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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将科技注入“一带一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人们开始意识到，人工智能已经走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改变着我
们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内部，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助理EDI自动预定会议室、设置工作提醒；我们的
研究员实现了一种结构化的文本生成技术，可以应用于财经和体育类新闻报道的生成、产品描述的生成、商业数据的
分享和解释等等；我们还在研究会解数学题的人工智能系统、像人一样看到并理解世界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些研究会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转变成无限的价值。

在不断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微软始终关注人工智能时代下人才的培养，我们希望帮助孩子们尽早接触、学习和
掌握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锻炼思维，培养能力。今年四月，我们在清华大学启动了一年一度的“编程之美”挑战
赛。比赛将围绕“对话式人工智能”展开，参赛者们基于“微软机器人框架”和“微软认知服务”等开发工具，为自
己的学校打造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大赛将分为资格赛、初赛、决赛三个阶段， 终结果将于8月揭晓。我期待着同
学们将自己的奇思妙想，转变成聪明又实用的对话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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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莫高窟是世界级的文化艺术瑰宝，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5年9月，在敦煌研究院和微软
亚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 “文化遗产智能保护与传承研讨会”
上，我们曾与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就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现
代科技结合的多种可能进行了深入探讨。

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我们有了更多的
机会将前沿的科技与传统文化保护结合，创造和传播人文价
值。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在自
然语言处理、人机交互领域多年的研究成果，我们与敦煌研
究院、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联合打造了敦煌专属的人
工智能讲解员“敦煌小冰”。自2016年上线至今，“敦煌
小冰”平均每年帮助了至少200万人了解到古老而神秘的莫
高窟文化。微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帮助文化与历史的传
承，促进文化交流，让古老的东方文化走近更多人。

当人工智能接入敦煌，这颗丝路“明珠”可以如此璀璨

不砍计划，微软亚洲研究院让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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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X²：面向机器学习的分
布式图计算系统

当下，机器学习的技术成果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

网页检索系统，到电影书籍推荐系统、广告展示系统……这些看似隐形却

又存在感十足的技术无一不得到了机器学习的支撑。可以这么说：没有计

算机技术的发展，就不会有这些智能服务的高效便捷。

● 从理论到应用非一步之遥

在人们计算体验改善的过程中，算法的进步自然功不可没。例如，话

题模型（topic-modeling）、点击率预测（click-through prediction）

等一系列算法的出现与不断优化，使得例如推荐系统等信息服务的质量逐

步提高。但是，在海量的数据规模上，要应用这些算法以解决问题，仅有

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显然不能指望单台计算机运行串行程序来维持当

今互联网级别的计算和服务。而随着数据内容的增长和用户量的剧增，更

多的信息也使得我们面临的挑战愈加严峻。因此为了不断应对新时期信息

处理规模的需要，从科学研究到工程实践，分布式计算的相关理论都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多个分布式系统先后涌现。它们将规模庞大的计算机联合

起来，从而有效地解决大规模的计算问题。其中，图计算系统就是其中一

只重要的分支，从Pregel到GraphLab再到PowerGraph，他们解决的问

题范围逐步增大，性能也不断提升。

● 从图的视角看问题

而介绍图计算系统，首先我们会问：什么是图呢？图（Graph），将

信息中的实体，以及实体之间的关系，分别抽象表达成为顶点以及顶点间

的边这样的结构数据。图计算系统就是主要针对图结构数据处理的系统，

并在这样的数据上进行针对性优化的高效计算。

我们处理机器学习的问题时，为什么会考虑到用图计算系统呢？

首先，从其本质上来讲，我们机器学习中需要处理的很多信息是由实体

和关系构成的。例如：用户和电影就是实体，他们之间的喜好构成了实体间的

关系；搜索查询和商品也是实体，他们之间的点击率构成了实体间的关系……

下图表示了如何将逻辑回归（LR: Logistic Regression）计算抽象成

图计算。其中的绿色和黄色顶点分别表示样本（sample）和特征（fea-

ture），而联结它们的蓝色边则是“样本具有特征”关系。样本点上具有

标签y，特征上具有权重w，而LR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回归计算不断更新

各个w，从而得到适合该模型的权重w，以便通过此模型为只具有特征关

系的样本预测标签。

其次，这样的抽象会使我们有机会更有效地处理。图计算系统已经在

处理这样的图数据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图计算系统可以利用

图结构的特性，有效地进行数据存储和调度执行。譬如，我们可以通过基

于图的划分方法将数据更平均地分发给多台机器，让他们并行执行，保证

各机器的负载均衡，并且可以根据图的结构信息来更好地安排数据的存放

以改进计算时的数据局部性，从而带来更高的性能。

● TuX²

诸如PageRank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图计算系统已经可以很高效地

处理了。用户可以利用系统提供的编程模型接口实现相应算法的逻辑，

▲  将逻辑回归抽象成图计算



黑科技

5

然后将数据灌入系统运行即可。然而，许多常用的机器学习应用并不能

直接采用传统的例如PowerGraph这样的系统。这是因为，与传统的

图计算应用相比，许多机器学习应用处理数据有着不同于传统图算法的

模式。例如小分批（mini-batch）和延时同步并行（SSP: Stale Syn-

chronous Parallel）。前者需要按照指定的批量为单位处理数据，

而后者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图计算中纯同步/纯异步当中的一种同步方

式。这都需要对传统图计算系统进行重新设计，从而支持相应的功能。

而这些重新设计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

机器学习应用共同的内在属性，从而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

因此，基于分布式图计算系统的经验和机器学习应用的理解，我

们提出了分布式机器学习系统——图学习TuX²（Tu Xue Xi）。TuX²

作为一个全新的分布式图引擎，致力于融合图计算和分布式机器学习系

统。TuX²继承了传统图计算系统中的优势：简洁的计算模型，高效的

数据排布，均衡的负载分配以及超过10亿条边的规模处理能力；并对

于分布式机器学习进行了大幅扩展和优化，以支持异质性、延时同步并

行（Stale Synchronous Parallel），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编程模型——

MEGA（Mini-batch, Exchange, GlobalSync, Apply）。

● 性能

我们在TuX²上实现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分布式机器学习算法，

涵盖了监督学习和非监督学习。通过与机器学习系统的对比，我们发现

实现相同的算法，TuX²只需要约25%的代码量，因为我们的图计算模

型从开发者手中接管了很多琐碎的处理细节，包括数据排布、数据划分

和并行。在640亿条边的大规模数据上的多个实验结果充分表明，相比

于目前 先进的图计算系统PowerGraph和PowerLyra，TuX²具有一

个量级上的性能优势，并且与参测的两个目前 先进的分布式机器学习

系统相比，实现了至少48%的性能提升。

● 相关论文

本文所介绍的工作发表于会议14th USENIX Symposium on Net-

worked System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NSDI 2017）“TuX²: 

Distributed Graph Computation for Machine Learning”Wencong 

Xiao, Jilong Xue, Youshan Miao, Cheng Chen, and Ming Wu, Wei 

Li, Lidong Zhou。

微软亚洲研究院系统组

微软亚洲研究院系统组从事计算机系统领域重大课题的基础性研

究，在分布式系统、存储系统、云计算、网络、及计算机语言等方面均

有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自成立以来，系统组一直致力于设计、

开发、分析、优化大规模分布式系统，其中一些系统已经在微软产品中

应用，支持各种在线服务。系统组成员在此过程中收获了宝贵的第一

手实践经验，而这些经验更进一步激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项目，并在计

算机系统及相关领域的顶级会议上收获丰富成果。微软亚洲研究院系统

组多项工作发表于OSDI、SOSP、NSDI、EuroSys、SoCC、USENIX 

ATC等一系列高水平学术会议上。

了解微软亚洲研究院

系统组

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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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人工智能助理杜
绝“智障”

你感受到了吗？近些年，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工

智能助理进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Cortana、Siri……

智能助理（Virtual Personal Assistant）是指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

以自然语言对话作为主要交互方式，能够帮助个人完成任务的对话机器人

（chatbot），属于对话即平台（Conversation as a Platform，CaaP）

的重要应用之一。

● 人工智能助理还不够聪明

当前市场上形形色色的智能助理通常只能提供简单的信息查询的服

务（如天气、新闻、股市等），而真正能够帮人们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的智

能助理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仅如此，用户在和智能助理交互过程中总会

碰到诸多问题，导致用户体验不佳，用户普遍认为多数智能助理其实不（

是）智（智）能（障）。

很多人将智能助理的局限性归咎于其核心技术——自然语言理解的

不成熟，并期待着有一天深度学习或者其他机器学习技术能在自然语言理

解领域迎来新的突破， 终使机器拥有能够和人类媲美的自然语言理解能

力。到那时，“不智障”的智能助理才有可能出现。

的确，自然语言理解是智能助理的关键技术之一。但以目前的技术水

平就不可能打造“不智障”的智能助理了吗？

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发了一个名为EDI (Enterprise Deep Intelligence)

的神奇小机器人，可以帮助用户自动预定会议室，或设置工作提醒等。通

常，员工需要耗费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安排一个会议，而EDI从收到用户的

自然语言请求到完成会议预定只需要不到10秒的时间。用过EDI的同事都

夸他聪明，因而越来越多的微软同事们选择EDI作为自己的日常工作小助

手。如今，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内部，超过一半的会议都是通过EDI自动预

定的。可以说，EDI是一个真正聪明起来的人工智能助理。

今天，笔者以EDI开发过程中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打造人工智

能助理，提高其自然语言理解能力，以及人工智能助理还需要做好的几件

事。我们认为这些事对于一个智能助理的成功来说——可以说是人工智能

助理的四大“自救法宝”！

 

● 自救方法一：专注垂直应用

现阶段，要打造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智能助理有很大难度，但在

一个垂直领域做到智能还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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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智能助理的一个难点是开放域的自然语言理解。想将每一个

领域都做到很大，并且合成一个“大而全”的智能助理——这个目标以目

前的技术水平来说还是极富挑战的，因为我们无法对用户的请求进行任何

先验假设。各个领域之间会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为了总体 优就必须有

妥协和让步。 终的理想结果就是将若干个一般水平的智能助理们合成一

个更为一般的集成智能助理。例如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和领域下可能有不

同的意思，但在特定的领域内词语的含义往往就是确定的。

在我们开发EDI训练意图识别（intention classification）和实体抽

取（entity extraction）模型的过程中，使用了词向量（word embed-

ding）作为特征表示，发现使用全局数据训练的词向量效果比只使用少量

和日程规划相关的数据训练的词向量效果差很多，即使全局数据量远远大

于局部数据量。分析数据发现，“schedule”和“book”两个词在全局

空间并不是十分相似，而在局部空间两个词则非常接近。基于这个发现，

我们使用了主题相关词向量（topic-aware word embedding）的算法，

将训练数据的主题分类和词向量训练同时进行，得到的词向量很好地提升

了EDI对于意图识别和实体抽取的准确率。

“超级”智能助理的另一个难点是开放域的实体推理。EDI在时间理

解方面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同一个表示“星期一”，在一个查询请

求中“星期一有多少用户访问过我们的网站”，“星期一”应该被解析

成过去的星期一，而对于预定请求“帮我订一个星期一的会议”这句话

中，“星期一”则应该被解析成未来的星期一。EDI将这些和领域知识相

关的参数作为隐变量，用递归神经网络（RNN）对请求中的上下文进行

建模，利用封闭域数据学习时间抽取的结果到时间理解的结果的映射，进

行上下文相关的时间语义理解。

所以，想要打造一个智能助理，可以先设定一个能够实现的“小目

标”：找到一个可以自动化完成的任务，用与任务相关的数据训练模型，

利用任务的特点提高自然语言理解和智能决策能力。做一个垂直领域“小

而美”的智能助理往往更容易成功。

 

● 自救方法二：指导用户

对开发者来说，什么 珍贵？用户的耐心！

当前，用户对于智能助理 大的失望与不满（DSAT）在于智能助理

难以准确理解用户的请求。通常，大多数用户没有耐心一遍又一遍地尝试

让机器能理解自己的请求，当他们有几次DSAT之后，基本就会放弃使用

该“智能”助理了。

对话式服务和对话机器人与传统的基于GUI（图形用户界面）的交互

方式的 大区别在于，基于GUI的交互方式通过对页面元素的限制，输入

空间是有限的，因此机器可以枚举有限的输入组合完全理解用户的请求。

而对于对话式交互服务来说，用户的输入空间是无限的，用户可以输入各

种各样的请求（如上图）。因此，通过合理的方式对用户进行指导，告诉

及指导用户机器可以理解的请求，用户只要依样画葫芦——在样例示范的

基础上进行个性化的发挥，此举将用户输入空间大大缩小，智能助理从而

就可以完成对应的任务（如下图）。这对用户和机器来说是两全其美的事

情。依样画葫芦并不是要求用户输入的请求必须和我们的样例一模一样，

否则大家都会更习惯传统GUI的交互方式。因为用户几乎不可能记住样例

的每一个词以及它们的顺序。人工智能助理必须要能够理解这些样例模板

的绝大部分等价表示（下图中的用户请求）。

EDI利用统计滚雪球（Statistical Snowball）的方法[1]在海量数据

（Bing，Cortana）中学习每个词语、短语的可替换表达，建立语义词典

（Semantic Dictionary），并在语义词典的基础上进一步生成语言模板

（Semantic Pattern）。在一个局部空间内，该方法理论上可以枚举自然

语言中的所有等价表示。将指导用户的样例（如，schedule a meeting 

at 4pm）作为种子，通过该方法可以得到用户基于样例所输入请求所有

的可能变换（Book a meeting at 1pm, Find me a room at 11am,  Ar-

range an appointment tomorrow等）。

▲  用户天马行空的请求

▲  用户较规范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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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该方法在碰到有歧义或不能理解的请求时还可以利用语义

词典生成动态提示，帮助用户快速完成任务。例如用户提到“schedule 

a meeting 4”，这里的“4”可以理解为时间，地点或人数，“4”在

语义词典（通过海量数据挖掘得到）中对应的替换表达有“4pm”,“4th 

floor”,“4 people”,“4 years old”,“4 players”等，进一步结合句

子“schedule a meeting”，利用语义模板挖掘的方法可以发现有意义的

模板为“schedule a meeting at 4pm”,“schedule a meeting on the 

4th floor”,“schedule a meeting for 4 people”。EDI会将这些可能的

模板提供给用户进行选择。动态提示的方法不仅帮用户快速完成了请求，

也提示了用户规范的样例。

通过对EDI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我们还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1.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和样例相似的请求格式来完成

任务；2. 有些用户会探索自己的模式，当他发现行之有效的请求格式后，

在今后的使用中会一直沿用该模式。这也说明，当用户发现智能助理真的

在某些任务上可以帮助自己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他们就会尽可能用容易

理解的请求去适应智能助理。

 

● 自救方法三：借助知识图谱

即使自然语言处理可以完全理解用户的请求，如果智能助理缺乏必要

的知识，便无法进行合理的推理与决策，用户也会觉得智能助理并没有任

何帮助。

没有任何知识帮助推理与决策的智能助理可能会出现下述场景：

《构建企业知识图谱》一文介绍了如何构建企业知识图谱。利用该文

介绍的技术，我们为智能助理EDI构建了对应的知识图谱，从中可以得到

用户所在的大楼、楼层、位置、用户的关系网络、用户常去的会议室、用

户的开会习惯、用户的日程安排等信息，在智能助理EDI完成任务时，这

些信息使EDI变得十分智能。

使用了知识图谱的智能助理如下：

自然语言理解的结果通常为字符串形式（“张三”），而EDI需要

结构化数据的实体ID（例如，张三的邮箱地址SanZhangFoo@outlook.

com）来唯一指定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具象的实体。从张三转化为张三的

邮箱地址的过程通常被称为实体链接推理（Entity Linking）。我们构建

的企业知识图谱可以很大地提高实体链接推理的效率。比如，用户在会议

请求中提到了张三，而公司里有很多个张三，用户到底指的是哪一个张三

呢？EDI使用了实体链接中的联合检索模型来选择正确的张三，联合检索

模型可以综合考虑张三的关系网络，从而 大化知识图谱的价值。

 

● 自救方法四：人机协同

人机协同也被称为AI+H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human intelli-

gence，人工智能+人类智能）。在当前阶段，大多数的智能助理都很难

做到100%的准确。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智能助理+真人助理的模式

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形式，智能助理可以根据自信度决定是否需要真人助理

的协助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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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智能助理的核心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是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

前面提到的几个“自救法宝”其实都与自然语言理解息息相关。专注垂直

领域和指导用户都是为了减小用户的语言输入空间从而弥补现阶段技术的

不足；借助知识图谱其实是利用知识图谱帮助计算机进行自然语言的理解

和消歧；人机协同则是通过人和机器的不断交互，让机器不断进行增量学

习，逐步提高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的能力。

微软亚洲研究院大数据挖掘组专注于两个方向的自然语言理解研究。

第一个方向是通过海量数据来挖掘自然语言表达的等价表达模式，用

以提高机器自然语言理解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自然语言理解能力的局限。

第二个方向是将自然语言理解平台化，使没有自然语言理解背

景的开发者可以简单地开发和自然语言理解相关的应用，真正地做到

CaaP（Conversation as a Platform，对话即平台）。

[1] Zhu J, Nie Z, Liu X, et al. StatSnowball: a statistical approach 

to extracting entity relationships[C]//Proceedings of the 18th inter-

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ACM, 2009: 101-110.

微软亚洲研究院大数据挖掘组

微软亚洲研究院大数据挖掘组致力于从大数据中挖掘信息构建海量知

识图谱，以提高人工智能应用中的知识推理和自然语言理解能力。大数据

挖掘组的研究方向包括数据挖掘、大数据、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智

能聊天机器人等。十多年来，该组成员的研究成果对微软的许多重要产品

及应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括人立方、微软学术搜索、读心机器人、微软

知识图谱（Satori）、智能聊天机器人开发平台等。

人机协同并不只是简单的1+1=2的关系。通过不断学习真人助理的

行为模式积累数据、积累知识，智能助理就能不断成长与进步。而真人助

理则可以受益于机器执行效率高的优点，提高工作效率。

在EDI的实际应用中，我们尝试了人机协同的方式。面对一个会议请

求，EDI首先进行处理，只有当EDI的自信度低于阈值时才由真人进行协

助。实际上，即使对需要帮助的这类请求，我们的人机结合方案在保证准

确率的同时也将实际完成一个任务的时间成本从3~5分钟降低为不到一分

钟。在上图的示例中，EDI可以在真人助理的对话过程中进行实体抽取，

帮助真人助理自动填写表单，同时EDI会建议几个他认为的 佳回复给真

人助理。这样可以大大缩短用户等待真人助理回复的时间（这可以提高需

要真人参与完成的那些请求的用户体验）。同时，EDI能从真人助理完成

任务的对话历史记录中学习更多可能的回复。

真人助理对自动回复建议采纳与否的每一次点击信号以及用户是否满

意的信号为EDI提供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EDI使用深度强化学习（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技术根据真人助理对于回复建议的点击以

及用户是否满意的反馈信息构建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并根据获得

的价值自行推理更优的对话策略，不断优化学习到的回复及其排序。这样

EDI学到的对话策略及其 优回复建议都会和真人助理的回复越来越相似

（甚至比真人助理的表现更好），智能助理就可以独立完成越来越多的任

务，而逐步脱离对真人助理的需求。

● 再谈自然语言理解

阅读《构建企业知识图谱》

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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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工智能解数学题，可
能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 智能答题任务

如果说一套系统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通用人工智能”离人们的生活

还很遥远，那么让人工智能系统解决具体的某一项、或某一类问题已经是

一个切实可行的小目标。近几年智能解题逐渐成为人工智能的一大研究热

点。随着这项研究的日益火热，人们想通过让人工智能参加“考试”，与

人类选手进行公平、公开的比试，从而衡量目前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

水平。

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多家研究机构正在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例如

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开发了一个项目Todai Robot，他们让机器人挑战

大学试题，目标是2021能够考上东京大学。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Allen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也举办了一项比赛，来自全世界的

几千个团队纷纷提交了自己的软件系统来挑战8年级的科学题目， 终，

该比赛的第一名仅能达到59%的正确率。在中国，国家科技部2015年也

开启了“高考机器人”项目（863计划中的类人智能项目），让人工智能

系统和全国的文科考生一样，挑战2017年高考语文、数学、文综三项科

目，研究相关类人答题系统。超过3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清华大学、中

科院自动化所等）联合参与了该项目。

意料之外但又情理之中的是，目前各个人工智能系统的表现普遍在理

科解题上弱于文科解题。究其原因：目前机器学习更多强调的是对记忆、

计算等相关内容的储存和运用，而对于逻辑理解和推理这一模块还没有

很好的解决。数学解题，作为理科考试的一部分，十分考验计算机的理解

能力和推理能力，针对数学解题之上的研究成果非常有可能定义计算机智

能的新层次。有鉴于此，数学解题应该也正在成为人工智能的一块重要拼

图。

● 难点和挑战

尽管鸡兔同笼问题已经成为小学数学中的常见题型，然而该问题对于

计算机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具体来讲，为了得到 终答案计算机需

要通过理解题目的文字描述来得到相关数学表达，计算机需要具备逻辑推

理能力来对得到的数学表达进行算术演算，计算机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有关

现实世界的常识从而能够约束和简化题目。

首先，数学解题需要多种层次的自然语言理解。对于一道题目的文

字描述，计算机需要知道并理解其中包含的概念。举个例子，“一加一等

于几”以及“小明有一个苹果和一个梨，问小明有几个水果”，同样本

质是“1+1=？”的两道题，在题型概念上是一样的，表达方式却截然不

同。计算机需要知道如何把以上两道问题都抽象成两个对象相加，这就涉

及到所谓的自然语言理解。

事实上，抽取题目中各个概念变量的关系也十分具有难度。数学题要

求的是精确，如果题目变换了一个词，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改变，整

个解法也会不一样。比如下面两道追赶问题:

（1）两辆车同时往同一方向开，速度分别为28km/h和46km/h，问

多少小时后两车相距63km？

（2）两辆车同时往相反方向开，速度分别为28km/h和46km/h，问

多少小时后两车相距63km？

编者按：

约1500年前的古代数学著作《孙子算经》中记载了一个有趣

的问题：“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

各几何？”这就是今人所谓的鸡兔同笼问题。如今这个问题小学生

们解决起来可能都轻而易举，但对于人工智能而言可能并非如此。

在人工智能火热的今天，我们想聊聊如何让计算机具备解此类问题

的能力——即数学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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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道题描述很类似，但是车的方向关系导致了两题的解法大不相同。

如何捕捉出这种细微的差别也是一大难点。这也是所谓的自然语言理解的

一部分。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文字之后，数学解题需要通过逻辑推理生成

解题公式。如下图Hosseni 2014的工作，把数学题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得

到几个变量状态之后，需要推理得到各个变量状态之间的关系得出数学公

式。在他给出的例子中，计算机通过学习能得到动词“give”代表两个状

态相减。

 

 

后，计算机需要具有一定有关现实世界的常识去理解自然语言里面

一些隐式的指代。比如圆周率为3.14，速度乘以时间等于路程等等。在鸡

兔同笼问题中，鸡有两条腿、兔有四条腿是隐式包含的条件，只有知道这

些常识才能正确的解答问题。

● 历史与现状

智能答题系统 早可以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4年提出的

STUDENT（Bobrow 1964）系统可以视作早期答题人工智能实现的代

表：输入有规定的描述方式的数学题，人工定义一组关键词和关系（如

EQUAL, SUM, PRODUCT），把自然语言（linguistic form）通过模式

匹配映射到对应的函数关系表达。例如句子“the number of advertise-

ments is 45”可转化为函数表达方式（EQUAL (NUMBER OF ADVERT-

ISMENTS）45）。之后的CARPS系统（Charniak 1968）能够把自然语

言表示成为成树状结构，再匹配生成公式解答，此外它嵌入了很多数学模

型的知识，如面积、体积、维度等等。但CARPS系统仅限于解决比率问题 

（ratio problem）。  

      

2008年之前多数关于智能答题系统的工作都是基于预定义的模式匹

配规则，这类工作主有两个主要的缺点：（1）定义的规则覆盖率小，能

解决的问题十分有限，而在真实场景下数学题目的描述往往是比较自由、

不太受限的；（2）评测比较模糊，这些系统很少给出评测结果以验证其

有效性。

在这之后有了很多不同的尝试。比如SoMaTePs系统（Liguda & 

Pfeiffer 2012）尝试用扩张语义网（Augmented Semantic Network）

表示数学题，抽取题目的对象（object）作为节点，节点之间的关系包括

加减乘除。ARIS 系统（Hosseini 2014）让机器学习题目中的动词，并对

这些动词进行加减二分类，把数学题看作以动词为关系的状态转移图，但

这个方法目前只解决一元加减问题，不考虑乘除。

MIT于2014年在国际计算语言年会（ACL 2014, Kushman 2014）

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统计学习的方法（命名为KAZB），引入了模板的概念 

（比如“1+1”和 “1+2”同属于一个模板x = a + b）。根据公式的标

注把数学题归类成不同的题型，抽取题目中不同层次的特征（如有关词

汇、词性以及语法等），使用统计学习技术自动判断题型。但是此类方

法的一个缺点为：无法解决训练集之外的题型。比如训练集只出现过两

个数相加，机器无法泛化解答三个数相加的问题。之后百度ZDC（Zhou 

et al. 2015），微软研究院 （Upadhyay 2016）的研究团队也在同样的

方法框架下分别做了不同的优化改进。在一个开放的评测数据集上（即

ALG514，含有514道题），三个系统准确率在上分别是68.7%、78.7%

以及83%。

随后，华盛顿大学的ALGES系统（Koncel-Kedziorski et al. 2015）定

义了Qset的概念（一个Qset包括Quantity、Entity、Adjective等属性）。

首先抽取一道问题的Qset，利用线性整数规划把Qset和加减乘除生成可能

的公式，再选出 有可能的公式解出答案。目前限定于一元一次方程。他们

同时构建了一个508道题的数据集，系统获得的准确率在72%左右。

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除了考虑数学文字题之外，还有关于几何看图题

的研究。GEOS (Seo et al. 2015) 根据几何数学定义了一组数学概念以及

函数，对图和文字分别构建了不同的分析器（parser）。他们在186道SAT

的数学题上获得的准确率大概是60%左右。

下表对以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系统做出了总结。给出一道数学题文字

描述，系统需要涵盖三大部分：自然语言理解、语义表达和映射以及数学

推理得出解决公式和答案。

▲  Hosseni 2014训练一个分类器判断一个动词属于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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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场景

作为一种有趣的人工智能问题，数学解题相关的研究和努力不仅有助

于推动机器智能的进步，同时也会在众多实际应用场景中产生价值。

线上教育

近几年兴起的中小学生学习平台，该类应用普遍会支持如下功

能——学生可以采取对准题目拍照，或者文字语音方式来输入数学题，学

习平台识别题目并给出解题思路。由于此类平台具有庞大的题库，因此可

以通过识别匹配题目来实现上功能。该应用的用户量已经突破一亿，在教

育市场份额巨大。但是这些平台中所有的题目需要人工预设解题思路，受

限于此，题库的扩展存在一定约束。人工智能数学解题的成功解决将会大

大提升此类平台。

知识问答系统

作为新一代的知识搜索引擎的代表，WolframAlpha能理解用户

搜索问题并直接给出答案，而不是返回一堆网页链接。其中Wolfra-

mAlpha被搜索过的一类典型的问题就是数学问题。输入数学题，它

能给出数学模型、解题步骤以及答案。数学解题是此类引擎的核心构

件之一。

智能问答

智能对话系统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机自由对话，计算机能够响应来自

用户的各种问题。其中，自然也包括数学解题。微软小冰实际上已经开始

了这方面的尝试，它目前已可以解决比较简单的算术题。

● SigmaDolphin——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数学解题

SigmaDolphin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在2013年初启动的解题项

目。Sigma即西格玛大厦，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诞生地；而Dolphin则是

该系统被赋予的期望——像海豚一样聪明。

目前SigmaDolphin主要有两个研究成果。

Dolphin解题

SigmaDolphin定义了一套针对数学解题的抽象表示语言（被命名为

Dolphin Language），包含了数学相关的类和函数。该语言人工定义了

1000多种数学类型以及7000多种从Freebase和其它网页自动抽取的概念

类型，加上其定义的函数和数据结构，使得该语言十分适合表达数学概念

及运算，并能很好地构建出一个精准的数学解题系统。同时Dolphin Lan-

guage具有大约1万条语法规则，把自然语言解析成Dolphin Language

的表示，继而进行推理得到数学公式。有关该方法的详细介绍已经发表在

EMNLP 2015, 题为“Automatically Solving Number Word Problems 

by Semantic Parsing and Reasoning” 。

▲  数学解题的代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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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phin18K数据集

目前该研究领域正在使用的数据集规模都相对较小，而且题型都比

较简单。众所周知，机器学习的关键是数据，特别关键的是数据规模。然

而，数学题库需要提供公式和答案，人工标注十分耗时。微软亚洲研究院

团队采用半自动的方法从雅虎问答获取数学题，经过人工筛选题目，并

自动抽取公式和答案作为标注，构建一个新的数据集Dolphin18K。该数

据集包含了1万8千多道数学题。有关该数据集的详细介绍已发表在ACL 

2016，题为“How Well Do Computers Solve Math Word Problems? 

Large-Scale Dataset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过往的系统在

各自的数据集上都有高达60%至80%的准确率，但由于评测的数据集都在

几百道题目的规模上，而且都有不同的题型限制，导致其得出的结论可能

不够有代表性。对比之前的数据集，Dolphin18K题目数量增加了10倍以

上，涵盖了不同年级、不同难度的数学题，且题型更加全面丰富，更具有

挑战性。目前，在Dolphin18K的评测上，过往的这些数学解题系统平均

只能获得20%左右的准确率，说明了数学解题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如上所述，目前智能解题任务仍然存在众多的挑战。但我们仍可以期

冀，通过不断的数据积累和方法创新，智能解题系统的能力终将逼近甚至

超过人类——答题能力能从及格逐渐提升至100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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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亚洲研究院知识挖掘组

知识挖掘组致力于通过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理解和服务这个世界。研

究组聚集了包括数据挖掘、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和社会计

算等领域的多学科研究员，主要从事如下研究方向：网络实体搜索和知识

挖掘，服务于真实世界的语义计算框架应用，基于大规模行为数据的用户

理解。

▲  “what is 1 plus 2”的Dolphin语言表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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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人工智能学会用数
据说话

● 文本生成的商业前景

近些年，随着文本生成技术的发展，工业界也诞生了一些专注于文本

生成的明星创业公司，例如Narrative Science（前5轮共融资2950万美

元），Automated Insights（前3轮共融资1080万美金，并于2015年被美

国私募股权基金Vista Equity Partners以8000万美金的价格收购），Arria 

NLG（第一轮获得了4027万美金融资）等。这几家明星初创企业的产品也

涵盖了文本生成在不同商业领域的应用。

Narrative Science的主要产品是Quill，该产品可以帮助第三

方公司分析和解释商业数据。其客户多为金融服务和咨询公司。此

外，Narrative Science还特别开发了Quill for Google Analytics，该工

具可以实时地将Google Analytics所统计的各种复杂的用户访问数据转化

成简单的文字说明，帮助Google Analytics的用户免去阅读各种复杂图表

的痛苦，让用户能够快速理解其站点的流量数据，为优化站点提供建议。

Automated Insights的主要产品是WordSmith，该产品已经在美国

联合通讯社（The Associated Press）和雅虎得到成功应用，用于撰写财

经和体育类报道。让人惊叹的是，美联社在采用Automated Insights的

文本生成技术后，每季度可以撰写的财报新闻数量从300篇增加到了4300

篇，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Arria NLG则主要与英国国家气象服务局Met Office合作，自动生

成天气预报。这是文本生成技术在物联网领域的一个典型应用。如图1所

示，各种感知器每天可以采集到大量的结构化数据。但解读这些数据的困

难在于：一方面感知器采集的数据量非常大，另一方面数据的解读需要专

业知识。基于结构化数据的文本生成技术首先需要从大量的数据中筛选出

重要信息，然后生成易于阅读和理解的天气预报文本内容。 

● 文本生成的技术发展

挑战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璟

▲  刘璟  

▲  图 1天气预报的自动生成

● 什么是基于结构化数据的文本生成

美联社机器人撰写财经报道，微软机器人自动生成对联，谷歌机器人

自动写诗，一时间，机器人自动写作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关注和讨论的热

门话题。

机器人写作又称文本生成。从广义上讲，一些传统的自然语言处理任

务，例如机器翻译、文本摘要、对联生成、诗词生成等都属于文本生成的

范畴。这些任务的共同点是用户输入非结构化的文本，机器根据任务目标

输出相应的文本。

不同于这些任务，本文主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基于结构化数据的文本生

成，即用户输入结构化的数据，机器输出描述和解释结构化数据的文本。

（注：为了简便，下文中的文本生成均指基于结构化数据的文本生成。）

该任务的特点是基于数据和事实说话。文本生成的典型商业应用包括财经

和体育类新闻报道的生成、产品描述的生成、商业数据的分析和解释、物

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数据的分析和解释。图1给出了天气预报自动

生成的例子。其中，图1a是各种感知器采集到的结构化的天气数据，机器

将图1a中的数据作为输入，输出图1b中的天气预报。

接下来，本文尝试从商业应用和技术发展两个方面来总结文本生成的

领域现状。



前沿求索

15

基于结构化数据的文本生成任务主要包括两个挑战：

第一，说什么（What to say）

第二，怎么说（How to say）

如图1所示，机器首先需要决定说什么，这就意味着机器需要从输入

的若干数据记录中选择要描述的记录（图1a中被高亮的数据记录）；然后

决定怎么说。简单来说就是机器需对选定的数据记录，用自然语言描述出

来（图1b）。

 

评测

Dimitra Gkatzia等人对文本生成任务的评测方法进行了总结。不一

样的是Dimitra Gkatzia等人分析了近10年发表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相关

会议和期刊（ACL、EMNLP、NAACL等）上关于文本生成的论文，并将

相关工作所采用的评测方法归为两大类：内在（Intrinsic）评测和外在

（Extrinsic）评测。

内在评测关注系统生成文本的正确性、流畅性和可理解性等。内在评

测方法又可分为两类：（1）通过采用自动化的评测方法（如BLEU, NIST

和ROUGE等）对比系统生成的文本和人工写作的文本之间的相似度，以

此来衡量系统生成文本的质量；（2）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由人们从正

确性、流畅性等角度出发直接对系统生成的文本进行打分，来评价系统生

成文本的质量。

外在评测关注于评价系统生成文本的可用性，即评价系统生成的文本

对于用户完成特定任务是否有帮助。

Dimitra Gkatzia等人的分析表明，现阶段文本生成的相关工作多采

用自动化的内在评测方法——即利用计算机对比系统生成文本和人工写作

文本之间的相似度，原因是此类评价方法更加便捷、成本较低。而外在的

评测方法成本较高，采用此类评测方法的论文较少，但是此类评测方法能

更好地标示出系统的可用性。

 

方法

早期的文本生成系统多是基于规则的，Reiter等对规则系统进行了归

纳总结，认为文本生成系统可以分为三个较为独立的模块：（1）内容规

划（Content planning），即选择描述哪些数据记录或数据域；（2）句

子规划（Sentence planning），即决定所选择的数据记录或数据域在句

子中的顺序；（3）句子实现（Surface realization），即基于句子规划

的结果生成实际的文本。可以认为，内容规划主要是解决“说什么”，而

句子规划和句子实现主要是解决“怎么说”。

在 该 框 架 下 ， 针 对 不 同 模 块 ， 若 干 基 于 统 计 的 模 型 被 提

出。Barzilay等提出先将数据记录和句子进行对齐，然后学习模型解决

内容选择。Percy Liang等提出了一个概率图模型同时解决内容规划和

句子实现。具体来说就是该生成模型首先选择生成哪些数据记录，然后

选择生成数据记录中的哪些数据域， 后生成描述数据域的文本。

近几年，随着深度学习方法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取得突破，研究人员

也尝试将神经网络的方法应用于文本生成。基于神经网络的方法又分为基

于神经语言模型（Neural Language Model）的方法和基于神经机器翻

译（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的方法。

其中，Wen等提出了Semantic Controlled LSTM（Long Short-

term Memory）模型用于对话系统中的文本生成。该模型在标准LSTM

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控制门读取结构化数据信息，并控制结构化数据

信息在语言模型中的输出。该论文获得了2015年EMNLP会议的 佳论

文。Kiddon等提出了神经清单模型（Neural Checklist Model），用于

解决RNN（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模型对结构化数据中的信息

重复生成的问题。Kiddon等将该模型应用于菜谱的生成，即输入菜名以

及食材清单，机器输出相应的菜谱。基于结构化数据的文本生成存在数

据稀疏的问题，即结构化数据中的许多数据值（实体名、数值等）出现

次数非常少，使得模型的学习变的困难。Lebret等将拷贝动作（copy-

action）引入神经语言模型，用于解决数据稀疏的问题。Lebret等将该模

型应用于维基百科的人物传记生成，即输入人物的信息框（Infobox），

机器根据信息框中的人物信息，输出人物的文本描述。

受神经机器翻译模型的启发，Mei等将基于结构化数据的文本生成任

务视为一个翻译任务，即输入的源语言是结构化数据，输出的目标语言是

文本。很自然的，神经机器翻译模型可以解决怎么说的问题。为了进一步

解决说什么的问题，Mei等在神经机器翻译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对数据记

录的重要性进行建模的机制，即越重要的数据，其先验概率越大，越有可

能在文本中被表达出来。

基于神经语言模型的方法和基于神经机器翻译的方法在特定数据集

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其本质仍然是Sequence-to-sequence方法的胜

利。

● 总结和展望

综上，基于结构化数据的文本生成技术已经在商业领域获得了初步的

成功，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的积累也推动着相关技术的进步。相

信该领域会在技术、数据和商业的三重驱动下取得更大的突破。

想要了解更多

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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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涛：深度学习的五个挑
战和其解决方案

大家好，我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秦涛，今天我将分享我们组对深度学

习这个领域的一些思考，以及我们 近的一些研究工作。欢迎大家一起交

流讨论。

先介绍一下我所在的机器学习组。微软亚洲研究院机器学习组研究的

重点是机器学习，包含机器学习的各个主要方向，从底层的深度学习分布

式机器学习平台（AI的Infrastructure）到中层的深度学习、强化学习、

符号学习算法以及再上面的机器学习理论。

● 人工智能近年的进展

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的诞生开始，到如今人工智能已

经发展了61年，这期间人工智能历经风雨，经历了数次高潮，也有数次低

谷，每次高潮都是因为核心技术的提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吸引了大

量的资金投入。但同时由于大家的期望值远远超过了技术所能够达到的高

度，因此当人们发现巨大的资金和人才的投入不能达到预期成果的时候，

人工智能的冬天也随之而来。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的第三

次浪潮，并且目前看来，距离下一个冬天还是挺远的。从媒体的报道，大

家可能都能了解到，人工智能在各个方向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不管是

研究上、实践上，还是应用上。下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人工智能近年来在

各个方向取得的进展。

早在2012年，微软就在“21世纪的计算”大会上展示了一个同声传

译的系统，这个系统其实相当复杂：当微软研究院创始人Rick Rashid用

英文演讲的时候，这个系统首先需要将英文的语音识别成英文的文本，然

后通过一个翻译系统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再把中文文本合成成为中文

的语音。整个复杂的过程都是通过深度学习的技术来支撑的。

在2015年底，发生了一件对计算机视觉领域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提出了一个新的基于CNN的深度模型叫做

残差网络，这个残差网络深度高达152层，取得了当时图象识别比赛上面

好的成绩。到现在为止，深度残差网络在计算机视觉的研究中被广泛使

用，并且被集成到微软还有其他大公司的产品中。

再到后来，2016年初，可能大家都知道，AlphaGo这个系统打败了

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这非常出乎人们的预料，特别是AI专家的预料，因

为大家普遍认为，机器要在围棋上战胜人类可能还需要20年。在2016年

下半年，微软宣布了另外一项AI上的进展，就是在日常对话的语音识别

中，微软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人类的水平，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如果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日常的讲话，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停顿，并且带一些

语气词，与朗诵或者新闻播音相差很大，这种日常对话识别要达到人类的

水平是很不容易的。

从以上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的第三波浪潮和深度学习是

分不开的。深度学习里 经典的模型是全连接的神经网络，就是每相临的

两层之间节点之间是通过边全连接；再就是卷积神经网络，这个在计算机

视觉里面用得非常多；再就是循环神经网络RNN，这个在对系列进行建

模，例如自然语言处理或者语音信号里面用得很多，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

深度神经网络的模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就是深度强化学习技术，

这是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的结合，也是AlphaGo系统所采用的技术。

深度学习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三大因素——大数据、大模型、大计

算。现在可以利用的数据，特别是人工标注的数据非常多，使得我们能够

从数据中学到以前没法学习的东西。另外技术上的发展使得训练大模型成

为了可能，例如上千层的深度神经网络，这个在四年以前都觉得不能想象

的事情，现在都已经发展成为现实，并且在产品中都有了很广泛的使用。

作者：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 秦涛

编者按：

日前，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秦涛博士受邀作客钛媒体，

分享他对深度学习挑战和解决方案的思考，本文为秦涛博士此次分

享的实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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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大计算，从CPU到GPU，可获取的计算资源越来越丰富。

大数据、大模型、大计算是深度学习的三大支柱，因此这三个方

向都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例如如何从更多更大的数据里面进行学习，如

何训练更大更深的模型。非常深的模型，当前更成功的例子是在计算机

视觉里面，但如何把这种更深的模型引入到自然语言处理里面，还需

要研究，例如当前几个大公司的神经机器翻译模型，都是利用较深的

RNN，但是还是远远达不到残差网络的深度。从大计算这个方面来讲，

整个演变过程是从CPU到GPU到FPGA，再发展到现在有些公司定制自

己专有芯片，国内的有一些创业公司，也都在做一些AI芯片，专门为AI

来设计一些硬件。大计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深度学习的平台和系统，

这个可以说是各大AI或者是互联网公司的着重发力的地方，例如微软的

CNTK、DMTK，再比如TensorFlow、Torch，以及学术界的开源平台包

括Theano、Caffe、MxNet等等。可以预计，在短期内，各大公司还会

在这个领域做非常激烈的竞争，希望能够吸引第三方公司使用他们的平台

和系统。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数据、大模型、大计算是深度学习成功

的三大支柱因素，但他们同时也为深度学习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带来了一

些制约因素。

挑战1：标注数据代价昂贵

前沿1：从无标注的数据里学习

大家都知道，深度学习训练一个模型需要很多的人工标注的数据。例

如在图象识别里面，经常我们可能需要上百万的人工标注的数据，在语音

识别里面，我们可能需要成千上万小时的人工标注的数据，机器翻译更是

需要数千万的双语句对做训练，在围棋里面DeepMind当初训练这个模型

也用了数千万围棋高手走子的记录，这些都是大数据的体现。

但是，很多时候找专家来标注数据是非常昂贵的，并且对一些应用

而言，很难找到大规模的标注的数据，例如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是一些比

较稀有的应用场景。这里我们做一个粗略的分析，看看标注数据的代价有

多高。比如说对机器翻译而言，现在如果我们请人工来翻译，一个单词的

费用差不多是5—10美分之间，一个句子平均长度差不多是30个单词，如

果我们需要标注一千万个双语句对，也就是我们需要找专家翻译一千万句

话，这个标注的费用差不多是2200万美元。

大家可以看到数据标注的费用是非常非常高的，让一个创业公司或者

一些刚刚涉足人工智能的公司拿这么大一笔资金来标注数据是很难或者是

不太可行的。因此当前深度学习的一个前沿就是如何从无标注的数据里面

进行学习。现在已经有相关的研究工作，包括 近比较火的生成式对抗网

络，以及我们自己提出的对偶学习。

生成式对抗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学到一个生成模型，这样它可以生成

很多图像，这种图像看起来就像真实的自然图像一样。它解决这个问题的

思路跟以前的方法不太一样，它是同时学习两个神经网络：一个神经网络

生成图像，另外一个神经网络给图像进行分类，区分真实的图像和生成的

图像。在生成式对抗网络里面，第一个神经网络也就是生成式神经网络，

它的目的是希望生成的图像非常像自然界的真实图像，这样的话，那后面

的第二个网络，也就是那个分类器没办法区分真实世界的图像和生成的图

像；而第二个神经网络，也就是分类器，它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正确的把生

成的图像也就是假的图像和真实的自然界图像能够区分开。大家可以看

到，这两个神经网络的目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们一起进行训练，就可以

得到一个很好的生成式神经网络。生成式对抗网络 初提出的时候，主要

是对于图像的生成，现在很多人把它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问题上，包括自然

语言理解，比如说 近我们有一个工作，就是把这种思想应用到机器翻译

里面，能够很大幅度地提高机器翻译的准确度。

针对如何从无标注的数据进行学习，我们组里面提出了一个新思路，

叫做对偶学习。对偶学习的思路和前面生成式对抗学习非常不一样。对偶

学习的提出是受到一个现象的启发：我们发现很多人工智能的任务在结构

上有对偶属性。比如说在机器翻译里面，我们把中文翻译成英文，这是一

个任务，但是我们同样也需要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这是一个对偶的任务。

这种原任务和对偶任务之间，他们的输入和输出正好是反着来的。在语音

处理里面，语音识别是把语音转化成文字，语音合成是把文字转化成语

音，也是互为对偶的两个任务。在图像理解里面，看图说话，也就是给一

张图生成一句描述性的语句，它的对偶任务是给一句话生成一张图，这两

个任务一个是从图像到文本，另外一个是从文本到图像。在对话系统里

面，回答问题和问题生成也是互为对偶的两个问题，前者是给定问题生成

答案，后者是给定答案生成问题。在搜索引擎里面，给定检索词返回相关

文档和给定文档或者广告返回关键词也是互为对偶的问题：搜索引擎 主

要的任务是针对用户提交的检索词匹配一些文档，返回 相关的文档；当

广告商提交一个广告之后，广告平台需要给他推荐一些关健词使得他的广

告在用户搜索这些词能够展现出来被用户点击。

对偶学习试图把这种结构的对偶属性应用在机器学习里。其基本思想

比较简单，我们以机器翻译为例子来说明。我们想把一个中文句子翻译成

英文，我们可以先用一个中文到英文的翻译模型，把这个句子翻译成英文

的句子，因为我们没有英文的标注，所以不知道这个英文的翻译是好还是

坏以及有多好多坏。我们再利用从英文到中文的翻译模型，把这个英文的

句子翻译成中文的句子，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中文句子。整

个过程包含了正向翻译和反向翻译互为对偶的两个步骤。然后我们比较原

始中文的句子和后来得到的中文句子，如果两个翻译模型都很好的话，这

两个中文的句子应该比较相似，如果两个模型不好或者有一个模型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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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得到的两个中文句子就不相似。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对偶过程从无

标注的数据获得反馈信息，知道我们的模型工作的好还是不好，进而根据

这些反馈信息来训练更新正向反向模型，从而达到从无标注数据学习的目

的。

我们在机器翻译里面做了一些实验，发现通过对偶学习的过程，我们

只需要用10%标注的数据（大概100万英法双语句对），再加上很多没有

标注的数据，达到用100%标注数据（1200万英法双语句对）训练的模型

的准确度。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前面有个粗略的估计，一千万个训练语料

标注的费用差不多2200万美元，如果我们能把标注的人工费用从2200万

美元降到200万美元，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能够大大降低公司运营

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近我们在对偶学习的研究上有一些新的进展，把对偶学习这种基本

思想应用到其他的问题里面，像图像分类、图像生成，以及对自然语言的

情感分析。我们发现这种结构的对偶属性可以从不同角度帮助机器学习，

提高学习算法的准确度。

从无标注的数据进行学习，我们预计在未来三到五年还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问题，并且对我们实际的应用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很多问题以前

是因为受限于没有标注的数据，没有办法用深度学习技术，如果我们能

够从无标注的数据进行学习，那么很多应用很多问题里面都可以应用深

度学习技术。

挑战2：大模型不方便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前沿2：降低模型大小

现在常见的模型，像图像分类里面，微软设计的深度残差网络，模

型大小差不多都在500M以上。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些模型，例如语言模型

（language modeling）随着词表的增长而变大，可以有几G、几十G的

大小，机器翻译的模型也都是500M以上。当然500M的大小大家可能觉

得没有多大，一个CPU服务器很容易就把这个模型给load进去使用。但是

大家要注意到，很多时候深度学习的模型需要在一些移动设备上使用。比

如说手机输入法，还有各种对图像做变换做处理做艺术效果的app，如果

使用深度学习的话效果会非常好，但是这种模型由于它们的size太大，就

不太适合在手机上应用。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手机的app需要加

载一个500M甚至1G以上的模型恐怕不太容易被用户接受。

因此当前深度学习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如何把大模型变成小模型，

这样可以在各种移动设备上使用。因为移动设备不仅仅是内存或者存储空

间的限制，更多是因为能耗的限制，不允许我们用太大的模型。近两年

来，有一些相应的工作，今天我主要介绍两种：第一种是针对计算机视觉

里面的CNN模型，也就是卷积神经网络，做模型压缩；第二种是我们去

年做的，针对一些序列模型或者类似自然语言处理的RNN模型如何做一

个更巧妙的算法，使得它模型变小，并且同时精度没有损失。

● 通过模型压缩的技术缩减模型的大小

对卷积神经网络而言，近一两年有一些项目，主要是采用模型压缩的

技术缩减模型的大小。模型压缩的技术，可以分为四类：

一个是叫剪枝，大家知道，神经网络主要是由一层一层的节点通过边

连接，每个边上有些权重。剪枝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我们发现某些边上的

权重很小，这样的边可能不重要，这些边就可以去掉。我们在把大模型训

练完之后，看看哪些边的权重比较小，把这些边去掉，然后在保留的边上

重新训练模型；

模型压缩的另外一种做法就是通过权值共享。假设相邻两层之间是

全连接，每层有一千个节点，那么这两层之间有一千乘一千也就是一百万

个权值（参数）。我们可以对一百万个权值做个聚类，看看哪些权值很接

近，我们可以用每个类的均值来代替这些属于这一类的权值，这样很多边

（如果他们聚在同一类）共享相同的权值。如果我们把一百万个数聚成一

千类，就可以把参数的个数从一百万降到一千个，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压缩模型大小的技术。

还有一个技术可以认为是权值共享的更进一步，叫量化。深度神经网络

模型的参数都是用的浮点型的数表达，32bit长度的浮点型数。实际上没必

要保留那么高的精度，我们可以通过量化，比如说就用0到255表达原来32

个bit所表达的精度，通过牺牲精度来降低每一个权值所需要占用的空间。

这种量化的更极致的做法就是第四类的技术，叫二制神经网络。所

谓二制神经网络，就是所有的权值不用浮点数表达了，就是一个二进制的

数，要么是+1要么是-1，用二进制的方式来表达，这样原来一个32bit权

值现在只需要一个bit来表达，从而大大降低这个模型的尺寸。

上面这张图显示了多种模型压缩的技术在不同卷积神经网络上的结

果。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原始网络大小的不同，得到的压缩比是不一样

的，特别是VGGNet，一个非常重要的卷积神经网络，能够把大小从原

来的550M压缩到11M，并且让人惊奇的是，压缩后分类的准确率没有下

降，反而略微有一点提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 通过设计更精巧的算法来降低模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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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简单提一下我们组是如何对一些序列模型进行压缩，也就是对

循环神经网络RNN做压缩，我们提了一种新的循环神经网络叫做Light-

RNN，它不是通过模型压缩的方式降低模型的大小，而是通过设计一种

更精巧的算法来达到降低模型大小。

自然语言相关的应用中，模型之所以大，是因为我们需要把每一个词

做词嵌入（word embedding），把每一个单词表达成向量空间的一个

向量。词嵌入的基本思想是，语义相似或相近的词在向量空间里面的向量

也比较接近，这样就可以通过向量空间表达词之间的语义信息或者是相似

性。因为通常我们的词表会很大，比如说在输入法里面，可能词表需要说

上百万。如果我们词表有上百万的词，每个词如果是用一千维的一个向量

来表达，这个大小就是差不多是一百万乘以一千再乘以4Byte（用32位的

浮点数来表达），词嵌入向量的总体大小差不多就有4G左右，所以整个

RNN模型是非常大的。搜索引擎的词表有上千万的词，仅仅词嵌入向量

这部分大小就有40G左右，考虑到输入的词嵌入和输出的词嵌入，整个词

嵌入的大小有80G左右了，这么大的模型很难加载到GPU上训练模型和使

用，更不用说放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我们的算法的基本思想是：不是用一个向量来表达一个词，而是用两

个向量表达一个词，一个行向量+一个列向量，不同的词之间共享行或列

向量。我们用一个二维的表格来表达整个词表，假设这个二维的表格有一

千行一千列，这个表格可以表达一百万个词；这个表格的每一行有一个行

向量，每一列有一个列向量，这样整个二维表格只需要两千个向量。如果

一个词（January）在第一行第一列的话，它就由行向量X1和列向量Y1来

联合表达。考虑一个有一百万个词的词表，原来需要一百万个嵌入向量，

通过这样一个二维或者是两个component的表格词嵌入，现在我们只需

要一千个行向量和一千个列向量来进行表达，这样大大降低词嵌入向量模

型的大小。

我们在很多公共的数据集上做测试，结果表明我们提出的LightRNN

算法极大地减小了模型的尺寸，可以把原来语言模型的大小从4G降到

40M左右，当这个模型只有40M的时候，很容易使得我们在移动设备或

者是GPU上使用。我们的方法使得深度模型在各种能耗比较低或者内存比

较小的设备上的使用成为了可能。并且我们还发现，通过这样一种共享的

二维词表的嵌入，我们得到的循环神经网络模型的精度并没有受到很大的

影响，实际上LightRNN的精度反而略微有上升，和前面的卷积神经网络

压缩的结果比较类似。

挑战3：大计算需要昂贵的物质、时间成本

前沿3：全新的硬件设计、算法设计、系统设计

大计算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非常不容易，非常不简单。我们微软

亚洲研究院研究员提出深度残差网络，这种网络如果在ImageNet这样一

个上百万的数据上进行训练的话，用四块现在 先进的GPU卡K80学习训

练时间大概要三周。 近百度做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他们用了32块K40

的GPU用了十天做训练，谷歌的机器翻译系统用了更多，用了96块K80的

GPU训练了六天。大家可能都知道AlphaGo，它也需要非常大量的计算

资源。AlphaGo的模型包含一个策略神经网络，还有一个值网络，这两个

都是卷积神经网络。它的策略网络用了50块GPU做训练，训练了3个周，

值网络也是用了50块GPU，训练了一周，因此它整个的训练过程用了50

块CPU四周时间，差不多一个月。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训练一个模型

就要等一个月，并且我们经常要调各种超参数，一组超参数得到的结果不

好，换另外一组超参数，可能要尝试很多组超参数，如果我们没有大量的

计算资源，一等就是一个月，这从产品的更新换代还有技术创新的角度而

言，都不能接受。刚才说了只是AlphaGo训练的复杂度，其实它的测试，

比如说比赛的时候，复杂度也非常高，AlphaGo的单机版和人下棋的时

候，每次下棋需要用48块CPU 8块GPU，它的分布式版本就用的更多，每

次需要用1200块CPU再加上176块GPU。大家可以想一想，地球上有几个

公司能承受这么高昂的代价来做深度学习。

因此我们认为，深度学习所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如何设计一些更高

级的算法，更快的算法，更有效的算法。手段可能是通过一些全新的硬件

设计或者是全新的算法设计，或者是全新的系统设计，使得这种训练能够

大大的加速。如果我们还是这种训练动不动就要几十块GPU或者几百块

GPU，要等几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的话，对工业界和学术界而言都不是好

事，我们需要更快速更有效的训练方法。

挑战4：如何像人一样从小样本进行有效学习？

现在的深度学习主要是从大数据进行学习，就是我给你很多标注的数

据，使用深度学习算法学习得到一些模型。这种学习方式和人的智能是非

常不一样的，人往往是从小样本进行学习。人对图像进行分类，如果人想

知道一个图像是不是苹果，只需要很少几个样本就可以做到准确分类。两

三岁小孩，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他如果想知道什么样的动物是狗，我们

给他看几张狗的图片，并且告诉他狗有什么特征，和其他动物像猫或者羊

有什么区别的话，小孩可以很快很准确的识别狗。但是在ImageNet比赛

里，像深度残差神经网络，一般来说一个类别大概需要上千张图片才能进

行比较充分的训练，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汽车驾驶，

一般来说，通过在驾校的培训，也就是几十个小时的学习，几百公里的练

习，大多数人就可以开车上路了，但是像现在的无人车可能已经行驶了上

百万公里，还是达不到人的全自动驾驶的水平。原因在于，人经过有限的

训练，结合规则和知识能够应付各种复杂的路况，但是当前的AI还没有逻

辑思考、联想和推理的能力，必须靠大数据来覆盖各种可能的路况，但是

各种可能的路况几乎是无穷的。

前面提到的小孩子认识世界的过程，很多时候，大人可以把一些经验

或者是知识传授给他们，比如说苹果是圆形的，有红色的或者青的苹果，

狗和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种知识很容易通过语言进行传授，但是对于

一个AI或者对于一个深度学习算法而言，如何把这种知识转化成实际模型

前沿4：数据+知识，深度学习与知识图谱、逻辑推理、  
符号学习相结合



20

前沿求索

的一部分，怎么把数据和知识结合起来，提高模型的训练的速度或者是识

别的精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现在我们组有同事正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我们希望把深度学

习、知识图谱、逻辑推理、符号学习等等结合起来，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工智能更接近人的智能。

    

今年的人工智能国际顶级会议AAAI 2017的 佳论文奖，颁给了一

个利用物理或者是一些领域的专业知识来帮助深度神经网络做无标注数据

学习的项目。论文里的具体例子是上面这张图里面一个人扔枕头的过程，

论文想解决的问题是从视频里检测这个枕头，并且跟踪这个枕头的运动轨

迹。如果我们没有一些领域的知识，就需要大量的人工标注的数据，比如

说把枕头标注出来，每帧图像的哪块区域是枕头，它的轨迹是什么样子

的。实际上因为我们知道，枕头的运动轨迹应该是抛物线，二次型，结合

这种物理知识，我们就不需要标注的数据，能够把这个枕头给检测出来，

并且把它的轨迹准确地预测出来。这篇论文之所以获得了 佳论文奖，也

是因为它把知识和数据结合起来，实现了从无标注数据进行学习的可能。

挑战5：如何从认知性的任务扩展到决策性任务？

前沿5：博弈机器学习

人的智能包含了很多方面， 基本的阶段是认知性智能，也就是对整

个世界的认知。我们看到一幅图能知道里面有什么，我们听到一句话知道

在说文字。现在对于图象识别、语音识别，AI已经差不多能达到人类的水

平，当然可能是在某些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能够达到人类的水平。但是其

实这种认知性的任务，对人类而言都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一个三五岁的

小孩子已经能做得很好了，现在AI所能做的这种事情或者能达到的水平，

人其实也很容易做到，只是AI可能在速度上更快，并且规模上去之后成本

更低，并且24小时都不需要休息。更有挑战的问题是，人工智能能不能做

一些人类做不了或者是很难做好的事情。

像图象识别、语音识别这类认知性的任务，AI之所以做得好，是因

为这些任务是静态的，所谓静态就是给定输入，预测结果不会随着时间改

变。但是决策性问题，往往和环境有很复杂的交互，在某些场景里面，如

何做 优决策，这些 优决策往往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改变。

现在有人尝试把AI用到金融市场，例如如何用AI技术来分析股票，预

测股票涨跌，对股票交易给出建议，甚至是代替人来进行股票交易，这类

问题就是动态决策性问题。同样一支股票同样的价格，在一周前可能是值

得买入，但是一周之后可能就要卖出了，同样一个事件或者是政治新闻比

如说是在总统大选之前发生还是之后发生，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也完全不一

样。所以决策问题的一个难点就在于时变性。

决策性问题的第二个难点在于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支股票的涨跌会对其他股票产生影响，一个人的投资决策，特别是大的

机构的投资决策，可能会对整个市场产生影响，这就和静态的认知性任务

不一样的。在静态认知性任务我们的预测结果不会对问题（例如其他的图

像或者语音）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在股票市场，任何一个决定，特别是大

的机构的投资策略会对整个市场产生影响，对别的投资者产生影响，对将

来会产生影响。无人驾驶某种程度上也是比较类似的，一辆无人车在路上

怎么行驶，是由环境和很多车辆共同决定的，当我们通过AI来控制一辆车

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周围的车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周围的车辆对于当

前这个无人车的影响，以及我们无人车（如左转右转或者并线）对周围车

辆的影响。

当前深度学习已经在静态任务里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如何把这种

成功延续和扩展到这种复杂的动态决策问题中，也是当前一个深度学习的

挑战之一。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博弈机器学习。在博弈机器学习

里，通过观察环境和其他个体的行为，对每个个体构建不同的个性化行为

模型，AI就可以三思而后行，选择一个 优策略，该策略会自适应环境的

变化和其他个体的行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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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视频看世界

看过电影《速度与激情7》(Fast & Furious 7) 的人都会对里面展示的

天眼系统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一个全球联网的智能监控摄像头系统，天

眼可以随时随地了解任何一个人或物体的行踪。这既是一个对目前如日中

天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理想展现，也极大地突出了智能视频系统在人工智能

应用中的特殊地位。

是的，人工智能离不开感知，而视觉是我们 主要的感知。据研究估

计，人的感知、学习、认知和活动有80-85%是通过视觉介导的。如果不

能获取并处理视觉信息，就没法研究真实世界的人工智能，可见计算机视

觉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

 

现在，视频数据已占Internet在线流量的70%多，可谓大数据时代

大的数据。随着各种摄像头的普及，视频数据正记载着物理世界发生的一

切，让机器帮助分析理解视频大数据就成了我们观察了解物理世界的一条

捷径。但视频数据不但量大，还包含千变万化的内容，分析理解并不是件

易事。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视频数据分析理解的应用场景和技术要求、

技术发展现状和瓶颈，以及对未来技术发展的展望。

● 广阔的应用空间

视频数据已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视频分析的应用也因此

是多方面的，包括居家、企业、零售、公共安全、交通、医疗、制造等。

下面讨论几个目前主要的市场，感受一下它的重要性。

1.家居安防。预计到2020年，全球家居安防解决方案市场将以8.7%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475亿美元[1]。这迅速增长背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令人震惊的全球犯罪率的不断增长和社会各界对安全措施的关注和担忧。

这个市场和视觉系统相关的技术要求包括运动检测、人的检测与识别、动

作行为识别、视频摘要、 物体标注等。一般要求实时处理。

2.零售分析。预计到2020年，零售分析市场规模将以18.9%的复合年

增长率增长到51亿美元[2]。零售分析解决方案帮助零售行业在全球各地

通过创建个性化的购物体验，提高顾客的忠诚度。这方面和视觉系统相关

的技术要求包括人的检测、计数与识别、人的属性（年龄，性别，表情，

注意力）和行为检测、物体的检测与跟踪等。有些功能要求实时处理，有

些功能可以离线处理。

3.公共安全与监控。公共安全与监控市场预计将从2015年的19.3亿

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30.6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9.7%[3]。对火车站、

公共广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日益关注的安全及监控是全球范围内推动智能

摄像头需求量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关的技术要求包括人的检测、跟踪

与识别、人的属性和动作行为检测、车的检测与跟踪、物体标注、运动检

测等。一般要求实时处理。

4.自动驾驶汽车。半自动车市场预计到2018年将达到214亿美元。包

括摄像头在内的多种传感器是必备部件。相关的视觉技术要求包括汽车检

测/跟踪、路标行人检测、 自由空间探测、 3维绘图等[4]。

5.视频数据搜索。海量的视频数据需要有效的索引和管理。这要求把

没有结构的原始视频数据转成有结构的数据。相关的技术要求包括：人的

检测、跟踪与识别，人的属性检测，物体和事件的检测与标注，字幕化、

光学字符识别等。

● 视频技术道阻且长

由此可见，视频分析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着巨大的商业市

场。这个巨大的商业市场也不断推动视频分析技术的发展。但是，尽管市

场潜能很大，视频分析技术的发展在前期还是比较缓慢的。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物理世界万象丛生、千变万化，视频数据的内容自

然就丰富多彩，要将其模型化有很大难度。从一维到四维，每增加一维，

复杂度都是指数增长。所以早期工作主要关注低层次图像特征和运动信息

的提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应用，高层次语义上的理解进展较慢。语义上的

理解需要借助规模较大的模型，而建模需要大量的有标注的数据，以及强

大的计算资源，这些资源在早期是缺乏的。这是第二个主要原因。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曾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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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状况终于在几年前开始得以改善：2010年左右，ImageNet

创建，提供了一个真正大规模有标注的图像数据集，在千万图像量级，

有上千图像类别。这使图像分析技术开始有明显提高。2012年，深度

神经网络被成功用于ImageNet图像分类年度竞赛，将其性能大幅度提

升，展示了深度神经网络对视觉研究的极大潜能，也激起了视觉研究的

新高潮，让人们看到了计算机视觉实用化的希望。短短几年后的今天，

深度神经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在ImageNet图像分类上的性能已超过人

类，人们研究的重点也从图像分类转移到图像物体语义分割等更细更复

杂的任务。

 

相对于图像分析，视频分析更有挑战性。一方面，图像分析技术是

视频分析的基础。图像分析做不好，视频分析免谈。另一方面，视频分

析有其独特的挑战。物理世界是三维的，且在不断变化，所以视频分析

的任务更多样更复杂。其它挑战包括数据量大、存储计算资源要求高、

实时性等。还有其它一些实际问题，比如说人工标注难、某些任务正样

本少、隐私担忧导致数据集缺乏等，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前面谈到视频分析的一些应用场景，尽管不同应用场景有不同技术

要求，但有些基本技术是共享的，比如物体的检测与跟踪。人是我们日

常生活和工作的核心，因此也是大多数图像/视频的 主要实体。对人

的分析是视频理解中的关键一步。因此很多研究团队包括微软亚洲研究

院 近几年都专注于以人为中心的视频分析，例如检测与识别人、人的

属性、人的行为，甚至是人的意向。由于近年来大数据、计算能力和深

度学习技术的进步，对视觉数据中人的理解技术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机器检测和识别人脸的性能已经达到了和人相仿的程度，并在身份验

证、安全、智能零售、智能媒体管理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人体检测的

性能也有了显著提高，在一些基准数据集上达到超过80%的准确度。

人的各种属性，如性别、年龄、情感、手势与身体姿势，以及衣服颜色

类别等，也可以很好地提取，以帮助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状态。2015

年网上爆红的微软how-old.net应用程序就是依赖于性能优秀的人脸检

测、年龄和性别估计等技术。人体姿态估计技术的性能也达到了数年前

都不可想象的水平，也极大地方便了人的动作识别。我的同事兰翠玲将

在另一篇文章专门介绍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人体动作识别方面基于深度学

习的近期研究工作。再结合周围的物体和场景的识别，就有可能推断出

人的注意焦点和意图。

 

再比如，在和交通有关的场景里，车辆就变成了 主要的实体。围绕

着车辆的一系列相关技术，比如汽车检测/跟踪、车牌检测/识别、路标行

人检测等，就变得尤其重要。微软亚洲研究院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初步研究

进展。以后有机会再细谈。

 

同样的技术在不同应用场景下性能要求也不一样。拿人脸检测来说，

对一般正规拍照或基于人脸的登录验证，技术已经很成熟。但对于无控制

的视频监控等场景，由于摄像头角度、人脸大小、角度、遮挡、图像质量

等变数很大，要做到技术成熟有很大挑战。比如对于保护隐私的视频人脸

模糊的应用场景，对检测率要求极高，脸在任何一帧都不能曝光。这就要

求人脸检测及跟踪技术要对特定场景数据进行很好的优化。我的同事谢文

轩会对视频人脸模糊技术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总之，随着计算能力，大数据持续快速增长，加上主动学习、迁移学

习、强化学习等更强大机器学习技术继续发展，让机器可以像人一样看到

并理解世界的前景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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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竞争刺激技术发展

再好的研究成果， 终只有在实际应用中得到验证才能体现它的真正

价值。微软亚洲研究院研发的视频分析技术正在通过微软认知服务这个平

台，以视频API的形式提供给广大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发者，帮助他们方便而

高效地开发和视频相关的人工智能应用系统。这些技术也成了微软Azure 

云平台的媒体分析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企业级的智能服务。类似

地，其它高科技公司如Google、Amazon、Facebook等也相继推出计算机

视觉API， 使市场争夺白热化。这种激烈竞争反过来将会进一步刺激加快计

算机视觉和视频分析技术的发展， 终使人工智能可以透过视频看世界，

尽快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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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冬梅：带领数据探索的
梦之队

13年前，2004年的那个夏天，张冬梅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思忖着即将

到来的新生活，有着几分期许，也有几分兴奋。“回国前不知道会发生什

么，会和什么人工作，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张冬梅如是说道。那时的

她，正准备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

光阴如白驹过隙，13年后的今天，张冬梅已经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副院长，她带领的软件分析组（Software Analytics Group）成绩斐

然。他们通过与微软Power BI产品组的合作，将“快速洞察”（Quick 

Insights）、“信息图设计”（Infographic Designer）等技术成功地转

化到Power BI产品中。同时，两个团队下一步的合作更是为Power BI构

建了良好的产品愿景，让该产品在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简称BI）领域 权威的报告之一——Gartner魔力象限（Magic Quad-

rant）2017中身居领导者象限的高位，并在未来布局能力（Complete-

ness of Vision）上一骑绝尘，领先所有厂商。

                                               

事实上，正是由于张冬梅博士带领的微软亚洲研究院软件分析组的研

究，让微软在智能数据发现（Smart Data Discovery）这个前沿领域实现

了从无到有，从“零”到“领”的突破。这项来自于研究院的前沿技术研

究也为Power BI展示了清晰的未来布局方向。说起这个话题，张冬梅十分

自豪。而令她更为骄傲的是她所带领的团队。这是由一群追求完美不知疲

惫、对技术的热情多年来只增不减的研究员们所组成的“梦之队”。

● 做一个人人投入的项目，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

对于张冬梅博士所带领的软件分析组而言，研究工作涉及到多个领域

以及它们的交叉和合作。

软件分析组以软件和系统在开发、运行、维护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问

题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课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软件系统的质量

（Quality），如可靠性、性能、以及安全性等；二是用户体验（Experi-

ence），如用户界面、用户使用方式、以及用户黏度等； 后是软件的开

发效率（Productivity）。软件分析是一个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与软件

系统学科相结合的交叉研究方向， 这就需要研究团队在大规模数据的存储

与计算、数据挖掘、机器学习、软件学科、以及信息可视化和人机交互等

多个研究领域内有深厚的基础。

 

作者：付端凌

▲  张冬梅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

▲  Gartner 魔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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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冬梅博士说：“日常工作中，我们使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

信息可视化技术来解决软件系统和在线服务的生命周期中的各种问题；同

时，这些在实际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也为我们在大数据、机器学

习、软件学科等方面的基础算法和理论的研究提供问题和灵感。事实上，

包括‘Quick Insights’在内，我们有很多研究课题与项目设想都是基于这

种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

一般情况下，研究组内会有多个项目同时展开，每个项目的规模不

会太大。做一个人人投入的项目，把项目做到应有的规模，这是张冬梅

一直酝酿着的一个想法。2014年11月，随着Quick Insights项目（内部

代号：IN4）的开始，她的想法逐渐成为现实。所谓IN4，指的是INter-

active（互动）、INtuitive（直观）、INstant（瞬时）和INsights（洞

察），这也代表了这个项目的目标：打造出一种交互式、直观、快捷的

分析数据获取洞察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全新的数据分析体验。

 

如今的大数据时代对数据分析产生了很高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仅

局限在软件领域，各行各业都会有。虽然商业智能在过去几十年内实现了

快速发展，市场上已经存在不少相关工具，但张冬梅团队发现了一个有趣

的现象：在用户使用这些工具的过程中，用户总是处于主动的位置，而工

具总是处于被动的位置。例如，工具只有在用户进行查询时，才会调取数

据告知相应信息，再根据用户制表画图等要求进行相应操作。在这个过程

中，工具本身并不会主动分析提取数据中的信息，并向用户进行展示和推

荐。这样的发现让团队开始思考：为什么不能让这些工具更加智能，让工

具在交互中根据用户的需求变得主动呢？

● 这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么？

这样的展望让团队成员一拍即合，决定开启IN4项目。面对多维度、大

规模的数据，如何让系统自动搜寻有趣的数据特征，即所谓的insight（洞

察），是团队在项目 初阶段面临的重多挑战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团队

需要回答更多问题，比如说，什么是insight？（需要一个严谨具体的定义）

如何挖掘数据？（需要一套高效的算法）挖掘出insight后如何向用户表达

呈现？如何用自然语言描述？这些具体问题让团队成员逐渐聚焦四大关键技

术：Excel Magic（元数据理解），Auto Insights（insight挖掘），Metro-

Eyes（双向交互）和Power Story（insight描述）。根据这些具体的技术需

求，张冬梅将团队分为多个小组，大家同时开展研究。

因为IN4的研究目标是提供端到端的数据分析服务系统原型，所以针对

任何一个要素，研究员都需要一边做技术研究，一边做工程设计。从2014

年11月到2015年3月，这短短的5个月时间，对每个研究员来说都是一段紧

张而难忘的时光。张冬梅尤其记得当时每周五组会，大家聚在一起汇报各

小组进展。作为压轴节目，负责交互设计和系统集成的研究员侯志涛会将

大家的成果汇总进行演示，那时大家 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们想

要的效果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接下来就会是进一步的讨论、反馈和改

进。周周如此，周而复始。

● “这是我们能拥有的 好的合作伙伴之一”

时间快进到5个月后，2015年3月。在微软总部举行的技术节（Tech-

▲ 张冬梅及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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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上，软件分析组首次在公司内部展示IN4。就在这场R（Research研

究）与D（Development产品开发）的交流活动上，IN4项目和Power BI首

次相遇，并被Power BI产品团队一眼相中。时任Power BI工程总监的Nick

特意改变行程与张冬梅的团队开会，并表示出强烈的合作意向：Power BI

需要这样的能力，让我们两个团队一起来完善它。

在微软技术节结束后的三个月内，双方的紧密合作促使项目进展迅

速。7月，IN4的产品原型Quick Insights已经初见端倪。到了12月，Quick 

Insights正式上线。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内，从实验室里的技术原型到能够

被无数用户使用的正式产品，效率之高让人惊叹。

和传统的数据分析工具相比，Quick Insights改变了用户与工具的交

互模型，使工具在交互中变得主动。当用户上传数据之后，它的算法能够

主动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将分析结果以insights的形式进行组织和排序，

并将排名在前的insights提供给用户。不仅如此，Quick Insights会选择适

合的可视化方式来呈现这些insights，并配合文字说明以方便用户理解。

在五个月之后，两个团队合作推出了第二个功能发布，增添了contextual/

scoped insight（特定范围内的洞察）的新功能，让系统可以针对已有图表

和分析给用户推荐相关性更高的分析建议。

● 你们怎么总给我送来圣诞礼物？

微软亚洲研究院软件分析组与Power BI团队的合作不会止步于此，双

方的合作过程也给予了张冬梅和团队源源不断的研究灵感。

2016年8月，张冬梅团队和研究院创新工程组共同完成了为Power BI

特别研究开发的“信息图设计”（Infographic Designer）技术。它可以

将已有数据进行丰富多样的可视化呈现，用户可以通过精确控制形状、颜

色和布局来控制列表、条形图和柱形图等具体外观，使得用户可以高度具

象化地对数据进行描述和展示。这一技术也为Power BI填补了可视化功能

的一项空白。

 

在Infographic Designer于10月底走向大众之后，张冬梅团队又为

他们带来了另一个惊喜——Anna Talk。这是一种通过自然语言对话进行

交互的商业智能和数据分析工具。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博士在2016

年“21世纪的计算大会”的演讲中向与会者展示了Anna Talk。

例如当用户上传了过去几年某地的啤酒销售数据，Anna Talk会像一个

经验丰富的人工智能分析师一样，主动提醒你关注去年5月份的销售异常数

据，也会主动问询你是否需要调出过去几年内的5月销售数据作为对比。此

外，Anna Talk还能抛弃原有的搜索查询界面，转而使用自然的人机对话，你

可以像与助理对话一样跟Anna Talk进行对话，让她帮你调出你想要的数据并

自动生成报表。从原有的自然语言问询到对话，从被动回答到主动引导，从

分立用户界面到无缝多模态界面， Anna Talk将重新定义数据分析的体验。

张冬梅给Power BI团队展示了Anna Talk，并得到了高度的好评。Anna 

Talk为Power BI在自然语言与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向上提供了新的思路，被

时任Power BI负责人的Nick称为“美好的圣诞礼物”。

这次交流再一次印证了张冬梅及其团队多年的坚持——从实际问题中获

得灵感，做 好的研究，走在产品应用的前面。研究者身上必须肩负着探索

未来的责任与远见。而在微软，这种远见可以让研究成果更快落地，创造社

会价值。

● 一切都离不开数据和分析

让人惊喜连连的张冬梅将这些成绩都归功于团队和大家始终如一和

坚持不懈的努力。回想过去13年，张冬梅表示自己和团队这些年来工作的

核心一直围绕着数据和分析。这种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并不多见。值得欣

慰的是，因为软件分析本身就是交叉学科，且团队从第一天开始就是横向

纵向研究并重，这使他们的研究范围从不会禁锢于某个范围，而是发散性

的、可延伸的。这种坚持也让团队在数据分析领域积累深厚，视野开阔，

能够厚积薄发，开发出Quick Insights、Infographic Designer 等极富前瞻

性又具有实际应用性的项目。

自2004年从微软总部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至今，张冬梅已经在这里度

过了13个春秋，和组内同事也早已亲如家人一般。谈到团队，张冬梅满满

的骄傲。软件分析组内的研究员有着多元的技术背景，这让大家可以集思

广益，优势互补。同时，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对科研孜孜不倦的热情

与追求，不知疲倦，这也让张冬梅作为一个女性领导者备受鼓舞。回想13

年前在飞机上思考未知生活的自己，张冬梅笑了，她觉得自己很幸运，能

够加入这样一个团队，和这样一群满怀激情的人一起努力，一起创造。面

向未来，她也充满希望，期待着更多的探索和挑战。我们也期待着她和她

的团队在未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了解微软亚洲研究院

软件分析组

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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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创新活力，对话未来
智能 ——“2017微软编程
之美挑战赛” 正式启动

2017年4月6日，由微软主办、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协办的

2017编程之美挑战赛在清华大学拉开帷幕。已成功举办五届的编程之美挑

战赛今年全面升级，旨在在人工智能时代帮助学生了解和学习 新的技术

理念、动手实践热门的技术与开发工具，通过团体比赛的形式锻炼学生的

协作沟通能力，进而提升青年学子以技术实践解决热点问题的综合能力。

人工智能正在开启信息技术的一个全新时代，本届“编程之美挑战

赛”围绕人工智能的新一代核心革命“对话式人工智能”展开，要求来自

全国各大高校的学生以代表队的形式参赛，基于“微软机器人框架（Mi-

crosoft Bot Framework）”和“微软认知服务（Microsoft Cognitive 

Services）”等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工具，为各自所在的院校打造人工智

能对话机器人。8月，评委会将在入围决赛的高校队伍中评选出“ 美”

人工智能机器人。优胜队伍除奖金外，还有机会获得在微软新视界平台上

展示的机会。而各队 终完成的对话机器人也将有机会在所在学校投入使

用，为学校和学生提供智能服务。

清华大学校团委副书记余潇潇表示，“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为

高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都要与时俱

进，以创新思维紧跟科学技术发展的 前沿。微软作为全球领先的科技企

业，与清华大学在人才培养、科研交流等领域一直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

本届“编程之美挑战赛”是双方深化合作的又一次成功实践。从人工智能

这个科研热点出发，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更多国内高校的学生有机

会接触到全球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并在比赛实践中开拓思维，精进技

术，培养决胜未来的综合实力。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潘天佑博士表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而年轻一代蕴藏着极具创想的智慧。微软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和投入，关注

着中国教育事业以及青年人才的发展，并不遗余力地将全球领先的技术成

果、实践经验带到中国。‘微软机器人框架’和‘微软认知服务’是数十

年来微软人工智能研究的集大成者，藉由这次比赛，我们希望有更多才华

横溢的青年学子可以真正接触、了解、利用这些工具和平台释放自己智慧

的火花，加速推动人工智能普及化。我们由衷地希望微软技术能予力每一

位中国青年人才，成就他们不凡的未来。”

IEEE亚洲区高级总监华宁表示，作为全球 大的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

技术协会，IEEE始终关注着技术前沿的发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编程之

美挑战赛”正是一个汇聚了前沿热点技术和未来杰出人才的理想平台。清

华大学和微软亚洲研究院都是IEEE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在今年的比赛中

看到中国青年在人工智能这一热点领域的非凡创造。

微软在人工智能诸多核心领域均已积累了超过20年的基础科研经验

以及研究成果。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微软认为，以自然语言实现人机交

互的“对话式人工智能”是当前阶段人工智能的核心革命之一。其中，

对话机器人（Bot）则是实现人机对话的理想载体和平台。为了真正推动

人工智能的普及化，让每个开发者、企业都有机会创建自己的人工智能应

用，微软发布了“微软机器人框架”和“微软认知服务”。借助这些人工

智能的工具和服务，开发者们可以调用微软 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就算

没有人工智能的知识背景也能轻松地打造出可以理解自然语言并实现智能

对话的对话机器人。

在“2017编程之美挑战赛”的启动仪式上，来自清华大学、微软亚

洲研究院的专家们聚焦自然语言理解领域，对人工智能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进行了前瞻性分享。而围绕“拥抱智能、对话未来”主题所展开的现场讨

论，则邀请业界初创企业代表和在校学生代表加入，共同探讨了在人工智

能时代符合高校发展、适应行业需求的青年人才的培养模式。

根据“2017编程之美挑战赛”的赛制规则，大赛分为资格赛、初赛、决

赛三个阶段。资格赛阶段，参赛队伍需完成所有培训并参加测评，排名前五十

的团队可以进入初赛。初赛阶段则要求参赛队伍开发出的智能问答机器人能够

以文本方式回答用户用自然语言提出的各种问题，正确率排名前八位的代表队

可晋级决赛。决赛阶段，各支代表队将在微软技术导师的指导下，更广泛地利

用微软认知服务来完善作品。 终，大赛将从对话机器人的功能性、鲁棒性、

技术利用性、用户界面设计、用户体验五个方面进行考评，从而决出冠、亚、

季军。决赛的评审结果预计于8月中旬正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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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工智能接入敦煌，这
颗丝路“明珠”可以如此璀璨

“你好，我是敦煌小冰，人工智能萌妹子。我会陪你聊天，还会告诉

你所有敦煌的故事。”

4月的敦煌，鸣沙山下白杨新绿、杏花飘香，莫高窟迎来一年中 美

的时节。卢晓强从福建赶来，在莫高窟景区入口处用手机同这个24小时在

线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敦煌小冰”聊着天。

“莫高窟有多少洞窟？”不到1秒钟，卢晓强就收到了“小冰”发来

的回答：“莫高窟有735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有壁画或彩塑。”

1600多年前的一天，前秦僧人乐僔行至此处，忽见金光，状有千佛，

于是便开凿了第一座石窟，从此莫高窟应运而生。彼时，乐僔恐怕不曾想

到，有朝一日，石窟的奥义与精妙，将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向人类讲述。

敦煌，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古代世界的不同文明曾在这里

交汇沟通、互鉴相融。当人工智能接入丝绸之路，当创新科技注入古代文

明，这座丝路上人类共同的文化宝库，正散发出新的活力。

今天，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敦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

关注，文化与科技的结合给丝路文明带来了新的机遇。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敦煌小冰”的开发与

上线，为利用互联网平台传播敦煌文化带来了别样的新颖方式，尤其深受

年轻人喜爱。

像卢晓强这一代80后的成长，是伴随着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大到强的发展历程，也伴随着人工智能研究在中国的起步和壮

大。

当今，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技术

相互融合的步伐加快，人工智能在2016年迎来爆发式发展元年。也是在这

一年，由敦煌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联合打造

的人工智能讲解员“敦煌小冰”正式上线，并迅速成为敦煌的“网红”。

“太有意思了”，卢晓强觉得这个机器人很可爱。“和她说话就像朋友

作者： 新华网国际频道  柳丝 范培珅 韩梁

▲  2011年8月，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在莫高窟

▲  敦煌莫高窟参观九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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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聊天，能方便准确地了解莫高窟各类信息，不像宣传材料那么冷冰冰的。”

别看岁数小，这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已经把上千页《敦煌学大辞

典》烂熟于心，并通过一次次人机互动和从互联网上吸收信息来深度学

习。除了不吃不睡，24小时陪聊，“敦煌小冰”更担负起传承文化、宣传

文物保护的重任，在闲聊中传播敦煌文化、历史、旅游、学术研究等各类

知识。数据显示，“敦煌小冰”每年至少可以帮助200万人了解古老且神

秘的莫高窟文化。

微软中国所在的国家创新试验区中关村，是智力和人才资源 为密

集、科技创新 为活跃的地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像

微软与敦煌这样的跨领域合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

小文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带一路”上，除了商业，还有更多文化与历

史的传承，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可以让更

多人接触、了解“一带一路”上的文化，“敦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敦煌莫高窟这座世界文化的宝库，千百年来以开放包容之心融汇不同

文明。如今，在丝路精神的指引下，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古老的洞窟中

悄然发生，敦煌文明经由全新的载体传播呈现，激荡出意想不到的心灵共

鸣。

除了智能聊天机器人，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即时翻译

等都同人工智能技术紧密结合。

在莫高窟，由微软研发捐赠的“飞天”号十亿级像素数字相机系统

将石窟图像真实记录和呈现，让洞窟的数字档案实现了绘塑完整的统一空

间，让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得以永续留存。

而2400多公里外，“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数字展览4月在北京举行，

借助高科技手段，虚实结合，让敦煌的石窟艺术穿越时空，呈现出一场可

视、可听、可感的丝路盛宴。

“数字技术让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活了起来，以此为基础，加上人文

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让古老的文化艺术搭上互联网的快车，走向千家万

户，”王旭东说。

文化与科技，如同太极的阴阳，相生相成。敦煌的这场人工智能革

命，正是艺术与科技完美融合、促进文化复兴和文明交流的范例。

今天，更多科技力量正在注入“一带一路”，打破时空、领域乃至语

言藩篱，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丝路文化走近更多人，传播到更远地域，让世界

文明相互感知、交融，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引和前进动力。

▲  2011年8月，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在莫高窟

▲  敦煌月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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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砍计划，微软亚洲研究
院让百家争鸣

走在中国北京中关村的微软大厦里，位于12至14层楼的微软亚洲研究

院，墙上挂着四个时钟，分别显示着美国、中国、印度、英国四地时间。

这里的空间规划奇特，研究员的办公区沿着窗户、将整栋楼围成一圈，中

间才是会议室与其他公共空间。这让阳光更容易照进研究员的位置，通常

他们的桌上会有两或三个屏幕，方便一边看文献、一边打资料，在这里，

诺大的空间显得安静，在研究里的时间也彷彿是静止的。

1991年，微软（Microsoft）创办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决

定成立一个让研究员能自由做研究的地方，于是微软在美国、英国、中

国、印度等地设立七个研究院，每年投注约10%年营收的资金在基础研

究上。微软亚洲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 Asia）因此在1998年诞

生，成为仅次于美国总部，人数规模与组织架构都 完整的研究机构。

过去19年来，源源不绝的研发动能就从这里涌现，不仅支援中国本地

市场服务，技术更蔓延到全世界：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国际一流期刊与会

议上发表的论文累计超过4千篇，超过400项科研成果已导入微软产品

中，从早期的Windows、Office等核心产品，再到近年Azure、Skype 

Translator、HoloLens、Cortana和小冰等人工智能应用。

作为中国规模 大、历史 久的科学基础研究机构，微软亚洲研究院

院长洪小文提到，研究院成立时有三项宗旨：专注基础研究，推动全球技

术发展，对微软的产品做技术转移以及对未来创新产品做孵化。另外，做

科学研究跟做产品不同，一个成功的产品要能跟市场结合，但在研究院只

要专心去想技术，这些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过去19年能始终如一的关键。

● 从下而上的研究机制

「如果你给一个方程式两个限制，会产生唯一解。你不给它限制，它会有

很多组解。你如果给了很多限制，那它可能就无解了。」洪小文说。第一，由

下而上的研究机制一直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重要特色，在这里做研究，研究

员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包括在订定题目、时间上的弹性，以及选择发表成果的

形式。「就像做梦一样，如果我告诉你要做什么梦，那就不叫做梦了。」他认

为，对研究员不可能要求KPI的产出，就像你不可能找来爱因斯坦要他把相对论

解完一样。

当然，洪小文说，作为一个科研机构，还是必须有系统规划，得帮研究员

打考绩、甚至评估计划的未来性，像是每个人在做研究时都会有盲点，为了不

让研究落入象牙塔，微软亚洲研究院每个研究组会定期互相交流给意见，在这

之中，洪小文也扮演很重要的引导角色，要花费很多时间与研究员讨论技术、

提供不同意见。不过，虽然会给意见，但他几乎不砍计划，而是让研究员自己

做调整、甚至决定这个计划要不要继续下去。「科研管理者要对未来做预测，

但人对未来的预测大部分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尽量做到百家争鸣，就算你不支

持你也要让他有机会发展。」

● 创新是为未来做准备

即便不以产品为导向，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沿技术研究，同样作

为微软在发展未来产品的重要技术输出。洪小文曾形容，如果说一间企业

中，销售部门赚今天的钱、产品部门赚明天的钱，那像是微软亚洲研究院

这样的研究部门，要赚的就是「后天」的钱了。微软对研究的投资，让技

术迈入商业化的速度很快。例如，2012年11月，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一场研

讨会上，展示了一项同步口译的技术：可以将说话者讲出来的英文翻译成

中文，再用原本的声音重复一遍。当时这还只是一个原型概念，软件运作

的概念看似单纯，但背后的技术却不简单，得先将语音资料转成文本，再

到跨语言的语音输出，涉及到自然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

语音合成等技术。不过，在2014年上任的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Satya 

Nadella）一声令下，这项技术迅速在两年内迈入商用。

作者： 数位时代  曾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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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翻译（Microsoft Translator）服务就在2015年上线，支持的语

系更一路从英文发展到西班牙文、中文、德文、法文，到2016年底已经支

持九种主流语言，可以让100名用户同时在群组中，用各自的语言说话，

再同步转成对方的语言播放。「我觉得这项研究解决了亿万用户在跨语言

沟通时的痛点。」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计算组研究员张冬冬，想起一

路上的发展还是难掩兴奋。对他而言，让基础研究走入终端消费者的生活

中，特别有成就感，「我在这待了快11年，每天一睁眼醒来，想到自己的

研究、想到很多问题还没解决，我就特别激动。」

● 对技术执着是研究与想像的重要特质

张冬冬的这番话，也再度凸显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独特定位：在这里

你能有自由的思考空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研究、不断精进技术，你还有

机会把想法放进产品里，影响更多的人。这也颠覆了一般人传统的想像，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工作竟如此「不无聊」，「例如现在深度学习特

别火，我们现在就从以前大量文本的统计方法，切换到基于神经网路的深

度学习方法，有机会接触到全新领域。」他说到，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永

远可能有更新的技术，「你说这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

● 源源不绝的人才孵化

后，人才或许才是这几年来让微软亚洲研究院 受到外界关注的重

心，这也让微软亚洲研究院被形容做中国科技圈的「黄埔军校」。2016

年，微软亚洲研究院校友会成立，微软亚洲研究院历任院长：创新工场董

事长李开复、百度集团总裁张亚勤、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悉数到

齐，称得上黄金阵容。微软亚洲研究院目前有约200名研究员及300多名访

问学者和实习生，19年来累计的院友超过5千名，其中包括阿里巴巴首席技

术官王坚、联想首席技术官芮勇、海尔首席技术官赵峰、小米总裁林斌，

许多中国重要科技公司的首席技术官，都曾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员。

但对于外界常解读成微软亚洲研究院留不住人才，洪小文其实有些

莞尔，「这个过程是一直发生的，五年、十年，甚至 近一个月也有人离

开，当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有这么多人才，那代表我们内部的培养人

才机制有道理嘛。」他认为，事实上每家公司都会流动，微软亚洲研究院

的人平均留的时间也比其他网路公司还久。另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编

制中，实习生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微软亚洲研究院就透过与学校的合作，

培养下一届的科研人才。例如微软亚洲研究院有研究生培育计划，大三就

去学校找人才，一直到完成博士学位，在这之间有五到七年的时间观察培

养。

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世界对于人才的竞争从未停过，但洪小文认

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品牌力还是一大基础，让大家知道在这里可以无后

顾之忧的研究、想像新的技术，也因此吸收了一群真正对于技术有着狂热

的知识分子。毕竟，在他看来，「对技术的执着」还是做科研 重要的一

项特质，例如人工智能 近很红，看似 近才发生一样，但其实这项技术

早在60年前就出现了，还历经两次寒冬。「你看AI这么久才出来，做研究

很多时候要耐得住寂寞，很多人觉得短期做不出来就不去做，但应该要这

么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决问题，但我知道解决问题后一定会有贡

献。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就继续走。」洪小文 后说，「对

于未知的探索，本身就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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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微软亚洲研究院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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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以“勇者闯新篇”为主题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年会在北京举
行。在西部牛仔风格的晚会现场，多才多艺的研究员们带来了各种表
演，精彩不断；好玩刺激的游戏环节让大家high翻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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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岩：人工智能的挑战与机遇

人工智能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开始，到现在61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风风雨雨，可以看到几起几落，有人说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春

天，有人说是夏天，还有人悲观一点，说是秋天，不管大家怎么预测，至少今天还是一个人工智能的黄金时代。AI已在游戏竞技、语

音合成等领域有重大突破。深度学习、增强学习为目前研究重点，而未来取决于背后起支撑作用的语言模型。想提升模型的容量与精

度，需要在分布式计算技术上继续挖掘。除了技术，方法论同样关键。对偶学习、精深学习等技术将成为有效解决方案。

周明：自然语言对话引擎

在“微软AI讲堂“第一站——清华大学站，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周明博士介绍了人机对话中常见的卷积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运用注

意力模型计算主题词与当前对话的匹配强度，通过知识图谱和外部知识对用户的问题进行语义理解等，微软在人机对话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绩，微软小冰就是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童欣博士表示，在图形学的方面，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可以使得数据非常的紧凑、数据量少；并且由于捕捉到了数据的本征特征，做

重构的时候，所有的细节都被保留了下来，从而使得结果质量非常高；此外，因为知道数据的本征特征，所以数据之间是有联系的，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对数据进行编辑，同时还保持它的本征特征，以达到合理的结果。

人类文明在五六千年左右有了文字，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所以语言的计算是人工智能最核心的部分，这个从人工

智能发展的历史上就可以看出来。当然，语言的计算很复杂，不仅需要语言的知识，有时还需要世界的知识。在机器认知方面，自然语

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几年，深度神经网络取得了很大进步，机器翻译与古诗生成，看似这两件事差的很远，但实际上计算模型是

一样的，机器翻译实际上是考虑语义的相似性，古诗生成则是考虑语义的相关性。

童欣：数据驱动方法在图形学中的应用

孙茂松：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从机器翻译到古诗生成

TO BE CONTINUED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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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微软公司在亚太地区设立的研究机构，也是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一个。从1998

年建院至今，通过从世界各地吸纳而来的专家学者们的鼎力合作，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

计算机基础及应用研究机构，致力于推动整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前沿技术发展，并将最新研究成果快速转化

到微软全球及中国本地的关键产品中，帮助消费者改善计算体验。同时，微软亚洲研究院着眼于下一代革命

性技术的研究，助力公司实现长远发展战略和对未来计算的美好构想。

众多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诞生的创新技术转移到了微软的产品中，包括：Office、Windows、Azure、Bing、

Xbox Kinect等，以及近年来以微软小冰、Cortana、Microsoft Translator、微软认知服务等为代表的人工

智能产品。同时，基于以实践驱动的研究理念，近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还孵化了很多广受欢迎的应用和技术

项目，如微软小英、微软识花、微软对联/字谜、Urban Air等等。

微软亚洲研究院

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努力营造奋

发、进取的科研环境，倡导对技

术进步怀有远大抱负，推崇大胆

创新以及富于冒险的极客创新精

神。研究院鼓励研究人员树立长

远眼光，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在

第一时间接触世界领先的研究成

果，对行业发展、技术趋势、及

消费者需求高度敏感、迅速反

应。微软亚洲研究院强调成员之

间的相互信赖、相互尊重与开放

合作，并承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

开展持久而有效的合作，促进协

作、激发创新、推进教育，变梦

想为现实！ 微软在美国本土
以外规模 大的
研究机构

论文发表

4,000+

教育部 佳
合作伙伴

5 大研究方向 50+
最佳论文

火的计算
机实验室

佳企业研究院

优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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