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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原力"

不久前，最新一部《星球大战》电影的上映再次唤醒
了好几代人的星战记忆，我也不例外。毫无疑问，《星球
大战》鼓舞了众多年轻人进入科技行业，它也像其他诸多
科幻电影一样，为人们打开了想象的大门，为人类的科学
探索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

不止于科幻电影，基础科研的灵感来源十分多样。在
1956年达特茅斯学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彼时几位年轻
人，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人物——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 和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等人正式确
立了人工智能（即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一名称，
为后人开启了灵感之门。在中国的古代纪年法则中，六十

年一甲子被视作是一个轮回。而今年正值人工智能概念提出的六十年，人工智能也再次回春，并愈发火热。这
是一个技术进步的黄金时代。

实现灵感并让科技幻想变为现实离不开对技术的信仰和执着，于我而言这就是创新原力。12月，微软亚洲
研究院视觉计算组在2015 ImageNet计算机视觉挑战赛上凭借惊人的152层深层神经网络系统，以绝对优势获得
了图像分类、图像定位以及图像检测全部三个主要项目的冠军，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

事实上，我们不仅致力于实现计算机科学基础研究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更希望通过创新原力予力他人，帮
助更多研究人员实现自己的灵感，帮助人们实现更为个性化的计算体验。而基于这种理念诞生的微软牛津计划
的再次升级，以及微软DMTK分布式机器学习工具包、图数据库GraphView等技术的开源，都是有力的印证。

一直以来，微软亚洲研究院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不断加强与国内外高校以及科研机构间形式多样的交流与
合作。在11月举办的微软亚洲研究院2015"合作创·研"年会上，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了很多极具理论高度与应
用价值的跨学科、跨领域合作研究成果，也正是这些极具创新的研究成果为计算机学界带来了强大而持续的创
新原力。

新年已至，愿创新原力与你同在！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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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顶级科学家解读未来计算
——第十七届"二十一世纪的计算大会"亮点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持续演进以及社交网络、智能移动终端与物

联网的兴起，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发展，这让冰冷的机器变得越

来越"聪明"，并对人类工作和生活的帮助越来越大，很多曾经只存在

于科幻小说或电影中的技术都在逐步变成现实。但关于人工智能，

我们仍有很多的困惑与思考。

未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会如何影响人类的智能生活？未来基

础研究又将引领IT互联网领域的哪些创新？10月28日，包括两位图

灵奖获得者在内的多位全球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大师齐聚清华大学，

在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年度学术盛会"二十一世

纪的计算"学术研讨会上就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发展道出各自的见解：

2014年图灵奖获得者Michael是目前主流数据库的奠基人，他发

明了几乎所有现代数据库系统所用的概念，创办了无数成功的数据

库技术公司。在此次大会上，他与大家分享了他所理解的"大数据到

底意味着什么"，以及该领域的诸多产品和技术，并告知研究人员，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Peter以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开篇：Windowsi10
发布当天，微软CEOaSatyaaNadella并不在微软总部，而是在肯

尼亚。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原因则是为了微软的一项创新技

术——TV WhiteSpace，它可以利用电视的空白频段传送无线电波，

低成本地提供长距离高带宽的无线传输服务。微软希望利用互联网

去改善当地教育，改善当地数百万人的信息获取问题。

为什么在那么重要的日子，Satya却去肯尼亚看一个基础研究的

项目？因为微软相信，基础研究能够带来长期的技术发展与源源不

断的创新。在微软，有很多像这样的基础研究项目。Peter强调，基

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并不断推动着创新的发展。尤其在人工

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基础研究可能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驱动力。

与此同时，基础研究也是一个漫长的旅行，需要长期的投入

和耐心来实现真正持久的创新。现在那些看起来极具颠覆性的产品

或应用，其背后的技术都经历了几十年基础研究的积累，计算机视

觉如此、语音识别如此、机器学习如此、各类技术与资源的集大成

者——人工智能更是如此，其中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Peter表示，有些时候，人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已经解决了世界

上大部分甚至所有的问题，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仅仅触碰到了皮

毛。我们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探索如今只是一个开端，未来还有很

多可以去做、需要去做。

2014年图灵奖获得者Michael Stonebraker：
大数据要解决三件事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Peter Lee：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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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分析自己面临的是大数据在哪一方面的问题，然后再去找到适

合的工具解决。

在Michael看来，大数据无非就是要解决好三件事：一，处理大

量数据(Volume)；二，很快的处理速度(Velocity)；三，解决好数据

来源繁杂的问题(Variety)。

对于大数据的数据量太大这个问题，Michael表示，市面上

的很多数据仓库产品已经可以很好地应对这个问题了，例如采用

行存储、行执行方式的Netezza、Oracle，采用列存储、行执行的

Teradata/Asterdata和EMC/Greenplum，以及采用列存储、列执行的

HP/Vertica、Sybase/IQ、Paraccel/RedShift、DB2/BLU和Microsoft 
PDW。列存储的速度比行存储方式快了50倍，所以Michael个人更喜

欢的一种解决方案是：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阵列模式的数据系统？

在他看来，阵列数据库将会是未来的赢家。

在大数据的处理速度方面，Michael认为，NoSQL采用全新架

构，速度更快。不过如今NoSQL和SQL越来越有融合的趋势，可以将

融合之后的OLTP称为New SQL，这也是他所青睐的。

而对于数据来源的多样化，尤其是在面对成千上万个数据源

时，传统的先进行数据提取、再去收集并建立全景模式的方式已经

不够用了，但传统供应商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Michael介绍了一家

初创公司，他们在可扩展性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其原因在于该公司

借助机器学习来处理多样的数据源以及巨大的数据整理工作，效率

因此提升了许多。

大 会 上 2 0 1 3 年 图 灵 奖 的 获 得 者 、 微 软 研 究 院 首 席 研 究 员

LeslieaLamport博士的PPT所呈现的算法，对现场听众来说着实不易

理解，不过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希望人们用数学

的视角去看待编程，是数学教会了我们抽象思考，而C/C++之类的

编程语言无法教会我们抽象思考"。

在由0和1组成的数字系统中，任何状态之间的转变，都可以用

数学方法去描述，从简单的一维时钟到二维时钟，甚至更复杂的系

统，最终抽象出来的都是数学公式，并可以用数学方法去证明它。

但对工程师来说，编程的时候无需证明这个过程本身，只需要写代

码做出东西即可；但如果从数学的角度去看待，尽管它不能让程序

运行更有效率，但能让程序更逻辑严谨。

在此基础之上，Leslie介绍了一个名叫TLA+的语言，它是一种

建模语言，可以用于将通信协议进行建模检测，以确认能否实现安

全目标，抵制攻击。截至目前，亚马逊已经在14个实际系统中使用

它；英特尔也已经开始使用；在微软，工程师对它的评价是这样

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科学系教授LorenzoaAlvisi是
分布式计算领域的又一位大神，分布式计算、可信计算、云存储都

是他的研究领域。很多公司都邀请他加盟，但他坚守自己热爱的事

业——教育，一直执意留在大学里任教至今。

Lorenzo以钟摆比喻阐述了分布式计算中的"经典两难问题"，即

如何让系统高效执行的同时降低系统编程难度。而他给出的答案则

是——模块化同时控制。

在分布式的交易处理中，通常只有少数交易会拖累整个系统的

性能，它们可能需要分步使用共同的数据，存在交叉，所以只需要

照顾到这小部分的交叉筛选，就可以减轻系统的复杂性，同时提高

系统性能。

对于普通系统来说，分布式模型BASE（BasicallyaAvailable：

基本可用，Soft-state：软状态/柔性事务，EventuallyaConsistent：
最终一致性）通常能够满足其中80%-90%的需求，但对于吞吐量要

求极高的部分，BASE方法便不适用，那样性能会大大降低。所以

Lorenzo和他的团队在考虑是否能在BASE和ACID（Atomicity：原子

性，Consistency：一致性，Isolation：隔离性，Durability：持久

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于是他将交易分成几组，每组根据同时运算分配到几个交易，

跨组同时运行可能会遇到一些交易冲突，如果这时利用分离原则，

只需要关注组内冲突，而无需关注组间问题，编程就会变得简单，

性能也有保证。因此只需要首先保证组内交易没有死循环，其次保

证多组之间也没有死循环即可，这样每个交易都是独特的。

而至于分组原则，Lorenzo表示还有一个可以依赖的根据，那就

是并非所有的交易都是平等的。

2013年图灵奖获得者、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Leslie Lamport：
用数学视角去看待编程

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Lorenzo Alvisi：
模块化同时控制 解决分布式两难问题

的：它让我用高中就学到的一些数学知识，轻松发现编程过程中出

现的错误，而这些错误若是采用常规方式去编程是很难发现的。

Leslie表示，"TLA+能够教会我们用数学的方式去进行抽象思

考。对于工程师来说，需要把复杂的系统尽可能简单实现，描述这

些系统的数学原理非常简单，但编程语言就相对复杂。为了满足执

行效率等其他因素的需要，纷繁复杂的编程语言无法让工程师更好

地去思考。但现在人们却反过来，觉得C/C++是非常简单的语言，

而数学是极其复杂的东西，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Leslie坦言他不是老师，但他希望计算机相关专业的老师，以及

以后会成为老师的学生们，未来可以从数学的视角去教会学生们建

模与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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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及信息科学系教授Thorsten演讲的主

题是"Learning from Rational Behavior"，顾名思义，他分享了用户

行为模式相关的话题。其实他本人的研究聚焦在机器学习技术、文

本分类、结构性输出预测、初优化等领域，之所以会关注用户行为

模式，主要是因为机器学习。

Thorsten表示，前期的数据搜集质量如何是决定机器学习效果

好坏的关键，因此一定要确保数据有意义、无偏差，同时还要确保

数据的规模，只有在基于足够大量的数据学习之后，系统才有可能

具备一定的"智能"。

而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研究人员都面临的严峻问

题，真实、准确的数据搜集并非简单地从各类数据源里调用即可，它

必须要依靠经济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为基础的用户行为模型，才能

得到真实准确的数据，之后的机器学习算法才会有用武之地。

简而言之，Thorsten认为要做智能系统，需要考虑机器学习

的三个部分，而且缺一不可：一，要了解用户行为，必须有合理的

模型，这和用户真正想做的事情密切相关，必须尽量去除偏见，才

能知道我们所制定的衡量标准是否能够准确反映数据的质量；二，

设计良好的界面，界面布局稍有不同，都会影响到所收集数据的质

量、正确性和数量；三，最后才是关于机器学习的算法。

模拟人类一直是人工智能永恒的主题，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计算机科学系杰出教授DemetriaTerzopoulos正是该领域的大

师，他在本次大会上分享了计算机在模拟人类上最大的挑战以及近

几年取得的进展。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面部建模方法已经有很大变化，与人类

越来越像，但是想要把外形和行为都做到逼真，仍然有很大挑战，

其中涉及皮肤、肌肉、骨骼、神经等诸多因素，如果是游泳的场

景，还会涉及液体的模拟，因此非常复杂。而用一个模拟器去模拟

所有场景也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多个模拟器；随着大数据和机器学

习的进一步发展，更新的神经控制机制也将提上日程。

此外，模拟人类还将受到工程、人文、科学等领域发展的制

约。例如对于高性能计算便是极大的挑战，如果计算能力足够，

完全可以做出来一个虚拟的洛杉矶，但现在看起来还很困难；大

数据、机器学习技术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人和人之间的社交互动

模拟，也会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交叉学科的最新研究。

人工智能（ArtificialaIntelligence）是近两年业界的热点话题，

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和智能服务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有人觉得它

很厉害，有人觉得它很可怕，不过在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

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看来，计算机应该是

一个很好的"左脑"，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更多是Human（人）+ 
Machine（机器）= Superman（超人）的关系，最终做出人独立做

不到、机器也独立做不到的事情。

洪小文把人工智能的AI扩充为四个含义：一，Agglomerative 
Intelligence（聚集的智能），意味着人工智能是一个聚集的表现；

二，AdaptiveaIntelligence（自适应的智能）, 表示人工智能要具有

可适性；三，AmbientaIntelligence（隐形的智能），让所有人工智

能都自动无缝实现；四，AugmentedaIntelligence（增强的智能），

就是用人工智能这个了不起的"左脑"与人类的右脑相配合，充分利用

人类才有的创造力，延伸出无限可能。

近两年机器学习、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让AI远比以前更

强大，但无论有多强大，AI目前也只能停留在功能和部分智能的

层面。洪小文表示他更愿意将AI称为数据驱动和基于统计的人工智

能，它更像是一个能干的"左脑"，必须与人类的右脑相结合，才能带

来Superman那样更强大的智能。

总结

大师们的演讲深入浅出，虽然仍然有些理论理解起来颇为艰

深，但却在聆听者心中种下一颗回归基础研究本源的种子，因为正

是有了研究人员们在计算机基础研究领域的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

看到的基于其上的各种酷炫应用。作为未来基础研究领域的栋梁，

现在的大学生需要拥有更加深厚和宽广的视角，去看待未来科研世

界，而听世界级大师解读未来计算正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学系杰出教授
Demetri Terzopoulos：
逼真模拟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洪小文：
人工智能是一个很好的"左脑"

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及信息科学系教授
Thorsten Joachims：
机器学习重在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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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创研 携手共赢
——2015微软亚洲研究院 "合作创 • 研"年会

11月27日，2015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创•研"年会（原微软亚洲

研究院联合实验室研讨会）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举行。本次活动汇集

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区多所知名院校及科研

机构，和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实验室的110位学者，通过演示环

节、学者报告、联合实验室主任会议等形式，展示和报告了11个微

软亚洲研究院近年来与亚太区高校的创新科研合作成果。

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创 ·研"年会旨在为学者和微软亚洲研究

院的研究员提供展示、交流、探讨的平台，深化项目合作，交流研

究经验，分享研究成果，共同探讨亚太学术界共同关注的、最前沿

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研究课题，提升亚太学术界在计算机领域的影

响力。

群英荟萃 亮点频出

近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和亚太地区高校的创新科研合作成果

亮点频出。在本次"合作创•研"年会中的海报展示环节，这些项目成

果格外抓人眼球，得到众多学者们的一致称赞。

一、智能花卉识别知识系统

础性工作，分类依据包括花、叶、果、茎等。花卉分类是植物分类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计算机对花卉进行识别和分类是近来植物学

家、农林专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正在联合攻关的课题，其价值不仅仅

在于专业领域，更是对公众科普有着重要意义。

植物的分类系统是十分复杂的，界、门、纲、目、科、属、

种。对一张花卉图片，区分不同种类花卉的信息往往在于局部细微

处，如何从纷繁的分类中进行定位呢？微软亚洲研究院多媒体搜索

研究组和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合作，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和视觉注意算

法，运用260万张花卉照片训练深度模型，研发出了智能花卉的识别

和知识系统。计算机专家和植物专家在项目中的合作，可以发挥各

自的强项，将系统的准确度不断提升。

此次"智能花卉识别"项目合作中，微软亚洲研究院多媒体搜索

组的研究员结合深度学习算法和视觉注意模型，借助中科院植物所

提供的260万花卉数据库，让机器自动关注图像中关键区域，同时自

动学习鉴别花卉的区分特征，最终研发出了智能花卉识别和知识系

统。该系统拓展了计算机在花卉领域的感知能力，并能够延展普通

用户对于花卉的认知深度。

你是一个植物学家吗？如果不是的话，你一定会遇到在户外看

到一些鲜花却叫不出它们的名字的情况，更不用说鲜花背后的故事

了。不要着急，拍一张照片发给我们的ProjectaBlossom系统，它会

告诉你想知道的花卉知识。

植物分类是植物科学研究领域和农林业生产经营中重要的基

二、深度学习在健康、医疗监测中的应用

人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睡眠质量无疑是衡

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正常睡眠状态的标准化分期包括清醒期、非

快速眼动1期（N1）、非快速眼动2期（N2）、非快速眼动3期（N3）

和快速眼动期（REM）。睡眠分析的研究对于睡眠的分析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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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的分期标注是美国加州大学根据美国人的睡眠信号划分

出来的。用此分类标准，在多导睡眠仪中自动的分期算法，美国人

的准确率为84%，中国人的准确率为50%。而且目前，中国医院所有

的多导睡眠分期的结果都为人工产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因此，急需一套基于中国人睡眠数据产生的正常睡眠状态的标准化

分期。智能手环作为简单方便的可穿戴设备，可以基于内置传感器

监测数据对病人整晚睡眠分期，并给出睡眠建议。但目前手环等产

品因算法正确率低，预测的结果与真实的预测结果相差很大。

本项目将医生的标准检测结果和手环采集得到的数据进行整

合，通过机器深度学习自动将训练数据分期，最终可替代人工分期

的工作。通过多导睡眠监测仪和智能手环采集得到的各方面睡眠数

据，将手环采集得到的心率信号作为特征（feature），医生人工判

读睡眠分期作为标准（label），通过多层反馈神经网络（RNN）算

法进行机器学习，最终得到的算法结果可以只需要心率数据等生物

信号即可判断被试者的睡眠分期，从而代替了繁琐的人工环节。同

三、智慧校园

早上7时，手机客户端准时提醒校园大巴到站时间，催促你准

时上课；下午3时，系统推送三项你可能感兴趣的体育活动；晚上10
时，手机为你呈现明日的课程安排及自习方案……在云计算、物联

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兴起的今天，智慧校园的建设已经在许多

高校火热地开展起来。借助大数据驱动的虚拟化和云计算平台，中

国科技大学正致力于打造一体化的数字化智慧校园服务系统，将教

学、科研、管理、社交网络和校园生活充分融合。例如，基于社交

网络信息、校园邮箱数据、图书借阅记录等，该系统能够精准地记

录并再现每个学生的生活方式，如入睡时间、饮食规律等，并通过

网页端呈现个人生活数据，针对每个学生的生活习惯给出具体性建

议。此外，该项目还开发出一系列跨平台的移动应用，如通过"大巴

时刻表"和校园地图来帮助大一新生快速融入大学生活。

随着项目建设的不断完善，用户行为数据日渐丰富，为研究者

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分析支持。通过密切合作，目前已完成并投入使

用的项目有"掌上科大校园移动应用平台"、"学生数据画像系统"等。

在"智慧校园"平台合作中，微软亚洲研究院向研究组提供了强

大性能的Azure云平台等基础设施支持。Azure满足了数以万计的全

校师生每日行为活动数据的计算需求。微软亚洲研究院谢幸研究员

和中国科大计算机学院老师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了

KDD,SBDMV, PDCAT等国际会议上。

同时，基于此项目，双方联合培养的多名研究生、本科生，通

过微软亚洲研究院进行实习，他们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人工智

能等领域的能力有了锻炼与提高。

人类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视觉。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

的深度学习算法在视觉识别领域的一系列应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

四、A-Eye： 支持实时卷积神经网络的智能摄像头

明确其长期研究目标。研究员与学者一对一的合作模式确保了访问

学者与其指导研究员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帮助其明确长期的研究方

向。同时，该项目还可以为访问学者提供国际一流的研究氛围和指

导。经过八年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超过100名学者参与这一项

目。调查显示，大部分访问学者对该项目体验评价很高，且在结束

访问之后仍然与微软亚洲研究院保持密切联系。

时，算法的复杂程度和正确率相比于市场上同类水平的其他手环配

套软件有了很大的提升，例如针对快速眼动期，正确率为83%。本

项目结果可应用于手环内部的睡眠算法设计，未来研究还可以从睡

眠分期的结果入手让机器自动判断受试者当晚的睡眠状况。

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一系列成果，项目论文"智能手环的临床

有效性评估"已在《世界睡眠医学杂志》发表，并且在第六届睡眠医

学学术年会上进行了报告。该项目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合作完成，作为项目负责人的许燕老师表示"作为高校青年教

师，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和这边的研究员合作，真的能碰撞出很多意

想不到的火花！"

此外，该项目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青年学者访问项目"铸星计

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为优秀的青年学者提供在微软亚洲研究院

参与项目合作的机会。他们有机会加入不同的研究团队，与微软的

顶级研究员进行半年的合作。该项目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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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物馆文物数字化与展示关键技术

功，在有些领域甚至超越了人类。但是典型的深度神经网络参数多

计算量大，所以图像识别主要在数据中心或者"云"里面进行。在没有

网络支持或者仅靠电池供电的情况下，"端"无法获得实时的高质量图

像识别能力。

A-Eye项目关注如何让"端"（比如手机或者机器人）获得可媲

美人类的视觉理解能力。为此，研究团队研发了高性能智能视觉芯

片，可以广泛应用在智能安防，婴儿和老人看护，战场机器人，汽

车和无人机等各种需要视觉智能的领域。目前的摄像头，主要完成

记录、存储等功能。在摄像头上加入A-Eye视觉芯片，就可以让摄像

头具有视觉理解能力。比如，现在城市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安防摄像

头，如果这些摄像头配备了A-Eye芯片，你就可以告诉所有的摄像头

同时寻找一个"穿黄上衣背黑背包的人"，并且这个智能识别是可以不

漏过每一帧图像的。这在反恐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是非常有意义

的。再比如现在非常火的智能家用机器人，可以用A-Eye芯片，来理

解周围的环境和物体，主动提醒异常行为的发生，如及时发现老人

跌倒并采取行动，或者帮你寻找忘记的钥匙。

该项目核心技术主要是模型压缩技术以及针对深度神经网络定

制的芯片架构。A-Eye项目在模型压缩技术上面获得了突破，把一个

典型的模型压缩了将近五倍，而且这个压缩技术可以广泛应用在基

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一大类模型上。定制的芯片架构，可以把卷积神

经网络的性能发挥到极致。

微软亚洲研究院硬件计算组和清华电子工程系一直在硬件加速

领域保持合作。去年双方一起开始研究怎样把DNN做的更快。该项

目的主要工作由清华团队完成，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徐宁仪在

算法及FPGA平台和芯片结构方面提出了指导建议。

而A-Eye项目里的姚颂和郭开元既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生，

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党委副书记汪玉教授的研究生。值得

一提的是，项目合作的论文"GoingfDeeperfwithfEmbeddedfFPGA 
PlatformfforfConvolutionalfNeuralNetwork"，最近被可重构计算

领域的顶级会议FPGA全文接收并将于2016年2月份在美国蒙特雷市

（Monterrey）进行宣讲。

文物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

华和道德精髓，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中国智慧博物馆建设

合作无间 创研无限

本次研讨会负责人、微软亚洲研究院学术合作中国区经理马歆

女士表示："基础研究一直是微软发展战略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微软

亚洲研究院作为微软在亚太地区的科研中心，始终致力于一流的计

算机研究，培养顶尖的计算机人才。我们相信科研永远不是单打独

斗，跨学科、跨领域、工业和学界的合作和交融才能做出真正有理

论高度、应用价值的计算机研究。"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17年来，一直和亚太地区各高校和科研机

构保持密切的学术合作，目前我们已经和10所中国高校建立了多个

领域的联合实验室。到2015年为止，联合实验室共汇聚计算机各研究

领域的60余位学术带头人，开展了480多个合作项目，发表了高水平

学术论文1200多篇。此外，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多个研究领域中赞助了

880个科研合作项目，与52所高校的1200多位教授保持密切的科研合

作关系。

未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将继续和计算机学界保持密切的学术合

作，在现有的项目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模式，为广大的

计算机研究员和学生搭建对话和合作的平台，源源不断为世界计算

机领域提供一流的研究成果和计算机人才。

的推动，文物遗产的科学保护成为博物馆的重点工作对象。然而现

有的文物遗产展示应用多受限于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的不足且展示

手段的单一，因此亟需探索更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本项目涉及文物数字化采集、编辑和可视化呈现三个方面。文

物数字化采集侧重于针对不同种类的文物材质，例如丝绸、青铜器

等，进行材质物理属性的数字化建模。文物的数字化编辑包括提取

文物自身的代表性元素，如整体几何造型、局部几何造型等，以及

基于文物的模型样式提取和传递。文物的可视化呈现则侧重于设计

喜闻乐见的交互展览方式，更好的将原本的静态文物呈现给大众。

文物的数字化和可视化具备广阔的应用前途，除了文物本身的

高保真展示外，基于文物要素的提取和编辑将为文化创意产品提供

大量素材，大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此外，基于新型人机交互技

术的文物展示将向游客提供一种全新的观览文博的体验，让游客能

穿越千年，真正做到和文物"零距离对话"。

该项目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天津大学合作开展，项目成果中的

两篇论文发表在ACMiTransactionsioniGraphics上。此次科研合作

中，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童欣为课题提供了关键技术指导，

项目成员中陈国军、李亮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天津大学的联合培

养博士。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天津大学这样跨领域、跨专业的合作，

不仅为研究项目提供了新思路，同时拓宽了高校人才培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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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到密码学：
微软16位顶尖科学家的2016年展望

前不久，微软邀请了9位世界顶级科幻小说家参观了微软在全球

各地的研究院。这些作家们从微软研究院超过55个研究方向中选择

了各自想要探索的领域，如量子计算、预测分析、机器学习、人工

智能、虚拟传送以及情感计算等，与研究员面对面深入交流。最终

他们从微软研究院的科研项目中汲取灵感和启发，创作了一本长达

239页的科幻小说集《Future Visions》。

毫无疑问，科幻作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拥有强

有力的技术后盾和背景能让科幻作品"硬派"而精彩，而科幻作品能为

技术研发提供无尽的灵感。2016年已至，让微软研究院的16位顶尖科

学家和前瞻者们带你打开脑洞，预测技术未来。

"技术进步的黄金时代"——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PeterfLee这样

形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现在，这个"技术进步的黄金时代"又将迎

来新的一年。我们认为，提前感受即将面临的未来意义重大——不

仅要前瞻来年，更要预知下一个10年。

微软研究院的实验室遍布世界各地，共有1000多名科学家和工

程师们在多个学科领域辛勤工作着，所以尽管这16个人的名单未必

能说明全部，但希望各位读者们仍能从中发现真知灼见，得到新的

启示。

对微软研究院而言，2016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自1991年

由NathanfMyhrvold创立以来，它已经走过了整整25个年头。当

年，Myhrvold在发给比尔·盖茨的一份长达21页的文件中指出，微软

需要"通过更多的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来投资未来"。

可以看到，这笔对未来的投资已经开始收到丰厚的红利——这

不仅仅是对于微软，这对于整个行业和全社会而言也都是如此。或

许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校长RafaelfReif所称，"我们还残留了很多创新

在番茄酱瓶子里，"微软的研发投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那么在2016年，这只巨大的番茄酱瓶子还能倒出哪些创新呢？

且看16位微软顶级科学家的2016年预测。

2016年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2016年，全新类型的处理器即将到来，经过调整，它们将适应

密集的机器学习工作负载，并且将大幅提升图形处理器（GPU）的

性能。

2016年在人机交互领域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在世界上第一支光笔诞生57年之后，在世界第一个触控笔图形

输入板诞生53年之后，在世界第一台触控笔平板电脑诞生27年之后，

在微软推出平板电脑14年之后，基于触控笔的绘制、标注和笔记功

能将获得更广泛的应用，并在多种人机交互方式中占据更加主流的

地位。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人机交互领域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

步，并对个人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历史经验看，如果我性格中怀疑的一面会让我把所有的时间

点再往后推迟10年，并重复我对2016年的预测。但我性格中乐观的一

面让我相信，未来10年将会发生三个相互关联的变化：基于触控笔

的交互方式将会普及，并与其它各类人机交互方式协同、无缝、透

明地发挥作用；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人机交互会越来越简单，并且

发挥更大的作用；人们得从某些事情中解放，能够集中精力做更为

重要的事情：无限发挥人类的潜能。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数码装饰品和无用之物以及规律性更新换代的时代将开始消

退，业界和消费者的关注焦点将会从技术本身转向增强用户体验、

给用户带来价值和帮助用户发挥自己的潜能。

2016年在计算领域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我认为，关键技术的突破是专用计算加速技术将会大规模成功

地纳入到云中，这将有助于大数据工作负载、生物信息学、高性能

计算以及许多其他重要垂直领域取得长足进展。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欧洲范围内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步，

而它们又会对个人的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到2026年，欧洲的所有语言之间都可以实现实时翻译，完全可

以和人工翻译相媲美，整个欧洲地区的语言障碍将会消除。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我们会在手机的深度摄像头技术上看到有趣的新应用。

Bill Buxton
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Doug Burger 
微软研究院NExT部门硬件、

设备和体验总监

Chris Bishop
微软英国剑桥研究院院长 
微软杰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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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深度学习领域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而基

于深度学习的注意力导向型序列学习技术将让机器翻译日益完善。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深度学习领域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

步，并对个人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语音和视觉等几大领域，深度学习会实现长足进展，人工智

能将达到或超过人类水平，并有可能在认知功能的部分领域达到上

述水平。人工智能技术将普遍地应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2016年保护科学领域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成本低、射程远、功耗低的传感器和无线电设备将促进环境监

测工作的加速发展，并为地球信息的获取奠定前所未有基础。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保护科学领域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

步，并对个人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到2026年，自然环境中的计算将变得无处不在，为我们提供关

于自然界状态的数字仪表板，让我们能够不断监测地球上的生命脉

搏。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整个世界都认识到，我们需要发挥技术的潜力帮助避免第六

次生物大灭绝，并改变我们对地球生命进行监测、建模和管理的方

式。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计算领域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步，而

它们又会对个人的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重大进展将是一部分计算密集型的工作将不再依赖冯·诺依曼型

计算，从而极大地节约成本，并减少延迟。这种转变将带来更深度

的个性化服务，例如智能助理将可以实时、密切地了解你，并以此

提供服务。这不仅可以极大提升工作生产效率，更可以借助高度个

性化的医疗手段挽救生命。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
可重构计算（FPGA）将作为一流的计算加速器，成为数据中心

的主流。

深度学习正在大举进入包括预测分析在内的商业应用领域，这

将激发出深度学习在语音，图像和自然语言处理这些领域取得公认

的成果之外的更多兴趣。

2016年加密领域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2016年，加密技术的关键性进步将是实现端到端的加密TLS连

接，将抗量子级公共密匙算法同时用于密钥交换（保密性）和数字

签名（认证）。未来15年，尺寸合理的量子计算机将会出现，并迫

使我们现有的全部公钥加密系统迁移至新的抗量子级算法中；而抗

量子级TLS（用于每个https：//安全网络连接）将是其中的第一步。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加密领域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步，并

对个人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希望到2026年，我们所有正在使用的安全协议中都将部署新的

抗量子级公钥密码体制，并早已开始拆除余下不多的非抗量子级密

码体制。理想情况下，如果我们做得正确的话，迁移之后我们所有

的通信都不会受到量子计算机的攻击，但对个人的日常计算体验却

不会有任何影响。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量子计算的不断进步将引起更多人关注其对目前所有广泛使用

的公共密匙体系的威胁——而后者是互联网上电子商务和安全通信

2016年中国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广泛使用的实时通信平台、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商品和

服务的在线交易，将促使结合了人工智能和选择性人工介入的个人

助理服务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中国境内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步，并

对个人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原子与比特（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融合，正如HoloLens展

现的那样，将变得司空见惯，因此人们可以在学习、购物、旅行、

与其他人和物互动的过程中享受到数字增强体验。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网络上的视频传播体量将超越传统的电视广播。在中国，更多

的人会通过互联网观看奥运会而不是电视。微软牛津计划中的视频

分析技术将在云中实现更加智能的视频处理。

洪小文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

研究院院长

Lucas Joppa
微软研究院保护科学家

邓力 
微软研究院NExT部门合作伙伴

研究经理

Brian LaMacchia
微软研究院安全和加密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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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印度国内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闲置电视信号频段等低成本接入技术和廉价移动设备将使互联

网在印度变得更加普及。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印度国内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步，并

对个人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每个印度人都将拥有移动设备和充分的网络带宽，以今天我们

无法想象的方式体验它们所提供的移动性和便利。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印度农村地区联网将出现飞跃，印度绝大部分地区将享受到互

联网服务。

2016年经济学领域会出现哪些关键性突破和进展？

经济学家们仍在努力理解，为什么与以往相比，目前经济复苏

的生产力提升幅度很小，以及低生产力是否构成了一种新常态。我

预计，这一难题将在2016年内得到解答，而这个答案可能对政府促进

经济增长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个问题也可能只是度量误

差，而我们仍处于正常的增长之中。

的根基。信息安全界将开始规划迁移到新的抗量子级公共密钥加密

的工作——对它而言，量子计算机并不占据任何计算优势。

我觉得2016年最关键的突破，将是高校的每个数据科学专业

的学生们都将学习数据伦理课程，从而更好地理解大规模数据收集

和实验对人类的影响（理想情况下将改善公平，并防范各类数据歧

视）。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数据科学领域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

步，并对个人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小冰等人工智能代理会让人感觉如此真实，并将在我们的生活

中扮演值得信赖的核心角色，我们会要求它们像医生、律师和治疗

师一样，与我们之间保持某种伦理和法律关系。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我们开始建立大数据系统内部的正当流程保护，它将影响到医

疗保健、住房和雇佣等多种决策。

2016年，在量子计算领域，拓扑量子位的确认和呈现将是关键

的技术突破之一。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量子计算领域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

步，并对个人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预计，到2026年，我们将能够通过云连接到量子计算机，为

我们今天的传统计算机解决不了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特别是化

学和材料科学中对物理系统的模拟。想象一下，我们将能够更有效

地生产人造肥料或从空气中提取含碳废物。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通过借助LIQUi|>（语言集成的量子操作）的编程，我们预计能

够开发出新的现实世界中的量子算法。将会有更多的人将成为量子

力学专家！

2016年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我们的在线对话将越来越多地会以交谈助理为媒介来进行，与

它们对话更有趣，还能同时提高工作效率。这也会让我们改变和模

糊我们对计算机、手机、自身记忆和关系的思考方式。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步，并对个人计

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每个在校的孩子都将学会如何用代码创造我们每天都会用的经

验。这意味着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设计和控制计算机对我们生活的影

响。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孩子们的第一份工作将更多地来自虚拟世界，而不是某个具体

的实体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促使我们重新反思我们的工作

方式，以及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城市、邻里及社区的设计方式。

Lili Cheng
微软研究院NExT部门杰出工程师

兼总经理

Chandu Thekkath
微软印度研究院院长

Kate Crawford
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Preston McAfee
微软首席经济学家

2016年量子计算领域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Krysta Svore
微软研究院NExT部门高级研究员

2016年在数据科学技术领域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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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安全技术领域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我们将看到新一代系统解决方案的起步，即使在操作系统或其

他基础设施被黑客攻破的情况下，它们仍然能够保证信息安全。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安全领域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步，并

对个人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黑客与系统供应商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还将继续。其中的赌

注将变得足够高，以至于安全性和保密性将成为设备和云平台销售

过程中的差异化因素。这将推动系统堆栈各个层级上的重大进展，

包括（1）应用层：用机器学习技术来保护隐私和公平；（2）系统架

构：通过先进的机器学习，监测入侵，确保用户数据的隔离；（3）构

2016年，我们在健康领域看到的主要进展之一，将是创新性跨

学科技术的使用，旨在延迟复杂疾病患者的生命，改善他们的生活

质量。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可执行生物学领域会有哪些重大技术

进步，并对个人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十年以后，在跨学科的突破性方法帮助下，研究人员和临床

医生将能够计算出癌症的驱动机制，并从患者的个人层面了解、检

测、诊断和治疗，癌症将不再是一个未解之谜。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云平台技术将开始发挥其真正的潜力，改变和提高患者的生活

水平。

2016年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我认为在两个方面上会有所突破。

科学突破：LaszlofBabai将公布他的证明，图同构会从近指数时

代走向近多项式时代，并为算法和复杂性理论的研究注入活力。       
信息技术进步：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传感器和设备用于监控人们

的代谢状态，这样，除了心率以外，个人还可以全面跟踪自己的健

康状况。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步？

我们将能够对活细胞进行编程。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在政府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和公司保护个人身份及数据隐私的

需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加密通信将发挥怎样的作用——美国总

统候选人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辩论。

2016年人工智能领域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进展？

在计算智能方面，一个很明显地进步将是人机对话会更为流

畅，对话回合数会更多，而且要比我们现在与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之

间的语音互动体验更加自然恰当。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人工智能领域会有哪些重大技术进

步，并对个人计算体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人工智能的进步将在诸如交通运输、医疗保健和个人能力等方

面产生深远影响，但我认为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用途将在科学领域，

智能系统将强化科学探索，并在能源、生物学和医学等方面带来重

大的科学突破。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个人助理将能够理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任务以及与别人的

约定等等重大事项，并变得更为实用。

成上述系统架构所需的新硬件功能和加密方法。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基于可信硬件（如英特尔SGX和其他硬件供应商与之相媲美的

功能）的新一代安全解决方案即将面市，并将改变我们对安全问题

的看法。

展望10年之后的2026年，经济学领域会有哪些重大进步？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经济学重大突破将是市场设计的运用，它

综合运用博弈论、经济学和算法设计，旨在提高市场效率。在搜索

竞价、频谱拍卖、肾脏交换和学校作业等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卓

有成效的应用。

你会如何完成下面这句话：在2016年，_________________。
硅谷认为"优步（Uber）"的价值在于其市场而非数据，但这可

能过于乐观了。大数据泡沫还要存在较长时间。

Jasmin Fisher 
微软英国剑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Sriram Rajamani
微软印度研究院副院长

Eric Horvitz
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及技术院士

周以真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2016年在可执行生物学领域会出现哪些关键性技术突破和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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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神经网络新深度：
ImageNet计算机视觉挑战赛微软中国研究员夺冠

世界上最好计算机视觉系统有多精确？就在美国东部时间2015
年12月10日上午9时，ImageNet计算机视觉识别挑战赛结果揭晓——

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的研究员们凭借深层神经网络技术的最

新突破，以绝对优势获得图像分类、图像定位以及图像检测全部三

个主要项目的冠军。同一时刻，他们在另一项图像识别挑战赛MSf
COCO（MicrosoftfCommonfObjectsiinfContext，常见物体图像识

别）中同样成功登顶，在图像检测和图像分割项目上击败了来自学

界、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众多参赛者。

ImageNet计算机视觉挑战赛由来自全球顶尖高校和公司的研究

员组织举办，近年来已经成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标杆，其比赛结果

总能十分直观地反映出计算机视觉这一热门领域中各研究机构的研

究进展和突破。MSfCOCO数据库是由微软资助建立，其挑战赛目前

由学术界几所高校联合组织，独立运行。

这两个挑战赛的侧重点各有不同：ImageNet 倾向于评测识别图

像中显著物体的能力，而MSfCOCO倾向于评测识别复杂场景中的各

类物体的能力。能同时在两个世界级的比赛中获得冠军，足以说明

研究组的技术突破是通用的——它可以显著地改善计算机视觉领域

的各项研究，甚至计算机视觉领域以外的研究，比如语音识别。那

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突破？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深层神经网络的方法常常被研究人员用来

训练计算机识别物体，微软也不例外。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

们在此次ImageNet挑战赛中使用了一种前所未有，深度高达百层的

神经网络。该网络的层数比以往任何成功使用的神经网络的层数多5
倍以上。

要实现这一技术，背后的挑战巨大。起初，连研究员们自己都

不确信训练非常深的网络是可能或有用的。"我们没想到这样一个简

单的想法意义却如此重大。" 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孙剑坦言。

完成这项技术突破的团队由4位中国研究员组成：孙剑与何恺明来自

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另外两人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联合培

养博士生，分别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张祥雨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的任少卿。

当然，这个重大的技术突破震惊的不仅仅是这个研究团队的研

究员们。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PeterfLee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

们完全颠覆了我之前对深层神经网络的设想。"

ImageNet挑战赛去年获胜的系统错误率为6.6%，而今年微软系

统的错误率已经低至3.57%。事实上，该研究团队早在今年一月就首

次实现了对人类视觉能力的突破。当时，在题为"DelvingfDeep into 
Rectifiers： Surpassing Human-Level Performance on ImageNet 
Classification"的论文中，他们系统的错误率已降低至4.94%。此前同

样的实验中，人眼辨识的错误率大概为5.1%。

滴水穿石：
这是一个关于耐心与创新的故事

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都在训练计算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例如图像或语音识别。但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系统的误差巨大，

难以消弭。

大约在五年前，研究人员们开始重新使用"神经网络"技术并使

其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神经网络的复兴让图像和语音识别等技术

的精度实现了大幅度飞跃。微软的SkypefTranslator实时语音翻译技

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孙剑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 何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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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就得益于此，它能够更好地识别语音，从而不断完善机器翻译的

准确性。

类似于人脑，神经网络包含多级非线性处理层。从理论上说，

越多的层级应该能带来越好的学习结果。但实际实验中的最大挑

战是，在通过每一层级的反传训练中，反穿监督信号幅度会迅速衰

减，这让整个神经网络系统的训练极为困难。

孙剑回忆到："三年前，当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实际领域训练出8
层的深层神经网络系统时，识别精度有了质的飞跃。去年出现了足

有20到30层的深层神经网络，识别精度又被大幅刷新。"

孙剑和他的组员们认为网络还可以更深。过去的几个月来，他

们用各种方式来添加更多的层级，同时还要保证结果的准确性。他

们经历了大量错误的尝试，也吸取了很多的经验教训。最后，一个

被他们称之为"深层残差网络（deepfresidualfnetworks）"的系统在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功诞生。

这个"深层残差网络"正是他们用于ImageNet挑战赛的系统，它

实现了惊人的152层，比以往世界范围内的任何系统都深5倍以上。它

还使用了一个全新的"残差学习原则"来指导神经网络结构的设计。残

差学习最重要的突破在于重构了学习的过程，并重新定向了深层神

经网络中的信息流。残差学习很好地解决了此前深层神经网络层级

与准确度之间的矛盾。

借水行舟：
从科研探索到智能产品

神经网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就是学习到的内部表示或特

征可以在不同任务中复用。SkypefTranslato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英语与德语之间的翻译准确率可以随着英语与中文翻译的不断增加

而提高。

孙剑表示，他们的深层残差网络具有非常强的通用性。他们把

该系统用于ImageNet挑战赛的分类任务后，他们发现这一系统学到

的内部表示或特征能显著提高了其它三项任务：检测（detection）

，定位（localization）和分割（segmentation）。"从我们极深的深

层神经网络中可以看出，深层残差网络力量强大且极为通用，可以

预见它还能极大地改善其它计算机视觉问题。" 

事实上，孙剑团队多年来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转

化到众多微软的智能产品和服务中，例如，微软牛津计划中的人脸

识别和图像识别API，Windowsf10中的WindowsfHello"刷脸"开机功

能，必应的图像搜索，微软小冰的多个图像"技能"，OneDrive中的

图片分类功能，以及广受好评的口袋扫描仪OfficefLens等等，不胜

枚举。

以微软牛津计划为例，该计划开放了一系列机器学习相关的

API，让没有机器学习背景的开发人员也能构建自己的智能应用。而

其中人脸识别API作为牛津计划最先开放的API，受到广泛使用。此

前火遍全球的How-old.net（微软颜龄机器人）和TwinsforfNot（微

软我们）就是在人脸识别API基础上，通过几行简单的代码实现的。

通过和微软产品部门的紧密合作，这些来自于微软亚洲研究院

的全球领先的计算机视觉技术得以应用在几亿人的生活中。而这些

来自中国研究员的研究成果，正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场"隐形革命"
为全球用户提供更智能的生产力工具和更个性化的计算体验。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微软亚太研发集

团主席洪小文博士表示，"与视觉在人类感官中的重要性相同，计算

机视觉的一次次重大突破无疑为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强大动

力。让计算机看懂多彩的世界，一直是激励微软研究院及计算机领

域同仁在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前行的重要力量。未来，还有更多

突破等着我们去挑战！"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17年了，她的研究环境和气氛为中国IT界

培养了众多的人才; 我在这里工作了12年，静下心来你就能在这样的

环境中收获激动人心的发现。今天，我对我的团队说，请享受一天

获得NBA冠军的感觉！" 孙剑说。

 

"相关论文链接"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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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洪小文：当 AI 成为基础服务，会改变什么？

日前，Google CEO Sundar Pichai 通过 Google 的官方博客宣布

了Google的机器学习系统TensorFlow免费开源的消息。

在Pichai宣布TensorFlow的同时，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布消息， 
"微软亚洲研究院于日前将分布式机器学习工具包（DMTK）通过 
GitHub开源。DMTK由一个服务于分布式机器学习的框架和一组分

布式机器学习算法构成，是一个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在大数据上的

强大工具包。无论是学术界的研究人员还是工业界的开发者，DMTK 
都可以帮助他们在超大规模数据上灵活稳定地训练大规模机器学习

模型。" 与TensorFlow类似，DMTK提供API接口，未来的版本中提供

更多的功能和算法。

"AI会变为可以购买的服务，像亚马逊提供的API一样，小的创

业公司不需要制造和生产AI的能力，可以直接购买服务注入到产品

中。" 就在上个月极客公园与Kevin Kelly的访谈中，他曾以此描述 AI 
未来的应用方式。如今一语成谶，AI真的变为大公司为所有人提供

的API接口，并且是完全开源的。

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早些时候微软推出的牛津计划，你可以

理解成基于微软云服务Azure的多种API接口，之前开放的有人脸识

别、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语言理解四大类。技术（与人工智能

交织的技术）同样以API和SDK的方式，开放给所有第三方开发者使

用。而近日，牛津计划宣布了新工具公开测试版本的开放计划，包

括基于人脸识别的面部情绪分析工具等。

日前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主办的21世纪的计算大会上，微软亚洲

研究院院长洪小文曾以《AIf时代》（AgefofaAI）为主题发表演讲，

其中提到牛津计划便是"AdaptivefIntelligence"的代表——今年早

些时候风靡社交网络的How-Old.net，正是微软牛津计划（Project 
Oxford）API 的应用之一。

不久前，极客公园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洪小文院长进行过一次

访谈，包括技术与表象、人工智能的进展、需要跨越的困境。

"最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对人的了解还不够多"，洪小文认为我们

可能永远不会了解人的创造力和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但计算机的"小
心求证"仍然无比重要。

极客公园：小冰、小娜因为跟人接触比较多，大家都很熟悉。

微软研究院有哪些技术已经抵达了我们的生活，或者藏在产品中影

响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洪小文：因为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人工智能的

发展，用户所想用的东西变成了一种隐形的、无所不在的东西。隐

形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无缝。今天你用的可能是手机，也可能是云服

务，同时有物联网和摄像头等。对于用户而言，他们并不需要知道

人工智能是发生在云端还是手机端。事实上，现在的人工智能或自

然人机界面只需要用语音和面部表情就能完成，这就是一种隐形的

创新。我知道很多读者对技术感兴趣，而大多数读者需要的是最直

本文转载自《极客公园》    作者：虞贤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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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和可用的技术。大家看到的小冰和小娜，而在背后包含的有计算

机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社交网络情感计算等等技

术。

另外，微软的产品很多元化。如果大家使用Windowsf10就

可以发现，以前的系统每一个进化版本都需要更多的内存，但

是如今Windowsi10比Windowsf8所需要的机器内存容量变得更

少。Windowsf10中的小冰和小娜代表了新的技术，Windowsf10已经

发展为听你说出指令并且做出反应，我们可以通过说「小冰」发出

让机器人运转的指令。同时，我们还在做「Speaker ID」，就是计算

机需要对说话者的说话声音和内容进行辨认，而这样的功能都是不

为用户熟知的。

还有跟生物信息有关的技术，比如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瞳孔

识别和虹膜识别等，我们可以在很暗的光线下使用红外线技术进行

人脸识别。我们把这些都加入到 Windows 和其他应用服务当中。

在10月披露的微软财报当中，智能云（intelligentfcloud）是一

大亮点，包括像今年推出的牛津计划（ProjectfOxford）和前段时间

出现的How-Old.net等。我们一开始推出How-Old.net只是进行技术

展示，但是现在变得很流行、应用范围更广，比如我们可以实现对

上百人的公司进行人脸识别。我们也把一款名为WindowsfHello的生

物信息技术搬到了智能云。在将来，大家可以看到更多智能云的应

用，而传统Windows应用软件开发商也会利用我们的技术改进他们

的系统。

极客公园：微软研究院一直做一些前瞻性研究，也取得了很多

成绩。您能介绍一下最近的进展吗？

洪小文：牛津计划是我们的一个系列或品牌，我们在今年推出

一部分，到明年年初还会有更新的技术。这些技术主要包括：

第一个是语音识别。语音的应用范围很广，包括物联网等。目

前不仅微软的平台，像中国也有自己的语音技术平台等等。

第二个是语言理解智能服务（LUIS）。这里面主要是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比如我们的微软学术搜索就实现了从关键词搜索到自然

语言搜索的技术飞跃，还没有输入完搜索内容机器就可以猜测出你

想要搜索的内容。同时，该服务还可以对知识按照不同领域范围进

行分类。例如，有开发人员想要做一个自然语言搜索的应用，那么

他可以通过利用牛津计划所提供的自然语言 API 来实施。

第三类是图像（计算机视觉和人脸识别）。帮助用户在上千种

物种当中搜索到既定目标，比如说在必应上面进行图片搜索，可以

找到十亿以上或百亿以上数量级的资源。

搜索的规律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复、复制，比如说如果你搜

索的照片跟网上某个照片很接近，很多时候是在复制；第二种是相

似，比如这个房间我在这个角度照和那个角度照相差别很多，其

实是相似的。人脸识别技术就是根据人的一些特性，比如年龄、

性别、人种（黄种人、白种人）、表情（普通表情、笑、忧伤、哭

泣）等进行区分。很多人会根据这些方面去做一些不同的应用。这

个是我们在智能云里面的一个巨大尝试。

此外，还有可视化技术（visualization），也就是做大数据分

析。我们通过表格把数据可视化，这些都是智能云里面非常重要的

项目。微软最近的产品不仅仅代表了研究院的技术而且也预示着更

加深入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现在推出的产品只是一部分，未来

可以做的东西还非常多。

极客公园：过去一年人工智能有哪些进展让您感到兴奋？

洪小文：业界、学术界的许多人都在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或

大数据，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三样是一件事。因为人工智能有很

多不同的领域，但是今天的人工智能百分之八九十是收集数据之后

去进行机器学习。

可以说我们人类文明的进展都是大数据。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待这个问题。当代的科学之父伽利略通过观察发现运动跟物质的大

小无关，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可能是太阳。这样的结论在当

时受到了很多人的挑战。

我们做实验或做产品，会有一个假设，我们会收集资料、数据

来验证假设。收集资料之后发现假设需要修改，或发现需要再做一

个实验，或要修改实验部分的内容再循环一次。这是一种闭环反馈

或者试错。现在很多电视剧，也是每天写剧本，根据观众的反应再

进行修改。许多过程都是这样的循环，通过每一个循环可以慢慢进

步。农业、工业也是这样。

这就叫大数据，有了移动互联网之后，大数据飞速发展。有

了互联网，内容就变成数字化，利用移动互联网，可以很快地让用

户帮我们做实验。比如新一代互联网创新就是把一个想法先让用户

体验来看用户的反馈，根据反馈确定修改的方向，再来改进。科学

家、互联网公司、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达到最优的状态。人

工智能、机器学习都是这种运作的方式。

这就造就了数据为王的时代，反馈回路越快到达，就相当于

可以在相同时间里做更多的实验，也就可以取得胜利。以前很多人

要一年、十年或一个世纪才能得到反馈，现在可以得到反馈很快地

去改善，可以预见未来会更快。现在有一个新的称呼是数据科学家

（data scientist），每天通过看大量数据，看用户反馈、脉动等等，

包括市场调查等，利用数据去解决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够不遗漏数据，让数据为我所用，微软

投入了许多心血。不仅是对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包括里

面传统的数据库、系统、网络上都使用了大数据技术。其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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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大数据的搜集是一方面，数据处理的速度如果没有，那数

据就没有意义。

更深入一点是跟技术有关的。比如一个人博学多文，意思是

这个人知道很多数据、很聪明。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时他因为信息

不够而难以决定，这并不代表这个人很笨。更何况许多事情牵涉到

商业机密、国家机密或个人隐私，正常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回到

人工助手的问题，我的人工助手知道我喜欢坐哪班飞机、坐哪个位

置，如果突然换一个人工助手可能就不知道我的偏好了，因为它还

没收集到我的数据。因此我认为凭借数据量的大小来判断一个机器

是否智能是值得商榷的。

到最后还有隐私权和安全的问题，用户可能不希望自己的所有

嗜好都被机器知道，但是他又想要方便。让哪一个程序和服务知道

呢？这不是简单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国家安全、公司商业安全。

讲到人工智能，一般人工智能是做算法，但是信息多了之后的

确是会比较聪明。我认为未来一个大的方向，是如何通过机器和人

的结合使得人类变成「超人」。因为人善于思考，但是人会忘事，

计算有时也可能算错、可能看不清所有的东西，但是机器可以。机

器看东西可以通过扫描，但是要用人的算法去提取知识。假设，我

是做证券交易的，我希望看到今天所有公司与股票有关的数据。机

器可以扫描比人眼看到更多的数据，但是扫描之后还是识别不出涨

跌，就需要用到人类的算法。人类如果能够和机器结合，就可以做

出最好的证券交易或推荐。这就是未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但是信息安全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什么信

息可以让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程序看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

为牵涉到了安全、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将来很重要的研究

方向，我们在微软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也在开始尝试。

极客公园：如果机器给人类帮助，势必要从智能跨越到智力，

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

洪小文：最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对人的了解还不够，这其中还

会涉及到哲学的东西。人的左脑和右脑，左脑是处理逻辑的事情，

科学常常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左脑是小心求证，右脑是大胆假

设，右脑就是负责语言和创造力，关键是在创造力。

计算机是最好的左脑。计算机需要人去编写程序，即算法，

通过算法人告诉计算机动作的指令。比如开根号，我们通过一个算

法，可以让计算机一直开根号。人也可以去开根号，但是有时候会

算错。算法有很多重复性的东西，但是机器做重复性的事情不会出

错，也不会叫累。算法是人制定的而不是计算机，因为基本没有证

据证明，有一个程序可以使程序产生新的算法。

但是创造力是另一回事。今天可以让机器做选择题，基于大数

据分析后可能选A，这个机器可以做到很好。但是人不是这样，人可

以说不是 A、B、C、D 的任何选项，而提出一个新的选项，这就是

创造力。爱因斯坦自己也很难说为什么他会想出相对论。如果这能

够讲清楚，岂不是能够产生许多个爱因斯坦，这是无法实现的。很

多时候我们的创造讲不清楚原由，可能与以前的经验有关，但也讲

不清楚。如果人类了解了创造力的产生过程，我想就有可能教会计

算机，最难的就在这里。可能我们永远不会了解到，那更不要说人

的意识。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意思是我是有意识知道做这件

事情、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也知道你会怎么看我做这件事情。今天

计算机都是大数据分析，像数学问题在不断优化自己的结果。小冰

在与用户交谈的时候，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做一些类似有情感、

明知而不说的反应。但是这样做很有限，不像人类每件事情都是有

意识的。甚至许多聪明的动物都还没有自我的意识。

有趣的是人睡觉的时候是没有意识的。人之所以成为人，与机

器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机器到目前为止证明的是能成为最好的左

脑，但是右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做，人对右脑的理解也是不够的。

我更相信人加机器变成一个超人，所以人工智能（AI）的 A 本

来是Artificial，我觉得A应该变成增强（Augment）。博学广闻也是

一种智慧，人不可能读所有的书，但是机器可以。但是让机器去扫

描很简单，可机器读了以后不去理解就没有意义了，其中还是需要

人的算法。如果人的算法能够想清楚，至少对于特定的行业，可以

叫机器去读一些文章，然后反馈一些总结或是图表的呈现，来帮助

我们优化算法，在此基础上再去看文章。这样配合，未来人类很有

可能用电脑来帮助左脑的能力。左脑算法来小心求证，右脑算法来

大胆假设，两者都是很重要的。

传统理工科主要利用左脑，右脑的创造力在将来是最了不起

的。右脑不仅是计算机无法取代的，而且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是

我们强调的创造力。当然只有大胆假设也不行，计算机的小心求证

也是必要的。

左右脑分工不同，左脑偏向逻辑，右脑偏向情感（图片来源于网络）

"阅读洪小文博士的更多文章"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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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勇： 跨界对话将促进科研信息化再上台阶 

"数据正以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长，但人一天仍只有24小时"在微软

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芮勇看来，如何从数据中挖出信息，从信息

中升华出知识，打通"数据—信息—知识"这条路线，是科研信息化

工作的重要任务。

近日，中科院联合其他6家单位共同组织编撰的《中国科研信

息化蓝皮书2015》在北京发布，微软作为唯一一家外企，参与了蓝

皮书的撰写工作。"从基础科研到产品开发，微软在计算机科学和信

息科学领域做了许多事情。" 芮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

说，"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信息科学与其他学科其实是相互促进的关

系，比如，当计算机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一些工具做得越来越

强大，就能帮助其他领域的科学家进行数据分析、预测、可视化等

工作。而反过来，别的学科产生了海量数据，又能促进计算机科学

发展。"

有了科研信息化的平台，当不同领域的专家把数据共享在这个

平台上时，就能对某一个事件进行多角度的评估，得到更全面、综

合的结果，这样作决策时就能更准确。

以洪涝灾害为例，美国的一家机构能够通过整合多个来源的数

据，更积极地作出反应，在第一时间实施急救援助。而有了这样一

个数据存储和计算的平台，今后再发生类似的灾害时，人们就有了

更好的参考。

在芮勇看来，与10~15年前相比，中国在科研信息化上的投入

大了很多，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想要再上台阶，还要在几个方面

更加努力。"首先是观念上的转变。对于数据密集型的科研模式，并

不是所有领域、所有学科的专家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他

说，"其次，海量的数据分析需要非常强大的存储和计算能力，比如

要对全国的地理资源进行评判，是否有足够大的平台进行支撑？我

们在基础架构上还需要更多的投入。"

芮勇认为，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计算机领域专家与其他领域的

科学家需要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碰撞出更多的思维火花。

微软亚洲研究院正在投身于这样的跨界合作。比如它与中科院

植物研究所合作的"智能花卉识别"项目，结合深度学习算法和视觉注

意模型，借助中科院植物所提供的260万张花卉照片数据库，让机器

自动关注图像中关键区域，同时自动学习鉴别花卉的区分特征，研

发出了智能花卉识别和知识系统。该系统拓展了计算机在花卉领域

的感知能力，并能够延展普通用户对于花卉的认知深度。在这次合

作中，计算机专家和植物专家发挥了各自强项，将系统准确度不断

提升。

"现在，很多行业都已经看到了科研信息化的重要性，尤其是

以数据为驱动的科研，将越来越能够做到比纯理论、纯实验、纯仿

真更加准确。" 也许在未来，科学家只需要把数据放到电脑上，睡一

觉，第二天醒来就可以获得新的知识了。"这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在

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努力。" 芮勇说。

本文转自《中国科学报》    作者：丁佳 

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芮勇博士

"关于芮勇博士"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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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开源核心技术，布局下一代产业格局

还记得11月9日GooglefResearch推出第二代开源机器学习软件

库TensorFlow吧，谷歌称在建立和训练神经网络方面，TensorFlow
速度要比第一代系统快5倍，可支持 CPU、GPU、桌面机、服务器和

移动计算等平台。TensorFlow吸引了开发者广泛的眼球。

就在同一天，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开源了分布式机器学习工具包

DMTK。开源版DMTK包含了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主题模型和分布

式词向量模型，据称比同类模型高了好几个数量级。以至于有开发

者惊呼，怎么微软也能把这样的核心技术给开源了？

那么，什么是DMTK分布式机器学习包？这还要从DMTK的开发

历史说起。DMTK的主要研发负责人、微软亚洲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

组首席研究员、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CMU）博士生导师刘铁岩告

诉记者，

近年来全球机器学习领域主要有三大趋势：更大规模的机器学

习、更深度的机器学习以及更强交互性的机器学习，这些都是基于

大数据与云计算的兴起。

微软亚洲研究院从两年前开始研发DMTK分布式机器学习系统。

首先，DMTK通过分布式计算部署的方式满足了大规模机器学习的要

求。由于云计算和高性能处理器的普及，让机器学习从单机环境扩

展到多机环境甚至是集群系统。分布式机器学习就是通过在更为廉

价的集群系统上部署机器学习的算法，把原来单机的计算能力扩展

到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

DMTK开源版提供了简单高效的分布式机器学习框架，它由参数

服务器和客户端软件开发包（SDK）两部分构成。开发者只需要简单

几行代码，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把自己开发的机器学习算法从单机环

境扩展到多机或集群环境。这大幅降低了机器学习的门槛，无论是

高校研究者或是商用机器学习开发商，都能基于微软DMTK开源版轻

松扩展机器学习算法的计算环境和计算资源，从而实现基于大数据

的大规模机器学习。

其次，DMTK还提供了丰富的机器学习算法，以满足更为深度、

更为快速的机器学习。目前开源版的DMTK包含了其中两款独具特色

的机器学习算法：LightLDA主题模型和分布式词向量模型。

什么是主题模型呢？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等催生了庞大的文本

内容，通过机器学习对这些内容进行数据挖掘，可以得出相关的

主题（Topic），这是机器学习和文本理解的基础。据刘铁岩介

绍，DMTK提供的LightLDA算法是当前世界上唯一一款能训练超过

100万个主题的机器学习算法，它仅用20台服务器（300余个CPU内

核）就能训练如此庞大的主题模型，这让其它同类系统望尘莫及。

去 年 曾 经 获 得 国 际 数 据 挖 掘 大 会 （ K D D ） 最 佳 论 文 奖 的

AliasLDA算法，要用多达1万个CPU内核才能完成2000个主题的训

练。LightLDA算法之所以能够用比AliasLDA少很多的计算资源训练

出高若干数量级的模型，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独创的、让运算复杂度

与主题数目无关的高效采样方法。这样一来，即使训练再多的主题

数，也无需更大规模的计算资源。据了解，LightLDA已经帮助微软

的很多关键产品实现了性能的飞跃。

另一个更为神奇的分布式词向量训练模型算法，能够更好地计

算两个词之间的"距离"。简单地说，过去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内容，主

要依靠搜索关键词的精确匹配。如果在被搜索的网页上出现了与搜

索关键词相同的词汇，被搜索网页链接就会出现在搜索结果页面。

但在广告展示、话题探索、垂直搜索等应用领域，更多需要的是语

义级别匹配，也就是在语义方面的相关性匹配。词向量模型通过挖

掘文本数据，为每一个词训练出上千个相关指标（维度），而带有

本文转载自《钛媒体》  作者：吴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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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个维度的一个词即为一个向量，通过数学方式计算两个词向量

之间的距离，即可以有效地表征两个词之间的语义相关度。

DMTK中包含的分布式词向量模型是目前市面上唯一的一款词

向量模型的多机版，它可以把单机计算资源扩展到多机或集群中，

从而更快、更高效地学习词向量。分布式词向量模型把"搜索"推进到

了"探索"阶段，这有望给整个搜索和相关产业带来颠覆性变化。

据了解，DMTK已经被应用到了微软的必应搜索引擎、广告、

小冰等多款在线产品当中，实现了更强交互性的机器学习。以微软

小冰为例，作为聊天机器人，人类用户与小冰的平均每次对话轮数

达到了18轮，而此前最领先同类机器人的平均轮数仅有1.5至2轮。这

就说明微软小冰在与人类对话中对相关词汇的"命中率"远高于同类技

术，创造了更好的交互性机器学习体验。

DMTK开源版在GitHub开源社区发布一周以来始终保持在Top 

为了满足研究人员和开发者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微软

亚洲研究院于日前将分布式机器学习工具包（D M T K）通过

GitHub（https：//github.com/Microsoft/DMTK）开源。DMTK由

一个服务于分布式机器学习的框架和一组分布式机器学习算法构

成，是一个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在大数据上的强大工具包。

无论是学术界的研究人员还是工业界的开发者，DMTK可以帮

助他们在超大规模数据上灵活稳定地训练大规模机器学习模型。当

前版本的工具包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DMTK分布式机器学习框架：它由参数服务器和客户端软件

开发包（SDK）两部分构成。参数服务器在原有基础上从性能和功

能上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支持存储混合数据结构模型、接受

并聚合工作节点服务器的数据模型更新、控制模型同步逻辑等。客

户端软件开发包（SDK）支持维护节点模型缓存（与全局模型服务

器同步）、节点模型训练和模型通讯的流水线控制、以及片状调度

大模型训练等。

2.LightLDA：LightLDA是一种全新的用于训练主题模型，计算

复杂度与主题数目无关的高效算法。在其分布式实现中，微软亚洲

研究院做了大量的系统优化使得LightLDA能够在一个普通计算机集

群上处理超大规模的数据和模型。例如，在一个由8台计算机组成

的集群上，我们可以在具有2千亿训练样本（token）的数据集上训

练具有1百万词汇表和1百万个话题（topic）的LDA模型（约1万亿

个参数），这种规模的实验以往要在数千台计算机的集群上才能运

行。

3.分布式词向量：词向量技术近来被普遍地应用于计算词汇的

语义表示，它可以用作很多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词特征。微软亚洲

研究院为两种计算词向量的算法提供了高效的分步式实现：一种是

标准的word2vec算法，另一种是可以对多义词计算多个词向量的

新算法。

此外，DMTK提供了丰富且易用的API接口，能够有效降低分

布式机器学习的门槛。机器学习的研发人员只需要专注于数据、模

型和模型训练等机器学习的核心逻辑部分。

DMTK还将在未来的版本中提供更多的功能和算法。微软希望

开源分布式机器学习工具包可以促进学术界和工业界在大规模机器

学习方面的创新。

10的位置，DMTK官网目前的访问量已经突破百万，DMTK可执行

文件下载量达到十余万次，而GitHub开发人员也是在一周之内就给

DMTK上千颗星，这是很多同类开源项目几年都无法达到的热度。

同一天开源的TensorFlow和DMTK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记者

了解到，谷歌目前开源出来的TensorFlow，作为单机深度学习工具

并不支持分布式计算，而微软DMTK开源版则支持分布式、异构、异

步计算集群环境部署。另外，谷歌的TensorFlow主要是系统实现，

并不包含算法方面的创新；而DMTK则两者兼顾，因此可以用更少的

资源，训练出大N个数量级的模型。

那么为何科技巨头们纷纷将机器学习技术开源？一方面是为了

推进整个机器学习应用的普及，通过开源高端算法和软件，为人工

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打开新的机遇之门。另一方面是在更深层次拉动

各自的软件与算法生态，从战略技术制高点布局下一代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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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研究院最新技术早知道#

#微软亚洲研究院资讯#

【寒冷的冬天，既保护动物也保护你】冬季，野生动物户外监

测与记录的条件严酷，但微软研究院开发的超低能耗处理器为这一

难题提供完美了的解决方案。处理器超低能耗的特性可以让数据收

集设备在整个冬天正常运转，保证研究者足不出户即可得到充足的

资料与数据。

【走过40年的语音识别】现在小娜、SkypeiTranslator等产品大

受欢迎的背后，凝聚着微软研究员们无数的创新和突破。现在，更多

的数据、更强的运算能力和深度机器学习让语言识别技术日益完善，

相信不久的将来，计算机可以像人类一样理解我们的谈话，你准备好

了吗？

【光棍节，问一句：我的小胡子可爱吗？】想好如何过节了

么？无论选择哪种方式，晒照片总是少不了的~微软最近推出的

MyMoustache.net能对你上传的人像进行分析，给你的胡子做出评

价，还会依据胡子长度，表明你的胡子长度击败了多少用户。没有

胡子？试试让网站为你自动生成一个。

【机器真的看懂照片了吗？问个问题试试！】微软研究院最新

研究的一套系统能让机器看懂图片并回答问题。如问下图中的"什么

东西正坐在自行车的篮子上？"它不仅能识别出自行车、篮子和狗；

还能明白物体间的关系，即篮子在自行车上，狗坐在篮子里；还会

【雾霾天，微软能做什么？】面对让人触目惊心的雾霾天气，

你也许只能带上口罩，打开空气净化器，并尽可能的减少户外时

间。微软亚洲研究院城市计算致力于用大数据解决城市问题。如

Urban Air就能对城市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与未来预测，让你能准

确知道空气状况，并为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指导。

像人一样思考，略去其它背景。

【让计算机替你察言观色】微软牛津计划旨在让没有机器学

习和人工智能背景的开发人员也能开发智能应用。现在牛津计划的

工具包再次升级扩充啦！面部情绪识别？拼写写检查？面部毛发识

别？你统统都能应用起来。快去体验，让计算机替你察言观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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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养计算思维开始】基于计算思维的跨学科交叉和交流为

计算机科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就像文艺复兴时期跨领域的交

叉带来了人文与科学的繁荣。微软和教育部合作发起的"产学合作专

业综合改革项目"携手中国高校共同推进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

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

#大会聚焦#

#其他#

【论文搜索排序由你定】引用数高的论文就是你想找的论文

吗？学术界一直倡导用多元的论文搜索排序体系来取代引用数排

序。目前，微软学术搜索平台上正在举行WSDM2016"论文搜索排

序"挑战赛测评活动。现在参与测评，你的每一次搜索和点击都会影

响论文搜索排序的未来！

【论Geek吃pizza的正确姿势】年底了，科学家们也该走出实

验室约起来啦！当一群科学家们聚在一起分Pizza，会发生什么呢~
据NewScientist网站报道，一群来自利物浦大学的数学家们把Pizza
分出了新花样，当经典图形分割问题遇到切Pizza，结果如下（好

吧，数学家们可以上天了…）

【虎嗅2015 F&M 创新节】人工智能在未来是科技巨头还是

创业公司更有潜力？在虎嗅2015 F&M 创新节人工智能论坛上，微

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芮勇博士表示：大家都有机会参与到人工

智能的生态链中，创业公司可以通过借助大公司所创建的人工智能

技术平台，如微软牛津计划，调用其中的API和SDK，更好的开展业

务。

"微软亚洲研究院官方微博"

扫一扫即可关注

【了解睡眠，很重要！】睡眠状态分期对于睡眠研究意义重

大，但传统的多导睡眠仪准确性较低，人工分期成本又较高。微软

亚洲研究院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携手提出技术新思路，运用多层反

馈神经网络机器学习技术，以心率作为睡眠分期的判定依据，降低

了睡眠分期的门槛。以后你也可以给家人的睡眠分期啦！

【从研究到落地的城市计算】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伴随着良

好的空气质量圆满落幕。微软亚洲研究院为"青运会"空气质量保障

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的Urban Air组也得到一致好评。源于最初的研究，

我们见证了Urban Air一步步走向成熟，并真正落地；为城市发展和

建设提供帮助，为人们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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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亚洲研究院开源图数据库GraphView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由微软亚洲研究院系统算法组开发的图数

据库GraphView通过GitHub平台开源。GraphView是一款中间件软

件，方便用户使用关系数据库SQLiServer或AzureiSQLiDatabase高效

地管理和处理大规模图数据。

图数据正变得无处不在，从金融欺诈检测到供应链管理，企业

管理和开发人员对高效地处理和分析图数据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

虽然传统的关系数据库已广泛应用于企业环境中，但它们被普遍认

为在图数据管理上效率低下。因此企业管理和开发人员不得不采用

专门针对图数据开发的原生图数据库，进而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来维护新的系统以及二次开发原生图数据库中还未成熟的功能。

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关系数据库无法高效管理和处理图数据

的传统观念并不准确。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最新成果GraphView可以将

关系数据库SQL Server及Azure SQL Database转化为图数据库。通过

智能地使用关系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和系统功能，GraphView在物理数

据表达以及系统运行行为上和原生图数据库完全一致，进而填补了

关系数据库和图数据库之间的鸿沟。更为重要的是，GraphView继承

了关系数据库领域数十年的科研成果，例如最新的矢量化查询优化

技术(Vectorized Query Execution)，从而可以提供市面上原生图数据

库难以媲美的性能。 

GraphView作为一款基于SQL的图数据库，提供了原生图数据

GraphView使用一套基于SQL的扩展语言来查询和操作图数据。

关系数据库的用户对此语言会非常熟悉。

GraphView的用户可以建立索引来提升查询和操作效率。所有

SQL Server和Azure SQL Database所支持的索引都可以用在图数据中。

GraphView提供了完整的事务处理支持。GraphView中的任何操

作都是事务安全的。

GraphView继承了SQL Server和Azure SQL Database丰富的管理

工具，比如权限管理，数据复制和数据备份等。

"更多相关内容"

扫一扫即可查看

库所支持的全部功能。除此之外，GraphView还继承了SQL Server和
AzureSQLDatabase的大量功能，其中的很多功能是现有原生图数据

库所不支持的。GraphView的主要功能包括：

事务处理

系统管理

索引

完备的查询语言



Technology 前沿技术 25

微软自拍：让黑科技拯救不会拍照的你

你知道吗，不久前淘宝发布的消费数据报告显示，自拍杆的购

买主力军居然是50-59岁的人群！无论你是否买过自拍杆，毫无疑

问，如今自拍绝对不是只属于年轻人的娱乐。

在把美美的自拍照晒到社交媒体之前，大部分人都有着不可缺

少的一步，就是利用修图软件对图片进行美化。目前市面上的图片

美化软件种类繁多，操作方式也复杂百变，一不小心把自己P成"蛇
精脸"的修图雷区也是让人防不胜防。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你这么美，

你妈妈知道吗？" 就是形容修图软件操作不当而导致图片失真的情况。

因此，一款操作简便，适应各种年龄层和多种使用场景的图片美化

软件的出现十分必要。

微软最新推出的图片美化应用——微软自拍（Microsoft Selfie）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的应用。它能够针对自拍照片中出现的所有人脸

的年龄和性别进行差异化一键自动美颜。此外，微软自拍还能自动

为你的照片降噪补光，无论光线环境如何复杂，都能拍出理想的照

片。

自拍+美化，只需一键

如果要给微软自拍写一个使用攻略的话，那么它应该是这样

的：

1、打开微软自拍应用；

2、对着镜头摆好表情；

3、拍照；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微软自拍能够一键美化你的图片，

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拍照+美化的全过程。之后保存你美美的照片分

享到朋友圈，等着集赞吧~但是，如果给微软自拍写一个技术流程的

话， 那就复杂了……

当你打开微软自拍准备开始拍照时，该应用会主动感应周边的

环境，如果光线过暗以至于拍照可能产生噪点，例如晚上的户外派

对，酒吧等环境，它就会自动开启降噪模式，以确保最后生成的图

片干净无噪点。

无论是通过微软自拍拍摄到的照片，还是从相册导入图片，它

会在接下来不到1秒的时间内，对输入照片进行快速处理，主要包括

自然美颜，智能降噪和曝光增强三个部分，对于无论是自拍照片，

还是非人像照片（如风景、物体等），都能实现理想的照片美化效

果。

自然美颜

事实上，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段的用户对自拍修图的要求差别很

大。例如，一家三代同堂的合照，奶奶、母亲和女儿三代人的面部都

被同样对待——修得同样光滑、毫无皱纹与瑕疵，那肯定不是我们希

望看到的。男士也希望自己修图的效果能恰到好处的表现出男人的硬

气和潇洒，而不是最后修出来的皮肤吹弹可破、嫩白细滑。

微软自拍的智能美颜功能在美化人像照片时，会自动识别图

片中人像的年龄、性别、肤色和光照等因素，并基于此相应地消除

用户不需要的皱纹、眼袋、雀斑、痘印等。但对于用户希望保留的

体貌特征，如，头发、纹身、浓密的胡子等，或者面部出现的装饰

物，如耳钉、鼻环、眼镜等，该应用则会尽量保持不变，最终使整

个人脸美化效果更为自然。

这样，无论是单人自拍还是多人合照，一键自然美颜能让照片

中的所有人拥有最合适自己的美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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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降噪功能是微软自拍的一项"独门绝技"，在开启摄像头时

就会针对周围环境进行判断。如果所处的拍摄环境光线条件不甚

理想，直接拍摄到的照片通常会带有很多噪点，清晰度也会受到影

响。在此时微软自拍会自动开启降噪功能，通过快速拍摄多张照

片，并对其进行处理，最终生成一张平滑降噪的照片。正如大家所

如此简单通用的美颜操作，背后的技术可不简单。首先，系统

要对照片进行JDA人脸检测（Facefdetection）（JointfCascadefFace 
DetectionfandfAlignmentfECCVf2014），检测出这张图片是否存在

人脸，一共有多少张人脸，以及人脸出现在图片的什么地方。

随后，系统利用特征点检测技术分析每一张人脸的不同五官需

要什么程度的美化。微软自拍采用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在2014年

CVPR大会上发表的论文：Face Alignment at 3000 FPS via Regressing 
Local Binary Features 中提出的68个人脸特征点检测方法。借用该方

法，系统能够快速准确地检测出脸型和特征点。接下来，基于高层

的智能方式，算法会对图片中的人脸进行信息提取，包括年龄和性

别的判别（Blessing of Dimisionality： High Dimensional Feature 
and Its Efficient Compression for Face Verification CVPR 2013）。而

这个技术也应用在了大家所熟知的How-old.net（微软颜龄机器人）

上。

最后，该应用采用的"数字化洁面"算法会基于已经提取的面部

信息对人脸进行美化处理。不同于市面上常常导致图片失真的美

化算法，"数字化洁面"算法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基于大数据的脸部

美化分析，研究员根据大数据的分析对不同的性别和年龄建立了不

同的美化模型集，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人群的图像进行美化。

二是应用新的图像处理算法，不同于传统通过低通或者双边滤波

的方式，从而避免图片的美化出现失真，如阶梯形效应（Staircase 
effect）带来的卡通化，又能获得自适应的美化效果，即去除不想看

到的皱纹、痘印等信号，但是保留纹身、首饰等重要信息，避免"千
人一面"的问题。

与微软已发布的延时摄影应用Hyperlapse相似，微软自拍在智

能降噪功能的关键技术包括快速帧间对齐和多帧降噪技术。单张照

片上的噪点是围绕平均值进行上下波动的，而如果把两张有噪点的

图片进行叠加的话，就可以得出一张更为干净的图片。图片数量增

多，照片中的噪点也会逐步下降。基于这样的原理，研究员提出了

一个快速多帧降噪的方法，相关论文已在2014年的SIGGRAPHfAsia大

会上发表（Fast Burst Images Denoising SIGGRAPH Asia 2014）。 

智能降噪

知道的，照片成像的噪声水平受手机或照相机本身等硬件条件影响

极大，但购买高级设备则花费巨大，而微软自拍采用数字化降噪功

能所生成的图片效果完全可与单反相机(DSLR)在三脚架上采用低ISO
长曝光时间的拍摄效果媲美，从而为智能手机用户在夜间拍摄到高

质量的照片提供了更好的选择，真正做到"硬件不足软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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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针对拍照过程中的手抖现象，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连拍的多张

照片进行平均叠加的话，则会产生重影的效果。因此，研究员对帧

和帧之间采用了相机模型估计的方法，不通过传感器而是完全通过

数字化的帧间对齐方法进行处理。其次，当帧和帧对齐之后，因为

场景中深度有所不同，一个微小的运动都会导致同一个像素点在不

同帧对应的物体不一样，所以如果只是简单地做图片平均的话，还

是有可能导致图片重影。所以，研究员采用的算法会甄别选取一致

的像素点拿来做平均，这个平均不仅是发生在时间域上也会发生在

空间域上，从而让该降噪算法对于无论是人脸照片还是非人脸照片

都有着非常理想的效果。

曝光

相信大家都碰到过想要拍摄的场景受限于角度、光线等问题从

而导致逆光拍摄的情况，而微软自拍的自动曝光功能则能对照片进

行针对性的区域曝光调整。例如一张逆光的照片，人脸和所有逆光

的景物，相对比背景都显得十分暗淡。或者是面对阳光的照片，受

光面十分耀眼，并且人脸难以获得自然的表情。这种情形下，对拍

摄到的一张照片进行后期处理的话，传统修图应用通常会全局地调

整画幅中的光线情况，即会出现前景拉亮的同时，整个背景光线过

亮，甚至出现过曝的情况。

面对这种情况，微软自拍会自动对画幅中各区域进行曝光分

析和调整。首先系统会自动检测背光情况，并对各区域提供最佳

的局部曝光补偿，避免整体图片调整而导致图片过度曝光，并保

证照片在能够看清逆光景物的同时保持照片的层次感（Automatic 
Exposure Correction of Consumer Photographs ECCV 2012）。

而针对风景照常见的薄雾情况，研究员还开发了去雾算法

（Single Image Haze Removal using Dark Channel Prior CVPR 2009

）该算法能与曝光校正算法融合增强照片的清晰度，从而达到使用

紫外线滤镜(UV)或圆偏振镜(CPL)的专业级照片效果。当然PM2.5爆

表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室内或者带好口罩吧，就别拍照了……

轻应用，大技术

从雏形到应用，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为微软自拍全程提

供了技术支持。视觉计算组的研究方向和专业涵盖了计算机视觉研

究领域的整个范畴，主要包括人脸，图像编辑和计算摄影，图像识

别和检测等方面。

让技术趋于隐形

在微软对外发布的众多耳熟能详的产品和服务中，都能看到来

自微软亚洲研究院日积月累的基础研究成果。微软亚洲研究院就如

同创新引擎，源源不断地把最前沿的科研成果转化至微软的产品和

服务中。普通用户虽然看不到背后繁复技术的运作，却可以切实地

享受到技术带来的便利。

在谈及微软自拍之后的技术走向时，袁路提到了三个发展方

向。第一点是实现更智能的图像处理和相机增强，例如增加对场景

的智能分类来让手机自动选择更适合的处理及拍摄方式。第二点是

增加人脸编辑的更多特效，让用户可以更为个性化地订制出不同的

造型，增加更多可供选择的面部增强效果，如选择瘦脸与否等。最

后一点则是将图片质量智能增强的技术应用到视频的实时处理中。

最终的目标是把这些复杂的技术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中，让每个人都

能够真正感受到智能的、个性化的计算体验。

针对人脸的研究包括人脸（特征点）检测，人脸识别，人脸

的属性识别等等。该项研究成果已经在微软牛津计划的人脸识别

API（FacefAPI），WindowsfHello刷脸开机，KinectfIdentification身份

验证开机和微软小冰等诸多与人脸有关的产品与服务中得到应用。

而在图像编辑和计算摄影方向，视觉计算组的研究主要为图

像自动编辑和相机增强技术等等。2015年12月，刚刚开放的微软牛

津计划视频识别API（VideofAPI）中也有该研究方向的身影。此

外，OfficeLens，Hyperlapse等用户达千万级的应用中也都可以看到

视觉计算组在图像编辑上的研究成果。

在图像识别和检测方面，该研究组在图像内容的理解、识别、

检测和分割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久前，在全球顶尖高

校和科研机构举办的2015 ImageNet计算机视觉识别挑战赛中，该组

的研究员们凭借深层神经网络技术的最新突破，以绝对优势获得了

图像分类、图像定位以及图像检测全部三个主要项目的冠军，击败

了来自学界、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众多参赛者，打造出了目前世界上

最精确的计算机视觉系统。

当谈及开发微软自拍这样一款App背后的技术诉求时，微软

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主管研究员袁路表示："对于人脸编辑这个

研究方向，我们一直有着极大兴趣，这也是目前针对人脸的研究中

所缺失的一环。How-old.net（微软颜龄机器人）备受用户欢迎，

让我们看到了大众对于面部智能科技的热情和渴求。因此我们希

望做一个相比于目前市面上已有的面部美化产品更好的、适用人

群和环境更广的、效果更自然的全智能产品。" 从2015年7月开始，

微软自拍项目历时5个月就从想法变成了面向市场的一款智能型应

用，其中离不开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在计算机视觉领

域长达十余年的研究积累以及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创新孵化组的敏

捷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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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数据专家，你只差一个Quick Insights的距离

身处如今的大数据时代，你真的知道如何处理数据和分析数

据吗？或许那些被你忽视的数据背后就暗藏着重要的商业灵感。并

非人人都是数据专家，有时候你需要一些专业的软件来帮你处理数

据。那么如何能快速、准确地从数据中提取最有价值的部分从而进

行有效的分析呢？只会简单统计图肯定是不够的，你还需要Power BI
平台最新推出的"快速洞察"（QuickfInsights）功能，利用可视化的

数据呈现方法以及专家级的数据洞察能力，实现快速、专业的数据

分析。

Power BI是微软推出的在线服务，通过powerbi.com能够让你用

最直观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例如查找和呈现数据、在线共享数

据、团队协同合作，等等。目前，PowerfBI平台最新推出的"快速洞

察"（QuickfInsights）功能够帮助你快速找到数据背后的秘密。想要

使用这个新的工具，你只需选择"QuickfInsights"，并将它应用在一

个已经上传到Power BI的数据集上，系统将会在大约几秒钟内从数据

中搜索出你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如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数据内的异

常点、时序数据的趋势以及周期性变化规律等等，并进行可视化呈

现。当用户面对陌生的数据集不知从哪里入手进行分析时，这些自

动搜索出的信息可以为用户提供有效的切入点。对于用户熟悉的数

据集，Quick Insights也有可能提供超出预期的分析结果。

更好的数据分析从Quick Insights开始！

BI即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BI）。过去在商业智能领

域，用户和数据分析工具之间的交互往往是单向的。具体表现为，

用户用命令或者通过图形化界面告诉系统需要进行查询或者生成图

表。这样系统只是被动地接受指令，对数据进行处理然后返回结

果。相比之下，QuickfInsights提供了双向的交互模型。当用户上传

数据之后，它的算法能够主动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将分析结果以

insights的形式进行组织和排序，并将排名在前的insights提供给用

户。不仅如此，QuickfInsights会选择适合的数据展示方式来呈现这

些insights，并配合文字说明以方便用户理解。

目前，QuickfInsights提供了七种类型的insights。借助这些不同

种类的insights，用户能够快速地在数据中找到关键信息。以汽车销

售数据为例，倘若你上传了一份跨越多年的汽车销售记录数据，或

是一份应用软件的下载记录数据，那么如何在如此庞杂的数据中筛

选出最有价值的信息呢？QuickfInsights可以从以下方面提供帮助。

主因素分析：在特定维度下，分析找出对于结果影响最大的某

个因素。例如汽车销售量的大部分是由一线销售贡献的。



Technology 前沿技术 29

类别优势或劣势分析：鉴别出单一维度下，相对优势或劣势突

出的元素类型。例如，在消费者获取购车折扣的联系人中，一线销

售和市场经理这两项，相比于其他项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稳定的比例关系分析：找出一系列变量中有稳定比例关系的自

变量与因变量。例如在汽车销售的成本核算上，一线销售所占比例

基本不变。

时间序列的周期性：分析数据的周期性变化趋势。如产品预算

随时间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增长。

时间序列的趋势：分析数据随时间变化趋势。如南美地区的折

扣逐年增加等等。

时间序列特殊点：对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出具有异常数据的

时间点。例如2012年1月到7月的某几天，消费者对于天气相关的应

用软件的下载量异常的高。

数据关联分析：找出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例如折扣力度和

销售量之间的正比例关系。

未来，QuickAInsights还将推出时序数据的变化分析以及均匀

分布分析等更多的专业分析模型供用户使用。"Power BI的新功能——

QuickAInsights，让你只通过点击鼠标，就可以对数据使用多种分析算

法并找到潜在规律。" Power BI的项目主管Patrick Baumgartner解释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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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基石伴随着合作的共赢

2015年3月在微软技术节（TechFest）上，"IN4"项目首次在公司

内发布。就在这场微软技术节上，"IN4"项目和Power BI首次相遇，并

一拍即合。随后的几个月中，两个跨国团队密切合作，攻克了许多技

术难关，迅速开发出QuickAInsights的原型，随后不断完善。Power 
BI团队十分激动地在邮件中写道："非常感谢微软亚洲研究院团队的

支持。如果没有你们的技术，我们在智能数据分析方面的产品开发将

会难以开展。正因为有了你们的帮助，我们才能如此迅速和高效地

把这项让人惊喜的技术应用到Power BI中。"

2015年12月，Quick  Insights正式上线。在短短不到9个月的时间

里，我们见证了一项技术研究向产品的转化，时间之快，在众多技术

转化的合作案例中也不常见。谈及为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合作

想法的萌芽到产品功能的发布，冬梅博士感慨这离不开两个团队的

共同努力："虽然两个团队距离遥远，甚至都没有太多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但两个团队的合作非常默契。有了想法、技术再加之以践行，

合作共赢，才最终让我们的灵感'振翅高飞'！" 相信在未来，两个团队

将会继续携手并进，在Power BI的平台上为用户带来更多更智能的数

据分析服务。

知其一，也知其二

QuickiInsights的诞生来源于两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分别是微

软亚洲研究院的软件分析组（SoftwareiAnalyticsiGroup）和总部的

PowerABI产品团队。微软亚洲研究院软件分析组多年来在数据分析

以及可视化等方面的研究和积累为QuickiInsights的研发奠定了牢固

的基础。

"微软亚洲研究院软件分析组的研究工作可以分为应用领域和

基础研究领域"该组的首席研究员张冬梅博士介绍道。从应用领域

来说，软件分析组以软件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数据驱动的方式

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软件系统的质量（Quality），如可靠

性、性能、以及安全性等；二是用户体验（Experience），如用户

界面、用户使用方式、以及用户黏度等等；最后是软件开发效率

（Productivity）。为了解决这些应用领域中的问题，我们需要在

一些基础研究领域内有相应的技术支撑，包括大规模数据存储与计

算、各种数据分析算法、以及信息可视化。

张冬梅博士说："日常工作中，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技术会

为应用领域的研究目标提供支持；同时，我们在应用领域中遇到的

挑战也为我们在基础领域的研究提供问题和灵感。事实上包括'Quick 
Insights'在内，我们有很多研究课题与项目设想是基于这种'应用领

域与基础领域'相互作用的工作状态。"

在张冬梅博士和她的团队内部，QuickAInsights有一个内部代

号，即"IN4"项目。"IN4"的名称取自interactive（互动）intuitive（直

观）instant（瞬时）和insights（洞察）这四个单词。这四个单词描

述了QuickAInsights的产品特性，更包含了微软亚洲研究院软件分析

组对于这项技术的期待与追求。团队成员们希望"IN4"能让未来的数

据分析过程更具互动性、更加直观、更实时快速，最后也更具智能

化的洞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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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线条解码甲骨文的秘密

汉字，作为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

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其悠久的历史一直为汉

字文化圈的人们所自豪。相较早已消亡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

度文字，汉字一路从甲骨文发展演变而来，历久弥新。

不同于英文、法文等表音文字，方块状的汉字在一笔一划之间

都蕴含着无穷的奥妙。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

六书为构字系统，汉字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如今，汉字的起源——

甲骨文仅能被一些专业汉语言学者们所辨认。但普通人想要解码甲

骨文间的秘密，却显得难上加难，那么能不能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能帮助人们解决这个难题呢？

而不久前，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王长虎博士在IEEEiTrans-
actionsioniImageiProcessing(TIP)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Building Hiera-
rchicaliRepresentationsifor Oracle Character and Sketch Recognition
中就如何通过针对甲骨文线条特征来识别甲骨文进行了阐述。目前

论文中提出的算法在甲骨文识别中已经非常精准，远超普通用户对

甲骨文的识别能力，这一结果让人十分振奋！

甲骨文是人类手绘出来的，经过实践验证的很好的草图识别模

型。而该论文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便是一般的草图识别。王长虎博

士针对草图识别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总结，找出了草图识别中最

为关键的一些特征，并结合深度学习模型，使算法对草图的识别准

确率超过了人类，为计算机与人类的博弈中取得了又一个战果。

复活线条非一日之功

一、读懂你心的MindFinder

图像检索大家都不陌生，目前通用的图像搜索方法主要是基

于关键字的图像搜索和以图找图的图像搜索。但是随着电子触摸

屏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的不断普及，图像检索

是否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呢？2010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发了一个

MindFinder系统，这是一个通过画线条，及参考其他因素来帮你检

索图像的系统。其操作方法十分简单，仅用简单的几笔线条，就能

找到无数外观类似的画面。它可以与我们常用的关键字搜索图像的

方法相结合，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 

MindFinder系统的研发，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工业界都史无前

例。重要的是，MindFinder在2010年便提出了一整套的系统解决方

案，包括用什么样的特征去表示一张图，去表示用户画出的线条。

而面对在图像检索最困难的两个问题上——搜索图像库的规模大小

问题和检索速度问题上，MindFinder能保证高效的运算速度，并实

时的返回准确的索引结果。这套系统花了两年时间把图像检索数量

从百万级提升到十亿级，即2013年则实现了15亿庞大图像数据的实时

搜索，此时在理论上已经可以支撑在必应图像搜索上进行草图的图

像检索。

视觉是人类的基本感官之一，为人类提供了最大的信息来源。

一直以来，计算机科学家不断努力研究可与人类视觉媲美的计算机

视觉系统。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计算机科学家们在这一领域频频

制造出里程碑式的突破，在各类与视觉相关的挑战与测试中，实验

结果逐步接近，甚至超过人类。那么计算机视觉能否更近一步，看

懂人类富有创意、极具个性的手绘草图呢？

手绘草图指的是人类手绘出来的、用简单的线条形状所构成

的素描。这类图案通常比较简略抽象，而且针对同一事物，不同的

人绘制出来的草图也千差万别。如果计算机能够看懂人类的手绘草

图，那就意味着我们离实现视觉智能更进一步，计算机也离人工智

能更进一步。但让计算机在看懂草图之前，还得从草图检索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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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视频"

扫一扫即可观看

二、所画即所得的"神笔马良"

在MindFinder系统做出之后，研究员们并没有满足于简单的手

绘线条识别。因为除了将线条作为搜索特征之外，色彩信息同样也

是重要的图像特征。于是，在MindFinder系统的基础之上，神笔马

良（Magic Brush）系统诞生了。神笔马良的故事人人皆知，事实上

这套系统就像是马良的笔一样，实现所画即所得，从海量的图像数

据中找到最贴近自己需求的图像。

神笔马良系统能够实时地在600万图像数据中进行检索，并实现

基于色彩变换的多种交互方式。譬如，用户想找蓝天背景下的埃菲

尔铁塔话，就可以在铁塔线条旁边画一些蓝色，如果需要的话还可

以在铁塔下方加上绿色以代表草坪。

三、儿童绘画的指路明灯

在这些草图搜索系统的基础上，研究员们又开发了许多新的应

用。Sketch2Cartoon就是其中的一例，该应用能够帮助用户特别是

儿童，仅仅基于线条来创作卡通图像，用户使用此应用时只需改变

已处理好的矢量图像的大小和颜色即可。不同卡通元素图像的组合

叠加，就能生成完整的图画。这样一套系统，不仅能够让小朋友很

快地突破绘画障碍，还能启发小朋友们的绘画灵感。

从区分草图到看懂草图

当系统已经能够通过草图线条去匹配搜索相似图像，那么系统

识别出图中的内容似乎也就水到渠成了。用户画出的花鸟虫鱼，计

算机是如何准确识别出来的呢？

2012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做出了一套让计算机能够实时看懂

手绘图像（Query-Adaptive Shape Topic Mining for Hand-Drawn 
Sketch Recognition）并识别出常见物体的系统。与普通图像识别不

同的是手绘图像千差万别，识别难度也大大增加。

学术界在图像识别上最常用的数据库拥有2万张图像，其中包

括250类的子数据库，子数据库通过众包的方式每类收集80张手绘图

像。而该草图识别系统为了实现任意画出线条就能产生实时对应的

识别结果，在互联网上抓取了几百万张卡通图像。卡通图像很显然

都是经过人类手绘而来，可以设想为非常理想的草图形式。这几百

万张卡通图像包括了基本的常见事物，从而也保证了该系统的准确

性和覆盖范围。

当然在图像识别方面我们并没有止步于此。近两年，微软亚

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在数据库上做了很多工作，例如通过大量的实

验——包括基于形状的，色彩的和线条的——来寻找哪种因素最能

影响草图识别的效果。最终研究员们把各层次的特征结合起来，不

断提高图像识别的准确性。

而随着深度学习的快速发展，研究人员也愈发认识到深度

学习对于图像识别方面的突破性作用。在BuildingiHierarchical 
Representations for Oracle Character and Sketch Recognition这篇

论文中，通过将之前的研究经验与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和复杂的

神经网络结合，才实现了在草图识别和甲骨文识别上超过人类准确

度的新突破，这也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好的实验表现。

计算机视觉与文化传承的邂逅

当提及为什么会在论文中选择甲骨文作为图像识别的研究对象

时，王长虎博士表示，甲骨文是唯一还活着的象形文字，可以理解

使用。从甲骨文到金文，到隶书，到现在的简化字，汉字的演变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诞生之初，甲骨文千差万别，就像让一群人画直

升飞机，得到的草图也是形态各异。但是历经时间的发展，差别较

大的甲骨文逐步被淘汰，最后留下的便是被时间验证过的线条，也

是理想的草图识别研究对象。

目前，国内甲骨文研究大部分都是凭借个人经验和知识积累去

比对分析，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极高。为了做好甲骨文的识别，研究

员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建立起一个拥有包括260类、2万甲骨文文字的数

据库。相信通过计算机视觉的方式，甲骨文识别技术不仅能让汉语

言学家们大大提升工作效率，也能拉近普通大众与神秘的甲骨文之

间的距离。而蕴含着微软亚洲研究院多年努力的甲骨文识别技术，

保持着微软一贯开放的心态，期待与相关机构和高校的合作，让现

代技术为传统文化带来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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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机器学习——让计算机学会吟诗作赋

格律诗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种，也叫近体诗，特指唐代之后的

古诗体。其根据篇章长度不同可分为四句的绝句和八句的律诗，按

照每句字数的不同又可分为五言诗和七言诗。格律诗的创作需在规

定字数内完成给定主题内容的描述，且包涵特定意境。不仅如此，

格律诗还讲究文字优美、押韵，对平仄、轻重音和用韵的使用也有

一定的限制，比如有时候奇-偶句子要讲究平仄对应。李白、杜甫、

李商隐、陆游等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重要

地位。如今依然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希望和他们一样用诗歌传达自己

的情感和抱负。但对于未经训练的人们来说，遣词造句以及韵律等

约束是创作格律诗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作为格律诗研究的第一步探索，微软亚洲研究院推出了全新

的绝句生成系统，为热爱诗词的人们带来了乐趣。自然语言计算组

的研究员们基于统计机器翻译的方法，利用计算机对格律诗进行辅

助创作。首先，创作者选择几个表达创作意图的关键词，然后系统

会对每一个关键词增加若干语义相关的扩展词，并通过句子韵律模

板生成候选的第一句，供创作者确认或者修改。然后，系统使用

一个基于短语的机器翻译模型，以前一句为输入，来生成下一句的

候选。与"微软对联"系统不同的是，在生成下一句候选时，中文格

律诗自动生成系统要考虑与前面一句，以及前面所有句子的语义连

贯性，以及平仄、韵律和对仗的约束。如此往复，直至四句全部完

成。

带你写出"原汁原味"的古体格律诗

先来看看网友用"微软绝句"写下的心情：

                  郊兴                                   秋夜馆雨

           拨槕茶川去，                      飞鸣一燕带秋回，

           入杯花海归。                      落语千花随夜微。

           随曲柳风至，                      手拓棂窗望萧瑟，

           逐人桃雨垂。                      闲宵静话喜还悲。

                             
是不是有点意境，仿佛古代的文人穿越至此留下的感悟？

目前中文格律诗自动生成系统已可以成功实现绝句的创作。网

友们在体验后纷纷表示，前沿科技原来也可以如此"文艺"。那么中文

格律诗自动生成系统是如何让诗歌的字词句富有古典气息的呢？

一般的格律诗创作过程可大致分为如下几步：

1.有清晰的描述主题，这些主题可以通过具体的主题词来表述。

如：写一首想念故乡的诗，可由"思乡"或"故乡"等确切的词汇表述。

2.根据主题词联想出更多与其语义相关的词汇，如：由"思乡"联
想到"慈母"和"家书"等。

3.在符合格律诗约束下，通过对这些词的合理组织，反复推敲创

作诗句。

4.参考上文与主题，一句句创作下句，循环往复直至完成全诗。

为了让创作者写出符合格律诗约束的诗篇，中文格律诗自动生

成系统依照传统创作过程将具体架构设计如下：

系统在统计机器翻译的基础上，引入主题模型作为用户所输入

的表征题目词汇的扩展，从而辅助首句的生成，并在交互方式下生

成每一个单句。在统计机器翻译模型中融入主题模型是为了加强所

生成诗句与创作者拟定题目的相关性。在基于统计机器翻译的格律

诗生成过程中，把格律诗中的上下句分别看作源语言句与目标语言

句，可自然地通过统计机器翻译模型实现下句的自动生成。

不仅如此，系统还引入了清代学者刘文蔚在《诗学含英》中所

总结归纳的古诗特性及约束，加入了《声韵启蒙》、《训蒙骈句》、

《笠翁对韵》三本训练对偶技巧和声韵格律的工具书中的主题类型，

如天文、时令、节序、地舆、楼馆、人伦、文学、游眺、饮食、器

用、花草、竹木、飞禽、走兽等。同时，系统还包含了主题词的二级

分类，对常见的古诗主题有了比较全面的覆盖。创作者可以在这些类

中选择主题，"写出"符合遣词造句、格律押韵并充满意境的古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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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突破

"计算机诗人"的创作过程

                                   饮中八仙歌

                                     唐 杜甫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在使用系统时，用户首先选择一些关键词，系统会根据这些确

定的关键词生成第一句（用户可以手动选择第一句，也可以自行输

入）；随后点击第二句的输入框，系统则会根据第一句自动生成第

二句；同理，第三句和第四句的生成也会考虑已生成前文的信息。

当四句诗生成结束后，用户则可以点击"写诗题"输入诗题和姓名，然

后，系统还会根据诗歌内容量身定制诗配画。最后完成保存，就可

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你的大作。你也可以像"诗仙"李白一样"斗酒

诗百篇"！

实现看似轻松的格律诗创作，其背后的技术却没有那么"轻松"。

首先，在格律诗创作中，主题可由多种多样的词汇来描述。为

了满足表达多样性的需求，系统根据创作者提交的主题词，利用主

题模型进行扩展得到更多的主题相关词。主题模型除了有助于词汇

扩展，还可帮助强化主题意境。

除此之外，我们进一步使用深度学习技术词向量模型对于主题

词进行扩展，例如当用户选择"怀古"主题时，深度学习模型可以给

出更多相关的主题词如"吊古"、"览古"、"凭吊"，"怀昔"等，对于传

统的主题模型是很好地增强。在借助上述主题模型得到基于主题词

的语义相关词集后，首句的自动生成便呼之欲出了。以该词集中的

词汇作为造句的基本元素，结合语言模型作为评价函数，搜索较优

的候选句。候选句的筛选机制在宽度优先搜索上加上了扩展宽度限

制，每次只从扩展节点中选择评分最优的若干个节点进行扩展。例

如，对于词集{清溪、石桥、潺潺、绕、过}，首先设置的扩展宽度为

1，生成候选词的个数也为1，假定诗句长度为5（五言绝句）。第一

次筛选时每个词均作为一个候选，假定首轮最优扩展节点为"清溪"、则

第二轮筛选时，枚举词集可得到"清溪-石桥"、"清溪-潺潺"、"清溪-
绕"、"清溪-过"四个扩展节点。再假定最优扩展节点为"清溪-潺潺"，
后进入第三轮筛选，根据诗句长度5的约束可得到两个扩展节点"清
溪-潺潺-绕"和"清溪-潺潺-过"。假定最优扩展节点为"清溪-潺潺-过"，
在判断其满足三个约束后，即可生成对应语句"清溪潺潺过"。

当首句生成之后，继而采用基于统计机器翻译的方法进行二、

三、四句的生成。统计机器翻译将翻译过程看作一个最优目标语

句的搜索过程，对于一个给定的上句，根据以往的翻译经验，生成

多种可能的译文。基于短语的统计机器翻译技术（Phrase-based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PBSMT）是目前一种主流的机器翻译

技术，它的优势在于短语翻译结果的选词准确。由于诗词的生成讲

经过不断的改进，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计算组的研究员

们提出的这一结合统计机器翻译模型与格律诗创作知识的独创性方

法，通过对大规模诗词数据进行自动学习，将格律诗中上下句变换

为统计机器翻译中的双语映射关系，实现了绝句的自动生成。

微软绝句为广大古典文化爱好者提供了帮助，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传承及宣扬也具有积极意义。而机器学习技术和中国格律诗创作

的结合，则是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崭新的尝试。虽然目前的系统尚

为稚嫩，但是我们仍然很高兴迈出了这历史性的第一步，并为未来

的长期研究奠定了基础。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计算组首席研究

员周明博士介绍道，"但是，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还有很多问题。其

中最重要的是全诗的意境的连贯性。这里我相信深度学习大有用武

之地。同时我们将继续改善用户体验。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准备逐

步扩展到律诗甚至词的生成"中文格律诗自动生成系统充满着挑战和

收获，我们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未来还会有更广阔的空间等待着

我们"更上一层楼"。

其中，Si和Sj分别代表Set-A和Set-B中的词汇，p(Si , Sj)表示Si和
Sj共同出现在诗歌中的概率，p(Si)表示Si出现在诗歌中的概率。这样

一来，互信息可较好地估计上下文使用词汇意境的一致性。

求对仗，不涉及远距离语序调整问题，且上下句之间的对应关系往

往建立于短语级别上，因此诗词的生成非常适合采用基于短语的机

器翻译算法来解决。而将格律诗中的上下两句分别看作源语言与目

标语言，便可以利用已生成的上句自动生成下一句。

在统计机器翻译中，特征函数的选择也不能忽略，因为这直

接决定了模型能否生成正确的翻译结果。一般来讲，基于短语的统

计机器翻译系统采用了如下的特征函数：正向短语翻译概率、反向

短语翻译概率、正向短语词汇化翻译概率、反向短语词汇化翻译概

率、使用短语个数和目标语言模型。

除此之外，中文格律诗自动生成系统还加入了概括上下文词汇

使用意境一致性的的特征：互信息特征。

互信息特征的加入，可用于度量诗句间的意境关联。用Set-A表

示即将生成的诗句中包含的词集合，用Set-B表示之前所有诗句包含

的词集合，互信息计算方式如下：

"体验微软绝句"

扫一扫即可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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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激光、多点触控显示器和搜索引擎，

它们有哪些共同之处呢？ 其实这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技术全部都

来源于基础科学研究。

 是基础科学研究创造了知识，并促进了我们对于世界的基本理

解。是基础科学研究让今天的技术成为了可能，并将引领未来的技

术突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它对我们公司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都很重要的原因。

 在微软，我们通过微软研究院下设的研究院和实验室为基础

科学研究提供支持，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建设一个强大企业乃至一

个强大经济体的关键所在。对于全球数十亿依赖微软产品和服务

来维系生活和生产的用户而言，一个强大的微软至关重要。微软允

许我们的眼光突破局限，去寻求可以改善全人类生存的"下一个奇

迹"。

到目前为止，微软对研究近25年来的大量投入不断地给微软、

我们的行业和全球经济给予回报。

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在几乎每一个微软的产品和服务中你都

可以找到微软研究院技术的身影。1000多名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为确保

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更可靠、更高效、更安全做出了不懈努力。

这就是微软为何如此重视基础研究的原因

不少深受用户喜爱的功能都是直接由我们的研究人员发明的。我们

的研究人员围绕高精尖的科学技术，为公司提供了深刻而广泛的专

业知识。

微软研究院还是公司的人才吸铁石。开放而着眼长远的研究环

境，吸引了学术界最好的人才和最聪明的头脑。我们开放性的理念

鼓励研究人员在同行评阅的场合发表论文，并自由地与学术界开展

合作。这使得微软研究院在由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所组成的生态

系统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同时，我们也知道提供一个稳定的研究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这可以让我们的研究人员在工作中更加具有冒险精神，勇于探

索。对长期研究的支持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自由地追求那些更具雄心

的研究计划，而这些计划往往需要更多的耐心、毅力与超越90天财

务报告周期的远见。这种环境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追求由好奇心所驱

动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成功常常也依赖于一定的机会和运气。

我们在语音、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投入推动了

Skype Translator和Cortana的开发。而对于生物计算和量子计算的投

入更是我们对计算未来放手一搏的典型实例。

微软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资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公司的自身利

益；我相信因为许多相同的原因基础研究对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也

是至关重要的。

基础科学研究是建立并维持经济繁荣、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

的关键所在。同时，它对于培养出色的人才队伍也十分关键。毕竟

是人才产生想法，并引领技术创新。在学校老师和学生身上的投入

意味着未来强大人才梯队的保证。

以美国为例，去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发布了一份报告，名为

《恢复基础：研究性工作对于保护美国梦的重要作用》（Restoring 
the Foundation： The Vital Role of Research in Preserving the 
American Dream）。它认为，某种程度上，"虽然应用研究和开发的

重要性不容否认，但开创性的发现仍然最有可能来自于基础研究。"

为了支持《恢复基础》，美国工业界，学术界、科学界和工程

界的领导人最近签署了《创新势在必行》倡议，倡议要求美国国会

延长联邦对科学发现的投入，重申择优的同行评审流程，提高学生

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课程上的成绩。微软CEO萨

蒂亚·纳德拉也是签署《创新势在必行》文件的企业领导人之一。对

我来说，这意味着微软理解并认同基础科学研究对于公司乃至一个

国家的价值。

这也坚定了我们继续投入基础科学研究的决心。

作者：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周以真博士

周以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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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SIGGRAPH ASIA 2015

由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foffComputingfMachinery，简

称ACM）SIGGRAPH举办的SIGGRAPH和SIGGRAPHfASIA大会，

堪称世界上影响最广、规模最大、最权威的，集科学、艺术、商

业于一身的图形学和交互技术盛会。从1974年开始，SIGGRAPH每

年都会举办一次年会。2008年，SIGGRAPH会议来到亚洲，也就是

SIGGRAPHfASIA大会。在这两个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会被收录到ACM 
TransactionsfonfGraphics（TOG）上，各个商业性公司也会在这个

会议上展示最为先进的图形学技术，艺术家们也会将自己精心制作

的电影短片拿来一博眼球。

 今年的SIGGRAPHfASIA大会于11月2日至6日在日本神户举行。

神户是日本最重要的港湾都市之一，也是一座宜居都市。神户的秋

天气温适宜，凉凉的空气好像被水洗过一样，呼吸起来清爽、滋

润。会议地点设在神户国际会展中心，会展中心坐落在神户的一

个小岛上，安静平和。上万名图形学和交互技术方面科学家、艺术

家、工程师、商业人士等等，从世界四面八方涌来，为这个小岛增

添了不少热闹的气氛，会展中心附近的宾馆、饭店的员工好像一下

子也愉快地忙碌了起来，来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与会的客人。我

有幸参加了今年的SIGGRPAHfASIA会议。会议之外，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某天早上，在我和师兄前往会展中心的路上，大约有二十来个

在修剪路边花草的工人看到我们之后，接连鞠躬向我们这些参会人

员大声问好。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我们顿时有点不知所措，连忙笑

着向他们挥手致意。由此足以见得这个大会在当地人心中也有着非

常大的影响力。

 对于图形学领域的学术研究者而言，能够在SIGGRAPH或者

其中一篇论文是关于人脸动画。人脸无疑是人类最感兴趣的

研究对象之一，在图形学领域，对于人类面部动画的研究也堪称一

大热点。利用面部动画技术，我们就可以控制计算机中虚拟角色，

使其自然、逼真地通过面部运动来表达喜怒哀乐等不同感情。高质

量、实时的面部动画相关技术在电影、游戏、虚拟现实等领域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

 面部动画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是面部动画的捕捉，其目标是

在计算机中生成与演员表情一致的三维人脸动画。传统的面部动画

捕捉系统主要是利用视觉信息对面部表情进行表情重建。当演员

面部发生遮挡或者演员转头动作过于剧烈的情况下，由于信息缺

失，仅仅利用摄像头获取的人脸视频很难准确地获取演员的面部表

情。然而人类的语音内容与嘴部运动，甚至与人的表情，都有着紧

密的内在联系，同时在遮挡和转头等情况下，语音不会受到任何影

响。所以利用演员在表演会进行说话这一信息，我们可以进行更为

鲁棒和逼真的表情重建。今年微软亚洲研究院与清华合作完成的论

文"Video-Audio Driven Real-Time Facial Animation"，巧妙地将视觉

SIGGRAPHfASIA上发表论文，就意味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

际同行的最大肯定。今年微软亚洲研究院网络图形组（ Internet 
GraphicsfGroup，简称IG组）与清华大学合作，共有两篇论文被

SIGGRAPHfAISA 接收。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生 王鹏帅



MSRA Blog 研究院博客 37

我们的另一篇论文"Rol l ingfGuidancefNormalfFi l terAfor 
GeometricfProcessing"是关于三维模型的编辑的，这也是我在微

软亚洲研究院实习期间的第一篇第一作者的论文。为什么要对三维

模型进行编辑呢？我想你肯定对下面一系列动作习以为常：拿起手

机拍照，然后通过美图软件对照片进行处理。其实对于三维模型而

言，也大致如此。随着Kinect等三维获取设备的普及，现在我们可以

很轻易地重建出来一个物体的三维模型，接下来就需要对三维模型

进行编辑。

 对于三维模型而言，其表面通常有丰富的小尺度的几何纹理，

比如鱼表面的鱼鳞、纪念碑表面的浮雕等等。正是这些几何纹理使

得三维模型看起来生动形象。对这些几何纹理进行编辑处理，无疑

是改变模型几何外观的重要方式。在编辑这些小尺度的几何纹理的

同时，我们不希望编辑操作影响到其他大尺度的几何结构。然而传

统的模型处理算法要么是针对模型表面进行噪音设计（主要用于模

型去噪），要么不能很好地将小尺度的几何纹理和大尺度的几何结

构区分对待。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算法，用户指定

待编辑的几何纹理的尺度，我们可以对这一几何纹理进行增强，去

除，或者使得凸起（凹陷）的几何纹理凹陷（凸起）。在整个编辑

的过程中其他大尺度的几何结构保持不变。经过预处理之后，我们

的算法能达到线性复杂度。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具有百万个顶点的模

型，我们的算法基本能够在交互时间内将结果反馈给用户。另外，

这一算法在模型分割、模型的四边形化中也有重要的应用。

与其他国际会议不同，SIGGRAPH系列会议并不只是单纯的学

术会议，而是一个学术界、工业界、艺术界的盛会，因此除了技术

文章之外，现场还有很多动画和新兴技术的展览。在动画展览上，

会议展示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使用电脑动画和计算机图形学特效精

心制作的电影短片。它们有的有着令人称奇的独特创意，有的生成

了逼真震撼的视觉效果，有的展现了动画技术与电影特效技术的无

限可能。看了这些展览，在为作者的创造能力与艺术造诣惊叹的同

时，我们也体会到了图形学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作用，极大地激发

了我们的科研兴趣。

工业界的人士也在会场展示了新兴技术，比如最先进的增强现

实技术，三维投影技术等等。我们从一个展台走到另一个展台，被

一个个的独特思路和精密的系统所惊呆。这些展览者在技术的潮流

中进行大胆的探索，把各种技术应用在不同的情景下，提出了一个

个巧妙的方案，解决了一个个有意思的问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SIGGRAPHfASIA的社交酒会。这是西方社会

里比较流行的一个方式，参加宴会的人们有食物和酒饮，但是没有

固定的桌子。大家端着酒杯走来走去，和不同的人们进行交谈，从

而达到社交的目的。通过这个酒会，我们认识了一些各友校富有科

研热情的同学，也见到了很多曾经只在一些论文中见到名字的行业

领袖和大牛们，与他们的交谈让我们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技术改变生活，而图形学恰恰将学术和艺术进行了完美结

合，SIGGRAPHfASIA会议为最先进的图形学技术提供了展示的平

台，辛勤而且充满创造力的图形学工作者在SIGGRAPHfASIA上相

聚，定会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创造更多的美好。

关于作者 我 叫 王 鹏 帅 ， 是 微 软 研

究院的一名实习生，本科毕业

于清华大学，目前微软和清华

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我在微软

的博士生导师郭百宁博士是我

们领域内世界级的专家。导师

们和我们一起读论文、一起讨

论、甚至一起熬夜，润物细无

声，我也在不知不觉中从导师

身上学到了许多。在微软和其

他实习生在一起，就像生活在

一个大家庭里一样，大家一起

开心一起进步。

信息和声音信息结合起来，提高面部表情捕捉系统的鲁棒性和保真

度。这篇论文构建了不依赖特定用户的语音、视觉信息和表情信息

的关系数据库，第一次成功地联合运用两种信息进行实时的面部捕

捉，对遮挡等情况足够鲁棒，得到了比现有技术更准确的结果。我

的师兄刘一龙是这一论文的第一作者，我们同是微软和清华大学联

合培养的博士生。他们在SIGGRAPHfASIA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还

在会场对这一系统进行了现场演示。不同于实验室，虽然会场的声

音嘈杂，光照条件也不理想，但这一系统的表现依然非常完美，演

示结果博得了在场专家们的啧啧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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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8日，第十
七届"二十一世纪的计算"大会
在北京召开，在大会上，我们
与包括两位图灵奖获得者在内
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大师们一
起，共同解读人工智能背后的
故事，探索未来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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