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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工智能的未来

才在计算机科学研究的第一线上乘风破浪，在科技界引领潮流。

在过去三个月，我们也见证了许多研究的突破与成果的转化。黄学东博士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实现了在语音识
别领域将词错率降至5.9%的历史性突破，首次实现了计算机的语音识别度与专业速记人员持平，这一里程碑式的
突破也验证了背后的秘密武器——微软认知工具包（Microsoft Cognitive Toolkit，原名CNTK）。Microsoft 
Concept Graph知识图谱与Microsoft Graph Tagging模型的正式发布，则让计算机掌握常识变为可能，为人
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微软基于机器翻译、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等研究成果发布的“通用翻译
器”Microsoft Translator、人工智能英语私教微软小英，以及上文所提到的微软识花等，也都是我们用人工智
能技术改变生活的体现。

九月末，微软联合亚马逊，谷歌，Facebook和IBM联合成立了一家非盈利组织：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Partnership on AI），为人工智能的研究制定和提供范例，推进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了解。我们相信，人工智能
的未来，就是每一个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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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微软亚洲研究院上线了
一款人工智能的花卉识别应用——微软识花，希望能以

生活化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深入接触前沿科技以及微软亚
洲研究院研究成果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希望大家能从这些
简单的应用中感受到人工智能的魅力。

微软一直致力于降低技术的门槛，使技术进步能予力
众生，给人们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计算体验。而这一目标的
实现无不仰仗研究团队多年来的深耕。因此，当我们怀着
欣喜的心情看到来自研究院的实习生及年轻研究员们的研
究成果在今年的SIGCOMM及KDD等国际顶级学术大会
上大放异彩、看到微软学生夏令营中莘莘学子们的无数奇
思妙想，我们原意以持续的热情和旺盛的生机指导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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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谷歌，Facebook，IBM和微软：
为了AI，是的，我们在一起了

美国时间2016年9月28日，亚马逊，谷歌，Facebook，IBM和

微软宣布成立了一家非盈利组织：人工智能合作组织（Partnership 

on AI），目标是为人工智能的研究制定和提供范例，推进公众对人

工智能的了解，并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来吸引民众及社会的参与和

讨论。

为了AI，是的，我们在一起了。

AI合作组织（Partnership on AI）的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

为人工智能的研究提供示范，涉及的领域包括伦理、公平和包容

性；透明性、隐私性和共同使用性；人和AI系统之间的合作；以及

相关技术的可靠性与鲁棒性。二、从专业的角度促进公众对人工智

能的理解与科普并定期分享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三、为人工智能

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可供讨论和参与的开放式平台，让研究者

们之间的沟通更简单无阻。

同时，该组织也分享了他们的四大使命：一，促进专家之间

的交流，这些专家不仅限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还包括心理学、哲

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共同讨论，并对研究问题

提供专业的指导。二、促进AI领域人员之间的交流。无论是AI技术

的开发者还是使用者，以及可能会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各个行业（如

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商业、制造业和媒体等）之间的

交流、研发及应用。三、提供第三方的研究支持。针对人工智能的

伦理、安全、隐私、鲁棒性的优秀研究、应用或是服务都有机会得

到该组织包括资金在内的多方面的支持。四、促进信息介质材料的

发展，这些介质包括在人工智能的核心领域以及相关学科当前研究

中使用到的，以及在未来发展中可能会使用到的材料。

除了五大科技巨头公司加持之外，该AI合作组织的理事会成员

阵容也十分豪华。包括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Eric Horvitz、IBM 

伦理研究员Francesca Ross i、Facebook AI实验室负责人

Yann LeCun，以及Google DeepMind联合创始人Mustafa 

Suleyman。

而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Eric Horvitz及Google Deep Mind

联合创始人Mustafa Suleyman目前共同担任了AI合作组织的联合

主席。“我们正在邀请很多不同的研究实验室和机构，”Mustafa 

Suleyman表示，“我们鼓励AI领域能有更多各种各样的努力与尝

试，这十分重要。我们将尽可能真正地保证组织的开放性。”

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Eric Horvitz另一个更被大家熟悉的身

份是“AI先生（Mr. AI）”。他曾任美国人工智能学会主席，在他

的资助下，一个名为“人工智能百年研究（AI 100）”的宏大研

究计划在斯坦福大学展开，它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和预测人工智能将

如何影响人类，从国家安全到公众心理以及个人隐私，几乎涉及了

生活工作中的各个方面。这个将持续一百年的研究已于本月初推出

了他们的首份研究报告：斯坦福「人工智能百年研究」首份报告：

《2030年的人工智能与生活》。

AI合作组织的理事会成员将会根据特定的标准，由企业、学

术机构以及其他非盈利机构的成员组织。“未来几周内，我们将公

布加入AI合作组织的非企业成员以及组织内的其它组成部分。” 

Suleyman表示。在该组织公布的新闻稿中提到，他们已经在与人

工智能发展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AAI）以及艾伦人工智能中心（Allen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2）就加入组织一事进行洽谈。而AI合作

组织的资金支持也将全部来源于亚马逊，谷歌，Facebook，IBM和

微软这五家创始公司。虽然这些公司在商业上都存在彼此的竞争关

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选择走在一起。

如今，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离大众已经越来越近，我们也看到了

人工智能背后蕴含的无限可能。从能够陪你插科打诨的微软人工智

能姐妹花微软小冰和小娜，到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人类 艰巨的难

题之一——癌症；从人工智能会听会说会翻译，到会看会想会识

别；从看不见的隐形革命，到看得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尽管现

阶段的人工智能还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不足，但我们相信在人工智

能的帮助下，人们的生产力能继续提高，每个人的计算体验也会进

一步提升，而这个世界，正因为这些技术变得更加美好。这些也正

是微软不断努力的方向。

“关于AI合作组织的更多信息”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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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近9个月的项目孵化以及评审， 终来自全国各地的十支

优秀菁英计划项目队伍站在了今年夏令营的舞台上，与全国三十多

所高校的俱乐部学生共同交流并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项目成果。夏

令营特别邀请菁英计划的同学们对微软新视界创新中心进行参观，

深入了解微软对下一代技术的展望。在参观时，微软首席研发经

理邹欣老师为获奖队伍进行了颁奖。队员们在参观完创新中心后感

言，正是强大的技术支撑与创新为微软前进的步伐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

经过激烈地竞争角逐，清华大学的“机器生成音乐”项目 终

获得了本次菁英计划的一等奖。“机器生成音乐”诞生于去年10月

启动的2015微软校园Hackathon系列比赛，该项目是一款以神经

网络LSTM模式、微软Azure云存储以及乐理为基础的能够独立生成

动人音乐的软件。基于一维数据的算法作曲问题可被视为其他基于

在众人的期待下，2016年8月14日，来自全国35所大学微软学

生俱乐部的成员及台湾香港地区的近150名同学齐聚帝都北京，宣

告了2016年微软学生夏令营的正式开营！短短四天，同学们从破冰

到熟识，再到各小组成员们齐心协力完成微软车库（Garage）的骇

客创意，过程中的交流与灵感的碰撞都给大家留下了今年夏天 美

好的回忆。

微软学生夏令营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学术合作部与亚太地区高

校合作培养人才的成功实践。夏令营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学术合作部

组织，面向全国高校微软学生俱乐部的部员开展了各种富多彩的活

动，还让同学们更近距离地体验到了微软前沿科技的奥妙，更深刻

地体验了研究院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通过夏令营，微软亚洲研究

院与俱乐部建立起的良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让俱乐部核心成

员以更好的推广和组织活动，同时提供了一个俱乐部会员和微软双

向交流的机会与平台。

本次夏令营中的一个重点环节是微软校园菁英计划项目收官

展示及奖项评选。菁英计划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学术合作部组织的以

激励学生创新为目标、提供长期孵化时间为背景，为每一个在校园

中成长起来的项目提供一整套成熟的训练系统，给予同学们天马行

空追逐梦想舞台的高校校园计划。在菁英计划中，微软提供了Win 

10、Azure、Office Add-in、微软认知服务、KINECT、微软小娜 

API、必应词典以及Microsoft Open Tech（微软开放技术）等技

术和资源的支持以及种子基金打造校园菁英成果助推器，加速创意

实现的过程，帮助学生 终完成项目。从2015年11月开始，微软

校园菁英计划在全国高校中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骇客风暴，席卷17

个城市，三十多个俱乐部，吸引了1100余人、280多个团队参加。

用科技照亮社会，让你我共创未来——
2016微软学生夏令营的爱之旅

站在微软的肩膀之上，努力做骇客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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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维数据的人工智能问题的首选研究模型，在基础科学研究及工程

应用上有广阔的前景。该项目将程序嵌入硬件而不依赖于网络和存

储设备，未来可广泛使用于医院、心理诊所、休闲区域、咖啡厅酒

店等场所，改善人们的计算与艺术体验。在学术价值方面，音乐生

成器算法的成功开发可以说明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模拟大脑

的艺术创造力的产生机制。在商业价值部分，“机器生成音乐”可

以生成完全不侵犯音乐版权的作品，在电影、游戏等配乐领域具有

广阔的市场前景。此外，该项目对于辅助作曲，提升音乐审美以及

体验艺术魅力等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项目孵化期间，从项目进展

到细节改进，同学们与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组的研究员、学术

合作部的学术合作经理进行了深度交流。清华大学的莫尘宇同学说

道：“与微软研究员的交流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算法思路并指正了技

术问题，让我们确定了数个研发方向。他们让我们明白技术应当服

务于生活，而不是为了炫技而炫技。之后我们把这些知识也加入到

项目中，获得了效果上的提升。”

为满足上班族在办公室中做趣味运动的需求，一款新式的

手机运动“app”诞生了，那便是动感乒乓。只需要一部手机，

一台联网的电脑，就可以在办公室享受到轻运动与音乐节奏快感

的“动感乒乓”项目获得了本次菁英计划的二等奖。这是一款基

于Node.js，HTML5、微软Azure云存储以及智能手机运动传感

器的体感游戏。项目成员从“当前手机游戏开发平台虽然多样却

依然没有跳出手机原始操作”的现状出发，针对操作方式和跨平

台这两个特点，开发出一款新式的手游，既创新了操作的形式，

充分利用手机上的各类传感器，又考虑到各个平台间的差异性，

做出一款兼容多个平台的，充分利用平台 大性能的游戏。在

技术设计上，利用手机自带的传感器，将手机当做球拍来跟随音

乐节奏打乒乓球。考虑到手机传感器的性能限制，扬长避短，发

挥所带传感器的优点，在游戏性上弥补短板。在服务器后端实现

上，除了为客户端提供页面之外，也承担着游戏击打数据从移动

端到PC端传输的中继任务，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在充分了解

项目进展和所需要的技术支持后，对“动感乒乓”提出了指导和

修改意见，在精神上鼓励了同学们。

此外，四川大学的菁英计划团队从盲人以及视障人士这一社会

弱势群体角度出发，设计出以手势控制、LBS（定位服务）、微软

Azure云存储、OCR（文字识别）以及 TTS 和 STT（语音服务）来实

现多方位多维度的导盲功能的“Roaming-基于AR的导盲APP”，希

望能给盲人以及弱视群体带来出行的自由。队员们带着这一充满社会

关爱的项目还参加了“微软Imagine Cup 2016 世界公民组比赛”获

得思创赛区特等奖、中国赛区三等奖以及“华为杯”大学生计算机作

品大赛特等奖的优异成绩。

微软学生夏令营的另一个关注焦点当属“微软车库”骇客马

拉松赛。车库活动要求同学们在夏令营限定的两天时间内围绕主题

提出应用设计方案，并从问题描述、市场调研、解决方案、未来前

景、开展项目所需的资源、团队以及未来项目进度等多个方面进行

论述和展示。今年微软车库以“爱”为主题，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

长潘天佑（Tim）博士从自己的故事出发，用爱身边的人、关爱弱势

群体以及贡献社会意义之爱等多个层面为同学们解释了爱的主题。

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体验并利用微软先进技术完成项目，夏令

营特别提供了四台HoloLens供同学们现场体验和开发使用。

（6）

此外，技术荟培训上，来自研究院的四位资深研究员和工程师

讲解了微软Bot Framework Guide中各接口的使用方法，通过人脸

识别技术展示微软认知服务的奥秘，并深度解析了HoloLens的开

发与结构。经过紧张刺激的编程、海报展示、现场演讲以及多次评

审合议后， 终利用HoloLens+混合现实技术帮助消费者网络购物

的“HOLOLOVE”项目，和集合微软认知服务语音API、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的“妈妈的味道”项目获得了一等奖！

黑科技，“爱”科技

邹欣老师(左一)与一等奖“机器生成音乐”团队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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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传统网上购物缺乏现场感和体验感弊端的“HOLOLOVE”，

是利用HoloLens以及语音识别API, Unity等，通过采集用户手势及头

部运动作为用户选择的方法，并通过改变现实场景，使用户可以体验

混合现实的购物环境的应用设计。混合现实可以发挥真实性和交互性

的优势，给电商购物带来全新的体验。在三维的混合现实场景中，

房间是真实存在的，产品是三维虚拟的，顾客仿若身临其境一般，

通过HoloLens对产品进行旋转放大放置等常规操作。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的宋力翔同学对HoloLens非常感兴趣，他表示：“HoloLens

作为一个划时代的产品，是极富有吸引力的。这几天利用HoloLens

的开发让我非常兴奋，但由于时间紧张，感觉对HoloLens的深入了

解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与酝酿。”虽然时间紧张，竞争激烈，同

学们在完成项目设计、展示外，还对“HOLOLOVE”提出了增加3D

模型旋转功能、增强对周围模型的影响、配置人工语音等后期改进

期待，让评委们印象深刻。

（7）

“妈妈的味道”是一款智能食谱APP。当身处异乡或苦于生

活繁忙无暇学做菜时，用户可以跟随智能语音食谱，和app提问

等互动的方式，依靠"妈妈"、"大厨"的指导做出美味佳肴。Bot 

Framework以及认知服务等技术让用户能够用自然语言交流与APP

交流，而服务器也将妈妈的“私房菜谱”整理储存，让普通用户

和“大厨”仅有一个APP的距离。

获奖的喜悦之余，同学们表示夏令营之旅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

乐趣和收获。团队成员之一，来自复旦大学的郑傲同学说道：“在

这三天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和刚认识的可靠的伙伴一起合作，完成结合

了大家的智慧和努力的项目。我们付出了汗水、思维的碰撞，也收

获了新朋友，新知识。技术荟上大家了解到微软的“黑科技”，Bot 

Framework，微软认知服务和HoloLens，这些技术将过去只有在科

幻电影中才出现的桥段展现在我们身边，我们甚至得到了珍贵的机会

去直接使用这些技术。和人工智能对话、计算机在某些方面的识别能

力超过人眼，将虚拟的3D世界和现实视角相结合……这些奇幻的技术

给了我们无数想象的空间。”

评委们表示这次夏令营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同学们的选题很

多关注到了社会上常被忽视的人群。有的从自己做自闭症福利机构

志愿者的经历思考，开发了辅助自闭症治疗的应用；有的从老人的

日常起居生活出发，开发了老年人健康管理的机器人；还有的通过

调查，实现了切实可以解决留守儿童和父母沟通问题的系统……在

短短几天中，同学们尝试利用微软的一些前沿技术，让这些应用成

为现实。可以看到同学们的视野非常开阔，而且具有很强的人文关

怀，并拥有着极强的开发能力和学习能力。他们在尝试用自己的能

力来帮助更多的人，而这一切都围绕着我们这次“爱”的主题。

（9）

珍藏回忆，走向明天！

时光匆匆，2016微软学生夏令营已落下帷幕。短短几天时间

内，同学们一起奋斗、一起玩耍、一起流汗、一起欢笑。车库之

外，同学们的户外团建798行，大家在蒙蒙细雨中留下超级有爱的合

照。闭幕晚宴上，“小天使”游戏让同学们找到这几天“悄悄”关

心自己的小伙伴并送出“祖传”礼物。 后的集体大合唱歌曲“朋

友”不仅整场气氛点燃到爆表更将夏令营温馨动人的记忆留在每一

位营员的心底。

微软学生夏令营的目的就是努力把 好的知识、技能、交流

机会带给同学们，也让大家将创新、协作、坚持到底的精神代代传

承。同学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过头脑风暴、快速学习和团队协

作， 终达成如此出色的展示，这样的表现和精神触动了所有评委

也感染了每一个夏令营参与者。希望同学们带着夏令营的感动与收

获，把骇客精神深入骨髓，在科技创新的路上越走越好！

珍藏回忆，走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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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道重要门槛。不夸张地讲，如果我们人类只有个体智能，而

不知道如何和其他同类打交道，不能通过群体和社会来不断放大

我们的智能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像今天一样成为万物之灵。在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例子都能充分表明拥有社会智能，并充分利

用社会智能的重要性。比如商业领域的互联网广告竞价、股票交

易；公共服务领域的城市交通、教育；甚至到各项政策的推行、

法律法规的制定等等。在这些例子中，每一次规则与政策的变

化，参与其中的人（局中人，player）也会根据策略相应地调整

自己的行为。

人类做出每一项决策，其实都是与其他若干拥有同样智能的

人类相互博弈的过程。本着趋利避害的本能，人类倾向于在相互

博弈的过程中做出 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相比之下，人工智能技

术的行为原理，大多假设世界是客观存在（或者一成不变、或者

具有稳定的统计属性），很少考虑到它要处理的数据可能是另外

一个智能体在与自己博弈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简单的假设会使

得人工智能的算法只具备个体智能，而缺乏社会智能，从而很难

在与聪明的人类交往的过程中真正逼近或者超越人类。

具体来讲，绝大部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法都是基于这样

的一个假设——用于研究的数据（或产生数据的环境）是预先存

在的，而且它的统计规律不因学习过程本身而改变。机器学习过

程就是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学习，理清其潜在的数据分布，从

而找到合适的分类器、回归器，实现对未来事件的预测。这种假

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理的，例如用于图像识别的大量图像及标签

数据，用于语音识别的声音数据，用于机器翻译的语言数据等。

这类数据都十分可靠、稳定，不会持续地发生变化，我们也易于

用一些概率分布去描述这些数据。

与这类稳定的天然数据不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所说的大数

据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应用商店的下载排名发生变化时，

用户的下载行为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搜索引擎给出不同的

查询结果页时，用户的点击行为也会因为排序的变化而改变；又

例如在社交媒体中，回复、跟帖、转发等大量数据产生都是由人

类这一智能体产生的，并且会根据系统的推荐算法、其他用户的

互动行为而发生变化。在这些例子中，如果我们依据收集好的历

史数据学到一个模型（比如排序模型或推荐模型）并把它应用到

实际中，一旦用户的行为随之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数据分布的

变化），原来学到的模型将不再 优，其性能可能远远低于我们

的预期。但人们的行为变化迅速，即便我们再根据变化之后的数

据更新模型，也总会比人们行为的改变慢上一拍，在这个由博弈

人 工 智 能 早 就 不 是 一 个 新 词 了 。 早 在 六 十 年 前 ， 在 达 特

茅斯学院举行的一次会议就正式确立了人工智能（Ar t i f i c i a l 

Intelligence）的名称，以及研究领域和任务。在那之后，人工

智能几经沉浮，走过黄金时代，也走过人工智能的寒冬。如今，

人工智能又迎来了新的春天，不管是Skype Translator实时语

音翻译技术，超过人类准确度的图像识别技术，像微软小娜、小

冰一样琳琅满目的聊天机器人，还是不久前的人机围棋大战，都

让我们目睹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又一个突破。身处人工智能时

代，一方面，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我们也

需要深刻反思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否存在局限性，而未来的人

工智能之旅又该去向何方？

从个体智能到社会智能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人员，我认为“人工智能即将取代

人类”的想法未免太过“乐观”了。事实上，目前人类对人工智

能的研究还停留在相当初级的个体智能阶段，即计算机仍只能完

成某些单一任务，例如识别出图像中的内容、听懂一段语音、打

赢某个电子游戏，或者在某次考试中取得一定成绩……虽然计算机

在某些特定领域或某些特定任务上的表现已经逐渐逼近人类，甚

至超越人类，但这些任务通常目标单一，且缺乏与其他智能个体

（人类）或群体的互动。

从智商到情商，从个体智能到群体智能，是实现人工智能

刘铁岩：博弈机器学习

从个体智能到社会智能

本文转载自《环球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刘铁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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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变化环境中永远与“ 优”隔岸相望。

此前，我的团队在与微软在线广告部门合作时，就发现了

这样的问题。我们团队首先依据此前累积的数据，帮微软广告部

门离线训练了一个效果极佳的机器学习模型用于必应广告搜索中

的竞价排名。上线之初模型立刻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广告效益却大打折扣。我们很快地找到了这个现象的根

源：广告竞价排名过程常常涉及到人（广告主）的因素，广告主

会敏锐地发现因为广告竞价算法的改变所带来的自己广告投放成

本和收益的变化，从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广告投放策略，这是一

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如果不考虑经济规律和人的动态策略，离线

地进行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结果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广告竞价的过程包含广告平台与广告主之间的互动，以及

广告主之间的相互博弈，想要对其进行精准建模，仅靠机器学习

的知识背景是显然不够的。因此我们团队把博弈论的思想引入机

器学习，并于2013年在国际人工智能大会（IJCAI）上首次提出

了“博弈机器学习”的概念，将博弈论的思想引入机器学习中，

即以博弈论的思想对人的动态策略进行显式建模，利用行为模型

和决策模型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类难题。有了博弈机器学

习，我们的算法就可以比人多想一步、甚至多想很多步，提前预

料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从而在与博弈的时候占得先机。

行为经济学和增强学习

此前，学术界还有多种方法用于解决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博弈

问题，例如行为经济学、增强学习等等，博弈机器学习与这些学

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首先是行为经济学，这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研究人员主要是经

济学家。我们知道，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是完全理性的，但

这种假设在很多实际情况下是不合理的。例如，情况一：你扔一枚

硬币，正面就给你1000块钱，反面就一分钱也不给你；情况二：

直接给你500块钱。这两种情况从理性角度并无区别（期望的收益

都是500块钱），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可能因为对风险的恐惧，更

倾向于选择直接拿500块钱。为了更好地解释人类的这种行为，学

者们又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修正，从而衍

生出了行为经济学这个学术分支。行为经济学虽然比传统经济学更

加合理，但是其主要研究目的仍然和传统经济学一脉相承——对

经济数据进行解释，而在计算机领域我们则是希望通过构建算法模

型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计算和预测。

增强学习，大家都知道此前的围棋机器人所采用的主要算法

之一叫做增强学习。增强学习主要关注的是智能体如何在环境中

通过采取一系列行动（包括探索和利用），获得 大累积回报的

自学习策略。增强学习认为数据是环境产生的，并且把环境分成

随机型和对手型两种进行考察。虽然在对手型增强学习里，某种

程度上考虑了算法和环境的博弈过程，但是它没有对对手的行为

进行显式建模，而是简单地使用 大 小准则来得出 坏情况下

的学习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对于对手的理解很有限，和人

们想象的不同，这种算法不能达到比对手多想一步的效果。以人

机围棋大战为例，系统并没有针对博弈对象（李世石）本身的行

为特点（棋路、现场表现、情绪状态等）采取有的放矢的个性化

策略，而是利用离线习得的策略函数和价值函数、以及在线的蒙

特卡洛树搜索来决定如何出招。

真实的人类行为既非随机、也非完全理性和对立——事实上

人类（智能体）的行为往往会有一定规律可循。与前面提到的这

些技术不同，博弈机器学习就是利用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无

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是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互动都是可以被

建模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些人为的数据是如何产生的，从

而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此加以利用，从而在和人类博弈的过程中占

得先机。

用博弈机器学习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博弈机器学习可以帮助我们优化在线

广告的竞价机制，它的思想在很多其他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比

如社交媒体、众包管理、交通疏导等等。一旦我们在机器学习的

过程中，对人的行为模型做出学习和描述，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算

法机制发生改变之后，人们的行为会怎么去改变，从而知道在很

长时间以后当人的行为趋于稳定（均衡态），我们取得的结果是

好是坏。

（5）

以城市交通为例：

目前城市中的其中一条主干道A堵车情况十分严重，另外一条

路线B行驶缓慢，而路线C较为畅通，那么当司机通过导航等渠道

行为经济学和增强学习
用博弈机器学习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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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了这个信息之后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很有可能司机们选

择一窝蜂涌入道路C而造成该道路极为拥堵，当然也可能存在大量

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绕远路而死守在 短路线A上的司机。那么如何

实现理想的资源优化配置呢？

如果从博弈机器学习的角度来思考，我们首先会注意到每位

司机都有着大量的驾驶数据，例如几点出门，几点回家，习惯走

哪条路，备用路线通常是什么、对拥堵的忍耐程度、是否常常根

据导航给出的建议改变行车路线、等等。倘若我们将这些数据利

用起来，为每个司机构建个性化的行为模型，那么作为交通诱导

信息的发布者（这里我们假设是交管局或者导航软件）就可以预

测在发布某个交通诱导信息之后对城内交通可能带来的影响，并

以此为依据来帮助决策者选择更好的诱导策略，甚至能有针对性

的对不同行为偏好的司机提供不同的诱导策略。而对于一些数据

量较少，不足以构建个性化行为模型的司机，我们可以做一些聚

类模型，或是采用通用模型，加以解决。

2013年，我们提出的“博弈机器学习”理念随后得到了学术

界的广泛肯定，很多国际知名的博弈论专家、以及机器学习专家

也开始纷纷进入这一领域。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我们的工作会

取得这么大的反响，是有原因的。首先，算法博弈论的研究通常

是以理论研究为主，对应用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在微软亚洲研究

院，我们是站在工业界的角度，能够发现实际问题，并找到理论

问题与实际问题之间的差距和联系，从而弥补这一方面的空白。

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角度，近几年我们的研究组提出了大量全新

的问题，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欢迎。其次，机器学习的主流研究

人员是统计学家和数据科学家，而博弈论研究的主力则是组合数

学家和理论计算机科学家。这原本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但现

实问题多是既有组合又有概率，既有数据又需要理论分析，我们

研究组的背景恰恰与此吻合——我们同时具有统计背景和博弈论

知识，自然而然就担当起了学科交流融合的角色，并为这两个学

科都引入了新鲜血液。

当计算机学会博弈

什么才是人工智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为“智

能”提出一个定义。如果说过去对于个体智能的研究为计算机赋

予了智商（IQ）的话，那么社会智能则对应着人工智能的情商

（EQ）。三人成众，人类是具有极强社会性的动物，而“社会

性”则少不了与其他人类进行互动，这样的互动体现出的就是情

商和社会智能。真正想把人类的智能研究清楚，把个体智能扩展

到社会智能是一条必经之路；而想要把社会智能解释清楚，既利

用了人类的行为数据，又利用了群体之间博弈行为本质的博弈机

器学习将会是一个绝佳的工具。

为计算机打造出高情商，博弈机器学习可能是个极佳的解决

方案。通过观察周围人的行为，对每个人构建不同的个性化行为

模型，计算机就可以三思而后行，选择一条能让周围人 大化满

意的策略。假设我们现在要设计一个聊天机器人，那么有了博弈

机器学习，我们就可以基于用户的个性化行为模型，计算一下当

机器人说出某句话以后其他人会有什么反应，几个人开心，几个

人生气， 终是否能达到平衡，平衡的结果是大家都离我而去，

还是相谈甚欢。这样的聊天机器人可以超越简单的问答模式，懂

得“察言观色”、“看人说话”，体现出非同凡响的情商。我们

的研究组目前正在和微软的小冰团队一起，探索这方的技术和应

用，如果小冰学会博弈、具有情商，那样我们离真正的人工智能

就更近了一步。

经常有年轻的研究员问我，如何在当下火热的人工智能大潮

中把握好前进的方向。从我的研究经历出发，其实上面提到的博

弈机器学习的研究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一个人拥有非常

宽的领域知识、并且怀揣强烈的好奇心，对应用还非常敏感，那

么他就可以很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研究方向，做出对学术

界和产业界都有价值的创新性研究。微软亚洲研究院正是一个可

以帮助大家实现这一目标的孵化器，欢迎各路有才华有想法的年

轻人加入我们，一起开拓更新的世界，为世界创造更多的价值。

   参考论文

1) Di He, Wei Chen, Liwei Wang, and Tie-Yan Liu, A 

Game-theoretic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for Revenue 

Maximization in Sponsored Search, IJCAI 2013.

2) Tie-Yan Liu, Wei Chen, and Tao Qin, Mechanism Learning 

with Mechanism Induced Data, AAAI 2015.

3) Haifang Li, Wei Chen, Fei Tian, Tao Qin, and Tie-Yan 

Liu, Generalization Analysis for Game-theoretic Machine 

Learning, AAAI 2015.

4) Fei Tian, Haifang Li, Wei Chen, Tao Qin and Tie-Yan Liu, 

Agent Behavior Prediction and Its Generalization Analysis, 

AAAI 2014.

5) Wei Chen, Tie-Yan Liu, and Xinxin Yan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Behaviors in Sponsored Search, Applied Stochastic 

Models in Business and Industry, 2016.

6) Tao Qin, Wei Chen, and Tie-Yan Liu, Sponsored Search 

Auctions: 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echnology, 2014.

7) Di He, Wei Chen, Liwei Wang, and Tie-Yan Liu, Online 

Learning for Auction Mechanism in Bandit Setting,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13

8) Haifeng Xu, Diyi Yang, Bin Gao and Tie-Yan Liu, Predicting 

Advertiser Bidding Behaviors in Sponsored Search by 

Rationality Modeling, WWW 2013.

当计算机学会博弈



In The Media 媒体报道 11

相比其他公司，微软在机器翻译领域 大的特点就是把重点更

多地放在了B端企业级用户上，这点也秉承了微软整体的产品策略。

毕竟，自从纳德拉上任之后，他提出的「移动为先 云为先」的策略

也决定了微软必须将重点放在B端用户这一边。

Microsoft Translator是基于云计算开放的API技术，从2008年

开始，这项技术首先被用在微软自己的产品里面，包括 Office 和必应

等。到2011年，微软开放了API，让第三方用户也能够接入使用这个

技术，达到和微软产品一样的翻译结果。目前，Microsoft Translator 

已经服务于全球上千家企业客户，包括亚马逊、eBay、Twitter、惠

普、戴尔等。

目前他们的API包括两个，一个是文本翻译，一个是语音翻译。

现在微软开放的主要是文本翻译，那数千家客户使用的也大都是这

个部分，而语音翻译由于技术才完善不久，其API于今年 3 月才刚刚

开放。

在 谈 及 自 己 在 企 业 级 用 户 方 面 的 优 势 时 ， 微 软 研 究 院 

Microsoft Translator产品战略总监Olivier Fontana提到了三点：

第一，重视企业级用户，为他们提供了很可靠的解决方案；第二，

产品可定制，能根据不同的行业定制不同的语料库；第三，扩展性

好，比如他们 近增加了Microsoft Edge浏览器的翻译拓展功能，

如果用户安装了Windows 10的周年更新版本，那他就能使用这个浏

览器翻译功能了。

现在，我们来着重谈谈微软目前重点发展的方向：语音翻译。

必须承认，虽然之前参加了许多次的产品/技术介绍活动，也看

了不知多少次的Demo演示，但微软翻译（Microsoft Translator）

近日给出的演示效果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同声传译们要小心了，微

软的这个新功能真的可以威胁到你们了。

事情是这样的：

瑞典有一个移动运营商，它应用微软的语音翻译的API集成到他

们后台的通信网络系统。于是乎，除了对方本人的说话声音之外，

两个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可以在打电话的时候直接听到手机里传过来

的翻译的声音。由于这个功能是集成在通讯系统里面的，所以用户

直接就可以获得这个功能，不需要下载 App。

在当天的演示中，微软的两位同事分别操着英语和法语互相打

了半天电话，两人通过手机里传过来的翻译声音，基本理解了对方

的意思。

如果说自动驾驶汽车让司机们感到了生存的危机，那微软的这

个演示恐怕会让很多翻译和同声传译们心头一凉：机器的触手已经

伸到我们身边了。

谈 到 机 器 翻 译 这 个 领 域 ， 大 家 的 脑 海 中 可 能 会 浮 现 出 微

软、Google、百度等大公司的身影。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人

类一直在探索这样的技术。在过去五年左右，这个技术取得了重大

突破，到今天虽然还不够完美，但是已经能够应用到真实的场景中

了。

探访：微软是怎么做机器翻译这件事的？
本文转载自极客公园  作者：怡彭

重视企业级用户

语音翻译是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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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中国越来越流行的“海淘”则是Microsoft Translator 

的另一个用武之地。基于Microsoft Translator技术的必应翻译提供

了在线文本翻译和网站翻译功能，只需输入你的海淘网址，就能实

现整个网页的机器翻译，并且同样支持 50 多种语言，让你的海外购

物无障碍。Windows 10用户通过添加Edge浏览器的Translator扩

展插件，即可一键翻译整个网页或者文本。

应该说，由于翻译这个领域需要大量的数据积累，所以它还是

一个大公司的竞赛场。微软当然是其中很有竞争力的一员，他们在

企业级用户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同时也在通过开放API的措施吸引着

更多的开发者加入他们的队伍中。

虽然对于翻译和同声传译们来说，机器翻译的进步可能不是一

个好消息。但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

真正可以做到不会一句外语就能行遍天下。

事实上，对于我们一般用户来说，我们目前大量使用的还是文

字翻译。不管你是文字输入还是拍照，你所进行的基本都是文字之

间的互通。但事实上，语言总是要靠声音“说出来”的，我们 终

还是要回归语音交互的道路。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语音翻译的大概流程就是“听到声音-变

成文字-翻译-从文字再变回声音”。但根据微软的测试，这样的方式

其实效果并不好。

微软的做法是这样的：自动语音识别（ASR）-TrueText（智

能文本校正）-自动文本翻译-文本到语音转换（TTS）。其中 关

键、也是让语音翻译这个过程脱胎换骨的环节有两个，第一个就是 

TrueText，另外一个则是大量基于口语的语料库。

TrueText的作用很简单，就是把不是特别规范的口语进行调

整，变成更容易理解和翻译的文本，比如"啊"、"嗯"、"这个"、"那

个"之类的。此外，微软还建立了大量口语化的语料库充实到文本翻

译中，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微软是目前唯一一家添加了语音数据

库的公司，这种口语化的翻译模式让语音翻译听起来更加自然。

目前Microsoft Translator支持对包括中文普通话在内的8种语言

的实时语音翻译（英语、法语、中文、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在Skype Translator以及Windows、iOS或

者Android版的Microsoft Translator应用中，你都可以体验到这项私

人实时口译服务。

当然，对于我们一般的C端用户，微软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案，他

们推出的Microsoft Translator移动端App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应用。

这款应用不仅适用于Windows设备，同时还支持使用 iOS、Android 

平台的设备，甚至包括Apple Watch和Android Wear智能手表。

打开这款应用，你能直接看到四大功能：语音翻译、文字翻译、

两人对话翻译以及拍照翻译。基本上不管你的需求是什么，它都能提

供一个基本的服务。此外，在文字翻译和拍照翻译的场景下还可以下

载离线的语言包，在外就不用漫游使用数据了，离线就可以翻译。

同时，我们普通用户更加熟悉的微信中也少不了Microsoft 

Translator的身影。据了解，除了中英文之间的翻译是微软翻译和有

道翻译各占一定的比例之外，微信中其他语言的翻译，如法语、日

语或阿拉伯语等均是微软提供的服务。

用多种途径帮 C 端用户解决难题

结语

“关于微软语音机器翻译实时演示视频”

扫一扫即可查看

扫描二维码即可下载 Microsoft Translator 新版本：

iOS 版 

Android 版

Windows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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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微软试图用技术强势切入在线教育

还记得微软小冰吗？

自人工智能机器人走进人们视野以来，“她”可能是 调皮和

伶牙俐齿的一个。在微博和微信上，机器与人“调戏与反调戏”的

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甚至每解锁一个如“读心术”一样的新技能，

都足以让小冰登上科技媒体的信息流。

人工智能无疑是现如今IT业 火的热词。无论谷歌、苹果，还

是国内的科大讯飞，都在此投入重金。科技公司们大笔投入的目的

显然不只是为我们找乐子，在更多行业寻找让机器替代人的方式，

才是这场科技军备竞赛的主题。这一次，微软选择的是教育。

就在数日前，微软对外发布了“微软小英”，一款基于微信的

口语训练应用。

试玩：听懂语义是 大亮点

微软做出的口语产品会有多酷炫？芥末堆特意试玩了这款产

品。

通过底部的功能栏可以发现，用户可以在微信的聊天窗口实现

情景对话、跟读训练和中英互译三种功能。其中 重要的，就是情

景对话的功能模块。

如中间的截图所示，在情景模拟对话模块中，小英会根据场景

进行描述并向用户提问，而用户则可根据中文和给出的提示词，通

过微信语音回答问题。在此之后，用户可以得到系统给出的评分和

标准答案。

同其他口语应用 大的不同在于，小英能够对用户所说的句子

进行语义层面的识别，而给出的得分包含了对用户语句和发音的双

重评价，如果用户的回答文不对题，系统能够予以识别并给出很低

的分数。

据称，小英目前已内置了150余种情景课程，涵盖二十余个日

常场景。

点击左侧的功能按钮，可以通过网页版进行更丰富、带有图片

的情景模拟练习。

另一个特色的功能名为“易混音练习”，试图帮助中国用户解

决“n”和“l”、“f”和“h”等易混淆的音节。微软小英列出了20组

易混淆的元音辅音，让用户先阅读详细的讲解，再转到练习界面，根据

听到的读音，在两个单词中选择一个，再逐个练习发音，由小英给出相

应的得分。

本文转载自芥末堆网  作者：怡彭

试玩：听懂语义是最大亮点



14

除此之外，还有相对常规的跟读式发音训练和背单词功能。

在“我的主页”中，可以查看小英对用户英语能力的评价，进行英

语测试并根据用户的学习数据推荐相应的课程。

科技巨头做教育，落脚点还是“技术”

尽管算不上主要业务，但国外的IT巨头们在 E-Learning 上其实一

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只是OneNote、Chromebook、iPad

等在学校内常见的软硬件产品，微软、谷歌、苹果三家公司还于近

期分别发布了Microsoft Classroom、Google Classroom和Apple 

School，几乎同时开始在教学管理领域发力。可以说，科技巨头们

在细分领域想要做的，仍然是行业的“基础设施”。

那么问题来了，微软为什么要做"小英"这款重度垂直的行业应用？

在一场关于小英的分享会上，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总监田

江森博士给出了答案。多年的研究，让微软亚洲研究院积累了大量

的技术，但不是所有成果都适合整合进微软的产品体系。而小英，

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将技术转化为独立产品推向市场的一次尝试。

田江森表示，英语是中国人重要的需求之一，但中国人的口

语熟练度在亚洲都仅排在中下游，因此英语口语是一个很好的切入

点。尽管市面上已有许多相关的App产品，但田江森认为，有竞争

正意味着有需求，只要能做出更好的产品，就不必在意所谓的“红

海”。而微软 大的优势，就在于技术。

微软对小英的定位，是可以与用户进行一对一交谈的英语学

习机器人。选择微信平台作为首发地，也正是看中了其自然的聊

天交互场景。但第三方平台仍然意味着限制，据透露，微软已经

计划为小英开发独立的App。

在人工智能的未来，“机器外教”可能不是梦

在活动中，田江森透露了小英下一步的开发计划：

● 完善现有功能，改进用户体验，同时积累更多数据；

科技巨头做教育，落脚点还是“技术”

● 扩充内容和难度，适应年轻白领以外的更多的人群；

● 运用更多数据优化语音、语义模型，提高识别精度；

尽管对自身的技术有着很高的自信，田江森也并不讳言在教

育上的“外行”，教育内容的生产和先进的教育理念、方式显然

并不是微软的专长。下一步，微软小英将通过和教育企业的合

作，来实现资源的互换与共享，进一步提高小英的专业度与使用

的广度。

田江森表示，小英将在未来加入更多人工智能的元素，甚至

如她的亲姐妹小冰一样的自由的多轮对话，在技术上也完全能够

实现。只是在产品发布之初，不希望将产品做得太过复杂。

事实上，微软已经在小冰上做得更远。此前，微软发布第四

代小冰，在解锁对人类的全时感官之后，小冰可以做到与人类的

双向同步交互，也就是可以与人类“打电话”交流。去年，能够

识别图片和发送语音的小冰已经让人惊艳，而实时的语音通话则

无疑让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意义又提高了一个层级。这让人不禁

联想，如果这项技术也被用在语言教学领域，会发生什么？大量

的“外教”需求，会被机器取代吗？

近日，BAT三巨头中 重视人工智能的百度正式发布了“百

度大脑”，在李彦宏口中，这个被百度寄予厚望的产品所涉及的

核心技术为语音、图像、自然语言处理和用户画像，与口语学习

应用所需的技术几乎完全相同。

从谷歌、微软、百度等大公司的动作与决心可以看出，人类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由于场景和需求的

吻合，新技术和新成果正在更快地被用在教育行业之上。教育

的“智能时代”，或许要比人们所预期的来的更早一些。

在人工智能的未来，“机器外教”可能不是梦

“关于微软微软小英的更多信息”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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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与AR：半个世纪之路

  

童欣：早在图形学开始发展之初，VR和AR（增强现实）这些概

念就已经存在了。1990年代初，图形学里高端的VR系统叫做CAVE 

System，由EVL研发，由几个显示屏组成屋子的墙，提供一个沉浸

的环境，每个屏幕后面有图形能力很强的图形工作站。用户戴上立

体眼镜，通过一些穿戴上的跟踪设备和数据手套，就可以在里面自

由地走动，旁边的内容会随着交互而改变。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高

端、售价非常昂贵的系统。那时VR更多还是面向工业应用（比如美

国的航天系统）或者是军事应用。PC出现之后，大家开始用PC代替

原来的超级计算机，用PC把所有显示屏搭起来就能做成一个CAVE系

统。这是VR发展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则是供单个人使用的头戴

显示器这样的VR系统。

AR方面也很早，但主要还是面向非常专门的工业应用。一是军

工。比如说，一家军工厂需要修理一颗导弹，有了AR就可以知道先

打开什么地方、需要执行什么样的操作，极大地提高效率，减少失

误。对军工来说，只要能提高效率，这成本就是值当的。一个是飞

机制造和维修。波音公司很早就采用了AR的系统，就是小的半透明

显示器置于眼睛前面，显示的内容叠加在真实场景中——无论是装

配飞机或者是修理飞机，都是非常高难度和复杂的任务，需要借助

维修指南，哪怕只是显示你在手册上需要查哪儿，这显示器的用处

也很大。

至于 近这一波VR/AR浪潮的兴起，一个原因是手机产业过去

这几年的发展，让所有的传感器和显示器小型化，且价格真的能让大

家接受，同时，随着个人计算机计算能力的增长和图形处理器的发

展，使内容显示的计算能力跟得上。所有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终于

可以用一个普通用户也能接受的价格为大家提供比较好的VR体验。

VR其实一直都在，但之前很小众、很昂贵，现在慢慢终于发展

到了可以面向普通用户的时候。

记者：在这一波VR/AR浪潮里，计算图形学、人机交互和传感

有什么技术突破？

童欣：有几个 重要的进步。首先，在硬件上，过去的传感

器已经非常精确，但售价非常昂贵。智能手机普及后，传感器大量

生产，价格变得非常便宜，传感器的发展也让很多定位技术有所进

步。GPU的发展也很快，在这么高的分辨率下，能做到非常真实的

显示——当然，在这所有的背后，还要有很多实时算法进行支持，

能结合传感器数据进行实时的定位，同时把真实感很强的内容显示

出来。另一方面是交互技术的进展。目前在VR中，大家的交互基本

上还是依靠设备，现在可以通过传感器帮助用户确定在虚拟环境中

的位置和头的朝向，还有输入，用游戏手柄或者依靠语音、手势进

行，提供很好的自然的交互体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以微软的HoloLens为例，微软一直在自然交互，VR和AR领域

中进行重点投入和研发。在真实感实时现实方面，微软研发了很多

算法并通过Direct3D提供给用户，与GPU的发展相互推动，带给用

户更真实的内容体验。自然交互方面是Kinect，这是第一次把很自

然的体感交互体验推给用户，用价格便宜的深度摄像头，结合 新

的算法，来达到用户姿势的实时识别和跟踪。近来推出的全息眼镜

HoloLens就是把所有的交互、显示的 新技术与硬件集大成了。不

仅仅是硬件上的波导显示、全息处理器（简称HPU，Holographic 

Processing Unit），以及整个计算平台的可穿戴化和小型化，更有

软件上的实时定位与场景重建技术、语音识别和手势识别的技术……

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才能让混合现实的技术真正落地和活起来，才

能给用户带来全新的体验。

记者：透过HoloLens可以看到近几年技术发展的哪些层面？

童欣：我觉得其实很多。首先是硬件层面，这么小的重量却要

包括一台头戴显示器。HoloLens就做到了，配备一个See-Through

屏幕，半透的，能看清外面，同时内容要显示在上面，分辨率要足

童欣博士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网络图形组首席研究员。1993年毕

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96年获浙江大学计

算机系硕士学位；1999年获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学位，同年加

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目前主要从事计算机图形学方面的研究。

编者按：

本文转载自《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刘敏、蒲实

记者：您是研究图形学的，您最早开始接触VR（虚拟现实）

和MR（混合现实）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20世纪6-70年代就有

VR这概念，但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这中间技术的掣肘点在哪里？

记者：在这一波VR/AR浪潮里，计算图形学、人机交互和传

感有什么技术突破？

记者：透过HoloLens可以看到近几年技术发展的哪些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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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高。另一方面，HoloLens就是一台头戴式的计算机，所有的计算

单元包括电池都集成在上面，这些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往里塞，而要

平衡很多方面。硬件集成进去，需要保证它高质量地工作，续航能

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比如说3到4个小时……所有这些都依赖于硬件的

进步和工艺的进步。有了这些还不够，还要有 基础的软件去支撑

硬件。对混合现实来讲， 核心的技术叫做SLAM（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就是实时定位和场景建模的技术。

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做VR的时候，由于整个视野沉浸在虚拟环

境中，我只需要根据计算的位置，显示整个虚拟的场景。现在我在

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虚拟的东西可以按照我计算的视点移动，但真

实环境的物体并不会。所以我要知道你的头在真实世界中的精确位

置，这样，虚拟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混合才会真实。

比如，我想显示一个虚拟的杯子在桌子角上，我现在一转头再

看回来，真实世界的桌子和杯子还在那儿，但如果我的计算位置不

精确，虚拟的杯子的位置就移动了。但在虚拟的世界中，我怎么知

道你看的是原来的位置，我应该把这个东西显示出来在原来的位置

呢？这就要求计算机必须知道在真实的世界中，我现在在哪儿、我

在看哪儿，这个东西必须要实时算出来，同时必须非常稳定、不能

有扰动，不然用户就会觉得显示的内容在空中飘……这个挑战是非常

大的。微软通过HoloLens上的摄像头和非常先进的算法，包括专用

的HPU来进行所有的计算，把所有的位置信息能实时地提供给你。

这些东西是所有做增强现实，特别是混合现实（MR） 关键的技

术。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混合现实这一全新体验背后需要一系列的

技术做支撑，无论是内容生成方面、智能交互方面，还是 上面的

内容的智能理解交互方面，都需要专业的算法，门槛很高。如果只

有几个大公司做内容、做开发，可能还是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建立一个生态系统，我们不仅提供像HoloLens这

样一个标杆的硬件，而且提供Holographic这样一个软件平台，通

过把不同的算法和服务变成普通用户都能用的API，想开发某些应用

的人就能用我们的工具和服务来开发应用， 后可以做到HoloLens

上去，也可以用到其他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设备上去。

记者：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开启了一个沉浸式的三维图形显示

的时代，在三维图形领域，还有哪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童欣：光影技术在图形学里叫“绘制技术”，实时的、光影

真实的三维场景绘制技术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在微软研究院，我们

第一次尝试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处理这一问题，第一次把一些原来非

常难做到的复杂光影效果做成实时。我们相信，随着这些技术的发

展，会有更多的酷炫的光影效果，可以在VR和MR中呈献给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怎么更方便地产生更真实的三维场景和交

互内容。传统上我们需要艺术家去造型，但另一个方法是从真实世

界中直接拍摄捕捉。比如，我想做一个咖啡馆，以前艺术家要用三

维造型软件手工去做，包括所有细节，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

法，是拿一个深度相机或普通相机，把一个咖啡馆里所有的桌子和

墙的几何形状、材质完全捕捉下来，把它放在三维场景里，真实感

一下就提高了，所有桌面的材质都会很真实。有了这个技术，艺术

家就不是无中生有了，他可以在这个场景的基础上把材质改改，比

如让桌子生点锈，把它变得更有质感。因此内容捕捉技术是非常

重要的技术路径。微软研究院在这个方向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推动，能让普通的用户享受这项技

术，通过比如Kinect这样的深度相机，甚至像手机或者是普通相

机拍摄的东西，把用户感兴趣的三维物体和几何形状表面的丰富材

质、光影效果都捕捉下来，完美再现在虚拟的世界里。一旦这个问

题解决了，所有普通用户都能产生高质量的三维内容，那虚拟世

界、混合现实的世界就会变得丰富多彩，用户的体验也会提升一个

数量级。

记者：混合现实真的要变得实用，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童欣：首先从交互的角度来讲，要有定位，要有语音和手势、

表情等自然的交互方式，这方面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成熟。如果高质

量的输出和用户的输入方式不匹配，用户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好

用、不自然。一个常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出在智能感知层面，为了让

混合现实的体验变得更好，我们需要有更好的下一步的人工智能技

术和识别技术。

比如说，在一个场景中，当我戴上AR眼镜想操作这个东西。

定位技术告诉计算机我在盯着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可能需要通过识别技术“知道”这是一个遥控器。然后系统知道用

户想使用遥控器了，把遥控器的操作信息从数据库中拿出来传递给

用户，变成一些可视的指南，交给用户说，你先按这个键吧，根据

用户操作的手势和出现的问题，再给用户进一步指南——你可以看

到，在这个简单的例子里，自然交互，显示，识别，所有这些都要

加在一起，这个场景才行得通。如果里面缺任何一样， 后都会变

成，听起来很美好，用户刚开始也觉得很新鲜，但很快会发现，操

作比原有的设备和方法更费事，那么自然带来用户期望和实际效果

之间的巨大落差。所以微软希望能从各个层面开展研究，提供解决

方案，缩小落差，让混合现实变成对用户真正有用的东西。

长远看，从应用范围来讲，AR远比VR广泛得多，将来会渗透

到生活各个方面。当你戴上VR的时候，你看不到真实环境，完全是

在虚拟世界的体验。混合现实更多地可以想象成视觉助手一样的东

西，极大增强和方便你在真实世界的生活。但是AR技术的门槛更

高，因此大家觉得AR的普及可能会比VR晚很多。以前大家会说AR

怎么也得等10年，我个人乐观估计可能会来得更快。原因有两个：

第一，AR很多基础层的智能感知技术，其成熟速度比我们以前想的

要快；第二，随着AI技术的成熟，识别感知层成熟得更快，比如说

物体识别的技术就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这些技术的进步能对AR的场

景产生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这些东西如果比以前成熟得快，AR的场

景应用就会更快地来到，但具体的时间我觉得很难预测，因为技术

的发展真的是太快了。

记者：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开启了一个沉浸式的三维图形显

示的时代，在三维图形领域，还有哪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记者：混合现实真的要变得实用，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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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亚洲研究院最新技术#

【让历史会说话】微软亚洲研究院与敦煌研究院的合作由来

已久。这一次，微软小冰被带到了敦煌研究院微信平台，使游览

者可以进一步得到对敦煌莫高窟的导览介绍。想象一个可以当历

史老师的小冰，是不是感觉历史也变得生动起来了…… 

【讲真，这里有一个免费英语私教】对于学英语而言，请一

个英语口语私教价格高昂，辅导班的教学缺乏针对性，抽出整段

时间长期学习对很多人而言也并非易事。微软亚洲研究院及微软

互联网工程院为我们提供的24小时在线的免费私教--微软小英，

则完美解决了以上问题。

微软小英融合了语音识别、口语评测、自然语言处理、语音

合成等人工智能技术，从而实现智能的人机交互服务。此外，小

英还能够对用户的口语进行评测，其秘诀正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开

发的基于神经网络技术的语音识别系统。同时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的加持也使得小英还能理解对话的情景。 

【捕捉你的每一帧美好】Microsoft Pix如何抓拍到转瞬即逝

的精彩瞬间？它如何造出高大上的静止与动图交融的Live Image

特效？人工智能相机应用背后又有哪些趣事？十多篇论文成果是

如何融合进去的？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扫一扫即可查看

Microsoft Pix在人脸的识别与美化上的强大表现力（例如避

免闭眼睛的照片），正是基于微软研究院在人像处理方面的研究

成果，它与此前推出的微软自拍的技术几乎是同根同源。也正是

微软研究院在人脸检测、识别等多方面的深耕研究，才保证了照

片中的笑脸能被完美呈现。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扫一扫即可查看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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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0日，第二届微软亚洲研究院博士生论坛在微软

亚太研发集团总部2号楼拉开帷幕。本届博士生论坛邀请到来自澳

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地区的

50多位优秀博士生积极参与，气氛热烈。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马维英博士率先为大家带来题为“人工智能和第四代工业革

命”的主题演讲，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和挑战，吸引了同学们的强烈关注。接下来霍强、郑宇、刘云

新、罗翀、刘铁岩、童欣等研究员展示了他们在语音识别、城市计

算、无线网络、视频处理、深度学习以及图形学等方面研究的 新

突破，引起同学们的热情回响。下午，同学们按照研究内容，分方

向分别进行了主题报告，介绍了自己的 新研究进展，也吸引了众

多研究员前来聆听，并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成就学术生涯的三把利剑】活动中，微软亚洲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芮勇博士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生们分享了成就学术生

涯的三种性格必备要素：to be the best, to be curious, to be 

aggressive。而高效的工具，如微软学术搜索，更可以为学术研

究创造更多便利。

【你想改变怎样的世界】在座谈环节，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

长潘天佑博士与来访的三位嘉宾都不约而同强调：论文固然是衡量

学术水准的重要标准，但这项研究究竟能否改进人们的生活，才是

计算机科学作为应用科学的本质。

【微软亚洲研究院博士生论坛】做研究 关键的要素是什

么？学术能力与机遇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不同的研究道

路上保有一颗渴望优秀、敢于拼搏的心。我们为大家选出了来自不

同背景的8位优秀博士生代表身上也都具有这样的特质，请扫描下

方二维码来听听他们的研究经历吧！

#微软研究院资讯#

【机器会成为标题党？】一句话总结一条视频？这件事可能

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台湾清华大学合作开发

了一套能根据视频内容自动拟定视频标题与标签的系统，运用了

机器学习教计算机看懂视频。目前，该系统可以智能地找出视频

中的“特殊时刻”，并据此对视频取标题 。

视频的本质是一系列图像,研究团队受微软COCO(Common 

Objects in Context，MS COCO)数据集启发,利用该数据集已有

图像及图像描述信息，帮助生成视频标题。该系统目前已分析了

18000多部视频并产生了44000多个标题及描述。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扫一扫即可查看

#微软亚洲研究院资讯#

【你，就是明日之星】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是一种怎样的

感受？在这里工作的实习生们会告诉你：你会在这里遇到与你志

同道合又光彩夺目的一群人。 炫酷的科技创造， 前沿的研究

进展，如果求知是的你青春理想，那就来看看这些在微软的年轻

人是如何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之诗的吧。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扫一扫即可查看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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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K重大更新】还记得微软前段时间在语音识别领域

词错率实现5.9%的历史突破么？这一突破所使用的开源训练工

具——CNTK，现在以全新的“微软认知工具包”的名称发布了

更新版！通过同时调用CPU与GPU进行深度学习，这一工具能高

效进行跨服务器并行计算。

除了利用微软Azure的云计算资源这一优势，经实验室测试

表明，微软认知工具包的性能在同等主流工具中表现突出。并且

这一工具包同时支持CPU和GPU模式。因此没有GPU，或者神经

网络比较小的实验，可以直接使用CPU版服务。这一工具包灵活

支持Python在内的多种语言，在图像与语音识别等领域都有广阔

前景。

【用计算机技术治愈癌症】这绝对不是在开脑洞！在微软遍

布全球的研究实验室里，有一群人正试图用计算机技术攻克人类

面临的 复杂、 致命的挑战之一：癌症。用机器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技术来检测患者的病情你也许还能想象,但对

细胞进行编程也可以？ 

虽然文中各个天马行空的项目看似差异巨大,但追根溯源离不

开两种基本方法：计算驱动和数据驱动。计算驱动立足于癌症及

其他任何生理变化过程是一种信息处理系统，因此用于计算机中

建模和计算的工具也可以用于推理生物变化流程。数据驱动则是

利用大量的生物数据应用机器学习技术，以更好地了解并治疗癌

症。

【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还在每次为朋友圈发照片时配的

文字而绞尽脑汁？图像识别技术通常只能告诉你图片中都有哪些

物体，而微软研究院的新研究能让计算机像人类讲故事一样描述

图片中对象的概念性和抽象含义，并且还可以根据连续图片讲述

出与之关联的完整故事哦！

以往的图像识别技术只会告诉你“有一只狗坐在草地上”，

而人类表述的方式更倾向于“狗狗在户外玩的很开心。”研究员

中、在其中使用了深度神经网络技术来提高这一新系统的辨认及

叙事能力，从而使该系统能从预先输入的人类的描述中学习到人

类讲故事的方式。

“微软亚洲研究院官方微博”

扫一扫即可关注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扫一扫即可查看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扫一扫即可查看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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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对话语音识别技术达至人类专业水平，
开启人工智能新征程

究部门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计算机真正

超越人类语音识别能力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微软首席语音科学家黄学东博士表示，“在对话语音识别中，

我们已经实现了和人类同等的水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意味

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计算机能像人类一样识别对话中的每一个单

词。并且，我们团队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实现了这个目标，这远远

超出大家的期望。”就连负责微软人工智能与研究部门的微软全球

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博士也笑言，“要是在五年前，我是绝对不敢相

信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

针对语音识别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DARPA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国国

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主要致力于美国国防高新技术的研究、开

发和应用）资助的一个相关项目。此后几十年，越来越多研究机

构和大型公司陆续加入其中。“这次突破是过去二十多年语音识

别技术不断积累的结果，”微软主管语言及对话研究组的研究员

Geoffrey Zweig称。

此次语音识别的里程碑式突破将对消费者和商业产品产生深远

影响，因为语音识别技术能够显著增强人们的日常计算体验。这些

产品包括像XBOX的娱乐设备、像微软小娜（Cortana）的生产力

工具以及能实现实时语音到文本转录的个人人工智能助手。“这项

技术将使小娜变得更强大，切实地让小娜的助理服务更智能。”沈

向洋补充道。

“筑梦为马”

Geoffrey Zweig将他们这一系统的成功归功于他们采用的

新的神经网络技术；让研究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就在于他们采用了

一种神经语言模型，该模型在空间中被表现为连续的向量，计算机

能通过该模型得知比如“fast”和“quick”是具有紧密联系的近义

词。“这让模型能充分概念化每一个词汇。”Zweig解释道。

2 0 1 6 年 9 月 1 4 日 ， 微 软 的 对 话 语 音 识 别 技 术 在 产 业 标 准

Switchboard语音识别基准测试中实现了词错率（word error 

rate, 简称WER）低至6.3%的突破，创造了当时该领域内错误率

低纪录。

一个月后，10月18日，微软进一步将词错率降低至5.9%，首

次达成与专业速记员持平而优于绝大多数人的表现：微软人工智能

与研究部门的研究员和工程师在论文中展示了他们这一创纪录的语

音识别系统。如需查阅论文按以下信息检索：Achieving Human 

Parity in Conversational Speech Recognition。

这5.9%的词错率是什么概念？

在行业标准Switchboard语音识别任务测试中，人类对照组

（由专业速记员组成）将对话语音转录成文字，目前有记录的 低

词错率就是5.9%，这就意味着微软的语音识别系统的语音识别能

力已经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而与人类专业高手持平，创造了一项

新的世界纪录。

更加令人感到兴奋的是，从6.3%到5.9%，微软人工智能与研

微软首席语音科学家黄学东及其团队

这5.9%的词错率是什么概念？

"筑梦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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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层神经网络在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等领域大显身手，这

一技术正变得炙手可热。

深层神经网络使用大量数据（称为训练集）来训练计算机系统

识别来自图像或声音等输入的模式。为达到和人类同等识别水平的

里程碑，微软团队使用微软基于多年技术积累开发的一个本地化深

度学习系统CNTK，CNTK工具包已于一年前在GitHub上开源，目

前包括微软人工智能个人助理小娜和混合现实全息眼镜HoloLens的

语音识别都是基于CNTK实现的。

黄学东博士表示，CNTK跟其他开源软件 大的区别是它能做

大规模、分布式的机器学习，同时保证强大的性能；可以说，微软

的语音识别技术可以一次又一次刷新纪录，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归功

于CNTK这个开源工具，它极大地提高了团队的研究速度， 终在

今天实现了与人类专业能力看齐的目标。

回报来得如此迅速，从事语音识别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黄博士

告诉我们，"5.9%的结果是在凌晨三点半取得的，我直到几小时后

一大早醒来才得知，当时已有团队成员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自己成功的喜悦……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多年梦想一朝成真。”

与此同时，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的研究员也实现了

自己所在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在图像识别 MS COCO（Microsoft 

Common Objects in Context，常见物体图像识别）图像分割挑战

赛中获得第一名。这项挑战赛主要考察在图像中确定某些对象的位

置的技术。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百宁博士表示，图像细分

技术的难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因为计算机必须精准标识出物体在图

像中出现的边界，“这应该是图像识别中 难的部分。”

该团队去年设计了一个极深的深层神经网络系统，称为深层

残差网络（简称ResNet，deep residual networks）。该系统一

出手就屡获殊荣，比如此次在图像分割上的突破成果也是基于该系

统，成绩比第二名高出11%，并且，相较于去年COCO图像分割挑

战赛第一名的成绩也有飞跃性的进步。对此，郭百宁博士自豪地表

示，“微软一直以来都是图像识别领域的领导者。”

从识别到真正理解，“我们不会止步于5.9%”

尽管近年来科学家们在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等方面都取得了

巨大突破，但他们深知前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仍以对话语音识别技术为例，微软团队的词错率虽然实现了与

人类专业速记员持平的5.9%，但这并不代表计算机就能完美识别

出每一个单词。事实上，即使是人类也无法做到完美，计算机的错

误率就意味着计算机一样会在人类常常难以准确辨别的内容面前败

下阵来：无论是计算机还是人类，都会发现"蓝瘦"、"香菇"（"难

受"、"想哭"）不好对付。

“必须继续努力！”Zweig说。他们接下来的努力方向之一，

就是确保语音识别技术能在类似人声喧哗的朋友聚会或背景声嘈杂

的高速公路上开车这样一些更复杂的现实生活场景都能判别准确，

同时重点关注如何完善实现的方法，帮助计算机在多人说话的场合

为每位发言者分配名字，还要确保计算机能不论发言者的年龄、口

音和音量大小而识别出各种语音。

从长远来看，研究人员将重点研究如何教计算机不仅将人们嘴

里发出的声音信号变为文字，更要理解人们话语中的含义。这样一

来，计算机就能准确回答用户的问题或采取相应行动。“下一个前

沿技术就是从识别到理解。”Zweig说。

从更宏观的角度，沈向洋博士指出，我们正在远离我们必须了

解计算机的世界而逐步接近计算机必须了解我们的世界，真正的人

工智能仍在遥远地平线那一边，“在计算机能真正明白我们的语言

或示意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百宁博士

从识别到真正理解，“我们不会止步于5.9%”

“关于微软语音识别系统的更多信息”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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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计算机掌握常识：微软发布Microsoft Concept Graph和
Microsoft Concept Tagging模型

10月初，你的微博、微信可能都被一首叫《PPAP》的神

曲占领了。这首歌是有日本谐星古坂和仁（PIKO太郎）于8月

25日发布在YouTube上的，一开始在日本小范围内炒红；后来

由新媒体9GAG发布，其浏览数据立马飙升。9月25日，9GAG

在Facebook上传了PPAP，被大V转发以后，迅速火起来。目

前，这个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过亿，并且荣登美国公告牌单曲榜

Hot 100。能登陆 Hot 100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于亚洲歌曲上榜

历史数据来说， 近的一次，是2012年鸟叔的《江南Style》蝉

联了7周亚军的位置。

这首魔性的神曲的歌词非常简单易学：“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Apple-pen!”

小 编 为 什 么 要 提 到 这 个 魔 性 的 神 曲 呢 ？ 下 面 问 题 来 了 ：

当PIKO太郎说出“I  have  an  app le .”时，你第一反应这

个“apple”是一种水果，还是一家公司？

 

你也许会意识到，很多时候帮助你做出判断的并不是一些能够

清晰列在书本的知识，而是大量常识性的概念。例如"笔是一种写

字的工具"、"笔是竖直形的可以捏在手里"、"苹果是一种水果或一

家公司"等等概念，都有助于我们对歌词的判断和理解。

 

当下，计算机究竟有多智能了？它可能能轻而易举的战胜一个

三四十岁经验丰富的世界顶尖棋手，但是它的学习能力以及完成一

般任务的能力可能都远不及一个三四岁的孩童。研究员们从人类的

学习成长过程开始入手，试图找到逐步实现机器智能的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常识”——理解是万物的基础。人

们从正式上小学、初中接受系统性教育开始，已经早早地开始了学

习的过程。而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能让你进入小学之前已经了解诸

如"糖是甜的食品"、"水是一种液体"这一类基础的概念，并且随着

年龄的增长，这种并不属于某个专业领域的开放性常识也在人们的

认知中日积月累，并不断丰富。

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布的Microsoft Concept Graph就在试

图让计算机复制这些常识性概念，其核心知识库包含了超过540万

条概念。除了包含一些被绝大部分通用知识库包含的概念，例如"

城市"、"音乐家"等，Microsoft Concept Graph还包含数百万

长尾概念，例如"抗帕金森治疗"、"名人婚纱设计师"、"基础的水

彩技巧”等，而这些概念在其他的数据库中很难被找到。除了概

念，Microsoft Concept Graph同样包含了大量数据空间（每条

知识概念都包含一系列的实体或者子概念，例如“太阳系”底下可

能就会包括“水星”、“火星”、“地球”等等）。

虽然我们现有的资源与之前可谓不同日而语——部署在云端

的海量计算资源已经像水和电一样唾手可得了；互联网所容纳的

信息也远远超过了过去几千年来人们所有的知识储备；以深度学

习等为代表的机器学习算法的发展，也让计算机能够从这些庞大

的数据中获取知识。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正视一些事实，当前的人工智能更多的是

针对某个具体的问题，发展对应的算法和技术，有人称之为“拼

图式”的工作方法：我们做出了视觉模块、再拼上语音模块、推

理模块——把每个子领域的功能做好，然后再组合出一个完整的

智能系统出来。

 

微软一直在为这份属于全人类的人工智能大拼图贡献力量。

从底层的可编程芯片FPGA，到Azure云平台的部署，从微软认知

工具包（Microsoft Cognitive Toolkit），到应用层面的能供

每一个没有人工智能背景也能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智能应用的微软

认知服务……随着人工智能拼图不断趋于完整，科学家们始终会问

自己：计算机真的能像人类一样智能了吗？

 

近 日 ， 我 们 很 高 兴 地 宣 布 ， 微 软 亚 洲 研 究 院 正 式 发 布

Microsoft Concept Graph 知识图谱和 Microsoft Concept 

Tagging模型，用于帮助机器更好地理解人类交流并且进行语义

计算。Microsoft Concept Graph是一个大型的知识图谱系统。

其包含的知识来自于数以亿计的网页和数年积累的搜索日志，可

以为机器提供文本理解的常识性知识。

Apple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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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看到“Apple是甜的”这句话时，你几乎可以肯定这里

的“Apple”指的是我们 常见的那种水果。在这几毫秒的时间

里，你触发的是“根据上下文语境确定语义”这一技能。微软亚洲

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同样也为计算机点亮了这棵技能树。

 

Microsoft Concept Tagging模型可以将文本词条实体映射

到不同的语义概念，并根据实体文本内容被标记上相应的概率标

签。例如“微软”这个词可以被自动映射到“软件公司”和“科技

巨头”等概念，并带有相应的概率标签。这个模型让计算机拥有常

识性的计算能力，让机器“了解”人类的意识，从而让机器可以更

好地理解人类的文本交流。具体来说，概念模型根据人类的概念推

理将实体或者短语映射到大量自动习得的概念空间（向量空间）。

这种映射关系是人类和机器都可以理解的。因此该模型提供了文本

理解所需的文本概念映射、短语语义化理解等功能。

Microsoft Concept Tagging模型区别于以往常见的文本推

理模型的根本区别是他是基于网络之上的一个推理模型，将文本

映射到一个显式的知识空间，将文本概念化。以搜索引擎为例，

绝大多数的用户的查询词数量是很少的，搜索引擎在返回结果时

需要将查询词进行额外的信息化，将很短的文本映射到大量的概

念空间里面，从而解释了这一段文本。传统的模型对于文本的推

理几乎不可解释，而Microsoft Concept Tagging模型用不同

的概念去描述一个词，并给出对应的概率，使机器能够更好地理

解文本，另一方面可计算的显性词向量也体现了我们人类智能与

人工智能相结合的理念（HI+AI，human in the loop）。例

如社交网络的设置中，工程师可能会人为设置一些关键字去屏蔽

一些不当言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敏感词工程师都能准确找到。

例如工程师屏蔽了"希特勒"、"纳粹"，却忽略了"法西斯"，现在

Microsoft Concept Tagging模型就能对已有的概念进行延展，

在系统中找到其他类似的相关性很大的关键字，做更多智能的扩

展。

“我们想做的，是让计算机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现负责

Microsoft Concept Graph和Microsoft Concept Tagging模型

的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闫峻博士说，“理解是万事万物的基

础，我们用计算机抓取过去这些不成文的开放领域的常识，能够帮

助计算机更具象地了解这个世界。”

对于这类知识图谱，学术界和工业界都有参与，但始终离不开

一些根本问题：如何去获取实体、实体和实体之间的属性和关联。

在过去，知识库系统和人类的思考方式差异巨大。例如“奥巴马

生日”，过去计算机能理解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却不能直接给你回

答，而此次微软开放的Microsoft Concept Graph和Microsoft 

Concept Tagging模型就希望能为人们提供一个更智能化知识图

谱，借助它，从实体到抽象概念，计算机都能够理解。

Apple是甜的

理解是万事万物的基础

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员纪蕾，资深研究经理闫峻，研究员张大卫

（从左至右）

“想了解更多”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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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打开微软识花应用，现场拍摄或从手机图库里打开一张

花儿的照片，将花朵移动至指定位置。然后，应用会自动识别出花

朵的名称和类型，并显示出匹配度，告诉你花的基本特征、药用价

值等。以上动作完全可以在不联网的条件下实现！这就意味着，当

你在流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照样可以用没有网的手机识别出新奇

的花卉品种。

知道是什么花还不过瘾？别急，“微软识花”有一个独特

的“花语”功能。赏花要懂花语，花语是人们赋予花的一种象

征，可以用来表达人的某种感情与愿望。不同的花有不同的花

语，在没有了解花语时就乱送别人鲜花，结果只会引来别人的误

会。花语虽无声，但此时无声胜有声。对于每一种花，系统都会

附上一段娓娓道来的花语。比如“六道木”的花语是“对你的念

想沿六条直线自下而上，终于在顶端开出了 好看的花”，是不

是恰似你现在的心情呢？一键分享到朋友圈，用 适合你心情的

曼妙花语来表达你此刻的心意吧！

大家在使用时或许还能发现藏在应用里的两个彩蛋。

微软识花应用带有一个专门的花儿搜索包，将400种园艺花卉

收录在系统中，按字母顺序排序。也许有的花你只听说过名字，没

见过“真容”，那么这款应用就可以帮你提前见识一下。只有没听

过，没有搜不到。400种花基本涵盖了我国城市绿化和公园常见的

花卉品种，想看哪种花都可以搜索到。

微软识花：精细物体识别是怎么做到的

十一，各个公园，商场等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摆上了给祖国母亲

庆生的鲜花，妆点着节日的气氛。天安门广场上的巨型花坛，也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驻足和拍照。那么，这些花坛上都有哪些

花呢？这时候，你可以默默掏出“微软识花”应用，深藏功与名。

400种花卉一键识别

“哇，这朵花好美！这是什么花？”

“额，我来上网搜一下……”（然而搜索起来却无从下手）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措手不及的小尴尬，尤其是带着小孩子或

者小伙伴旅游和遛弯时，只能一脸茫（meng）然（bi）地面对Ta的

好奇心。毕竟植物专家说，全世界已经发现的花至少有25万种。即

使你知道是什么种类，也很难说出关于花的故事来。

而微软亚洲研究院推出 的新款智能识别应用——一位可以随

身携带的植物专家“微软识花”，可以帮你破解花的秘密。拿出手

机，打开App，拍张照片，一键识别，随手解救好奇心。微软识花

应用所能识别的花卉覆盖了中国的绝大多数花卉。微软识花的打开

方式应该是这样的……

400种花卉一键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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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你玩腻了识花，微软识花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功能等

待你开掘：那就是对其他常见的日常物体进行识别。拿件衣服、摆

个文具来测测这款应用的“智商”，听起来也是挺有趣的事呢！对

于常用物体的识别采用了微软亚洲研究院 先进的图像识别技术。

在内部测试中，识别精度可以达到90%。

精确识别：不仅仅是人工智能

除了大火的博物君，在微博上还有许多类似的账号如@深山虫

吟ChenZ、@果壳自然控、@开水族馆的生物男等等也吸引着大

家的眼球，这些不同的账号背后代表的通常是某一类垂直的专业知

识。这些账号的大受欢迎也从侧面说明了精细物体识别有着极高的

门槛，对于人类而言需要的是长时间的训练和知识的积累，此外还

要求极为细致的观察能力。例如对于人们来说，可以很轻而易举地

看出图片上的植物到底是花还是草，但却很难判断出花儿的具体种

类。而由于计算机识别图像的方式原理与人类有所不同，因此这一

类精细物体识别对计算机而言则相对简单。

这款应用使用流程很简单，背后的技术却不见得那么简单。市

场上已经有一些识猫狗等动物的应用，而相比于识猫识狗，花的识

别更具有挑战性。狗的种类不超过300种，而对花来说，已经被发

现的野生植物就有几十万种，还有大量奇形怪状的新品种在不断地

涌现。而微软亚洲研究院多媒体搜索组的研究员们在精确识别技术

方面有着长久的积累，他们希望做这样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

这款App主要应用了深度学习技术。研究员们借助中科院植物

所提供的260万张花的鉴定照片，对机器识别模型进行训练。但是

在弱监督的条件下，对260万张图片进行机器学习是一个相对低效

率的过程，因为人的抽象能力和想象能力是计算机很难做到的。微

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员傅建龙介绍道：“传统的深度学习技术是一个

自下而上的学习过程，让计算机在底层的高维数据里学习隐藏的高

层语义表达。如果我们能在人工智能之外加入人类智能，对机器的

深度学习进行指导，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学习过程相结合，会

大大提升深度学习的精度和效率。”把人类的经验和人工智能相结

合，才能迸发出增强智能的魔力。研究员们正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

功夫。

众所周知，分类学家对种类繁多的生物界做了一个阶层划分，

即制定了“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系统，做精确识别也需要一层

一层递进，才能提高识别的准确性。在识花方面，主要是需要机器

对“科-属-种”三个基本层级有一个提前的认知。研究员先加入一

个花卉本身的层级结构，将它作为一种先验的知识，来指导机器学

习。研究员们考虑到层级的信息，例如，不同的科的植物之间会不

会有相关性？于是他们通过捕捉这样一种相关性来训练模型。

按照“科-属-种”的层级划分，首先确定花的“科”，再通过一

些细节的特征，例如花瓣的分布、形态等来确定它归于哪个“属”，

后通过花瓣的颜色、纹理等更为细微的特征来具体判断它属于哪

个“种”。一朵花就是这样被计算机识别出来的，当然每一种花的识

别过程也是“因花而异”的。

那么人类是如何识别出花的种类的呢？假设现在摆在我们面

前的是一朵花的照片。我们首先会注意到这张图片中花出现的区

域，确定这张图片上是否存在花，以及一共有几朵花，并排除旁

边的草地等干扰项。接下来，你可能会将你的注意力放在花的一

些关键特性上，如花的颜色、形状、大小等等。通过这些关键部

位的特征，例如花是单朵顶生，颜色为黄色白色相见，形状呈杯

型或碗型等特征，可以大致确定这是一朵郁金香。

研究员们基于以上人类观察物体、对物体的种类进行判断的过

程，独具创新地开发了一个自动的视觉多级注意力模型，并结合深层

神经网络技术，用于图像的处理与识别。第一级是物体级别的关注，

即自动关注到图片中花所在的区域，而排除其他不相关的因素，如杂

草等。第二级之后则是由粗到精的部位级别的关注，即关注到花的具

体部位，然后对花朵的部位特征进行学习和识别。

精确识别：不仅仅是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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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深层神经网络技术在处理图像问题上的效果显著。

但一直以来，深层神经网络都被称之为黑盒子，大家对它了解都不

算充分，深层神经网络的理论方面还有待突破。但当黑盒子打开之

后，大家能从中学习到很多的东西。研究员们通过一些可视化的

策略，了解这些网络究竟学到了什么样的内容，看到每个卷积模板

（filter）都代表什么样的语义。其实，卷积神经网络的中间层一

些部位的信息已经可以自动学出来了，我们就把这些自动学出来的

的模式（pattern）自动进行归类。这些归类出来的每一个聚类都

可以理解成是花的某一个部位的集合。虽然模型本身并不知道其中

的某一个聚类究竟是花瓣还是叶子或是花蕊，但它已经知道这是属

于某个部位的信息，这样就构建了部位检测模型。将由原始图像生

成的每个候选框都经过每个部位检测器，而每个部位检测器则会自

动检测出这个候选框内 接近这个部位的区域，这样就实现了第二

级——部位级别的关注。

弱监督学习与大规模数据

提高图像识别系统的准确度，数据量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

问题。数据量越大越准确，那么 终训练出来的模型准确度也会相

应地提升。对于花朵识别问题，研究员们起初是邀请一些植物学家

们对花的图像进行种类标注。但研究员很快发现，这种标注数据的

方式无论是从成本上还是时间效率上都算不上是一个 佳的选择。

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群体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研究员们

终选择从由植物专家提供数据的专业网站爬取数据，并利用弱监督

学习(Semi-supervised learning)的方式进行数据的训练。

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和无监督的学习(Unsupervised 

learning)概念大家已经不算陌生。前者会对数据进行标注，而后者

则是对输入的数据集直接进行建模。研究员们在这里采用弱监督学习

的方式是希望模型能够生成比较准确、清晰的标注，但前期的数据并

不能完全提供这一类的信息，需要模型自己去推断。在看图识花的这

个例子里，弱监督学习中的“弱”包含了这几个方面。第一点弱的地

方在于用于机器学习的数据集只有图像级别的标注，即植物学家在标

注图片时只标注了这张图片上有什么花，但是并没有标注花在哪，也

并没有标注出 需要注意的关键识别区域在哪里（但人类判断的 关

键的识别区域未必是计算机认为的 关键的识别区域）。其次，研究

员使用的网络上大规模标注的数据的时候，这些数据并不一定是准确

的，而且这类数据有着很多的噪声。此外，这些数据大多比较零散，

结构化并不是很好。因此，弱监督学习的方式既可以兼顾到数据质量

的不足，又可以保证用于训练的数据量的庞大， 终保证了入驻每个

人手机中的微软识花应用的准确性。

携手植物专家：跨界玩创新

正如前面所言，植物专家的帮助对提高花卉的识别能力起到了

基础支持的作用。这次“微软识花”app的开发是微软亚洲研究院

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多年来学术合作的成果。中科院植物所不

仅提供了260万张花卉的识别图片，还提供了经过专家鉴定的中国

常见花列表。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利用先进的技术开发出

识别花卉的算法，并把识别结果挑选出来，经植物所专家鉴定。经

过了两三次迭代的过程，才得到了 终训练机器识别的样本集合。

中科院植物所植物专家的帮助对提高花卉的识别能力起到了基础支

持的作用。此外，科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花卉的专业知识。

这次合作缘于一次机缘巧合。2015年，在中科院植物所举办的

一次研讨会上，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芮勇博士展示了研究院

在计算机视觉方面的 新技术，植物所的专家很感兴趣，希望可以

把 新的识别技术应用到我国的植物调研和科研中去。植物所的专

家有这样一个初衷，那就是了解全中国的植被分布。之前由基层调

研人员通过翻阅手册来判断各地有哪些花，但是基层人员的专业素

养不可控。如果能够借助计算机技术帮助他们识别，那么速度和广

度要提高很多。而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深度学习算法和计算机视觉方

面有着领先的技术基础，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些目前做不到的事。同

时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们也希望借此机会，将精确识别技术更

好地得到应用，并且在应用中进行进一步锤炼和创新。

跨学科的学术合作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长期耕植的领域。“对

于任何物种的分类都是艰难的，”芮勇表示。“关于这项技术的难

点在于让计算机如何辨别细微的差异。而真正大的数据都在跨学科

领域里产生的。我们与中科院植物所的这次合作为微软识花提供了

大量的专业数据，让我们的计算机技术得以更好地应用。同时，微

软的技术也在不断加速交叉学科的新突破。”

技术让生活更便捷

一款看似简单的应用背后却是微软长期以来在机器学习领域

的技术积累和跨界合作的成果。微软亚洲研究院不仅重视基础研究

的突破，还注重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应用到更加广阔的生活和学术中

去，让技术为人们真正带来改变。

在谈及微软识花之后的技术走向时，研究员傅建龙提到了多个

发展方向。第一点是加入更多花卉的种类，将识别的范围拓展到多

个国家，并且提供多语言的产品以及提供更多的平台。今后出国旅

游也可以带上这位植物专家，帮你识别万千花卉。第二点是提高识

别的精确度，在学术合作中推进数据库在质量和范围上的提升。第

三点是拓展产品的科普功能，丰富关于花的知识，提供更多的互动

功能，从而实现更好的科普。不仅让你知道是什么花，还为你拓展

在博物知识方面的涉猎，让你离“博学之才”更近一步。第四点，

研究员希望持续不断地精进识别算法模型，并实现离线版本与在线

版本的无缝切换，让微软识花这一类精细物体识别技术也能以API

的形式开放出来，登陆在像微软认知服务（Microsoft Cognitive 

Services）一样的人工智能服务平台，造福更多的开发者们。 后

一点是希望该项目能对专业研究者的科学研究带来便利，比如帮助

植物专家发现新的物种、帮助基层调研人员精确识别花卉品种等。

不管你是普通大众，还是专家学者，让学术研究服务更多的人，一

直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目标所在。

弱监督学习与大规模数据

携手植物专家：跨界玩创新

技术让生活更便捷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 张益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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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每一天就有三架载满乘客的大型飞机坠落全员身亡的

事故么？这听起来十分可怕，但全球每年被疟疾夺走生命的人数高

达60万~80万，就等同于这样的坠机事故发生的概率。虽然在发达

地区，疟疾几乎已经被消灭，但在某些欠发达地区疟疾却仍然是灾

难，在处理疟疾的挑战中，其中一项来自于缺少足够的专业病理医

师，导致患者难以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目前正在研发的技术， 

将可以帮助判断出病人是否感染了疟疾，感染的是疟疾中的哪一

类，以及可能是从哪些渠道感染的，相比传统方式下需要大量人力

看样本、做分析，该技术让医生的效率大为提升。即便是在医疗人

员匮乏的地区，也可以不再那么捉襟见肘了。

所以计算机与医疗的结合，远不止智能手环、血糖仪或是

Xbox、HoloLens等可能会与医疗产生关联的智能硬件，其覆盖范围

非常广泛，从前端设备到后端系统，再到隐藏在 后端的各类算法，

每个分支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事实上在微软内部，已经有接近

100个与医疗相关的项目，他们中既包括十分具有前瞻性的，也有已

经步入实际应用层面的。

数据改变医疗：人工智能加速精准医疗时代到来

在我看来，如今计算机在医疗领域的进展其实都是基于同一个

基础，即“数据改变医疗”为核心展开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本

质上都是实践科学，医生通过无数次的实践总结、统计出规律，

终达到医病救人的效果。当人类收集、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随着

云计算、大数据、机器学习、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而日渐增强时，

人们利用大数据像医生一样去分析或辅助分析病情的能力自然也会

与日俱增。

人工智能帮助推展精准医疗

癌症一直是人类 需要迫切解决的医学难题之一，由于同一类

癌症的每位患者表现也各不相同，因此也可以说每位患者的癌症都

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即便是医生拥有丰富的经验也很难做出100%准

确的分析和判断，更别说相对个性化的精准医疗了。因此微软亚洲

研究院一直将数字医学影像识别作为主攻方向之一，希望通过计算

机视觉领域的 新技术加速推动精准医疗。

从2014年起，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团队开始钻研脑肿瘤病理切片

的识别和判断，通过细胞的形态、大小、结构等，去辅助分析和判

断病人所处的癌症阶段。而近两年在该领域我们基于“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的模式取得了两大突破：

首先，实现了对大尺寸病理切片的图片处理。通常图片的尺寸

也就是224*224像素，但脑肿瘤病历切片的尺寸达到了20万*20万、

甚至40万*40万像素。对于大尺寸病理切片影像的识别，我们没有沿

用业内常用的数字医学图像数据库，反而在ImageNet这个计算机领

域 为成熟的图片数据库的基础之上利用尽可能多的图片，通过自

己搭建的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算法不断进行大量训练而成， 终实

现了对大尺寸病理切片的图片处理。

其次，在解决了细胞层面的图像识别之后，又实现了对病变

腺体的识别。所谓腺体，可以简单理解为多细胞的集合体，它更接

近“器官”的概念。相对于细胞病变，腺体病变的复杂性和可能的

组合都呈指数级增长，但对腺体状态的准确识别，则可以大大提高

对癌症分析的准确程度，意义更加深远。

人工智能帮助推展精准医疗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 张益肇博士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 张益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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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变腺体的识别，主要是基于医学角度三个可以衡量癌细胞

扩散程度和预后能力的指标：细胞的分化能力，腺体的状况和有丝

分裂水平。我们针对这三个角度，通过多渠道(Multi-Channel)的

数据采集和分析，希望在未来帮助医生实现了对病人术后、康复水

平乃至复发的可能性做出预估和判断。

以往医生都是凭借“肉眼”和经验去观察病理切片影像并判

断病情，如今人工智能中的两大核心技术：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则

让计算机系统能够自动学习恶性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间的差异以及

癌症病情的分析和判断标准，同时能够在扫描病理切片之后，给出

判断结果，供医生参考。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弥补了部分医生由

于经验不足引起的误判，或是对罕见病及疑难杂症的思虑不周。而

且计算机还能发现人眼不易察觉的小细节，并总结出一些出乎医生

意料之外的规律，从而不断完善医生和计算机系统的知识体系。因

此，正是人工智能让精准医疗能够继续往前推进。

目前，微软亚洲研究院对二维医学影像识别结果的准确性已

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除了脑肿瘤以外，该研究结果也可以扩展至

其他疾病的二维医学影像的识别和判断，例如我们正在研究的肠癌

等。此外，我们还在研究肝肿瘤患者的CT三维影像，虽然三维影像

与二维影像的识别技术有本质区别，但基于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人工

智能领域多年来的深入积累，相信我们在三维CT影像识别上的突破

也指日可待。

超级电子病历，医生的“辞典”

除了医学影像识别，我们在医疗文字处理方面也做了不少研究。

在与国外同行交流时我们发现，原来全世界的医生所写的病历都

是 难懂的书法，由于时间有限，医生们不得不在写病历的时候龙飞

凤舞。在病历电子化之后，虽然书写的问题得以解决，但病历上记载

的各种描述性语言——有的简洁，有的啰嗦，有的甚至不完整——

对于医生后续进行病情查阅、检视或学习参考来说都非常不便。

因此我们团队研究语音和自然语言理解技术，让医生可以口

述病历，随后计算机将语音转换为文字再进行结构化处理，从而形

成一个囊括了所有关键词的树状图，清晰、简洁地总结所有有用信

息，让患者或其他医生对所有病理历程一目了然，如有何病史，用

过什么药物，排除了哪些疾病可能，待排查的疾病有哪些等等。

基于这样的电子病历，医生的更换将不再会影响不同医生对

于患者完整病情的掌握；年轻医生还可以通过学习各种病历快速成

长；结构化的电子病历甚至能够自动总结出被医生忽略的细节和推

断，获得对病情了解的新线索；当然，大大减轻医生写病历的工作

量更是无需多言。

AI（人工智能）+HI（人类智能）=超级医生

可以看到，无论是图像识别还是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领域

的很多技术都可以与医疗应用密切结合。而随着计算能力的日益强

大、人工智能技术的稳步发展，未来计算机将能够对更多复杂、高

级的信号进行处理，人类的医疗水平也必将迈入新的时代。

但是，医生永远不会被替代。在医疗这个专业科学与艺术相

融合的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医生的“左膀右臂”，帮助医生

更便捷的获取信息并辅助医生做出更加正确的诊断，而医生除了积

累丰富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更多的发挥高情商的能力与病患沟通交

流。 终，计算机的人工智能和医生的人类智能将互相结合，成为

一个既有精准的专业判断又有情感交流的“超级医生”。让我们共

同期待人工智能所引领的医疗发展新时代！

超级电子病历，医生的“辞典”

AI（人工智能）+HI（人类智能）=超级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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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的风向标——SIGCOMM 2016
作者：李博杰

关于SIGCOMM

作为计算机网络领域资历 老的顶级学术会议，ACM SIGCOMM

自1977年起已经举办了37届。美国计算机学会(ACM)通信专业组

(SIGCOMM)在其主页上无不自豪地将SIGCOMM称为其年度旗舰会

议。40年来，从计算机网络教科书里的TCP拥塞控制协议到云数据

中心里的软件定义网络(SDN)和网络功能虚拟化(NFV)，SIGCOMM

见证了众多计算机网络关键技术的诞生与发展。

SIGCOMM的论文以高质量著称，每年只录用40篇左右，录取

率在15%左右。全世界的网络研究者都把在SIGCOMM上发表论文

视为一种荣誉。每篇论文都经过严格的双盲评审，例如今年有三轮

评审，第一轮从225篇选出99篇，第二轮选出66篇，第三轮选出60

篇进入程序委员会（PC）讨论，在一天半的会议后决定 终被录用

的39篇论文。每篇被录用的论文平均收到了8个评审意见，长达十

几页。即使 终没有被录用，这些专家审稿人的意见对论文后续的

改进也是很有帮助的。

今年SIGCOMM主会有两篇论文来自中国大陆（微软亚洲研究

院的ClickNP和中科院的CS2P），两篇论文来自中国香港（香港科

技大学陈凯教授组的CODA和Karuna）。更为振奋的是，主会39

个报告里有14个是华人所作（其中12个是第一作者，2个是第二作

者），听起来倍感亲切。

中国大陆学术界在poster和demo上的表现也很优秀。21篇poster

中，就有8篇来自中国大陆。清华大学有3篇：PieBridge、SLA-NFV

和FAST；西安交大有3篇：SDN编译器、OpenFlow计数器和流表溢

出问题；还有南京大学的Conan和国防科大的任务调度。18篇demo

中，也有4篇来自中国大陆，包括清华的SDN源地址检查、北邮的

EasyApp、国防科大的FPGA深度包检测和华为未来网络实验室的

ADN (Application Driven Network)。

SIGCOMM论文是怎样炼成的

2013年5月，我面试加入中科大与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培养实

习生项目。该项目每年在中科大招收20名左右大三学生参与为期一

年的实习，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在微软完成。两个月的实习后，选拔

7人左右成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联合培养博士生第一年在中科大上

课，后面四年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做研究。大四这一年，我参与了一

个虚拟化网络功能的研究项目，提出了一个可编程路由器上的容错

软件框架，探索了可编程路由器的流表翻译问题。这三项研究并没

有发表论文，但让我打下了数据中心网络、网络功能虚拟化和可编

程路由器的知识基础。

命运总是难以预料。加入联合培养项目的时候，我绝对不知

道，博士期间会做FPGA编程方面的研究。2015年7月，当我结束研

究生一年级课程，回到微软亚洲研究院继续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的

编者按：

2016年，ACM通信专业组（SIGCOMM）的年度旗舰会议

SIGCOMM首次在南美洲——巴西举行。而SIGCOMM会议的

开幕式恰好选在奥运会闭幕式的后一天。在这篇文章里，微软亚

洲研究院实习生李博杰将会带你体验一场学术界的“巴西大冒

险”。悄悄告诉你，李博杰也是目前中国 年轻的SIGCOMM

一作哦！

作者简介：
李博杰，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2014年加

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

研究方向是数据中心网络和可重构硬件（FPGA）上的编程。

SIGCOMM上的中国面孔

参加poster session的部分华人合影

SIGCOMM论文是怎样炼成的

关于SIGC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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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导师对我说，你来负责ClickNP这个项目。他已经设计好了

ClickNP的基本元件（element）和管道（channel）的抽象，甚至

亲自编写了1000行编译器代码和几个element。我们组的FPGA专家

罗腊咏博士也基本摸清了Altera OpenCL这个高层次综合（HLS）

工具的脾气，并编写了一个发包工具。导师安排我和两位大四的同

学，中科大计算机系的罗人千和上海交大ACM班的彭燕庆，一起来

做这个项目，几乎是投入了我们组一半的实习生来做ClickNP。北航

的贺同师兄负责整合PCIe channel到OpenCL框架里。

ClickNP项目的成功，团队的努力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到历

史的行程。通用处理器的摩尔定律遇到了瓶颈，数据中心的计算规

模、用户需求的灵活性却与日俱增。微软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是可

编程硬件，即FPGA。微软开发了一套Catapult Shell作为FPGA的

操作系统，加速必应搜索、网络、存储等，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多篇

论文共享给学术社区。微软Catapult团队也与Altera合作开发了适

用于Catapult Shell的OpenCL BSP，以便使用Altera OpenCL框

架编程FPGA，这是ClickNP项目的基础。

导师对我们的指导是循序渐进的。一开始，他让我们把罗腊

咏博士写的发包工具移植到ClickNP上，做成ClickNP上的第一个

应用。这个工作看似简单，但具体做起来却遇到了麻烦。OpenCL

工具尚不成熟，经常遇到一些bug，我们就把踩过的坑记录在文档

里。

第二阶段，导师指导我们分头实现各种网络功能。罗人千负责

哈希表。彭燕庆负责编写一个功能强大的发包工具。我负责给编译

器增加新的语法糖、从Click重构一些基本组件。

哈希表是我们实现的第一个有状态的网络应用。由于我们对

OpenCL编译器的原理尚不了解，一段代码稍微做些修改，性能就

变得很差。我就做了一系列的microbenchmark，总结出一些编写

高性能OpenCL代码的指导原则，后来其中的一些原则被写进编译

器，实现了自动优化。

实现TCP校验和的时候，由于读完整个数据包才能计算出校验

和，而校验和需要填在数据包头部，这就需要把整个数据包缓存在

element内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导师想出了把两个element用两

条channel对接，把数据包缓存在channel里的设计，巧妙地解决了

这个问题。为了达到预期性能，两条channel需要能够同时读写，于

是我们做了对ClickNP语言迄今 大的修改，放弃了直接函数调用的

做法，写了一个简单的C语言语法解析器来生成中间C代码。

第二阶段结束已经是九月份，我们开始分头实现新的网络功

能。罗人千负责查找表，包括IP地址前 匹配和TCAM，做成一个

OpenFlow防火墙。TCAM在FPGA中非常耗资源，受到大四在微软

实习期间了解的ServerSwitch的启发，我设计了HashTCAM。彭

燕庆负责实现网络虚拟化的加速，即NVGRE隧道协议的封装和解封

装。我继续顺应团队的需求给编译器添加语法糖，探索在OpenCL

里使用片外DRAM，实现限速功能和抓包功能。十月中旬这些功能

完成时，我们感觉实现快做完了，可以开始写论文了，但导师说我

们还差得远。

这段时间里，我们通过Xilinx的培训了解了Vivado HLS，也掀

起了一阵用OpenCL还是用HLS的争论。 终我们发现OpenCL的

编程模型并不适合ClickNP的流式数据包处理，从而决定把ClickNP

做成跨平台的框架，不依赖于OpenCL的编程模型，后端既可以是

Altera OpenCL也可以是Vivado HLS。

第四阶段则是实现更多的网络功能。有了更方便的ClickNP语

法、库里更多的elements，我们写代码越来越得心应手，开发一个

网络功能的时间从一个月缩短到了一周。罗人千继续优化防火墙，

彭燕庆实现了基于sketch的端口扫描检测（没有写入论文），我实

现了IPSec数据平面所需的AES和SHA-1协议，以及pFabric数据包

调度器。

这个阶段，高性能的CPU与FPGA间通信是个意外收获。PCIe 

channel 初的设计是停等协议，只是用来实现CPU给FPGA发控

制信号，但我发现它的发送和接收链路事实上是全双工的，只要稍

作修改就可以变成流水线方式，不仅提高吞吐量，而且允许FPGA

主动向CPU发送消息。我与贺同学长一起实现了全双工的PCIe 

channel，我还在CPU和FPGA上的运行时库里增加了自动batch的

功能，高负载时batch大，吞吐量高；低负载时batch小，延迟低。

微软Catapult项目主页

ClickNP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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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把这个通信机制拔高到了principle的高度，提出了CPU 

element的概念，一个element既可以编译到CPU又可以编译到

FPGA，两边的element还可以高效通信，ClickNP多了一项区别于

其他FPGA数据包处理框架的明显特征。SIGCOMM论文的多条评

审意见表达了对FPGA/CPU联合处理的赞赏：

第 四 阶 段 结 束 已 是 1 2 月 ， 距 离 截 稿 日 期 一 个 月 ， 我 们 的

evaluation还没有做。导师希望做一个能体现高性能CPU与FPGA

通信的应用， 后选择了四层负载均衡器，把每条新连接的后端服

务器分配逻辑放在CPU上。

第五阶段，也就是evaluation，一是测量CPU上网络功能的性

能，二是测量ClickNP在FPGA上的性能，三是测量每个element

相比CPU的加速比、相比NetFPGA原生Verilog的资源开销。我们

大大低估了这个阶段的工作量。首先，FPGA编译一遍就要几个小

时，发包、测性能的程序经常需要修改。其次，我们没有DPDK的

经验，花了不少时间搞清楚它的性能瓶颈，以及让DPDK+Click支

持多核并行。再次，在配置StrongSwan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

后，实现NetFPGA里面的网络功能、编译NetFPGA SUME代码

也是一件麻烦事。

由于对时间预估不足，大多数应用的结果图也是 后一周才做

出来的。由于当时没有找到负载均衡器对大数据包偶尔发生死锁的

原因，我们只好全部用小包来做实验，在 后一天夜里匆忙做出结

果图。导师告诫我们，以后实验结果图要尽早做出来，做实验前先

想清楚这张图想说明什么，有些实验根本没必要做，有些实验做不

出来也无伤大雅。

后两周，导师仔细揣摩词句、撰写论文。很惭愧，我还不能

写出SIGCOMM水准的文字。其中“优化”一章，两页纸的内容，

导师反复思考修改了五天，我也急中生智想出了delayed write的新

优化方法。SIGCOMM的评审意见中，这一章也是被评论 多的，

可见这章内容的确引起了审稿人的兴趣。

SIGCOMM截稿的那一刻，ClickNP的代码仓库刚刚突破一千

个提交，约两万行代码。全组的合作者忙了八个月，大概做了三件

事：第一，设计实现了ClickNP语言和工具链；第二，设计实现了

近百个FPGA上的高性能网络功能模块；第三，设计和评估了五个

FPGA加速的网络应用。如果说还有什么创新，就是在FPGA和CPU

之间细粒度的分工和高性能的通信。尽管ClickNP是第一个在FPGA

上用高级语言实现通用网络功能的高性能编程框架，我还是很惭

愧，只是在现有HLS工具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FPGA高级

语言编程仍然存在诸多困难。

准备SIGCOMM演讲的时候，导师组织了三次全组的排练，每

页slides都给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此前，从未有人在演讲方面给我

如此细致的指导。

今年SIGCOMM终身成就奖得主Jim Kurose在获奖感言中说，

选择研究课题的时候要想清楚在解决什么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未来

五到十年会有多少人关心，你的优势又在哪里。我认为用可编程

硬件加速数据中心这个课题很符合Jim Kurose的选择标准：通用

处理器的性能瓶颈呼唤新的体系结构，新的体系结构呼唤编程语言

的创新；微软作为FPGA加速数据中心领域的先驱，为学术界和工

业界开辟出一片蓝海。尽管FPGA不是万能药，使用中也存在诸多

困难，我还是对这种高度并行和高度灵活的体系结构充满希望。在

SIGCOMM演讲的结尾，我用了一句口号：Across the memory 

wall and reach a fully programmable world.

ClickNP四层负载均衡器与Linux Virtual Server性能的

比较（纵轴为对数坐标）

" I  l i k e  t h e  a b i l i t y  t o  c o m m u n i c a t e  r a p i d l y 

b e t w e e n  S W  a n d  H W ,  a n d  t o  m o v e 

func t iona l i t y  ac ross  tha t  boundar y. "

" V e r y  n i c e  m o d u l a r i z a t i o n  d e s i g n  u s i n g 

e lements  and  hos t  <->  FPGA PC Ie  channe l s .

Of particular note is the support for partitioning 

work between the CPU and the FPGA such that 

each can be utilized for the tasks best allocated to 

them."

“想了解更多”

扫一扫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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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大爆炸：KDD 2016

KDD大会堪称史上 大规模！有超过2700名来自学术界和工业界人

士参与此次盛会，与往届会议参会人数相比可谓呈现爆炸式增长。

旧金山市中心耸入云天的希尔顿饭店大楼里处处可见脸上洋溢着笑

容的与会人员；熙熙攘攘的旧金山市街头也是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结

伴而行的行人胸前摇摆着明亮而鲜艳的KDD参会人员标牌。这些

参会人员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赶来，来感受KDD大会节日般的喜庆与

热烈。这样的盛会也让这些从事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相关的从业人

员，找到了大家庭般的归属感。

此次KDD大会不仅参会人员众多，而且这些人全都是重量级的

业界大牛！在这里已经不知道如何列举这些业界大牛了，因为实在

是太多了而且难分伯仲。如果真要列举，可能一页纸都不够。简单

描述来说就是这样的情形，在会场上随便走出几步，你就会遇到大

概十个人，这十个人里面有四五个人会看上去年长一些，他们要么

是世界知名大学里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的学科领头人，要么是世界

知名公司里的技术高管；剩下五六个人可能看上去年轻一些，而他

们要么是各个大学里年轻的教授或是实验室里领头的博士研究生，

要么是各大公司里的技术骨干。总之，你遇到的人不是已经耀眼闪 

亮的业界明星，就是正在冉冉升起的业界新星！这次大会也是参加

过的众多会议里面，大牛数量 多密度 高的一个。

本届KDD共吸引了1115篇投稿，其中研究专题投稿论文784

篇， 终有142篇录用；应用数据科学专题投稿论文331篇，录用66

篇。今年KDD的应用数据科学专题由于放开了过去只接收工业界投

稿的限制，吸引了大量来自高校的学者投稿，因此今年的331篇投稿

较之去年的189篇投稿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应用数据科学专题的录用

文章 中，微软和领英也领先于其他的企业。

这次KDD大会的一大特色是理论创新与开发实践并重。大会

不仅将论文分为两类，研究专题与应用数据科学专题；也将前沿

辅导（tutorial）分成研究辅导（ordinary tutorial）和实践辅导

（hands-on tutorial）；这里前者注重理论分析与证明，后者注重

动手开发与实践。大会还邀请了众多知名科技公司高管来分享自己

团队在解决公司具体问题时践行的 方法和积累的经验。这是KDD作

为一个学术会议务实主义的一面，因为她很好地把一部分注意力放

在了如何系统地解决现实工业界中的实际问题上。可能正是这样的

脚踏实地务实精神，也因为开会地点位于著名的硅谷附近，大会吸

引了许多公司的数据科学家和研发工程师前来参会交流，营造了一

个让学术界与工业界沟通交流 的和谐融洽的平台。

此次大会的另一个创新点是为各个赞助商公司提供了招聘人

才的机会。由于大会在业界无与伦比的声望以及注重开发实践的务

作者简介

张富峥，微软亚洲研究院副

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

机博士。研究领域为数据挖掘和

人工智能，方向包括推荐系统、

深 度 学 习 、 社 交 网 络 、 情 感 检

测、时空数据挖掘和大规模机器

学习系统。

孙 宇 ， 目 前 于 墨 尔 本 大 学

攻读博士学位，本科毕业于中国

人民大学计算机系，曾实习于微

软亚洲研究院，并参与微软人工

智能助手Cortana推荐相关的工

作。

ACM SIGKDD国际会议（简称KDD）是数据挖掘领域的顶级

国际会议，由ACM（计算机协会）的数据挖掘及知识发现专委会

（SIGKDD）负责组织筹办。在现今如火如荼的大数据时代，从学术

研究到工业应用，从科学发现到医疗卫生服务，来自不同领域的研

究者们和工业界的弄潮儿们共享和交流数据挖掘的创新理念及先进

方案的需求与日俱增。KDD作为数据挖掘领域的顶级年会，为该领

域研究成果的展示和实践经验的交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由于

KDD的交叉学科性以及广泛的应用性，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

来自机器学习、统计、数据库、万维网、生物信息学、多媒体、自

然语言处理、人机交互、社会网络计算、高性能计算以及大数据挖

掘等众多领域的专家和学者。

今年的KDD于2016年8月13日至17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此次

饕餮盛宴

作者：张富峥、孙宇

创新与实践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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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主义精神，她吸引了许许多多业界知名的公司前来资助、招聘人

才，包括微软、谷歌、苹果、脸书、腾讯等国际知名企业。在会议

正式开始之前，大会为参会者提供机会向自己感兴趣的公司提交简

历。在大会开始之后，每个赞助企业都在人才交流峰会场有自己独

立的展台，为参会人员提供企业信息咨询、招聘职位介绍、以及现 

场报名招聘甚至现场面试的机会。除此之外，一些总部位于旧金山

市区的公司还在会议期间，特别提供了参观公司的机会，让参会者

能够走进公司内部，感受其开放的工程师文化。微软也在自己的展

台中积极介绍了微软与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紧密相关的产品，吸引了

非常多的参会人员前去交流。我们也尝试寻访了很多展台并与一些

公司进行了后续聊天，收获颇丰，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有很多的公

司多样的文化，以及业界对数据挖掘相关的人才的渴求。

微软的长袖善舞

作为世界顶尖的研究中心之一，微软在本次大会上的表现格外

亮眼。在大会伊始的主题报告上，微软新英格兰研究院和微软纽约

研究院院长Jennifer Chayes对稀疏大规模网络的建模和推理进行

了精彩风趣的解析。在应用数据科学的邀请报告上，作为社交网络

六度空间理论的著名学者，微软纽约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Duncan 

Watts深刻剖析了大数据时代下计算社会学所关注的诸如金融系统

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流行病传播演化之类的大问题和大挑战。在偏重

于实践应用的实践辅导上，微软展示了能够实现多机器多GPU运行

的开源大规模深度学习工具CNTK以及如何在Spark或者Hadoop等

分布式平台上用R语言进行大规模地数据挖掘。

微软在今年的KDD中发表了11篇高质量的论文，其中有5篇来

自位于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这些论文覆盖了数据挖掘相关的众

多方向，比如推荐系统、迁移学习、社交网络以及神经网络。从理

论到应用，这些论文也涉及到了多个新兴的应用领域，比如在线广

告中用户的注意力分析、基于聊天的推荐场景以及基于搜索日志的

疾病监控。

我们团队在这次KDD上发表了2篇论文。一篇文章是《智

能个人助手中基于环境的用户意图推断》（Contextual Intent 

Tracking for Personal Assistants）， 很荣幸这篇文章获得了这次

KDD应用数据科学专题的 佳学生论文奖，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是

孙宇同学。我们的论文内容是与用户信息推荐相关的，根据用户的

上下文信息来推测用户当前的意图，并以此意图来推荐相关的资讯

或者主动提供帮助。总体感觉，我们的论文能够获得 佳学生论文

的原因是我们研究的问题本身紧密结合了当前公司个人助理产品的

开发，问题很实际，也有很广泛的应用价值。解决问题的方法会对

微软小娜等个人助理产品上的推荐有助于提高用户使用个人助理的 

粘性和满意度，对其他公司个人助理产品，例如苹果公司的Siri和谷

歌的Google Now等，也都有很实际的参考意义。尽管我们在问题

定义、实验和论文筹备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文章能

得奖也离不开微软亚洲研究院紧密结合开发的研究精神和对实习生

的悉心培养，以及研究院导师们远见卓识、高屋建瓴的指引和在研

究遇到困难时耐心的指导。同时，大会能将奖项颁发给这篇论文也

再一次印 证了大会注重工业界研发实践的务实精神。

我们团队的另一篇论文是《更好的推荐系统:当协同过滤遇

见知识库》（Collaborative Knowledge Base Embedding for 

Recommender Systems），这篇KDD论文的灵感起源于我们团队

与微软小娜的内容推荐项目的合作。在 初使用传统协同过滤算法

时由于数据稀疏性而效果不尽如人意时，我们想到了知识库中的语

义网络、文字描述以及图片等信息都可能被用来提高推荐系统的质

量。在如何使用异构信息这个问题上，我们使用了异构网络嵌入以

及深度学习等技术来提取异构数据中的语义信息，并和协同过滤算

法进行了深度融合，在电影和书籍数据集上分别验证了推荐算法的

有效性。

KDD新星

正如前面所说的，这场KDD大会大咖云集。也有这样一批年轻

学者，他们不仅在近年的KDD大会中持续贡献了高质量的论文，在

后续也极具发展潜力。微软学术搜索在近期基于KDD大会的作者及

论文等相关信息，结合微软学术大数据，评选出了二十位在近6年

KDD里上升 快的学术新星，名单如下。看看你心仪的大牛有没有

名列其中吧。

微软的长袖善舞
KDD新星

● Huan Su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 Mohammad Taha Bahadori,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Xiang Re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Bee Chung Chen, Linkedin

● Hongfu Liu,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Beihang university

● Chunqiu Zeng,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 Yanjie Fu, Rutgers University

● Alex Deng, Microsoft

● Liang Zhao, Virginia

● Evangelos E. Papalexaki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 Nicholas Jing Yuan, Microsoft

● Yang Zhou,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Wenlin Chen,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 Shuo Xiang,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 Hengshu Zh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Baidu

● Weinan Zhang,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Paulo Shakaria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Military 

Academy

● Chuanren Liu, Rutgers University

● Yasuko Matsubara, Yasuko Matsubara, Kumamoto 

University

● Meng Jiang,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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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主题为“未来进行
曲”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年度
kickoff誓师大会在风光秀美的
苏州举办。NExTing，未来正
在发生，正掌握在每一个人的
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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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rix契合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定位——Matrix意为"母体","源头"。时至今日，微软

亚洲研究已成长为世界一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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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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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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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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