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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智途，寻梦未来”——记2012微软学生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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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可验证软件研讨会暨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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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的遗产和后继者们的责任

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布“英库拼音”输入法

云输入2.0

破译输入密码

大数据没有泡沫只有十年“鸿沟”

互动数字展示——艾滋病拼布（AIDS Memorial Quilt）数字展项目

CHI 2012：自然人机交互技术大放异彩

普适计算的未来

打造科研领域的黄埔军校——记微软-中科大联合培养实验班

计算机在做些什么：建模、连接、交互利用

锤子和钉子

每当十月临近，我都会不由感慨起刘禹锡《秋词》里的这
句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每年丹桂飘香之
时，微软亚洲研究院总会迎来一派“胜春朝”的景象——我们
邀来世界上站在计算机科学之巅的巨擘们，迎来微软全球研究
院里志同道合的同事们，请来与我们紧密合作着的亚洲地区的
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在计算机科学的“一鹤晴空”上，将我们
对未来科技的无限“诗情”引入碧霄。

年年月月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年，我们将移师至
天津举办年度最大的盛会“21世纪的计算”和“微软亚太教
育高峰会”。10月25日举办的“21世纪的计算”大会以“计
算，自然而然 (Computing, Naturally)”为主题，研究院尊
贵的朋友们——1986年图灵奖得主John Hopcroft博士、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系Daniela Rus教授、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系和统计学系Michael Jordan教授、微软首席研究官兼微软研究院院长
Rick Rashid博士、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Peter Lee博士，将为与会的两千多名天津的师生们带来一场最丰盛、
最脑力激荡的计算科学主题演讲和思想盛宴。紧接着的“微软亚太教育高峰会”以“Advanc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为主题，近300名来自亚洲地区的老师们荟萃一堂探讨大家所关心的研究与教育的话题。微软研究
院杰出科学家Eric Horvitz博士将分享在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革新成果，美国ACM与IEEE院士、来自卡耐
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的Jeanette Wing教授，将为大家讲述为什么Computational Thinking应该成为我们每个
人都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特别地，微软研究院杰出科学家Anoop Gupta博士将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Candace 
Thille教授等学者一起探讨在线教育的发展状况及未来趋势，相信科学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创新运用将会对教育产
生别开生面的影响。

十月对于微软亚洲研究院而言已经是目不暇接了，然而对于整个微软公司来说，那岂不要用狂欢来形容！众
所周知，翘首期盼的Windows 8将在十月底向全球的用户揭开神秘面纱，我们相信一种全新而震撼的交互计算体
验将随着Windows 8扑面而来。无独有偶，Windows Phone 8的接踵发布也将席卷起一场移动互联的旋风。

由于工作中以英文书写为主，所以每当我准备Matrix序言的时候，就是我用中文输入法最多的时候。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用上最新发布的“英库拼音输入法”(http://pinyin.engkoo.com/)，它是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微软中
国Office商务软件部共同研发的新一代中文云输入法，希望在听取用户使用反馈的基础上不断满足大家的需求。
当然，我们也很想听到来自你们的声音。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秋日胜春朝

成功就是克服一个个伪失败实现的

秋日胜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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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去往2012微软Summer 

Camp的路途，此时我知道来自天南海北各个大学的同

龄人都已经开始了寻梦的旅程。每个人都怀揣着各自梦

想和希望，有些人对微软充满好奇，有些人希望结识优

秀的同龄人，有些人希望对Win8有更多的了解，但更

多的是希望能在欢笑和汗水中留下不会抹去的回忆。

——王佳，中科院

微软学生夏令营是我们微软亚洲研究院发现人才

的途径之一。我希望同学们在这次夏令营中能充分发

挥和挖掘自己的潜能，释放你们的热情，好好享受这

次微软技术与文化之旅。

——洪小文，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2012年8月15日至18日，为期四天的第十二届微软学生夏令营在

北京微软大厦顺利举行。来自全国30所高校的近180名师生代表参加

了这次夏令营活动，其中包括10名优秀指导老师，30名微软小学者，

约110名微软学生技术俱乐部的学生代表及多个高校的观摩团。

这次以“探索智途，寻梦未来”为主题的夏令营不仅给同学们带

来微软先进技术的强大冲击，更让学生们感受到了微软自由、创新的企

业文化。夏令营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别样的平台，通过它，同学们分享

组织举办活动的经验，发挥潜能无限的想象力，展示朝气蓬勃的个人风

采。2012微软学生夏令营，是一场技术、文化和友谊的年度盛会。

     技术前沿

夏令营为同学们安排了各种零距离接触先进科技和资深研究员

的机会。在这里，同学们认真聆听了一系列微软研究员和工程师精

心准备的前沿科技讲座。了解到不少关于Engkoo拼音，人立方搜

索，Face SDK，Kinect科技的“内幕”，研究员们深入浅出的讲述和

生动的展示着实让同学们渴求知识的头脑饱餐一顿。

大牛们在精彩演讲之余，还耐心地参与到交流环节中。通过与这

些资深研究员的互动，同学们有机会去了解自己关注的话题，从微软

的前沿技术、最新成果到公司文化，学生们的问题千奇百怪，研究员

们的作答睿智幽默。

前沿技术的系列讲座激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也许“今日”的

兴趣将就会成为他们“明日”致力的研究方向，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如今的前沿技术将会被这里的新生力量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探索智途，寻梦未来”
   ——记2012微软学生夏令营

编者按：8月15日，一年一度的微软学生夏令营再次吹响了开营号角。来自30余所高校的180名学生齐聚微软，

大家在这里交流思想，讨论技术，同时也体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独特文化。今年的夏令营，又是一段探索智途的寻

梦之旅。旅程虽短，但途中多样的风景却值得我们在继续前行的路途中不断细细品味……

编撰：罗佳园、张冰、朱言音

 院长寄语

精彩回顾——夏令营虽已谢幕，但那些精彩的时刻却仍

萦绕在我们心间。

    见证成长

在开营仪式上，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博士和副院长宋罗兰

女士为2012年度“微软小学者”和优秀微软技术俱乐部颁奖。微软学

术合作部还与带队的老师、高校观摩团等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创新人

才培养以及大学人才对接等热点话题，同时交流总结过去合作培养人

才的经验与感悟。

前沿科技讲座

微软的“老师”们与营员们亲切交流

    人生启迪

大学阶段是许多人寻找未来发展方向，定位人生目标的重要阶

段。考虑到这一点，本次夏令营为同学们安排了与微软员工和微软实

习生面对面的交流活动，让他们从人生、学习、工作等多方面分享前

辈的经验，希望能够对同学们规划未来有所帮助。其中，微软亚洲研

究院副院长宋罗兰女士与学生们的“零距离”交流，和微软研发经理

邹欣老师为大家带来了“创新的迷思”的讲座颇受同学们的欢迎。人

生经历和实践经验的分享让这些怀揣梦想的同学们倍受鼓舞，对于未

来人生和事业有了新的思考。

    圆桌会议

这是一个属于微软学生俱乐部大家庭的欢聚时间。全国30多所高

校的微软学生俱乐部的学生代表们从五湖四海汇集于此，在微软学术

合作部的指导下共同探讨俱乐部的建设和发展。各俱乐部的同学们虽

未曾谋面，但却因共同的组织归属，彼此间感到格外亲切。大家一起

分析俱乐部已有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对具体案例展开了讨论，特

别是针对如何从俱乐部发现优秀人才，培养优秀人才作了探讨。这一

场头脑风暴让学术合作部的老师们以及全国俱乐部的同学们共同收获

了集体智慧碰撞出的意想不到的新思路、新方法。

 

    Windows 8 训练营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环节，同学们终于有机会对于广受期待的

Windows 8进行开发和UI设计。整个活动由Windows 8训练营和

展示、介绍团队基于Windows 8技术的创新想法和商业计划两部分

组成，要求同学们以小组的形式参与。

这是开营以来最辛苦的一个晚上。因为在短短几小时里，大家不仅

要完成一个应用设计，还要对该应用进行市场分析和优劣总结。同学们

始终保持着头脑高速运转的状态。但也许这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个晚上。

不论是团队合作的方式，还是应用开发的思路，以及商业策划的创意，

同学们秀出了自己的实力。乐此不疲的同学们连休息时间也不放过，三

五成群地开展起一轮又一轮的头脑风暴，不断冒出新鲜想法。

    开心时刻

学生们相聚在一起，永远也不乏开心时刻。在开营前一天晚上的

破冰活动上，初来乍到的同学们之间丝毫不显生分，通过“彩虹桥”

和队伍展示等游戏迅速找到了自己的队友，并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队

长选举、分组、队歌确定、口号确定、展示队形等等内容的讨论。青

春的热情和活力为开营创造了极为欢乐的气氛。

在开营第三天，夏令营为略感疲劳的同学们准备了一场狂欢晚

会。按照之前的约定，每个队出一个以Windows 8为主题的表演节

目，并由微软学术合作部的老师们打分评选。没想到同学们不仅在软

件开发、商业策划上创意无限，表演起节目更是一把好手。他们的节

目绝不是单调平淡的传统表演，而是自编自导的各种幽默却不乏深意

的短剧。从第一个节目登场起，现场观众就被演员们抛出的一个又一

个包袱逗得前仰后合。“电视传销”、“古装穿越”、“奥运赛事”

一一上演；劲歌热舞、创意道具、夸张造型，奇思妙想百出。

“营员寄语”——回顾旅途中的风景，我们满载而归

“突然想文艺地借用朱自清先生的话：‘盼望着，盼望着，我

们来了，离微软的脚步近了。’从被微软翻到牌子的那一天，充满

好奇、激动又欣喜的心情终于到了释放的时刻。”

——成媛媛，南开大学

“活动的内容虽然还是和我上一次参加夏令营一样，有很多技

术讲座，但是我却发现这次的老师的讲座很有启发性，尽管我对编

程的东西一窍不通，总有那么一点儿醍醐灌顶的感觉。”

——韩世蛟，电子科技大学

“参加夏令营的微软小学者们有幸和学术界的大牛们面对面交

流，聆听他们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用亲身经历来给予指导。”

——李俊霏，南京理工大学

“这（Win8训练营）是最振奋人心的四个小时，这是考验营

员们团结合作的时刻，每个人的全心投入，每颗心的认真专注才是

通向出口的必经之路。这个时刻专属于所有的营员们和微软的工作

人员们，因为无论是参赛者，评委，还是观众都将在明天感受到不

亲临现场就无法体验的激情与活力。”

——张静，北京邮电大学

“我认为，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一定会有很大

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很感谢微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好的机会，去交

流，去实践，去思考，去探索。”

——高原，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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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2年8月20日—31日，第28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IAU）大会

在北京“中国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这场为期两周的会议吸引了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期间微软研究院与来

自哈佛大学的WWT大使以及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华中师范大学的合作伙伴一同展示他们的合作成果——万维天文

望远镜（WorldWide Telescope）。

编者按：研发出可靠的软件是软件业界的核心目标之一，也是软件工程师的终级目标。8月23-31日，可验证软

件领域的世界顶尖专家、研究员及学生代表们齐聚上海，参加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

可验证软件研讨会暨暑期学校，对如何研发可靠软件等问题展开讨论。微软研究院图灵奖获得者Tony Hoare教授作

为研讨会联合主席，与华东师范大学何积丰教授一起发表了主题演讲。

微软研究院亮相北京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 第二届可验证软件研讨会暨暑期学校
——绽放智慧之花

文/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徐艳、吴国斌

第28界国际天文大会（IAU）于2012年8月20日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开幕。此次为期两周的盛会吸引了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

天体物理学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学科之一，至今仍是最鼓舞人心

的科学发现领域之一。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举办的2012年IAU

大会，与会的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不仅有传统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

领域，还有信息、科学数据和计算机科学等。

长期以来，微软研究院一直与天文学界保持密切合作。由全天巡

天计划（All-Sky Survey）和虚拟天文台（VO）等项目提出的数据和

信息密集型问题已经在微软研究院激发了大量的软件科学及工程学创

新理念。微软研究院与天文学界合作的最卓著成果之一，就是万维天

文望远镜（WorldWide Telescope），简称WWT。 

户将自己的数据叠加在通用的天空和地球图像之上；并让用户能够轻

松地借助数据讲故事。自2008年初首次发布以来，WWT已经获得了

全球数百万用户的青睐。对于许多天文专业人士，特别是教育工作者

而言，WWT已经让他们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用户

规模的成倍增长，WWT将继续为用户服务，并为计算天文学研究和

科学教育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2年IAU大会期间，微软研究院荣幸地在46号展台与来自哈佛

大学的WWT大使以及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华中师范大学的合作

伙伴一同展示万维望远镜。我们相信这个展台会吸引众多与会者，并

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继续书写万维望远镜的成功故事。

由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可验证软件

研讨会和暑期学校为业界提供了互相学习交流和推进软件水平发展

的机会。在微软雷德蒙研究院，剑桥研究院和印度研究院的大力支

持下，有将近265位来自全球13个国家的73所高等院校的师生来到

了中国上海，参加这次从8月23日到8月31日的研讨会和暑期学校，

并且探讨了可验证软件研究的新方向和新契机。

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的近25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为大家做了精

彩的演讲，主题涵盖了可验证的理论，实践和工具。其中，1980年

图灵奖获得者，微软剑桥研究院首席研究员Tony Hoare教授和华东

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积丰教授分别做了题为“Theory 

for Verified Software”和“Linking the Discrete World with 

Continuous World”的开场演说。

作为研讨会联合主席，Tony Hoare教授和何积丰教授都对这次

研讨会的意义做了评价。

万维望远镜最初是作为教学工具而设计的，但是

其迅速成为了全球＂虚拟天文台＂研究的最佳榜样，

这也正是天文学家们在互联网出现之后的研究方向。

万维望远镜拥有最丰富的天文学图像和相关的在线链

接，许多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都很喜欢它。

——哈佛大学天文学教授 Alyssa Goodman

万维望远镜作为一款教学及教学延伸工具，以及

微软研究院赋予它的吸引力和实用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最近开始了一项旨在将天文学作

为工具，来推动教育和科技的发展的大型全球项目，我

相信万维望远镜在整个工作中会是一个关键元素。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会长 Bob Williams

万维望远镜为微软研究院发展与学术界间成熟有益的合作提供

了成功的典范。除了万维望远镜，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展台为参观者

介绍其他的微软顶尖技术，其中包括Layerscape、微软翻译和基于

Windows的Kinect等。

万维望远镜能让计算机像一台真正的望远镜一样工作，甚至还可

以做得更多。WWT软件聚合了来自全球所有主要空间和地面天文望

远镜的最优数据及图像，并实现与图像背后信息的无缝连接；允许用

Tony Hoare教授说道，“我希望尽力扩大学术研究成果的产业

化机会，同时，我也鼓励下一代的学术研究员能够继续深入研究。”

何积丰教授说道，“总体来说，我们在可验证软件领域已经取得

了很多成果但是这远远不够。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学者和研究员能够

借这次机会充分地进行交流，能够有所激励和收获。”

本次为期一周的活动被分为两部分。8月23日到24日的研讨会在

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多位世界著名的技术专家和学者给与会者带来了

激动人心的讲座。这次综合性的研讨会包括了广泛而热门的主题例如

检测并行故障，常用的模型检测以及混合系统的建模和验证等。

第二部分是8月27日到31日的为期五天的紧张而又充实的暑期学

校。除了通过讲座形式向学员深入讲解并行代数，分离逻辑，混合系

统的一种逻辑分析方法等专业知识，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华东师范大学

还设立了循序渐进的工具学习环节和实验环节，使学员能够身历其境

的进行深入学习并且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位学员这样说道：“我从这次活动中受益匪浅。我不仅了解了

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而且有机会和世界各地其他具有创新性的志

同道合的人，学术导师们一起交流思想。这种机会非常珍贵！”

这次活动是微软对业界承诺的兑现，也显示出微软在开发可靠性

软件方面的领导力。在本次探讨会和暑期学校过程中，碰撞出了很多

思维的火花，产生了一些研究的新思路和方向。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宋罗兰女士说“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意

在推动软件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业界学者，研究员提供一个交流的平

台。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提拔和培养出一批顶尖人才，并且为

工具的产业化使用建立一批有经验的用户群体。同时，对协助我们成

功举办这次活动的微软剑桥研究院，雷德蒙研究院和印度研究院的同

事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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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果说加利福尼亚秃鹰和雪豹有什么共性，那就是它们都在《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居于前位。

为了提供更多的科技来帮助人们更好地保护这类濒临灭绝的动物，微软成为世界上建立最早、影响力最大的环境保

护组织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唯一企业合作者，双方将联手关注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微软联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应对物种灭绝问题
编撰：罗佳园

微软研究院将为《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提供
专业技术支持

在韩国召开的2012 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微软与IUCN（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宣布，双方达成合作伙伴关系，以进一步强化有

关《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信息传播。具体而言，微软将提供

一系列专业知识和新技术，促使公众更好地了解当前和未来的全球植

物、真菌和动物物种灭绝威胁，以便设计更好的保护政策框架。此项新

的合作标志着微软正式成为《IUCN红色名录》伙伴关系的第一家企业

成员，也是对双方自“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以来各项探索努力的

一次总结。

微软是《红色名录》唯一的企业合作伙伴

为何微软研究院被邀请成为《红色名录》唯一的企业合作伙伴？

当然，微软所拥有的先进科技是其优势之一。然而，发挥了更多作用

的也许是微软剑桥研究院中那些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科学家们。在过去

的几年中，微软剑桥研究院计算生态环境科学组（Computational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Group）的科学家们与IUCN

合作不断寻找着新的概念和方法，帮助人们更好地保护那些濒临灭绝

的动物，并且大力支持《IUCN红色名录》的工作。他们的努力使得

微软研究院在这项工作中一直发挥着思想领袖作用，同时，这对微软

研究院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鉴于作为IUCN顾

问和合作者期间我们所发挥的科学价值，微软研究院受邀成为《红色

名录》的第十家合作伙伴，而且是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企业合作

伙伴。

到目前为止，微软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提供如此独特贡献的企业。

微软公司不仅拥有科学和软件技术，而且拥有全球性跨国公司的运作

规模和影响力。环保或“绿色”技术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地许多IT公

司的主要焦点之一，但微软是唯一有环境科学家与软件开发人员并肩

工作的跨国公司。正是这种独特的方式促使IUCN前来寻求我们的专

业知识，并进一步巩固了两个组织之间的纽带。

微软为IUCN开发物种保护的技术支持

作为此项合作伙伴关系的第一批成果，微软在当天下午公布了一

款全新应用程序软件，它允许用户查询特定物种所面临威胁的空间信

息并绘制地图，为《红色名录》的评估过程提供帮助。

这款新软件由位于英国剑桥的微软研究院计算科学实验室开发，

利用Windows Azure，SQL Server 2012和Bing地图技术，及独特的

迭代式搜索功能（专利申请中）以获取数据，并允许该实验室使用此

应用程序所产生的数据，帮助动物保护专家们定位出物种生活的地理

位置，了解它们面临的不同生存威胁，从而采取行动减少这些威胁。

此外，还可以对其生物多样性模式和流程的模型加以延伸，以确定物

种保护的优先顺序，并协助开发用于监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可扩展

措施及指标。

此项技术将有助于简化空间映射的过程，将全球范围内不同物种

所面临的威胁以及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叠加映射在地图上。这不仅能让

物种生存委员会更好地了解影响具体物种生存的因素，而且还能了解

对其他物种影响的相关性。我们希望在科技的帮助下，人们最终能够

在减缓甚至停止自然界无情的物种灭绝进程起到关键作用。

此 外 ， 微 软 研

究院还将提供一支由

顶尖生态学家Lucas 

Joppa博士带领科技

专家团队，工作地点

位于微软研究院的计

算机科学实验室；同

时，微软研究院还将

更广泛地托管并传播

《IUCN红色名录》的

相关信息。

实际上，Red List应用只是微软研究院为环境保护开发的众多技

术应用之一，访问我们的网站，你可以看到微软研究院开发的更多环

保应用工具。这些应用展现了微软研究院对社会的承诺：提供更多科

技资源来加速探索和研究，并且让数据更有效地服务于人们的决策。

对于此次合作，IUCN和微软都感到振奋不已，并寄予了很高的

期望：

“IUCN拥有大量的专业知识，而我们与微软的合作将

确保我们将不断增加的新数据和准确信息供环境保护工作者

和其他人士使用。环境数据的质量至关重要，我们相信，这

次合作将有助于全球范围内受威胁物种的识别和保护。”

——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主席Simon Stuart博士

“保护行动带来了切实的成果，而且基于科学知识的保

护计划已经避免了许多物种的灭绝。在《IUCN红色名录》

伙伴关系框架下，微软所带来的技能和知识将对保护政策和

计划的制定做出重大贡献。”

——IUCN全球物种项目总监Jane Smart博士

“真正令人兴奋的是我们以科学家的身份参与到此项目

中，而就我们所拥有的人才和技术而言，一切都建立在微软

所具备的深度和广度之上。相信我们定可以做出与众不同的

成果。”

——微软研究院的保护生态学家Lucas Joppa博士

本世纪人类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于我们能否应对前所未

有的全球性生态和环境挑战。这将需要非政府组织、各国政

府、大学和企业结成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建立新兴学科，培

养新型科学家，并研发新的技术。我们与IUCN的合作伙伴关

系由我们实验室的顶尖生态学家Lucas Joppa博士所带领，其

本身就是一个开拓性的典范。

——微软研究院计算科学组负责人Stephen Emmott教授

“微软研究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拥有一群世界领先的生

态科学家以及软件开发人员。这种方式吸引了IUCN寻求我

们的专业知识，并强化了两个组织之间的纽带。”

——微软全球战略客户部总经理Frank McCosker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IUCN邀请我们成为其合作伙伴

仅仅因为他们看中微软在软件开发领域领先的专业实

力。然而，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微软的科学家和他们所

从事的研究。正是两点的结合，才让IUCN寻求来自微

软的专业帮助，并深化双方的合作。我们与UICN红色

名录项目组合作开发一款应用，它可以让人们在空间上

定位物种所受到的威胁。对这些信息的计算至关重要，

作为微软研究院的科学家，我们深知要面对的科学和技

术方面的挑战。

——Lucas Joppa博士

欢迎访问 www.iucnredlist.org 或 www.iucn.org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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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的遗产和后继者们的责任
《计算机教育》 文/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洪小文

艾伦•图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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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多年以来，计算机行业的从业者总是对图灵怀

有一种特殊的崇敬——不只因为这位英国数学家堪称为计算机科学领

域的诺贝尔和爱迪生，也不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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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灵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人物”。有关他的耀

世才情、多舛际遇，已有许多记载和评论，在此不做赘述——而当今

天我们用崇敬的目光回望他对计算机科学所作的贡献，或许可以用三

个关键词来概括：图灵机、图灵测试、图灵奖。

1936年，图灵描绘出的“通用图灵机”（Universal Turing 

Machine），成为后世超级计算机和个人计算机、复杂设备和通用

设备所共同依循的设计雏形，甚至于新一代量子计算机也仍是以图

灵机为原型。这个简单有效、趋近完美的模型规范了机器演算时的

主要组件，包括运算、存储、程序、呈现。邱奇-图灵论题（The 

Church-Turing thesis）亦值得一提，其要旨是所有的计算和算

法都可以用图灵机来完成。此论题虽无法证明，但也从未被推翻。

图灵机出现以前的计算设备，比如算盘和其他机械式运算设备，虽

然也是通用的“计算机”，但它们不可能像图灵机那样执行所有的

计算任务。另外算盘的“程序”只能储存在演算者的大脑里，而图

灵机存储的程序成为计算机自身的一部分，这就是很重要的区别。

在图灵机模型诞生9年后，1945年，另一位对计算机科学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的天才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几位同事联

名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01页“EDVAC报告”。该报告在图灵机

的基础上明确了电子计算机须以二进制替代十进制运算以及用二维矩

阵代替一维磁带来储存资料与程序，并将计算机的逻辑结构划分为运

算、控制、存储、输入、输出五部分。冯•诺依曼因此被誉为“电子计

算机之父”，而他本人却谦逊地将此殊荣归于图灵——他曾多次向同

事和朋友强调，计算机的基本概念无疑是由图灵提出的，而他自己只

是使更多人了解了由图灵建立的概念。

图灵也是“人工智能（AI）之父”。1950年10月，在曼彻斯

特大学任教的图灵发表了一篇名为《计算机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的论文，首次提出机器具备思维的可

能性。“图灵测试”通过让测试主持者对计算机及作为参照考察对象

的人进行一系列问题验证，来判断与之对话的是人还是机器——如果

无法判断或混淆了被考察的机器和人，则可认为被测试的机器具有某

种程度的智慧。图灵曾预言说，至20世纪末，一定会涌现出可通过图

灵测试的计算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预言在1997年5月实现。当

时国际象棋之王卡斯珀罗夫在美国纽约与超级计算机“深蓝”对弈，

结果“深蓝”取得了胜利——在“深蓝”接连走出几步妙棋杀招时，

人类冠军几乎不相信与他对弈的是台机器。尽管连“深蓝”的创造者

许峰雄博士（他已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了9年）都表示，“深蓝”

并不是完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而构建，但客观上，能够让对手感到它

不像机器，这足以说明未来出现有智慧的机器绝非不可能。

和图灵机、图灵测试一样，“图灵奖”亦可视为大师图灵留给我

等计算机从业者的遗产。被誉为计算机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图灵奖由美

国计算机协会（ACM）于1966年设立。这一全球计算机科学领域最高

荣誉的名称，展现出整个产业对于图灵这位杰出前辈的崇敬与追慕。

从图灵非同凡响的一生，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例如，1936年

5月28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图灵在他的重要论文《论

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On computer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elms）提出了图灵机的概

念。那时的图灵年仅24岁，尚未获得博士学位——这一点对于年轻人

来说非常有意义——成就无关年龄，学术探索的攀越路程中，需要敢

于挑战、敢于质疑、敢于颠覆的锋锐之气。哪怕是阅历和经验不足，

也一样有机会做出深刻影响无数时代的伟业。

再比如，图灵的确是了不起的大师，但他也是站在先贤和同时代

英杰的肩膀上才能取得那样耀眼的成绩。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戴维•希

尔伯特（David Hilbert）、库特•哥德尔（Kurt Gödel）以及导师阿

隆佐•邱奇（Alonzo Church）都对他有很大帮助，或是为他设立了横

亘于前方的挑战。哥德尔的名言“有些事实被认知为真，但不必然可

证”就像是对邱奇-图灵理论的最佳概括。

图灵曾提出与邱奇-图灵论题一样重要的停机问题（Halting 

Problem）——判断任意一个程序是否会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结束运

行的问题，即是从数学界前辈那里得到的启发。停机问题受到了哥德

尔的不完备理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以及邱奇的兰姆达

运算（λ－calculus）的影响，同时也是解决希尔伯特判定问题

（Entscheidungsproblem，DecisionProblem）的最佳证明。

这些故事提示着我们，即便伟大如图灵，学术基础也是建立在

已逝去或仍在世的同行的灵感上。所以，任何科学家、学者都应以谦

逊的态度面对前人、课题相关者做出的贡献——这也是微软亚洲研

究院自1998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开放、分享、合作理念，且每年举

办“21世纪的计算”学术盛会的原因。

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结缘的图灵奖得主

说到“21世纪的计算”，过去14年来，我们每年都会邀请图灵

奖的获得者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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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在全球计算机科技界，图灵奖得

主可说是雄踞金字塔尖的顶级人物。从1966年到2011年，共举办了

46届图灵奖，其中的36年，每年仅有一位获奖者。所以，迄今为止

获，得过图灵奖的学术巨擘不过只有58位，大部分获奖者是由于对

计算机理论、计算机语言、计算机系统及人工智能等方向的重大贡献

而获此殊荣。

1966年首届图灵奖得主艾伦•佩利（Alan J. Perlis）是因高级程

序设计技巧和编译程序构造而获奖。很遗憾我没有和他交流过，但我

们有些渊源——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的创始人，在他获奖

的20年后，我成为了这个系的学生。2011年的图灵奖由UCLA的朱迪

亚•玻尔（Judea Pearl）教授摘得，因其在机器学习与交互领域的非

凡影响。我听过玻尔教授的演讲，鉴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目前与机器学

习相关的研究几乎占项目总量的一半，我们正在计划于不久的将来请

他到中国做客。

我 最 熟 悉 的 图 灵 奖

得主当然是读博士生时

的导师罗杰•瑞迪（Raj 

Reddy）教授。1994年，

他 和 爱 德 华 • 费 根 鲍 姆

（Edward Feigenbaum）

因在“大规模人工智能

系统”方面的突破而获

奖。1986-1992年，我师

从于瑞迪教授，对人工智

能、语音、计算机视觉方

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获奖的消息传来时，我也感到与有荣焉，似乎

原本遥不可及的图灵奖突然离自己近了——虽然得奖的不是自己，

但之前一起做的研究多少对导师获奖有些贡献，已经感觉到无比的荣

耀，也替他高兴。瑞迪教授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

响。今天看来，无论学术态度、研究方法，还是待人和处事，我都获

得了很多教益。瑞迪教授与微软、中国也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联

系——1999年、2003年、2008年，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21世纪

的计算”大会的贵宾，瑞迪教授三次来华。在此期间，他还与浙江大

学的老校长潘云鹤院士共同倡议启动了“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项

目。2004年，中国教育部正式立项“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

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CADAL）“。

目前，这个拥有上百万册图书的数字图书馆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公益性

数字图书馆。正因为这些对中国的卓越贡献，瑞迪教授在2009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不 仅 如 此 ， 瑞 迪 教 授 还 与 他 的 导 师 约 翰 • 麦 卡 锡 （ J o h n 

McCarthy）、师妹芭芭拉•丽兹科（Barbara Liskov）一起，组成了

图灵奖评奖历史上罕有的“一门三杰”——约翰•麦卡锡是过去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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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计算机科学家之一，他是“人工智能”概念的

提出者（1955年）和LISP语言的创造者，于1971年获得图灵奖。

芭芭拉•丽兹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计算机科学女博士，目前任教于

麻省理工。2008年，她因在“程序设计语言和系统设计的实践与理

论”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图灵奖。2010年，丽兹科教授曾应微软

亚洲研究院的邀约来华参加“21世纪的计算”大会。

迄今为止，“一门三杰”的佳话在图灵奖历史上仅有一例。不

过，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其他的师生组合打破这个纪录——其实，

除约翰•麦卡锡师徒三人外，过往46年的图灵奖还涌现过三对“师生

党”一起得奖。

第一对是1975年的获奖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和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前者是后者的老师，他

们的获奖理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基础性贡献。这两位大师都

曾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我的人工智能启蒙都是从读他们的文

章开始的。也可以说他们是我加入卡内基•梅隆的原因。我很欣慰我

能够有幸听过西蒙和纽厄尔教授的课以及一起讨论问题。西蒙教授

也是一位真正的传奇人物，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计算机科

学、认知心理学等多个领域有所建树，还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获

得图灵奖和诺贝尔经济奖（1978年）的天才。他与中国交流很多，

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司马贺”。20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多

次造访中国，并担任过中美科技交流委员会美方主席。1994年，他

获得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2001年，西蒙教授逝世后，一些追

忆文章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西蒙和纽厄尔这对师

徒今天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影响将存留在许多人的心中。

第 二 对 是 1 9 8 6 年 的 图 灵 奖 由 约 翰 • 霍 普 克 罗 夫 特 （ J o h n 

Hopcroft）和罗伯特•塔扬（Robert E. Tarjan）分享，他们因在算

法和数据结构设计与分析方面的突破而获奖。这对师徒中，与微软

亚洲研究院和中国走得很近的是霍普克罗夫特教授，他是一位非常

值得尊敬的长者，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百宁的博士生导师，曾于

2001年、2007年、2010年三度出席“21世纪的计算”大会——特

别令人感佩的，是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的热

情。这几年里，他几乎每年都来中国，与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等国

内知名高校的师生频繁互动、授业传道，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塔扬

教授现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他将在今年参加“21世纪的计算”大

会并作为演讲嘉宾。

第三对是2007年的爱德蒙•克拉克（Edmund M. Clarke）

和艾伦•艾默生（Allen Emerson）。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克拉

克和他的博士生艾默生“首次提出了模型检查的想法并用在自动机

PARC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Inc.）ALTO计划的创新

核心——对PC和互联网时代产生深刻影响的那些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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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兰普

森则是软件总工程师，萨克则是ALTO个人计算系统的首席设计师。

后来，史蒂夫•乔布斯研发的Mac计算机以及微软的Windows，某种

程度上都脱胎于ALTO计划的奇思妙想——值得一提的是，今天被广

泛应用的个人计算机的原型机，ALTO个人计算系统，不止孕育了两

位图灵奖得主——2003年，艾伦•凯（Alan Kay）亦由此项发明而

获奖。他也是我在苹果公司工作时的同事，还参加过2009年的“21

世纪的计算”大会。一项计划孕育了三位图灵奖得主迄今可说是绝无

仅有。

加盟微软后，兰普森和萨克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微软研究

院与这些大师级人物共事、规划计算机的未来，我感到非常幸运——

1999年，兰普森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届“21世纪的计算”大会的贵

宾。之后，他又于2003年、2008年两度访华参与这一盛会。萨克则

是2004年、2010年两届“21世纪的计算”大会的特邀前辈。

另一位微软图灵奖大师“俱乐部”成员是查尔斯•安东尼•理

查德•霍尔（Sir Charles Antony Richard Hoare）爵士——朋友

们通常昵称他为托尼•霍尔。他是程序逻辑（即“霍尔逻辑”）的

鼻祖，于1980年获图灵奖。2000年，他因在计算机科学与教育领

域的贡献而获英国王室颁赠的爵士头衔。他当前是微软剑桥研究院

的首席研究员，由他提出的程序逻辑的方法，目前在大型软件（如

Windows、Office）的开发过程中广泛应用，价值与影响无法估量。

他曾两次莅临“21世纪的计算”大会，分别是在2001年和2008年。

近年来，他还经常赴中国参加各种研讨会，如2009年和今年夏天即将

举办的验证软件讨论会。

在微软工作的图灵

奖得主还有吉姆•格雷

（Jim Gray）。1998年

因其在“数据库和交易

流程处理（Transaction 

Process ing）研究领

域 的 开 创 性 贡 献 及 在

系 统 实 现 领 域 的 领 袖

地位”而获奖，2000

年 、 2 0 0 2 年 、 2 0 0 6

年，他三度参加“21世

纪的计算”大会。说起

来令人感伤，在他参加了2006年大会、返回美国的一个多星期后——

2007年1月28日，他由旧金山出海抛洒去世的母亲的骨灰时失踪。出

事以后，包括微软公司、美国政府，还有许多仰慕他的人都想方设法

去搜寻他的行踪，但终究无果。至今我还记得这位谦虚的长者的音容

笑貌——他的个头在西方人中都算是比较高的，所以在中国与同行们

合影时，他经常会主动曲着腿，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高大……吉姆•格

雷是非常谦和、有着浓郁书生气的大师，对后学的提拔和鼓励，他也

不遗余力，哪怕是对刚刚加入公司的员工，也会很热情。我心里一直

希望吉姆的失踪不是悲剧，希望有朝一日，他会带着和煦的微笑再度

出现在微软。

最后再介绍三位曾参加过“21世纪的计算”大会的图灵奖贵宾。

首先是1984年的得主尼克劳斯•沃斯（Niklaus Emil Wirth），他是

Pascal等好几种程序设计语言的主设计师。记得我自己上大学时的

计划之一就是写一个基于Pascal的编译工具，所以，当他2006年来

到“21世纪的计算”大会时，我就像粉丝见到偶像那样激动。

其 次 是 1 9 9 5 年

的得主曼纽尔•布鲁姆

（Manuel Blum），他

分别在2002年和2007

年的大会期间造访中

国。他与夫人、儿子

都是卡内基•梅隆大学

的教授，获奖的原因

是“计算复杂度理论

及在密码学和程序校

验上的应用”。

第三位是2002年获奖的罗纳德•利瓦伊斯特（Ronald L. Rivest），

他和阿迪•沙米尔（Adi Shamir）、伦纳德•阿德曼（Leonard M. 

Adleman）因发明了RSA公共密匙加密算法而分享了当年的图灵奖。 

今天， 几乎所有的互联网认正都是使用“RSA” 公共密匙方法——其

实就是三位学者姓氏的首字母。利瓦伊斯特是2005年“21世纪的计

算”大会的参与者。

今年6月中旬，为纪念艾伦•图灵的百年诞辰，美国计算机协会将

举办一场“图灵世纪庆典”。尽管距图灵离开这个世界58年了，但他

的精神遗产仍在激励和鼓舞着无数的后继者，不断以创新来超越人类

智慧与想象力的峰极——肩负着“创造可影响未来的研究成果”的使

命，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将为实现梦想而不遗余力。

并发系统的验证研究上”，十多年后，这对师徒与希腊计算机科学

家、VERIMAG实验室的创办者约瑟夫•西法基思同获2007年的图

灵奖，原因是他们“对于当前在软硬件领域被广泛应用的模型检查

发展成为重要且高效的验证技术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94年，

著名的英特尔芯片浮点（floating point） 除法故障最后就是使用

模型检查的技术来解决的。2011年，克拉克教授作为“21世纪的

计算”大会的嘉宾，造访过微软亚洲研究院。

三对“师徒党”之

外，我接触比较多的图

灵 奖 大 师 当 然 是 2 0 0 0

年获奖的“华人之光”

姚期智博士，他是迄今

为止58位图灵奖获得者

中唯一的华人，曾三度

出席“21世纪的计算”

大会（2002年、2006

年 、 2 0 1 1 年 ） 。 近 年

来，姚期智教授一直致

力于为中国培养一流科

研 人 才 、 推 动 研 究 水

平升级。2007年，他创办了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并

牵头组建了强大的国际化师资团队。2009年，姚期智教授提出

了“中国计算机科学2020计划”的发展战略，意在整合中外学者的

智与力，使中国在2020年成为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基地。我非常

钦佩姚期智先生对中国计算机科研和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也愿意以

他为榜样，竭尽一己绵薄之力，襄助中国IT业高端研究人才的培养。

In The Media
媒体报道

In The Media
媒体报道

微软的图灵奖大师“俱乐部”

作为多年来引领着全球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创新趋势的企业，微软

内部也有好几位图灵奖大师。

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和查尔斯•萨克（Charles P. 

Thacker），分别于1992年和2009年获得图灵奖——前者的获奖原

因是在分布式计算环境及包括工作站、网络、操作系统、程序语言等

多元技术领域在内的个人计算环境方面的创新；后者则因说明设计、

制造第一款现代个人计算机而得奖。

之所以将这两位巨人放在一起介绍，不仅因为他们现今都是微软

全球研发体系的灵魂人物，还由于20世纪70年代，他们是施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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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英库拼音输入法满月有更新更快、更准、更智能
微软亚洲研究院推出新一代中文云输入法“英库拼音”测试版

作为一款面向大众的产品，微软英库拼音输入法秉承着“以用户

为中心”的宗旨，自内部测试开始到Beta版公测发布，我们一直在努

力听取用户们的反馈和需求。时隔一个月，英库输入法团队努力实现用

户之所想，增添了用户呼声最高的十余项功能，并对英库拼音输入法进

行了一系列的优化和改进，如优化了模糊拼音转化成中文的准确性等，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软英库拼音输入法满月时的新变化吧！

增添更多自定义功能
支持自定义显示字体及大小

首先，用户普遍关心的字体问题得到了解决，新版本英库输入法

将支持用户对字体大小自行调整：

 

此后您可以在“设置属性”中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设置字体啦。

支持自定义中英文切换快捷键

本次更新还增添了中英切换快捷键自定义的功能，用户可以依照

自己的习惯设置中英切换的方式。

全面支持Windows XP操作系统
英库拼音输入法Beta版推出时，面向Windows 7和Windows 8

桌面版用户使用。本次更新已延伸至使用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广

大用户。

更多用户定制化功能
也许在首次发布的Bate版本中，状态栏不能隐藏的问题给广大用

户带来了些许烦恼。针对这方面的反馈，我们在新版的英库拼音输入

法中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本次更新增加了“隐藏/显示状态栏”功能，用户点击工具

按钮，就能够找到此功能。点击后就可将输入法的状态栏隐藏入

Windows工作条。

 

2012年8月20日，微软亚洲研究院宣布推出新一代中文云输入

法“英库拼音输入法”测试版（Engkoo® Pinyin IME Beta）。依托微

软亚洲研究院领先的基础研究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强大的存储和处理

能力，“英库拼音输入法”让中文输入更快捷、更精准、更智能，并创

新性地将输入由文本扩展至更为丰富的多媒体，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

使用体验，实现“所得即所想”。访问http://pinyin.engkoo.com/，

即可免费下载试用“英库拼音输入法”。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博士表示：“微软一直致力于运用创

新的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可改变他们生活、工作、娱乐以及与他人互联

的激动人心的产品。微软亚洲研究院秉承创新的科学精神，努力创造对

未来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帮助微软公司实现对未来计算的美好构

想。‘英库拼音输入法’集合了微软多个部门的智慧和努力，超越了人

们对于传统输入法的认识，诠释了输入法的发展趋势。未来，我们希望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创新技术能为消费者带来更自然的计算体验。”

作为微软推出的第一款云输入法，“英库拼音输入法”融合了微软

亚洲研究院的自然语言处理、中文计算、搜索引擎、机器翻译、网络数

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方面的技术。其中，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构建

了新一代核心引擎。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技术和建模，该引擎使用了全

新的解码算法，提高了系统的精准度，通过优化使性能变得更加强大。

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技术为发掘网络上日新月异的语言及用法提供了支

持，并为云和客户端构建了高效而规模庞大的语言模型和词汇类型。

“英库拼音输入法”具有下载文件小、运行速度快、使用安全等

显著特点，此外，它还具有如下特色功能：

• 中英文混合输入——云计算技术使“英库拼音输入法”变得更智

能、更准确，并创新性地实现了更自然的中英文混合输入。对于有双语

习惯的用户，无需额外按键反复切换中英文输入模式，拼音和英文即可

被准确识别，而且能够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输入。

• 英文输入助手——在纯英文输入的情形下，“英库拼音输入法”

会自动给出最可能的单词备选，让英文输入更方便。即使在记不清单词

拼写的情况下，自动的音近词、形近词的模糊推荐，以及通过拼音查找

英文单词等方法，都可以辅助用户找到目标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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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微软英库拼音输入法测试版（Beta）于8月20日正式发布以来，我们从许许多多的热心用户那里收到了大

量积极的反馈和意见。非常感谢广大用户对英库拼音输入法的支持和关心！在仔细分析和考量每条反馈意见后，英

库拼音输入法团队通过一个月的努力，为用户带来了英库拼音输入法的满月之礼——新版本上线。欢迎大家体验和

考评新版英库拼音输入法！

此外，在全屏模式时输入法的状态栏将自动隐藏，它不会再成为

您全屏时的一个“小障碍物”。

加入辅助码支持
当输入一个较为复杂或者使用率不高的字的时候，用户往往需要

下翻很多页才能找到它。英库拼音输入法此次增添的辅助码功能为用户

免去了不少此类麻烦。通过输入附加码，用户无需翻页与横扫就能快速

找到自己想要的字，绝对省时省眼！

例如你想要输入“淼”，先正常输入拼音“miao”：

 

此时，“淼”并未出现在第一页中，通常我们会向下翻页来寻

找。而使用英库拼音输入法则只需按下“Tab”键，转入过滤模式：

 

再输入“淼”字三个组成部分（水）的拼音首字母“SSS”便可

过滤出“淼”字。

 

事实上，当输到第二个“S”的时候，“淼”就已经跳到你面前啦！

增加快捷键开关英文小帮手
“英文小帮手”功能自推出起就受到了用户的喜爱和好评，有用户

反应其设置不易找到且略显繁琐。本次更新中，我们增添了快捷键开关

功能，用户可以通过Ctrl+Windows键就能随时开关“英文小帮手”。

如何更新呢？
为方便已经在使用英库拼音输入法的用户更新，我们对其设置

了自动更新。您无需其他操作，只要在自动弹出的升级提示框中点

击“现在更新”就可享受此次的更新版本了。

 

此外，当然您也可以和新用户一样通过访问官方网站下载安装新

版本：http://pinyin.engkoo.com

• “V模式”多媒体输入——“英库拼音输入法”独具特色的“V

模式”，可让用户通过“V”按键，一键实现图片、地图、网页甚至

视频的直接输入，免去搜索、拷贝、粘贴的繁琐，告别纯文字输入，

进入多媒体输入时代。

lin’shu’hao’tai’cool’le|
1.林书豪太cool了 2.林书豪 3.临沭 4.林纾 5.林抒

micresoft|

fiziks|

baikequanshu|

m*ft|

1.micresoft  2.Microsoft  3.microphone  4.mistrust 

1.fiziks  2.finis  3.physics  4.physical  5.physiques 

1.baikequanshu  2.encyclopaedia(百科全书)

1.m*ft  2.Microsoft  3.makeshift  4.moorcroft  5.Motorcraft 

“英库拼音输入法”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微软中国Office商务软件

部共同研发而成。这种新的合作模式得益于微软亚洲研究院先进的研

究成果和充分的技术储备以及微软中国Office商务软件部卓越的工程能

力，双方的紧密协作使得该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快速的进展和高效

的成果。这也体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所提倡的“以实践为驱动的研究

（Deployment-Driven-Research）”理念——将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

进行有效融合，研究项目经过高效开发直接过渡到应用，通过了解用户

的需求和反馈，不断改进研究思路，进而提高技术转化的质量和速度。

“英库拼音输入法”是继“英库词典”（现名必应词典）之

后，微软亚洲研究院“英库（Engkoo®）”技术系列的又一项研究成

果。“英库”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于2009年推出的自然语言领域的技术

集合。它借助云计算平台，以及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语音处理技

术，为中英文词典、机器翻译、语言辅助学习、中英文输入以及写作等

语言相关的应用提供基础技术。目前，微软“英库拼音输入法”首先面

向Windows 7和Windows 8桌面版用户开放使用，并将于后续版本支

持Windows XP用户。

v|

vi:bei’jing|

tian’tan’gong’yuan|

vm:tian’an’men|

1.i:(图片) 2.m:(地图) 3.w:(网页)

1.北京  2.背景  3.背静  4.被  5.呗  6.背

1.天坛公园  2.天坛  3.田坛  4.填  5.田

1.天安门 2.天安 3.田南 4.田安 5.天 6.填

图片来源 图片来源 图片来源

选择你想要的候选种类，想要图片：按下1，想要地图：按下2，想要网页：按下3；然后开始输入你想要的关键词吧

  选择一个地点
·天坛公园（南门）
 （北京市东城区
  天坛路甲1号）
·天坛公园（西二
  门）（北京市东城
  区崇文区天坛南里）

默认：

字体
调整后：

ying’ku|
1.英库 2.影库 3.应 4.英 5.影

ying’ku|
1.英库 2.影库 3.应 4.英 5.影

miao|

miao      |

miao      ss|

1.秒 2.苗 3.妙 4.庙 5.喵

1.秒 2.苗 3.妙 4.庙 5.喵

1.淼 2.渺 3.汨 4.幦

现在更新 明天再说(24s)

微软英库拼音Beta有新版本（1.0.371.03）
查看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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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库拼音输入法Beta专题测试

云输入2.0
《CHIP新电脑》 文/郝晓茹

上一次中文输入法的革命已经过去了6年之久。在这个更智能的云计算

时代，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英库拼音输入法出手不凡，将中文输入

法带入到一个新的层次。

每个中文用户都需要学会的一项基础PC操作技能就是“打字”，

从单字输入到词语输入，再到借助搜索引擎技术实现的整句输入，如

今的汉字输入法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拐点。将搜索引擎技术与输入

法结合之后，候选词的动态排序和词库的动态更新功能大大提高了汉

字输入的准确性和命中率，但可惜的是中文输入法对于搜索引擎技术

的挖掘也止步于此，在技术创新上并没有走的更远。

经过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微软中国Office商务软件部1年左右的

联合研发，微软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云输入法——“英库拼

音”。该产品基于微软的“英库（Engkoo）”技术。“英库”是

微软于2009年推出的自然语言领域的技术集合。它借助云计算平

台以及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语音处理技术，为中英文词典、

机器翻译、语言辅助学习、中英文输入以及写作等语言相关的应用

提供基础技术。英库拼音输入法是继英库词典（现名必应词典）之

后，微软亚洲研究院在“英库”技术基础上的又一项研究成果。通

过云计算技术提供的强大存储和处理能力，英库拼音不仅让中文输

入更快捷、精准和智能，而且创新性地将输入由文本扩展至更为丰

富的多媒体信息，为用户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使用体验。

基本输入命中率

对于汉字输入系统而言，准确性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在包

含“非主流、微电影、火星文、秒杀、人肉搜索、经济适用男、

萝莉、腐女、伤不起、凤凰男、裸婚、御姐、穿越、吐槽、车

震、跑酷、基友、你懂的、腹黑、正太”在内的20个当前最热门

的搜索关键词的输入测试中，英库拼音测试版将其中的18个热

门词汇排列在了候选词的首位，只有“腐女”的默认排序是第3

位，“基友”的默认排序是第12位。而目前国内用户量最大的输入

法搜狗拼音将17个热门词汇排在候选词的首位，“腐女”、“基友”

和“你懂的”都排位靠后。

在最容易写错的20个成语测试中，英库拼音的准确率为100%，

而搜狗拼音在保证首个候选词正确的同时，画蛇添足地将括号中的错

误写法排在了候选词的第二位，例如按部就班（按步就班）、别出心

裁（别出新裁）和矫揉造作（挢揉造作）。另外，从实际体验来说，

英库拼音在整句输入上的准确度之高也令人刮目相看。

不难看出，还处在公开测试阶段的英库拼音的中文引擎核心性能

拥有极高的水准，甚至在一些关键指标上优于已经“出道”多年的主

流拼音输入法。但英库拼音输入法真正的独家秘笈并不在于此。

增强的字词输入

云计算技术使英库拼音输入法创新性地实现了更自然的中英文

混合输入，用户无需通过额外按键（通常是[Shift]键）反复切换中

英文的输入模式，拼音和英文即可被准确识别，而且能够很自然地

融合在一起输入。例如可以直接输入“weiruankinect”得到“微软

kinect”或者输入“chipxindiannao”得到“chip新电脑”。英库拼

音输入法的这一功能对于用户，尤其是有双语输入习惯的用户而言有

重要的意义，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产品可以做到这一点。

另外，英库拼音还能够更智能的输入英文单词。开启“英文

输入小帮手”功能后，在英文输入模式下，英库输入法可以智能地

辅助我们完成英文输入任务。像其他英文输入法一样，它拥有最

基本的单词自动补充和纠正功能。更特别的地方在于，如果我们一

时想不起单词的拼写，那么直接按照汉语拼音的拼写方式直接将

单词的读音大致拼出来，英文输入助手就会提供读音相近的词供

我们选择；如果完全不知道要用哪个单词，那么直接输入该单词

的汉语拼音，英库拼音还可以为我们提供英文单词的建议。例如

输入“feiniks”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输入的单词“phoenix”（凤

凰），输入汉语拼音“hangtianfeiji”，就可以得到单词“space 

shuttle”（航天飞机）。 

懂你的输入法

传统的输入法只能输入文字和一些简易的表情。但是英库拼音输

入法创新性地将输入由文本扩展至更为丰富的图片、地图和网页等多

媒体信息。

输入字母[v]，然后选择第1个候选种类“图片”，接下来输入想

要的关键词，例如“超极本”，就可以得到来自必应图片搜索引擎搜

索到的图片“候选词”，我们不需要打开浏览器就可以将搜索到的

图片（缩略图）插入到正在编辑的文档中；选择第2个候选种类“地

图”，然后输入想要的地名，例如“奥体中心”，就可以得到当地奥

体中心的地图位置信息；选择第3个候选种类“网页”，然后输入关

键词，例如“新电脑”，就可以得到从必应搜索中截取的搜索结果摘

要和网址。

除了能帮助用户输入更丰富的信息之外，英库拼音还能更好地

解读用户的输入意图，它可以智能地识别用户所处的情景和输入习

惯。例如在MSN聊天窗口中输入“哈哈”，就会出现表情图片，但

在记事本中输入相同关键字，表情图片这种候选结果则不会出现；在

Word中使用“V模式”搜索地图可以得到地图的图片截图，但是在

记事本中输入相同关键字则能得到该地图的链接地址；和朋友聊天时

说到想去看最近流行的电影（例如“看变形金刚”），就可以在候选

词中就会看到电影视频的缩略图，将鼠标放在缩略图上，视频还将会

自动播放。

另外，聪明的输入法还应该会不断地“自学习”。例如，当英

库拼音输入法发现很多用户选择进入“V模式”搜索某个词条的图片

时，它就会知道并记录下来，下一次直接输入这个词条即会显示出图

片候选项。

结论

虽然英库拼音输入法刚刚推出第一个公开测试版本，很多创新

的功能还处在雏形阶段，还有许多难题需要攻克，例如目前的“V模

式”还有很多限制，实用性有待考验，但是它的设计理念为我们带来

了惊喜。随着后续版本功能上的不断完善和设计上的进一步优化，相

信微软产品的中文输入体验将会迎来大幅度的革新。不过更重要的

是，它意味着更智能的云输入2.0时代即将到来，借助云计算、数据挖

掘和机器学习技术，更懂用户的输入体验就在不远处。

让输入法更聪明

微软的基础研究之一就是千方百计通过网络挖掘来发现刚

刚出现的新词汇。网络挖掘与机器学习也是相关联的。他们教

会机器，什么是词汇，什么是语言，其中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建

立语言模型。这也是输入法的核心。基础研究的意义在于从最

基本的层面上改善IME体验，让它更加精确、速度更快。

英库是以前的工作和现在的工作之间的一次过渡。他们

希望把顶尖的研发成果带给大家，这也是英库拼音输入法的重

要差别化因素之一。未来版本中，英库拼音还将增加更多的功

能，让它变得更聪明，这样用户就可以集中精力进行交谈或者

写作任务，而无需担心其背后的细节。

研发挑战

Technology
前沿技术

Technology
前沿技术

用户行为调研是一个很复

杂的过程，我们有传统的行为调

研、数据分析，也会做前一个版

本的数据分析，看现在的设计模

式。微妙之处在于，有些决定是

设计主导，有些决定则是数据或

者行为分析主导，我们需要在两

者之间取得平衡。同样，在用户

选择和机器智能之间取得平衡，

也是比较大的挑战。

——车继伟 

微软中国Office商务软件部

产品规划总监

在基础研究过程中，你必须

沿着一条从未走过的道路前行，

如何判断自己所走的是一条正确

的道路，这是最主要的挑战。但

幸运的是，车继伟的Office团队

在工程设计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

大的支持，让我们判断出自己是

否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

我们能够按时，甚至提前交付高

质量的产品。

——Matthew Scott 

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中心

高级研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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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输入密码

一直以来，智能型中文输入法基本上单纯地依靠汉语的语言模型来实现拼音到汉字的转换。直

到开发人员意识到其实输入法与机器翻译的原理如出一辙，最终比拼的都是基于大规模实时数

据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以前，输入法技术比拼的主要是词库的大小和流行度。可以说借

助互联网搜索引擎了解词语的流行度，然后增强词库的方法，让中文

输入的效率有了显而易见的提高。但也不难发现，目前的中文输入法

整句输入效率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破译整句输入的密码需要更高级

别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微软亚洲研究院将机器翻译中用到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运用到中

文输入法领域，经过1年左右的研发，搭建了可灵活扩展的新一代云

输入系统，低调地开启了“云输入2.0”时代。上一期，我们介绍过微

软英库拼音输入法的第一个公开测试版本，了解到它的基本输入命中

率之高和产品功能上的独家秘籍。本期，我们将进一步揭开这款云输

入法的后窗，看看它究竟是如何做到脱胎换骨的。

机器学习的内核

负责“英库拼音”底层技术开发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自然语言

计算研究组，他们的另一项研究成果是非常受用户欢迎的必应词典。

而必应词典实现的机器翻译功能，主要使用了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的

基于“多特征融合的对数线性模型”，这种方法同样采用大规模的

训练语料（corpus）对模型的参数进行自动学习。在做输入法的过

程中，开发人员意识到其实输入法也是一种“翻译”，只不过是从拼

音“翻译”为汉字，而基于统计机器翻译的方法能够很好地为更丰富

的用户输入行为进行建模。利用已经得到证明的、基于“多特征融合

的对数线性模型”的机器学习技术，英库拼音开始了破译中文词语和

整句输入密码的征程。

在互联网还不够普及的时期，中文输入法的训练语料主要来自

于报纸、杂志和词典等公开出版物，数据量比较小，训练出的语言模

型更接近“书面语”。1年的《人民日报》文本量大概为200MB，而

如今仅微博上不到1个月的文本量就超过1GB。为了了解最新的中文

语言动态，英库拼音输入法的训练语料库不仅包含来自必应搜索引擎

的数据，而且拥有独立的“爬虫”进行全天候的工作，集合了来自微

博、博客、论坛、新闻和小说等渠道的大规模实时数据。拿到这些数

据之后，他们利用微软先进的云计算服务器，自动学习语言模型的参

数。举个简单的例子，输入“ni’xian’zai’gan’shen’me”，

得到的每个字都有很多候选，如果要获得“你现在干什么”的最优选

项，首先要利用基本的语法规则进行分词，然后就需要知道“你”后

面出现“现在”的概率要比“先在、西安再”高，而“现在”后面出

现“干”字的概率要比“感、敢、赶”字高，以此类推。当然，这只

是机器通过语料库学习语言模型参数的基本原理，真实情况下考虑的

因素要复杂得多。据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组主管研究员李沐博士

介绍，“通过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模型，该系统成功地将中文转换错

误率降低了25%，取得了初步成功。”

另外，这套机器学习的系统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从实时

的大数据里面发现新知识。比如说“甄嬛体”是4月28号左右开始在

微博上“冒”出来的，最初两天使用频率不高，但是到了5月1号，

英库拼音输入法的后台就成功地发现大家都在用这个词，所以系统已

经成功地把它加入到英库拼音输入法的词库中，直接就可以打出“甄

嬛体”了。

事实上，这些方法并非最新概念。由于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到互

联网内容的生成活动中，产生了大规模的实时动态数据，而且随着云

计算能力的不断提高，机器学习算法才逐渐被引入到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中，从而将中文输入法带入了又一个黄金年代。可以说，这是让大

数据研究和云计算技术“落地”的绝佳范例。

重视用户的体验

这些年来，随着互联网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用户的输入需求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大量英文词汇渐渐融入汉语，除了口语中

夹带的英文单词外，最常用到的莫过于一些知名商标和缩写词，例如

HTML、Kinect、iPhone以及SIM卡、Beta版、UI等；然后，聊天打

字变得越来越不拘一格，各种误拼写变成了家常便饭；最后，像“伤

不起、甄嬛体和你懂的”这样的新词汇层出不穷。

英库拼音考虑到了上述情况，在机器学习系统中，分别加入了中

英文混输、误拼写容错和新词汇识别等子模型，快速地完善和补充最

终的拼音-汉字转换模型。与这种动态语言模型配套的监测系统，会

跟踪查看加入新的子模型之后，用户的输入命中率是否得到了提高，

然后根据反馈的数据，不断地进行修正。另外，英库拼音的云端和客

户端基本语言模型是一致的，只是云端的模型更完善、词库更大。如

果本地候选项的“置信度”不高，在联网情况下它就会请求“云候选

项”。最终，使用户即时获得更好的输入体验。

众所周知，微软并不缺中文输入法，比较早的“智能ABC”和后

来的“微软拼音”都是操作系统内置的输入法，但是由于更新缓慢，

而且表现不佳，它们渐渐被一些互联网公司的输入法产品抢去了市

场。潜心修炼1年后，英库拼音输入法携从机器翻译领域演化而来的

中文云输入引擎而出现。与微软的传统商业软件开发模式不同，英库

拼音输入法也是微软这艘巨型战舰向互联网产品开发模式转型的一个

缩影，它不仅迅速将理念和技术转化为产品和解决方案，而且通过敏

捷开发的模式，不断根据用户的真实需求和使用反馈来改进云输入系

统，使产品快速迭代，几乎每隔一个月就推出一个新客户端版本。

结论

如果论功能是否丰富，那么初出茅庐的英库拼音输入法与当前

市场上的主流产品还有一点差距。但是微软对于未来技术的发展方

向有着明确的愿景，现在对英库拼音输入法项目的投入将带来巨大

的技术和市场回报。第一，利用输入法“反哺”必应词典和必应搜

索引擎，在技术上绝非戏言。第二，免费输入法并非无利可图。如

果想了解用户的个性化行为，最直接的媒介就是输入法。在大数据

和云计算竞争的年代，这是微软拿下的又一个战略高地。而用户得

到的是一款更优秀的中文输入法，而且它是干净的，不必忍受各种

弹窗等“流氓”行为。

声 音

我们把用户输入字符串转换为汉字的过程也看成一个翻

译的过程，就像英汉翻译是把英文翻译成汉语一样，利用大

数据和云计算来驱动音字转换模型的建立。

——李沐

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组

主管研究员、项目带头人

用户的任何信号，包括文字、语音或者手势等移动设备

上的多模态输入方式将会无缝对接，将时间、位置等个性化

信息全部汇总之后，再通过数据驱动的模型，将会找到最优

的输入模式，引领输入法的未来。

——周明

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自然计算组负责人

对搜狗输入法来说，微软英库拼音输入法技术上的一

小步，都是对它市场地位威胁的一大步。在用户体验为王

的时代，一种输入法仅凭使用习惯的护城河，很难抗拒技

术的进步。

——炳叔

知名IT博主和评论员

《CHIP新电脑》 文/郝晓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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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没有泡沫只有十年“鸿沟”
节选自ifanr（爱范儿）  文/黄龙中

英库输入法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英库团队开发的第二款产品，第一

款产品是 2009 年 12 月上线英库词典，后者已经登堂入室，进阶为

必应搜索下的必应词典，所费时间不到一年。

在本月初一个采访中，我问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技术总

监田江森英库输入法将来有没有可能像词典那样“扶正”，他回

答说“可能性非常大”，即英库拼音输入法成为Windows系统和 

Office软件的启动默认输入法——这无疑将是英库研发团队极大的

成功。事实上我们注意到在对外宣传中，英库拼音输入法的缔造者

还提到了“微软中国Office商务软件部”，这为将来“扶正”埋下

伏笔。

在大局已定的中国PC输入法市场，英库几乎没有破局的可能，紧

盯着明年要卖掉的4 亿台Windows设备显然是更实际的路线。这时候

创新变得很重要。8月16日上线的Beta版英库拼音输入法的几大创新

功能，提交了一份满意的“模拟考试”答卷：中英文混合输入，英文

输入纠错，V模式输入地图/表情等等，都是具有自我特色的。田江森

带领的基础研究团队，也确实没有市场推广的压力，“更多关注的是

用户的反馈及用户的留在率”，为此他们在输入法的输入框显眼处放

置了一个用户反馈按钮，来接收用户的反馈。

上面说到的“V模式”创新，是指由于中文输入过程中，“V”

字母不能单独成字或作词首，被英库团队用作功能键来激活一些特

别功能，比如“VM”开始调用地图数据，“VI”开始调用图片数

据，“VW”则调用网页数据。举例来说，假如你与朋友约好去“钱

柜 KTV”，在 QQ 聊天界面，输入“VM:qiangui KTV”即可获取“

钱柜 KTV”的地图数据，向好友直接发送地图即可。

这里涉及到“大数据可视化”的专业技术，是微软亚洲研究院

目前正在致力于研究的领域。而与以往埋头研究不同的是，随着互

联网的兴起，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五六年前提出“以实践为驱动的研究

（DDR）”的研究理念，鼓励基础研究员以实践驱动为需求，开发面

向用户的产品。英库词典是其一，去年10月开始立项的英库输入法也

是DDR理念下的项目之一——当然，众所周知，微软在自然语言方面

有深厚的积淀，虽然英库团队只有7、8 人做输入法，但显然是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

“实践驱动型研究”在洪小文2007年上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之

后得到贯彻执行。洪小文毕业自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专业，语音识

别专家，是李开复的师弟，师承鼎鼎有名的图灵奖获得者罗杰•瑞迪。

在英库输入法团队采访结束后，爱范儿对洪小文进行了专访，他对于

过去几年的DDR理念执行效果感到满意。而在谈到他的本行“机器学

习”时，坦言“机器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要得到Data”，没有数

据或只是假数据，“一定做不好机器学习”，而在使用机器学习的成

果时，“数据可视化”也非常重要。

我们也提问了他对大数据火爆现状的态度，他认为与其说是泡

沫，不如说是距离大数据的应用还有“鸿沟”，其所带领的亚洲研究

院即致力于研究大数据在机器学习中的更多应用场景。洪小文1995年

加入微软之前，曾经在苹果公司工作，研发了苹果中文听写机产品，

所以语音技术是洪小文真正的“老本行”，对于语音技术的未来，他

期盼一个“万能的助手”，目前语音识别已经发生了，“会思考的助

手”普及开来却还须时日。

ifanr：“实践驱动研究”理念什么时候提出来的？现在你回过

头来看的话，您觉得这个理念实际效果怎么样？

洪小文：至少六年前就提出这个理念。今天来看觉得非常好，它

的发展和成熟显然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因为研究很多时候是有一定

的研究的模式，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模式的时候总要经过一段时间。而

且有些东西就算你百分之百相信，很多东西你还是要做得够好，放出

去别人才能够像正常的情况去用。我们以前做实验都是找一些人在虚

拟的情况之下做一些东西，然后问一些问题，那些都是离现实有差别

的，因为你会跟他讲假设这个产品怎么样，你会不会去用，人家都是

用想象，都不是目前真实的场景。所以今天我们DDR，就像英库拼

音，我们希望你是在真正工作场景来用这个东西，那就是真实的；假

如我花钱请你到实验室，你打几个字，你打的东西都是你想出来的，

不见得是你工作中会去打的字，这是不真实的。我们希望以后多用

DDR理念来做研究，到真实的场景里来做研究。

ifanr：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微软总部今年对对机器学习尤其

重视，包括刚才说的音库输入法也是很好的机器学习案例；从竞争对手

来看，Google在6月发布的产品也开始凸显机器学习，比如根据搜索

历史推荐一些东西。未来亚洲研究院在机器学习这一块是怎么布局呢？

洪小文：机器学习也是我的本行。机器学习在研究范围至少红了

十五年——我们现在讲的“机器学习”，在我念书的时候（1992年

毕业）叫人工智能，当时人工智能分好几个派：有些用逻辑的，有些

用专家系统，有些做语义，还有一个派是讲Data。今天人工智能这个

领域也被机器学习占了，所以机器学习在研究院过去十几年都是非常

红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机器学习的红火我们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机器学习今天这么普及，跟我刚才讲的feedback loop（反馈循

环）有关，就是big data（大数据）。机器学习很关键的是你要得到

Data，机器学习这里面很多学问，机器学习的模型之类，但是你空有

很好的模型，你没有数据——接近真实的数据的话，这个系统是做不

出来的。

早期的时候，我们把机器学习叫“训练数据”，比如今天观察到

一些数据，我怎么样用这个东西去建模，然后我可以去预测未来我还

没看到的数据？从统计角度来看，如果我将来预测的数据跟今天的数

据分布很类似，那我这样做出来的模型一定会很好。假如我未来看到

的 Data 跟我的training数据很不一样的话，这是一个不好的模式。另

外，真实的数据肯定跟你通过系统建模搜出来的东西有出入，这个时

候机器学习学了半天，还是要去研究如何来运用这个数据，所以我想

机器学习的普及跟所有的big data、互联网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机器学习我想每个公司，不只是微软，像图灵奖今年的得奖者跟

去年的得奖者都是做机器学习的，也代表机器学习普及火爆的程度，

而且今天机器学习已经红到各行各业。比如一个做贸易的，我能够很

快地知道用户的反馈，而且不但是对我的反馈，对我相关产品、竞争

产品的反馈——你会把big data变成有用资讯最后变成一些情报，能

够帮助你来做一些产品上的改变，甚至于大的方向的改变。这些都是

有很大的商机。

你可以看到，今天做研究的，做各行各业，只要有数据都要想

办法去取得，都要想办法去用，都要想办法把这些数据变成有用的

信息。所以我认为数据的可视化非常重要。因为做决定的人不是像研

究员每天在那边看这些数据，他需要可视化的东西帮助他下结论做决

策。所以必须是从微观的数据变成一个越来越宏观的可视化的东西，

才能帮助他做一个宏观决策上面的改变。

ifanr：大数据在今年年初开始特别火，您怎么看这种现状？

洪小文：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几年前就知道这个东西了，只是说

今天火到访问任何一个CEO，他都会告诉你我要big data，学以致用、

研以致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ifanr：算不算泡沫？

洪小文：我认为不是泡沫。你可以说有泡沫，也可以说没有泡

沫。第一我觉得没有泡沫，我觉得是真的，因为大家都愿意。泡沫是

在于到底能够做得多好，自动化的东西能够做得多好；没有泡沫是指

如果将人的智慧加上机器的分析，然后合起来把这个东西做好，这是

还需要努力的。

现在关键是一个产品我可以做得多好，能够自动化到什么地步，

特别是微软这样做平台的公司。我们举个例子，我是一个老总，我

对这个技术也不懂，我喜欢big data，那么今天你把big data可以卖

给我，这个老总知道这个东西能做什么，对他有什么样的价值，他

愿意花多少钱；另一种是我今天花钱买的这些软件，然后收集了一些

Data，这些都要花钱的。同时，我说不定还要找一些数据科学家，

这些数据科学家不但了解big data，他同时也了解公司细节、经营模

式。现在做的big data软件，是不是任何人就可以把它用起来，这还

是有一段距离的。

如果说今天这个公司愿意花投资，不但买这个软件，同时也雇这些

数据科学家，同时这些数据科学家又懂机器学习，又懂big data，同时

也去学他的公司的每一个细节。假以时日，他绝对可以做出一些有用的

东西，但是这个花代价是不是这个老总愿意花的钱。我们的目标是让老

总完全依赖软件，像Word、Excel，封包好，拿来直接用就可以了。所

以与其说是泡沫，不如说技术现状与未来应用之间还有一条“鸿沟”。

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大家付的钱可以付的非常的合理，又有个

Turn-Key Solution（完整解决方案）？我觉得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

离，我个人觉得起码是十年要能够做到那个地步。

ifanr：您早期在苹果工作，是语音技术方面的专家，进入微软

刚开始也是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因为专长所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对

语音技术肯定有很深入的研究。刚才我们谈到了英库，那么您觉得语

音成为一种普及的技术需要多久？

洪小文：讲到这个东西的确蛮有感觉的，因为我做语音从1986 

年到现在快三十年，我老板跟我讲的，任何时候对于做语音的人来

说，“你要什么时候普及”，他说五年以后；唯一的问题就是说你三

十年前问他，他说五年以后，你现在问他他还说五年以后，意思就是

说永远五年以后。

大家对语音的看法其实是蛮复杂的，为什么呢？语音只做输入是

非常准，但在更高级的应用场景是“你讲它做”，比如说我现在想知道

下个礼拜跟黄先生要不要见面，或者说我上一次跟黄先生见面是什么时

候，就是说我问一个问题，它会有一个答案，大家更加期待的是这个一

个“万能的助手”。如果只是录入，有时候反而显得“多余”。譬如说

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写文章我就要思考，你认为用讲的跟用打的哪

一个自然？很难说，因为你本来就爱思考，又不是念别人的文章把它

输入进去。

所以你发现你要的其实不只是语音识别，而是语义。我用语义把

问题输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答出来，而且答的都很精准，但这个很

难——语音系统对于自己知道的东西会答得很好，但对于它不知道的

问题，就会很棘手：它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它如果说它不知道就已

经很了不起了，它还想办法去答。

其实机器比我们强的地方也不是什么智慧，大部分是一些储存，

因为我们记不了那么多东西，比如说开根号，下棋跟开根号也没什么两

样，下棋是在分析我如果下这步，你可能下这三步或者四步，如果你选

这步，我就会选这样，其实看谁开的深。那不是我们真正讲的智慧。我

们这种举一反三智慧，机器几乎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语音系

统，要能解决所有人工智能的问题。现在在一些特殊的场景，譬如说手

机，在某一些情形之下可以做得不错，可能就很有用了。

应用场景方面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对于未知的事物，我都

不知道怎么提问的时候，语音搜索或许能帮我解决不少困惑。比如我

现在要找北京或者海淀区的星巴克，找这种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语

音的帮助很大。如果很多人说将来语音取代我们的电脑桌面，我觉得

技术层面还有距离，而且我个人怀疑那个是不是好的界面。但你如果

说语音在很多特定的场合帮助你的话，事实上已经发生，尤其开车，

语音的输入就变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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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数字展示
——艾滋病拼布（AIDS Memorial Quilt）数字展项目

编者按：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Microsoft Research Connections）近来与南加州大学创新实验室

(Annenberg Innovation Lab)、布朗大学、爱荷华大学公共人文数码工作室、美国人文基金会、NAMES项目基金

会以及其他各方通力合作，制作出了“艾滋病拼布”的互动数字展品，让公众有机会一览全球最大的群体性民间艺

术作品。借此纪念那些因艾滋病而逝去的生命，同时引发人们对如何扼制艾滋病蔓延的深度思考。

互动数字展品项目的目标在于让从前不可能的用户体验成为可能，让实际运用的技术淡化成为观众所体验的内容的背景，让计算机技术服

务于向观众传达内容和讯息这一实际目的。我们希望借助这些有意义的内容激发个人创造力和团队的协调和合作，传播更美好的未来愿景。

艾滋病拼布（AIDS Memorial Quilt）艺术展
——纪念因艾滋病而逝去的生命

时光倒流至1987年6月27日，当天，一群悲伤的亲友在旧金山一

栋建筑物的阳台上挂起了一幅由40块布组成的拼布，以此纪念40个被

艾滋病夺去的生命。他们的行为鼓舞了成千上万的母亲、兄弟、朋友

和恋人，他们自发制作拼布，并送了过去。很快，那幅拼布就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民间艺术作品，同时也是美国国内最看得见、摸得着的艾

滋病疫情象征物。今天，艾滋病拼布已纳入了超过47,000块布，上面

铭刻了9.3万多人的名字。如果把这些布一块块地连接起来，它们的总

长度将超过50英里。将整幅拼布完整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将是一项巨大

的任务，而且自1996年以来从来没有人敢于尝试。

2 0 1 2 年 7 月 下 旬 ， 艾 滋 病 拼 布 在 华 盛 顿 特 区 的 国 家 广 场

（National Mall）进行了连续三天的公开展示。此次展出的拼布由

6000多个拼块组成，每个拼块中包含8块拼布。它共包含了超过4.9

万（49K）块拼布。你可能会想，49K相对于硬盘空间而言算不上什

么，但它们的物理尺寸绝对令人震惊。据估计，这幅拼布的重量超过

了53吨，如果它被完整组装起来，覆盖面积可达130多万平方英尺，

相当于23英亩。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国家广场无法容纳整幅拼布

进行展示。为此，它被拆分成了三个部分，轮流展示。虽然拼布的物

理尺寸令人印象深刻，但它所造成的情感影响则更深一层。拼布的每

块布都是由个人或团体手工制作，以纪念因艾滋病而亡故的朋友或亲

人。虽然拼布的尺寸巨大，但它也只是代表了已故人员的一小部分。

而且，它的尺寸还在不断增加。

在展览的第四天，一个单独的拼布被展示出来，这块特别的拼布

被称为“最后一块”，在人们找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之后，它才会被

缝入挂被中。看到这里，也许每个人都想问：拼布何时才能完工？要

等到什么时候才不会再有人会死于这种疾病？ 

在微软研究院学术合作部，“艾滋病拼布数字展”计划得到了微

软研究院数字人文领域研究工作负责人Donald Brinkman的支持。

他找到了NAMES项目基金会的Anne Balsamo以及Julie Rhoad，在

Anne的提议下，他们计划利用过去25年来的拼布图像库（其质量参

差不齐）和几个有关拼布及其所纪念逝者的信息数据库，由开发者和

研究人员组成团队，创造一个数字化的互动展品，用于支持2012年的

艾滋病拼布展览，让更大范围内的观众看到这幅拼布，同时还能使用

交互式可视化手段分析和阐述拼布的历史。

在微软，我们还有一项称为“Garage”的计划。它汇集了来自全

球的，有志于在业余项目上展开合作的员工。“Garage” 项目组对此

次互动数字展品项目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他们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

招募到了十几名志愿者报名参与和协助“艾滋病拼布数字展”计划。

他们自愿在晚间和周末工作，创建一个艾滋病拼布的数字模拟版本。

Anne与南加州Dale MacDonald的同事们合作，建立了基于触

屏技术的拼布浏览器，同时与爱荷华大学公共人文数码工作室的Jon 

Winet展开协作。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她碰到了很多技术挑战。

他们的桌面浏览器并不能像想象的那样顺利运行，因为拼布上的图

像实在是太多，难以轻松地放大和缩小。25年来拍摄的拼布图像数

据量总和超过了55GB。每个图像反映的都是8个缝在一起的拼布。

拼布的总数超过了4.9万，每一块布都关联着元数据。为了让她的展

品最终问世，Anne需要拼接和切割这些图像——而且要在云系统中

进行。Anne还需要找到某种方法，能够顺利地放大和探索以虚拟方

式缝在一起的巨幅拼布。整个拼布的面积大约为130万平方尺，对它

进行浏览绝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最后，Anne想，我们能否做的更

多——不仅仅创建单一的静态拼布。怎样才能基于元数据，动态地对

拼布进行重新拼接，以形成不同的配置？

幸运的是，微软研究院拥有Anne他们所需要的全部技术，这为

他们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Donald还为这个项目捐助了4台带有

微软的PixelSense设备的三星SUR40（其中两个将留在NAMES基金

会；而另外两台将留在研究实验室），并建议扩大合作范围，请布朗

大学Andy van Dam的图形团队也加入协作。多年来布朗大学一直在

拓展笔和触摸交互的应用范围，而他们最近开发的原型之一——大型

艺术作品表面展示技术（LADS）恰好为NAMES Table交互显示屏提

供了基础——这个系统能够让参观者看清拼布上的逝者姓名，并亲身

探索经过拼合的单一全景图像。作为一个结果，你可以看到整个拼布

的幅面，仿佛从华盛顿纪念碑的上空鸟瞰，然后放大图像，以便看清

每块布的细节。 

研究员们在开发过程中应用了必应地图、Windows Azure和其他技

术的专业知识，把一张张的图像推送到云系统中，将它们拼接成一个巨

大的虚拟拼布，其文件尺寸超过了24千兆字节，然后合并使用Silverlight 

PivotViewer深度变焦技术和LADS大型艺术作品表面展示技术，对已经

形成的图像进行解构，形成多比例、高清晰度的图像金字塔，从而能够

对拼布进行动态重组。这是一种高保真体验。您可以在这里查看拼布的

原始图像，而且你将是世界上最先看到整幅挂被的人之一。

在自己早期创建的互动时间线的研究基础之上，Anne的团队

还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hronoZoom团队合作，创建了一部

有关艾滋病和挂被的互动历史教材。他们一起创造了这个惊人的

ChronoZoom互动时间线，记述了艾滋病的历史，并在创作过程的多

个阶段纳入了拼布的DeepZoom全景图。

Donald将合作的结果描述为“发人深省”；而Anne则用“诗

意”和“深刻”来形容。她说人们通过DeepZoom浏览器观看了拼

布后，百感交集，时而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时而也会面露笑容。这些

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开发人员和研究人员，带着对社会和人类的人文

关怀走到了一起。他们带来了各自所掌握的最先进的技术知识，用

它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互动体验，完成了一件具有真正深刻意义的作

品。他们的最终目是要把观众带到超越了技术本身的境界——在那

里，人们在感受到视觉震撼后，也许会触发这样的思考：我们是否能

在有生之年看到最后一块拼布被缝上？对于这样的希冀，我们自己又

能做些什么？

艾滋病拼布数字展
——创建数字拼布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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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 2012：自然人机交互技术大放异彩

编者按：CHI 2012 (ACM人机交互会议) 于5月5日至10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丁成功举办，吸引到了来自全

球40个国家的2500多名专家和学者与会。微软研究院共投递了41篇论文和5篇笔记，探索了包括自然用户界面、发

展中国家技术、社交网络、健康医疗、搜索等诸多领域的技术发展。

编撰：任艳

 

液晶屏双视图（LCD Dual Views）

在一个普通的液晶屏幕上同时显示两个图像，这能实现么？微软

亚洲研究院的这项液晶屏双视图技术通过像素色彩空间的复用使它成

为可能。无须任何特殊硬件，在普通笔记本电脑上，人们就能从不同

的角度看到不同的画面，甚至包括裸眼3D图像。

 

人体天线（Humantenna）

不需要借助周围任何检测设备，Humantenna技术能够感应到

人体全身的动作，利用环境中电器和电线发出的电磁噪音，让人体像

天线一样接受这些噪音（信号）。用户佩戴一个信号检测和传输装

置（目前是一个背包原型），该装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测量人体表面

的电压及其变化，使系统能够识别用户的位置，动作以及手势，与

用户进行实时的交互。目前，Humantenna能够检测12种姿势，精

确度超过90%。这些收集的数据信息可用于很多环境感知（context 

aware）的计算机应用。

 

可视化投影向导（LightGuide）

当人们做出复杂的手势时，如锻炼或者演奏乐器，我们会利用图

解或者视频来指导动作。但是，没有真人导师实时的讲解，要跟上一系

列的指令很有挑战性。LightGuide是一种手势向导的新方法，把一台

深度摄像机和数字投影仪结合在一起，就能成为一名受人欢迎的虚拟老

师。LightGuide将视觉提示（visual hints）直接投影到用户的身体上，

提供实时的视觉反馈和前馈指令，指导用户正确地完成各种动作。

CHI（ACM人机交互会议）是人机交互领域首屈一指的国际会

议。CHI 2012注重利用人机交互技术作为一个连接人、文化、技

术、经验和想法的工具。

微软研究院通过投递论文和笔记，项目介绍和组织领导等方式

为今年的CHI大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其中，微软研究院的9篇

论文和笔记获得了大会程序委员会的关注。为了探索如何让用户界

面变得更自然，如何让计算机更无缝地代表人类工作，微软研究院

正在研发技术以不断推动先进计算的发展，改进我们与社会和环境

的交互方式。

去年的大会主席、微软雷德蒙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Desney S.Tan

认为，今年大会上非官方的亮点在于，微软研究院提交的94％的论文

和笔记都是同来自世界各地高校和机构的学术伙伴共同撰写的。

“微软研究院旨在促进先进技术的发展，以积极的方式影响社

会。为了实现这一使命，我们不断寻求与科学界和学术界的开放合

作。CHI大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可以让研究人员分享我们在融合物

理和虚拟世界方面的进展。我们正在研发更丰富的交互方式，希望最

终实现我们在自然用户界面领域的愿景。”Desney S.Tan表示。

声波技术（SoundWave）

手势识别已经日渐成为人机交互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现有的移

动平台上，要设置稳定的手势识别传感器，造价相对昂贵。

声波（SoundWave）项目开发了一项实时的传感技术，利用电

脑上的扬声器和麦克风来感应周围的手势和动作。扬声器发出的超声

波音波（这种声波人们听不见，但是麦克风可以）可以检测由多普勒

效应（Doppler Effect）引起的微妙频移的声波。当人们在电脑前做

出手势的时候，超声波音波就以轻微的、不同的音量和波长反射回扬

声器，随后这些数据可用于测量速度、方位、距离、尺寸以及改变/移

动的频率。声波技术能够检测多种多样的手势，还能直接控制现有的

应用，无需用户佩戴任何特别的传感器。

研究人员表示，下一阶段的研发将把投影扩大到其他的身体部

位，指导更大范围的动作。并且将与其他如计算机辅助运动等技术相

结合。

增强现实幻影桌（MirageTable）

Mirage Table将视线追踪、投影仪及一个3D显示屏结合在一

起，可以在3D环境中进行动态模拟，以及实现真实的物理行为。

换句话说，就是MirageTable允许人们在一个虚拟环境中进行交互

式协作。

通过这张神奇的幻影桌，3D立体投影仪可以将实质影像直接投

射到弧形桌面上。Kinect摄像头将捕捉这些影像数据，并且能够追踪

用户凝视的视角，呈现正确的透视图，实现在增强现实桌面上的徒手

交互。当你有两张MirageTable时，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呢？让我

们一起来看视频吧。

 

更多关于微软研究院在CHI 2012大会上的精彩内容，请关注：

http://research.microsoft.com/en-us/about/feature/chi201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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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计算的未来

编者按：前沿科学讲座，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为中科大-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重点推出的一个特别

的系列讲座。该讲座邀请研究院内各个研究领域的资深研究员们为学生们讲述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和动向，传授自己

深刻的研究心得，以帮助同学们开拓视野，深入思考。此次，让我们随着实验班同学的笔触，一同倾听谢幸研究员

为我们带来的“普适计算的未来”。

文/陈宇澄（中科大-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学员）

此次讲座正逢中国科大计算机系同学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访问参

观。我们有幸邀请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和中国科大的兼职博

士生导师谢幸博士，围绕“普适计算的未来”这一话题，为中科大-

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学员以及科大计算机系的各位同

学开展讲座。谢幸研究员为大家介绍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普适计算上

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微软和工业界在这方面的其他工作。

普适计算的历史

普适计算的概念是由施乐实验室的Mark Weiser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末提出的。Mark Weiser认为计算技术在大型主机时代和个人计算

时代后，应该进入普适计算时代，即计算技术将无声无息地渗入人类

的日常生活中。未来计算机将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和环境和谐

的融为一体。当时的施乐实验室定义了三种普适计算设备：Tab——

厘米级设备，可以很方便的携带和移动，并具有网络连接和定位功

能；Pad——分米级设备，大小和一张A4纸相当，可以移动但并不方

便长期随身携带；Board——米级设备，一般安放在固定的位置，可

以支持多人共享使用。

施乐实验室针对这三种不同类型设备的研究带动了一系列普适计

算核心技术的发展，例如无线网络、定位技术、嵌入式系统、移动用

户交互和传感器技术等。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环顾四周，

所看到的电子设备仍然可以归入这三类。2009年微软公司提出了三屏

一云的战略，其中三屏指的是手机、电脑和电视，这正和马克•维瑟

当初的设想遥相呼应。

作为典型的普适计算设备，智能手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的发展

也极为迅速。微软研究院曾进行过一个MyLifeBits项目，在这个项目

里，研究人员设计了专用的设备SenseCam相机来长期收集人们日常

生活中的照片和传感器数据，以期构建一个能反映人生经历的数据

库。如今SenseCam的功能已基本可以被智能手机所替代。手机的功

能从最初的语音通讯发展到照相、收发邮件、网页浏览、游戏和社交

网络，其能力很多时候已经接近传统的电脑。而在利用传感器技术方

面，手机甚至超过了电脑。

传感器与数据收集

传感器是连接物理世界和计算世界的纽带。在今天，随着智能手

机等普适计算设备的普及，传感器已经变得无处不在。手机属于厘米

级设备，适合用户长期随身携带。通过集成各种类型的传感器，例如

GPS、指南针、加速度仪、温度计、环境光传感器等，手机可以更加

深入的了解用户的状态，从而分析用户的兴趣，提供更为智能的用户

交互方式。随着手机传感器的不断增强，我们将可以实现各种崭新的

应用，如健康状况检测、室内导航、智能3D声音管理等等。

在越来越多的传感器的支持下，我们还可以收集到大量反映用户

行为的数据。例如，从北京的3万辆出租车上收集到的GPS数据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出租车的行车轨迹；从Foursquare、街旁等服务的

check-in记录中可以看出用户常去哪些地方等等。用户只需要以被动

的方式参与数据收集，即用户不需要为了数据采集而专门使用某项服

务或设备，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提供数据。通过这种自然的

方式长期收集来自大量用户和大量设备的情境信息，我们可以从中挖

掘集体社会智能，并更好地感知物理世界，从而帮助其它互联网应用

提供更好的服务。

GeoLife：利用位置信息建立社交网络

 GeoLife（地理人生）是一种以GPS数据为中心并基于电子地图

的应用系统。它不但是可视化、管理和理解个人GPS数据的工具，也

是多个用户共享GPS数据和交流生活经历的平台。基于个人的GPS数

据以及相关联的多媒体内容，GeoLife在地图上以动画的形式生动地

重现用户过去的经历。这不但有助于用户有效地回忆自己过去的往

事，也可成为一种朋友之间交流生活经历的更便捷、更直观的方式。

从不断累积的个人数据上，GeoLife还可帮助用户了解自己的生活规

律，以保障健康的生活习惯。当更多的用户将自己的数据发布到公共

平台与朋友分享后，人们不但可以从其他人的数据中借鉴经验和分享

快乐，也可以发现热点地区和经典的旅游线路等社会群体规律。

利用带有地理信息的照片挖掘城市地标

利用大量带有地理信息的照片，以及文字性的描述，我们可以

把照片组织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城市，例如巴黎；第二层是景点，

例如卢浮宫；第三层是场景，例如玻璃金字塔。每个城市包含多个景

点，每个景点也包含多个场景，代表不同的视角。通过将这些照片结

构化地组织成场景-景点-城市的关系，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城市旅游者

心目中最有代表性的景点。

我们还可以从带有作者、时间和地点信息的图片数据中恢复出用户

当时的旅行路线，包括经过的地点、停留时间以及文本描述。从这些信息

中我们可以猜测出用户旅行的目的，例如商务、观光、美食或是活动。针

对不同的旅行目的我们可以从数据集中找出那些频繁出现的路线，它们往

往代表了旅行者的实际选择和经验，为未来的旅行提供有益的参考。

利用出租车信息进行城市计算

从北京出租车上收集

到的GPS数据中得到的出租

车的行车轨迹，从中可以

推测出各条道路的流量：

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

以极大地方便我们每个人

的生活，还可以使城市规

划更为合理。例如：

1. 智能推荐行车路线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云系统，通过收集出租

车的传感器数据和其他数据（如地图和天气预报），建立了一个包括日

期、时间、天气状况和个人驾驶策略的模型，并用此预测未来某一时刻

的交通状况，以及对每一个用户做自适应的行车路线推荐。通过智能计

算得出的行车路线，在实地测验中有60-70%比Bing和Google推荐的路

线更快，超过50%的路线快20%以上，平均每30分钟可以节约5分钟。

2. 为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做推荐
通过对出租车司机载客行为以及乘客移动规律的发掘，我们可以

为出租车司机推荐他们最有可能载到乘客的位置，从而最大化他们的

收益；同时我们还可以为乘客推荐最有可能找到空出租车的位置，从

而缓解打车难的问题。

3. 检测拥堵现象及原因
从不同时间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哪些区块的拥堵更加严重，

而那些地方有所缓解，以及这些区块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这些数据中

我们可以评估市政规划是否有效，并把未解决的问题提醒给城市规划

者，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规划。

在讲座的最后，谢幸研究员回答了创新人才学院和科大计算机系

的同学关于做研究和关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各种问题。他高度评价了

科大同学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表现，并希望有更多科大同学能够加入

微软亚洲研究院。

研究员简介：

谢幸博士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管研究员和中国科大

的兼职博士生导师。他于1996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大少年

班，2001年毕业于中国科大计算机系，获博士学位。同年加

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空间数据挖掘、社交网络、位置服

务和普适计算。谢幸研究员是ACM和IEEE的高级会员,ACM 

SIGSPATIAL China的建立者和UbiComp 2011的联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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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科研领域的黄埔军校
——记微软-中科大联合培养实验班

计算机在做些什么：建模、连接、交互利用

编者按：一个是软件巨头，一个是著名学府，历经十余年合作，会产生怎样的火花？一个群英荟萃，一个英才

济济，他们会谱写怎样的教育新章？2010年，一个响亮的名字：微软-中科大联合培养实验班宣告了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和微软亚洲研究院一次华丽的握手。

编者按：在计算机领域，每隔30年，就会卷起一场计算运用新浪潮。上世纪50年代，人们为物质世界建模；80
年代，人们设法利用计算机增强的彼此的联系；在新世纪的2010年，计算应用翻开了与物质世界交互利用的新

篇章。未来的计算机科学发展将为我们带来什么？它又需要什么样的设备、方法和技术的支持？看图灵奖获得者

Butler Lampson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培养喜欢做研究的人

联合培养班需要什么样的学生？聪明？睿智？微软亚洲研究院

的研究员会告诉你：潜力。每年招生的时候，他们前往中国科大，和

学生聊学术，聊特长，聊人生，聊理想，考察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对基

础知识的掌握。他们招或不招，招多少，生源质量就在那里；学生面

试两次或者三次，导师就在那里。研究员面试学生的潜力，学生选择

导师的研究方向。学生通过面试以后，就会进入研究院的各个研究小

组，在导师的指导下参加一线的科研实践。

科研，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很容易让人将它和高科技、人才挂

钩。研究院为何不直接选择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培养呢？霍强研究员

认为，一个人选择读博士，一定是他喜欢做研究，读博很辛苦，不喜

欢的就坚持不下去。选择科研就像选择女朋友一样，要找到自己的真

爱，找到了真爱，脑子里就会一直想着某个问题，可能在某个瞬间，

就蹦出来一个很好的想法。在谈及学生培养时他说，作为导师，我们

要始终关注学生，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把自己读博时想要从导师那

里得到的都给予学生。联合培养班想要招收和培养的，也正是这样喜

欢做研究的人。

 

    图灵奖得主Edmund Clark与联合培养班学生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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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兼施”，学有所用

在研究院上课？听起来不可思议。一个连黑板都没有的地方怎么

上课？是的，培养班的学生不是要上课，而是享受研究院为他们精心

设计的一系列的课程大餐。

刚入学的学生就像一群懵懵懂懂的孩子，参加的科研训练较少，

还不明确自己的研究兴趣所在。研究院的一线研究员都会为培养班介

绍前沿的研究领域，分享科研经历，帮助学员寻找他们的兴趣所在。

例如高级软件工程这门课程，它由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开发经理邹欣

老师讲授。邹欣老师驰骋在微软项目开发的战场已经15年，对于授课

也颇有心得，曾在北大、清华等高校授课，内外兼修，挥洒自如。他

的课就像一场表演，集知识与诙谐于一体，让学生流连其中。此外，

研究院还开设了科技英语课程，轻松的学习环境，给了一个又一个腼

腆的技术达人自由表达见解的机会。

课程之外，每个学生都会跟从一位导师参加一线的科研实践。学

生在这里与导师进行零距离接触，导师也能够及时地发现学生的问题

并给予指导意见。经过一年的培养，不少学生都能够在这里投出自己

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硬技能和软技能两方面的培养是联合培养班最鲜明的特色。投身

科研，需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也需要与人协作；努力学习，不仅要

徜徉在一张书桌，更要展示自我。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优秀对于研究院的人而言只是一种习惯。研究院就像一个学术的

大熔炉，汇集了中外各个研究方向的大牛。联合培养班的学生可以在与

他们一起学习，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而优秀是没

有人的界限。只要你有着海纳百川的心胸，就一定可以采百家之长。

培养班的宋哲同学在谈及一年的学习经历时说到，进微软亚洲研

究院是我第一次进实验室，作为本科生真的是非常幸运，一下就能受

到各个领域世界前100甚至前10的专家学者亲自指导，进行研究。这

里经常会有国际知名的研究员、教授来访问演讲，有时大型的学术会

议也会将分会场选在这里（如Ubicomp2011和SigIR2011）。总之

这里的学术氛围是相当的好。他甚至风趣地说，哪怕自己最后仍然变

不成小牛，至少也是见过牛的。

路漫修远，上下求索

微软创建联合培养班，就像当年创建黄埔军校一样，是希望能够

培养出一批真正优秀的人才。“校长”吴枫研究员这样说道：从创新

性人才培养来说，应该从硬学科和软学科两个方面入手。从硬学科，

我们的计算机课程和平时的科研活动可以说做的很好，但软学科，软

技能，比如领导能力，感染能力，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将来会为同学

提供更多的机会，公司也有这样的条件。我希望三四十年后，在计算

机领域信息领域的很多高技术人才都曾受益于这个班，他们可能是各

行各业的，可能在技术部门，可能是CEO，也可能是国家领导，不论

如何，希望他们对整个领域能有推动作用。

大学培养了人的价值观，给予了他们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临近

毕业的大四学生基本完成了课程的学习，他们亟需一片资源充足的沃

土来孕育心中憧憬的的那片天地。联合培养班要做的，就是充分挖掘

他们多年的积累，指导他们完成学习到科研的转变，让他们学会寻找

并独立地追求自己的事业，为他们提供一个从学生变成学者的跳板。 

本文译自Butler Lampson在纪念图灵诞辰100周年大会的发言稿

“What Computers Do: Model, Connect, and Engage” 译者：任艳

1950年左右，计算机最初用来对事物“建模”或者模拟事物。无

论对象是核武器还是工资单，方法都是一样：创建一个和目标对象在

某些重要方面相似的电脑系统，然后观察这个系统，根据对象的行为

作出推断。这样做的核心概念是抽象：这里有一个理想的系统，常常

由方程组来定义，它既像是目标系统，又像电脑模型。建模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现在它已经用来理解，甚至常常用以控制物质和概念上的

系统，比如银河系、蛋白质、目录清单、飞行中的飞机等系统，而且

建模才刚刚开始被利用。

模型可以很简单，也可以非常复杂，可能很粗糙，也可能要求非

常详细，所以就算非常小，它们也能够配合可利用的硬件容量。和书

信、电话还有面谈相比，利用早期计算机来“联系”人们，要么无法

实现，要么费用昂贵。但是在1980年左右，摩尔定律在数字硬件方

面的进步让计算机变得经济实用，可用于文字处理、电子邮件、移动

手机、网络、搜索、音乐、社交网络、电子图书、视频等领域。很多

这样的通讯都是实时的，但更多涉及到信息存储，数量常常达到许多

PB （petabyte）。

The first uses of computers, around 1950, 

were to model or simulate other things. Whether 

the target is a nuclear weapon or a payroll, the 

method is the same: build a computer system 

that behaves in some important ways like the 

target, observe the system, and infer something 

about the behavior of the target. The key idea 

is abstraction: there is an ideal system, often 

defined by a system of equations, which behaves 

like both the target system and the computer 

model. Modeling has been enormously 

successful; today it is used to understand, and 

often control, galaxies, proteins, inventories, 

airplanes in flight and many other systems, both 

physical and conceptual, and it has only begun 

to be explo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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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模和连接都有些过时了——它们看似已经没有发展空间

了。但其实并非如此。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都极为复杂，我们现在有

很大的契机做更精确的建模：化学反应、机翼、纸尿裤、经济以及社

交网络都还远远未被充分理解。远程呈现仍然没有面对面交谈的效果

好；口语的实时翻译还比较粗糙；机器很难明白用户真正想搜索的是

什么……所以建模和连接仍然还有很多创新的机会，特别是在教育领

域，因为计算机能为老师们提供功能强大的工具。

动化私人助理等。我很难记住人们的名字和容貌，所以我个人的梦想

（比拥有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更容易）就是有一台微型照相机，可以

别在我的衬衫上轻轻提醒我，“这是约翰∙史密斯，你去年在洛杉矶见

过他。”除了治病救命，这些系统还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自动驾

驶的汽车会让现存的道路系统更高效，同时还把驾驶者解放出来，去

做更多有用或者愉快的事情，而且节约了能源。

当一个计算应用可能实现时，什么是决定性的因素呢？通常在于

基础硬件的提高，根据摩尔定律，硬件性能每18个月提升一倍。在20

世纪60年代，“所见即所得”的文字处理器还没有开发出来，因为那

时的机器运行速度太慢，价格太高。第一台被公认为个人现代计算机

的机器是1973年研发的Xerox Alto，它可以完成不错的文字处理或者

电子表格，但是它太小太慢，不能处理图片、视频，或者存储音乐、

图书。交互利用需要场景、语音识别、世界建模、规划、大规模的数

据处理、以及很多工作，这些技术才刚开始在合理的成本下变得可

能。现在还不清楚如何比较人脑和电脑的容量，但大脑的1015次神经

键（连接）和5毫秒的循环时间能处理每秒2×1017次神经键事件，而

一台2GHz内存、8核、64位处理器的电脑能达到每秒1012 比特的处理

速度。根据摩尔定律，这些数据还需要27年的时间才能对等，但是一

只老鼠只有1012 次神经键，那么也许在12年内我们可以研发一只数字

鼠（但是它可比一只真正的老鼠消耗更多的能量）。

当然硬件只是一方面，软件可以让电脑做任何事，而算法（让每

次的机器工作周期完成更多有用的工作）和抽象（用以掌控复杂性）

又是软件的智力基础。要从外部衡量一台电脑或通讯系统的性能，我

们会看它的带宽（每单位时间完成的工作）、延时（完成一件任务的

时间）以及可利用性（及时完成工作的概率）。从内部看，我们衡量

复杂性，虽然不太精确。它涉及到组成部分的多少、各部分间连接的

多少和复杂程度，还有利用少数的外部连接将组件编为单个部分的完

善程度。

我们有许多建立系统的方法，但大多数都可归到三类：近似

（Approximate），增量（Increment），分治（Divide and 

Conquer）——缩写为AID。

• 得出一个近似值往往是容易踏出的第一步，而且也经常能够满

足需求。更重要的是，很多系统没有正确的答案，或者时效性和灵活

性比正确性更重要：网络数据包传输、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甚至零

售网站。比起传统和主要的计算，这些系统和飞行控制、统计、文字

处理以及电子邮件系统有着本质的不同。 

• 当情况变化时，比起重新抓取信息，重新计算，通过增量调整状态

是加快系统速度的最佳方法（缺乏一个更好的算法）。比如，各种形式的

缓存：写时拷贝（copy on write）、负载平衡（load balancing）、动态

扩容（dynamic scale out）、即时编译（just in time compilation）。在

开发中，最好是通过增量来改变和测试一个功能系统。设备驱动、（应用

程序）、浏览器插件以及JavaScript这些组件增量式地扩展了平台，而且

即插即用、热调接等技术也扩展了硬件。 

• 分治是最好的单一原则：将一个大问题拆成很多小部分，例

如，递归、文件或DNS的路径名称、记录前次更新失败的日志、硬

盘的分区、复制等。现代系统分层明确，它们有由操作系统等大组

件、数据库、浏览器或视觉系统（如Kinect）构成。 

对于交互利用来说，算法和抽象就不够了。概率也是根本，因为

机器对于物质世界的建模必然是不确定的。我们才刚刚开始学习写程序

去处理这种不确定性。他们利用很多方法在随机的变量中合并连接模

型，包括统计学、贝叶斯推断和机器学习技术。这些变量有的可见，有

的隐藏。人们利用可见的数据学习模型的参数，然后推断隐藏的变量，

例如，通过观察如相机拍摄的图片数据，来推断道路上车辆的位置。

关于交互利用的一些应用对安全性至关重要，如驾驶汽车或者做

外科手术，相比典型的计算机系统，这些应用需要更安全可靠。有一

些方法可以构建可靠的系统：为想要的行为撰写细致的规范说明；给

出或多或少的形式证明他们的代码确实落实了那些说明；利用复制状

态的机器来保证系统即使在某些组件停止工作的情况下也能运作。如

今，这些方法仅仅适用于相对简单的系统。如何才能扩容？怎样设计

系统才能尽量减少安全性瓶颈，从而提高可靠性？关于这些问题我们

还要不断学习。

对于用户来说，交互利用可以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当他们想要得

到这种价值的时候，需要应对许多困难，如人造眼之于盲人。其他的

应用就是随处可见的计算，虽然有用，但价值有限，如一个可以告诉

你哪个朋友在附近的系统。这些系统必须要构建得很好，才能让其有

限的价值多过使用它们的争论。许多这样的系统都失败了，因为没能

满足用户的需求。

未来几十年的计算系统将扩大现有已成功的应用领域：为世界建

模，联系人们以及利用新的领域从而让计算机与物质世界进行不寻常

地交互利用。这些系统将继续为用户和创建者提供丰富的价值源泉，

而这里的用户几乎包括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激动人心的问

题，不论是智力上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问题。

But around 1980 Moore’s law  improvements 

in digital hardware made it economic to use 

computers for word processing, e-mail, mobile 

phones, the web, search, music, social networks, 

e-books, and video. Much of this communication 

is real time, but even more involves stored 

information, often many petabytes of it.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education, where 

computers could provide teachers with 

power tools.

然而，我认为，在未来的30年中，最激动人心的计算应用莫过于

与物质世界不寻常的交互利用了。换句话说，计算机将会变得更形象

具体。如今这一应用还处于萌芽阶段：人们远程操控的外科手术机器

人和飞机、自动吸尘器、车辆巡航控制、还有针对交通数据开发的基

于手机的传感器网络等。几年后，我们也许开发出自动驾驶的汽车、

人工眼睛和耳朵、在家里和人体内放置的健康传感器、以及高效的自

The computing systems of the next few 

decades will expand the already successful 

application domains that model the world and 

connect people, and exploit the new domain 

that engages computers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in non-trivial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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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这么一句古老的箴言：

如果你手里有一把锤子，所有东西看上去都像钉子。

其实这句话已经是老调中的老调重弹了，我们程序员有很多

锤子：OO、设计模式、语言（C,C++,Java,Python,Ruby,etc.）、

各种各样的架构tricks&workarounds，以及一堆软件过程方法论

（Agile,XP,Scrum,etc.）等等。

几则故事：

1. 阿朱的（《走出软件作坊》）：

我过去领导过架构组。架构组的人在2002年的时候，疯狂迷上

了UML和设计模式，人手一本《COM本质论》和《设计模式》。我

手下有一个新手，就处处是类，处处是抽象，处处是封装，处处是分

离，尽量使代码高内聚低耦合。但是这样的的代码太麻烦，他花费了

大量的时间，他看自己的代码赏心悦目，别人看他的代码云里雾里，

不阅读懂《设计模式》就按照常规理解业务的思路去阅读他的代码根

本阅读不懂，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代码，怪异的很。本来，这位想

达到可维护性，可阅读性，却真正的失去了可维护性、可阅读性。这

和我前几天看我的朋友周爱民写的《大道至简》中写到：有人希望拿

UML去统一用户和软件设计者。殊不知UML有多难理解，而UML设

计者却认为UML可以描述一切。就这个道理，要理解你的代码还要去

读懂《设计模式》，这要求太高了吧。

所幸这位新手自己都每次写的累，慢慢的也就懒了，觉得确实

需要分离的时候就分离，觉得没什么必要的就懒得做了。用他自嘲的

话说就是：被磨平了。其实，依我看，他现在这个代码状态才是刚

刚好，即照顾了设计扩展，又照顾了实用。真正的纯OO，纯设计模

式，可能只存在于教学和科学，而不在于我们的商业软件开发。我们

作为商业开发，强调的是叫座的基础上叫好，所以折中方案是必须

的，客户和我们自己两相宜就OK，是否符合正宗，就不在我们的商业

开发管理范畴了。

这位新手还写了大量的注释。在每个源代码文件头都写上几月几

号，XX创建的，这个原代码文件主要是干什么的，还画蛇添足的写上

版权所有，公司名称。好像这个代码要开源，或者可能会被其他公司

窃取了好表明公司版权。甚至每个函数都写了注释，每个参数是什么

意思，每个参数可能出现的值代表什么意思，都写的一清二楚。久而

久之，也懒的维护了。代码改动了，参数扩展了，参数状态值有了变

化，注释说明却没有跟着改动，让后来看代码的人老误解，还不如不

写这些注释。

我告诉他：做事不能走极端。要么全写注释，要么不写注释，

都是不对的。我只在我认为要小心的地方，或者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

解懂的地方我才写注释。否则，我自己都可能会过段时间理解错了。

如果某段代码我看看就能看懂，我就不写注释了。咱们做企业管理软

件，深入技术又没有，只要代码能把复杂的业务处理描述的逻辑思路

清晰就OK。虽然说理解能力不同，我能快速理解了的未必有新手能够

理解，但是你看看我的代码你就明白了。（摘自 《走出软件作坊：代

码那些事儿》）

再来一段：

有一部分所谓的架构师，技术超深厚，框架堪比Spring之类，但

自己一个人闷头写框架不断优化，力竭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思想，希望

把最豪华的设计模式融进去，希望把OSGi融进去，希望把AOP融进

去，全无视那些想利用框架减轻自己工作量提高自己工作效率的应用

功能开发同事。这是在用公司工资玩技术呢，还是在满足个人技术幻

想呢，还是在实验呢？到底在干吗？价值在哪里？

还有的人不会推广自己的框架。不善言辞，就幻想着技术总监

能够通过行政命令让大家必须用框架，能不自己写代码就不自己写代

码，能交给框架做的就交给框架做。但技术总监号召完了，大家仍然

我行我素，各自开发为政，让框架开发者很孤单。

还有的人也不会推广自己的框架，沉迷在自己的理想世界。好

不容易技术总监召集大家让大家来听听框架如何应用，但自说自话，

满口自己最得意的词汇，听得业务功能开发人云山雾罩。大家问些问

题，如这样的业务开发难题，框架怎么解决？于是，框架开发员就和

业务开发员争论了起来。框架开发员觉得这根本就不能答应客户这种

变态的需求，而业务开发员说这就是现状。框架开发员说你可以这样

这样，业务开发员说这样太麻烦，框架开发员立刻还口这还麻烦？于

是双方各执一词，框架也没推广成功。

我手底下有个框架开发员。他的技术渴望很强烈，为了技术难题

攻克，可以不吃不睡。并且技术敏感度很强，学习也快。所以当时我

感觉他是个程序员的料，就把他拉到我的手下。

但是有个问题，他写出的框架代码，在平时开发业务功能的时

候挺麻烦。大家可能需要的是一把铁锹，但是他却给大家N根不同长

度不同粗细不同材质的木棍，N个不同形状不同用途的铁锹头。大家

会有N种组合。不仅导致他写代码老超任务期，而且也让使用人感觉

没多大帮助。使用起来复杂，而且还得配置这个配置哪个，需要注意

的地方太多。业务开发组的同事就不愿意用，还不如把代码自己直接

写死了得了。超期还会影响业务功能开发组的使用。本来人家是为了

想加快自己的工作效率。你答应好这个星期给业务开发组提供一个功

能，但你没有拿出来。就耽误人家进度。你多次拿不出来，人家业务

开发组还不如自己开发一个呢，求人不如求己。

我最后警告他：如果你认为自己技术够牛，那么你必须证明你能

很快做出来。如果你认为自己技术够牛，最好能牛到，只提供一个函

数就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别这个代理类，那个聚合类，这个唯一实例

类。最好连参数也没有，大家调用一下写一句代码就OK。甚至你做

的好，大家都不用调用你的代码，你可以包含在基础框架中，你自己

去判断什么时候什么应用需要执行这个动作。如果你认为自己技术够

牛，那么在业务功能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你能够保证接口不变的情

况下还能适合变化，这才你够牛。别让业务开发组的人跟着你也得改

他们自己的代码，那样的设计就很烂了。

小伙听了我的话。进度保证，代码接口简洁。（摘自《走出软件

作坊：走钢索的人》）

2. 坊间流传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故事：

话说联合利华新换了一批自动香皂包装机以后，经常出现香皂盒

子是空的没有香皂的情况，而在装配线一头用人工检查因为效率问题

不太可能而且不保险。这不，一个由自动化，机械，机电一体化等专

业的博士组成的Solution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没多久他们在装配线

的头上开发了全自动的X光透射检查线，透射检查所有的装配线尽头

等待装箱的香皂盒，如果有空的就用机械臂取走。

不巧，中国一乡镇企业生产香皂也遇到类似问题，老板吩咐

线上小工务必想出对策解决之，小工拿了一个电风扇放在装配线的

头上，对着最后的成品吹之，空盒子被吹走，问题解决之。（摘自

TopLanguage上的讨论）

因此，心中有锤，就容易为其奴役：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屁股决定脑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黄金大

锤再说，而且往往还颇有成就感，却将自己真正原本要解决的问题抛

在脑后了。始终莫要忘记提醒自己，“问题是什么？”

但毫无疑问，没有锤子是万万不行的，没有谁会傻到徒手钉

钉。重点是选择合适你的工具。这又要求在学习工具的时候始终别忘

记它的适用范围。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手中有锤，心中无锤。

容我具体解释一下这句话：任何工具都有其适用范畴和前提。然

而，我们在学习工具的时候由于投入很多的时间，往往在情绪上面对工

具产生了太强的感情，我们既投入了时间，当然内心希望能够用上这些

工具，所以就容易忘掉其适用前提，欣欣然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黄金

大锤亮出来，以显示自己的厉害。但如果我们换一个态度，仅仅将它看

作我们工具箱中的又一件工具，就可以客观地评估它，视具体情况而使

用了——始终别忘记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Why永远在How之前。

（二）

与上面对应的还有另一句话（实际上这是我杜撰的 ）：

如果你想钉一个钉子，所有东西看上去都像是锤子。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如果你心中专注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那么

你所看到的东西就会呈现出以往你没有看到的一面。

例子：

1. 阿基米德洗了一辈子的澡，然而，只有那一次，当他想要解决

皇冠密度问题的时候，想到可以利用排水体积来测量不规则物体体积。

2. 如果你也喜欢看《Monk》，就会体会到把问题装在心中，甚

至把自己变成问题，问题即自己的作用——当 Monk的潜意识里面始

终在寻思How, Why, Who did it这几个问题时，周遭环境中的一切信

息都会显出另一番面目，一个平常情况下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细节也能

成为破案的关键，看似不相干的信息也能带来出乎意料的启发。

3. BentObjects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习惯于经常把疑问装在大脑中酝酿好几天，

你肯定会有eureka的体验。

或者，如果你喜欢在一段时间之内关注某个主题，你在阅读书籍

资料的时候就会带着问题的眼镜，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作出与平

常不一样的思考。

把自己变成钉子，这就是eureka的奥秘。

MSRA Blog
研究院博客

MSRA Blog
研究院博客

作者介绍：

刘 未 鹏 ， 微 软 亚 洲 研 究 院 创 新 工 程 中 心 研 发 工 程

师，Mindhacks帮主，在这块自留地上笔耕不辍了八年。他从2003

年在《程序员》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技术文章，并开始在CSDN写技

术博客。起初的博客较短，也较琐碎，并夹杂着一些翻译的文章，

后来才慢慢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八年来，虽然平均

每个月写1篇或者更少，但他从未停止。写博客这件事情，给他带

来的最大体会就是，一件事情如果你能够坚持做8年，那么不管效

率和频率多低，最终总能取得一些很可观的收益。而另一个体会就

是，一件事情只要你坚持的足够久，“坚持”就会慢慢变成“习

惯”。2011年6月，一本刘未鹏八年博客文章精选而出的文集《暗

时间》出版。他说：“善于利用思维时间的人，可以无形中比别人

多出很多时间。”这里的“思维时间”，即他所谓的“暗时间”。

锤子和钉子

编者按：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工具，这些“工具”不仅仅是机械实物，更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思维的方法。也

许是因为太熟悉自己的“工具”，我们总会用这把“黄金大锤”去敲击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钉子”。以至于很多时

候，明明有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法，我们却视而不见，非要用自己的“锤子”将问题复杂化。

文/刘未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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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微软学生夏令营
一年一度的微软学生夏令营，是活跃在各高校的微软技术俱乐部成员的年度盛会，也是“微软小学者”收获的

庆典。2012年8月15日，以“探索智途，寻梦未来”为主题的2012微软学生夏令营拉开帷幕，约180名来自全国30

余所高校的学生参加，大家在这里交流思想，讨论技术，体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独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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