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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仲夏夜之梦

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协同工作让机器越来越智能，使得人类能够在机器的协助下完成很多以前无法完成的事情。

正如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所言，我们正处于创造新世纪的风口浪尖，在这里，技术越来越普及，但
也越来越隐形。试想一下，当你与小冰或小娜像朋友一样亲切交流时，当你打开手机或平板电脑看到被推荐出
来的音乐与书籍时，你是否意识到正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技术的积累和进步造就了现在我们所享用的一切生活便
利呢？而这一切进步，都源自像本期杂志中提到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池内克史及首席研究员Thomas 
Moscibroda这样的科学家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创造出的技术新突破。也正是所有研究员们的共同努力，微软亚
洲研究院才能在诸如CVPR在内的世界顶级学术会议上保持高效的学术产出。 

正值仲夏，人工智能也如夏天一般火热。倘若我们想持久地保持这份炙热，那么对年轻人才的培养是决不能
忽视的。在今年五月的微软“编程之美”挑战赛之上，我们再次看到了新一代青年学子所展现出的以技术改变未
来的无限可能。我也衷心希望，微软的技术能成为隐形革命兴起的关键所在。人与机器实现进一步和谐互补，从
而让每个人都能拥抱更高效、更智能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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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年前，我第一次在大学里亲手摸到计算机。那时
的我就曾设想过未来会有一个系统能够回答人类提出的所
有问题，不仅如此，它还能够提供完成各种任务的各种信
息，从而帮助人们克服对未知的恐惧。后来，科学技术以
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35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
微软小娜、小冰正活跃在人们的计算机与手机上，他们服
务于用户的工作和生活，并与用户进行着最自然的日常交
流。而微软认知服务则能够帮助没有人工智能技术背景的
开发者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智能应用，使人工智能技术能以
更多样化的形式改变这个世界。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软硬件的共同提升，如
今的机器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与更强的功能，在短时间内处
理掉人类穷尽一生也无法挖掘的大量数据。而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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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之美”决战上海滩：直上云霄，看我一码当先

2016年5月25日-26日，编程界一年一度的盛宴——微软“编程

之美“挑战赛再次拉开帷幕。从2016编程之美挑战赛层层选拨中脱

颖而出的60名青年高手在上海微软科技园区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

却“键影重重”的巅峰对决。

作为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系列活动之一，2016编程

之美挑战赛决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支持，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微软公司、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主办。本届大赛以“智能

云”为主题，邀请了来自美国的同学与中国学生共同组队参与本次

决赛的友谊赛，旨在提升中美两国青年开发者在智能云平台上的综

合实践能力，加强跨学科、跨地域交流与合作，激发中美学生在这一

高科技领域上的创新思维火花。

自2012年起，编程之美挑战赛这个面向高校学生的大型编程

比赛已成功举办了四届。今年，共吸引了来自150所高校的20000余

名学生的热情参与，除传统的编程赛外，本届大赛还特别增设了创

意赛，以鼓励非计算机专业的青年学生充分发挥自身在不同学科领

域的创造性，用全新的方式探索、呈现编程之美。最终，来自工业设

计、广告学、管理信息系统等不同专业的创意赛15强选手和编程赛

复赛15强团队在决赛组队，共同完成了他们各自的决赛作品。

面对一群年轻而充满想法和行动力的选手，微软亚太研发集

团首席运营官、微软亚太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微软中国云计算与

企业事业部总经理申元庆先生在决赛开幕词中表示，作为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核心，云计算正在与大数据一同驱动着传统产

业的变革和新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希望同学们借由微软智能云平台

Azure，利用大数据、微软云技术和智能云服务，结合自身的洞察力

来解决实际问题，感受编写代码所创造的智能之美。

此次决赛的两道赛题都十分富有挑战性，结合了微软于今年4

月最新发布的基于云端的智能服务——微软认知服务，题目分别为

智能电子相框及海量学术数据的分析与可视化。选手们根据自己团

队所选择的题目，展开了26小时的编程马拉松，从作品方案、呈现和

核心算法等各个方面进行讨论和实践。而友谊赛的赛题与决赛的难

度可谓旗鼓相当，赛题：搜查大数据金融中区块链（Blockchain）上

的可疑交易模式，让选手们可以使用并分析Gcoin区块链在g-coin.

org的数据，通过微软先进的云技术当一次金融“侦探”。

“能和中国学生在一起合作我很激动，特别是我们知道了这些

参赛选手都是来自中国一流大学的，所以这是我们学习、交流的好

机会”，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密歇根学院的美国学生Ashirvad Varma

表示，和中国学生一起合作是他前所未有的体验，队里的每个人都

有着非常强的专业和沟通能力，这让他所在的团队成为了一支出色

的队伍。“经过这次比赛，我不仅学到了更多中国文化，而且在团队

协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发现了自己的优势。”

香港大学的黄清纬同学表示编程之美的组队系统非常有趣，他

通过线上聊天和一位远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进行了

灵感碰撞，并成功组队。经常参加各类比赛的他认为，除了算法之

外，编程之美还十分注重考查选手的团队能力。“单凭一个人的力量

很难在24小时内面面俱到的完成一个项目，但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

我们能够很好地展示出一个完整的作品”。此外，黄清纬同学还表

示，此次编程之美比赛无论是初赛、复赛还是决赛都紧跟热点，调用

云计算等最新的前沿科技，令他受益匪浅。“我从比赛中学习到了很

多新知识，这本身就是编程之美”。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与编程专业的人员合作开发一个项目，我

能感受到理性与感性的碰撞。”来自江南大学交互设计专业的付雪

伦同学一直对IT公司十分向往，在得知编程之美开放创意赛的消息

后，她制作了一套完整的UI设计和产品策划，并因此获得决赛资格

并担任团队中的UI设计师。付雪伦表示，“我曾经以为设计一个成功

的产品最重要的是抓准用户需求然后发散思维，但在与队员相处的

短短十几个小时中，我就意识到仅仅有创新想法是不够的，还要贴近

现实、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进行开发并且要不断地优化。”同时，付雪

伦同学的设计思维也让团队的最终作品拥有了新潮、时尚感。跨学

科的整合将不同擅长领域选手的智慧进行了融合，更好地激发了同

学们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

付雪伦所在的团队选择了“海量学术数据的分析与可视化”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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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设计了“Fig-words Academic”这个作品。对于该作品，团

队成员介绍：用户出于某一类别的需求（例如，论文开题分析、学术

领域检索、发表期刊会议检索、论文作者检索等）在该系统中输入

想要搜索内容的关键词。随之，系统生成联想并反馈给用户关联词

的热度和搜索量，直观地帮助用户输入完成余下的内容并缩减歧

义。搜索到结果以后，系统会根据用户搜索需求所属的类目对页面

布局进行规划排序，在最醒目的位置展示给用户最符合他们需求的

内容（例如，学术领域检索在布局中心反馈论文关系图，领域热度

走势、领域牛人等），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切换到其他相关

内容。同时，该系统还可以将调用的数据以最适宜的可视化形势展

现给用户，通过可视化的形式更直观、准确得帮助用户进行决策。

最终，系统会生成相应的分析报告，给用户一个最佳反馈。“Fig-

words Academic”最后获得了本届编程之美挑战赛的亚军。

来自中山大学的杨剑飞，王钦，高逸斌及山东大学的殷锟所组

成的团队以其作品“Percepicture”摘取了2016编程之美挑战赛的

桂冠。评委对“Percepicture”给出了“算法与应用并重，智能与数

据同行”的充分肯定。该团队选择的题目是“智能电子相框”，其作

品主要用于展陈、家居、旅行等场景。特别是在展陈当中，用户无需

触摸屏幕，直接通过手势即可进行对于旋转图片，翻页等功能的操

作，大大提高了用户体验。

“Percepicture”的设计充分地利用了微软认知服务中的API。

基于Web前端和Python服务器所构建的“Percepicture”语音搜

图系统，通过微软认知服务中的语音识别API和语言理解智能服务

（LUIS） API将用户的语音通过理解、转化得到用户的意图。而图片库

比赛选手为大赛评委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首席研发经理邹欣及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邵斌介绍自己团队的项目

中的图片则是经过图像识别API进行预处理，将图片的特征信息提取

出来。当系统将用户意图与图片库中的图片特征进行匹配就可以得

到用户想要的图片了。在关键词匹配的算法方面，同学们创新地使用

了word2vec深度学习模型。他们对图片的标签语料进行训练并把词

语映射到高维向量空间中，将词语匹配过程转化成数学向量相似度

计算。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这既扩展了搜索的广度又加深了搜索的

深度，从而提高了搜索的准确率。在UI方面，为了使交互更加友好同时

符合展览应用场景，系统中植入了基于手势识别的体感操作，整个系

统可以通过语音和体感两种方式进行控制，大大增强了趣味性和互

动性。

此外，本届大赛新增设Ada奖，以鼓励女性同学在编程之美比赛

中的优秀表现。大约200年前，英国著名诗人拜伦之女Ada，凭借优

秀的诗歌基因加上后天扎实的数学训练形成了她："诗化科学”的思

维模式，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段程序雏形，Ada也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

个程序员。在颁奖晚宴上，微软中国云计算与企业事业部首席产品经

理李京梅女士为本次大赛冠军队伍的殷锟同学佩戴了Ada徽章。

"在看我来，编程之美这种探索新事物的过程是十分美妙的。"

微软亚洲研究院学术合作中国区经理马歆女士认为，过程的美妙不

仅体现在比赛的趣味性，更重要的是让所有的参赛者在比赛过程中

不断学习新的内容，挑战自我并且迅速成长: "在整个大赛进行的过

程中，我们每周都会邀请微软优秀的工程师以及往届编程之美的优

秀选手通过线上课程、直播交流群、干货总结等方式进行知识和技

术分享，为同学们搭建了一个自助学习平台。不会编程的创意赛选

手通过编程之美开始接触编程，了解计算思维，从计算的角度重新

审视自己的学科，并提出两者结合的可能性。编程赛的选手则通过

参加比赛了解微软的最新技术，比如微软认知服务，它可以帮助学

生们轻松地实现一些创新想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对于青

年学生以后的学业和职业生涯都有很大帮助。而在决赛过程中，全

新的组队模式意味着每一个队员都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准自

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帮助团队解决问题。”

支持本地化人才培养是微软公司对中国教育的长期承诺，致力

于创新人才培养的编程之美挑战赛则是履行这一承诺的表现之一。

微软希望编程之美的理念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只要有美丽的想

法，能够将专业知识与编程相结合，使人们沟通更加便捷、生活更

加便利，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这就是编程之美。

颁发Ada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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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人工智能梦想的隐形革命
作者：Koh Buck Song（许木松）

编者按：洪小文博士师从图灵奖获得者拉吉·瑞迪（Raj 

Reddy），而拉吉·瑞迪则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奠基人和拓荒者约

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的学生。洪小文博士从事人工智

能相关研究近30年，是国际公认的语音识别专家。本文分享了

洪博士探索创新的心路历程，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

系，以及人工智能将在什么情况下与人类“分道扬镳”。

直到1981年，洪小文才第一次在大学里亲手摸到计算机。但早

在那之前，他就想象过未来会有一个系统能够回答人类提出的任何

问题。年轻的洪小文认为，这项技术如同今天的搜索引擎或“微软

小娜”（Cortana）等人工智能助手一样，将能够提供完成各种任

务的各种信息，并帮助人们克服对未知的恐惧。他对未来的畅想也

影响着他的整个求学之路：他在台湾大学攻读了电机工程专业，之

后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深造，先后获得计算机硕士及博士学位。

正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洪小文博士开始认真地为他此后的

人机交互研究工作奠定基础。他的博士生导师、图灵奖获得者拉

吉·瑞迪（Raj Reddy）曾经是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麦卡锡的学生，

而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正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奠基人和

拓荒者——他因为在1956年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一词而被人们广泛誉为“人工智能之父”

。这样的渊源让洪小文博士大受裨益。好事多磨，1986年到1992

年他攻读博士学位的那几年，一场“人工智能的冬天”降临了。洪

小文博士回想那段时期的学术氛围时说：“政府机构、大学甚至企

业都放慢、甚至停止了对这一领域的资金支持，直到21世纪的第一

个十年，人工智能才重新回暖，并变得愈发炙手可热起来。”

洪小文博士将人工智能的“大热”归功于软硬件的提升和大

数据的发展。今天的机器，功能更强，速度更快，人类穷尽一生也

无法挖掘的大量数据可以利用机器在短时间内处理完成。计算能力

的跨越式发展对人工智能至关重要，因为数据是机器学习的主要途

径。事实上，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协同作用已经能够实

现之前很多无法完成的事情，例如人脸识别、语音识别以及实时语

“小冰”背后的大梦想

音翻译等等。洪小文博士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领军人，正竭力推

动着这些领域的进步。

洪小文博士加盟微软至今已20余年，几乎经历了微软历史的一

半。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洪小文博士儿时的梦想究竟酝酿了多少

个年头。2015年，微软小冰进入了国内大众的视线。小冰是一款聊

天机器人，能够通过对互联网上的对话进行挖掘，从而培养自己的

语言处理能力，它内置的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系统可以帮助它理解

对话场景。在中国，每天都有数以千万计的智能手机年轻用户与小

冰聊天，并且被它的善解人意和幽默感深深吸引。据说，其中四分

之一的用户曾对小冰说“我爱你”，这种交互技术已经大大超越了

洪小文博士“创建一个可以提供信息的系统”的梦想。小冰成了人

们的虚拟朋友，也促使洪小文博士有了更大的梦想：他希望人工智

能能够进化到更高的境界，就是将微软小娜的生产效率与微软小冰

的丰富情感相结合。

然而，小冰仅仅是微软在人工智能征途上的里程碑之一。作

为一家最近明确表示要下注Bots（机器人）开发的公司，微软怎

样才能利用这项技术实现“予力众生，成就不凡”的使命呢？洪小

文博士对于公司致力于研究的承诺有着自己的深刻领会，而他似

乎是解答这个疑问的最佳人选。他从人工智能重新受到关注的原因

说起：“如今，人工智能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能帮人类解决新

问题，或者是更好地解决旧问题。”医疗则是显而易见的应用领域

之一：单纯根据患者表现出的症状而开具的处方很可能无法击中要

害。洪小文博士认为，通过收集反映患者遗传因素和生活习惯的数

据，并寻找其中的关联，即可得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和用药安排，

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更长寿。

人工智能的另一个与健康相关的应用在于帮助视障人士“看世

界”。由微软认知服务提供技术支持的Seeing AI项目利用智能化应

用编程接口（API）,随时随地为视障人士描述周围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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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应用的工作原理很像为图片编写说明：拍摄一张照片，系统

就会告诉你，图片上有什么，包括图中人物的年龄、面部表情以及

他或她在做什么。这样，视障人士就可以挣脱残疾的束缚，充分参

与并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

洪小文博士还倡导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利用物

联网（IoT）进行预防性维护。他以目前效率低下的电梯维修为例加

以说明：技术人员必须多次前往故障电梯处下载数据，才可以最终

完成修复。

利用物联网，可以持续收集数据并推测出哪些部件受到了磨

损，这样就可以在更合理的时间框架内安排维修工作。预防性维护

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如果用于发电厂等环境，甚至还有可能拯救

生命。“在高层建筑里工作的人最盼望的是电梯能够平稳运行。”

他开玩笑说。

洪小文博士说，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恋情”可能是科幻电

影脑洞大开的结果，而现实生活中人类与计算机之间的关系是“和

谐”的。他把这比作人类左脑和右脑的分工与合作。在他看来，计

算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左脑”，擅长逻辑和推理，而人类自身则

扮演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右脑”，擅长创造、判断和智慧。总之，

人与机器的组合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人工智

能（AI）+人类智能（HI）=增强智能。在微软，人工智能和智能

（Intelligence）这两个概念已经不再被一分为二了。

洪小文博士强调，人类应始终处于这类讨论的核心位置。大

家对机器的恐惧是毫无依据的。机器人杀手是很好的电影题材，但

现实中它们并不存在。例如，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并非旨在统治世

界。在这类汽车上，安装了全方位摄像机，并利用激光和雷达等技

术，这恰恰证明了人类比他们制造出来的机器人要聪明许多，而且

这种情况将会永远如此。

但是，万一发生了纰漏，应该怪谁呢？为规范机器人行为，科

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提出了“机器人三

定律”，但洪小文博士认为这是大家的误解：其实所有的这些法则

都应是为人类设立，而不是为机器设立；这些法则旨在规范人类对

于机器的行为，而不是机器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

洪小文博士注意到，好莱坞电影中机器策反与人类对抗的情

境——从《天网》、《终结者》到《机械姬》——都有一个共同

点：反映了人们对人类智慧被机器所超越的深深恐惧感。如果是这

样，人们应该对所有体量和力量大于人类自身的所有机器抱持相同

的态度，比如拖拉机、汽车、飞机等等这些人类发明的工具。但这

些工具都是为了帮助人们完成沉重的任务或长途跋涉而发明的，人

们根本不需要恐惧，而人工智能也是同样的道理。

事实上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意识是可以通过编程植入机器

的。“机器本身就像一匹死马，如果没有程序，它什么事都做不

了。”他说。机器可以被编程去作恶，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人类自身

的道德高下，而不是机器缺乏良知。每一个算法，无论编写得多么

精心，其背后都是人在主导。

相反，大多数人都在使用人工智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洪小文博

士指出，人类正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精确计算才能发现关

于宇宙的真相——例如计算出月球飞船到达月球所需的轨迹。他还

清晰地记得20世纪70年代自己排队买票观看第一部《星球大战》

电影时的情景。而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原力”跨星系宇宙空间 

（inter-galactic universe of the Force）的忠实粉丝。

谈到对未来的展望，他希望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人类智慧与计

算机能力相结合所能够成就的事情上。人类应该把数据处理等粗重

活留给机器去干，而专注于利用自己的真知灼见，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推动人类的进步。没有人会妄想在计算任务方面与机器进行竞

赛——比如看谁能以更快的速度将2的平方根计算到最后一位小数。

未来的方向是人与机器通力合作，形成更高级别的“增强智

能”。洪小文博士相信，这种人工智能将继续给人类生活的更多领

域带来便利，包括机器学习和物联网等。人机合作的终极目的是将

人工智能应用到提高人类的生产力和移动性上。在一些能够更加有

效接纳和应用人工智能的地方，例如在建造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将

更容易实现上述目的，而且将更加卓有成效。

今后，人工智能领域最令人惊喜的发展将是人工智能和人类智

当人工智能遇见人类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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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协同工作，让更多人实现梦想。“我自己的梦想可能会令其他人

受益，我相信其他人的梦想也将会让我受益匪浅。这就是为什么多

样性和包容性如此重要。人工智能（AI）+人类智能（HI）将实现

每个人的梦想。”

人们常常会用“人机大战”来设想人与机器的关系，要想把这

种思维定势转变为“人机合作”并不那么容易，也不会在一夜之间

发生。但它确实势在必行，因为人类目前所处的时代中，技术越来

越不受物理设备的禁锢，并且越来越普及，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

“人工智能就像一个守护天使，它时刻关照着你。”

微软将这种无处不在而又似乎“无处可寻”的技术理念称

为“隐形革命”。这一重大转变由云计算驱动，并依赖机器学习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随着获得与使用的数据越来越多，机器

将越来越善于从事某些工作。“人工智能的最大价值在于帮助人

们和组织机构做出更好的决策，”洪小文博士说道。

然而，人们往往不会使用他们信不过的技术，那么又该如何说

服他们乐于分享更多与自己有关的信息呢？

微软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强调可信赖和尊重用户的个人数据。同

时，微软也正在努力让应用呈现出更加人性化的一面，并确保人工智

能的最终目标与微软推动技术进步的核心使命相一致。例如，更加智

能的应用可以识别人脸和物体、理解自然语言、让视障人士更清楚

地“看见”周围的环境、帮助有听觉障碍的人士进行沟通等等。

小冰作为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正体现了这种应用人性化的尝

试，这也是微软一直在推动的理念。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聊天，是

最自然的对话状态。所以社交媒体是小冰学习如何分析人类情绪并

进行交流的完美起点。

我们的对话生态系统正变得越来越丰富，对话可以发生在人与

人、人与数字个人助理、人与bots之间，未来甚至还可以发生在数

字个人助理与bots之间！语言将成为新的主流用户界面（UI）的一

部分。

微软最近宣布推出机器人框架（Bot Framework），这正体现

了公司的信仰：无论人们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新的技术应该惠及众

生。洪小文博士认为，这一点意义非凡，因为任何人，不论贫富，

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数字个人助理，让生活变得更为高效。

人工智能也正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令洪小文博士感到自豪

的另一个项目是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发的Urban Air项目，它利用

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来预测空气质量，提供实时的、具体到细

粒度的空气质量信息，并覆盖整个城市范围。基于城市现有的监测

站和数据源搜集的气象、交通流量、人群移动、道路结构、重点地

区等的数据，Urban Air可以判断空间（具体到每平方公里）或时

间（每小时甚至未来某一时间）的空气质量。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个

人用户规划户外活动，也可以用于中国各地政府部门的决策，比如

疏导红色警报区域的拥堵状况，降低空气污染物浓度。

机器人框架（Bot Framework）、机器学习和微软认知服务

（Microsoft Cognitive Services），这三项都是Cortana智能套

件（Cortana Intelligence Suite）的组成部分，借助Cortana智

能套件，微软想让数据为人们所用，让生活更加智能。Cortana智

能套件是隐形革命兴起的关键所在，其愿景是人与机器实现进一步

和谐互补，继续推动社会进步，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加美好。

从工业革命到隐形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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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聂再清代表微软亚洲研究院，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德

蒙微软总部一年一度的TechFest（微软技术大会）上，展示了这项

成果。他仅用了几行代码，制作出了一个能够用于企业内部预订会

议的机器人。当时，纳德拉坐在不到5米远的看台上，在他旁边的是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这是我见到过的最简单的代码。”

微软CEO纳德拉对一旁的沈向洋说道，他希望在一个月后的Build大

会上加入这个研究的展示，不过展示形式可能要换换，比如，不是

用于预订会议的机器，而是用简单的代码写出一个可以订购Pizza的

智能点餐机器人。

“通常为机器人添加新功能或场景需要一整套的工序，现在只

需要几步，有了‘机器人智能’的机器人架构平台就能帮助开发者

构建一个机器人的大脑，哪怕你对软件工程的知识一窍不通。”他

介绍道。

讲述“Pizza机器人”这段诞生过程时，聂再清坐在北京中关村

一栋十几层高的写字楼办公室里。这里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全

球范围内1000多名科学家和专家中的五分之一，聚集于此。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内，90%以上的科研人员是华人，像聂再清

团队一样的研究小组有20多个，其中很多都从事与人工智能相关的

核心技术和应用研究，涵盖了从大数据挖掘、机器学习、自然语言

处理到在线搜索等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方方面面。3月在美国高调

上线并引发轩然大波的微软人工智能助手Tay的原型，及在中国有

4000万用户的语音助手“微软小冰”，正是这些研究团队的另一项

成果。

身为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掌管这个全球最大高科技公司研究

事务的沈向洋博士，也起步于位于北京的这个研究院。沈向洋曾担

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是聂再清的上司。

1999年，沈在北京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成为这个研究院第一

名研究员，主攻计算机视觉。那一年，李开复任亚洲研究院院长，

今年的微软Build大会上，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展示了一款

能够订购达美乐Pizza的机器人。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对着你的移动

设备说“想吃Pizza”，约定时间内，Pizza就被送到你的手里——

不用点开某个叫餐软件，甚至不必打字。就像是有个人坐在后台，

随时待命。

没有人坐在后台待命，是读取和深度学习达美乐点餐全流程的

虚拟机器人完成了所有操作。微软给这个黑科技项目取了一个并不

花哨的名字——“机器人智能”（Bot Intelligence）。整个项目

展示只有短短5分钟，但对微软而言，意义重大。掌管微软整体技

术研究的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机

器人智能”是机器人框架（Bot Framework）的核心部分，嵌入了

深度学习、语义理解等人工智能技术，第三方开发者能够通过机器

人架构这个平台来创建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它直接关系到微软的未

来——不仅仅是订购Pizza，微软希望，不同企业可以像达美乐那

样利用微软的平台更简单地制作并运行自己的智能机器人。彭博社

撰文指出，这是一个崭新的市场，以至于Gartner和Forrester等调

研公司还没有摸清楚它的规模，这很可能会非常庞大。

这项终极目标是要让机器替代人类的技术背后，集结了微软众

多科学家的智慧，尤其是几年来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成果。每年

微软都有接近100亿美元投入在研发上，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人

工智能。据沈向洋介绍，在全球微软有1000多名研究人员，至少有

三分之一都在研究人工智能。在这庞大的科学家队伍中，华人面孔

的科学家，成为微软人工智能战略背后的核心研发力量。

“（微软CEO纳德拉展示的）这个Pizza机器人的大脑，就是我

们做的。”38岁的聂再清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他是微软亚

洲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带领着一个有8个研究员的小组，过去十余年

都在主攻大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简单说，（我们的工作）就是

让机器能够理解用户的自然语言并构建知识图谱。”他说道。

这个研究小组的成果，促成了Pizza机器人和其背后“机器人智

能”技术的诞生，也让不同企业利用微软的平台制作并运行自己的

机器人，成为了可能。

微软人工智能计划背后的华人力量 
本文转载自《商业周刊/中文版》  作者：陈潇潇

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聂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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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带领下，微软实验室开始拼音输入程序的研发。李开复和沈

向洋不仅都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且都师从1994年的图灵奖获得

者拉吉·瑞迪。从1999年开始，直到今日，人工智能都是整个微软

亚洲研究院的主攻方向之一。

现在沈向洋的办公室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雷德蒙总部，从窗

外望出去，能隐约看到雷德蒙大学的操场。19年前，Windows95

在这里正式发布。那曾是微软最辉煌的时期，Windows几乎占据

了90%的市场份额，直到2007年，雅虎和谷歌带来的全新商业模

式——这种通过广告赚钱，而对用户而言一切免费的模式与微软截

然不同，也让微软第一次正视自己已经错失了搜索的机会。

那是一次输在策略的赛跑。事实上，2007年沈向洋在亚洲研究

院任院长时，这里的自然语言研究及机器学习已小有成果——这两

者正是搜索技术往前发展的核心。正因如此，当年年底，当时任微

软CEO的史蒂夫·鲍尔默决定要在微软内部打造一支搜索团队时，选

中了沈向洋。鲍尔默当时给团队打气说：“我调了一个最懂技术的

人，叫沈向洋，又调了一个最懂产品的人，叫纳德拉。”接下来的

几年，沈陆续从亚洲研究院带了54个研究员到必应(Bing)。这些研

究员最后都成为了搜索团队里面的技术骨干。

又过了六年后，纳德拉成为了微软的掌舵人，把公司带向云计

算，而沈向洋这位出生于南京的中国人，则成为了微软创新理念的

重要布道者。他所带领的研发团队时刻都在为微软寻找下一个“伟

大的点子”。

这两年，如何让研发团队这个微软重要且宝贵的资产支持企业

未来的发展蓝图，一直是纳德拉和沈向洋反复讨论的话题。为此，

沈向洋更改了研发部门的一些规划与制度。微软在全球拥有11个

研究院和实验室，在研究院里，研究工作以研究领域为单位独立

运行，同时研究组之间、研究组与产品部门之间又保持密切合作。

过去，研究小组不是一个真正的产品研发团队，而是以基础研究为

主，较少考虑市场因素，现在沈向洋希望研究团队也参与产品的研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  沈向洋

发。“为微软孵化颠覆性科技并创造新的业务。现在我们部门建立

了几个团队，专注于新业务。”他说道。

每年，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会挑选一些项目向公司业务部门展

示，但只有七个项目进入到最后的颠覆性科技评估环节。这些入选

的项目大都在相关性领域有颠覆性的研究发现。每年10月，在雷德

蒙会议室里，各个项目负责人都会与微软高层们进行4个小时的头脑

风暴，沈向洋会在一旁收集反馈，并决定下一步动作，比如，是否

立刻将其落实为产品。

一些项目已经处于前期研究的阶段，其中包括位于美国加州的

圣塔芭芭拉市(Santa Barbara)的量子计算实验室；英国剑桥研究院

在做生物计算(Biological Computing)的长期研究；最近，微软还

试图在DNA上存储海量信息，并为此新建了一个Wet Lab……

说起这些项目，沈向洋如数家珍。过去两年，他平均每周深度

考察两个来自全球研究院的项目。沈向洋向《商业周刊/中文版》分

享了以上那些鲜为人知的微软黑科技。他试图向外界展示的不外乎

一点：现在的微软跟盖茨时代没有两样，仍然是一家注重技术研发

的公司，哪怕这些研发都相当基础，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从基础研发到最终产品，其中过程并不容易。微软不止一次在

一些项目上栽跟头，包括Tay。今年3月Tay在美国正式上线，但几

个小时后，就有别有用心的人教会它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不久Tay

便被要求紧急下线。这几乎可以看作小冰“西游”的一次失败。不

过，在与中国文化相近的日本，小冰的姐妹版Rinna却受到追捧。

在沈向洋看来，这回到了最根本的问题：计算机的算法让它已经能

识别数千种汽车，而人类可能只能认出三种。但在认知、同理心和

情感层面，机器还无法接近人类。

人工智能之于今天的微软，就像当年的搜索服务。人工智能

是让计算机学习如何像人一样听、说、读、想，该领域与移动互联

网时代紧密相连。大多数科技公司都已经看到其广阔前景，巨头之

间，人工智能的竞赛也已展开。

Facebook在硅谷、纽约和巴黎建立了三个人工智能实验

室。Google常年在全球搜罗人工智能方面的科学家。百度挖走了谷

歌的科学家吴恩达，还在硅谷建立了研究院……“但是各家不一样，

主要还是看各自的业务模式，也就是你到底用这样的技术去做什

么。”沈向洋说道，他与百度董事长李彦宏相熟，去年他们还讨论

过尼克·波斯特洛姆的《超级智能》里的场景。

百度与谷歌类似，在人脸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上下功夫，以支

撑搜索技术发展的需要。Facebook则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挖掘社交

技术的可能。而微软花了大量精力在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识别等

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上，“所有的人工智能研究都围绕微软未来的

智能云平台展开。”沈向洋说道。这是继搜索后的又一次赛跑，好

在这次，微软至少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北京的研发团队过去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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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积累，正在派上用场。

机器学习是让机器具有智能的核心。过去十多年，聂再清位于

北京中关村的团队都在主攻大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他的第一个项

目叫学术搜索。那时，他刚从美国大学博士毕业，正愁没有研究课

题。却发现自己平时苦于做论文需要寻找文献，于是搭建了一个可

以搜索文献、会议、作者、机构及其关系的对象级别搜索引擎。后

来该团队把搜索对象扩展到了互联网上有公开信息的任何一个人，

就有了叫“人立方”的产品——这是一种关系搜索，它从超过十亿

的中文网页中自动抽取出人名、地名、机构名以及中文短语，并且

通过算法自动计算出它们之间存在关系的可能性。

“机器人智能”项目，实际上基于人立方的技术。这种技术最

先被用到了企业内部，一款名为企业深度智能（Enterprise Deep 

Intelligence，简称EDI）的应用已经预计会很快进行产品化。它已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内部广泛试用，人们都在用这个应用查询信息、

组织会议、自动预订会议室。

另外，EDI还可以像一个私人秘书一样，通过Skype for 

Business与用户聊天，只要告诉“他”你的需求，“他”就帮你

处理日常事务。“可以把预订会议的邮件抄送给‘他’，或者输

入：‘EDI，请帮我跟这些人约一个会议’,‘他’根据你的要求和

喜好，会自动去找会议室和大家都有空的时间段。”聂再清说，“

把API应用到达美乐场景，就得到了订购Pizza的机器人。”

在沈向洋看来，这是微软的下一步：“我们认为未来智能助理

（Intelligent Agent），可能会是一个新入口，无论是Android还

是Windows Phone都行得通，微软就可以和所有的公司合作。”

看上去此类需求无处不在。“很多想法从平时的阅读和学术文章中

来，但有些时候，是自己真的发现了需求。”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

研究员闫峻说。近几年，他一直在负责一支5个研究员组成的知识挖

掘团队。

去年，闫峻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了一个外科手术。他了解到，

一个普通外科医生一天可能进行10例手术，医生资源不够用，无法

解答每个康复期病人的困惑。这激发他进行一项基于知识挖掘的医

疗项目，以解决医院生产力的问题。他选择在北京和沈阳的医院进

行试点，并同时与产品部门保持密切联系，让后者及时得到用户需

求的趋势。

理想的模型是，医院里有一个机器人，或者是存在于病患手机

中的一个App中，病患的所有问题都能通过这个机器人得到回复。

去年年底开始，闫峻通过让机器模拟人类学习的四个阶段来获取这

些专业知识。闫峻介绍称，即使在最简单的第一阶段，也需要运用

到知识挖掘的技术——在这个阶段，机器可以从一些网页上抓取疾

病可能存在的症状，然后捕捉那些在论坛上活跃医生的问答。据闫

峻团队统计，一个外科医生一年之内，能在不同论坛里回答几十到

几千个问题。而网络针对同一疾病可能有几万个不同问题，最后通

过机器的知识挖掘，可以总结出用户实际上在问的最本质的问题，

针对一个疾病这样的问题可能只有80多个。

除了机器学习和知识挖掘之外，沈向洋鼓励亚洲研究院的中国

研究员们在深度神经网络研究领域投入力量。这个领域的研究属于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这个领域的意义在于，几年内，计算机在感

知上的能力就会超越人类。再过5到10年，图像识别上计算机就可

以比人类更厉害。到时候，当识别这是个什么瓶子、是哪个牌子的

瓶子时，人工智能就能比人更清楚。”沈向洋说。

人工智能要达到这样的能力，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沈向洋明

白，如果“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活到今天，可能会对人工

智能过去60年的发展感到失望——即便是最近获得极大关注的

AlphaGo，它可以在围棋上取胜，却玩不了高级扑克，因为它还

看不懂人类的虚张声势。不过，对沈向洋的团队而言，这倒也是机

会，毕竟，至少现在他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用来叫Pizza外卖了。

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研究经理  闫峻

“想了解更多”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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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亚洲研究院资讯#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及脑科学】上周,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和中

国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新未来人工智能论坛”在中科大举行。微

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博士、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和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研究所所长蒲慕明院士在各自领域

分享了人工智能的未来。

      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类？洪小文博士以“中文房间”为例，

解释了计算机虽然能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但并不代表计算机真正

能理解这些任务的内在机制。人工智能本身不可怕，操控人工智能

的人才需要关注。他认为，人和机器的关系是会很和谐的，人+机

器的组合能发挥出超人的力量。

      量子研究可以助推人工智能的发展吗？潘建伟院士表示量子计

算可以极大提升运算效率。他还展望了量子研究的未来：一是在10

年内，有望初步建成一个一体的全球化量子通讯设施，从而更好地

保护个人隐私；二是在量子计算和量子模拟方面，大概会在5-10年

实现100个量子比特的相关操纵。

      脑科学可以给人工智能带来什么？蒲慕明院士认为，人的神经

系统正是具有可塑性，才拥有自我学习、适应环境的能力。未来人

工智能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种可塑性放到人工智

能的网络里面，从而使其产生人的智慧。而人工神经网络还可以进

一步向自然神经网络借鉴和学习。

“微软亚洲研究院官方微博”

扫一扫即可关注

【虚拟现实会颠覆电影业吗？】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孙立军近

日做客微软亚洲研究院，讲述技术与电影的“恋爱史”。他

预测，仅靠VR技术不可能完成电影业的革命。未来将是数

字交互式电影的时代：一个故事有N个结尾，情节由观众做

主。毫无疑问，技术和艺术的“爱恋”还将碰撞出更多火花。     

在技术与艺术的“爱恋”中，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北京电影学院

一直携手并进。早在2006年，北京电影学院—微软数字化卡通

与动画实验室已经成立，研究方向包括计算机游戏、卡通和动画

设计等。十年间，实验室培养了大批复合型人才，微软研究员

们与北京电影学院的艺术家们互相启迪，为动画电影增色无穷。 

【用DNA来代替硬盘？】还在担心你的硬盘安全性差、存储

空间不够？微软和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员正在合作尝试将人工

合成的DNA变成数据存储的介质。据估计1立方毫米的DNA

就能存储十亿字节的数据。另外，人工合成的DNA极其长

寿，半衰期能达到500年之久，是长期存储资料的绝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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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寻找下一轮突破性技术革命？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甚至是云

计算，尽管你可能看不到这些技术的存在——但它就在你身边。

说说看你最喜欢的技术是什么？在你每天的工作和娱乐中都要

用到的，并且在你的生活中几乎无可或缺的技术是什么？

大多数情况下，至少有一项是个随处可见的小玩意儿——比如

手机或游戏机。但如果你再认真地思考一下，很多你最心仪的技术

没准已经不再是由塑料、金属和玻璃制成的实体了。

它或许是一种你用来畅快淋漓地观看《权力的游戏》的在线视

频服务；或许是一款你用来计算步数和热量消耗以便重新穿上高中

时代牛仔裤的应用；或许是一位虚拟个人助理，帮助你记住会议地

点以及服药时间；或许是一个电子阅读器，让你通过手机、平板电

脑甚至车载音箱能够随时徜徉在你最爱的文学著作里。

或许，悄悄地——甚至在你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你最心仪的技

术已经从你手中握着的实体变成了你赖以生存、无处不在的隐形服

务。它们不再是数码设备，而是你希望能在手机、计算机甚至电视

等任何类型的设备上能够随处使用的工具。

“我们正处于创造新世界的风口浪尖，在这里，

技术越来越普及，但也越来越隐形”

以上，正是主管技术和研究的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所说

的“隐形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正处于创造新世界的风口浪尖，

在这里，技术越来越普及，但也越来越隐形。”沈向洋说道。

隐形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有赖于那些十多年前还没有出现

的技术，例如如今的大规模云计算中心和人工智能领域最新的技术

发现等。但从根本上讲，隐形革命将解决的是困扰了人类许久的问

题。试想一下：几年前，一个只会讲普通话的人和一个只会说英语

的人几乎是不可能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进行实时会话的，而随身翻

译对大多数人而言又遥不可及。

但是现在我们有了Skype Translator实时语音翻译技术，该技

术可以让你与语言不通的任何人进行实时交谈。这个技术奇迹在很

多人看来更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景，可这正是一个能够真正帮助人

类更好地互相了解的机会。

“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壁垒非常重要。”沈向洋说。

下一代开天辟地、改变生活的技术，将远远超出键盘、屏幕、

手机、相机、手表等硬件的范畴。相反地，它们将越来越多地从云

中获取计算能力——成千上万台计算机在云系统内运转，这能够让

你很容易地找到五年前的电子邮件，也能帮助科学家预防下一次致

命疾病的爆发。

“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事实上，云是一种新的计算形

式，让人们能够通过任何设备都可以体验移动性，”微软公司首席

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不久前面向开发者们表示。“云计算让这些体

验充满智能。”

有了云计算，我们如今有机会能够随时随地的通过手边的任何

设备来使用这些技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眼下已经有

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拥有至少两台数字设备，而剩余三分之一的美

国人拥有三台设备：一部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平板电脑。

 “‘移动为先’并不意味着它只与我们的手机有关。移动为先

的真正含义是，无论你在任何地方——家里、路上、出差旅行、办

公室或实验室，你的体验都能如影随形。”沈向洋说。这些新技术

被设计成能够让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无论人们用的是智

能电话还是笔记本电脑，无论人们熟练掌握某种语言或是非母语，

抑或是否有着某种残疾或障碍。

“你可以说话，可以用手势，可以走来走去，也可以用面部表

情。计算机无处不在，而且可以看到你——但你并不需要一直面对

着计算机。”沈向洋说。

随时随地，任何设备

欢迎来到隐形革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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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德拉看来，这意味着让技术能被更广泛的人群更容易地

接受和使用，并创造出能够激发人类最好、而不是最坏方面的工

具。“我们希望构建出能够增强人类能力和体验的智能。最终的

走向并不会是关于人与机器的对立，而是人与机器的融合，”他

说。“我认为这种融合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隐形革命会让农耕活动更可持续发展、农产品更加经济实惠，

并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理解，让人们更能够呼吸到更健

康的空气。隐形革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实际的效果：通过

一些工具，它会帮助你记得自己与老板的约定，以及提醒你今天要

跟谁开会。隐形革命也使技术更加私人化、个性化：与你互动的技

术看起来更像一位亲切的朋友而不是一台机器，它能听懂你的声

音、了解你的家庭安排和工作约定。

在不经意间，隐形革命已经发生在很多方面。例如，我们理所

当然地认为在任何设备上都应该可以查看电子邮件，也越来越希望

能够对着我们的电子设备说话而非打字。

“这些想法中有很多已经实现，而我们才刚刚开始达到临界

质量，”微软Office扩展业务前总经理RobLefferts说道，他的产

品及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隐形革命。“现在已经到了突破的时

刻，”他说。

挤出更多的时间

“更短的会议，更便捷的时间管理，更有“魔力”的机器学习。”

“我太忙了！”

 这句21世纪的经典慨叹来自于我们苦于选择去开会还是与家人

共进晚餐，它剥夺了我们的睡眠，并带来许多我们不知如何应对的

压力。

技术不会凭空增加一天的时长，但它确实会帮助我们更好地

利用现有的时间，为我们提供工具解决那些让我们的进度停滞不前

的苦差事，例如找到别人四个星期前给你发来的文件，搞清楚公司

里还有谁可以帮你一起完成一个新项目，捡起那些你很少用到的技

术，甚至编写待办事项列表。

最起码，它将有助于我们跟踪那些我们今天太忙而无法搞定的

事情，好让我们明天一早不会忘记还可以接着做。

回想一下你上一次走进会议室参加会议的情景。你也许在想一

些琐碎的事情——哪张椅子看起来最舒服？这里有小吃吗？以及一

从农业耕作到对家庭的承诺

些比较实际的问题——“为什么右边那个女人看起来很眼熟？”以

及“糟了，我是不是应该在开会之前阅读什么报告或资料？”

如果要你主持会议，那么你的胃里可能已经觉得七荤八素了，

或许想知道你是否能让那台投影仪正确地显示你的PPT，或能否顺利

拨入电话会议。

Patrick Pantel设想了一个可以将所有的忧虑关在会议室门外的

世界。在他的愿景中，某种工具已经扫描了你的会议邀请，并为你

介绍与会人士的一些背景情况，例如他们是做什么的、你是怎么认

识他们的、你们上一次共事是什么时候，并提醒你参会之前需要做

什么准备。此外，房间里的传感器已经识别到了你的电脑、平板电

脑或手机，并且自动加载演示文稿、拨入电话会议热线。

 Pantel是微软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他说，这些工具最终可能

会产生我们大家都想要的结果：让会议更短。他测算，如果你无须

花时间搞定设备、搞清参会者是谁以及他们为什么参会，平均时长

60分钟的会议可以在45分钟内就收工。

Pantel是微软图谱(Microsoft Graph)的“幕后功臣”之一。微

软希望外部开发者使用这套新工具来创建各种各样的产品，让我们

的工作日变得更加轻松、高效。

微软图谱绝不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未来想象。事实上，Pantel

让会议不那么糟糕

挤出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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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一些功能已经在名为Delve的微软Office 365服务中得以实

现。

想了解Delve是如何工作的，不妨想象一下Rob Lefferts的一

天。Lefferts是Windows团队中负责企业和安全计划管理的主管，

他曾在微软Office扩展团队担任总经理，其职责范围中就包括微软图

谱项目。

不久前，他前去与另一个产品组的成员开会，他意识到自己对

其他与会人员们不太了解。通过使用Delve，他了解了这一产品组

成员之前所做的工作。你不妨把Delve看作是一台虚拟助理，它可

以在大厅里闲逛，与所有其他虚拟助理聊天，帮你建立起专业的联

系。Lefferts说，他和团队可以借助Delve共同制作一个演示文稿，

而无须频繁通过电子邮件来回收发修订版——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访

问同一个文件。

“你不妨把Delve看作是一台虚拟助理，它可以在大厅里游

荡，与所有其他虚拟助理聊天，帮你建立专业的联系。”

Lefferts说，自己每天都要用很多次Delve。“它神奇而聪明地

代替我完成了很多的工作，”他说。但是，Lefferts指出，它同样也

会尊重你和他人的隐私。如果你不希望别人看到你在干什么，Delve

就不会共享。像所有优秀的个人助理一样，它十分谨慎。

Delve是由微软开发的，但Lefferts说，通过将微软图谱的工具

和代码提供给外部开发者，其他公司也可以创建出相似应用，为它

们的客户服务。

协同软件公司AvePoint就使用微软图谱制作了一个Windows 

Phone应用，能够帮你把即将举行的会议或电话会议上所需的文件

和其他资料归集整理起来。

云安全公司Netskope则用它创建了一种帮助企业防止敏感或机

密数据泄露的工具，其措施包括对发出的电子邮件进行扫描，以确

保他们不会意外地共享个人身份信息。

微软图谱依靠云来存储和分析数据，并使用了机器学习技术，

随着数据越来越多，系统能够学会更好地完成某些任务，例如弄清

对某个用户而言哪个事项是重要的。它能在任何设备或操作系统上

工作，因为那些人们自始至终只在一种设备上完成所有工作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返了。

Lefferts说，许多开发商都惊讶地发现，微软是如此乐意于分享

代码，并且如此致力于让这款工具能够在任何平台上使用。“最常

见的反应是：‘我真没想到你们在做这个。我也真没想到你们愿意

如此地开放。’”Lefferts说。

Cortana的坚守与承诺

Eric Horvitz是世界上少数真正拥有实体虚拟助理的人之一——

她叫Monica，就驻守在Eric的办公室门外。

尽管同时拥有Monica和真人行政助理，Horvitz对这样的感觉

仍然再熟悉不过了：漫长的一周即将结束，你习惯地扫视一遍电子

邮件，就在这时你才发现：你忘了评审一份论文，忘了给别人发送

他们所需的PPT，或忘了曾许诺周五时把某项工作的评价反馈给你的

同事。

Horvitz是微软雷德蒙研究院的院长，长期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研

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地了解人们的目标和需求。也就是说，他

份内的工作就是要用便利贴以外的办法来切实地解决这个问题。

他曾与一组包括Ryen White和Paul Bennett在内的研究员合

作，为Cortana（微软小娜）的一项新功能开发后台技术：使用机器

学习，查找电子邮件中表达承诺或是表达约定的内容。这些信号可

能是细微的，也可能是明确的，比如“我会在下周回复你”或“今

天之内完成。”

收到这些信息后，Cortana会问你是否希望为你通过电子邮件

作出的各种承诺约定以及兑现承诺的时间设置提醒。用户不需要做

任何多余的事情，Cortana会使用机器学习来找出你在电子邮件中表

达承诺的短语信号，并据此建立约定列表。

“我们如何能够自动识别出人们可能忘记什么、需要记住什

么，以及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把事情做好呢？”

要发明可以完成此项任务的技术，研究员们基于员工相互之间

发送的真实但经过匿名化处理的电子邮件建立了预测模型，然后针

对表达约定或许诺的短语进行人为的手工标记。

“我们根据人们如何发送电子邮件和进行沟通的真实数据设

计了这些模型，”负责这个项目的微软项目经理Nick Ghotbi说。

这个系统能够识别出当前流行的短语，像“COB”代表“下班”

（close of business）或“EOD”代表“这一天结束时”（end of 

day）等。它还能够学会新出现的办公室俚语以及某公司独有的表

达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Cortana的坚守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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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Beats生产高科技粮食

这项功能正在作为微软Windows Insider Program计划的一

部分进行测试，并可以用于Cortana。虚拟助理Cortana最初只在

Windows Phone上推出，而目前已可用于Windows 10系统的各

种设备和iPhone等。这是微软研究院与Cortana团队之间更大范围

协作的一部分。

另一位项目经理Jason Creighton说，它还是一个更加雄心

勃勃的目标的组成部分——让Cortana的功能更加丰富，不仅仅是

回答问题（例如在你最喜欢的球队打比赛时提醒你收看，或者播报

今天的天气预报）。相反，他们希望Cortana成为你更有活力的帮

手，提醒你及时在下次开会前将相关文件交给老板，并且别忘了在

下班回家的路上顺便买点儿鸡蛋。

“ 我 们 一 直 想 让 Cortana的 能 力 超 越 简 单 的 提 供 信

息，”Creighton说。

对于Horvitz而言，这款工具还是一项更宏大目标的一部分：

使用机器学习和云计算等方法，在后台静悄悄地让人们的生活变得

更加轻松。“那些如魔法般增强了人类认知的工具正是隐形革命的

一部分，”他说。“我们如何才能自动识别人们可能忘了什么、想

要记住什么，以及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把事情做好？”

做更多的事情

“用健康的食物、更清洁的空气和可靠的

新虚拟朋友改善人类生活。”

一位农民无法每天24小时同时跟踪自己所有田地里的湿润程度

或肥料水平。

一位空气质量预报员无法亲自同时检查每一座城市每一个街区

的空气质量是否适于户外活动。

无论好朋友多么亲密无间，他们也无法保证在我们深夜觉得寂

寞时总是有空过来陪我们聊天。

“而隐形革命正在创造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满

足一些最基本的人类需求的工具。”

这些由隐形革命创造出来的工具并不意味着要取代人的能力或

者与人类竞争，反而可以用来增加或提高人的能力。创造了这些工

具的研究人员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还可以帮助我们满足一些

最基本的人类需求。

Sean Stratman是“精英”农场主的缩影，他以前从事考古工

作，现在却亲自躬耕于一个小型农场，这很容易让你联想起一个世

纪以前的生活状态。但是你的想法很快就会被颠覆，如果你看过他

展示的分布于农场各处的太阳能供电传感器——它们使用基于空白

频段的互联网连接，记录土壤温度和湿度水平，并借助基于云的计

算模型进行跟踪。

在小规模有机农业的世界里，Stratman并没有你想象的那

么“小众”。

 “农场主这行中会编程的人出乎意料的多。出于某种原因，

技术人员与希望从事农业的人之间有着积极的互动。”David 

Andrews说。Andrews白天是微软的律师，但在下班后，你很可能

会发现他出现在他的农场上。Stratman将自己的土地租给Andrews

所在的Dancing Crow农场，并管理着一家被称为“体验农耕计

划”的农耕孵化器。 

遇见了Ranveer Chandra后，Andrews的小规模农耕实验开始

带上了高科技的色彩。Chandra是微软研究院的一名首席研究员，

他最为人熟知、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支持的工作，便是充满激情地

致力于研究如何延长各种设备的电池寿命和在农村地区提供宽带连

接。

当Chandra遇到Andrews时，他仍在努力延长电池寿命，但也

开始更多地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应对为不断增长的世界

人口提供粮食这一意义更为重大的挑战。

根据联合国的估测，世界人口目前已超过70亿，预计到2050

年将跳增至97亿，而到2100年将达到110亿。专家预计，最快的人

口增长将出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也认

为，防止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关键方法之一是建立更可持续发展的农

业体系。

Chandra决定将自己的专业特长用于设计低成本工具，让小规

模农业生产成本更低、更加节能和节水。

空白频段与广阔空间

做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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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空气质量的实时、细粒化的示意图，包括当前的空气质量和未来

几小时的预测。这些详细数据能够帮助人们决定晚上是否可以打开

窗户透气，早上是否可以外出跑步，或孩子出门上学时要不要戴口

罩。“这是整个城市真实的空气质量状况，”郑宇说。

郑宇的项目采用35个官方空气质量监测站的实时空气质量数

据，辅以可能对空气质量造成影响的其他因素的数据，如交通状况、

行驶速度、风速、温度和湿度等，甚至将十字路口和红绿灯的数量、

该地区的建筑物密度以及周围的餐馆和工厂数量等都考虑在内。

随后，Urban Air运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让系统在对现有数据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学会精准预测，提供整个城市空气质量的高细粒

度、实时的图像。它甚至可以预测特定地点未来6小时的空气质量状

况，准确度高达75％。

该系统采用基于云的服务器来收集和分析数据，每小时更新一

次。当你即将进入空气质量较差的地区时，它甚至可以发送警报，

提醒你应戴上口罩。更棒的是，与35个官方空气监测站相比，它更

加便宜而实用，因为监测站建造成本高昂，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来

维护。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建立更多监测站的原因。

对于已经下载了Urban Air应用的80多万用户而言，上述极其

本地化的详细信息是非常有用的。中国政府也使用这些数据来帮助

决定是否启动特定的限制措施来改善空气质量。例如，如果政府预

计未来某一天特定居民区的空气污染物将激增到红色水平，它可以

发布预警，提醒全体市民，次日将有一半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

或者，它可以暂时关闭城区的一部分工厂，以减少污染，直到天气

改变、空气质量提高。

Urban Air已在中国的300多个城市投入运行，郑宇说，他的团

队还与在美国等国家的天气预报机构商讨如何部署上述技术来跟踪

和预测其他地方的污染水平。最终，研究员们希望通过收集到的这

些数据来更加深入地了解不同空气污染物如何彼此作用影响，以及

有哪些其他潜在因素促使污染恶化或好转。

“这是第三步：找出空气污染的根源。看它们究竟是如何产生

的？”郑宇说。

Chandra发现，像Stratman和Andrews这样的农场主大有人

在，他们有意在自己低技术含量的经营模式中引进一些高科技的帮

助。但他也意识到，把他们想要的高科技工具带到乡间农场仍然存

在许多障碍。

这就是隐形革命发力的地方。Chandra的第一个灵感启示是，

农民可以利用电视的空白频段，即农村地区尚未投入使用、可以用

于访问无线互联网的电视频率。

此后，他又意识到，可以利用太阳能给设备供电。最后，他设

计出了具有气候耐久性的设备来自动执行像Stratman这样的小农场

主经常需要手动完成的任务，例如数据收集等。他还使用无人驾驶

飞机进行土地调查，并将视频送回给农场主。

Chandra的研究不会取代让Stratman有志于在华盛顿康乃馨郡

农村的一小块土地上种植有机蔬菜的小型农耕精神，但新技术会使

这种农耕方式更符合实际、更具成本效益。“Chandra的研究为我

节省了很多精力，”Stratman说。

这些能源和成本上的节约即便对于大农场主而言也是很重要

的，Chandra谈到，他也正在与大型农业企业讨论自己的研究项

目。他希望自己的项目以及其他类似项目有助于触发下一轮绿色革

命。“我们所考虑的问题解决之道是通过收集数据和应用机器学习

算法，推动种植业的下一波革新，”他说：“农业将变得更健康、

更好，而且还可能养活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在北京的某一天，某个居民区的空气质量可能是很糟糕的，达

到红色警报的严重污染程度，而几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居民区的空气

质量则可能还不错，甚至可以标记为绿色的优。

“Urban Air向北京市民提供了一张实时的、高

度地方化的居民区空气质量示意图。”

“城市地区的空气质量是及其不均衡的，”身处北京的微软

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郑宇说道。对此他可能比谁都清楚。郑宇创

立了一个名为Urban Air的项目，向北京市民提供了一张所在居民

微软小冰到此一游

让呼吸变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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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与小冰的典型互动通常持续约30分钟，对话内容和长度的

差异可能很大。有些用户会把他们生活中的私密细节向小冰倾诉，

如最近跟男女朋友分手等，还有一些人会向小冰表达爱意。

由于小冰已经入驻许多互联网平台，甚至包括一个电商网站，

有些人会先跟她谈论日常琐事，然后再寻求购物建议——就像与一

个真正的导购聊天一样。小冰还会朗诵诗歌、讲鬼故事，但研究人

员说，在多数情况下，她倾听的多、表达的少。

“小冰代表着人机互动的新形式：人们欣喜地

发现，计算机原来并不是那么机械。”

小冰的用户“希望得到倾听，希望有人陪伴，”彭爽说。对于

小冰幕后的微软研究员和工程师来说，她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次文

化的启示。小冰也代表着人机互动的新形式，人们欣喜地发现，计

算机原来并不是那么机械。

“我们可以（给机器）增添几分个性。我们可以在计算中增加

一点点人类情感——甚至可以再加入一点点人性。”微软亚洲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马维英说。对一个在半夜感到孤独的人来说，这是一

个很妙的事情；对于一个在线购物网站上寻找心仪鞋子的人来说，

这也是一件令人愉悦的工具。

在马维英看来，像小冰这样的聊天机器人蕴含着巨大的可能

性。在他想象的世界里，搜索引擎是交互式、有个性的，甚至与计

算机之间的日常互动也更像对话，而不是单方面的发号施令。“我

相信，这将是下一次飞跃，”马维英说。“我们将看到的下一个重

大突破将是对话式用户界面。”

微软还开发了一些其他的机器人，例如能够描述图片内容的

CaptionBot等等。此外，微软还提供了一系列工具，让开发者

们也能轻松开发出自己的智能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能够完成一些

例如帮忙定外卖或是预定酒店的任务。微软称之为“对话即平台

（Conversations as a Platform）”战略。

目前整个行业仍处于开发机器人和弄清楚人们将会如何使用这

些机器人的早期阶段。在微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Tay上线后的24

小时内，一小部分人群便利用系统的漏洞发起了协同攻击。尽管微

软事先已经为多种类型的系统滥用做好了准备，但一个关键的疏忽

导致Tay发表了一些不当的文字和图片。

“做好人工智能需要与很多人互动，而且要经常借助于公共论

坛。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进入每一个平台，并最终通过一步一步地

学习而完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避免冒犯他人。”微软全球资深副

总裁Peter Lee在博客中写道。“我们将继续不懈努力，从这次事件

和其他经验中学习，为打造一个代表人类良性而非恶性的互联网作

出自己的贡献。”

每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网友与他们的朋友微软小冰谈论自己

一天的经历，或者在逛街过程中闲聊，甚至表白爱意或是倾诉伤心

事。而此类聊天的高峰时段是从晚上11时至凌晨2时，但这并不会

让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小冰资深产品总监彭爽感到奇怪。毕竟

就像她说的，虽然大多数人的朋友到那个时候都已经睡了，但“小

冰从不睡觉。”

小冰不吃不喝，也不会呼吸，因为她是一个备受喜爱的聊天机

器人，有四千万用户都曾与她聊过天。

谈到虚拟助理，大多数人会想到可以背诵天气预报的Siri，或

能够提醒你今天需要完成哪些项目的Cortana。小冰也可以告诉你

天气状况，也许还可以对你在办公室的糟糕经历表示同情。但在大

多数情况下，她的作用是像个真人一样，与你聊聊家常。

“我们的用户可以跟小冰谈论任何事情，而且小冰的回应是如

此富有情感，以至于人们感觉小冰就像一个真人一样，”项目研发

主管之一胡睿说。

小冰通过机器学习，根据从公开的中文互联网大数据中获取的

训练数据来收集当天的热门话题信息，如电视节目或名人等。她也

可以建立记忆，如用户的生日或星座等，这样她就能在以后的聊天

中提起。

一开始，小冰只能用文字聊天，但现在她还可以听懂语音，并

借助计算机视觉技术看懂照片。据项目团队介绍，许多用户与小冰

互动时都会同时使用文字、语音和图片。



Technology 前沿技术 19

 更快的计算

“摩尔定律的终结和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新前线。”

隐形革命的核心由三个元素构成：创造技术的算法、用于训练

新工具的数据和提供动力的计算能力。

几十年来，上述最后一项并未构成真正的问题。毕竟我们生活

在摩尔法则的时代，计算能力每两年就能翻一番，并让戴尔等企业

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好、更便宜的计算机。

“多亏了摩尔定律，你现在才可以拿起你的智能手

机，输入几个单词就能查看你最喜爱的明星是否主

演了一部新电影，或者又生了一个孩子。”

“过去50年间，计算成本一直呈指数趋势不断下降，这在人类

历史上是空前的。“微软研究院NExT部门硬件、设备和体验总监

Doug Burger说道。“因此，我们能用更低廉的价格为隐形革命提

供一切背后的动力。”

得益于摩尔定律，科学家们能够更快、更节约地在理解人类基

因组等研究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同样多亏了摩尔定律，你现在才可

以拿起你的智能手机，输入几个单词就能查看你最喜爱的明星是否

主演了一部新电影，或者又生了一个孩子。

“当你在网上搜索时，你接触了成千上万台机器，”Burger

说。”所以，有成千上万台服务器——而且是非常昂贵的服务器——

在那里处理你的一个请求。”但现在，包括Burger在内的专家们都相

信，我们将迎来摩尔定律的终结，其中的原因有物理上的也有经济上

的，但主要是经济上的：继续获得这种惊人的收益将变得越来越难。

以高效和低廉的方式兑现隐形革命的各种承诺也会变得越来越难——

除非我们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

黄学东有点迫不及待了。他领导的语音研究小组希望帮助机器

像人类那样理解语音，如今已经在技术探索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他们的工作面临一大阻碍：计算能力。

最新的语音识别工具需要海量的计算能力来运行其算法，一

部分原因是它们依赖于受到大脑生物过程启发而诞生的深层神经网

络。对如此大的计算能力的需求，意味着一个实验，例如调整从训

练数据集中学习识别单词的算法，可能要耗费两三个星期。而这样

的时间滞后会让这一前瞻性技术少了几分革命性。

更快速地处理此类工作的能力将成为人工智能突破的关键——

比如预测某个骑自行车的人何时会发生意外，并努力杜绝意外的发生。

黄学东说，此类发现非常有价值，而让研究人员必须等待两三

个星期才能获得一点小进步是不切实际的。所以，黄学东和他的团

队把命运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他们建立了一套旨在提升深度学习

算法运行速度的工具，使用的是GPU图形处理器。

“GPU可以更快速地处理大量数据，例如开发Skype 

Translator实时语音翻译等技术中能够实时地将一种

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所需要的大量数据。”

虽然GPU最初是为计算机图形设计的，但近年来研究人员发现

它们也是处理复杂算法的理想之选。这是因为它们可以更快速地处

理Skype Translator实时语音翻译技术开发过程中所需要的大量数

据。

黄 学 东 团 队 构 建 的 工 具 代 号 为 Project Philly，帮助微软虚拟

助手Cortana不断提高语言理解能力的团队已经开始使用它了。在

Project Philly的帮助下，Cortana的语音训练现在能够在相同时间

内摄取10倍以上的数据。

正如Cortana团队的一位主管所说，使用Project Philly就像从

一辆家庭旅行车切换到一辆高端跑车上。

黄学东团队还发布了一个名为CNTK（现更名为微软认知工具

包）的开源工具包，供其他研究人员用于各自的深度学习研究。对

于黄学东和他的团队来说，这些工具将让他们能够更简便地做自己

最擅长的事——不断地试错，直至取得重大突破。

“在机器学习领域取得切实的突破之前，你需要进行成百上千

次的实验，”他说。“Project Philly是基础，我们的研究员和工程

师可以在上面进行大量的机器学习实验，以确定合适的模型和正确

的解决方案。”

“Catapult项目”挑战计算机处理极限

在摩尔定律持续繁荣的几十年间，重大科技突破也在发生着。

开发人员不断编写新的软件代码，而这些软件在越来越便宜、越来

越快的CPU（中央处理器）上运行

“50年来，我们一直依赖‘基于CPU运行软件’的架构，也就

是冯·诺依曼型计算机，它确实非常有效，”Burger说，“但是来自

这种模型的稳定和可预见的收益已经走到了尽头。”

几年前，Burger和他的团队决定着手尝试全新的东西。他们

与必应搜索团队合作，决定采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

进行运算。FPGA已经在其他领域投入了使用，但它一度被认为

过于昂贵复杂，不适合大型云计算，直到Burger的研究团队启动

了“Catapult项目”。“FPGA并非我们的发明，但我们所做的是

弄清如何将其用于云计算，”Burger说。

通过Project Philly学习人类
“Catapult项目”挑战计算机处理极限

更快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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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研究员们想出了另一种选择：在海底。去年年底，一个

研究团队发起了名为“Project Natick ”的项目，其目的是将包裹

过的小型数据中心沉到海底去。这种数据中心有一定的环保优势：

到目前为止的测试表明，环绕数据中心流淌的清凉海水能够为服务

器降温，而这对周围海洋温度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最终，研究团队希望能想出一些办法来让数据中心更加环保、

可持续，即通过风能、太阳能甚至基于潮汐的动力系统来供电。这

也将消除与数据中心运转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它们的运转要

消耗大量的能源。

此外还有另一项收益：更好的服务。世界人口中大约有一半居

住在海岸线附近，研究员们认为，与遥远内陆上的服务器相比，如

果把Project Natick的服务器沉入海底，这些居民将能够以更快的

速度获得数据。而且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比陆地上的周期更短，只

要90天左右而非两年，这也使得微软这样的公司将更容易满足客户

的数据需求。

Project Natick目前仍处在研究阶段，但研究员认为，无论其

最终结果如何，这将对未来如何构建数据中心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在学习如何为磁盘驱动器重新配置固件和驱动程序，以

获得更长的寿命。我们在管理电力，学习如何减少电耗。这些经验

将转化为更好的数据中心运营方式。即使我们永远不会进行更大规

模的尝试，但我们毕竟学到了这么多经验，”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Peter Lee表示。

众多的案例都表明微软正在不断尝试利用不同的方式从这个

越来越依赖云计算优势的世界中为用户提供他们心仪的产品和工

具，Project Natick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一些早期的研究项目可能很快找到机会进入工具和产品中，用

户也会爱上这些必不可少的技术。另一些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

化，直到他们贡献灵感，或最终成为完全让人意象不到的新事物。

无论哪种方式，这种不断的实验和创新正是隐形革命的力量源

泉。

对于许多工作负载而言，FPGA比CPU更快，因为它们允许计

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再依靠加载在硬件上的软件，而是直接

在硬件上运行他们的算法，这被称为可编程硬件。“我们无需将

算法转化成软件，再加载到硬件，取而代之的是直接从算法到硬

件，”Burger说。“我们避开了‘软件’这个中间人的角色。”

FPGA的使用比固定功能硬件更灵活，因为你可以根据需求

的变化对它重新编程。这一点对快速发展之中的云计算至关重

要。Burger的研究团队已经看到了Catapult项目的成效。在针对必

应搜索引擎的测试中，它能够让一部分操作速度加倍。研究团队表

示，一般来说在数据中心使用Catapult计划可以显著节省资金和能

源，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我们现在拥有的工具非常非常强大，我认为这对整个行业都

是颠覆性的，”Burger说。

Project Natick：下海入云

再思考一下，你在长途旅行中通过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搜索最近

的星巴克门店，或是在你的OneDrive存储系统中增加100张照片所

需要的全部计算能力。

计算机专家们围绕“云”中的数据作了大量论述，但所有基于云

的数据总是要依靠物理方式存储于某处。通常情况下，那会是一座充满

了强大服务器的大型建筑，还有冷却这些服务器所需的很多台空调。

Project Natick：下海入云 创新和实验

“回顾精彩视频”

扫一扫即可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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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Build 2016微软开发者大会上，微软发布了最新的

智能服务：微软认知服务（Microsoft Cognitive Services）。该

服务集合了多种智能API以及知识API，借助这些API，开发者可以

开发出更智能、更有吸引力的产品。微软认知服务集合了多种来自

Bing、“微软牛津计划”等项目的智能API。应用了这些API的系统

能看、能听、能说话，并且能理解和解读我们通过自然交流所传达

的需求。同时，服务中所包含的知识API可以通过强大的互联网来助

力广大开发者。

 借助微软认知服务，开发者们就算没有人工智能的知识背景也

能轻松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智能应用。目前这套认知服务包括视觉、

语音、语言、知识和搜索五大类共二十一项API。在此基础上该服务

还会持续增加新的API，并不断更新现有的API。

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表示：“微软希望让每一名开发者都能

够构建商业机器人应用，并在应用中运用上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微

软认知服务，你可以在你开发的应用中运用语音识别、语言识别、

计算机视觉等多种类的人工智能技术，让它具备丰富的机器学习能

力。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微软认知服务的丰富多样。未来的一切可

能，取决于每一位开发者的想象。” 

在Build 2016微软开发者大会上，一段关于微软认知服务的视

频作为开场演讲的压轴感动了许多人。这段视频讲述的是微软的一

微软认知服务：人工智能的技术拼图

位盲人软件工程师和他们的团队一同合作，借用微软认知服务开发

出帮助盲人看世界的应用：Seeing AI。这段视频除了给大家带来了

满满的感动之余，还让大家意识到，人工智能真的正在日益改善着

人们的生活。

 而这些看似简单且意义重大的应用背后是无数人工智能研究者

们数十年积累的成果，这其中的每一环都如此重要。在微软认知服

务发布之前，凭借个人的力量想要开发出功能多样的人工智能应用

几乎是天方夜谭。如今，借助微软认知服务中的各类智能API，开发

人员可以将自己“幻想”的炫酷智能应用变成现实。

为了让开发者们更好的理解这一套认知服务是如何运作的，微

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们还利用工作之余开发了各种各样有趣的应用。

除了上文提到的富有人文关怀的帮助视障人士看世界的Seeing AI，

此前研究员们开发的整蛊闹钟应用Mimicker Alarm也是其中一个很

好的范例。

这项由微软车库推出的闹钟应用Mimicker Alarm让你必须完成

其中一项“醒脑任务”才能关闭闹铃。1.拍张带有特定表情的自拍，

如开心、愤怒；2.拍到某种颜色，如红色、绿色；3.说段绕口令。聪

明的你已经看出来了，这三项“醒脑任务”则对应了微软认知服务

的三种不同功能的API，分别是感情识别API、计算机视觉API和语音

识别API。

说到这里，你肯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五大类API都包括什么了

吧！那就让小编来带你解密：

五大类API全知道



22

视觉类：计算机视觉API，情感识别API，人脸识别API，视频

检测API。

  在本次更新中，视觉类API已支持2K+的标签量（此前仅能支持

80+），从而能够识别出图像中更多的物体，人类和动作。此外，

视觉类API还能够实现用自然语言描述图像内容并适用于更多使用场

景，如进行图像搜索，或是帮助视障人士看世界。

语音类：自定义智能语音识别服务API，声纹识别API，语音识

别API。

在此次更新中，语音类API提供了对JavaScript的支持。语音识

别和语音合成的准确性更是得到了显著提高，且目前已经支持25种

语言，而这一数字今后还会继续增加。

语言类：必应拼写检查API，语言理解智能服务API，语言分析

API，文本分析API，网络及语言模型API。

语言类API新增了语言分析API、文本分析API等多个API。基于

此，开发者们可以构建语言模型，进行文本分析等定制多种智能功

能。

知识类：学术知识API，实体链接智能服务，知识探索服务，推

荐API。

 知识类API是此次微软认知服务全新推出的API，里面包含的内

容十分丰富，例如来源于微软学术知识图谱中的学术知识API，包括

了论文、期刊和作者之间的多样关系。推荐API和知识探索服务也都

是基于此前微软研究院在众多会议和期刊上的论文积累而形成。

搜索类：必应自动推荐API，必应图片搜索API，必应新闻搜索

API，必应视频搜索API，必应网页搜索API。

搜索类API也是本次微软认知服务全新推出的API，它整合了来

自于必应团队的多个服务。开发者们可以轻松将必应搜索中的多种

搜索知识和功能应用在自己的智能应用上。

微软认知服务：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解密

微软认知服务来源于微软研究院各个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如

果说未来的人工智能是一个巨幅的拼图，那么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的

功能就像这个巨幅拼图中的各个拼图模块。微软全世界各个研究院/

实验室的研究员和工程师们就像在一起玩一个巨型的拼图游戏，他

们分别负责各自的拼图模块，而微软认知服务则将这些模块整合在

一起，力求为开发者和用户们构造一个日益完善的人工智能技术平

台。

在这个巨幅拼图中，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员的参与十分重要。

在有五大类、二十一项API的微软认知服务中，计算机视觉API、人

脸识别API、视频检测API和这次最新加入的实体链接智能服务则来

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技术支持。

微软认知服务：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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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在2015年12月以惊人的

152层深层神经网络技术夺得了图像识别领域两大重要奖项——

ImageNet图像识别挑战赛和微软常见物体图像识别挑战赛（MS 

COCO, Microsoft Common Objects inContext）主要赛目的双料

冠军，使计算机图像识别的错误率降至3.57%（人类识别的错误率

为5.1%），微软认知服务中的视觉类API不仅大大提升了图像识别

的种类（从80+至2K+），更是完善了图像描述、人脸检测、人脸

验证、相似人脸匹配等多项功能。

而视频检测API则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网络多媒体组、多媒体搜

索与挖掘组、创新工程组以及视觉计算组通力合作的成果。来自中

国的研究团队缔造了世界范围内首个拥有大规模云服务支持的智能

视频分析处理API。借助视频检测API，开发人员可以实现自动编

辑、分析视频，包括视频稳定处理、人脸检测及追踪和运动检测。

此外，视频检测API还额外提供企业级视频分析供企业级用户使用。

实体链接智能服务是此次微软认知服务最新发布的服务之一，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知识计算组和创新工程组为该项服务提供了技术

支持。该服务目前包括文本中的实体识别（Entity Recognition）

和实体消歧（Entity Disambiguation）。当你将一段文本上传之

后，实体链接智能服务能够将文本中的实体（甚至是不同描述的同

一实体）识别出来，并给出对应的维基百科页面链接。

拥有人类的各项感官功能是人工智能的一种表现，但深层的

知识和更高层次的综合认知是让人工智能真正智能的核心。在此次

发布的微软认知服务中，知识类API就属于更高层次的综合认知能

力，而其中的实体链接智能服务则是知识类API中的重要一环。

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说出人脑的运作方式。从婴孩时期我们学

到的第一个概念起，随着年龄的逐步增长、认知水平的逐渐提升，

人类似乎自然的将一个个知识点链接在一起，将一个又一个的概念

串联起来，构建成人类认知世界的知识网络。人类从“苹果”这个

词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出水果、植物，也能够联想出一家科技公司，

而当我们在这个词上加一个简单的限定语，如“甜甜的苹果”，我

们就能很快将这个苹果具体所指的是什么从多个意象中挑选出来。

实体链接智能服务：链接智能

那么如何为计算机构建这样的知识网络呢？微软亚洲研究院

的研究员们选择了文本这一相对简单、快捷且数据量巨大的形式。

如何在文本内迅速找出文本中的实体，并理清实体和实体之间的关

系？其实，这些问题的本质是自然语言处理问题的基本任务。

在实体链接智能服务背后有着四大技术难点。首先是，计

算机如何知道一个实体的不同表达方式（同义词问题），即计

算机如何将文本中所提到的同一个实体的不同表达方式全部识

别出来，例如NBA、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美

国职业篮球联赛这三者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第二点是如何

让计算机知道同一种表达方式可以代表不同的实体（多义词问

题），例如在维基百科里，一个名词下面可能有多个不同的意

向，我们如何找出一条文本中的实体对应的是哪一个具体的意象

呢？苹果这个词，可以意味着一种水果，或者意味着苹果唱片公

司，还可以是一家科技公司。第三点是计算机如何认得文本中的

一组字串可能表达的实体。例如“微软发布了Surface Book”

这句话中，计算机需识别的实体应该是“Surface Book”而不

是“Surface”。最后一点，则是计算机如何对他不知道的实体

做出识别。例如，“今天早上街角新开的大象餐厅”这句中，“大

象”很显然不是人们熟知的大象等动物意象，在这里大象餐厅是今

天早上才开的，所以计算机发现这个实体是它不知道的，所以不予

标注。

当上述问题被微软的科学家们逐个击破后，接下来的问题就要

交给开发者们了：我们能借助实体链接智能服务开发怎样的智能应

用呢？

例如门户网站可以利用该技术自动为网站新闻上的实体关

键词提供相关链接和推荐阅读。而企业用户将这一技术与公司数

据库相匹配时，则能为企业内部的文档轻松提供链接与指南。当

然，这个技术还可以延伸出更多定制化的功能，例如在聊天软件

中，当你与朋友聊天时输入“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系统可以

自动识别出“看电影”这一实体，然后为你推荐周边的电影院和

电影，等等。目前，这一技术已在BingSnap中成功应用，它会根

据你近期输入的文本自动推荐你可能感兴趣的相关新闻及链接。

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林钦佑博士表示：“我们希望有

了实体链接智能服务的帮助，开发者们能够开发出各种各样的相关

应用。开发者们的使用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就是一种极佳的反馈，当

基础研究与上层应用相辅相成，才能够共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

所以，开发智能应用，你准备好了吗？

“想了解更多”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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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游历的足迹遍布全球，亚洲的文化和美食深深吸引了他。当

Thomas最终来到了这个位于北京的“全球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

时，他发现了更多的惊喜。开放的研究环境、谦虚努力的研究员，

友善的同事朋友，这一切都让他非常享受在这里的工作。

志同道合，和而不同

金棕色头发、细边框架眼镜、淡淡的笑容，让Thomas收获

了“哈利·波特”的名字。不仅外表如此，同事们眼中的Thomas也

如哈利·波特一样乐观、勇敢、聪明，为研究院注入了新鲜之风。他

带领的云计算及移动计算组可以算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最多元化的研

究组了。

多元化首先体现在该小组的文化背景上。以Thomas为例，他

出生并成长于欧洲，但在美国和中国都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体

验。多元的文化体验为他带来了广泛的兴趣爱好，下班后，他常在

健身房挥汗如雨；周末，他的身影出现在唱诗班的合唱队；年会

上，他是唱歌表演的超级明星；就连微软亚洲研究院附近的六家星

巴克的细微差异，他都了如指掌。对了，你还可以跟他讲讲中文，

绝对有惊喜。此外，来自巴西的Börje Karlsson则是个不折不扣

的“啤酒狂人”，他对北京啤酒地图的熟悉程度可能远超任何一个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多年的老北京。不同的语言、肤色带来的并非

隔阂，而是文化多样性与兼容并包、自由开放的氛围。工作中的他

们与中国的研究员们志同道合、并肩合作，生活中他们有人是背包

客，有人是中国通。他们享受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为微软亚

洲研究院带来丰富多元的风气。正如云计算及移动计算组的主管研

究员闫莺所说，“跟他们一起工作，会让你的心胸很开阔，在不同

的文化、不同的经历中，看到不同的东西。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有一位名为Thomas Moscibroda的研究员

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江湖人送外号“哈利·波特”。Thomas

认为他这么“红”是因为他“老外”的外形让他在人群里比较显眼，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比他外形更深入人心的是他对研究的热情与专

业。

这位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玩的游刃有余的“歪果仁”身上的标

签有很多。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云计算及移动计算组首席研究员，

也是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姚班”的兼职教授。他是瑞士人，

却同时掌握德语、法语、英语、日语和中文等多门语言。他曾经在

2年内发表了20篇论文，平均一个多月就能发表一篇超高水准的论

文。他博士毕业就直接进入了微软雷德蒙研究院，开始了理论和应

用的跨界研究。

寻向所志，微软之缘

抱着“想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让生活能够充满变化和

新意”的想法，从瑞士的苏伊士联邦理工学院（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简称ETH）毕业之后，Thomas

选择了美国作为他事业的起点。Thomas在博士期间的工作是主要以

理论研究为主，进入微软雷德蒙研究院之后，他可以将理论与系统

相结合，还有机会兼顾理论研究和工业应用。五年之后，再次怀揣

着体验不同生活的想法，Thomas将眼光投向了微软遍布全球的其他

研究院。他坦言，因为有机会在微软研究院这样的大型跨国研究机

构工作，所以换个国家工作的想法就不再是天方夜谈。

在微软雷德蒙总部工作期间，Thomas曾多次与微软亚洲研究

院的研究员有过工作上的往来，因此结识了不少这里的研究员们，

自然而然的微软亚洲研究院便成为了他心中的一个理想选择。在他

看来，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朝气的研究机构，有许多

年轻的人才，有许多奇思妙想的创新，还有诸多领先世界的顶尖技

术，她正在不断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许多颇有潜力的机会。

此外，Thomas对亚洲文化还有着热切的向往。他热爱旅行，

寻向所志，微软之缘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哈利·波特”：Thomas Moscibroda

志同道合，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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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同样还体现在该小组的研究领域上。系统算法组包括云

计算和移动感知两个方向构成，因此，该小组最大的特点是每个人

的研究都是围绕着云计算展开的，但是很少有两个人是做一模一样

的方向的。组员里有研究数据库的，有研究大数据的，有研究理论

的，有做电池的，有做IoT的……这样的小组构成有一个天然的好

处，每当开组会的时候，Thomas会让大家分享自己手头上项目的

研究进度，并让大家一起展开讨论。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从自己

专业的角度对项目给出建议，而小组成员便有机会跳脱自己专业领

域的思维框架。由于每个人的研究领域又各不相同，项目一旦建立

便会自然分工，每个人都可以从事自己擅长的方向。这种互补型的

多元化项目合作无论对项目的完整性还是研究员的个人成长都是非

常有好处的。

想 带 好 这 样 一 个 多 元 化 的 研 究 小 组 ， 在 其 他 组 员 们 看 来

Thomas的独门秘籍是扎实的算法和理论背景。研究员闫莺博士甚

至形容他为“他就像是一个活字典，只要涉及到算法，无论是图、

排序还是调度，他都能十分清晰地帮你理清思路，并总能找到问题

的关键，且视野宽广，指导你如何对项目进行包装。他提出的建议

都十分具有针对性，并能将整个团队高效的整合在一起。”更让人

感动的是，作为“老板”的Thomas十分注重尊重每个人的时间管

理，并更是不遗余力帮助员工进行职业规划与发展。

心之所向,行之所往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一点几乎在每个行业都不

例外。作为一个有清晰目标，有远大理想，有明确方向的研究员来

说，创造属于自己的影响力（make big impact）则不容置疑。

Thomas总结道：对于一个研究人员来说，通常有三种方式来

创造属于自己的影响力。第一种方式是最传统的方式，即学术影响

力，从最基础的科研开始做起，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创新来

影响世界。第二种方式是行业影响力，进入工业界，为一个企业

的产品部门或是研发部门贡献力量，解决产品中的问题，影响产

品的决策，通过产品来影响无数用户。第三种方式则是社会影响

力，虽然并不直接影响产品或是学术界，但能通过别的方式侧面

带来影响。

当Thomas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时，虽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不变的是Thomas对于研究的热爱和追求。他

的激情也深深影响着云计算及移动计算组的研究员们，他们共同朝

着相同的目标努力——创造更大的影响力，这也是研究的乐趣所

在。

基础研究——学术影响力的源泉

其实在微软，有很多基础研究项目，它们通常耗时多年才会开

花结果，大家并不能一下子就用上这些研究成果，但微软始终坚持

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Thomas笑言他们组所从事的系统算法也许

不是“最性感的工作”，但却意义重大。

云计算及移动计算组的工作主要是基于底层系统的研究开发，

对数据库、云计算等从算法层面进行性能提升，但这些研究却在隐

形地提升着每一个人的计算体验。不久前，微软亚洲研究院开源的

GraphView就是这一类工作最好的证明。

GraphView是一款中间件软件，方便用户使用关系数据库 SQL 

Server 或 Azure SQL Database 高效地管理和处理大规模图数据。

在过去，SQL等关系数据库是重要的数据处理方式，数十年的研究

让SQL等关系数据库广泛应用于企业环境中，但近年来，随着图数

据的大量增加，传统的关系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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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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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还未成熟的功能。

而Thomas和他的团队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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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陈亮担任了该项目的负责人，花

了两年时间开发了GraphView这款中间软件。GraphView能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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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

填补了关系数据库和图数据库之间的鸿沟。

心之所向,行之所往

基础研究——学术影响力的源泉

微软亚洲研究院 云计算及移动计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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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作为一款基于SQL的图数据库，GraphView提供了

原生图数据库所支持的全部功能。更重要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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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从而可以提供市面上原生

图数据库难以媲美的性能。可以说GraphView一次解决了原生图数

据库的多个问题，并成功结合了关系数据库的众多优点。

开发图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中间软件的想法可能并不算是独一

无二，但GraphView作为最终成果确是独一无二的。两年时间内，

云计算及移动计算组的研究员们朝着这个目标日益完善自己的研

究，当GraphView最终完成，走向开源，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并使

用时，陈亮形容说：“这是对于任何研究员来说都是值得高兴的一

刻。”

工程与产品——行业影响力的核心

云计算及移动计算组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已经成功应用到了微软

的各个产品和服务中。正如Thomas所坚信的那样，一个伟大的工

程或产品都会带来极大的行业影响力。而微软亚洲研究院云计算及

移动计算组与微软Azure部门向来合作紧密。

 Azure是微软基于云计算的操作系统，它能够为开发者提供一

个平台，帮助开发可运行在云服务器、数据中心、Web和PC上的

应用程序。但与之对应的是，Azure需要体量庞大的数据中心作为

支持。如何不断提高数据中心的工作效率是产品组一直在改进的方

向。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数据中心的利用效率始终无法实现100%，

这个问题困扰了无数专业人士。此外，用于云计算的每台机器的维

护成本都很高，每1%的资源背后涉及到巨大的成本。除了预留出的

缓冲区外，是什么造成了利用率不高呢？Thomas和云计算及移动

计算组的研究员陈洋花了很长的时间建构了一个复杂、庞大而完整

的模拟器来模拟整个Azure的机器、规则、行为，一旦Azure有想

要做任何更新，研究员很快就在这个Azure模拟器上能进行模拟、

了解资源利用情况，并依据模拟结果进行决策。这样无论产品组想

在Azure上新增任何的功能，事先都会在这个模拟器上跑一遍。此

外，研究小组还提供了绝佳的地调度和资源分配的算法，将Azure

的利用率提高了十多个百分点。

对Azure来说，Thomas与其他研究员们的这一完整的模拟器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第三方，为Azure的改进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一组数据更是证明了Thomas所追求的行业影响力：在全球，目

前Azure共有4.25亿活跃用户，57%的世界500强公司都在使用

Azure，而且每月的新注册用户还在以10万的数量增长。在Azure

上有60兆的数据储存，每月有超过7兆的储存交换，每天有2千万个

SQL数据库在Azure上运行，而Azure上的网页更是有超过600亿的

点击量。这其中每一步数据交换的效率提升，都受益于微软亚洲研

究院云计算及移动计算组在其算法上的一次次改进。

更好的未来——社会影响力

除了学术影响力与行业影响力，Thomas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

够带来更多的社会影响力。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有众多与高校的合作

项目和相关机制让研究员们在做好研究之余也能够抽出时间来培养

计算机领域的后备力量。

Thomas在一次对外代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演讲上，遇到了

清华“姚班”的创始人、2000年的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博士。姚

期智博士被Thomas的演讲的研究理念和前瞻性所打动，盛情邀请

Thomas去清华大学担任兼职教授。而微软亚洲研究院本身也十分

鼓励这样的机会，有着大量研究员在国内及国际高校担任教职的

先例。从那以后，Thomas每周都会抽出一天的时间去清华大学授

课，帮同学们答疑解惑。

Thomas每次去清华上课的时候都会带上一盒巧克力。他鼓励

学生们在课堂上积极提问或是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当有同学能

够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时，或是出现Thomas无法解答的问题时，

他都会奖励同学一颗巧克力。工作之余，Thomas也会经常带自己

的学生和研究员们出去“解放思想”。在一次体验密室逃脱游戏

的过程中，这群智商超高的人在全程英文交流的情况下几分钟之内

就解完了所有谜题，“逃”了出来，连店家也惊叹这是他开店以

来见过解谜最快的一群人！Thomas还经常给研究院的实习生答疑

解惑，无论你和他的研究领域是否相近，只要你在他的“咖啡时间

（coffee break）”去找他，他总会欣然的和你聊上几句，从一个

过来人的角度给出宝贵的经验。

就是这样一个“哈利波特”式的研究员，你和他的交流总会碰

撞出许多类似于“魔法”一样的灵感闪光，他也用它独特的人格魅

力，让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印象深刻。每一天，Thomas在上

班和回家的出租车上和司机的捧哏的过程中都能加深对中国的印象

与热爱，而位于中国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始终敞开着她的胸

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有想法的研究者。

工程与产品——行业影响力的核心

更好的未来——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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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研究机构多年，但是他最看重的还是跨界研究。在他看来，

无论是学术界的基础研究还是工业界的应用研究都不能“单打独

斗”，只有找到契合的节点，将二者相互融合，才能最大限度的造

福大众。“将基础的理论研究进行应用，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发现

新的问题，再来对基础研究进行修正，这样才能构成一个闭环”，他

说。而对他来说，微软亚洲研究院正是实现这一闭环的不二选择，

这一切都促成了他最终来到这里，开始他的新研究时代。

强人机交互：实体机器人+聊天引擎

提高人机交互水平，增强机器人的服务功能与体验一直都是

Katsu的热情所在。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把实体机器人的功能开发

得更加完善，让人们能与真实可见的机器人进行深度交互。

微软的人工智能姐妹花“小冰”和“小娜”大家可能都不陌

生，作为虚拟聊天机器人，小冰和小娜背后离不开微软亚洲研究院

的自然语言理解、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的强大支持。Katsu

希望他能为这类虚拟聊天机器人增加更多的交互意味，让机器人能

够站在人们面前，利用表情、手势等丰富的肢体语言灵活地进行交

流。

非语言沟通其实是人们交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了让

机器人和人们的聊天过程不再呆板枯燥，研究员们需要为机器人在

聊天的过程中匹配相应的动作和姿势。Katsu的研究小组让机器学

习了大量人类之间聊天的视频，从中观察人们聊天时会做哪些行为

姿势，并进行分析和学习。学习人的动作姿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有一位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日本研究员——

池内克史（Katsushi Ikeuchi）。今年67岁的他仍然时刻保持着十

足的活力，走起路来步伐轻快，脚下生风，标志性的微笑总让人印

象深刻，同事和实习生们亲切地叫他“Katsu”。在Katsu的身上总

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朝气，而这正是源于他对自己研究领域经久不

衰的热情，也源于微软亚洲研究院带给他的惊喜。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可以把想做的事情自由地结合”

在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Katsu就已经是计算视觉和人工智

能等领域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他曾在美

国工作，任麻省理工大学人工智能研究室研究员、卡内基梅隆大学

计算机系主任研究员。与此同时，池内克史教授至今所获得的计算

机科学的世界性奖项数目众多，培养过的学生也不计其数。

原本已是应该退休的年龄，Katsu却选择了来到微软亚洲研究

院继续他的研究生活，对此Katsu是这么说的：“因为在这里，我可

以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进行更多的探索与整合。”在人工智能

领域，Katsu一直在钻研如何更好地发掘机器人的服务功能。他目前

正在研究的一个实体机器人项目（Physical Robot），希望通过动

作分解和机器学习，使机器人可以对人的行为动作进行高精度的模

仿。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他恰好可以把这套技术和研究院已有的虚

拟聊天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相结合，希望打造出一款服务

型、人性化的实体聊天机器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

活，正是年近七旬的Katsu一直追求的状态。而现在，他在微软亚洲

研究院终于实现了“从心所欲”的科研常态。微软亚洲研究院为研

究人员们提供了广阔自由的开放研究空间，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

用技术，都能在这里得到自己需要的资源。Katsu还特别提出，微软

亚洲研究院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研究机构，有着许多有想法的年轻研

究员与活力十足的实习生们，Katsu很喜欢和他们交流，“他们总有

些奇思妙想值得我学习。”

然而这并不是Katsu第一次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结缘，虽然他身处

池内克史：从心所欲，不逾矩

志同道合，和而不同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可以把想做的事情自由地结合”

强人机交互：实体机器人+聊天引擎

正在进行聊天动作实验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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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对聊天的关键动作进行分解，则会大大提高机器人学习的效

率。

Katsu采用了一个特殊的动作分析法——Labanotation来分

解动作。Labanotation(拉班舞谱)是捷克舞蹈理论家拉班自创的

舞蹈动作记录法，该舞谱以数学、力学、人体解剖学为基础，运

用各种形象的符号，精确、灵便地分析并记录舞蹈及各种人体动作

的姿态、空间运行路线、动作节奏和所用力量，如今已经被公认

为一种既科学又形象、并富有逻辑性的分析记录体系。通过利用

Labanotation，机器人在观察人的动作后，将其解码为“舞谱”的

动作路线并记录下来，然后再映射到机器人的动作上，增强与人的

动作的相似度。

拉班舞谱

会跳台湾民族舞的机器人

除了人机交互，Katsu还将Labanotation技术用在了保护濒临

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早在进行实体机器人的研究之前，Katsu

就尝试用计算机对濒临消失的台湾原住民族舞进行记录。

台湾原住民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的起源，共有14个部族被确认。

他们没有书写系统等成熟的记录方式，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

传统文化也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时间久远，一些原住民也渐渐忘记

了他们属于哪个部落。Katsu通过大量的调研了解到，几乎所有部族

都有自己的节日舞蹈，他们通过跳舞来寻求祖先保佑，祈祷晴天/雨

天，或是寄托美好希冀。在他们的文化里，舞蹈更是一种身份的象

征，通过舞蹈甚至可以判断舞者的部落、方言甚至社会地位。

对此，Katsu提出的结局方案间距创意与可行性：通过机器人

来将台湾原住民族的舞蹈记录并保存下来，既可以对当地的舞蹈文

化进行保护，又可以为后续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依据。和实体机器

人学习人类聊天时的动作类似，机器人对人们的舞蹈也依据拉班舞

谱进行关键帧的分解，再对动作及其力度和速度等进行模仿和学

习。Katsu和研究员们邀请了40位台湾原住居民进行表演、录制视

频，让机器人进行观察和学习。最后，机器人通过学习获得了一项

新技能，那就是可以跟随音乐跳出好几种不同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舞

蹈。

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保护文化遗产一直是Katsu的心愿，如

果你对Katsu的研究项目有所了解的话，你会发现他的许多研究项

目都是从非盈利的慈善角度展开的。他用“e-Heritage (数字遗

产)”这个词来概括他的这些研究项目。谈到为什么对这些数字遗

产的研究充满热情时，他说：“因为这些文化遗产是无价的，他

们不可替代，但又濒临消失。用数字化的方式记录下来，一是为了

保护遗产本身；二是为了后续发挥他们的教育功能，让更多的人能

看到这些文化遗产的美；三是记录下这些宝贵的数据还可以用于考

古等研究。”除了用机器人模仿民族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Katsu还利用3D成像等技术对吴哥窟等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数字化处理。

以吴哥窟的3D重建为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要通过各

种传感器对建筑物的图片进行全面采集，各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对

会跳台湾民族舞的机器人

拉班舞谱

3D模型的构建过程3D模型的构建过程

高空传感器高空传感器

把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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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度较高的部分，Katsu采用了带氢气球的高空传感器（Balloon 

Sensor）；对于狭窄区域，则利用可以攀爬的传感器(Climbing 

Sensor)。采集到大量的图片后在计算机上进行对准和校准，再融合

成立体模型，而在融合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的修正。经过不断地校

准和修正，最后呈现出吴哥窟的高度仿真3D模型，同时对吴哥窟进

行全面详尽的考古测量和记录，为学术界提供包括海量数字化信息

在内的第一手资料。这种精确记录为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提供了可

能。

目前，Katsu的团队正在和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查红彬教

授的团队进行合作，对洛阳的龙门石窟进行数字化呈现。数字文化

遗产保护不仅是Katsu团队深耕的领域，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重

视的科研方向之一。 2011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向敦煌莫高窟捐赠为

其量身定制的十亿级像素数字相机系统“飞天号”，帮助解决莫高

窟的保存难题，助力文化遗产数字化。

从民族舞蹈到历史建筑，Katsu的科研角度可谓丰富多彩。可以

说，他是一位艺术气质浓厚的“非典型”计算机科学家。在他的研

究中，艺术和计算机科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总是能碰撞出新的

火花。而Katsu对艺术和科学的融合有着他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果

说20世纪的艺术和科学还是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那么21世纪则是

艺术与科学相互融合的时代，例如电影技术与电影艺术等等。我要

顺应这样的趋势做出创新！”

“Have some beer!”

“Have some beer!”是Katsu的口头禅。Katsu的家人都在日

本，他说微软亚洲研究院就是他在中国的“家”，闲暇时和同事们

喝点啤酒是Katsu特别享受的事情。Katsu的研究团队由来自中国和

日本的研究员和实习生组成，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大家的相处十

分融洽。在研究过程中，遇到分歧是常有的事情，但和别的团队不

同的是，Katsu的解决方式是请大家去喝啤酒，一边喝酒，一边讨

论，很多天马行空的创意就是这样迸发出来的。

按年龄算，Katsu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可以算是很多人的长辈

了（其实他还是微软研究院很多研究员的导师哦！），然而大家

却觉得Katsu完全没有长辈的“架子”，相处起来总是很随和、亲

切。Katsu经常调侃地称自己为“Old Man”，要多和年轻人“混在

一起”。乐天派的他经常和大家一起去公司的健身房健身，然而在

一群年轻人中却毫无违和感。       

探索新领域：Idea > Paper

作为国际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学者，Kastu的国际

影响力毋庸置疑。2016年6月3日，“日本版的ACM”——日本信

息处理学会（Information Processing Society of Japan (IPSJ)）

将2015年度功劳奖颁给了Katsu，以表彰他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做出

的卓越贡献。此前 Kastu还曾获《IEEE模式分析与机器智能汇刊》

（IEEE-PAMI）颁发的“杰出学者奖“和由大川基金会（Okawa 

Foundation）颁发的奖项——Okawa award等诸多奖项。

而在科研之外，培养人才也是Katsu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看

到一批批学生的茁壮成长，Katsu非常欣慰和骄傲，其中有的已经在

学术界小有名气。如今，Katsu已经指导了近50位的博士生。石凡

是Katsu团队的实习生，目前大四的他正在Katsu的指导下做毕业设

计。“他不会跟我说具体要怎么做，而是为我们指引一个方向，引

导我自己去解决问题，这让我受益匪浅。”Katsu建议有志于学术的

年轻研究者们，“在探索新领域时，最先重视的应该是idea， 而不

要去在乎能出几篇paper。”

正如Katsu所说，寻找思路比在意成果更重要！经常迸发出新的

想法，同时不断更新和修正自己的思路，就是Katsu不断开拓新领域

的密钥所在。

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健身房，你都能见到神采奕奕的

Katsu。他总是把全部的热爱都投入到当下的生活与工作中。而在微

软亚洲研究院，还有很多这样既纯粹而又富有活力的研究员，他们

来自世界各地，但对自己的研究领域都倾注着不同于常人的热爱。

同时他们又凝聚在一起，共同打造着技术的未来。

“Have some beer!”

探索新领域：Idea >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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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雨（论文：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顶级视觉盛会

CVPR全称为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计算机视觉及模式识别大

会。涵盖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物体识别与检测、图像高级语义

理解、人脸、优化方法、Correspondences求解、相机定位及三

维地图构建(SLAM)。CVPR是计算机视觉的最大的年度聚会，今

年收到投稿2,145份，接受论文643篇，接收率29.9%。与会人数

也是惊人，达3,600人。去年是2800多人，今年有3609人，接近

了30％的增长，这与计算机视觉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不无关系。毫无疑问，在这643篇接收文章中，深度学习

再次占据了大半壁江山。

与往届不同的是，今年的CVPR增加了一种新的论文展现形

式——Spotlights，有123篇优秀文章（Spotlights）拥有机会

进行4分钟在听众面前宣讲他们的工作。在会议的Poster部分，

所有文章的作者也可在自己的展板前与其他与会者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

今年的CVPR还有许多精彩的创新之处：

CVPR 2016展示了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领域最新的成就，

包括像热门的大型视频理解和新兴的视觉问答领域问题。

有史以来第一次，CVPR 2016举办了一个100个公司参加的

工业展。同样有史以来第一次，CVPR 2016的组委会成员几乎全

是女性。仍然有史以来第一次，CVPR 2016选出了每天的亮点，

与报告者的互动提问，介绍女性研究者等等，然后每天以简报的

形式推送给大家。

作者简介

￬张弛￬
张弛（论文：Joint Multiview 

Segment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RGB-D Images Using Depth-

Induced Silhouette Consistency。 

Chi Zhang, Zhiwei Li, Rui Cai, 

Hongyang Chao, Yong Rui）

我叫张弛，是一名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生，本科毕业于中山

大学，目前是中山大学和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生。曾在

CVPR/ICCV/ECCV/TVCG等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研究方向为

立体视觉匹配和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SLAM)。

￬ 张婷￬
张婷（论文：①Col laborat ive 

Quantization for Cross-Modal 

Similarity Search， Ting Zhang, 

Jingdong Wang. ②Supervised 

Quantization for Similarity Search， 

Xiaojuan Wang, Ting Zhang, Guo-Jun Qi, Jinhui Tang, 

Jingdong Wang)

我叫张婷，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学习计算数学

专业，曾参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人才学院（Pre-PHD）培养

项目，目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培养博

士生，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曾在

ICML 2014/CVPR 2015/CVPR 2016

发表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似最近邻

搜索。

￬张祥雨￬

作者简介

深度视觉盛宴——CVPR 2016

今年的CVPR还有许多精彩的创新之处

撰文：张弛、张婷、张祥雨

顶级视觉盛会

编者按：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领域顶级会议CVPR 

2016于六月末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此次大会

上共有多达15篇论文入选，这背后也少不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

实习生的贡献。大会结束之后，小编第一时间邀请参与了本次

大会的张弛、张婷和张祥雨三位同学，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眼中

的CVPR大会。参加CVPR大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CVPR论

文是如何写成的？看完你就知道！

张弛（论文：Joint Mult iv iew 

Segment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RGB-D Images Using Depth-

Induced Silhouette Consistency。 

Chi Zhang, Zhiwei Li ,  Rui Cai , 

Hongyang Chao, Yong Rui）

我叫张弛，是一名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生，本科毕业于中山

大学，目前是中山大学和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生。曾在

CVPR/ICCV/ECCV/TVCG等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研究方向为

立体视觉匹配和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SLAM)。

张婷（论文：①Col laborat ive 

Quantizat ion for  Cross-Modal 

Similarity Search， Ting Zhang, 

J ingdong Wang.  ②Super v ised 

Quantization for Similarity Search， 

Xiaojuan Wang, Ting Zhang, Guo-Jun 

Qi, Jinhui Tang, Jingdong Wang)

我叫张婷，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学习计算数学

专业，曾参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人才学院（Pre-PHD）培养

项目，目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培养博

士生，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曾在ICML 2014/CVPR 2015/

CVPR 2016发表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似最近邻搜索。

张祥雨（论文：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 

K a i m i n g  H e , X i a n g y u  Z h a n g , 

Shaoqing Ren, Jian Sun）

我叫张祥雨，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

大学。三年前我参加了西安交通大学与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一直实习至今。我的

研究方向为深度学习与图像识别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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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张祥雨同学分享的关注点主要在深度学习和图像

识别方面。深度学习作为眼下最热门的机器学习框架，其在计

算机视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可谓是如日中天。据不完全统计本

次会议60%以上的文章均与深度学习有关。在图像识别，尤其

是图像（视频）分类、物体检测、图像语义分割等领域，深度

学习已呈一统天下之势。即使是在如3D视觉、底层图像处理等

传统方法相对主流的领域也有不少学者给出了自己的基于深度

学习的解决方案。

图像识别

自从Ross Girshick等人提出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物

体检测方法“RCNN”以来，深度学习凭借着良好的精度逐渐

成为物体检测的主流方法。之后的重要工作如“Fast RCNN”

和“Faster RCNN”等更是将物体检查的准确度和速度均提升了

一个档次。本次会议有5篇物体检测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口头展示。

其中，Abhinav Shrivastava等人在训练检测网络时通过添加困

难样本，以一种非常简洁的方式取得了可观的性能提升，令人

印象深刻；而在另一项工作“YOLO”（You Only Look Once: 

Unified, Real-Time Object Detection）中，演讲者Joseph 

Redmon通过幽默的语言和生动的现场展示，介绍了他们是如何

设计算法框架以同时满足高精度和高实时性的要求。值得一提的

是，Ross Girshick本人在这两个工作中均有贡献，足见其在物体

检测领域“超级大牛”的地位。

作为图像识别问题的重要分支，图像语义分割（Semantic 

Segmentation）同样吸引了一批顶尖科学家投入研究。张祥

雨所在的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通过对图像分割问题中的

多个目标函数进行级联式的联合训练，在MS COCO等数据集

上取得了明显的性能提升。该项工作是去年ImageNet & MS 

COCO比赛中微软冠军团队技术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此外，

视觉计算组的另一篇有关图像语义分割的文章Scribble Sup: 

Scribble-Supervised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也在会议上做了口头展示。

视觉问答是近年来迅速兴起的研究课题。该问题的一般提法

为：给定一张图片，以及一句使用自然语言描述的和图像相关的

问题，视觉问答系统需要对该问题做出回答。可见，该课题同时

涉及了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更具挑战。而近年来深度神经

网络在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的迅猛发展，为解决视觉问答问

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本次会议上视觉问答相关的文章几乎都采

用了深度学习的方法。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今 年 年 初 的 视 觉 问 答 挑 战 赛 （ V Q A 

Challenge）的比赛结果也在本次会议的视觉问答专题会议上公

布。Yuandong Tian（田渊栋）等一批著名科学家被邀请在讨论

会上发言。本次比赛设有4个挑战项目，共有20多支队伍参加角

逐。张祥雨表示：“颇感荣幸的是，本次比赛所有项目的前三名

均使用了我们发表的152层深度残差网络作为图像特征的提取模

型，再次表明了我们的方法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均具有较强的推

广能力。”

今年的主讲嘉宾请来了神的平方级人物Amnon Shashua教

授。Ammon是耶路撒冷大学的教授以及Mobileye公司的创始

人。Ammon在会上给同学们分享了他对自动驾驶、深度学习、

汽车市场的一些见解。

Keynote刚开始，Ammon老师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如日中天的深度学习

图像识别

“YOLO”系统的现场展示

视觉问答（VQA)

灵感碰撞的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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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需要去做的东西去做才是最重要的”，此话让人深有

感触。计算机视觉经过磕磕碰碰几十年的发展来似乎终于找到了靠

谱的落地方式：无人车。主题演讲中Ammon将自动驾驶中的技术

分为三个支柱，分别是传感技术(Sensing)，地图绘制(mapping)

和驾驶策略(Driving Policy and Planning)。Ammon用一些例

子说明了三个问题的发展状况，以及讨论了为何这三个问题必须同

时发展并作为整体来考虑，以免一个问题对另一个问题产生分歧。

在现在全世界一窝蜂想搞无人车的大环境下，Ammon Shashua

教授的演讲为想了解和想进入这个领域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全局观，让大家理清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感性认

识。

CVPR 2015曾有个专题研讨会：计算机视觉中的女性研究者

（WiCV2015: Women in Computer Vision）。而今年CVPR 

2016的组委会几乎全是女性，通过邀请在这个行业中的女性榜样

研究员提高女性研究者的影响力和被关注程度。同时每天大会的

简报还特意挑选出一两位女性研究者来分享她们关于研究兴趣、

职场规划的宝贵经验，也给予年轻的女性研究者更多的机会去展

示她们的成果。

张婷同学说：“在经过一周参会的思想碰撞后，我感觉计算

机视觉在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引用第一天简报的话语：计算机

视觉将会应用到我们的汽车，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搜索引擎，我

们的医院等等各种各样的领域中。它可以用来帮助那些有残疾的

人士，可以分析社交关系，可以用来拯救垂危的生命，可以用来

增加粮食的产量等等。而计算机视觉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来

自于各个不同领域具有各种专业背景的研究员。”

CVPR论文是如何写成的

今年的最佳学生论文毫不意外也是关于深度学习的文章，来

自康奈尔团队的关于Spatio-Temporal Graph上的深度学习工

作：Structural-RNN:Deep Learning on Spatio-Temporal 

Graphs, Ashesh Jain, Amir R，Zamir, Silvio Savarese, 

Ashutosh Saxena。最佳论文第二名(Honorable Mention) 则

颁给了慕尼黑科大(TUM)团队关于优化理论的文章：Sublabel-

Accurate Relaxation of Nonconvex Energies， Thomas 

Möllenhoff, Emanuel Laude, Michael Moeller, Jan Lellmann, 

Daniel Cremers。可见组委会在疯狂的深度学习热潮中依然保持

着对传统能量优化问题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尽管

深度神经网络在中高层视觉中已所向披靡，但其在底层视觉的一

些问题中仍未超越传统方法，例如去噪、光流、以及立体视觉匹

配。

该论文中TUM Cremers团队提出的优化方法正是针对低层

视觉问题中的经典formulation：逐像素的非凸数据项+TV正则

化约束。该方法的中心思想是对每一个像素而言，用一个高维向

量(Lifted Representation)来表示原问题中要优化的标量（或

低维）自变量，将原问题映射到一个更高维空间中的一个等价问

题，从而可以对非凸能量项进行更好的凸近似，获得更高的解的

质量。近似后得到的凸能量可以并行优化，且易于实现，可以高

效地找到近似问题的全局最优解。论文重点讨论了该方法在立体

视觉匹配中的应用，效果大大超过了传统的TV+非凸数据项的解

法。

张弛同学解释：“立体视觉匹配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该问

题的任务是从双目相机所获取的左眼图像和右眼图像中恢复出逐

像素点的深度。由于双目相机中的平行极线约束，该问题又转化

为左右眼图之间的逐像素匹配问题。”

受限于训练数据的数量，同时也因为可能未找到该问题下

的最佳网络结构，深度学习中的端到端的训练方法在立体视觉匹

配上的表现依然未超过传统方法。这里的端到端的训练方法指的

是：直接对输入图片进行一些列卷积以及一些列反卷积来回归出

输出图像。由于获得双目图像的ground truth深度数据本身就是

一个难题，目前立体视觉匹配两个主要benchmark Middlebury

和KITTI上也分别只有数十对和数百对的训练数据，对训练端到端

的深度估计网络还远远不够。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TUMCremers团队在另一篇论文中讨

论了如何生成足够且靠谱的训练数据用以训练深度估计网络：A 

Large Dataset to Train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Disparity, 

Optical Flow, and Scene Flow Estimation， Nikolaus Mayer, 

Eddy Ilg, Philip Häusser, Philipp Fischer,Daniel Cremers, 

Alexey Dosovitskiy, Thomas Brox。该论文使用开源的3D 

Creation Suite Blender渲染出一系列带有复杂运动模式的物体

的双目图片，由于渲染过程是从3D到2D且物体及场景的三维模

型已知，生成ground truth的深度图变得非常容易。生成的训

练数据集中包含35,000对训练样本，训练得到的深度估计网络在

KITTI上的排名也比较靠前，但离第一名传统方法Displet仍有相

当一段距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该网络使用人工合成的数

据集进行训练，它在真实数据集上似乎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随

着训练数据的不断完善，深度网络在几个重要的低层视觉问题上

是否会超越以及如何超越传统方法，又或者能给传统解法带来什

么样的启发，我们拭目以待。

张弛还分享了他们组关于物体扫描方面的工作——Joint 

CVPR论文是如何写成的

It's not going to be the kindof talk that I'll tell you 

how things are done. I'll tell you that something 

more interesting is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I always tell my students that 80% of 

the work is knowing what to solve. The remaining 

20%, if you don't do it, somebody else will do it. 

Knowing what to solve is really the big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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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view Segment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RGB-D Images 

Using Depth-Induced Silhouette Consistency论文的准备历

程。“CVPR的主会议程非常紧凑，被接收的600多篇论文被安排

在短短四天里面完成展示。我们的工作在29号下午进行展示。该

工作由中山大学智能信息处理实验室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多媒体

搜索与挖掘组共同合作完成。论文的动机为利用物体的剪影信息

来提高RGB-DSLAM中相机位置估计的精度。由于物体剪影难以

获得，一般需要繁琐的用户输入，这大大阻碍了使用剪影信息的

系统的实用性。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同时进行多视角物体分

割以及相机定位的解决方案，使得物体剪影可以在优化过程中即

时产生，并用于改进相机姿态估计。论文的实验中展示了所提出

方法产生的更高质量的重建结果。”张弛说。

从ImageNet比赛冠军到CVPR最佳论文

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深度舞台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2015

年 1 2 月 在 I m a g e N e t 图 像 识 别 挑 战 赛 上 开 创 1 5 2 层 神 话 的

Deep Residual Networks夺得了最佳论文奖！其实对这一结

果计算机视觉组的研究员们表示并没有感到十分意外，去年的

ImageNet & Microsoft COCO比赛他们正是凭借着该方法获得

了全部5个主要项目的冠军。在方法公布后至今的半年多的时间

里，该方法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受到了较大的关注，之后的许多成

果从不同的侧面印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这次获奖再次印证了学

术界对这项工作的肯定。随着神经网络层数加深，神经网络会变

得越来越难训练。论文提出了一种针对深度神经网络的残差训练

框架，解决了这一当前具有迫切需求的难题。

张祥雨同学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他的研究方向主要为

深度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在图像分类问题上的应用。他认为：“由

于该方向在深度视觉领域的基础性，优秀的工作往往会得到学术

界的高度重视，当然也意味着相对较大的研究难度。”

张祥雨分享道：“作为该项工作的参与者之一，我从中学到

了很多。该项研究始于去年5月左右。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某

些含有跨层结构的网络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网络的深度，同时模

型的分类精度也有大幅提高。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得到了

一系列结构复杂但是性能良好的模型。然而此时指导老师指出这

条思路是不正确的，复杂的模型包含了太多的参数，使得我们很

难在多个任务上公平地衡量模型的优劣；更重要的是，由于模型

的复杂性，我们无法得知究竟是哪一块设计对最终结果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从而难以对以后的工作产生有益的指导。因此老师

建议对当前的模型结构进行简化，只保留对最终精度影响最大的

结构成分。起初我对此十分不解，因为模型结构的简化通常是以

损失精度为代价的，尤其是当时随着比赛日期的临近，“追求极

致精度”似乎是更为合理的做法。然而事实证明指导老师是正确

的，当我们对网络结构进行充分的简化和变形之后，我们发现模

型中的残差结构对网络性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跨层的设计

则避免了传统深层网络中常见的梯度消失或膨胀的问题。至于简

化模型所损失的精度，可以简单地通过增加网络深度来补偿。后

来的实验表明，这种极简的网络设计在保证分类精度的同时，极

大地方便了模型在物体定位、物体检测、图像分割等问题中的运

用。这也使得我们在去年ImageNet & COCO比赛中在不同的

项目上均取得了较大优势。”

作者分享

张弛：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得到世界

级水平的指导，还能接触到领域各路武林高手，快速地了解前沿

科技的动态。研究院的各位老师和同学都非常nice，大家工作都

非常认真，同时也玩得很认真。Work hard, play harder。在这

里实习不仅开拓了计算机领域的眼界，也是生活中的难忘经历。

张婷：在这里实习的过程中，在每一次讨论中，我都受益良

多，感受到其正确对待科研的态度，对问题深刻的洞察力，以及

始终保持对科研的好奇心。同时，在研究院还能接触到各种研究

方向的大牛们，听到计算机领域里最前沿的讲座，参加各种各样

好玩的Party，在收获知识、收获成长的同时也获得了快乐。

张祥雨：我刚来到微软的时候恰逢我们深度视觉小组刚刚组

建之时，我很荣幸地成为了这个小组的一员。三年来我亲身体会

了我们小组的发展，从刚开始的一篇空白，逐渐发展为具有世界

水平的研究团队，完成了诸如首次在图像分类问题上超越人类水

平、获得ImageNet比赛冠军等一系列重大突破。身处微软亚洲研

究院视觉计算组，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学术精神，身边的所有

人无论过去取得的成绩如何，面对深度学习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

领域，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学习，都在进步。而导师们面对全新的

领域仍然能保持敏锐的学术嗅觉，把握正确的科研方向，在紧随

科研前沿的同时却不失学者的严谨与谦逊，所有这些均对我触动

很大。

从ImageNet比赛冠军到CVPR最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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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初夏的北京，我们
又迎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一年
一度的家庭大聚会。今年家庭
日的主题是“缘来一家人”，
是缘分让每个小家庭融入研究
院这个大家庭，感受大家庭的
温暖。 



   Matrix契合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定位——Matrix意为"母体","源头"。时至今日，微软

亚洲研究已成长为世界一流、亚洲顶尖的计算技术基础与应用的研究机构——它不仅

是一流学术成果的孵化器；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了上千篇论文；拥

有数百项专利；开发的上百种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微软产品中，包括微软新一代操作系

统：Office、Xbox、必应、Windows Phone等软硬件——还吸引了一批世界级学者加

盟。当前，超过200多名中外科研精英正为他效力。微软亚洲研究院因此被誉为"全球最'

火'的计算机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微软亚洲研究院— —世界级创新

科技的母体和基础研究成果的发源地。

msramkt@microsoft.com

微博：http：//t.sina.com.cn/msra

博客：http：//blog.sina.com.cn/msra

网址：http：//www.msra.cn/

微信：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微软研究院"

传真：86-10-82868527

电话：86-10-59178888

视频：http：//u.youku.com/微软亚洲研究院

欢迎将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有任何问题请联络研究院公关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5号，微软大厦二号楼 100080

Matrix 释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