和 David Walker最先为新一代信息传

递标准MPI草拟规范。这一行动引领了MPI标准在当今的成功。

《环球科学》 文 /褚   波 

搭积木一样，把目标蛋白质“搭建”出来。有两位科学家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把过去10年都未能探明结构的M-PMV（与猴类艾

滋病毒有关的蛋白）放入了Foldit游戏，作为一种目标蛋白，供

玩家“搭建”。结果没过多久，就有两个玩家组成功搭建出了

M-PMV，破解了困扰科学家10年的难题。《自然·结构与分子生

物学》也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

上述例子将会在eScience时代变得更加广泛，普通公众对科

学研究的贡献，也将越来越大。

托尼·海是英国皇

家工程学院的会员，

同时也曾在英国多家

国家委员会就职，包括

英国贸易工业委员会

和科学技术办公室。

他 还 是 英 国 电 脑 协

会、国际工程技术学会以及英国物理协会的会员。

托尼热衷于与青年人交流科学的兴奋之处。他还撰写过广受

欢迎的有关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书籍。

托尼毕业于牛津大学，并获得物理学士学位以及理论物理学

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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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骑马，爱发呆，也爱科幻；爱技术，爱发明，更爱学习；爱

独自一人看两遍《盗梦空间》，也爱自掏腰包请所有同事看

《猩球崛起》……他是里克·雷斯特，微软研究院

的掌舵人，一个让别人觉得有些疯狂的天才。

在过去20年里，雷斯特不仅为微软创

建了一个拥有近千名聪明人的“智库”，也

重塑了微软的性格。在微软研究院，雷斯

特不会告诉这里的研究员应该做什么，也

不会要求他们为做某个项目而写建议书，更

不会让他们担心关于做事的任何经费。雷斯

特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们必须是世界上最聪

明、最优秀的人。

雷斯特的风格显然不是20年前微软的脾性，因为在那

个时候，微软给外界的印象是只会购买别人的发明，将其用在自

己的产品上，然后“霸道”地推向市场。直到雷斯特的出现，这个

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就任12年的教授，一边把学院里学习和探索

的气息注入到微软，一边带领微软走上了一个疯狂的科技

时代。

从“光杆司令”到“万人迷”

研究员再也不用担心钱

“太痛苦了，没有一个人愿意来。”雷

斯特清楚地记得研究院刚刚成立时的情

景，1991年盖茨决定斥巨资发起组建一个

基础科研机构，但是很多人不太会相信微软这

样一个完全商业性质的公司，能够踏踏实实地做

基础研究。

“学院派们都对微软创办的这个基础科研机构表示怀

疑，所以没有人愿意来这里。”雷斯特骨子里的不安分，让他很轻

易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在他看来，微软能够拿出一大笔资金创建

新机构，足以显现出盖茨的魄力，而这正是他欣赏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雷斯特都是个“光杆司令”，那时候，他一方

面不断游说自己的朋友和校友们加入；一方面，他把80年代在卡

耐基梅隆大学时养成的自由学术氛围引进到了微软研究院。“完

全是大学那种开放式的、自由的研究氛围。”雷斯特甚至设想，在

微软公司的商业环境中，建立一个类似卡耐基梅隆大学

的研究机构。

当雷斯特把建院的这一愿景公开后，终于

有人愿意尝试加入了。“他们中有的来自学

术界，有的来自其他科技企业。”雷斯特相

信是自己创建研究院的愿景吸引了他们，也

让他们看到了微软研究院的美好前景。

雷斯特的一位室友就是从IBM来到微

软的，他觉得微软研究院这个初出茅庐的“毛

头小子”有很多机会可以把研究变成产品，而不像

IBM还要考虑研发是否会影响固有产品的销售。

仅仅营造一个学术氛围还不足以打动更多的人。“他们究

竟在担心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雷斯特，于是他重新回访了

那些曾经拒绝他邀请的人。终于雷斯特知道了问题的根源——“项

目预算”，这是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在传统的研究机构里，得到

预算的支持需要研究人员拿出好的项目。所以，很多人质疑微软对

项目支持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为了扫除这个隔阂，雷斯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设

专门的研究预算，不需要研究员提出提案来申请预算。接下来，

雷斯特只需要说服盖茨。“很多研究员在申请预算的时候往往都

会‘超标’，所以当项目进入尾声的时候，剩余的预算都会被挥霍

掉。”雷斯特很简单地告诉盖茨，这么做的目的是帮助盖茨省钱，

当然，同是研发出身的盖茨欣然接受了。

“没有了这样官僚化的结构和流程，研究员再也不用担心钱

的问题，他们大可放手一搏。”雷斯特用这个巧妙的方式，再次赢

得了业界人士的赞许，也吸引了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

就这样，一个有着学术氛围的研究院开始初具规模了。“和这

群聪明人共事感觉很好，每天我们都会有新的技术和创意，我们

每天都在一起学习，大家都感到很兴奋。”雷斯特一语道破自己能

够在一个岗位上坚守超过20年的秘密，而这20年也给微软平添

了几分“书卷气”。

如今微软研究院已经有近千名研究人员和六大研究院，而今

天在世界顶级学术会议上，所有论文当中有10%～30%的论文都

出自微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之手。　　

做技术与管理的“双料冠军”

智造微软“核裂变”

年幼时的雷斯特喜欢拆散一切让他感兴趣的

电子设备，所以他家的收音机、电视机、电话机

无一例外成了他这一爱好的牺牲品。

直到上大学，计算机让他变得如痴如

狂。为了避免和其他学生抢上机时间，雷斯

特通常都在晚上去上机。“一切都令我着了

魔。”当时的电脑并没有用户界面，只有开关

键和一些电线，雷斯特需要用电传机的程序变

成纸带，再送入纸带阅读机，这个过程往往要花费

很长时间。“为什么不能用编程，发出一些指令来帮我完

成这些事呢？”雷斯特带着好奇，开始了他的计算机之旅。

雷斯特记得自己第一次使程序成功运行时的情形，那是在一

个午夜，这些冰冷的硬件开始为他工作起来了，自己的创意和想法

都可以通过这台机器实现。当晚，雷斯特非常兴奋，他甚至发现自

己已经对计算机欲罢不能了。

雷斯特还是一个编程高手。450000行代码可以迅速从他的

指间生成。他是一个忠实的计算机游戏迷，爱收藏游戏、玩游戏，

频繁浏览计算机游戏站点。他同时喜欢读科学幻想小说，酷爱计

算机游戏。他对此的痴迷程度超出了同伴们的想像。

连雷斯特自己都没有想到对计算机的兴奋能够从学生时代持

续至今，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微软他成为一个精通技术与管

理的双料冠军。

“微软研究院的管理非常简单，大家都是最聪明的研究员，

只要有一个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宽松的工作氛围，每个人都会爆发

自己工作的‘小宇宙’。”雷斯特只要做好一件事，让他们能够很好

地合作，在微软研究院雷斯特有着双重身份，既是管理者，也是研

究员。

交互电视和流媒体的研发是雷斯特刚到微软时主攻的项目，

随着技术的成熟，1996年互动电视的产品团队正式成为一个部

门，后来这个部门转化成为互动娱乐这么一个专门独立的业务

部。“就像细胞的裂变，我们不断有新项目的研发，当运作到一定

《数字商业时代》 文 /齐  鹏

让聪明人找到无框世界
“我只要给他们提供最优越的环境、最宽松的资金，我不会干预他们的任何创

想，因为能够进入这里的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雷斯特带领微软走上一个疯

狂的科技时代。

微软「变脾气」

        兴奋
“和这群聪明人共事感

觉很好，每天都会有新的
技术和创意，大家都感到
很兴奋。”

         着魔
“计算机的一切都令我着
了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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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后剥离成为事业部。”雷斯特的比喻有些谦逊，事实上，这些

剥离出来的部门最后都成为了微软最核心的竞争力，如同一场“核

裂变”爆发出的能量。

微软研究院成立初期，雷斯特还牵头做了很多项目，包括微

软的第一个电子商务团队，Windows直接接入技术的团队，甚至

亲自设计和开发微软第一款在线游戏。

雷斯特最满意的成就是在2000年初研发了一个编码分析软

件。此前，微软一直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就是伴随新产品和新补丁

的推出，一些错误代码也同时出现。“这样的结果造成微软员工的

信心受挫，无论是研发人员还是销售人员都如此。”雷斯特决定开

发一种新工具，帮助他们做软件测试。后来，该产品的出现不仅改

善了微软的业务状况，而且对整个软件行业和研究领域都有极大

的影响。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技术人员，雷斯特还是一个出色的管理

者。“我的管理没有什么秘密，就是给他们自由的空间，让他们自己

决定研发的内容。”在雷斯特看来，既然雇用了最聪明的人，就要

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良好的环境是这一切的必要条件。

即便是雷斯特觉得研究员成功的几率不高，他也不会阻

止。“你要相信他们的能力，历史告诉我有很多开始觉得不成功

的项目，往往有更伟大的结果，就算不是也对别的科学领域有关

键的推进作用。”雷斯特认为，管理手下的研究员，不是管理

他们的研究活动，而是如何让他们更开心、更高效

地做事。

直到今天，IT产业还是人才流动最频

繁的一个行业。每年微软员工的跳槽率为

10%，整个硅谷则高达20%，而微软研究

院的人才流动指标却低于3%。这一点很大

程度上保证了研究不被临时制动。雷斯特兴

奋地说：“我们有着独一无二的研究环境，在

这里的研究人员可以灵活、自由地从事自己所热

爱的研究。”

先“学术”后“产品”

帮微软“买份保险”

建院之初，雷斯特就和盖茨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要在研究

涉及的各个领域中，追求卓越和极致”；其次才是“将创新技术迅

速转化为微软产品”；最后是“确保微软产品的未来发展”。

所以，今天人们看到的微软研究院充满了学术气息，而“专利

墙”则是每个研究员引以为傲的成就。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负责人

开始抱怨：“微软让我们头疼”，因为最优秀的计算机专业学生纷

纷选择去了微软发展。

有人曾把微软研究院与施乐著名的帕克（PARC）研究中心相

比，帕克以它大量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而名垂青史，如：图形

用户界面、激光打印机和以太网等。但它却一直缺乏把成果转化

为产品进而取得效益的有效手段。

“外界这样的指责，在我看来影响是积极的，这样我们既可

以将理论研究推向最高境界，又从中创造了源源不断的技术。”

其实，雷斯特和他的研究院为微软贡献了无数项技术，今天微软

的任意一款产品都有研究院的影子。

研究院产出的稳定技术流正在驱动微软的新产品。“你不妨

看看Kinect，它就是长期基础研究的结果之一，新技术已被应用

到空前成功的产品上。”雷斯特所说的这款产品，在2010年圣诞

节以两个月销售800万台而创下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销售纪录。

“它的妙处在于，把实时三维计算机视觉领域研究所取得的

艰难成果转化成了单价仅仅150美元的产品，让任何人都可以买

到。”雷斯特把Kinect归为一种革命性的产品，因为它能够给大

学研究人员的工作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此前他们从来没有使用

过这样的工具，因为它是如此昂贵。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我们的研究成果造福

亿万大众，从而影响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大局。我们希望我们

的研究成果能够帮助微软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地位。”因此雷斯特积极鼓动研究队伍和产品部

门紧密合作。如今研究院的众多成果在产品

中已经有了相当的应用。

雷斯特对微软研究院的贡献，让盖茨

和乔布斯都为之赞叹。他们认为，从一家企

业和投资回报的角度上看，微软研究院都是

最好的投资。实际上，过去几年来，电气和电子

工程师学会（IEEE）都认为，在同行业中，微软研

究院的科学专利水平是最强的。

“我们为微软买了一份保险。”雷斯特表示，由于在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院认真地投入了实质性的资源，才让微软能

够获得如此巨大的资产。“让我们能够不断进入新的业务，并保护

现有业务。所以，我和我的团队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边推

进科学前沿，一边创造更多的科学奇迹。”

     小宇宙
“只要有优越的工作环

境和宽松的工作氛围，每
个人都会爆发自己工作的
‘小宇宙’。”

对话里克·雷斯特

一切创想都源自生活
数字商业时代：搞一辈子的研究会不会太枯燥了，你平时的消

遣方式是什么？

雷斯特：当然不会枯燥，我很享受搞研究的过程，因为每一项

创造都让我感到激动。

平时我喜欢看书，主要是科幻小说。几年前我还参加过一次科

幻星云奖的颁奖典礼，当时做了主题演讲，我认识很多写科幻小说

的作家。我最喜欢的是Greg的作品，他的风格与众不同，属于“硬

科幻”，就是包含一些科学内容的科幻。我喜欢的一部电影叫《盗

梦空间》，它很有趣。你必须看两遍，才能完全理解其中穿越的层

次意义。

另外，我还喜欢骑马，这和我妻子有关，因为她很喜欢。

数字商业时代：所以说，你的很多创想都是来自一些科幻作

品的点悟或者是马背？

雷斯特：马背上产生创想有点不实际，因为骑马的时候需要

聚精会神，否则容易出危险。但是创想的确是来自生活的点点滴

滴，比如，操作系统的想法就是我一直盯着窗户看，偶然愣神会把

我带到另一种境界。

数字商业时代：你的想象力很丰富，这和你过去的经历或者

儿时的经历有关系吗？

雷斯特：或许有一些，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宇航员。记得

我11岁的时候，我和姐姐、哥哥坐在一个大纸箱子里，假装那是太

空舱。后来因为我眼睛近视，宇航员是不让戴眼镜的，所以这个梦

想就成了永远的遗憾。

还有，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做各种实验。我喜欢把收音机、电

视机等电子设备拆散，然后再把它们组装起来，我就是想明白它

们是怎么运行的。

数字商业时代：当初你创办微软研究院的初衷是希望让它能

够时刻在科学的前沿，你认为你做到这个目标了吗？

雷斯特：我们身处在一个科学加速进步的时代，今天微软也

已经拥有了处理覆盖整个行星规模的数据中心，不仅仅是微软，

谷歌、亚马逊等都做到了。未来是一个事物互联的时代，比如借助

GPS跟踪城市里人类流动的情况，甚至是找到某种重大疾病的解

决办法。

数字商业时代：有些人指责微软研究院过于理论和抽象，而

不是着眼于最终产品。对这样的评价你怎么看？

雷斯特：我听过这样的指责是高兴的，因为这样可以促进我

们在推动理论研究的同时创造源源不断的技术。说实在的，如果

你看看微软旗下所有的产品，随处可见我们的印记。我们或者创

造了某一项技术，人们可以使用它来制造产品，或者提供了某一项

技术，用于驱动某些产品，我们为产品提供了各种功能。

数字商业时代：你会怎么激励你的员工积极创想？

雷斯特：我只要给他们提供最优越的环境、最宽松的资金，

我不会干预他们的任何创想。因为能够进入这里的都是世界上最

聪明的人，这些聪明人自己知道来这里能做什么。

数字商业时代：很多创想都源自你自己的生活，那么在你看

来，生活中哪些方面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哪些是最糟糕的？

雷斯特：最开心的是能够和这些全球最聪明的人一起共事，

而最糟糕的事情是我要花太多的时间坐在飞机上——特别是如

果你所在的组织没有单一的工作地点，而且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在

美国以外工作。即使在美国，我们也分为雷德蒙实验室——这是

规模最大的实验室，还有山景城的大

机构、在圣巴巴拉做量子计算的团

队，以及马萨诸塞剑桥研究实验

室。这就需要我频繁地旅行，路

上要花去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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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一直都在编织人类对机器的

幻想和恐惧：人类希望机器终有一天能神

通广大，但又不无担忧那一天到来时，这些

机器会反仆为主，威胁人类的生存。

究竟，这样的欲望悖论最终会如何演

变，我们实在无法预知，但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各种技术的植入，现在我们身边的机

器，的确越来越聪明了。它不仅可以理解我

们的语言—当你对着iPhone4S上的Siri表

述衷肠：“我爱你！”它显然知道你在逗它

玩，但也乐于将戏就戏，“我想我还不够了

解你”；而且它能感知你的动作、声音以及

面容──当你在看电视时，你无需遥控器，

只要手动一动，电视就知道你想要什么；甚

至它能够帮助我们读懂更多的信息—一个

只懂手语的孩子，对着手机摄像头比划手

语，另一端持着手机的父母，竟然能够一字

一句听到孩子的“声音”……

看来，更自然、更直接的人机交互方式

已经势不可挡了。当然，这也意味着，在咫

尺之遥的未来，我们将无法离开这些聪明

的设备。

去年销售最火爆的电子消费品是什

么？答案既不是苹果的iPhone4S，也不是

苹果的iPad2，而是微软的体感游戏感应

器Kinect：这个微软Xbox360游戏机外挂

设备初卖60天即有800万的销量，登上了

吉尼斯纪录，成为“史上卖得最快的电子消

费品”。老牌PC科技巨人的威风似乎重新

振作起来。

“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游戏控制器，虚

拟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最后一米距离也

终于不复存在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图形学

研究员童欣如此形容Kinect。运用一个有

强大软件支持的3D摄像头，Kinect可以感

知你的动作、声音以及面容，并将其捕捉进

游戏世界，你的一举一动与游戏角色完全

融为一体。在第一年的大卖中积累足够人气

之后，2012年Kinect的战略布局将真正显

现，而体感操控这一另一种自然界面的人

机交互方式也将随之更为普及地来到你我

身边。

从客厅来到电脑桌前，是Kinect的第

一个新年愿望。已然发布的新一代Kinect 

for Windows，针对PC端进行优化，可以

在电脑前50厘米的位置精准成像，即使再

缩短至40厘米，成像效果也不会受太大影

响。这意味着无论蜗居的青年还是宿舍板

铺下的大学生都可以对着自己的电脑体验

Kinect, 体感操控不再是窗明几亮、客厅宽

敞的中产以上阶层的专利。而且Kinect将

从单机应用跨越到互联网络应用，体感操

控将开始面对最为广阔的网民用户群。而

在台式PC之后，直接植入Kinect的笔记本

电脑也在期待中。

不仅如此，体感操控所能取代的将不

只是游戏控制器，电视遥控器也能成为下

一个被取代对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微

软都在和媒体公司商谈为Xbox游戏终端

提供电视节目内容。但要改变人们天长地

久的使用电视的习惯，赢得内容商的加盟，

一再被证明是一个异常棘手的挑战。索尼、

谷歌、苹果都做过，目前都是失败教案。

而微软一直云山雾罩的媒体合作伙伴，在

去年开始相继露面，目前YouTube、Verizon 

FiOS TV等近20家内容商已开始向微软的

Xbox电视提供服务，而2012年真正的大牌

内容商BBC、HBO Go、MLB.TV和Comcast

的Xfinity也将相继登场。而Kinec的体感

操控，以及语音识别与Bing搜索的结合则

是Xbox电视与竞争对手的关键区别。有着

Kinect风靡全球的先期优势，Xbox电视

至少不是白手起家。抛下那20年模样未曾

有过改变的遥控器，相信对所有人都有不

小吸引力；随着内容资源的完善，2012年

Kinect将开始带着我们向电视遥控器说再

见。

网络社交也会因为体感操控技术呈现

出全新的展现方式。Kinect上的聊天工具

Avatar已能让身处异地的家人或朋友在

虚拟的3D世界中聊天时，将自己的语音和

手势，甚至是自己皱眉咧嘴的表情，还原到

3D动画人物身上。但不久这也会显得小儿

科，“我们已经可以全自动化地捕捉真正

高清度的人脸三维动画细节，每一帧、每

一个时刻，包括它所有的皱纹、细节，以及

栩栩如生的运动都可以非常逼真地捕捉下

来。”童欣表示，“目前这一数据处理过程

虽已无需耗费人力，但仍然需要若干小时

的后台处理，我们正在努力的目标是要让这

一过程实时完成。”童欣说未来的视频聊

天，人们看到的将不再是一个平面的影像，

而是一个真正可以从各个角度观看的真实

的个人。3D图形捕捉技术能改变的不仅是

电影，人们即将感受到它在电视和视频领

域带来的全新体验，乃至对整个影像世界

的颠覆性改变。这个过程自然需要一段时

间，但2012年的Kinect无疑是最好的试验

场。

在体感捕捉的人机交互方式下，真实

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正在逐步被打破。

现实中的物体可以被3D扫描进虚拟世界

中，再与现实中的人互动；比如让你的玩具

泰迪熊出现在虚拟游戏中与你所有的朋友

打招呼。“以前游戏里所有的道具都是现成

的、别人提供的，现在你自己可以决定和自

己相关的一个游戏场景，而且你可以把这

个东西分享给别人，和别人一块玩，这就会

完全不同。”童欣表示。这些微软所展示出

的Kinect技术的可能性，将在2012年出现

真正的商业化运用。

它更聪明了

节选自《周末画报》  采访 撰文/黄   媛 杨方儒  编辑/罗  娴 

自一年多前上市以来，Kinect的
出货总量已经超过1800万部。
而它也帮助Xbox进一步提升
销量，目前已突破6600万

台。

1800别再将你身边的设备只是视作为设备，它们有大脑，

耳朵，眼睛，嘴巴……越来越了解你和我。

20 21

接下来，
值得关注的技术

第六感计划──这是麻省理工
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博士后Pranav 

mistry设计的人机交互技术。简而言
之，就是一种可穿戴计算机系统，这个

系统可以把任何表面转换成一个交互
显示屏。佩戴该系统的 人可以随意利用

虚拟装置，收集网络数据，然后像驱散烟
雾一样驱散它们。举个例子，你想知道现在

是什么时间，只要在自己胳膊上画一个表就
可以了，如果你想在手机上阅读电子邮件，只

需用手 指在 空中画一 个@符 号。你可以在手
掌上显示一个手机按键，无需从衣袋中拿出手

机，就能拨号。你在地铁上阅读报纸的时候，可
以在报纸上放映视频，为你阅读的话题提供更多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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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并且允许数据在时间上具备延展性，这种延展性可以帮助

我们忽略两次相同内容发音的差异，并进而抓取出两次发音的共

同特征。在隐马尔可夫模型中一个音将被分为3段，比如发出“啊”

音时，在模型中会被分为与前一个音衔接的阶段、声音稳定阶段、

与下一个音的衔接阶段。无论这个“啊”声音调和长短如何变化，

这3个阶段的特征总是不会改变的。使用这个模型分析之前录制的

数据库，统计所有发音音素特征的方差和均值，最终也就构建出了

包含所有音素发音可能的隐马尔可夫模型。

将隐马尔可夫模型反向应用，即可用来预测一个文本的语

音应该怎么被读出来，简单地理解为同一个音素不管是什么人来

读，在该模型中的数学均值和方差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在这

个变化范围中取出相对比较稳定的均值和方差数值，使用这些数

值反向合成的语音能够被人们听懂。

口型拼接

当然，除了使用隐马尔可夫模型外，要实现语音和口型的匹配

还需要借助很多技术，例如强制对齐。在制作必应词典的口模视

频时，实际上同时获取了视频、音频以及对应的文本信息，借助这

些素材和语音算法，可以实现这些元素的强制对齐。借助这种方

式，系统可以知道文本发出的每一个音在时间上的起始点和结束

点。有了对齐的数据，隐马尔可夫模型在应用时会更加准确，效果

也会更好。

在实现口型拼接时，我们看到拼接视频中的每一帧实际上都

是从之前录制几百句基本音素的视频帧中抽取出来的。但如果只

是简单地进行帧拼接，画面中人的头部会快速抖动。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使用了面部特征分析技术，通过

分析眼睛和嘴部的关键特征点的位置变化来判断头部的移动量，

并根据移动量进行每一帧的图片校正，之后再按照一个固定形状

单独把嘴的部分提取出来，进而获得所有嘴型的变化。

2D向3D迈进

 

通过上面的方法已经可以生成十分自然的口模视频，但是这

个视频中的口模是2D的，如果想让口模按照语音的韵律自然地摆

头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

员们最终开发出了3D Photo-Realistic Talking Head。

首先，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们根据一个公共数据库中激

光扫描的人头3D数据生成了一个标准的3D模型，这个模型可以

被理解成是这个数据库中所有3D模型数据的均值，即一张平均

脸。通过适当地改变平均脸几个关键维度的参数，能够让这个平

均脸更好地去适应现实中某个人的脸。借助这种方法就可以获得

与某个特定人近似的3D头像模型，之后再将从2D合成视频得到

的人脸2D图像通过投影的方式投射到这个3D头像模型上。这项

新技术解决了传统3D人脸动画中的几个难题。首先是借助2D图

像大大提高了3D模型对眉毛、眼睛、嘴等部分渲染的逼真度。另

外，用物理建模的方式渲染并再现舌头的动作非常困难，因为舌

头在口腔中的动作有的时候看不见。而原始图片可以十分出色地

再现这些细节，使3D模型看起来更加自然。

此外，这种3D模型生成的成本也很低，以往将一个真实人

物的头部转换成一个虚拟的3D模型往往要用到昂贵和复杂的设

备。而3D Photo-Realistic Talking Head只需要借助一段预先

录制的视频，就可以生成一个虚拟的3D模型。研究员们希望在不

远的将来，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3D头像，这将在虚拟数字世界

里给我们带来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

被称为3D Photo-Realistic Talking Head的技术可以为用

户生成虚拟3D头像，该3D头像可以读出输入的文本，而且口型与

语音能够与原用户十分近似。更为神奇的是，该3D头像不仅可以

读出原用户从未说过的母语，通过与跨语言的TTS语音合成技术

结合，该3D头像甚至还能精准地说外语。在前段时间微软研究院

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微软亚洲研究院首次展示了微软首席

研究与战略官克雷格·蒙迪的3D头像，在现场演示中该3D头像

不仅用英文与我们打招呼，还用中文与我们“聊”了一段。

寻找基本音素

Talking Head的核心技术在于实现口型合成及语音合成，并

将合成的语音与口型相互匹配，即可生成最终的虚拟影像。

口型和语音合成的前提条件是数据库中包含了一种语言可能

发出的各种音调和口型，即便是让Talking Head模型去说全新

的一段话，只要借助数据库中预先录制的基本音素和口型，同

样可以拼接出十分真实的语音和口型。事实上，基本的音素数据

库远没有想象中大，比如在录制必应词典英文的口模视频时，被

选中的口模只是在摄像机前录制了几百个句子，就完成了数据库

的建立，该数据库将包括几乎所有英语会用到的口型、发音以及

大部分音与音的起承转合。

在对数据库进行建模时，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们采用了

原来广泛用于语音识别的隐马尔可夫模型，这是一个基于统计的

本文转载自CHIP《新电脑》2012年2月刊  文 /李  涛

由于缺乏语言环境和专业外教，在学外语

时我们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即便经过了努力

的训练，最终练就的总是看得懂、写得了但是

却说不出的哑巴外语。而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发

的新技术则改善了这一问题，将免费外教带到

了我们身边。

以前人们用雕塑记住一个人，后来演

变为绘画，再到后来演变为拍照，我

们希望未来能用虚拟的3D模型来记

住每个人的音容笑貌，让即使相隔几

个世纪的人们也可以对话聊天。

——王丽娟 微软亚洲研究院语音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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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方式。当我们看到照片中楼房的窗户因为拍摄视角的问题而变

得倾斜时，并不会认为窗户就真的是倾斜的，我们甚至知道窗户

本来应该是方正的，同时我们还能分辨出挡在窗户前的树杈并不

是窗户的一部分。类似地，通过建立高维图像识别的物体规律，微

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已经能够让PC实现类似的功能，它能够帮助

我们把倾斜的楼宇校正，或者擦去楼宇前方的树枝。

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这项技术的特长与不足，凡是遵循一定

规则的物体或图像，这项技术就能够通过建立规则的方式对其进

行识别，凡是规则性不强的物体或图像，这项技术往往就会有较

大的局限，例如在一个混乱的花丛中处理某个物体就不是这项技

术能够胜任的。通常来说，具备规则性的物体往往是由人所创造，

因为从人类最基本的理念上来看，人类相信这个世界是简单的，

且具备规整结构的，在人类创造各种物品时都会遵循简单、易用

的原则，在这种原则的影响下，没有规则性的事物就会被逐步淘

汰。规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我们并不需要给世界上的

每一种物体都建立一个规则。这里的规则实际上是一种数学结构

的分类，很多物体在数学结构角度上看是相同的东西，所以我们

只需要建立一些重要的通行规则即可。当然也有一些特殊事物要

单独建立规则，例如文字。

文字这种由人类发明的图形组合，在人类审美和规则性思维

的调整下，逐步完善并建立了很好的规则性，比如横平竖直以及各

种整体或局部的上下左右对称性等等。无论是英文、中文或是其

他文字，基本都具备很强的规则性，而这种规则在数学上也是能

够归纳和总结出来的，这样的图像在高维空间中有着很低维的内

在结构。例如，目前除了笔划很少的汉字规则性不强外，绝大部分

汉字都具备很强的规则性。

总的来说，这种高维图像识别技术能够解决以往我们根本无

法解决的一些图像识别问题，在逐步完善后，它将会彻底改变我

们识别和操作图片的方式。目前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们正在努力

完善这种高维图像识别技术。首先，目前的高维图像识别技术在

识别图像中的物体之前，用户要告诉计算机正在识别的规则物体

的位置。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让计算机能够更聪明地发现，图

像中哪里存在规则性、哪里没有规则性，以及针对图像的不同位

置使用不同的规则进行修复等。这种技术另外的一个努力发展方

向就是提高运算效率，比如最终能够实现在智能手机等终端上实

时运行。目前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借助普通的主流PC，已经将

1万点图像的识别速度提升至不足1秒的时间，随着后续算法和程

序的改进，这一技术最终将能够被普通用户所使用。

传统的PC图像识别技术主要基于统计学原理，其主要依靠

分析视觉数据的特性，并将这些特性借助统计建模等数学分析方

式提取出来，以最终应用到实际的图像处理中。这种图像识别技

术仍旧是目前的主流，广泛用于OCR文字识别、人脸识别、图像

处理等领域。但是这种传统的数学分析方式存在很多局限，比如

对图片的质量要求很高，这一问题直到新的数学模型出现才得以

改善。在2010年5月CHIP的“时尚科技”栏目中，我们就曾经向大

家介绍过一种PC图像识别技术的新进展。2009年以华裔澳大利

亚籍数学家陶哲轩为代表的一些数学家率先发现了在高维空间中

一些原先公认很难的（NP-hard）组合问题，可以用一系列高效

的凸优化算法来解决。而由此产生的数学模型可以用来解决目前

视觉计算所面临的难题，而且最终的计算结果非常理想。

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当时利用这种数学思想取得了图像

识别领域的很大突破，使用这种新的数学模型带口罩或墨镜的人

脸甚至都可以被PC读取和识别。最近，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在

这一技术领域再次取得了新的进展，他们让PC能够看“懂”建筑

物，或者具备“认”字的能力，并纠正扭曲或变形的文字。

读图从看懂结构开始

传统的二维图像识别技术更多地依赖图像特征点来工作，它

首先通过统计学的方式来获取图像中最有代表性的点，之后在遇

到新的图像时会尝试在其中寻找这些特征点，并将寻找到的点与

原来统计得来的特征点进行对比。在图片质量比较出色且没有扭

曲的情况下这种技术往往能工作得很好。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在

拍摄图片时，由于光线、所处的位置等诸多原因，最终无法获得合

格的图像，这也就大大限制了这种图像识别技术的发展。

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尝试使用高维的数学模型和优化工

具来解决这个问题。简单地理解，高维的数学模型采用矩阵的模

式，可以帮助我们以整体的概念来看待图像中的物体，而不像传

统技术那样只获取局部特征点，这更像是寻求图像中物体的整体

对称性和规则性。例如，通常的楼房窗户都是平直的矩形，桌子总

是四四方方拥有4条腿等。借助这些规则，即便图片只能提供有限

的信息，PC也能够更容易地识别出图片中的物体。在高维数学模

型中，输入每一个点的数据都可以被用来预测某种规则性，因此

这种高维的图像识别技术可以利用图片中几乎每个像素点来获取

图像中物体的整体规则结构，这意味着往往只需图片的一小部分

即可完成图像中物体的矫正和识别。例如，在传统图像识别技术

中，100×100的图像区域往往提供不了多少特征点数据，而在高

维的图像识别技术中，这意味着将有近10000个像素点都可以用

来获取图像的规则结构信息。

从人的角度读图

借助规则性和规律性来识别周围的环境和景物是人类的基

本技能，实际上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在学习各种各样的规则。比

如什么是矩形、什么是圆形，以及桌子一般什么样、房子一般什么

样等等。而高维图像识别使得计算机具备了与人类相同的图像识

计算机相关的图形图像技术在最近的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个人电脑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令

人惊奇的图像处理工具，借助数学研究领域的成果，PC已经开始学会看“懂”图片，甚至看懂文

字、分辨建筑物。

Technology 前沿 技术

本文转载自CHIP《新电脑》2012年2月刊  文 /李  涛

目前，高维图像识别技术主要适用于有结

构的、有规则性的环境，它的优势在于针

对具备规则性的物体，能得到最精确、最

稳定的几何和结构恢复。

——马毅 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视觉计

算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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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互联日益普遍，企业开始专注于挖掘尚未开发的数据潜

力，以提升工作效率，而如何处理数据才最有意义？微软亚洲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赵峰向《科技创业》杂志记者展望了物联网数据分

析技术的发展趋势。

《科技创业》：物联网的数据有什么特点？

赵峰：物联网产生的数据多是实时的，且与物理世界相关，

具有空间及时间的概念。另外，数据量也非常大。因此在抽样过程

中，研究人员需要确定什么数据是最有价值的、应该在什么时侯

采集、以及如何用最小的数据量达到分析目的，以免浪费宝贵的

电能和网络资源。收集用户的传感器信息的同时，还需注意对数

据进行隐私屏蔽处理。

《科技创业》：如何使数据流具有预见性？

赵峰：你说的可预见性，就是采集到有用的数据。一般方法

是根据先验的数据建立模型，推测今后会有什么样的数据，哪些

地方存在有价值的信息。以采集北京交通事故信息为例，解决方

案是根据以往交通数据，在事故多发地段多放些传感器。另一种

方法是从软件、传感器编程方面着手，提高抽样频率和范围，以免

漏掉重要数据。物联网数据处理和其他的数据处理不同，数据时

刻不间断地流进来。因此，在把数据流存入大型数据库的同时，需

要用实时处理工具及时提取关键信息。

《科技创业》：微软在数据流的实时处理方面做了哪

些研究？

赵峰：在前端处理环节，我们的智能传感器具备简单的检

测机制，数据一进来就能进行过滤，然后筛选重要的部分传到云

里，提高网络的使用效益，同时节省功耗；针对后端处理器上的智

能处理环节，微软推出了StreamInsight，这个数据库系统能够

采用多种方法对数据流进行分析和过滤。

《科技创业》：能否谈谈将于明年推出的数据处理工

具SQL Server2012？

赵峰：新版SQL将提供新的数据探索和分析方法，以及可视

化的应用。通过对多种产业及领域的调查，我们发现多数公司的

数据分析师没有很好的分析工具，这就无法从数据中及时看到有

用的趋势。如果一家汽车销售商想要找出最近几年越野车在美国

销量下跌的原因，通过观察油价的变化，可以发现两者是负关联

的。但更多时候，人们在做数据分析之前并不知道分析对象可能

与哪些数据关联。新版SQL将针对这类应用提供交互式的分析工

具。数据存储更是现今企业面临的问题。目前企业的数据量增长

速度很快，而新增计算机的采购预算难以跟上这个增幅，这就对

数据存储及处理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以前的数据多数

比较结构化，而现在的很多数据不够这样的。SQL Server 2012

将针对上述问题提供新的数据整合工具。

《科技创业》：我们未来看到的数据处理过程会是怎

样的？

赵峰：就像制作PowerPoint那样，数据分析师的很多工作

就是做图和表，有些报表比较简单，每年都大同小异。但数据量

和复杂性的快速增长对分析和展示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分析

师需要更灵活的探索工具，将关键数据的关系投影出来，做成

PowerPoint，展示给同事和同行看。很多时候，这些图的制作过

程不会是预先想好的，而是交互式的——先假设大该需要这样

画，画好后看上去不对，再进行新的假设，分析和修正。

《科技创业》：这些数据分析方案，是否会对网络的

优化产生影响？

赵峰：我觉得应该有，但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应用来看。有些

应用数据流量不大，但如果是语音或者图像相关的应用，数据流

量就比较大，对网络的要求也较高，而且网络的带宽有限，这种情

况下就要考虑数据压缩的问题。另外，无线网络对优化要求更高，

需要决定什么时候传输以及传输什么数据。

赵峰，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从事计算机系统、

无线与网络、硬件计算、软件分析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在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赵峰曾担任微软

总部雷德蒙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负责网络嵌入式计

算组，领导开发了微软研究院传感器尘粒、微型网络

服务、SenseWeb和SensorMap、数据中心基因组等项

目。借助他的多项研究，如今的微软数据中心被誉为

全球仪表化与监控最为密集的云计算基础架构。

赵峰是美国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IEEE Fellow)

《美国计算机学会传感网络汇刊》(ACM Transactions 

on Sensor Networks)的创刊总编辑，并且撰写或合作

撰写了超过100篇技术论文和书籍，其中包括摩根考夫

曼出版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信息处理方法》(与Leo 

Guibas合著)。赵博士获得过许多奖项，其中包括美

国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青年研究奖(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与美国海军研究局青年研

究奖(Office of Naval Research(ONR)Young Investigator 

Award)。他的研究曾被BBC国际频道，商业周刊及科技

评论等著名新闻媒体报道。 

赵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并在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MIT)获得电机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在加

入微软之前赵博士曾在位于硅谷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

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担任首席科

学家工作，领导该中心的传感器网络研究，并任教于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大数据分析的变革
物联网技术的下一个热点将是帮助企业获取并利用大量数据，以及提供可视化应用。

《科技创业》文/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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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游戏正越来越多的为用户提供通过自己创建3D内容对

游戏过程进行个性化的机会。他们通常会使用游戏内置的编辑工

具创建这些内容。例如，微软Halo系列的最新版本就包含了一个

地图编辑器；通过Spore生物创造工具(Spore Creature Creator)，

用户可以为时下流行的美国艺电(Electronic Arts)游戏制作属于自

己的生物。

这些工具让很多玩家能够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并丰富各自的

游戏体验。然而，对大多数用户而言，操作这些工具是有一定难度

的，所以只有一小部分用户可以为自己创建游戏内容，并且也只是

有限的几种类型。

对于更广泛的游戏内容，如任意3D模型、纹理和动画，

往往需要熟练的专业人士花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借助

Autodesk 3ds Max(以前叫做3D Studio Max)和Maya等昂贵

的软件工具，来创建个人化游戏资源。这些工具的成本和技能要

求对于大多数用户是很难达到的。

尽管存在游戏个性化实现的困难，但是，设法让所有用户都

能够创建自己的游戏内容仍然是一件很值得尝试的事情。因为它

可以带来全新的游戏体验，并且具有为使用这种产品的用户带来

海量可用内容的增长潜力。 

对象数字化

为对象数字化成为一项极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法，与大多数现

有工具相比，它的功能更加强大，而使用过程却更加简单。数字化

过程通过摄像头和其它输入设备来度量真实世界物体表面的3D

位置，并自动为这些观察对象构造3D模型。

其中有一项技术是利用3D激光扫描仪将激光投射到需要数

字化的对象上，并根据光线返回摄像头所需要的时间长短来度量

表面点的距离。研究人员已经使用这种方法构造了非常细致的文

物模型用于研究和保存。例如斯坦福大学的“数字化米开朗基罗

项目”(Digital Michelangelo Project)。

在电影和游戏制作中经常使用另一种方法，即美术师为人物

和道具构建一比一实体模型，然后用坐标测量仪器对模型创建数

字化的虚拟版本。典型的坐标测量仪器是一个类似于机器人手臂

的接触式探针，用户手工操作它去接触对象表面各点，通过关节

的角度变化，这个仪器就可以推断出每个点的3D位置。

当传统建模方法不可行或成本效益较差时，对象数字化技术

是相当有帮助的。然而，上述两种方法都需要昂贵的硬件和细致

的用户交互，因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很难应用的。

对象的“KINECT”化

最近，在对象数字化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创新已经可以让任

何人能够在家里进行对象数字化。在硬件方面，用户可以借助微

软Kinect的色彩和深度摄像头，捕获需要数字化对象的表面颜色

和形状，而这种摄像头的购买成本不足此前摄像头的几分之一。

在软件方面，研究人员已经在解决利用此类摄像头的输入信息重

建3D模型难题中取得重大进展。

数字化对象

微软开发人员发明了一种快速、价格低廉且易于实现的对象

数字化解决方案。Xbox 360的Kinect，Kinect Fun Labs所提

供的“Build a Buddy”和“Googly Eyes”这两个应用就是很好

的证明。通过“Build a Buddy”工具，用户可以扫描各种各样的

对象，如动物的标本和自己喜欢的玩具等，把它们变成虚拟好友，

并在游戏中与之互动。“Googly Eyes”则利用身体姿势和手势，

使这些数字化的对象“活”起来。

这些新的应用程序采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字化流程。如图1所

示，首先，用户手持一个现实世界对象，把它的正面朝向Kinect，

然后调转对象，把它的背面朝向Kinect。经过简单处理后，系统

就能构建一个用户可以与之互动的3D模型。整个操作过程耗时不

到一分钟。

每个人都能使用的实物数字化应用
编者按：Kinect最初是针对Xbox 360推

出的交互式体感游戏设备，然而这种交互

技术不仅在家庭娱乐领域，而且在健康医

疗、教育、自动化及零售商业领域显示

出了它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在Kinect游戏

中，如何将实物虚拟化，并通过3D模型引

入游戏，使游戏内容更加丰富、逼真而生

动，是研究者非常关心的问题。 

文/ Justin Clark，微软公司软件开发工程师

本文由“Object Digitization for Everyone”翻译而来

图1：微软Kinect摄像头拍摄的图像代表了利用摄像头进行对象数字

化：(a)为对象的正面 (b)为对象的背面

图2：将摄像头所捕捉的图像转换成3D模型: (a) 通过分割，从所捕捉

图像中删除非目标部分；(b) 利用摄像头数据创建的点云；(c)在点云

之上适配3D表面；(d) 对最终的数字化对象进行风格化渲染和动画

从对象到3D模型

虽然拍摄过程看起来很简单，但从摄像头捕捉图像到最终生

产3D模型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计算。首先，系统从Kinect摄像头收

集对象的正面和背面的多幅图像。因为这些图像中包含着多余数

据，比如关于用户身体的数据，所以处理过程需要一个分割过程，

其结果如图2a所示，删除了不需要的数据。

然后，系统合并图像，并把它们转换成代表着对象的正面和

背面表层的3D点区域。如图2b所示，系统对这些区域进行对齐，

形成覆盖虚拟物体表面的一组点集，我们称之为“点云”。

接下来，表面重建算法在点云上适配一个光滑的3D表面，如

图2c所示。快速执行表面重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使用了微软亚

洲研究院开发的一项新技术(K.Zhou等,“Data-Parallel Octrees 

for Surface Reconstruction”, IEEE Trans.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2011年5月, 第669- 681页)。

最后，如图2d所示，Kinect系统将捕捉到的图像颜色数据映

射到3D表面上，并且在虚拟对象内部适配一副动画骨架，让它能

够弯曲、扭转和左右移动。

“Build a Buddy”和“Googly Eye”仅仅是对象数字化开

发巨大潜力的冰山一角。这项技术让用户拥有非凡的能力——创

造他们的游戏体验，将现实世界带入虚拟世界，并与他人分享更

多的游戏内容。

试想，数百万用户创建并共享海量3D模型，将会怎样？他们

可以用这些模型做什么，我们又怎样才能使这些模型更丰富、更

生动、更容易编辑？这项技术与正接近普通人群消费能力的3D印

刷技术相结合时，又会发生什么？

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世界正等待着用户通过创新的游戏

和应用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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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China Will Overtake the US in Computing… Maybe, 

Someday…”翻译而来

作者：James A. Landay 译者：刘贺

今天的《纽约时报》上一篇Barboza和Markoff写的文章《以

数量取胜：中国力求领先高科技》，可能会让你相信我博文标题上

所说的会基本上成为必然：中国的计算机技术会超越美国。这篇

危言耸听的文章真是让我越读越佩服。它沿袭了一种报道中国的

模式。这种模式在我2009年移居中国的时候就开始了，并且我发

现近两年出现得更加频繁。幸好我这两年也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认

识更深入了。我曾以为像CNN那样的媒体才会写出这么粗陋的文

章，没想到长于报道中国的Barboza，以及长于报道计算机科学

的Markoff，这些老练的记者原来也会这样。

我下周就要回到我在华盛顿大学的讲台了，所以我现在开始

梳理我在中国的两年半时间都学到了什么。以我个人观点，中国

计算机科学领域潜力惊人——这也是我携家带口到中国来的众多

原因之一。但是同时，中国要想在计算机科学上最终崛起，还要突

破很多重要的屏障。这些屏障并不会自行消失，而要突破它们，仅

是教育系统和政府制度的改革就会颇费功夫，更别说还有某些千

年的文化陋习了。因此我的博文副标题说：也许，某天……也就是

说，在不久的将来，我都不觉得中国的计算机技术会超越美国。若

真要超越，一些重大变化必须要先发生。

在下文中我会尝试探讨：

一. 为什么我了解，并有资格评论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崛起；

二. 在《纽约时报》Barboza和Markoff的文章上我所看到的

错误和疏漏；

三. 我觉得中国要发挥出在计算上的潜能必须要做些什么，

以及为什么我觉得中国的崛起是件好事，而不应是件让西方担忧

的坏事。

我是何人，点评中国计算机科学？

《纽约时报》上引用的某些人对中国计算机科学现状的评

论，让我看到还是有些吃惊的，于是我开始想，在这个问题上，到

底谁是比较合适的专家呢？我考虑良久，最后觉得我自己就是个

中国计算机技术会超越美国……

专家，至少从计算机科学学术圈的角度，点评一下中国计算机科学

的崛起，应该不成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在中国住了两年半。这两年半，我在中国顶级的计算

机研究机构——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过。我在中国顶级计算机院

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过书。我还在中国组织了若干大型学

术交流活动。在我来中国前，我在世界顶级计算机院系之一──

卡耐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伯克利大学（另一个顶级计

算机院系）获得了终身教职。此外，我还创过业，为英特尔公司组

建过一个普适计算实验室，后来又在华盛顿大学（又一个顶级计

算机院系）担任教授。我觉得以我的资历，应该略有资格来细数一

下中国的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当然，文中观点也请读者自行作判

断。我肯定也并不什么都说的对。这些只是我个人见解。但至少在

中国的两年，我的确见识了不少事，接触了不少人，并且开始对当

今中国动态有所了解了。

崛起观的问题在哪里? 

我想，中国在迅速崛起，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中国的经

济、基础设施（如港口、高速公路、货运铁路、高速铁路，还是教育、

科技，都是如此。亲见这一过程让人兴奋。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你能感受到一种惊人的能量（甚至比90年代中期第一次因特网热

潮时在硅谷所感受到的还要多）。计算机科学领域也不例外。就像

《纽约时报》文章里说的，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大踏步地前进。

但关键问题是：

一. 和美国以及西方比，当今中国计算机科学水平如何？

二. 中国的未来趋势如何？

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觉得《纽约时报》给读者留下的印象都不

尽人意。我们分别来看：

当今中国计算机科学水平如何？

在美国，计算机科学学术圈是许多商业上重大发展的基石（比

如，因特网、浏览器、无线信号压缩、云计算、语音识别、网页索引

和搜索、基于手势和触摸的用户界面、基于位置的计算，等等）。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计算机科学在学术上也有很大的发

展，比如大学扩招了，比如以前大学主要给国企开发些软件，而现

在也开始尝试尖端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和教育了。事实上，过去五

年里，中国计算机科学取得了很多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进展。这包括

政府对学术的支持，也包括中国在顶级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开始发

表的论文。

中国一切皆大

5到10年前，在顶级计算机学术会议上，你几乎看不到除了微

软亚洲研究院以外的中国研究人员写的论文。微软亚洲研究院还

是一群在美国学习工作过的大陆研究员和台湾研究员在1998年

建立的。而如今，有很多中国研究员都在顶级会议上发表过文章

了。但是，也要看到，对比中国计算机科学方向大量的大学和研究

员数目，这个文章数目还是很小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中国最

大的本科专业。我听到的一些估计称全中国有1,000多个计算机

系，其中有1,000,000多个专业方向。这真的很多！政府一定在计

算机领域投了巨资。

超级计算并不那么超级？

在这样的投资之下，中国计算机科学过去5到10年的重大成

就之一在超级计算机方向上。超级计算机是很大很快速的计算

机，常用来计算天气模型和军事武器模拟等。一些年前，中国曾一

度暂时拥有世界上最快的机器：天河-1A。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是

个令人垂涎的称号，而这头把交椅上坐的，曾经一度不是美国的计

算机就是日本的。其实这个宝座上的计算机也总在不断变更，因

为总有更快的计算机造出来。

虽说坐上这个头把交椅曾是中国的重大成就，但在我认识的

一些一流计算机院系里的人，几乎没有人把中国征战超级计算当

成大事儿的。为何如此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些一流计算机科学家

认为，虽然超级计算机对解决某些特定问题是有用的，但是这都

是过去的技术了。只要简单地改良底层的硬件处理器，性能就会

不断提升（事实上，如今大部分超级计算机都使用标准的桌面处

理器，而不再使用过去的特制处理器了）。

学术出版

在我自己的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和人机交

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的子领域里，中国仍然刚

刚起步。1991年Ubicomp会议开办以来的这20年，中国几乎就

没有文章出现（比如说2010年Ubicomp就一篇也没有）。今年我

和我在清华的学术同仁们共同在北京组织举办了Ubicomp 2011

会议。有300篇文章提交上来，只有50篇被接收（17%的录取率，

竞争很激烈）。虽然今年我看到了38篇中国提交的文章（去年只

有10篇），但只有3篇主要作者是中国人的文章被录取了（并且都

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很多美国大学一所大学录取的论文数就

不少于中国一个国家的（比如卡耐基梅隆大学有7篇，华盛顿大学

有4篇）。

其他顶级会议也有类似的趋势：中国5到10年前几乎没有代

表参加，但现在也有少量文章了（比如在最近几年网络系统的顶

级会SIGCOMM，NSDI和SOSP上每年有1-3篇——这些会议每

次接收30篇左右的论文）。同样地，大部分文章都来自微软亚洲

研究院，而不是中国的顶级大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代表的确开始在主要计算机会议上

出现了，但是中国的研究者在这个舞台上并不比很多小国（如法

国）更有影响力。但考虑到中国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大量院校

和研究人员，就有这么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是会维持这几年来的

势头继续急速直线上升呢（就像十年来年经济增长约10%一样），

还是中国在计算机领域影响的增长势头会开始有所放缓呢（就如很

多预测说中国经济增长仍会很快但速度会适中）？

学术创新：学生、教授和学术圈结构

创造力、创新和“设计思维”近三五年可谓是被美国的商界

传媒用烂了，尤其在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之后的最近几个月里。在

计算机科学的学术界和工业界，创新同样是很重要的话题。我们

说明：本文仅是对初稿(rough draft)的一个翻译分享节
选。原文作者James A. Landay教授将对文章做进一步
的修改和完善，欢迎关注其在个人博客上的内容更新。

也许，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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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想“改变世界”，并且相信要“改变世界”就要有创新能力，但是

创新能力和对世界的改变都不易量化测量。在顶级会议的文章数

量以及专利数量并不是对世界改变的测量标准，但是人们（也包

括我在内）有时还是会退回到这些数字上，因为数个数总是容易

做到的。

在中国时，我和很多一流的中国学生交流过。他们有微软亚

洲研究院的（学计算机科学的学生做实习最好的地方），也有清华

大学的（中国一流的计算机系）。因此我有机会观察了解他们的创

新创造能力。我的实验室也吸引了中国一些学设计的一流学生（并

且我们也雇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顶级设计师）。我也有幸能接触

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大学里的中国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那些已

经拿了博士的家伙们）。

基本的事实是，这群人创新能力的层次和美国的学生学者还

有很大差距。且实际上，中国那些“最有创造力”的人，基本都是

在美国或欧洲留学拿到博士或者工作过的人。我这并不是说那些

没有出过国的人所做的工作就不好——我上文说过微软亚洲研

究院就是世界计算机科研的顶级研究所之一，并且那里的研究员

也发了很多一流会议的文章，但这些研究员里最成功的那些，很

多也师从过西方训练出来的计算机科学家多年——几乎是在微软

亚洲研究院又读了一次博士。

所以基本事实是，如果你是中国教育系统的重点大学里出来

的，那么你接受了良好的“创新性”训练的可能性，就比那些从其

他大学出来的要低很多。这不是中国人的基因特质（很多西方教育

出来的中国人都清楚说明这一点），这是中国以千年文化为基础的

教育系统的问题。

虽然缺乏创新性是文化上的问题，但显然这里面同样也有很

善于创新的另类存在（中国的艺术活动发展就是跳跃式的）。这

些年来，一流的中国学生都离开了中国的教育系统，到美国留学。

虽然很多留学生在美国一开始既聪明又勤奋，但是并没有显现出

多少创新性。他们已经习得不要质疑教授和其他权威的习惯，并

且习惯于做别人安排好的事情而不是想自己的主意。但是，不久

之后，很多人接受了几年的训练就成长起来，并且成为行内的一些

新星（比如，我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同学，沈向洋和陆奇，现在都是

微软的高管了）。

创业

虽然中国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要继续发展还困难重重长路漫

漫，我觉得创业圈的景象倒是相对健康一点。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

专家，但是我也一直关注中国最好的科技博客和推特上的作者（引

用niubi, wolfegroupasia, tricia, kaiserkuo, affinitiychina, china 

law），并且关注着与创业相关的重要活动（像北京的TechCrunch就

是最近的例子）。

我也花时间和那些密切关注研究创业圈的人谈过或读过他们

写的东西，像在杜克和斯坦福工作的研究硅谷和全球高科技大企

业的教授VivekWadhwa（Twitter：@vwadhwa）。Wadhwa教

授最近评论说他到中国旅行时看到了健康的创业景象。那种要屡

试屡败、屡败屡试的创业文化正在形成，而这种文化正是当年的

硅谷崛起奇迹的原动力。

根据我的观察，我对中国创业圈的结论是：一、它是生机勃勃

的。二、一些重要的先行者，尤其是因特网企业，像百度、阿里巴

巴、新浪，已经在他们各自的市场上积累出了相当的垄断地位，就

像当年美国所发生的一样（虽然雅虎最近的故事告诉我们，这种

垄断地位也是很容易丢掉的），三、风投资金和创业企业的数量都

在迅猛增长。

综上，中国的创业圈可能是健康的，只是和西方比还是少那

么点创新，但我不觉得这是中国计算机行业的一个本质性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在未来会有像过去让美国计算机行业称

霸市场的那种本质性突破，并且倘若没有一流的学术研究，中国能

否实现这种突破。我觉得没有一流的学术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建

议中国人继续深化教育系统改革——但绝不仅仅是投入更多的

钱。我觉得结构必须调整（见下文）。

专利

另一个中国未来会在计算机基础技术称雄的理由是说，中国

有很多专利。《纽约时报》那个文章就指出，中国专利申请的数量

是如何超过欧洲，直追美日的。但这个文中没有提及的是，很多人

都觉得中国的这些专利大都有水分。他们要么是一些机构为了完

成特定的年度指标而申请的，而不见得真有用处；要么就是基于一

个国外的专利但做点小改动，好作为西方公司进入中国的商业壁

垒。《纽约时报》文章没说这些信息，因此这个关于专利的说法就

是被扭曲的了。再加上中国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专利之事实际上

让人更觉得中国未来不会有能力创新。

中国如何才能发挥潜力？

我前面的分析可能让你觉得我认为中国计算机科学领域近

期没前途了，但那就和事实南辕北辙了。我觉得有两个主要原因使

得中国会在计算机领域继续发展进步。首先，中国有巨大的人口规

模。有13亿人在，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有何种困难，也总是会有很多

杰出的人物出现，并且这么多人所构成的巨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本

身就会提供很重要的机会！其次，政府在技术研究上投入了很多钱

（过去十年年均增长10%）。这会使得许多研究人员可以开展很

多野心勃勃的宏伟项目。但是，我还相信，与其对中国恐惧，不如

同时看到中国在计算机领域的崛起也会以积极的方式改变世界，

所以我们应该试着帮助他们。

解决中国问题是解决世界问题的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想要中国计算机科学领域成功呢？我觉得，对于

美国乃至全世界，尤其是中国，都面临着很多大问题。而中国是帮

助解决这些大问题的关键。并且，如果我们帮助中国解决了计算

机科教系统中的问题，也会增加我们一起解决这些大问题的可能

性。这些大问题关乎：

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来就是包括保护环境和停止全球变暖

教育：提高基础教育和创新教育水平

医疗保健：创建医疗保健系统，既为解决老龄化人口问题（北

美、欧洲和中国都深受此问题困扰），也为全体公民提供合理价位

的医保服务

所有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都涉及到政策法规和市场定价，但

同时，重大技术创新，尤其是计算机科学方面的技术创新，都会对

解决这些问题有巨大的积极影响。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我

们会让世界变得更好。

世界实验室

鉴于这样的想法，我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尝试在中国大学和美

国大学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多领域的研究机构。这个世界实验室会

成为承担风险，打破原有模式，创造未来，攻关世界难题的一艘

旗舰。我们会应用一种新的称作“全球设计”的方法，来寻找设计

与技术、以人为本和以科技为本、学术圈与工业圈，东方文化与西

方文化之间的平衡。这个世界实验室将会进一步拓展可能性并创

造未来，也会帮助训练学生和大学、公司里未来的领袖，使他们成

为能够为社会难题提出解决之道的自由思想者。

我认为中国崛起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是未来还存在变数。作

为一个计算机科学家，我支持帮助中国提高他们的计算机科学水

平，因为我相信它会帮助中国，也会帮助全世界。面对复杂的问

题，我们不能保证成功，但团结合作，我相信我们会让世界变得

更好。

免责声明：本文系James Landay个人观点，而不是华盛顿大

学、微软亚洲研究院、英特尔公司或其他人的（除非其他人也同意

我的观点——我会很感激的）。

感谢UCSB的Ben Zhao提供网络系统会议的一些数据。

感谢Frank Chen, Lydia Chilton, Aaron Quigley, Robert 

Walker和SaritaYardi提供的修改建议。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光临微软亚洲研究院博客：
http://blog.sina.com.cn/msra

微软亚洲研究院
http://blog.sina.com.cn/msra[订阅][手机订阅]

作者介绍：James A. Landay

James Landay在2008至2011

年期间，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访问学

者，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教

授，他专门从事人机交互研究。James

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自动化可用性评

估、示范性界面、普适计算、用户界面

设计工具和Web设计。他还是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担任以人为中

心的设计与工程和信息学的兼职副教授。

James Landay于1990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EECS科学

学士学位，又分别于1993年和1996年获得了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

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首次展示了如何将素描用于用户

界面设计工具。James是NetRaker的首席科学家和创始人之一，

该机构于2004年被Keynote系统公司收购。从1997年到2003

年，James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EECS终身教授。

译者介绍：刘贺

现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攻读博

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

机系第二届软件科学实验班。大四时曾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一年，参与Sora

软件无线电项目。目前研究方向广泛分

布于操作系统、网络和计算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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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春节，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都会上映一出年度大戏“Annual Party”。在这个舞台

上，研究员们会尽情挥洒才情——飞扬的舞步、动人的歌声以及生动的表演，让我们看

到与平日工作中不同的他们。我们将那难忘一刻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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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5号，微软大厦二号楼

邮编：100080

电话：86-10-59178888

传真：86-10-82868527

网址：http://www.msra.cn/

博客：http://blog.sina.com.cn/msra

微博：http://t.sina.com.cn/msra

人人网：http://page.renren.com/600674137

视频：http://u.youku.com/微软亚洲研究院/

Matrix释义

 Matrix契合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定位——Matrix意为“母体”、“源头”。时至今日，微软亚洲研究院已成长为世界

一流、亚洲顶尖的计算技术基础研究机构——它不仅是一流学术成果的孵化器：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

了上千篇论文；拥有数百项专利；开发的上百种技术被应用于微软产品中，包括微软新一代操作系统、Office、Tablet 

PC、UMPC、XBox等软硬件——还吸引了一批世界级学者加盟，如深蓝项目之父许峰雄等。当前，超过300名中外科研精

英正在为它效力。微软亚洲研究院因此被誉为“全球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微软亚洲

研究院——世界级创新科技的母体和基础研究成果的发源地。

  我们所从事的是计算机科学基础研究。Matrix是计算机输入、输出间的交叉网。将原《微软亚洲研究院通讯》更新

为《Matrix》，亦因微软亚洲研究院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科技精英，并将中国和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连为一体。我们希望，

新的Newsletter也能成为连接朋友和伙伴的一个纽带。

  Matrix在数学中的含义为“矩阵”。数学是每一位计算机科研人员所须具备的基础能力。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大多数员工都钟爱《Matrix》（黑客帝国）系列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