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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衷情的事业

2012年6月23日是艾伦•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

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多年以来，计算机从业者对图灵总是怀有

一种特殊的崇敬——不止因为这位英国数学家堪称计算机科学

领域的诺贝尔和爱迪生，也不止因为全球计算机学界最具代表

性与影响力的奖项因他而得名。更重要的是，早在76年前，图灵

已凭借其令人震撼的天赋，对智能机器的“躯干”与“灵魂”做出

了界定，从而奠立了现代计算机及其所有衍生品的理论模型。

图灵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一个不朽的故事，以至于过了百年，

仍被我们痴痴地讲述。为科学而生，他的研究工作为计算机领域

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对科学的信仰使得图灵从事的密码破

译工作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拯救了数以万计人的生

命。今天我们在缅怀这位用生命谱写科学史的大师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年轻人的激励与期许。

今年4月，在主题为“引领交互未来，开启移动计算”的2012微软精英大挑战活动中，来自全国高校的

530多支队伍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舞台上尽情的挥洒才情。Kinect与Windows Phone技术为学生们的梦

想插上翅膀，让想象力在空中飞扬。这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站得更

高，与我们一同倾力于自己衷情的事业。我们将这一时刻记录下来，为大家展现同学们的风采。

在这一期的文章中，大家还将读到图灵奖得主之一——微软研究院查尔斯•泰克（Chuck Thacker）的

访谈文章《研究自己感兴趣并希望解决的问题》。为纪念艾伦•图灵而设立的图灵奖，自1966年至今，共举办

了46届。大部分获此殊荣的学者都是对计算机理论、计算机语言、计算机系统及人工智能等方向做出重大

贡献的学术巨擘。微软亚洲研究院通过“二十一世纪的计算”大会与得主们结缘。在过去的14年间，研究院

每年都会邀请这些全球计算机科技界的顶尖人物到场，与中国的与会人才分享他们对科研课题、学术方法

的心得与感悟。有关微软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图灵奖得主们的渊源，我将在下一期杂志中为大家细

细讲述。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缅怀这位用生命谱写科学史的大师的同时，

更多的是对年轻人的激励与期许

Fore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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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从我的视角展现人机交互新方式

                        ——KINECT

“未来建筑设计师的工作界面：建筑设计图纸投影在桌面，

设计师可以用手随意翻动投影在桌面的‘图纸’，用手拨动图纸

上的线条来改变设计，甚至可以随手‘拽取’部分数据，组成图

表，用三维的形式投影在工作台上……一切宛如《少数派报告》

里的场景。”这就是微软首席研究及战略官克瑞格•蒙迪在清华

大学演讲时为同学们带来的展示。

——记2012微软精英大挑战

引领交互未来，开启移动计算

Culture
研究院活动

“人机交互研究给计算机科学以及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

巨大影响，现在更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因素，”微软亚洲研

究院院长洪小文博士在参加中国人机交互研讨会时说，”我们非

常欣喜地看到这一领域在中国也已成蓬勃发展之势并希望能够

吸引更多的社区成员，特别是学生，加入到这个意义深远的研究

领域中来。”

一等奖 RoboStar

利用Kinect视觉传感、语音识别等技术，西安交通大学

RoboStar团队历时5个月，设计出一款实用的家庭机器人，它具

有声音定位、自主避障以及人体跟踪等功能，提供良好的人机交

互体验。

赛后，RoboStar团队的袁博沣、姚佳文同学在博文中写

道：“我们感受到Kinect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觉传感器，更

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能够带来人机交互革命的媒介。Kinect 

for Windows SDK的发布，带来的不仅仅是骨架提取，同时诸

如声音定位，语音识别等功能更加增强了其人机交互的能力。”

“我们从产品的角度重新认识了微软，他们的产品被全世

界人使用，还能拥有卓越的稳定性，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研究

员与工程师们在背后的工作功不可没。作为一直在高校中的我

们，多年以来都认为理论与核心技术才是最重要的，科研中对实

“引领交互未来，开启移动计算”2012微软精英大挑战由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办，自2011年9月启动以来，共吸引来自全国

30所高校微软学生技术俱乐部的530多支队伍参与。本届比赛

首次尝试“双主题，二选一”，两个主题分别是“从我的视角展

现人机交互新方式——KINECT”和“从我的视角描绘移动新篇

章——Windows Phone 7”。参赛选手们各展所长，全力以赴，

经过激烈的比拼，20支队伍突出重围，挺进决赛。下面就让我们

来看看同学们的精彩表现吧！

Windows
Phone 7

Kinect

Microsoft StudentChallenge 2012

际工作不是很重视，经常用计算机仿真的结论来验证一些方案

的可行性。而现在我们明白，只有把一切细节都做好，一个产品

才能获得成功，我们永远都不能轻易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没有问

题的。这正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主题二：从我的视角描绘移动计算新篇章

——Windows Phone 7

“手机的发展要求产品真正契合用户生活脚步、满足社交

需求并提供各种无缝体验。”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在

Windows Phone 7发布会上说，“我们的团队将带来一个全新移

动体验的解决方案。”

一等奖 Bookit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Imagy团队开发的Bookit是一款基于

Windows Phone平台的图书馆藏书查询及管理工具。目前数据

库涵盖中国数百所高校图书馆，用户可以通过输入关键词或者

扫描条形码获取图书信息。该应用已经发布到Windows Phone

应用商城。

“牛人们的演讲结束了，我们就进入了我们的Demo展示阶

段。在这阶段，我们需要吸引各个微软牛人来了解我们的项目，

文/任艳、李斌、张冰

Culture
研究院活动

编者按：2012年4月17日，本年度“微软精英大挑战”在北京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国高校的530多支队伍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

舞台上一展风采，对Kinect和Windows Phone技术发挥了精彩的创意，并展示了开发成果。

队伍名称 学校 排名

RoboStar 西安交通大学 1

DreamNet 中山大学 1

pku_3_idiots 北京大学 2

Shining_GZ 华南理工大学 2

CodePlane 中山大学 3

Funkect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Kinect主题获奖名单

队伍名称 学校 排名

Imagy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

code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

Inspiration 华南理工大学 2

Double_L 华南理工大学 2

随_意_队 东南大学 3

AdderVipers 北京大学 3

Windows Phone 7主题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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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得来终觉浅
——RoboStar团队2012微软精英大挑战纪实
文/ 西安交通大学 袁博沣、姚佳文

4月14日晚，Z20发往北京西的客车飞速的奔驰，每听到一

次敲击铁轨的声音，就知道距离北京又近了一步。昨日种种开发

和调试的场景，像电影一样历历在目。能够从诸多队伍中脱颖而

出，成为微软精英大挑战的全国十强的队伍，每一支队伍都肯定

有自己的故事，作为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RoboStar团队，我们的

故事也不平凡。

还是在2010年底的时候，西安交通大学机器人队备战2011

年亚太机器人队大赛国内选拔赛，赛题中有机器人需要点亮摆

放在模拟河面上的一盏河灯，称为“登顶”。在那年的比赛中，作

为当时的队员，我们设计了一套基于摄像头和激光雷达的三维跟

踪平台，可以跟踪河灯的位置进行登顶。在2011年7月的北京赛

场上，这套平台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西交机器人队折戟北

京赛场。

学生机器人制作代表着大学生课外科技制作的最高水平，

为参加比赛而设计的机器人永远只能停留在比赛的赛场，于是这

套系统随着我们从队里的退役而束之高阁，成为尘封的过去。

其实，真正限制机器人进入实际应用场景的原因在于缺少

非常好的感知系统，通过摄像头做机器人视觉开发难度在于不

能有效得到外围三维信息。然而，随着Kinect的发布，一款崭新

的RGBD三维传感器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于2011年11月正

式成立RoboStar团队，希望利用已有的平台，借助于微软最新的

Kinect，实现具有家庭用途的机器人。

在2011年11月至12月底的那段两个月的岁月里，我们首先

基于Kinect进行开发，并在宿舍完成了视觉部分的程序，12月中

旬开始设计并制作机器人，然后完成了避障功能的调试。

2012年3月，当得知选入最终决赛后，我们重新设计了方

案，在前期的接触里，我们感受到Kinect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好的

视觉传感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能够带来人机交互革命的

媒介。Kinect for Windows SDK的发布，带来的不仅仅是骨架提

取，同时诸如声音定位，语音识别等功能更加增强了其人机交互

的能力。之后，我们在原有避障功能的基础上，增强了机器人人

机交互的能力，实现了用人体演示的方案，定义姿态控制声音定

位、自主避障以及人体跟踪不同模式之间的切换，从而展现了我

们项目机器人具有非常好的人机交互体验性。

当4月7日视频素材采集完毕之

时，我们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这一个

月的努力，为的是北京赛场上能够带

来一个完美的演示，为的是更好的宣

传我们的创意。4月16日下午在微软

的Demo演示当中，许多微软亚洲研

究院的研究员亲临感受我们的机器

人，他们提出了非常多的宝贵建议。

对于我们来说，最深刻的体会就

是“There’s always a bug”。因为硬

件系统在实际中才能测试出程序中潜

在的Bug，所以在来北京参赛之前，

我们对作品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

解决了一些Bug。就在上火车的两天

前，我们还解决了避障模式下的一个

Bug，在那之后机器人一直都运行的

很好，所以我们对于机器人的稳定性

还是很有信心的。

直到16号早上演示完作品我们都认为机器人是没有问题

的，而就在下午的Demo演示中，经过研究院的研究员们热心的

测试，机器人在一些情况下反常的表现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对曾经被我们认为非常稳定的系统产生了怀疑。这里有些像是

Windows平台上程序的Bug，有些可能是硬件系统中的Bug，而

其中一个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看来我们回去以后

有的研究了。

通过这一点使我从产品的角度重新认识了微软，他们的产

品被全世界人使用，还能拥有卓越的稳定性，这实在是太不容易

了，研究员与工程师们在背后的工作功不可没。作为一直在高校

中的我们，多年以来都认为理论与核心技术才是最重要的，科研

中对实际工作不是很重视，经常用计算机仿真的结论来验证一

些方案的可行性。而现在我们明白，只有把一切细节都做好，一

个产品才能获得成功，我们永远都不能轻易认为自己的作品是

没有问题的。这正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Culture
研究院活动

并给出评价，最后通过评价多少来决定奖项。而我们俩认为，评

价多少并不是重要，在与牛人们的交流中能学到的，能感受到

的，以及他给我们的建议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例如我们在

中途遇到一位牛人，一直在和我们讨论我们的系统用什么传感

器较好，于是在磁力、重力、陀螺仪上发起了激烈的讨论。当然，

最终是以我们落败告终，但是我们从中也发现了我们一直想错的

地方，还有就是以后发展的方向。”三等奖获奖队伍DoubleL在

博文中写道。

除了紧张的决赛竞技外，微软亚洲研究院还为各支入围决

赛的队伍安排了各种类型的讲座。在现场展示环节，他们还向微

软的员工及实习生们展示自己的作品，并且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度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两天时间。

经过为期半年的精心组织和筹划，2012微软精英大挑战圆

满落下帷幕。无论参赛选手还是大赛主办方，都从这次大赛中收

获颇多。但我们知道，一段征程的结束，也是另一段征程的开始，

希望所有参赛选手都将以此为起点，继续保持对技术无尽的热

情，发挥大家无穷的创意，创造无限可能。我们期待明年的再次

相见！



8 9

Culture
研究院活动

Culture
研究院活动

爱•自然而然

——2012微软亚洲研究院家庭日

孩子——Family Day的主角

今年的Family Day十分特殊——这一天恰逢“六一儿童节”。

也许就是因为与儿童节的不期而遇，孩子们自然成为了备受关注

的主角，也让整个2012 Family Day增添了更多的童真和童趣。

清晨，刚走进微软大厦，墙壁上的气球和装饰展板就提醒

着大家今日与往常的不同。研究院办公区每一层走廊的休息区

都整齐地摆放上了孩子们喜爱的零食与饮品。这一切的装点都

在静静“期待”着小主角们的到来。

十点刚过，就有许多小朋友牵着家长的手蹦蹦跳跳地出现

在微软大厦的走廊上。他们东瞅瞅西望望，天真的眼睛里充满着

好奇。在工作区，同事们之间打招呼也换了一种风格：“哎呀，你

的小不点又长高了！”，“哟，好久不见你家宝贝我都快认不出来

了。”这样的语言伴随着欢乐的笑声在研究院里此起彼伏，每个

家长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13层的休闲娱乐区，已经为小朋友们临时搭建好了游乐

场。新“长”出来的“海洋球小屋”和“钓鱼池”一下吸引来了很

多“小游客”和紧随其后的“大观众”。小朋友们或在“海洋”里如

鱼儿般徜徉穿行，或围坐在“鱼池”边耐心钓“鱼”，时动时静，自得

其乐。实习生们也忙里偷闲，悄悄跑来围观游乐场里的孩子们。

除了娱乐设施，研究院也不忘为孩子们准备了一场精彩的

趣味英语课。幽默活泼的英语老师和有趣的英文儿歌不仅得到

了中国孩子们的喜爱，还引来了金发碧眼的外国小朋友。聪明的

孩子们不一会儿就记住了儿歌的歌词和曲调，还学着老师的动

作表演给家长们看。孩子们清脆的童音，可爱的动作加上认真卖

力的表演引得家长们忍俊不禁。

蝴蝶——带我们飞入自然的怀抱

今年Family Day的主题是“爱•自然而然”。希望能让我们这些

久居都市的人们有机会去感受与自然久违的亲昵，在大自然的怀

抱中得到身心的放松。于是顺义七彩蝶生态园成为了今年Family 

Day的主会场。

蝴蝶观赏区里，几十种蝴蝶在人群中偏偏起舞，轻盈优雅，

丝毫不因人们的到来而慌乱不安。五颜六色的蝴蝶若即若离，惹

得孩子们忍不住伸着稚嫩的小手跟在蝴蝶后面与之追逐嬉戏。

一些蝴蝶还“调皮”地与人们开起玩笑，像树叶一般偷偷落在游

客的身上。蝴蝶们的悠然自得和自然环境的清新恬静让平时工

作紧张的研究员们抛却了烦恼，放松了心情。

大家还近距离参观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蝴蝶标本，以及蝴蝶

幼虫的状态和破蛹化蝶的整个过程；欣赏了各种以蝴蝶为主题

的或与蝴蝶有关的艺术展品，一幅幅五彩斑斓、惟妙惟肖的蝶翅

画和大型“蝴蝶彩虹”让人们称赞不已。

游戏——释放青春的活力

一出展厅，参观的人群就自动分成了两支队伍。一支以实

习生为主力，兴奋地向“真人CS”游乐区奔去。工作人员向这些

急不可耐的实习生们分发了“武器装备”并将他们被分为两个

阵营。经过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很快进入了角色，或冲锋陷阵，

或严防死守，经过几番激战，战局最终明朗。出了“战场”的实习

生们立刻忘却了“战斗”中的胜败，与开战前还很陌生的“敌人”

和“战友”们成了新的朋友。

另一支队伍的大多数成员是员工与家人，但也有不少被可

爱的小朋友吸引过去的实习生。充气城堡、迷你蹦极椅还有汽

船立刻激起了小朋友们的活力。跳进“城堡”的孩子不断攀登，

像一个个勇敢的探险者。“蹦极”的孩子们则互相比试着谁跳得

高，谁的动作难度大，还时不时地寻找自己的家长，兴奋地展示

自己的“技术”。下午在英语课上刚刚相识的异国小伙伴们转眼

已成了“铁哥们”，形影不离地穿梭在人群之中。

看着孩子们融洽快乐地一起游戏，家长们忍不住交流起了

育儿经。谈到孩子，他们脸上总是会流露出幸福的微笑。前来“追

星”的实习生们不断地四处张望，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描述着自己

看到的可爱宝宝们。

晚宴——意想不到的雨中作乐

不经意间已夕阳西下，疲惫的人群期待着一场丰盛的晚宴。

然而此时，天公却不作美——本来晴好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这可把准备在露天广场用餐的人群淋了个措手不及。一阵慌乱

后人们发现，大雨不但没有浇灭大家的热情，反而增添了更多的

乐趣。每一桌上的人都分工合作取食、进餐、避雨几不误，各种奇

思妙想这场晚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一场大雨让这个大家

庭更加团结更有凝聚力。

露天晚会——唱出你我的感情，跳出大家的欢乐

当晚宴节奏渐渐变缓，整个Family Day的点睛之作——露

天晚会开始上演。这台晚会由员工和实习生们自导自演，节目虽

然不多，但各个都别具匠心。

合唱歌曲《相亲相爱一家人》拉开了晚会的序幕，也展现出

整场晚会的主题——“家”和“爱”。

一曲小虎队的《蝴蝶飞》用轻快的曲调把所有人带入青春飞

扬的时光。

《You Raise Me Up》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实习生／intern）

们献给自己在研究院大家庭中的父母，被他们亲切地称为馒头（导

师／mentor）们的礼物。“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歌词唱出了每个实习生的心声。在研究院

中，那些mentor们如父母般关注着每个实习生成长，引导他们从

稚气未脱的青年学生一步步走向成熟，开创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几首真情流露、感人至深的歌曲之后，由美女实习生带来异

域风情的肚皮舞表演。姑娘曼妙的舞姿映着韵律十足的音乐博

得观众的阵阵掌声。谁也没有想到由这个节目引出的游戏更加精

彩——几位mentor被邀上台比赛学习肚皮舞。岂料mentor们不

只在自己的领域成就非凡，就连学习跳舞也悟性很高，各个跳得有

模有样。

随着生日蛋糕被缓缓推出，“家”的氛围愈见浓烈。在每年的

Family Day，研究院都会为当月出生的员工和实习生庆生。大家一

同分享的不只是蛋糕，更是那份无微不至的关怀。

临近尾声，晚会进入了最高潮。小文院长与特邀小主持人一起

启动蝴蝶放飞仪式。《蝴蝶飞》的音乐再度响起，伴着音乐，大手

和小手一同打开蝴蝶箱，一只只美丽的蝴蝶承载着每个孩子的梦

想、每个小家庭的梦想还有研究院这个大家庭的梦想悠然展翅飞

向天空，映着雨后天边出现的彩虹，显得无比美丽。

后记：节日的庆典总会结束，而研究院对大家的那份“自然而

然”的爱将一直延续下去。它托起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梦想，也在每

个孩子身上播种下希望。正如小文院长讲的那样：“不论在哪里，我

们总是应该去接近年轻人，尤其是孩子。因为孩子们就是我们的未

来，只要和他们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文/ 罗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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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悄悄的搜索引擎革命

我们处在网络信息爆炸时代，平均每天新增近30万新页

面。如果说在互联网刚出现时，人工检索还能够应付的话，那么

今天如果不借助智能搜索工具从海量信息中选取自己所需，将

会彻底迷失。于是搜索引擎应运而生，它带来全新网络体验，使

人们在浩瀚的信息大潮中不再那么手足无措。

搜索引擎经历了哪些阶段？新一代搜索引擎是什么样？有

哪些特点？搜索引擎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近日，笔者就这些问题

采访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周明博士。

　　

从目录导航到关键字

1995年，雅虎用目录式搜索方式敲开了搜索引擎的大门，

以一种把各类网站分类、排序的方法将纷乱如麻的网络信息理

出些许头绪。虽然它没有脱离人工，却大大缩短了人们搜寻所

需信息的路径。虽然第一代搜索引擎较为原始，但其目录搜索

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此，周明说：“由于搜索结果

简单、直观，目录式搜索不但不会被淘汰，而且还可能走向复

兴。”Google举起了第二代搜索引擎的大旗，“关键词”即是这

代搜索引擎的关键词。它实现了搜索的机器化，只需在词条框里

In The Media
媒体报道

In The Media
媒体报道

输入关键词语，相关信息便会列队站好。从抓取题

目到抓取全文，关键词式搜索功能越来越强大。但

是，在海量信息面前，前两代搜索模式渐渐显得力

不从心。目录式搜索只能为人们提供简单的方向，

不是精准结果；关键词搜索的结果依然让人眼花

缭乱。网络世界正呼唤功能更强大的第三代搜索

引擎。

第三代搜索引擎进行时

“附近哪家餐馆比较好？”对于商业人士和大

学生，第三代搜索引擎将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那

么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周明表示，社交网

络如新浪微博、脸谱的普及给搜索引擎发展带来了

新机遇。当我们提出段首这一搜索问题时，来自好友的各种“赞”

会映入眼帘。同时，社会关系网络也像知音一样了解用户的搜索、

阅读和选择习惯，因此会自动排列搜索结果。除此之外，即使

用户不进行搜索，系统也会贴心地主动向用户推荐提供相关

信息。

如果说如此智能的服务我们还可望而不可及的话，那么同

样印有第三代搜索引擎烙印的实时搜索和智能排序已经悄悄地

嵌入现阶段的搜索之中了。“发展独立的微博搜索和社会关系网

络搜索，或者把微博和社会关系网网络的内容纳入到通用的搜

索，都是实时搜索的重要应用。”周明说。虽然依旧是关键词搜

索，但搜索引擎已经能够抓住这些即时消息，通过其他网民的发

帖，人们可以更快速地关注到正在发生的事件，并且可以更自由

地挖掘新闻信息的深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闻时效性

的特点。另一方面，社交网站上的分享、转发等功能也帮助系统

分清什么样的信息是重要的，是人们所关注的，应该排在前列

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死链、垃圾信息等问题，完成

了搜索反馈的更新。归结于一句话，周明定义的的第三代搜索

是“全信息基础上的个性化搜索，并在此基础上作推荐”的智能

《人民日报》 文/ 徐圣琪

化搜索。

“移动——搜索的未来”

移动设备正逐渐变成我们的得力助手。订机票、搜美食、地

图导航，它似乎样样精通。但屏幕小、输入不便等因素又使它不

能很好地驾驭传统的关键词搜索模式。如何适应移动搜索现实

性、交友性和与生活密切相关等特点，成了移动搜索研究的主要

课题。语音交互方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输入问题，此时的

人们不用再为关键词所限，可以随意用长句来提出自己的问题，

这就要求系统在自然语言研究方面有一个大的提升，能够“听

懂”我们的问题。定位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移动搜

索对于位置信息的需求，周边搜索变得方便、快捷。移动搜索应

该具备的功能之一是自动整合社交网站上的信息，包括好友的推

荐、评价以及社交网根据用户搜索历史所做出的判断。移动搜索

还应帮人们完成后续操作，例如提供商品信息的比较、获取购物

优惠券、进行评论甚至直接预定好酒店，这一切都拉进了人和互

联网的距离，大大简化了从搜到用的过程。

“第三代搜索引擎时代正悄然来临，但它步履轻盈，悄然无

声。或许几年之后，当我们回过头，突然发现搜索变得智能、个

性、准确，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已登上了新台阶。”周明说。

研究自己感兴趣并希望解决的问题
访图灵奖获得者查尔斯•泰克

《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

查尔斯•泰克（Chuck Thacker）因设计、制造第一款现代个

人计算机而获得2009年的图灵奖。他也是微软研究院的灵魂人

物之一，于1997年加入微软，目前从事计算机架构研究。20世

纪70年代，泰克是施乐公司PARC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Inc.）ALTO创新计划的核心人物，如今对PC和互联网产生深

刻时代影响的那些公司，如微软、苹果，均是站在ALTO计划的肩膀

上才取得成功。个人计算机、鼠标、激光打印机、图形接口、以太网

的雏形均诞生于ALTO计划，ALTO计算机是第一台在用户界面

中使用位图显示和鼠标的个人电脑。那时，泰克是ALTO个人计算

系统的首席设计师，同时他也是局域网（包括以太网）、多处理

器工作站、AN1和AN2网络的共同发明者。 

泰克著述广泛，持有计算机架构和网络连接等领域的多项

专利。他曾被授予瑞士联邦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也是美国加州大

学计算机科学系的杰出校友；他还是IEEE成员、ACM院士、美国

艺术与科学研究院会员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后者曾在2004

年授予他德雷珀奖（与A•凯、B•兰普森和R•泰勒分享），以表彰

他所开发的世界上第一部上网计算机；2007年，泰克获得用于表

彰与计算机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成就的IEEE约翰•冯•诺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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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奖章；同样在2007年，泰克还获得了由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颁发的

奖项，以表彰他对于ALTO计算机开发和“联网个人计算机系统及激

光打印技术创新”的卓著贡献。

在即将迎来6月23日艾伦•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诞辰

100周年纪念日之际，《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有幸采访了“现代个

人电脑（PC）之父”查尔斯•泰克，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位科学大师对

技术、对科研的真知灼见。

问：您在得知获得图灵奖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泰克：图灵奖是我获得的几个从未曾料想到的奖项之一。因为

这是40多年来ACM第一次把该奖项颁发给真正从事计算机架构研

究的人，而先前这一奖项主要是颁发给软件或计算机理论领域的研

究者。

问：您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是什么让您获

得了图灵奖？ 

泰克：图灵奖是为了表彰我在几个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我

在施乐公司PARC研究中心里所做的工作——ALTO计算机系统，它

在实质上为我们今天所用的计算机界面设定了标准；

另外还有以太网和激光打印机，我不可能严格地把这

些成就分开。但如果一定要对此做出总结的话，我觉

得最重要的事情并非其中任何之一，而是我们第一次

实现了今天所说的分布式计算系统，将许多计算机和

分布式打印机通过网络连接起来，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在任何办公室

里都能看到的东西。能够对这一过程做出自己的贡献，是我最引以

为荣的事情。

问：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泰克：我会竭尽全力，研究自己由衷感兴趣并希望解决的问

题。在施乐公司，我们非常希望打印出顶级质量的文档，因为当

时我们制作论文的方式还比较原始，我们用打字机把文稿打出

来，再用胶水装订，然后送到出版商那里，用于照相制版。不愿意

再继续这样做。所以开始研究自己希望出现的事物。所幸地是，

如果一个人能够从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其取得成果的动力

就会变得十分强大。

问：请介绍一下您现在的研究。 

泰克：过去几年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花在了计算机架构上，

我们希望帮助大学培训更好的计算机架构师，所以提供了一些硬件

架构平台和一些在这些平台上运行的软件。当然这些实验用的线路

板比实用的型号要廉价得多，就是要让计算机架构的教学变得更加

容易。

我们目前在计算机架构方面遇到了很多挑战，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计算机架构。今天高校的计算机架构专业并没有多少优质

的课程，我们希望能改善高校的计算机架构教学。很多人可能会认

为微软研究院支持学术研究很奇怪，但实际上微软研究院的使命陈

述中包含两个部分，而且有先后顺序：第一部分是推进整个领域的

发展；第二部分才是为微软公司做出贡献。我一直在与很多教育工

作者合作，而这恰恰是促进整个领域向前发展的方法之一。

从组织内部来说，我们也希望在研究中使用这样的平台。我们

希望能为编程者提供更好的抽象语言，帮助他们编写多核计算机所

需要的程序——而且确保其结果正确。至少到目前为止，这还是

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今天，编写一个程序，在各种内核的平台上

运行，并得到某种结果，这并非难事。但能够让人确信其运行结果

的正确性，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提供更好的抽象

语言，提高编程者们的信心，或者至少提供更好的工

具，用于分析某个程序如何运行，正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的方法是在较低的层级对硬件设备进行测试，尝

试设计一些平台，开发相应的程序，看看能不能起作

用。这些是研究工作的实质所在，也是我们认为自己能够对微软公

司有所贡献的理由。当然，我们也会对整个领域做出贡献，因为我们

写作并发表论文。

问：您在很多领域都有所建树，包括硬件和软件。您是怎么

做到的？ 

泰克：别忘了，最初我是一名物理学家，然后变成了一名电子工

程师，涉足计算机行业，然后开始设计硬件。后来我又发现，如果我

想进一步了解硬件，就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软件。所以，我从身边大多

数从事软件研究的同事那里学到了很多。直到最后，我才意识到自

己能做其中绝大多数工作了。

至于其中的难点，首先我起步很早，因为我在六岁的时候就已

经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了。我从小就为此做好了准备，而且我想

今天的许多学生都是这样做的。正如我们所见，中国基础教育中有

关数学的知识准备是非常强的。另一个事实是，当我刚刚起步时，这

个领域本身仍然较小，值得学习的东西也不多。所以那时我常常对

自己说：“我已经学到了绝大部分知识。”有些情况下，我会碰到一

些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就会求助于机器进行学习。基本上，我是从

基础零部件开始的，偶尔会涉及到操作系统和用户界面。

所以我想对于今天的孩子们，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你想参与

的战斗。”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孩子是从学习C语言编程开始的。他

们既不会想到C语言之上还有什么，也不会想到究竟

什么设备在执行这些程序。所以，我倒是希望让计算

机底层的这些东西看起来更有趣，这样孩子们可以更

有动力去学习和研究，就像好玩的课外练习一样。刚

刚谈到的是有关基础和底层的东西。

你知道和了解的知识越广泛，你的价值就会越大。所以我鼓励

孩子们首先要努力学习，并且不断地尝试拓宽自己的眼界；其次是

要能够在软硬件、上下游的各个门类中游刃有余，因为这样你才能

提升自己对于雇主或者所在学校的价值。

问：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工程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泰克：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工程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旨在

考察世界、发现其中内在规律，但计算机科学有点不一样，我们所考

察的并不是岩石等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有的东西，然后发现其中的奥

秘；相反，我们要创造计算机。所以计算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非正

规的计算机工程，其主旨在于发现建造更好的计算机的途径。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十分现实：你的计算机能帮你开车吗？我的

计算机如果能帮我开车，一定开得比我好多了。再比如计算机对于

教育的帮助很有限，计算机接手了文档记录、打印等工作，它并没有

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搜索引擎是一个例外。

我们还要花大力气让计算机对人们更有帮助。例如，我的个人

电脑很棒，我喜欢它，并且用它来做许多事情，但它却对我丝毫没有

了解。它不知道我的需求，也不会自觉地为我做什么事情。这就是未

来几年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人说计算机发展到头了，但事实

绝非如此。 

问：您对云计算怎么看？ 

泰克：一般情况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工作，但问题在

于，有时候他们的计算机不够强大，无法解决某些问题。为了使

用“云计算”来解决特定的问题，就必须要有人来运营、管理和

优化这个系统，让它达到最省电、最有效降温。尤其是当越来越多

的人进行越来越繁重的计算时，比如搜索，我们必须安装成千上万

台的计算机来应对源自全球各地的搜索请求，这样会消耗巨大的电

量，有人估计占全球用电总量的3%，而且还在增长。所以我们需要

提高这些机器的能源效率，每提高一部台式电脑的效率都将获得回

报，如果一下子提升成千上万台电脑的效率，其回报就相当可观了。

所以，我想云计算和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都是大

有可为的领域，我自己对云计算的未来十分乐观。我

们现在还没有十分透彻地理解云计算，我从不同的人

那里听到不同版本的阐述，其中包括微软内部的一些

人。这没有关系，我们不能凭空想象一些理论，然后

就把它认定为真理。我们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哪些是有效的，而哪

些不是。

问：您对未来十年的技术热点怎么看？可以看到未来十

年吗？

泰克：我从来没有尝试过预言未来十年之后的事情。的确，

未来我们需要很多技术，但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所依赖的一些技术，

它们的演进步伐已经放慢，有的甚至已经停止。例如我们需要一些

技术来代替晶体管，我们还需要可靠的存储技术，能够在很长时

间内安全地保存数据。这些东西都是通过物理方法实现的。有的

时候，我们可以借助物理学原理做出一些正确的预言，戈登•摩尔

（Gordon Moore）就是其中一个，也可能是最成功的一个。我不

认为自己进行预测的时候，准确率能超过51%。 

问：您对中国年轻一代计算机人才有什么建议么？ 

泰克：我想，你们的年轻计算机科学家们或许并不需要我的建

议，他们已经干得非常不错。我第一次访华是1996年，当时中国的

技术状况落后发达国家很远，而十年之后我再次访华时，发现这里

已经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了。实现这一切的中坚力量就是中国本地

培养的计算机人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这里没有什么值得你

们学习的。你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而且我也希望有更多中国人到

我们的研究院工作。

竭 尽全 力，研 究

自己由衷感兴趣并希

望解决的问题

问 题 的 关 键 在

于“选择你想参与的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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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ect创新潮

真正伟大的创新，将会决定很长一段时间人类改变世界的

方式，比如蒸汽机或计算机，而Kinect在这一视角下，几乎必然

会成为一种关键力量。

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官里克•雷斯特安静地坐在记者面前，温

文尔雅，与他实际的身份相比，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在大学呆了许

久的教授。开始采访后，没想到我们第一个话题并不是关于微

软，也不是关于计算机或互联网，而是蒸汽机。

整个社会每隔几十年或上百年，就会出现一次比较大的创

新，可是这样的创新会给世界带来多大的影响呢？“你要了解这

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去伦敦的大英科学博物馆参观，去看看里面

那些个头巨大的蒸汽机展品。”里克说。

16世纪到17世纪，蒸汽机的出现和不断改良对英国社会

和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几何时，蒸汽机是一切问题的答

案——无论你想建造任何事物，或者开展任何工程，都可以通

过设计，让蒸汽机来完成。

这是真正伟大创新的力量，它决定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

类改变世界的方法。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或许与之相仿，只不

过不是由蒸汽机、而是计算机所驱动的创新时代。如果说蒸汽机

决定了人们改造和创造世界的方法，则计算机更多地为人类观察

和了解世界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从广袤的宇宙到微小的细胞，乃

至人与人的组织形态。

如果说人的进化在于对工具使用的不断升级，则我们正在

面临一个工具再次革新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Kinect正在通

过对人机交互的改变，提供一种关键力量。

Kinect超现实世界

恰逢微软研究院20周年，记者有机会在西雅图参加了“微

软技术节”（TechFest）的公开部分。虽然不能获知各种技术将

如何与产品结合的进一步细节，但所看到的技术已经让人大为

惊讶。走进展厅，密密麻麻的技术展示让人仿佛置身于科幻世

界，其中大部分技术已经有了相当强的应用场景展示——如果

它们真能应用到现实社会中，无疑将刮起一阵科技风暴。

Chris Harrison站在那里，他左边肩膀上放着一个奇怪的装

置，那是一个微型Kinect和投影仪的组合。这个来自微软雷德蒙

研究院的小伙子笑了笑，向前伸出了自己的左手，只见一片光打

下，手中出现了一个Windows Phone的投影。

可这不只是投影而已，他用右手开始点击投影出的手机，一

切开始运转，这个虚拟手机用起来和真实的手机一模一样。他尝

试打了个电话，又打开相簿，偏了偏肩膀，图片开始在墙上更大

的区域展示。

这玩意儿有个一看就懂的名字，“可穿着的多点触控交互”，

是他正在研究的技术，能在生活中常见的表面上实现交互式多点

触控应用。它不需要任何校准就可以提供类似鼠标或触摸屏的

功能，不止如此，还能轻易识别手指在悬空状态下的指令，与2D

的触摸屏相比，变成了一个“触摸空间”。

看似简单的搭配：Kinect识别动作、投影仪展示、用云计算

处理信息，却产生了远远超过现有触摸交互的效果。通过距离判

定，它还能进行身份判定，只识别使用者手指所进行的操作。想

想看，与现在带个手机或平板相比，未来每个人可能只需要携带

一个巴掌大小的装备就够了。

比这个更有趣的是Harrison的同事Hrvoje Benko所展示的

Beamatron技术。他手拿一个像玩具汽车操纵杆的玩意儿，在

地上控制一辆投影出来的虚拟汽车。汽车在现实中的房间地板

上行驶，碰到斜坡或墙壁，还能自己上下坡和遇到碰撞时产生反

应，和一辆真正的玩具车差不了多少。

它的实现原理和之前类似，可应用的场景严格来说归于“增

强现实”类，实现了相当有趣的虚拟图层和现实的交互，并能根

据指令产生不同的反馈。让虚拟的人或物在一片现实的障碍中

穿行，这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不只是在未来的娱乐领域。比

如，根据人在客厅里的行动，自动把他所收到的新邮件或者新短

信放到他的视野范围内，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信息了。

几乎每一个技术都能引发无尽的想象。在一个角落的展台

上，记者看到了一副真实的“机器人之眼”。它由两个Kinect所组

成，模仿人的眼睛向外观察事物，并且远程连接到用户面前。你

的面前会展现出机器眼睛所看到的场景，它是3D的，并且会随着

你头的转动来调换场景。这可真是“足不出户知天下”了。

而在它不远处，有个名为IllumiShare的分享技术，很多人

围绕在它周围。这是个看起来像台灯的装置，它提供了一个共享

的方形平台，利用Kinect的捕捉能力，能让身处不同空间的两个

人在同一个平台上画画或展示物品，效果相当惊人。据技术研究

者、来自微软印度研究院的Sasa Junuzovic介绍，要实现这样的

效果成本并不高，商用起来很方便。

这一切让人眼花缭乱。事实上现场还有很多很酷的技术，

几乎所有最热的名词如增强现实、裸眼3D、动态捕捉、近场交

互、实时翻译，都能在这里找到正在不断研究且进展很快的技术

真身，比如当你口述一段中文，机器自动将它变成和你口音一模

一样的意大利语；又或者你能用手指非常简单地取代鼠标，精确

在空中完成对电脑的操作。

但其中最耀眼的明星仍是Kinect。这个已经在微软Xbox游

戏机中得以商用的、价格低廉的装置正在引爆更大的想象空间，

并激发了微软全球各个研究院中技术开发者们去以它为基础实

现更深层、更具体的技术创新。记者询问了许多新技术的开始时

间，它们很大一部分都是开始于近两三年内，那正是Kinect在游

戏玩家中最初流行的时候。

其实，Kinect本身的实现原理并没有那么复杂，但它成功

地用一种更自然的方式实现了对现实世界中尤其是人的动作捕

捉。其意义在于，它让计算机有了更准确有效的“眼睛”去观察这

个世界，并根据人的动作来完成各种指令。

方脑袋的机器人

“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计算机渐渐拥有

了能够与人类相媲美的能力——它们能看到、听到、触摸、感

《商业价值》 文/夏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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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了解我们所处的地点和感知运动状态。我们逐渐赋予了计算

机这些能力，并用它开辟出巨大的用武之地。”里克说，“我们已

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比如Kinect这种相对廉价的装置，能看到

你的运动并识别动作，并利用这些信息来控制用户界面。”

有意思的是，即便在技术研究界，大家也对Kinect如此管用

感到很意外和惊讶，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所有人都会

想：“我们可以用Kinect来干点别的什么呢？”

而微软做的事情是顺水推舟。在不久之前，微软发布了

Kinect的Windows SDK套件，允许全世界对此有兴趣的人基于

Windows操作系统来挖掘Kinect的可能性，目前其下载量已经

十分巨大。还记得Kinect刚发布时的标语，“身体就是控制器”，

很多初创企业在这种新的人机交互方式中发现了蕴藏的机会。

微软研究院自己自然首当其冲。里克举了一个例子，当医生

在做手术时，他很多时候需要查询关于病人的信息，比如在动作

空间很小的血管手术里查看关键脉络，可他们因为卫生原因，又

无法在手术状态下用任何触摸来完成信息的检索。而现在利用

Kinect，医生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

在人眼无法看到东西的暗处，Kinect也有妙用。它能通过

红外摄像头“看到”事物，并且根据人的动作，经由不同声音的

播放来对人进行提醒。这种方式对盲人格外有效。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人们正在用Kinect摄像头来控制机器

人，让机器人自己独立走遍新落成的计算机系大楼。机器人能看

到来往的人并及时避让，还会道歉。机器人会使用电梯——机

器人不一定会操控电梯，但是它可以等候其他人到来，并请求别

人帮助它进行相应的操作。据说这台机器人行动很快，不像传统

大家看到的机器人那么缓缓挪动。

里 克 最 近 还看 到 一项 演示，一 家公司正在 研 究 如何 将

Kinect摄像头用在超市购物车上，这样购物车就可以自动地跟

随人们逛店购物。把商品放进购物车时，它会自动通过摄像头扫

描，知道你所购买的是什么，并且在整个购物过程中提供协助。

Kinect与计算机的未来

正如无数科幻影片里所看到的，“机器人时代”正在到来，

只不过它并非以拟人的方式存在，而是以计算机的形态出现在

人们周围。它们通过摄像头来“看”，通过麦克风来“听”，一连

串的语音分析技术和算法正在让它听得更智能；还有触摸和了

解，微软等公司的大数据计算分析技术正在为“机器人”构建越

来越智慧和丰富的“大脑”。

而Kinect正是让“机器人”的眼睛升级的过程，由此激发的

各种应用场景下的创新，则是由眼睛连接到“大脑”并给予反馈

的方式。

“这 双

眼睛”本身也

在不断完善。

微软 亚洲研

究院 的赵春

水 和顾 嘉唯

为记 者 演示

了“ 支 持 手

势识别的下一代网络摄像头”，这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最适合

PC电脑场景下的宝贝。

与Kinect相比，它距离更近、实现更精确、视野更广，能够

捕捉“双目”立体视频和高精度图像，比如人脸的细节甚至是指

纹。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用比《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

斯更酷的方式来操控我们的信息，我们可以用更个性化的指纹

或面部识别方式来管理我们的身份，甚至还有与过去“鼠标+键

盘”时代完全不同的使用软件和互联网的方式。

未来，你很有可能只需要做一个打响指的动作就开启QQ，或

者翘起大拇指来刷新微博。与很多行业应用相比，这股Kinect引发

的创新潮流将会在未来10年对大众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回头看70年前，有些体力劳动是非常艰难的。我看过一

篇20世纪20年代的文章，当时的人们盼望着结束每天工作16小

时的生活。人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强度很大，寿命却很短。”里

克说，“现在人们有越来越多闲暇时间，能够以更高效率完成工

作，并且还有更多自我实现的机会。我想如果没有计算机，很多

事情不会如此变好。”

通过Kinect，我们看到了在人类改变世界中更大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计算机逐渐可以被人以一种更加简单的方式去使用与

控制。未来可能再也不用学输入法、编程甚至是外语，我们天生

就可以和任何计算机、任何人对话，以我们最自然的方式。

窥探未来的时光机
本文转载自CHIP《新电脑》2012年4月刊 文/李  涛

每年举办的TechFest是微软研究院面向微软内部举办的技

术节，该技术节始于2001年，被誉为“计算机研究领域盛宴”。作

为微软研究院年度最大的活动，来自全球6大研究院的研究员们

都会聚集到微软总部，展示包括内部研究以及外部开放合作的

创新成果。在这个像市集一样的场所，微软产品部门的员工能够

与研究员进行充分地沟通和交流，零距离接触各种最新技术，寻

找合作契机以将研究院领先的技术应用到微软的产品中。

可以说在微软发布的每一款产品中几乎都有微软研究院

的烙印，微软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已经融入到几乎所有的微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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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基于微软研究院的核心技术制造而成。它们对微软整

个产品线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今年的TechFest围绕“融合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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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ound Insights from Big Data）两大主题展开，重点介绍

微软研究院在自然用户界面（NUI）以及大数据处理方面的研究

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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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的活动上亮相。

TechFest 2012上展示的技术正在向我们表明，计算机开始具备

更多像人一样的认知能力，能够更好地观察、倾听和感受用户的一举

一动、一颦一笑。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正面临融合的拐点，计算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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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针对海量大数据进行更智能处理的技术，也正

在为我们营造全新的信息和服务、沟通和协作方式。TechFest 

2012使我们仿佛置身于驶往未来的时光机之中，思考技术的

未来。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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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摄像头

Gesture Recognition with Next Generation Webcam

Kinect无 疑 是 近 几 年 最 具创 意 的人机 交 互 技 术，它为

Xbox360的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游戏体验，更令人振奋的是

Kinect for Windows SDK的推出，为Kinect应用到计算机上提

供了可能。

而微软亚洲研究院在TechFest 2012上展示的下一代网络

摄像头技术中的一项是精度更高的深度摄像头，该摄像头借助

红外技术生成深度信息，能在30cm~50cm的距离内工作，能够

获得大约640×480的高精度深度信息，借助这些数据和Kinect

原有的算法，PC能够生成现实物体更加精细的3D模型，用户也

能够实现更精细的手势控制。

在体积上，新的深度信息摄像头与目前普通的摄像头尺寸

相仿，在结构上它也没有采用过多特殊部件。因此可以预计，这

In The Media
媒体报道

3月6日，一年一度的微软技术节（TechFest 2012）在微软位于美国雷德蒙的总部举办，来自世界各地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带来

了最新的研发成果，向我们展示了科技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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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产品在面世后，在售价方面也不会比现有的Kinect高多少。

一年一部阿凡达

High Fidelity Facial Animation Capturing

詹姆斯•卡梅隆历时4年才拍摄出了科幻巨作《阿凡达》，该

片将计算机特效的制作水平推向了全新的高度，其中为了让阿凡

达们的面部表情更加自然，影片的特效师们使用了十分复杂的面

部跟踪技术，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制作人物的各种表情。而如果

他们拥有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高保真面部动画捕捉技术的话，就

会大大降低特效制作成本并缩短制作时间，甚至一年做出一部

阿凡达都不成问题。

这项技术将高精度面部3D扫描技术与面部表情分析、动作

预测技术相结合，能够让计算机自动生成虚拟的高精度3D面部

和各种表情。该技术首先利用高精度3D扫描仪对人脸的某几种

表情进行高精度扫描，获得包含极高精度、细节的3D面部，类似

动画中的“关键帧”，接下来在人脸上标注关键特征点，并拍摄

该面部的各种表情，通过分区域分析每组特征点的运动规律，获

得这个人表情的变化规律。最后将这些特征点的运动规律与之

前获取的高精度3D“关键帧”相对应，即可让这些高精度表情按

照真实用户的表情规律“动”起来。之后3D虚拟面部的各种表情

就都可以由PC自动生成了。 

Technology
前沿技术

Technology
前沿技术

关于微软研究院 

微软研究院创建于20年前的1991年9月，致力于从

事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基础和应用研究。它成立时整

个微软也只有几千名员工，销售额刚刚跨过10亿美元。

因此，能在当时做出决定建立一个从事基础研究的机构

实属不易。

现在，微软研究院已经是计算机科学领域最大的

基础研究机构之一，已经在全球6个地方建立从事基础

研究的研究院，包括位于美国雷德蒙的微软雷德蒙研

究院、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的微软新英格兰研

究院、位于美国加州山景城的微软硅谷研究院、位于英

国剑桥的微软剑桥研究院，位于中国北京的微软亚洲

研究院以及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微软印度研究院。除

以上研究院外，微软研究院还在埃及的开罗微软创新

中心、德国亚琛的欧洲微软创新中心、雷德蒙的FUSE实

验室、雷蒙德的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和the eXtreme 

Computing Group开展研究工作。

微软研究院拥有850多名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员，

它吸收这些计算机科学领域最聪明的大脑，并让他们基

于自己特有的天赋和研究兴趣开展研究，因此微软研究

院所涉及的领域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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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计算机科学基础研究论文发表上看，微软研究院

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机构，其获得的最佳论文奖比世界

上任何其他机构都要多。作为全球性质的研究机构，其

还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实验室、政府以及其他公司

展开合作。

换个角度看历史

ChronoZoom

历史信息往往需 要 在图书馆以 及 互联网中进行手动整

理，对于从事历史教育、学习的人来说，这会占据大量时间。而

ChronoZoom提供了一种图像化的类似时间轴方式的历史数据

整理方式，这个系统采用数据虚拟化技术，在一个云计算平台上

汇聚了137亿年间关于宇宙、地球、生命以及人类的历史。我们

可以用缩放的方式快速地在一年至数十亿年的界面间转换，系

统会自动汇集选中时间段的数据信息，并自动根据信息的重要

程度进行有选择的罗列。而且ChronoZoom提供的是一个富媒

体集，包括音频、视频、文字、PDF文件、图表、图形等数据。另外

其允许不同用户根据需要定制功能，使得教授、老师和研究人员

能够分享各自的工作。

翻译的群策群力

Machine Translator Hub

基于PC的翻译系统通常都是由技术专家设计和维护的，而基

于微软Machine Translator Hub技术的微软翻译定制版（MTCE）

则采用了新颖的设计理念，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系统基于

街景车“下岗”

Automatic Building Parsing in Urban Areas

CHIP曾不止一次地介绍微软亚洲研究院基于高维图像算

法研发的图像处理技术，这一技术能让PC看“懂”图片，简而言

之就是让PC不再只会寻找相似像素区域，而是懂得图片中这里

是桌子、那里是窗户。而在TechFest 2012上我们再次看到了研究

员们基于这一技术开发的图像分析技术的演进版本。

这一技术被称为城市地区建筑物自动解析，该技术能够自

动分析并找出图像或视频中的建筑物表面，并根据这种2D的图

像数据自动生成建筑物的3D结构。该技术除了能对建筑物进行

定位之外，还可以在不依赖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计算每个建筑物

表面的几何形状、位置和方向。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通过给PC输

入一个固定角度的2D图像，计算机就能够绘制出这个图像中每

个建筑物的3D图像，而且建筑物中相互被遮挡的部分也能够自

动补全，这样我们就能够从各个角度观看这一区域的建筑物。这

一技术一旦成熟，我们将不再需要借助3D街景车辛苦地巡街才

能生成整个城市的3D街景，也许几张高精度2D照片就能够让我

们获得整个城市的立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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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见的采用统计技术的翻译模型，提供基本的词义翻译等

数据，之后其面向语言工作者开放了一个平台，用户能够向这个

平台上传自己翻译的某段文字的双语内容，系统能够自动给出两

种语言翻译的对照效果，随着这两种语言对应翻译内容的增多，

翻译系统会根据这些翻译内容进行自动升级和更新，以让翻译

结果更加准确。

另外，用户在上传翻译内容时还可以选择所翻译内容的类

别，如科技或医学，以保证翻译数据的精准性。这一产品能够有

助于保持非主流语言的活力和生命力，用户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

构建和部署定制化的翻译模型或使用微软翻译API及网页小工

具来获取这一翻译平台的服务。

气候趋势分析

FetchClimate

FetchClimate是一个能够分析和显示全球气候变化的系

统，它能够提供智能的气候数据检索服务。这个系统收集了来自

全球各个气象服务系统的数据，时间涵盖自1900年至2010年。

用户可以手动选择地图上的某个区域以及气候变化的时间段，

之后还可以设置选定区域气候信息的精细度，例如我们可以将

选定区域细分成100个甚至1000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的气温

趋势会以颜色来表明。这一系统基于Azure平台搭建，它最大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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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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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克•雷斯特博士

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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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小文博士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非常高兴能在2012微软技术节上见到如此之多令

人振奋的技术演示，它们在大数据和自然人机交互领域

的巨大应用潜力更是让我印象深刻。本次技术节让我看

到了微软运用基础研究成果解决实际难题的努力，涉及

教育、医疗、交通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众多领域。多年

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对中国计算机学会和清华大学给予

了大力的支持，双方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多个方面有

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希望未来双方能继续加强合作与

交流，共同开创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新疆界。

 ——郑纬民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的特点在于不仅可以显示所有具备气候历史记录数据地区的信

息，在一些历史数据不完善区域，这一系统还能够根据区域所在

的经纬度、地理环境的周边特征生成模拟的气候数据。这一特性

对于那些需要在特殊区域进行气候研究的学者来说十分实用。

当虚拟“撞到”现实

Beamatron

Kinect及深度信息的应用，让虚拟世界中的物体能够与现

实中的物体发生交互。TechFest 2012上展示的Beamatron模

型将投影机与Kinect整合在一个运动的云台上，投影机投射出

来的虚拟汽车可以用无线手柄进行遥控并在现实房间的地板上

行驶，当虚拟汽车碰到现实中的障碍物，如斜坡，甚至伸到画面

中的一只脚时，小车的投影图像会发生相应的倾斜或偏转，就像

真地碰到这个障碍物一样。这是因为Kinect所提供的深度信息

事实上让PC“看”到了现实房间地板上的凹凸变化，当虚拟的小

车行驶到这些有凹凸变化的区域时投影机就会投射出不同样子

的小车图案，就好像这个小车真的碰到了某个障碍物一样。将这

一技术与3D显示技术配合，从特定角度观看时用户将获得更加

真实的画面效果。

“懂事”的投影

Wearable Multitouch Projector 

Kinect与投影机结合能够实现很多独特的应用，例如将微型

投影机与Kinect相结合而设计的可穿着的多点触控交互应用。

这一应用将一个微型投影机和一个小型化的Kinect捆绑在

一起，架在用户的肩上。用户在这个设备面前举起任何平面，如一

本杂志甚至手掌，投影机即可在上面投射出画面，而且这个画面是

支持多点触摸的，用户用手指在上面可以随意点击或滑动。

这 款设 备在使 用 之前无 需 校 准，用户只需 将 投 影面举

到Kinect前面，即可轻松启动系统。不过真正精彩的地方在

于，Kinect的介入能够让投影机更好地适应投影平面，Kinect能

够提供面前投影平面的深度信息。比如投影机面前是一个手掌

时，Kinect能够将手掌的轮廓反馈给系统，系统就可以控制投影

机只将画面投射在手掌中能够平整显示画面的位置上，而不会

投到手指上。类似地，当投影机面前的平面是倾斜的时候，投影

机也会自动进行梯形校正，保证最终画面的观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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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研究院Face SDK for Windows Phone :
让人脸应用更有趣

编者按：为了让技术爱好者开发出更多有特色的Windows Phone人脸应用，微软研究院近日发布了Face SDK，

提供人脸检测、校准、跟踪等多种算法用以处理脸部图像。

2012年5月，微软研究院发布了基于Windows Phone平台

的人脸技术软件开发工具包测试版（Face SDK Beta for Windows 

Phone）。这套首次公开发布的测试版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工具包），提供多种先进的算法用以处理人脸图像，比

如人脸检测、校准、跟踪和动画生成等等，让开发者和发烧友轻松愉

快地开发出更多有趣的Windows Phone应用。

Face SDK 特性面面观

人脸检测（Detection）——这个模块自动检测出一张图片

里面所有的人脸，给出每张人脸的位置和大小。检测算法可以检

测出不同光照下及不同朝向的人脸。

人脸校准（Alignment）——这个模块试图对脸部“组件”

（眼睛、眉毛、嘴、鼻等）进行定位，并返回这些“组件”的中心

点或者轮廓数据。

卡通人脸（Cartoon）——此模块可以基于一张正面人脸

图像创建个性化的卡通肖像。通过选择不同的风格或模板，用户

可以自定义其肖像。

人脸跟踪（Tracking）——在视频捕捉中，该模块可以实

时地确定人脸的位置和朝向。应用这一模块, 用户可以通过头部

运动（左/右转动等）与Windows Phone进行交互。

研究结果的冰山一角

据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孙剑、闻芳介绍，早在建院之

初，微软亚洲研究院就开展了该领域的研究。最近几年，这些长

期研究开始开花结果，与全球各地的微软研究机构和产品部门

的合作也愈加频繁。这种紧密的互动催生了很多新的想法，产生

了不少新技术和研究成果。普通用户也可以从Kinect、Windows 

Live照片管理器、必应搜索、MSN互联网服务等体验到这些研

究结果的魅力。相对于研究院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积淀，这次Face 

SDK的功能只能算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研究员们希望通过开

放的SDK和开发者、用户进行交流，让更多的研究成果能得到更

广泛的应用，从而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 

让我们一起Face Party 

基于微软研究院开发的脸部技术，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

中心开发了三款不同的人脸处理应用，去年已经在Windows Phone

应用商店发布，分别是Face Swap，Face Mask和Face Touch，组成

了Face Party这个欢乐的大家庭。如今随着Face SDK的发布，我们

会不断更新技术，更注重Face SDK性能和功能的开发。

截止2012年5月6日，Face Party应用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25万

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既简单有趣，又易于互动的应用

程序吧！

Face Swap

有没有想过和别人换脸？想看看你的脸在朋友身上是什

么样子？Face Swap提供了一个简单、方便和好玩的方法，让合照

中的人们互换面孔。而你需要

做的只是选取一张照片，晃动

一下手机，然后合照中的人脸

五官就会进行乾坤大挪移。这

款应用支持多人脸检测。所有

三款应用处理的照片都可以在

Facebook、Twitter、SkyDrive或新浪微博上分享。

Face Mask

一款超萌的人脸检测照片应用，内置20余个贴纸和面具。随

意选取一张照片，只需轻轻点击屏幕或晃动手机，照片中人物就

会带上你喜欢的配饰或面具。平凡的照片一秒变特别！该应用同

样支持多人脸检测，与Pictures Hub集成，一键处理所选图片。

 

Face Touch

想看看一向严肃的老板笑起来什么样么？让Face Touch表

情 修改 神 器 来 帮你！这 款 应 用让你用手 指 和 照 片中的人物

互 动，轻轻一点，变出悲伤，欢乐，等表情，还有更多神秘表情等

你去发现。该应用通过交互生成人物表情，支持多人脸检测，并

与Pictures Hub集成，一键处理所选图片。

这项软件开发工具包的发布，展示了微软欲将人脸检测、追

踪等系列技术带给更多技术爱好者的良好愿景，我们希望通过

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帮助开发出更多有创意的应用。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者反馈，欢迎发邮件（msrawp7@

microsoft.com）联系我们。

编撰/任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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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畅游万物历史

3月14日是爱因斯坦的生日，微软研究院在这一天发布

了一款新型历史研究工具— —ChronoZoom测试版。这款

强 大 的开源 工 具 是由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莫 斯 科国立 大

学、Outercurve基金会以及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共同研发

的，并将在西北计算机教育委员会(NCCE)会议上亮相，目前已经

可以在线试用了。

神奇的ChronoZoom

您可能会问，ChronoZoom究竟有何神奇之处？毕竟，历史

资源本身就很丰富。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存放图像、视频、文件、

事实和数据的数字资料库、资料收藏馆、图书馆和网站，更不用

说那些珍藏在私人办公室、个人电脑和大学服务器里丰富却被人

遗忘的内容。但是，这些资源的绝对数量以及它们在地理位置上

的分散性困扰着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他们为更好地了

解历史，并为将来总结教训，在寻找此类信息的过程中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如果我们有一种工具可以把所有这些资源整合在一

起会怎样呢？

此外，尽管合作越来越多，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教育和

研究活动中仍然是相互孤立的。例如，当我在大学学习东亚洲研

究课程时，我了解到15世纪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却不知道那时

的中东、非洲或拉丁美洲发生了什么，以及物理和化学科学领域

在那时有哪些大事件发生。如果把这些信息聚合在一起，我们会

不会提出其他的研究课题？会不会对过去有了新的理解，并由此

提出不同的创新和见解呢？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ChronoZoom回答的问题，

该工具使得不同历史研究课题之间的时间关系变得清晰而生

动。在这一过程中，它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探索相关的电子

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视频、文字、图表、图示、图像、文章及其

他多媒体内容。因此，ChronoZoom扮演了一个“主时间线”

的角色，将各种特定时间和电子资源整合在一起，并有望弥合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本着“绝不浅尝辄止”的精

神，ChronoZoom旨在统一所有过去的知识，使这些信息更易

于理解。

这样，ChronoZoom的出现极有可能成为不断演进的大历

史领域内的一种重要工具，尝试实现过去与现在的统一——从

时间的起点（大约137亿年前），贯穿四个主要领域：宇宙史、地

球史、生命史和人类史。大历史为过去如何演进提供了广泛的理

解，并允许我们探索能够弥合人文与科学之间知识鸿沟的统一

特点。

学生成为开发生力军

ChronoZoom的发布尤其令人兴奋，因为该工具是由学

术界人士为学术界人士研发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其他时间线

工具能够得到世界各地这么多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的广泛支

持。ChronoZoom由两所杰出的大学领导的两个团队研发：

内容团队：提供用于填充ChronoZoom及共享的数字内

容，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Walter Alvarez教授和Roland 

Saekow领导。 

开发团队：开发让ChronoZoom面世的系列功能集，由莫

斯科国立大学Sergey Berezin博士领导。 

此外，ChronoZoom的另一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大量学

生的参与。在开发方面，80％以上的ChronoZoom开发工作是

由莫斯科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承担的。

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款令人惊奇的应用就是这些学生在微软

研究院工程师的支持下，花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开发而成的。同

样，90％的ChronoZoom内容填充工作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学生们组织和开发的。

通过测试版的发布，我们希望学术界同仁在课堂教学中尝

试使用ChronoZoom，就其功能进行投票，并告诉我们如何让

这种工具变得更加有用。希望学术专家和数字资料集所有者帮

助确定哪些内容应该纳入到ChronoZoom中。同时我们也希望

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科学机构和开发者，能够加入到这个开源社

区，帮助我们研发更多的新功能。

ChronoZoom诞生始末

ChronoZoom的历史也可谓悠久，并经历了不同的开发阶

段。2009年春天，Roland Saekow有幸聆听了Alvarez教授的大

历史课程。在课程中，为表达大历史广阔的时间跨度，Alvarez教

授使用了多种工具，从日志标尺到多页时间表。 

幸运的是，Saekow想起在一次TED讲座上听说过一项被

称为“Seardragon”的新型计算机缩放技术。下课后他去找

Alvarez教授，他们开始考虑这个可缩放时间表如何才能发挥作

用。在校园Industry Alliances团队的帮助下，他们和微软研

究院和微软Live实验室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研制

出了第一个ChronoZoom原型版本。

今天，有了来自世界各地大历史、人文、科学等领域教授

提供的反馈，我们正致力于创建一个全新的ChronoZoom，

让 它 成 为 一 款 很 棒 的 教 学 和 研 究 工 具 。在 创 建 了 第 一 个

ChronoZoom版本后，我们又与大学、教授和学生合作，让这种

工具更容易在课堂上使用。我们欢迎大家提供反馈。这也是我们

为什么为学术界提供ChronoZoom测试版本——我们希望得

到更多的反馈与合作，让该工具能够帮助学生、教育工作者和研

究人员真正了解万物历史。

我 们 很 高 兴 地 宣 布ChronoZoom项 目 现 在 已 经 成 为

Outercurve基金会“研究加速展室(Research Accelerators 

Gallery)”的一部分。Outercurve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开

源基金会，向22个开源项目提供软件知识产权和项目开发管理。

该基金会由四部分组成——研究加速器展室，ASP.NET开源展

室，数据、语言和系统互操作性展室，以及创新者展室，致力于

为开源群体的软件协作开发提供支持，并帮助世界各地的组织

机构和研究群体更快取得成果，改进群体建设。

如果您将参加西北计算机教育委员会(NCCE)会议，希望

您能来与我们会面。无论您身处何地，请在未来几周内试用

ChronoZoom，我们希望能在未来6个月内获得至少50万名用户

的反馈。如果您想在内容或开发方面提供帮助，请发送电子邮件

至chronozoomproject@outercurve.org

ChronoZoom
本文译自文章“Presenting the History of Everything”          

编者按：北京时间2012年3月15日，ChronoZoom开源社区发布，整合了从宇宙大爆炸至今的丰富历史数据，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方式展示137亿年来的大历史。通过这条连接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纽带，你可以了解,对比和

分享宇宙、地球、生命以及人类的演化史，并发现新的可能性。

作者：Rane Johnson-Ste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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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遗漏任何一种语言

设想一下，如果你不会使用世界上任何一种主流语言，你将

会面临怎样的信息和文化孤立，你的互联网体验又将会何等受

限。事实上，这是一个全世界数十亿人正在面临的问题——由

于语言不通，他们无法获取丰富的知识资源。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也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他们

说的最流利的虽然是某种主流语言，但其祖先的传统却源自另

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这些人发现，自己离祖先的文化越来越

远，而这些文化则必须通过他们的母语才能充分理解。

为了借助计算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微软研究院很荣幸

地宣布推出微软翻译中心。尤其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工

具有望针对资源贫乏型语言提供有意义的机器翻译服务，并帮

助研究人员建立更有针对性的语言模型。从最近在世界的两

极——美国加州和亚洲尼泊尔——所主持的两项活动中，我深

深地认识到了该翻译中心的价值。

用苗语吟唱加州之梦

2011年11月下旬，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在加州州立大学

弗雷斯诺分校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苗族语言保护研讨会。会议

期间，当地苗族社区为“白苗语-英语机器翻译器”提供了语料输

入（白苗，又称苗道，是苗族的几种  方言之一）。苗语是东南亚山

地人的土著语言之一，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现居住在美国、澳

大利亚和法国。正因如此，许多苗族人在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化和

语言环境的情况下养育着自己的子孙。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尽可

能地融入在他们所居住地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和文化中。

一般情况下，第二代长大后还具备一定的双语能力，与他们

的父母和其他长辈交谈时说苗语，而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中使用

英语。但是，他们自己有了孩子后，往往会对孩子们讲英语。这就

是说，第三代长大后只能通过聆听其父母与祖父母的交谈来学

习十分有限的祖先母语知识。苗语直到最近（还不到60年）才成

为有书面文字的语言，很多能够说流利苗语的人有相当一部分可

能都不识字。

这些因素导致了苗族语言在旅美苗族社区中的使用每况愈

下，并且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语言保存因此成为苗族社区的重要

议题之一。在加州的研讨会期间，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与加州

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语言学家Phong Yang教授合作，探索

了用机器翻译作为保护苗族语言和文化的方法之一。

苗族社区参与的积极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各年龄段

的社区成员——从儿童到爷爷奶奶，通过机器翻译中心的评审

界面提出建议，并表达鼓励。他们的愿望很现实：没有指望计算

机能够提供苗语-英语的完美翻译。一位苗族父亲打趣道：“它

说的是‘苗式英语’，就像我的孩子。”但总体反应是非常积极

的，表达了苗族社区保护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愿望。

作为本次研讨会、微软翻译团队辛勤工作以及弗雷斯诺苗

族社区持续努力的一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微软于2月21日

在必应翻译上发布了苗语公开版，以此纪念“国际母语日”。

在尼泊尔教导学生攀登语言科技高峰

在尼泊尔，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与加德满都大学和非营

利组织“语言技术肯德拉”共同主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尼泊尔

语言保护研讨会”。研讨会的目标是着手加强尼泊尔语在当今数

字世界中的地位，使之成为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并改善单一尼泊

尔语使用者获取非尼泊尔语互联网内容的能力。这些努力将有

助于扩大了尼泊尔语的使用范围，并保持它的活力。作为资源相

对贫乏但使用者众多（超过三千万人）的语言，尼泊尔语成为微

软翻译中心试点的理想候选语言之一。

David Harrison是斯沃斯莫尔学院语言学教授，也是全球最

著名的濒危语言专家之一，他与我共同主持了一场面向语言学家

和翻译从业者的研讨活动，致力于翻译质量评审，以及获得对评

审者界面有价值的反馈。第一天，翻译和编辑了大约1200个句

子，第二天则完成得更多。与会者指出了一些缺陷，并提出了改

进的建议。

与此同时，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正在听取

微软研究员Christophe Poulain和Sundar Poudel的指导。该

讲座针对未来的计算机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教育工作者，指导

他们借助在私人工作空间中的微软翻译API，使用新开发的尼泊

尔语翻译模型——这个模型此时正在另一场研讨活动中得到改

进，从而实现尼泊尔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自动翻译。通过对教育

工作者的培训，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工具，让他们回到各自所属机

构后能够教会别人如何开发网络服务翻译应用程序，并由此培

养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青年专家。

与会者们的热情和富有成效的工作证明，尼泊尔语是此次

研讨会的明智之选。正如一名与会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

们能够翻译尼泊尔语，我们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就可以变得更容

易。”另一位代表则指出：“乡村人不懂英语，所以如果我们为他

们提供一个翻译器，他们一定会感觉不错，而且会觉得浏览外语

网站变得更加轻松。”

我坚信，像微软翻译中心这样能够激发社区参与的翻译系

统，在遏制资源贫乏型语言的衰落方面将带来积极地影响。但社

区需要做出更加强有力的承诺，才能使之成为现实。机器翻译能

够模仿人类学习一门新语言的过程。像人一样，翻译软件也需要

相应的材料对两种语言进行比较阅读。它一定要接受训练，而且

也会犯错误，但随着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新的语言（数据），它一

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积累系统可使用的语言数据，是上述这些研

讨会等活动的首要实用价值之一，与会者们实际上是在教电脑

如何讲自己的母语。

无论是否有助于保护与祖先文化之间的关联，或者将特定

语言带入数字世界，微软翻译中心都彰显了微软对“借助技术，

为社会带来积极变化”的持续参与和长期承诺。

本文译自文章“No Language Left Behind”

作者：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自然交互组总监Kristin Tolle

编者按：如果你不会使用世界上任何一种主流语言，你将会面临怎样的信息和文化孤立？又或者你能流利地运用某

种主流语言，却发现离自己的母语文化越来越远怎么办？为此，微软研究院研发了微软翻译中心，针对资源贫乏型语言提

供有意义的机器翻译服务。

Where language meets the world
Bridging languages, cultures and technology

语言与世界的邂逅
搭建语言、文化与科技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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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IEEE Computer Society》2012年1月刊

作者：微软公司Daniel A. Reed, Dennis B. Gannon和James R. Larus

随着研究的想法变成现实，计算领域的基础性假设正在迅

速瓦解。

处理能力不断迁移到一系列专门设备上，包括无处不在的

智能手机以及日常物品中嵌入的传感器。多点触控、3D和语音

处理等长久以来人们所设想的自然用户界面元素正在成为主

流。数据存储密度正以指数速率增加，因此个人也能将有关日常

生活的数字化记录保存在本地设备和云设备中。物联网——相

互连接的智能对象所组成的不可见的网络——有望改变我们与

日常事物交互的方式。毫无疑问，数字技术的进步以及我们不断

变化的期望将对传统的隐私和安全观念提出严峻的挑战。

新老技术的不断变化不仅带来了令人振奋的研发挑战，也

创造了有望改变我们未来的创意思路和实现方式。例如，智能手

机和无线设备的爆炸性增长造成了无线频率波段的短缺。认知

性无线电技术能否改变通信领域的技术和商务动态特征，并实

现更加灵活和自适应的频段使用呢？

对当前趋势的预测表明，与互联网连接的设备将在短短的

几年内达到50多亿部。我们如何才能用最佳的方式管理和保护

它们呢？我们能否让历史上根深蒂固的隐私和安全观念适应于

充满了云服务和跨境数据流动的新世界呢？今天，每一个云数据

中心所蕴含的计算和存储能力都超过了几年前的整个互联网。

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设计这些系统，从而实现灵活而高能效的

运转呢？

新的计算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契机，帮助我们解决重要的社

会难题。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都在老龄化。这些新技术能否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生物学的革命如何才能充分利用信息

技术的进步，提供真正个性化的医药？教育系统能否应对未来人

们在职培训的需要？数字化教育手段能否适应“适时”培训和技

能更新的需要？我们能否使用这些新技术来更有效地管理日益

增长的清洁能源需求？

预测未来总是充满了危险，这一点在对以往任何技术预测

的回溯验证中都可以看到。然而，这些科技和社会的变化是如此

重大，以至于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对于未来研究、计算科学教育以

及更大范围社会反应的影响。

计算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计算领域，我们已经习惯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短

短几年内计算设备的容量、性能和成本都产生了若干数量级的

变化。这些变化源自技术进步以及适当技术组件的机智整合。正

如大师Jim Gray所指出的那样，技术组件的成本和性能决定了任何

设计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及其相应的实用性和应用范围。从主要

组件技术的发展趋势方向加以思考，必定会有所启发。

硅微缩与摩尔法则

几十年来的，CMOS制程微缩技术通过缩小晶体管特征尺

寸，制成了更快的处理器芯片，功耗更小，成本更低。这种平衡、

按比例的变化被称为丹纳德微缩，它曾是摩尔法则的技术推手，

不过它目前面临终结，其原因就在于简单的物理学规律：一个晶

体管的栅极绝缘体现在只有几个原子那么厚了。

目前，我们已经不能继续降低晶体管的供电电压了，伴随每

次特征尺寸的缩小，电压都要下降30％。如果不显著降低电压，

随着晶体管的缩小，其芯片的功率密度将以平方指数速度增加。

简而言之，未来的工艺技术将允许半导体制造商在同一块芯片

上放置更多的晶体管，但它们的速度并不会快很多；而且如果拿

不出标准CMOS的替代品，它们的能效也不会进一步提高。这种

趋势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我们可能无法同时为芯片上的晶体管

供电。

单处理器性能提升速度的放缓已经在改变着计算行业的格

局。多核处理器的盛行让并行编程成为了一种规范，而非特例。

对于Web服务和云计算等并行应用，多核芯片带来了立竿见影

的性能优势。此外，多核并行处理实现了计算的异质性——用专

门化的协处理器执行特定任务，并大大低功耗，这对于低功耗移

动设备而言，不失为一大福音。

毫无疑问，半导体技术的进步将继续推动多核芯片在功

耗、成本和并行处理能力等方面的改善，让人机交互方式变得更

丰富、更自然，并得到大规模云服务和数据分析的支持。其中重

大的挑战之一，将是创建相应的编程模型和工具，帮助运用新的

并行和分布式理念进行软件设计，教导新一代学生和开发人员

去使用它们。

多设备世界、物联网和云

计算的历史就是一个日益民主化的过程。大型计算机的稀

有和昂贵迅速催生了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然后是工作站，最近又

出现了个人电脑。今天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最新一代的服

务获取工具。摩尔法则、集成度提升以及海量终端带来了又一次

转型——物联网的兴起，将智能嵌入到日常物体之中。

虽然很久以来计算机就一直被嵌入在各种物理设备之中作

为控制单元，但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它能够让哪怕最便宜的设备

与互联网连接。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拥有数十乃至上百件带有嵌入

式计算系统的物品，而且连接到互联网的“物品”数量大大超过

了使用它们的使用者数量。

在这里，我们把云计算定义为托管在庞大数据中心内，并且

覆盖整个互联网的服务，它促成了无处不在的网络搜索、托管软

件和社交网络。它还提供了分析功能，让移动设备对各自的行为

进行适配和个性化——例如，用户使用自己的位置信息来查找

附近的理想餐馆。

编者按：崭新的、令人信服的想法正在改变着未来的计算，其中伴随着太多的变化，将给我们的职业和社会带来重

大的影响，并引发一些深刻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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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是物联网的粘合剂。设想一下，电动车需要经常充电，而

如果每辆电动车的车主都在下班后才开始充电，那么电力需求可

能会超过当前电网的承载能力。但是，车辆所需要的充电量以及

充电时间往往取决于驾驶者第二天必须要去的地方，这些信息是

可以在保障隐私和安全的前提下，从日历中推断出来的。驾驶者

的软件代理可以访问他或她存放在云中的日历，再与车辆取得联

系以确定电池剩余电量，然后与电力公司的代理商讨论充电时间

的安排。这种经由无处不在的网络、共享数据和基于云的代理而

实现的合作将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有助于调整电网负荷、简化

车主的管理负担，从而增加私人购买电动汽车的吸引力。

云还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于建设完善的服务，让互联网连接

设备的功用远远不止于替换上一代“傻子”设备那么简单。云可

以用来存储那些需要随时可以被大量独立设备访问的数据，并

提供了足以应对复杂代理需求的计算资源。嵌入在设备中的计

算机将受到成本、功耗和尺寸的限制，这反过来又制约了能够直

接运行其上的软件的通用性和完备程度。基于云的代理消除了

许多诸如此类的限制。

当然，这种转变在安全、隐私和自主性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挑

战，特别是由于这些带有网络连接的设备可能会受到恶意攻击

以及更难以察觉的隐私权侵犯。虽然硬件和软件的改进可以更

好地防范恶意攻击，但隐私权保护需要对社会规范达成更广泛

的协议，以及强制执行这些协议的机制。

云数据中心与缩放

2011年底，新创建和复制的信息数量超过了

1.8 zetta字节，信息的生产速度还在继续增加。这

种增长的影响是令人吃惊的：当今世界上90％的数

据是在过去短短两年中产生的。这些数据的来源数

不胜数，其中包括通过廉价却高分辨率的传感器所

收集到的爆炸式增长的科学和工程信息；数字通信

和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类交往；位于建筑物和交通

系统内部的智能基础设施；以及能够通过物联网感

知、创建和沟通数据的工业机器。

这些数字化信息洪流通常驻留在全球各地分

布式网络中的云数据中心内，其中规模最大的数据

中心要消耗几十兆瓦的电力来支持成千上万台服务

器和数十peta字节的存储容量。微软、谷歌、亚马逊、脸谱和其

他云服务运营商正在建设由此类数据中心构成的全球网络，以

托管应用程序，并提供消费服务。移动设备和物联网已经推动了

包装和电源管理领域的创新，它们同样也将助长云数据中心建

设的创新。

云可以用来存储那些需要随时可以被大量独

立设备访问的数据，并提供足以应对复杂代理需

求的计算资源。

传统数据中心往往以高架地板、荧光灯照明和空气循环为

特征，而它们现在已经让位给强调能源效率、迅速部署和弹性运

作的新模式。现在的数据中心建筑模块已经有些类似于集装箱，

每个箱子里都预先配置了数千台服务器，只需要进行电源、网络

和冷却等基本连接即可投入运转。它们可以迅速地运送和部署，

实现了设施建造与设备配置的分离。同样，传统的冷却模式也退

出了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高温运作方式——以略有增加的组件

故障风险为代价，换取较低的冷却成本，或者实行空气方面节

约——利用环境空气进行冷却。

尽管在物理基础设施上进行了改善，数据中心仍在不断提

出有关低功耗节点设计、包装、集成和运行的严峻研究课题。除

了硬件之外，数量巨大的机器及其堆积如山的工作负载也对网络

管理、容错和应变能力、工作负载优化和配置以及系统架构提出

了挑战。

软件和云服务

自从现代数字计算技术诞生以来，软件一直是用户自主开

发或与计算机一并购买的，堪称完成计算或数据分析任务的神

器。但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企业希望购买软件所提供的服

务，而不是软件本身。现在，大家可以使用微软Office 365或“谷歌

文档”来写论文或书稿，并用微软的Windows Azure或亚马逊

Web服务存储成为文档，而无需再购买和安装单机版的软件了。

这种趋势拥有巨大潜力，能够简化众多人机交互，用可以随

时随地、通过任何设备访问的数码相册等概念来替代机器和文

档等低层级的抽象概念。经济模型也在不断延展，包括了借助所

支持软件服务投放广告的做法，其中最抢眼的要数网络搜索了。

这一新的范式以经由云共享存储和计算连接在一起的各种设备

为基础，因而要求采用新的软件开发实务和技术。

在并行分布式系统上开发和演进服务，而且还要能够支持

在地理上处于分布状态的数百万用户，这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因为服务必须要高度可用和可靠：一旦出现故障，就会影响到数

百万人的生活。因此，研究人员必须能够在维持系统正常运转的

同时，针对其中的错误或可能的安全攻击而开发及部署软件更

新和应对措施。

基于云的数字助理可以像真人助理一样，承

担多种任务，同时还能够提供存储在云中的丰富

数据。

云服务平台已经在改善软件开发流程，这也是势在必行的。

现在，对错误的实时反馈允许开发团队迅速找出潜在的缺陷；而

设备和云之间的紧密连接也允许对已部署软件快速而持续的改

进。但软件中仍继续存在着大量缺陷，而且往往成为了恶意攻击

的命门。软件架构的改进和软件缺陷检测工具的广泛采用可以

大大提高对攻击的应变能力，但这个重要领域需要更多的努力。

后WIMP和NUI

传统上，我们与计算设备——无论是个人电脑、平板电脑

还是智能手机——的交互要借助图形用户界面，它依靠清晰无

误的系统响应。过去30年来“视窗-图标-菜单-指向（WIMP）”

范式一直在人机互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已经无处不在，而

这一范式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施乐PARC的开创性工作中。基于

自然用户界面（NUI）的全新人机交互模型已经为时不远。有了

NUI，人类就能用自己的手势和语音与计算机进行交互。这个想

法在科幻小说中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例如，在由斯坦

利·库布里克导演的《2001太空漫游》中，偏执狂计算机HAL就

有一个发达的NUI。语音识别技术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它在过

去10年间取得了长足进展，目前许多智能手机都能够通过语音

输入进行网络搜索。

一项更大的挑战在于人类手势的识别。围绕计算机视觉的

工作已经进行了许多年，而在过去15年间，手势识别的研究更是

日益深入。微软的Kinect则是以硬件形式实现NUI思路的最新商

业典范。Kinect和Xbox都在使用了深度摄像头和麦克风阵列来

读取手和身体运动，但Kinect还可以响应语音指令，如“Kinect，

请搜索《星球大战》视频”，或者“Kinect，请播放视频。”让

Kinect成为可能的突破性技术，是深度图像的利用，以及训练有

素的分类器，它能将身体各部位映射到3D模型上，这样，系统就

能把用户自然而然的移动、指向和姿态理解成为计算机指令。

 

推断性和辅助性计算

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然用户界面，我们必须超越对“明确命令

做出反应”的思路，而要打造能够理解隐含询问，并推断问题和

行动的系统。基于云的数字助理可以像真人助理一样，承担多种

任务，同时还能够提供存储在云中的丰富数据。苹果公司的Siri

是这种能力的第一张杰出面孔。这个助手能够通过对个人数字设

备数据流量的监测，推断用户所处的情境，这种情境信息还可以

帮助数字助理来处理界定模糊查询和问题。

建造可以推断用户行动或兴趣的计算机系统，这是个非常

棘手的问题，但研究人员正在取得进展。例如，搜索引擎识别用

户意图的能力已经大有长进——通过挖掘搜索查询数据，它们

可以显示搜索字符串中头几个词之后最有可能的补足语。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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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徒手绘图程序ShadowDraw能够搜索与用户所画草图类似

的图像集，以便找到能够帮助指导绘图的模板。系统可以根据

用户的笔触，动态检索匹配的图像，把它们与不断推进的绘图动

作相契合，并根据匹配度得分进行取舍，而且整个过程都是实

时的。

从海量数据中出现并兴起的“大数据分析”目前正帮助我

们推断其他用户的行为模式，并（通常）能够了解用户的意图。

正如大家在《Jeopardy!》中所见，IBM的沃森是数据挖掘技术

的突破性应用，其中系统以并行方式将几十种专业化、个性化的

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分布在多个处理器上的peta字节级别的非

结构化文本数据之上。沃森可以从看似无关的单词和短语之间

发现隐性关联。

多模式通信

WiFi设备和智能手机的快速增长给无线数据访问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用户期望，也让电信监管部门和移动运营商面临更大的

压力——如何分别通过频谱分配和基础设施来满足用户需求。

我们中间不少人都曾经有过通话掉线或无法在拥挤区域连接到

WiFi的经历，不断增长的需求和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深刻而

具有实质性的。如今，由于智能手机和WiFi通信主要使用800兆

赫和2.5千兆赫之间部分频段，这种紧张只影响到了电磁频谱的

一小部分。

这两种趋势可能将迫使我们摒弃固定频段分配的传统方

法，转而采用更加灵活和动态的适应性管理。首先是NUI的兴

起，这将必然体现在来自多个传感器及设备的数据融合与呈现，

而后者则运行在各不相同的通信频段和物理距离上。从基于

蓝牙等技术的近距离通信，60 GHz高清晰度视频传输，WiFi，

超级WiFi（whitespace)，跨越数十米到几公里的蜂窝通信，直到

智能电网和智能交通系统所用的低带宽、长距离通信，多模式通

信都将成为常态，而非例外，这样才能创建和提供整合体验。

随时随地信息访问的预期持续增长，再加上通过语音、视

觉和手势进行的多模态互动，将促进认知性无线电通信协议和

标准的采纳和部署。基于多个标准（功率水平、使用服务类别的

优先次序、付款或访问方法以及传播特性等）的实时频段接入协

商可能会变得更为常见。反过来，这也将需要制定新的频段管理

政策和规则、无线电和协议标准，以及持牌及无牌频段接入服

务提供商的分类。

隐私规范的变迁

数字化信息快速增长，而我们个人的数字存在也越来越广

（其定义为个人进行社会网络互动、网页浏览、电子商务和特定

位置服务等行为的总和），这两大因素引起了人们有关数字隐私

和信息管理等新问题的关切。我们对于隐私和安全的概念大多

是植根于物理位置和个人，但数字信息能够快速且轻松地跨越

组织和行政边界，从一台设备移动到另一台设备，又在云服务数

据中心之间流动。同样，我们对于数据获取的观念大多数也是一

分为二的：数据要么是经过加密而不可访问的，要么就是明晰而

可用的。

然而，现实中的信息获取更加琐碎和微妙，这一点是任何曾

在社会网络上进行过信息共享规范配置的人都了解的。“朋友”

是一个复杂而不断变化的概念，它取决于有关各方的主观认知、

最近的行为以及情绪等。同样重要的是，不同地区、文化和年代

对“可接受行为”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的。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有关隐私和安全

的观念，以及与数据、流程和个人保护相关的技术机制。正如公

共密钥加密技术让个人和组织得以安全地存储、处理和传输数

据，我们也需要新的协议和标准来反映了当今在线交互的复杂

现实。这些协议和标准有可能至少以下列三项信息共享原则为

基础：

● 生命周期约束：限制数据可以访问的时间窗口；

● 传送行为的边界：界定信息在最初收件人以外的共享程度；

● 基于声明的访问：指明数据可用于哪些目的。

通过这样的模式，移动用户可以仅允许自己目前所访问商

店的经营者在接下来的5秒钟内使用自己的位置信息，而且仅用

于指引自己前往提供所需产品的货架。上述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目

的、保留或共享。其中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允许用户实施此类掌

控的同时，保持限定条件的直观、简单和非侵犯性；同时创造条

件，让新用途和经济模式发展壮大。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而又充满挑战的时代。随着计算技术民

主化进程的加快，各种规模的计算都将创造新的机会。计算将越

来越成为教育、研究、商务、政府和社会交往的遍在性基础，与

合作伙伴们携手引导整个产业前行，这是我们的机会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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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Daniel A. Reed

微软公司全球技术政策副总裁

Reed加入微软之前，曾任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

分校的杰出教授，并是北卡大学文艺复兴计算研究所的

创始人。在此之前，他曾经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

Gutgsell教授、计算机科学系主任以及国家超级计算应用

中心主任。Reed持有普渡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他

是IEEE和ACM的院士。

Dennis B. Gannon

微软公司技术政策小组云计算研究项目总监

在加入微软之前，Gannon是印第安纳大学信息与计

算学院计算机科学教授，并担任普及科技实验室主任。他

拥有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数学博士学位以及伊利

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James R. Larus

微软研究院eXtreme计算组的总监

Larus目前研究的方向是云计算编程模型和大规模

计算定制硬件。他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博

士学位。Larus是ACM院士和IEEE会员。

展望未来：研究及其社会影响

深度纳米领域的丹纳德微缩在技术方面为研究界提出了挑

战和机遇；物联网和云服务增长，并通过NUI在整个计算科学及

工程学领域内实现了融合。我们该如何设计云服务，用于管理和

集成纷繁复杂的互联网连接设备（它们已经成为连续的信息结

构）？认知性无线电技术能否提供这些数据流所需的频段容量？

什么样的软件和加密安全技术能够最好地保护我们的数字存

在？此外，优化数据中心的能源和水源利用效率，同时又能在资

源受约束的地区全球部署它们，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活动领域；应

变能力和服务可靠性的管理也是如此。

尽管表现形式多样，但这些技术挑战大都具有一个共同主

题：它们都是系统性问题，需要具有计算和通信领域多个分支学

科的见解和专门知识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

方案最终将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计算研究和教育的元素，强调并

行和分布式计算是常态而非特例，研究更广泛领域的组件和子

系统间相互作用以实现系统可靠性和复原能力；同时考虑人类

行为动力学与互动。

这些技术发展趋势也带来了破坏性的社会影响，因为技术

变革速度对社会结构的适应和反应方式提出了越来越严峻的挑

战。过去要经过一代人才可以完成的转变，现在短短几年内就会

发生，与随之而来的是对经济、社会和政府的干扰。为了有效地

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吸引、教育并雇用能够广泛代表人群利

益的计算技术劳动者。21世纪的计算必须涵盖最广泛意义上具

有深刻重要性的应用技术，而不是仅着眼于硬件和软件。

这意味着我们要研究人们与个性化机器人和自主驾驶车辆

相关的法律、社会和文化期望，以及它们将如何促进老龄化人口

的独立性、流动性和安全性。这意味着我们要思考物联网和云的

推测和分析能力将如何通过与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和智能交

通系统的整合来维持经济发展，同时减少人均能源消费。

我们需要确定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医药以及从个人传感器

网络上收集到的数据将如何降低医疗成本、提高生活质量，而不

至于影响个人隐私。这也意味着要探索宽带接入和教育材料的

多媒体呈现将如何为劳动者提供适时培训——现在他们正面临

技术和商务转变而造成的经济混乱。



34 35

2012微软亚洲研究院家庭日

爱・自然而然

家庭日（Family Day）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传统节日”。每年五月底六月初，研究院都会举办一个大party

邀请员工们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实习生，一起参加精心准备的各种活动，让每一个小家庭都融入到研究院大家庭

之中，感受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在这一天，研究院的主题不仅仅是“研究”而更多是“孩子”，是“家”，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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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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ox、必应、Windows Ph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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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5号，微软大厦二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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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将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有任何问题请联络研究院公关部

Matrix释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