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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跨界合作，
释放人工智能的惊人力量

而在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演进的步伐从未停止，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见证了诸多突破和创新。在计算
机视觉领域，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的三篇论文为我们带来了关于图片、视频风格化的技术革新；我们
的网络图形组在三维几何处理上的研究成果促进了计算机绘制造型在技术表达力和易用性上的进步；自然语言理
解方面，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计算组目前持续稳居SQuAD（Stanford Question Answering Dataset）
文本理解挑战赛榜首；微软亚洲研究院、北京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联合开发的新技术ACS（Accurate 
Condition Synthesis）可以全自动修复软件系统中的缺陷，修复正确率达到了78.3%。在本期内容中，大家可以
看到关于这些技术进展的详细介绍。

市场瞬息万变，我们只有调整各自的步伐，才能迎头赶上人工智能最好的时代。跨界的合作研究不仅能够实
现前沿技术与各行业现实需求及应用场景的结合，还将赋能更多组织机构在光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发掘机会、寻
求差异。我们期待与各行各业的伙伴携手并进，释放人工智能的惊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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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大家常说隔行如隔山，但纵观近年来互联网、云
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不同行业的跨界
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在这场即将颠覆传统的商业竞争中，
能够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企业最有可能在数字化转型中
抢得先机 。

技术到底在社会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我相信真正
有价值的技术一定不是曲高和寡，而是以亲和的姿态去接
触社会、拥抱大众。这需要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合作推
动创新技术在各行业内的应用，让传统行业的优势在新环
境中得以最大化利用 。6月，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华夏基金宣
布双方将就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应用展开战略合作
研究。我们相信，华夏基金强大的投研实力与微软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深厚积淀相结合，必将推动资产管理行业的智
能化转型。我们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跨界合作，而届时
人工智能的进程将会在各行各业中迎来新的突破。

王井东详解 ICCV 2017 入选论文：通用卷积神经网络交错组卷积

洪小文：AI绝非无所不能，要想进步需关注基础研究



4

黑科技

AI 创造艺术风格化：从图
片到视频

如今，风格迁移（style transfer）迅速成为人工智能（AI）

研 究 领 域 的 热 门 话 题 之 一 。一 些 艺 术 画 风 格 的 图 片 处 理 工 具，

如：Prisma、Icon8、DeepArt、Ostagram等风靡全球，它们使用人工

智能算法将普通的生活照片变身为大师级艺术风格照。实际上，风格迁

移是一种对图片风格进行转换的技术，运用这种技术，我们可以很容易

地让普通照片拥有强烈的艺术感和艺术效果（如下图）。广义上来说，

它包括颜色、纹理、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风格转换。

虽然相关应用和处理工具近几年才受人追捧，但其实这种技术在视

觉领域已经被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过去的技术只能简单地处理一些颜

色、纹理的合成，对于特别抽象的艺术风格，必须要有针对性，需一种一

种风格进行区别地处理。然而最近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已经有一些利用

神经网络来处理风格迁移的方法了。这些方法更具普适性、能自如地处理

很难的风格转化。目前这些风格迁移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1. 基于优化（optimization）的方法，如Gatys，Li，这些方法能

够产生非常不错的风格迁移效果，但需要数分钟的优化迭代才能产生最

终的结果。 

2. 前 馈 神 经 网 络（feed - forward n etwork）的 方 法 ， 如

Johnson，Ulyanov 。这些方法针对不同的风格图片训练了不同的前馈

神经网络。随之原来耗时的优化过程被一次网络的前传（forward）所替

代，基本可以实现实时的风格迁移。但这些方法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缺陷：

一是对于不同的风格图片，都需要训练一个单独的网络模型,不仅耗时而且

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二是这些训练好的神经网络像一个黑盒子（black-

box）一样，无从得知它真正有效的工作原理。

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的研究员和实习生们陆续地发表了三篇

关于艺术风格化的论文，让我们一起来探究其中的新技术和新成果。

● StyleBank:  语义内容和艺术风格化可分离学习的神经网络

针对多风格迁移的问题，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们提出了一种新

的风格迁移算法，并发表在了CVPR 2017。该算法对图像的风格提供了

一种显式的表达“风格基元”（StyleBank），并与传统的纹理合成技术中

的纹理基元（texton）联系起来，通过对不同风格的图片使用不同的“

风格基元”，再用简单的自解码器模型（auto-encoder）便可以实现不同

风格的迁移。而且在训练的过程中，显式地对图像的内容和风格进行分离

（decouple），让图像自解码器与风格基元之间的学习相互独立，由此

给风格迁移的实际用途带来了诸多好处：可以做到快速训练（将一种艺术

风格效果的训练时间从4-5小时减少到10分钟以内），快速调整想要的效

果图，从而实现多种风格间的融合；还可以做到对图片的某一部分进行风

格提取，再融合到目标图片上。

这个想法源于经典的纹理合成算法。纹理合成可以等效为纹理基元

和位置脉冲函数（Delta function）之间的卷积。与之类似，我们也希望

能够将基于神经网络的风格迁移等效为图片特征响应与特定风格基元的卷

积，只不过这个卷积是定义在高维的特征空间而不是原始的图像空间，不

同的风格会对应不同的风格基元。

原始图片 风格图片 风格化结果

优化方法：效果好，慢 前向网格：运行快，训练慢，单风格，黑箱

逼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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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同的风格被表示为不同的风格基元，但却共享相同的自编码

器。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可以把上面的网络分成两个独立的分支（如下

图）：自编码器分支（Auto-encoder branch，实线）和风格化分支

（Stylizing branch，虚线）, 通过切换学习，从而对图像的内容和风格

的进行分离。

为了更好地理解风格基元的工作原理，我们对训练学到的风格基元进

行了可视化，实际上它表达了风格图片中不同的纹理单元，而这与经典的

纹理合成一脉相承。

风格基元（StyleBank）的优势：

与以往的前馈神经网络方法相比，可分离的表达和学习有诸多优势，

如下表所示。

多风格协同训练：与以往单风格模型相比（需要4小时训练一种风

格），风格基元支持一个网络多风格协同训练，以50个风格为例，平均

每个风格训练耗时16分钟，而试验中曾尝试过175个风格一起协同训练

同一个网络。这样额外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幅降低模型的大小，比如

一个风格只需要0.56MB，而以往的模型如Johnson则需要6.4MB。

快速增量训练：对于新的风格图片或者超参配置，以前的单风格模型

方法需要耗时几个小时重新训练一个模型。而在我们的方法中，由于对图

片的内容和风格进行了分离，风格基元（StyleBank）与自编码器（Au-

to-encoder）的学习相互独立，因此，我们可以固定已经训练好的自编

码器和已经训练好的风格的“风格基元”层，只训练与新的风格相关的风

格基元层，而这个过程一般只需要8~10分钟。

快速风格切换：在实际应用场景（如APP滤镜）中，对于同一张图

片，用户经常需要在不同风格（滤镜）间进行切换。对于我们的方法， 

由于不同风格共享相同的自解码器，所以只需要对输入图片进行一次编

码，这在不做其他优化的情况下，就节省了将近一半的计算量。

多风格线性融合：通过对不同风格的风格基元（StyleBank）进行组

合，可以轻松实现不同风格的融合和过渡切换。

区域性风格融合：同样对不同的图片区域运用不同的风格基元，还

可以对不同的图片区域渲染不同的风格效果。

● 2. Video Style Transfer: 实时在线处理时空一致的视频
风格转换

在直播、短视频越来越流行的当下，对视频进行在线的风格转换也有着

巨大的商业应用。但是如果不考虑视频的时序性，直接逐帧进行风格转换，

图像空间纹理合成 特征空间风格转移

编码器

解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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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转换后的视频通常都会有抖动和不连续的问题，而这是由单张图片风格

转换本身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

为了解决该问题，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们提出了第一个端到

端（end-to-end）的在线视频风格迁移模型（Coherent Online Vid-

eo Style Transfer）。该模型通过考虑和传播短时（short-term）的时序

信息来保证风格化视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此外，该模型已被证明可以应

用到现有的单风格和多风格迁移网络上，并取得了相对于优化方法接近500

倍的加速。

对于相邻帧的连续性，一个简单而自然的想法就是：对于可追踪的区

域（如下图第一行红框所示），我们用前一帧对应区域的特征以保证连续

性，而对于遮挡区域，即不可追踪（如下图第一行绿框所示），则用当前

帧的特征。实际上，这可以分为传播（propagation）和合成（compo-

sition）两个子任务。与在原始图像空间相比，特征空间对噪声等有更好

的鲁棒性，因此我们选择在特征空间完成这两个子任务。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先估计两帧之间特征的相对运动，即特征运动场

（Wt），来传播前一帧的特征（Ft-1）到当前帧（Ft’），这里运用了已有的

deep feature flow算法。然后我们还需要检测两帧之间遮挡区域，即M，

来帮助有效的特征合成。最后得到既连续又没有重影的风格化结果（Ot）。

另外，我们通过在时序上对短时的连续性（short-term consist-

ency）进行传播，从而来以保证长时间的连续性（long-term consist-

ency）。这一过程可以用如下原理框图进行表示：其中，F o
t 为t时刻合

成后的特征。

具体的两帧之间特征传播合成的网络结构Net1为：

我们在不同特征空间以及图像空间都进行了测试，当传播和合成发生

在靠近网络的输入层时，得到的结果会有很强的闪烁效果，不连续。当发

生靠近网络的输出层时，则得到的结果会有重影效果，不清晰。我们发现

只有在最深层的特征空间（网络的最中间层）能够在结果的稳定性和清晰

度上取得比较好的平衡。

另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已经训练好的特征相对运动和遮挡区域的子

网络是否可以直接运用到一个新的风格中去？对此我们称为可迁移性。而

它对不同的前馈神经网络风格化方法（例如Johnson和StyleBank），表

现却不尽相同。

下表给出了，前馈神经网络风格化网络通过风格A训练得到，而特

征相对运动和遮挡区域的子网络通过风格B训练得到，（注：multiple表

示多种风格一起用来训练但不包括A），最后我们衡量风格化的结果是否

具有连续性（estab）。通过分别对比第一二行，或第三四行，我们可以看

到，风格基元（StyleBank）网络具有比Johnson更稳定连续的结果，连

续性不因B的不同而改变。这也说明风格基元这种可分离学习的网络具有

更好的可迁移性。

阅读全部三篇论文解读

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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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线到面——绘制草图轻
松构建三维模型

“从点到线，由线到面”，是我们认识和解决复杂问题常用的指导

原则。在计算机图形学和三维造型中，这一思想也在字面意义上得以践

行：为了构造复杂的三维物体，有一类通用方法，称作绘制界面与造型

（Sketch-based interface and modeling），被图形学研究者提出并发

展了几十年。

简而言之，用户只需要绘制简单、粗糙的线框草图，计算机便能从草

图出发构造符合用户期望的完整三维形状。绘制造型技术是图形学的重要

研究领域，主要原因是只需要输入一个简单、直观的草图便可产生复杂而

准确的空间形状。

因此该项技术常常被产品设计者、三维艺术家等广泛使用，以快速地

将他们对于产品、虚拟场景的构思转化为可以进一步丰富和细化的三维原

型。随着该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如何让未经专业训练的人释放

创造力，轻松地构造复杂模型，为更丰富的混合现实应用提供个性化的内

容。本文接下来将要讲述的，是我们在促进绘制造型技术表达力和易用性

方面取得的进展。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会介绍如何从空间曲线框出发，生长出符合线框

形状、满足直观期望的三维曲面，这方面的研究推进了如何构造准确而复

杂的空间形状的算法演进；然后我们会介绍如何直接从绘制的平面草图获

得符合想象的空间自由形状，这既扩充了用户输入的自由度，又丰富了可

构造的形状。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如何产生准确且符合期望的曲面形状，

而我们是通过应用经典微分几何知识、开发相应几何处理算法达成这一目

标的。

事实上，用户绘制的形状草图中，很多线都是所刻划形状的具有代表

性的流线，数学上称之为该形状的主曲率线。如何从这些粗糙近似的主曲

率线中恢复曲面，便是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该核心问题的求解，属于

几何处理技术和优化方法的典型应用，因此通过该问题，我们也得以一窥

近年来几何处理方向所取得的一些基础的技术进步。

● 用对齐流线的曲面填充空间曲线框

三维线框的产生比较困难，现有技术主要包括使用多视图、构建辅助

线、针对规则物体优化等方法。为了简化问题，假定我们已经获得了三维

空间中的线框（如图1左）。需要将线框填充上合适的曲面，才能构成完

整的三维模型（如图1右）。

能够插值线框的三维曲面有无数个，但其中一些形状要更加合理、更

符合我们观察曲线时持有的期望。如何将这种期望进行量化？艺术家和设

计师往往根据经验，使用有代表性的流线来简洁地刻画一个三维形状。因

此，我们需要的曲面所具有的流线应当和给定空间线框一致。从这一目标

出发，我们构造了通过对齐给定流线来寻找期望曲面的算法。

我们采用变分方法，定义一个可变的曲面，该曲面插值给定线框，目

标则是曲面自身的曲率方向应该和给定流线对齐。为了解决这个困难的非线

性问题，我们反过来根据流线建模目标的曲率方向场，以之引导曲面变形，

使它的曲率方向更好地匹配该目标方向场（算法流程见图2）。得益于近十

年来几何处理方向的扎实进展，构造目标曲率场和曲面变形都更加可靠且高

效。因此，对齐流线算法可以在7秒钟内构造出如图1右所示的三维曲面。

从左至右：初始的曲面、初始曲面上构造的目标曲率方向场、变形后

的曲面、和变形后曲面的曲率场。可以看到，最终曲面的曲率方向光滑地

对齐于空间线框。

构造目标曲率场使用了一项一般性技术，即曲面上光滑四方向场的构

作者：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潘浩

▲  图1   咖啡机：空间曲线框和对应的填充后的三维形状

▲  图2  构造对齐流线的曲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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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所谓四方向场，即在曲面上每个点处定义一个十字形标架，指明在该

点处前后左右的方向。因为曲面非零的高斯曲率，在每一点处定义这样的

十字形标架明显比平面上的统一坐标系困难。几何处理的技术是采用黎曼

几何的思想，在每个点的局部将曲面展平，建立该点与邻接点之间的连接

变换，得以衡量两点间标架的一致性。然后把所有这样的邻接点对的标架

差异极小化，就得到了曲面上的光滑四方向场。

现在的常用算法通过迭代求解线性方程组，可以在约0.4秒内计算出

曲面上2万个点的光滑标架。曲面上构造的方向场有广泛用处，比如早期

用于产生曲面上的流线以展示曲面形状的特征（恰好是我们所要求解问题

的反面），在空间曲面上铺平纹理图片，产生曲面上规则的四边形网格，

到最新用于三维几何重建等。由此可见，在弯曲的空间上获得方向的指示

有着重要意义。

曲面的变形是另一项成果显著的几何处理方法。如图2中间两图所

示，我们希望中间左图的曲面能够变形到它的曲率方向对齐上面由流线引

导出的光滑方向场。曲面的形状在每个局部由它的曲率刻画，所谓变形即

是改变曲面的曲率。这里我们可以依赖的几何处理工具是曲面上曲率表达

的离散化，即我们能够建立以三角网格表示的曲面上每顶点处曲率的函数

表达式，该函数以三角网格每个顶点的三维坐标为变量。图形学中，大量

的应用将该表达式做线性化处理，用以实现实时交互的变形，如实时地拖

拽一个三维动物的手脚来改变它的姿态，模拟一块布料碰撞物体，甚至捕

捉重建运动中人的动态等。

在图3中，我们看到更多以对齐流线的方法构造曲面的结果。这些结

果均符合我们观察曲线时对物体空间形状的想象。

● 用平面绘制构造自由曲面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构造的物体并不具有规则的线框，而是有着丰富的

形状变化和细节，因此需要更灵活的线条来刻画这些更自由的形状。如图

4所示，为了构造参考图片中给出的茶杯，我们绘制了中间所示的非常稀

疏的平面草图，然后凭借算法构造出右图所示的有丰富变化、与图片相似

的三维物体。

与第一个问题不同的是，这些零散的平面草图没有严密的结构，无法

被转换到三维空间，因此我们无法通过寻找插值空间曲线的曲面的方法构

造三维物体，而必须将平面草图所覆盖的区域直接转换到带有深度的三维

形状。

与第一个问题相似的地方则是，除去物体边界线，这些零散的平面

笔画很多仍然是以曲率线的方式刻画所期望的三维物体。为了区别于前

面所述空间中的流线，我们称这些平面投影的曲率线为曲面弯折线。假

设物体边界线的空间位置会通过其他方式给定，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找

到插值边界曲线的曲面，使得它的曲率方向投影到平面后与用户所画的

弯折线一致。

借鉴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我们仍然寻求从弯折线导出的光滑方向

场出发，以之作为曲面应具有的目标曲率场（见图5）。所不同的是，在▲  图3  更多的对齐流线曲面结果

▲  图4 茶杯：参考图片、平面草图、和对应的三维物体
（平面草图定义了正面的形状，背面通过对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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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曲面上每一点处的前后与左右为垂直方向，而投影到平面区域后，这

些方向不再垂直。我们考虑到了这些差异，并定义了一个局部光滑的物体

的曲率线在投影后应具有的属性。然后求解满足这些属性的平面曲率方向

场（图5中图），最后寻找曲面使其对齐这个曲率场。

从左至右：输入的平面草图（其中的弯折线被自动标记了曲率正

负）、产生覆盖平面区域的网格、构造对齐了弯折线的目标曲率方向

场、最终求得的曲率场、和对应的空间曲面。

另一个区别于第一个问题的方面在于，此时的弯折线本身不带有曲

率大小信息，仅仅包含曲率方向，而我们必须完整重现出曲率大小，才可

以确定曲面的空间形状。我们采取两个步骤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是确

定弯折线每段所代表的曲率正负，这通过将弯折线分解为简单弧线并利用

弧线间的关系做出分类；第二步则是估计弯折线所应具有的曲率值大小。

曲线之间的曲率大小互相影响，且需要存在曲面能够实现特定的曲

率，因此我们再一次直接从变化的曲面出发，求解变分问题，要求嵌入

曲面中的弯折线所导出的曲率场与曲面自身的曲率一致（如图5右两图所

示）。为了求解这个离散化到三角形网格的变分问题，我们采用迭代方

法，每步迭代则是求解变分问题的线性近似问题。通过每步迭代求解线性

方程组，对于如图5所示的曲面，约7千个变量的变分问题可以在3秒以内

解决。

完整的物体，每个角度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曲面，其他表面被遮挡

了。为了构造完整的物体，我们采用多个视角，每个视角下通过绘制草图

构造对应的空间曲面，然后将各曲面合并成完整的物体。合并多个曲面，

仍然是一个曲面变形的问题，只是这时我们需要每片曲面尽量保持自身形

状的同时能够在相交处重合。

图6展示了通过绘制平面草图的方法，构造了具有自由形状的物体。

它们大多具有丰富的变化，无法用简单的规则线条描述，散乱的弯折线却

能恰当地捕捉其形状的变化规律。

● 结束语

本文只介绍了通过绘制草图构造三维物体的一类方法。事实上，有更

多的方法专注于构造具体类别的物体，包括人脸、衣服、机械零件、花草

树木、城市建筑、以草图检索三维物体数据库等。我们期待将来的新技术

和新数据，能够允许普通人通过简单的绘制轻松创造丰富的三维物体、场

景和动态，让创造触手可及。

在基础技术层面，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文了解到一点计算机图形领

域、几何处理方向的经典成果和思路。几何处理的问题来源于几何重建、

造型、动画等的实际应用，但是其有效性也深刻依赖于数学和几何理论的

支持。随着三维信息的获取设备越来越轻便，以及获得信息质量的提高，

我们希望未来的几何处理技术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并持续从理论角

度发展更可靠、高效的算法，将图形学的应用范围最终扩展到现实世界。

从线到面，过去的工作已经确立了一些可行的案例，希望以后我们能

够完整构建一个立体的曲面，得以覆盖生活中需要可视计算技术的方方面

面。

作者简介

潘浩，微软亚洲研究院网络图形组副研究员。研究重点是三维几何处

理。文中介绍的工作由他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同事、香港大学和英属哥伦

比亚大学的合作者共同完成。

▲  图6  通过绘制平面草图构造的三维物体

▲  图5  从平面草图产生三维自由形状的算法流程

阅读“从洪荒到智能——数据驱动

的材质属性建模发展历程”

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

阅读“以数据的名义——浅谈三维

几何的处理与分析”

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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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修复程序：78.3%的
“Bug修复正确率”是怎么  
  做到的？

2017年2月，微软研究院与剑桥大学宣布合作开发了一种名为

DeepCoder的新算法，可以根据问题的输入输出自动编写解题程序。

但事实上，DeepCoder的实现是基于一种原创的、极其精简的语言，

还不能独立处理较为复杂的问题，目前业界使用的编程语言对于它来

说还难以掌握。所以广大程序员们完全不用担心会被机器取代！

 

那么除此以外程序员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调Bug了

吧。鉴于机器已经可以完成简单的编程任务，我们当然希望能利用它

更好地辅助程序员的工作。

为此，北京大学、微软亚洲研究院和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联

合开发了一种新技术ACS (Accurate Condition Synthesis)。该技术

可以全自动修复软件系统中的缺陷，无需用户干预。

 

比如，下面这段代码来源于Apache Math库，用于求两个数的最

小公倍数。该段代码采用了绝对值函数Math.abs来保证返回的值是一

个正数。但由于实现上的缺陷，在某些输入的时候会返回负数。

 

int lcm=Math.abs(mulAndCheck(a/gdc(a,b), b));

return lcm;

这个缺陷的根源是因为负数的数值范围比正数多一个，所以当传

给Math.abs的值是Integer.MIN_VALUE时，Math.abs并不能将输

入转换成正数，进而导致函数产生负数的输出。一个正确的实现应该

在这个时候返回ArithmeticException()。

 

现 在 假 设 有 一 个 测 试 来 捕 获 这 个 错 误 ， 该 测 试 的 输 入 为

a=Integer.MIN_VALUE和b=1，期望的输出为ArithmeticExcep-

tion。很显然，这个测试将在该程序上运行失败，因为并没有异常被

抛出。

 

但当我们将这个程序和相应的测试提供给ACS时，ACS将会自动

生成如下补丁，准确的修复了该缺陷：

  int lcm=Math.abs(mulAndCheck(a/gdc(a,b), b));

+ if (lcm == Integer.MIN_VALUE) {

+   throw new ArithmeticException();

+ }

  return lcm;

事实上，缺陷修复技术由来已久。自2009年的GenProg技术以

来，学术界已经提出了数十种不同类别的缺陷修复方法。但传统的缺

陷修复技术一直面临一个问题——缺陷修复正确率非常低。这是因为

传统缺陷修复系统以通过测试为目标，但实际软件系统中，测试往往

数量有限，通过测试并不意味着程序就是正确的。

 

比如上面这个例子，现有系统可能生成如下补丁：

  int lcm=Math.abs(mulAndCheck(a/gdc(a,b), b));

+ if (b == 1) {

+   throw new ArithmeticException();

+ }

  return lcm;

作者： 北京大学研究员 熊英飞
           微软亚洲研究院学术合作经理 孙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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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如下补丁：

  int lcm=Math.abs(mulAndCheck(a/gdc(a,b), b));

- return lcm;

+ throw new ArithmeticException();

这些补丁都能通过测试，但却与正确程序差别甚远。其实，在这

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能够通过测试的上百个不正确的修

复，这将导致修复技术的正确率变得非常低。

 

根据2015年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ar t in  R inard教授在其

ISSTA论文中的发现，主流缺陷修复技术在真实缺陷上的正确率不超过

10%。虽然后来出现了一些改进的技术，如麻省理工学院的Prophet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Angel ix，但这些技术的正确率也都没有超过

40%。这就意味着，这些技术所产生的补丁中，大多数是错误的。而

这样的技术基本没有办法在实践中使用。

而ACS技术的正确率和之前的技术相比有了显著提升。在缺陷修

复的基准数据集Defects4J上的测试结果中，ACS生成了23个补丁，

其中18个是正确的，修复正确率接近80%，显著超越了现有技术。而

在正确率大幅提升的同时，ACS在该数据集上正确修复的缺陷数量也

是同类方法中最多的。目前ACS的修复正确率和修复数量都取得了该

数据集上的最好结果。

 

ACS主要是利用了多源信息，特别是互联网上广泛存在的代码大

数据信息来联合保证修复的正确性。相比已有技术，ACS综合使用了

三种新的信息：

● 首先，ACS发现代码中的变量使用在数据依赖关系上呈现明显

的局部性特征，并利用依赖信息对补丁中的变量使用进行排序。

● 其次，ACS采用自然语言技术分析代码中的Javadoc，再利用

Javadoc中的信息对错误补丁进行过滤。

●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ACS对互联网上广泛存在的开源代码进

行统计，发现变量和应用在变量上的操作之间的关联信息，从而生成

正确的补丁。

 

在上面的例子中，ACS先利用代码中的数据依赖确定lcm是应该

使用在if判断中的变量，同时根据互联网上变量和操作之间的关联确定

应该进行==Integer.MIN_VALUE的判断，最后再根据测试的预期结

果生成if语句体中的throw语句，从而生成整个完整的补丁。

 

ACS系统的相关论文“Precise Condition Synthesis for Pro-

gram Repair”已发表在ICSE 2017上。论文作者包括北京大学熊英

飞研究员、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杰、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严润发、

北京大学本科生章嘉晨、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韩石、北京大学

黄罡教授和张路教授。在投稿ICSE 2017后不久，熊英飞研究员就作

为中国大陆唯一代表应邀参加了2017程序缺陷修复Dagstuhl国际研

讨会，就该论文内容进行了特邀报告，并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肯定。

三年来，熊英飞研究员和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科

研合作。不仅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冬梅和主管研究员韩石一

起承担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合作项目“Enhancing Source Code 

Mining with Semantics”，并在ICSE发表了论文，还与张冬梅博

士负责的软件分析组成员合作进行了编译器测试的研究，且已经在

ICSE、ICST等会议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此外，双方还联合在北京大

学开设了《软件分析》课程以培养更多相关优秀人才，等等。三年深

耕，成果丰硕，我们期待未来双方在软件分析领域的合作会取得更多

重要的成果！

 

▲  从左至右：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韩石，微软亚洲研究院学术合作经理孙丽君
和北京大学研究员熊英飞

阅读“ 程序编写程序：泛用人工智

能领域的一颗明珠 ”

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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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句到长文，计算机如
何学习阅读理解

SQuAD（Stanford Question Answering Dataset）文本理解挑战赛并不陌

生，它也被誉为“机器阅读理解界的ImageNet”。诸多来自全球学术界和

产业界的研究团队都积极地参与其中，目前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自然语言计算

研究组持续稳居榜首，与包括艾伦研究院、IBM、Salesforce、Facebook、

谷歌以及CMU（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在内的全球自然语言处

理领域的研究人员，共同推动着自然语言理解的进步。

那么，SQuAD机器阅读理解挑战赛是怎样进行的呢？SQuAD通过众

包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大规模的机器阅读理解数据集（包含10万个问题），

即将一篇几百（平均100，最多800）词左右的短文给标注者阅读，随后

让标注人员提出最多5个基于文章内容的问题并提供正确答案。SQuAD

向参赛者提供训练集用于模型训练，以及一个规模较小的数据集作为开

发集，用于模型的测试和调优。与此同时，他们提供了一个开放平台供

参赛者提交自己的算法，并利用测试集对其进行评分，评分结果将实时

地在SQuAD官网上进行更新。

 

得益于SQuAD所提供的庞大数据规模，参与该项挑战赛的选手不断地

对成绩进行刷新，SQuAD挑战赛也逐步成为行业内公认的机器阅读理解标

准水平测试。在今年的ACL大会的投稿里，有非常多的论文就是关于这项挑

战赛的研究，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从ACL 2017论文主题的可视分析中可以

看到，“reading comprehension（阅读理解）”是今年ACL录取论文中

最热门的关键词和任务，广受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研究人员的关注。

 

“虽然偶尔有一两天其它团队超过了我们的成绩，但我们也有最新的

算法能够很快地进行更新，并取得更好的成绩，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团队始

终十分自信。”机器阅读理解研究的主要负责人、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

言计算研究组资深研究员韦福如表示。

● 自然语言计算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如今，我们在图像识别、机器翻译和语音识别等研究领域已经看到了

机器学习带来的显著成果。例如图像识别技术对癌细胞病理切片的识别能

▲  从左至右：崔磊、韦福如、周明、杨南  

在电影《她（HER）》中有这样一幕：主人公是一位信件撰写人，人

工智能操作系统萨曼莎在得到他的允许后阅读他的邮件资料，总结出需要

保留和删除的邮件，帮助他修改信件草稿中的错字，并且与他探讨她喜爱

的信件片段。与此同时，萨曼莎通过阅读主人公的海量信息来了解他，也

通过阅读互联网上的海量数据来了解世界。阅读这项人类的基本能力，在

众多科幻作品中也成了人工智能的入门标配。

 

尽管人工智能的热点此起彼伏，但毫无疑问的是，自然语言处理始终是实

现智能、自然人机交互愿景里一块重要的技术基石。而机器阅读理解则可以被

视为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皇冠上的明珠，也是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

 

做机器阅读理解研究的学者想必对由斯坦福大学自然语言计算组发起的

▲  SQuAD排名和结果截图，其中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集成模型（ensemble）和单模型
（single model）分列各自排名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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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已逐步超过人类，目前机器围棋棋手的棋力已经几乎无人能敌……在人

工智能技术进步向人们展现了各种可喜的成果之后，大家将探寻的目光投

向更远的未来，下一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增长点在哪里？

 

狂热过后，当我们重新审视人工智能这个问题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可能尚未解决：计算机能够理解多少我们的语言了？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语言是构建人类文明的基石。在语言之上，我们

构建了神话、宗教；构建了城邦、帝国；还构建了信任、信仰。计算机发

明以来，层出不穷的编程语言都在教人们学会和计算机对话，而人们理想

中的人工智能则是应该主动学习，掌握人类语言的奥义。为此微软提出了

CaaP（Conversation as a Platform，对话即平台）战略，并将对话式人

工智能作为微软在人工智能领域布局的重点。

 

计算语言学协会候任主席，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周明博士认为：“

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研究包括分词、断句、句法语义分析等等。而机器阅

读理解就是自然语言计算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一般来说，人们在读完一篇文章之后就会在脑海里形成一定的印象，

例如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出现了什么，发生在哪里等

等。人们能够很轻而易举地归纳出文章中的重点内容。机器阅读理解的

研究就是赋予计算机与人类同等的阅读能力，即让计算机阅读一篇文章，

随后让计算机解答与文中信息相关的问题。这种对人类而言轻而易举的能

力，对计算机来说却并非如此。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都是基于句子级别的阅读理

解。例如给计算机一句话，理解句子中的主谓宾、定状补，谁做了何事等

等。但长文本的理解问题一直是研究的一个难点，因为这涉及到句子之间

的连贯、上下文和推理等更高维的研究内容。

 

比如下面这段文本： The Rhine (Romansh: Rein, German: Rhein, 

French: le Rhin, Dutch: Rijn) is a European river that begins in the Swiss 

canton of Graubünden in the southeastern Swiss Alps, forms part of the 

Swiss-Austrian, Swiss-Liechtenstein border, Swiss-German and then the 

Franco-German border, then flows through the Rhineland and eventu-

ally empties into the North Sea in the Netherlands. The biggest city on 

the river Rhine is Cologne, Germany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1,050,000 people. It is the second-longest river in Central and Western 

Europe (after the Danube), at about 1,230 km (760 mi), with an average 

discharge of about 2,900 m3/s (100,000 cu ft/s). 

 

若针对该段内容提问：What river is larger than the Rhine?（什

么河比莱茵河长？）人们可以轻易地给出答案：Danube（多瑙河）。但

目前即使是最佳的系统模型R-NET给出的输出也并不尽人意，它的回答

是：科隆，可见要让计算机真正地理解文本内容并像人一样可以对文字进

行推理的难度是如此之大。在回答该问题时，计算机除了要处理文中的指

代“it”，还需要算法和模型进一步对“larger than”和“after”这两

个表述进行推理，从而得知Danube是正确答案。此外，由于文中并没有

显式提到Danube是“river”，所以又加大了系统的推理难度。

但大数据的发展让学者们看到了这一研究方向的曙光。可获取的越

来越大的文本数据，加上深度学习的算法以及海量的云计算资源，使得研

究者们可以针对长文本做点对点的学习，即对句子、短语、上下文进行建

模，这其中就隐藏了一定的推理能力。所以，目前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就把

基于篇章的理解提上研究的议事日程，成为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

而针对上文提及的相关难点，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计算研究组正在进

行下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 做顶尖的机器阅读理解研究

正如前文所说，机器阅读理解的研究之路始终充 满 着 许 多 困 难

和挑战。

 

首先是数据问题。目前基于统计方法（尤其是深度学习模型）的机

器阅读理解的研究离不开大量的、人工标注的数据。在SQuAD数据集推

出之前，数据集常常面临规模较小，或是质量不佳（因为多是自动生成）

的问题，而SQuAD无论是在数据规模还是数据质量上都有一个很大的提

升。在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研究背景下，数据量不够就很难做出有效、或

是有用的模型，更难对模型进行合理、标准的测试。

 

另一方面则是算法问题。之前自然语言处理在做阅读理解或者是自动

问答研究的时候，会把这个研究问题视作一个系统的工程，因而把这个问

题分成许多不同的部分。例如先去理解用户的问题；再去找答案的候选；

再将候选答案进行精挑细选、互相比较；最后对候选答案进行排序打分，

挑选出最可能的答案或者生成最终的答案。而这个繁复的过程中，似乎其

中的每一步都是可以优化的。

 

但它相应地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第一，当你分步去优化这其中的每一个

过程的时候，你会去研究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或是研究如何更好地把

答案做对，这些分目标研究结果的整合未必能和“如何将阅读理解的答案正

确找出来”这个目标完全吻合。第二，如果想做局部的优化，就意味着每一

个局部过程都需要相应的（标注）数据，这使得阅读理解的研究进展缓慢。

如果只使用问题-答案作为训练数据，中间模块的优化得到的监督信息不那么

直接，因而很难有效。

结合了上述问题，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计算研究组的机器阅读

理解研究团队采用的则是一个端到端的深度学习模型的解决方案，区别

于上述的每一个细化环节的具体优化过程，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把中间环

节尽可能的省去，使得整体的过程能够得到最优效果。

 

实际上，SQuAD的挑战赛形式就是让系统在阅读完一篇几百词

左右的短文之后再回答5个基于文章内容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大

家熟知的高考英文阅读理解，或是托福阅读考试都要难得多。人们参

加的这些考试往往是一个答案被限定住范围的选择题。

 

但是在SQuAD的数据集中，问题和答案具有非常丰富的多样性。这

五个问题中可能涉及文章中的某一个人，某一个地点，或是某一个时间等

等实体；也有可能会问一些为什么（Why）、怎么样（How）的问题。

后者的答案可能实际上是一句话，甚至是一小段话，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只

会更加棘手。

 

另外，在SQuAD数据集中，除了问题的多样性之外，研究员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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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的挑战。比如语言（包括词级别和句子级别）的歧义性，对于同

一个意思，问题和短文会用不同的词语或者句型表述（在标注指南中就明

确要求标注者尽可能使用不同的表述）。另一个很有难度的挑战是对于有

些问题，找到正确答案需要用到整篇短文中的不同句子的信息，进而对这

些信息进行聚合和比较才能最终得出正确的答案。当然，也有一部分问题

需要用到比较复杂的推理、常识和世界知识，面对这类问题就更是难以处

理。下表是发布SQuAD数据集一文中给出的总结。

目前SQuAD挑战赛采用两个评价标准来对参与系统的结果进行评

测。由人工标注的答案作为标准，系统自动依据准确性和相似度两个不同

的维度进行打分，较客观地保证了评分系统的公平性。微软亚洲研究院团

队在这两个不同维度的评价标准上均取得了最优的成绩，其准确度达到了

76.922%，相似度达到了84.006%，高出第二名近两个百分点。

● R-NET: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端到端系统

为了研究机器阅读理解的问题，包括韦福如和杨南等在内的研究团队

试图去建模人做阅读理解的过程。他们采用了R-NET，一个多层的网络结

构，分别从四个层面对整个阅读理解任务的算法进行了建模。

 

我们在做阅读理解的过程中，一个常见的顺序是这样的：首先阅读整篇

文章，对文章有一个初步理解之后再去审题，从而对问题也有了一定认知。

第二步，可能就需要将问题和文中的部分段落和内容做一些关联。例如题干

中出现的某些关键已知信息（或证据）的，找出一些候选答案，举例来说：

如果问题问的信息是时间，那么文中出现的与时间相关的信息就可能是候选

答案。第三步，当我们将候选答案与问题进行对应之后，我们还需要综合全

文去看待这些问题，进行证据的融合来辅证答案的正确性。最后一步，就是

针对自己挑出的答案候选进行精筛，最终写下最正确的答案。

有鉴于此，研究组提出的模型也就分为这样的四层。最下面的一层做

表示学习，就是给问题和文本中的每一个词做一个表示，即深度学习里的向

量。这里研究组使用的是多层的双向循环神经网络。第二步，就是将问题中

的向量和文本中的向量做一个比对，这样就能找出那些问题和哪些文字部分

比较接近。接下来，将这些结果放在全局中进行比对。这些都是通过注意力

机制（attention）达到的。最后一步，针对挑出的答案候选区中的每一个词

汇进行预测，哪一个词是答案的开始，到哪个词是答案的结束。这样，系统

会挑出可能性最高的一段文本，最后将答案输出出来。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基

于以上四个层面的神经网络的端到端系统（见下图）。

关于这项研究的论文已经被ACL 2017录用，并获得审稿者的一致好评。

SQuAD数据集于2016年9月份发布了正式版。一经推出，微软亚洲研

究院自然语言计算研究组就敏锐地判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集，将会

极大地推动机器阅读理解的研究，并将在研究界和工业界产生积极深远的影

响。10月，研究团队就第一次提交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且取得了第一名的

好成绩，而后续几个月的数次提交，则是在不断地刷新着自己的成绩。对于

研究团队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团队每天都会讨论总结当天的试

错成果，有新的想法就不断尝试。

● 未来的方向

提及机器阅读理解未来值得探索的方向，韦福如分享了他的三点看法。

他认为一方面基于深度学习的算法和模型还有很大的空间，适合机器阅读理

解的网络结构值得在SQuAD类似的数据集上进一步尝试和验证。具体来说，

通过对R-NET目前处理不好的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能否提出可以对复杂推理

进行有效建模，以及能把常识和外部知识（比如知识库）有效利用起来的深

度学习网络，是目前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另外，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阅读

理解模型都是黑盒的，很难直观地表示机器进行阅读理解的过程和结果，因

而可解释性的深度学习模型也将是很有趣的研究方向。

 

其次，人类理解文本的能力是多维度的，结合多任务（尤其是阅读理解

相关的任务，例如阅读理解之后进行摘要和问答）的模型非常值得关注和期

待。更进一步，虽然SQuAD提供了比较大的人工标注数据集，如何有效且高

效地使用未标注的数据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研究课题和方向。最后从任务上

看，目前SQuAD的任务定义中答案是原文的某个子片段，而实际中人可能读

完文章之后需要进行更复杂的推理、并组织新的文字表达出来。

 

“目前我们的算法基本都是抽取型的方式，未来生成型的算法也值

得更多的探索和研究。另外，目前机器阅读理解关注的都是理解客观信

息的能力，未来机器理解文字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主观信息（例如情感）

也是非常有趣并值得关注的方向。”韦福如说道。

▲  表格来源：Rajpurkar et al. ‘16

▲  微软亚洲研究院提出的R-NET算法的网络结构图。其中最为独特的部分是第三层文章的自
匹配网络（Self-Matching Networks），更多细节请点击阅读原文，参考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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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生成式对抗
网络GAN？

上面这段对话讲述了一位“男朋友摄影师”的成长历程。很多人可能

会问：这个故事和生成式对抗网络（GAN）有什么关系？其实，只要你

能理解这段故事，就可以了解生成式对抗网络的工作原理。

首先，先介绍一下生成模型（generative model），它在机器学习

的历史上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我们拥有大量的数据，例如图像、

语音、文本等，如果生成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模拟这些高维数据的分布，那

么对很多应用将大有裨益。

针对数据量缺乏的场景，生成模型则可以帮助生成数据，提高数据数

量，从而利用半监督学习提升学习效率。语言模型（language model）

是生成模型被广泛使用的例子之一，通过合理建模，语言模型不仅可以帮

助生成语言通顺的句子，还在机器翻译、聊天对话等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的

辅助应用。

那么，如果有数据集S={x1，…xn}，如何建立一个关于这个类型

数据的生成模型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假设这些数据的分布P{X}服从

g(x;θ)，在观测数据上通过最大化似然函数得到θ的值，即最大似然法：

● GAN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文章开头描述的场景中有两个参与者，一个是摄影师（男生），一

个是摄影师的女朋友（女生）。男生一直试图拍出像众多优秀摄影师一样

的好照片，而女生一直以挑剔的眼光找出“自己男朋友”拍的照片和“别

人家的男朋友”拍的照片的区别。于是两者的交流过程类似于：男生拍

一些照片->女生分辨男生拍的照片和自己喜欢的照片的区别->男生根据

反馈改进自己的技术，拍新的照片->女生根据新的照片继续提出改进意

见->……，这个过程直到均衡出现：即女生不能再分辨出“自己男朋友”

拍的照片和“别人家的男朋友”拍的照片的区别。

我们将视线回看到生成模型，以图像生成模型举例。假设我们有一个

图片生成模型（generator），它的目标是生成一张真实的图片。与此同

时我们有一个图像判别模型（discriminator），它的目标是能够正确判

别一张图片是生成出来的还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如果我们把刚才的场景映

射成图片生成模型和判别模型之间的博弈，就变成了如下模式：生成模型

生成一些图片->判别模型学习区分生成的图片和真实图片->生成模型根

据判别模型改进自己，生成新的图片->……

这个场景直至生成模型与判别模型无法提高自己——即判别模型无

法判断一张图片是生成出来的还是真实的而结束，此时生成模型就会成为

一个完美的模型。这种相互学习的过程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

上述这种博弈式的训练过程，如果采用神经网络作为模型类型，则

被称为生成式对抗网络（GAN）。用数学语言描述整个博弈过程的话，

作者：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贺笛

男：哎，你看我给你拍的好不好？

女：这是什么鬼，你不能学学XXX的构图吗？

男：哦

……

男：这次你看我拍的行不行？

女：你看看你的后期，再看看YYY的后期吧，呵呵

男：哦

……

男：这次好点了吧？

女：呵呵，我看你这辈子是学不会摄影了

……

男：这次呢？

女：嗯，我拿去当头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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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假设我们的生成模型是g(z)，其中z是一个随机噪声，而g将这个随

机噪声转化为数据类型x，仍拿图片问题举例，这里g的输出就是一张图

片。D是一个判别模型，对任何输入x，D(x)的输出是0-1范围内的一个实

数，用来判断这个图片是一个真实图片的概率是多大。令Pr和Pg分别代表

真实图像的分布与生成图像的分布，我们判别模型的目标函数如下：

类似的生成模型的目标是让判别模型无法区分真实图片与生成图片，

那么整个的优化目标函数如下：

这个最大最小化目标函数如何进行优化呢？最直观的处理办法就是分

别对D和g进行交互迭代，固定g，优化D，一段时间后，固定D再优化g，

直到过程收敛。

一个简单的例子如下图所示：假设在训练开始时，真实样本分布、生

成样本分布以及判别模型分别是图中的黑线、绿线和蓝线。可以看出，在

训练开始时，判别模型是无法很好地区分真实样本和生成样本的。接下来

当我们固定生成模型，而优化判别模型时，优化结果如第二幅图所示，可

以看出，这个时候判别模型已经可以较好地区分生成数据和真实数据了。

第三步是固定判别模型，改进生成模型，试图让判别模型无法区分生成图

片与真实图片，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由模型生成的图片分布与真实图

片分布更加接近，这样的迭代不断进行，直到最终收敛，生成分布和真实

分布重合。

以上就是生成式对抗网络的基本核心知识，下面我们看几个在实际中

应用的例子。

● GAN在图像中的应用——DCGAN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生成式对抗网络的工作过程，下面介绍一个

GAN的使用场景——在图片中的生成模型DCGAN。

在图像生成过程中，如何设计生成模型和判别模型呢？深度学习

里，对图像分类建模，刻画图像不同层次，抽象信息表达的最有效的模型

是：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卷积神经网络）。

CNN是深度神经网络的一种，可以通过卷积层（convolutional lay-

er）提取不同层级的信息，如上图所示。CNN模型以图片作为输入，以图

片、类别抽象表达作为输出，如：纹理、形状等等，其实这与人类对图像

的认知有相似之处，即：我们对一张照片的理解也是多层次逐渐深入的。

那么生成图像的模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想想小时候上美术课，

我们会先考虑构图，再勾画轮廓，然后再画细节，最后填充颜色，这事实

上也是一个多层级的过程，就像是把图像理解的过程反过来，于是，人们

为图像生成设计了一种类似反卷积的结构：Deep convolutional NN for 

GAN（DCGAN）

DCGAN采用一个随机噪声向量作为输入，如高斯噪声。输入通过与

CNN类似但是相反的结构，将输入放大成二维数据。通过采用这种结构

的生成模型和CNN结构的判别模型，DCGAN在图片生成上可以达到相当

可观的效果。如下是一些生成的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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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在半监督学习中的应用

再来看一个GAN在半监督学习（semi supervised learning）中的

例子。假如我们面对一个多分类的任务，手里只有很少有标注的样本，同

时有很多没有标注的样本，怎么能够利用GAN的思路合理使用无标签数

据，提高分类性能呢？

在去年NIPS大会上，来自OpenAI的作者提供了如下思路：考虑一个

K分类任务，有一个判别模型G可以帮助生成样本，与此同时，有一个判

别模型做一个K+1分类任务，其中新加的类是预测样本是否是由生成模型

生成的。跟传统GAN不同，这里我们最终需要的是判别模型，而不是生

成模型。

简单而言，目标函数针对不同数据，可以分为两部分。对于有标注的

样本，目标是希望判别模型能够正确输出标签。而对于没有标注的生成样

本，则是由GAN定义的loss。

该作者认为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可以充分利用未标注数据来学习样本分

布，从而辅助监督学习的训练过程。实验结果也显示通过这种处理方法训

练出来的判别模型，在合理利用未标注数据方面，有着比其他方法更好的

效果。

● GAN的改进——WGAN

刚才谈到很多GAN的优点、应用和变种，那么GAN真的是完美无缺

的吗?

其实使用过GAN的人应该知道，训练GAN有很多头疼的问题。例

如：GAN的训练对超参数特别敏感，需要精心设计。GAN中关于生成模

型和判别模型的迭代也很有问题，按照通常理解，如果判别模型训练地很

好，应该对生成的提高有很大作用，但实际中恰恰相反，如果将判别模型

训练地很充分，生成模型甚至会变差。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ICLR 2017大会上有一篇口头报告论文提出了这个问题产生的

机理和解决办法。问题就出在目标函数的设计上。这篇文章的作者证

明，GAN的本质其实是优化真实样本分布和生成样本分布之间的差异，

并最小化这个差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优化的目标函数是两个分布上的

Jensen-Shannon距离，但这个距离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两个分布的样

本空间并不完全重合，这个距离是无法定义的。

作者接着证明了“真实分布与生成分布的样本空间并不完全重合”是

一个极大概率事件，并证明在一些假设条件下，可以从理论层面推导出一

些实际中遇到的现象。

既然知道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应该如何解决问题呢？该文章提

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使用Wasserstein距离代替Jensen-Shannon距离。

并依据Wasserstein距离设计了相应的算法，即WGAN。新的算法与原始

GAN相比，参数更加不敏感，训练过程更加平滑。

 

● GAN的未来

无论是无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GAN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处理问题

的崭新思路，就是把博弈论引入到机器学习过程中来。可以预见，GAN

本身的算法以及看问题的角度，必将对未来设计算法、以及解决实际问题

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么，GAN当前有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呢：

首先，针对图片生成问题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GAN和其

他方法比，到底好多少？GAN框架中的各种衍生算法相互比较，谁好谁

坏？很可惜的是，现在没有一个客观的公认标准去衡量不同图片生成算法

的差异性。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因为人会从多角度判断一张图片是

否真实，如图片是否清晰、图片物体线条颜色是否正确、图片里是否有一

些反直觉的物体等，只有有了合理的衡量标准，才能科学系统地研究并改

进GAN的算法。

其次，GAN是着眼于对所有生成模型的学习，并不局限于图像生

成一个应用层面。那么GAN如何运用于其他问题，如机器翻译、对话生

成、语音生成等？这些都是有趣、富有挑战的事情。其实还有更有趣的事

情，如GAN能不能生成真实场景作为模拟器，帮助训练自动驾驶？GAN

能否生成逼真的虚拟视觉给人们提供全新的游戏体验？

也许盗梦空间离我们很近，也许盗梦空间的创造者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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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科学家如此热衷
于研发棋牌类AI？
作者： 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杨懋
           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秦涛

为什么在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总是热衷于让AI跟人类下棋，玩游

戏？从简单的跳棋、五子棋，到更加复杂的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以及最

近非常热门的围棋和德州扑克。每次AI在某个智力游戏上成功地击败人类

选手，便会让大家唏嘘不已，慨叹AI会在不久的将来取代人类。

幸运的是，AI接手地球还并未发生。我们不仅不需要如此杞人忧天，

而且还会欣喜地发现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给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一个会

下棋的AI也并非科学家的终极目标，其更积极的意义在于，AI算法在研究

棋艺的过程中不断精进和提升，会带来更多设计上的创新，从而在根本上

提升人工智能算法的能力和适用范围。

而科学家之所以乐于选择棋类游戏，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自古以来就被

认为是人类智力活动的象征，模拟人类活动的AI自然要以此为目标。成功

达到人类甚至高于人类水平，可以吸引更多人关注并投身于人工智能的研

究和应用中来。

另一方面，棋类也很适合作为新的AI算法的标杆（Benchmark）。

棋类游戏的规则简洁明了，输赢都在盘面，适合计算机来求解。理论上只

要在计算能力和算法上有新的突破，任何新的棋类游戏都有可能得到攻

克。

除了棋类游戏，牌类游戏（比如德州扑克、桥牌、麻将、斗地主等）

也逐渐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方向。而在更加大型的电子游戏方面，比如

星际争霸、我的世界(Minecraft)，科学家也开始了新一轮的AI算法的创

新。这些不同的游戏在研究人员的眼里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些研究成果对

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下面我们就为大家扒一扒这两个问题。

● 棋牌类AI家族

了解棋牌类AI，我们可以先从它的分类讲起。这一家族按照牌面“坦

诚”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两支脉络：一支擅长“打开天窗说亮话”，另一

支则是“猜测推理”的智能高手。

国际象棋、围棋等盘面信息都是公开的，对弈双方接收到的信息完全

相同，因此也被称为“完全信息类”的AI博弈；而德州扑克、桥牌、麻将

等游戏，每个人无法看到对手手里的牌，所以称之为“非完全信息类”的

AI博弈。

>>>>完全信息类——看得到我就算得出

顾名思义，即棋面信息大家都可看到，博弈双方接收到的信息是完全

对等的，如国际象棋和围棋。此类博弈中，AI每次只需要根据当前盘面，

搜索计算以后各种情况下自己的胜率。为了提高搜索效率，一般需要对搜

索过程中产生的“博弈树”进行广度和深度剪枝。就是我们平常下棋时常

说的算多远和算多准。为了算得远，我们一般需要让AI少看对手和自己不

太可能走的地方，称之为策略函数。为了算的准，我们需要更加准确地评

估多步后的盘面自己的胜率，称之为价值函数。找到了合适的函数，再加

上计算机的强大计算力，让AI达到或超过人类成为可能。在博弈树和策略

价值函数的选择上，“完全信息类”棋类AI算法经历了从“AlphaBeta剪

枝算法”、“蒙特卡洛树搜索”到“深层神经网络”的迭代更新，功能也

不断“进化”。

跳棋、五子棋 | 难度指数 ★

跳棋和五子棋的空间复杂度较低。甚至在不需要对博弈树剪枝的情况

下，计算机凭借强大的计算能力便可以计算所有盘面的可能。所以在这种

相对简单的棋类游戏中，人类已经不存在战胜AI的可能。

中国象棋、国际象棋 | 难度指数 ★★★

象棋的空间复杂度较高，暴力求解的方法并不可行。但是相对而言容

易找到适合的价值函数。以国际象棋为例，可以根据棋盘上残留棋子的类

型和位置给出一个大致的评分。比如，棋盘上如还有皇后加10分，有车加

5分，有马加3分，以此为基础计算函数。为了提高效率，国际象棋还有巨

大的开局和终局数据库来保证残局计算的准确度。依靠这些规则，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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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深蓝”第一次战胜了人类国际象棋冠军。其后，电脑象棋程序甚至可

以在PC上运行并击败顶级人类选手。

围棋 | 难度指数 ★★★★

围棋的空间复杂度高，据估计围棋的决策点大概有10的170次方之

多。找到合适的策略和价值函数一直是围棋AI的核心问题。蒙特卡洛树

搜索算法用概率的方法帮助围棋AI找到了一个较为准确的价值函数，并

帮助程序达到了业余高段的水平。而借助深度神经网络，研究员寻找到

了更好的策略和价值函数的计算方法。通过增强学习，AI还可以无限模

拟各种对弈情境，生成上亿数据，用来训练生成更准确的函数。集大成

的“AlphaGo”在2016年以4：1历史性战胜了世界顶级围棋棋手李世

石。而正在进行的AlphaGo新版本与柯洁之战，不知道又给我们带来何种

新算法和启示。

>>>>非完全信息类——三缺一也不怕了吗

在博弈过程中，如果双方得到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等的，需要通过

猜测对方底牌计算概率，就属于非完全信息类，如德州扑克、桥牌、麻将

等。

非完全信息博弈要求更为复杂的推理能力，不仅要看别人打了什么

牌，还要猜测别人手里有什么牌，并根据对手行动暗示出的信息，来计

算自己的最优出牌出法。由于对手的行为不仅暗示他的信息，也取决于

他对我们的私人信息有多少了解，我们的行为透露了多少信息。所以，

这种“循环推理”，导致一个人很难孤立地推理出游戏的状态。

现代博弈理论创建者、计算机先锋冯·诺依曼有句名言，用来形容非

完全信息类对弈再合适不过：“现实世界有很多假象、骗术，需要你去

思考别人对你的策略到底看穿了多少。这就是我提出的理论所涉及的博

弈。”

德州扑克 | 难度指数★★★★ 

德州扑克的搜索复杂度是10的160次方，和国际围棋接近。博弈中主

要采用“纳什均衡”原理——在一个特定时刻，寻找相对于其他参与人的

最优反应。与围棋相比，扑克不仅要根据不完全信息进行复杂决策，还要

应付对手的虚张声势、故意示弱等招数。去年年底，来自阿尔伯塔大学、

查尔斯大学和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开发的DeepStack在二

人无限注德州扑克中打败了人类职业玩家；今年年初，卡内基·梅隆大学所

开发的Libratus又击败了四个更加优秀的职业选手，这是AI在不完全信息

博弈中堪称里程碑式的突破。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下一个挑战是征服多人

扑克。

麻将 | 难度指数 ★★★

目前麻将主要风靡于亚洲，所以国标麻将和日本麻将都有比较强的 

AI，高于人类平均水平，但是和人类顶尖高手的水平还是有较大的距离。

麻将的搜索复杂程度远远小于围棋和德州扑克，但是由于（一般）是四

人博弈，其对技术的要求和二人零和博弈（例如一对一德州扑克）很不相

同。二人零和博弈的解法主要是寻找纳什均衡策略或近似纳什均衡策略，

多人博弈中由于存在多个均衡的可能性以及多人的相互影响，纳什均衡策

略没有任何性能的保证，从技术上来讲这意味着大家几乎要从头再来，这

在技术上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多人扑克比较类似）。

星际争霸、我的世界 | 难度指数 ★★★★★

星际争霸和我的世界这类游戏的复杂程度不仅在信息的不对称，更在

于其更加开放的游戏规则。此类游戏更加类似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遇到的情

况。游戏规则的开放性让游戏世界会出现很多计算机很难处理的新情况。

比如特殊的从未出现过的地形特点，对手长时间的密谋和规划等。排除计

算机在运行速度上的优势，计算机还未真正在这些游戏上证明自己的能

力。

小贴士：与完全信息类对弈相比，有时候德州扑克、麻将对弈输了，

不全是因为打得不好，有可能从一开始牌不好，所以赢面比较低。运气的

成分在这类棋艺比赛中非常重，这一点与国际象棋和围棋大不同。在围棋

中，专业选手和非专业选手的对决，从来不会因为运气的存在而马失前蹄

或极其偶然地咸鱼翻身。

● 棋牌类AI 的意义在哪里？

从社会层面的反馈看，有人会顾虑，机器对弈人类获得成功，会破

坏棋类艺术本身的意味，它们会让专业棋手的价值受到挑战，甚至让更

多的人放弃学习棋类运动；有人却觉得这样的赛事可以普及各种棋类，让

更多人对这些棋类、游戏等产生兴趣；还有人会夸大AI带来的对人类的威

胁……

可能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确实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但这在人类每

个历史阶段都会遇到，人类也不会因此而放慢技术进步的步伐，一些现在

看起来引发大众不适的社会问题，一定会逐步解决。爱因斯坦说过：“科

学，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毕竟，在一

场场人脑和AI的巅峰对决中，并不是机器打败了人类，而是人类超越了自

己！

未来AI更广泛的用途一定会是在类似无人驾驶、智能安防以及人工智

能助理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非完全信息类的真实环境里。在真实世界，AI遇

到的问题千变万化，不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则、统一的函数就能帮助其解释

相应的行为。棋牌类AI只是人工智能非常早期的演练而已。

所以，AI在各种棋牌游戏和人类对战，其意义不在于输赢本身，更重

要的是人们对这类游戏都耳熟能详，能够通过比赛了解到AI的最新进展，

这对AI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毕竟AI进化的过程还相当长，即便是围观

群众，也需要了解这个未来会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领域。

我们也期盼着棋牌类AI的成功和突破能够启发AI在其他方面的研究

和应用，并能将创新应用到更多行业和领域，激励更多的人投身于AI的研

究和实用化，让人类生活更加便捷、高效和智能化，使整个人类和大自然

都能够受益于AI。在对弈过程中，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技术、专家人才培

养体系也得以更加完善，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去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和应用

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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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微软宣布在人工智
能投资领域战略合作

2017年6月13日中国领先资产管理公司华夏基金同国际科技巨头微软

公司在亚太地区设立的微软亚洲研究院举办战略合作发布会，宣布双方将

就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应用展开战略合作研究。此次跨界合作研究

将结合微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厚积淀以及华夏基金强大的投研实力，旨

在研究智能投资的疆界，推动资产管理行业智能化转型。

如今，人工智能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机器学习

等不少细分领域涌现了大量突破性研究成果。而作为数据量庞大、应用需

求庞大的金融行业，人工智能有着天生的发挥优势。

智能投资是此次双方合作研究的契机和重点，研究方向包括通过模式

识别预测市场走势、基于深度学习挖掘影响市场的重要因素、基于机器学

习方法论进行行业轮动的研究、基于大数据构建金融图谱、基于社交网络

与应用软件等使用数据，识别并深度了解客户等。除了目前双方在智能投

资等领域的研究合作，未来可以共同探索的领域也非常广阔。

华夏基金是中国首批全国性基金管理公司，是国内领先的资产管理公

司，服务范围覆盖多个资产类别、行业和地区。截至2016年12月31日，

公司旗下公募基金超过100只，服务机构客户超过4万户，服务公众持有

人超过4500万户，累计为持有人分红超过1282亿元。

“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类的体力，人工智能扩张了人类的脑力。”华夏

基金总经理汤晓东在发布会上指出，人工智能方兴未艾，有望接替互联网

开启下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一大批千亿级乃至万亿级的新经济产业和投资

机会。

汤晓东表示，微软作为全球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方面有深厚积淀。

此次华夏携手微软，就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应用展开战略研究合

作，这相当于为华夏投资能力加装了顶级智能装备。

近年来，科技巨头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在人工智能领域加速布局，抢占

战略制高点。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微软研究院成立之时，微软就已

开始深耕人工智能，旨在探索计算机技术可能的未来。通过20余年的不断

投入，如今微软已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等

领域积累了诸多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在建立真正的人工智能系统方面取得

了切实的进展；利用在深度学习、强化学习、机器人、综合智能以及其他

人工智能发展领域的专长持续推动相关技术的进步；并凭借自身的技术沉

淀继续扩大着在这一领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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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小文表示，普及人工智能是微软发展人工智能的首要任务。微软不仅将

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其产品惠及广大用户，更希望为人工智能打造一

个广泛的生态圈，将人工智能普及给尽可能多的企业、客户和普通大众。

“在金融投资行业里，华夏基金既是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一家远

见卓识，大胆创新的企业。基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沿技术成果，以及

微软企业服务部的优质服务，我们希望与华夏基金的研究合作能够将快

速发展、不断进化的人工智能技术，与金融投资行业的现实需求和应用

场景相互结合、融会贯通，真正将技术转化为成长动力，惠及广大投资

者。”洪小文表示。

▲  华夏基金投资总监  阳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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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金投资总监阳琨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机器人辅助投资将很快体

现出竞争力。“华夏基金有超过200名投研人员，是行业内最完备的一支

投研团队，在多年的投资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和实战经验。借助人工

智能技术和投研体系的结合，我们对数据的挖掘能力将更强，无论是主动

投资还是被动投资领域，都将有更加宽广的视野，能够捕捉更多机会。”

除了在投资领域，智能投顾领域也是会产生快速应用的领域。微软亚

洲研究院副院长刘铁岩表示，相对于传统投顾，人工智能投顾可以永远保

持冷静，并拥有更快速的反应和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随着端到端学习

能力的不断完善，投顾服务能够更加优化，同时服务体验将进一步完善。

未来，更多人工智能与金融相结合的深入研究，必将助力实现金融业务的

智能化、自动化。”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中，每一家企业都是技术企业，

越快速地把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就越有可能在数字化转型中抢占先

机。本次华夏微软战略合作发布会吸引了各类型投资机构、媒体300多名

嘉宾参加。业内预计，华夏基金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合作将产生示范效

应，并且推动整个行业的人工智能进程。

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中，每一家企业都是技术企业，越快速地把新技

术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就越有可能在数字化转型中抢占先机。本次华夏微

软战略合作发布会吸引了各类型投资机构、媒体300多名嘉宾参加。业内

预计，华夏基金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合作将产生示范效应，并且推动整个

行业的人工智能进程。

关于华夏基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4月9日，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成立的首批全国性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华夏基金定位于综合性、全能化的

资产管理公司，服务范围覆盖多个资产类别、行业和地区，构建了以公募

基金和机构业务为核心，涵盖华夏香港、华夏资本、华夏财富的多元化资

产管理平台。

▲  华夏基金总经理汤晓东（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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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  刘铁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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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匠人 |  看微软亚洲研
究院如何识人、用人、育人

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

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这是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

对发现太平洋的西班牙探险家巴尔沃亚的总结。我们将这句话献给“微软

亚洲研究院”的所有员工。

人是企业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资源；伟大的公司永远不

是因为一个人而伟大，而是因为一群人。微软亚洲研究院被业界誉为IT界

的“黄埔军校”，我们更愿意相信它代表着这里是一个适合研究人员成长

和成功的地方。对于很多人来说，微软亚洲研究院像是计算机科学研究领

域的“圣殿”，它承载了太多的梦想。那么微软亚洲研究院是怎样识人、用

人、育人的？

● 招聪明的人，没有数量限制

任何一家科技公司，无论处于成长期还是成熟期，对优秀人才的渴

望都一样强烈。如果没有战绩斐然的团队，就很难在市场中屹立不倒。因

此，关于人才的竞争压力一直都笼罩在大多数HR心中，但在微软亚洲研究

院，招聘是每个研究组自主挑选适合人才的过程。

每个研究组需要的人才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

是“聪明人”，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田江森表示，“我们招聪明的人，没

有名额限制。”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聪明人？”这是每个人对此都会有的疑问。而研

究院招聘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研究院的面试通常会有好几轮，每轮面试官所在的研究领域、资历都各

不相同，互补组队，所以他们问的问题大多自由发挥，但其中至少有一个环

节是相同的，那就是让每位面试官给面试者的聪明程度打分并给出评语。打

分机制大致分为三档：“跟我差不多聪明”，“比我聪明”，“没有我聪明”，

如果一位面试者的几位面试官给他的评语都是“比我聪明”，那毋庸置疑，

这个人显然资质聪慧，必须录用。而能够得到很多“跟我差不多聪明”评价

的面试者，也已十分优秀，毕竟研究院的技术大牛众多。

这样的选人机制颇有意思，它把计算机算法中柔性和刚性的部分巧妙

地进行了结合，也很像研究院的文化氛围：我们有高质量的标准，但同时

编者按：

在很多人心目中，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是令人向往的计算

机科学研究领域的“圣殿”，不仅因为它产出的研究成果业界瞩

目，还因为它是一个高端计算机人才培养的摇篮。不少读者曾在

我们的各个平台留言询问“如何才能加入研究院？”为此，我们

特别推出了“科学匠人”系列文章，为大家讲述研究院里典型与

非典型的研究员成长故事，揭秘“入伙”研究院的最佳途径，希

望可以给大家的职业选择带来一些启迪。

▲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  田江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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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很大的自由度。

不少研究员或实习生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评价是：“这是国内最好的

做研究的地方”，“非常自由，想研究什么就可以研究什么，海阔天空任

你飞”，“这里有最好的同事，和最好的环境，软硬件环境都是一流的，

餐厅、健身房、洗衣房、按摩椅、个性化会议室、桌上足球等娱乐应有尽

有”……

不过，这么一个看起来“自由散漫”的科研机构，总引来众人的好

奇，“微软亚洲研究院到底有没有KPI？”

● 没有KPI，以影响力论英雄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要部门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根据研究领

域细分的各个研究组，也就是各位研究员的“归属”，另一部分则是创新

工程组（IEG），研究工程师的“天下”。

田江森介绍道，各个研究组是大家最为熟知的部门，目前我们有20

个研究组，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计算组、语音组、视觉计算组、网络图形

组、大数据挖掘组、机器学习组、系统组、云计算及移动计算组等等。研

究组是出框架、系统、算法等科研创新的地方，而要把创新的想法落地，

就需要IEG团队的帮助。IEG团队的工程师不仅工程经验丰富，同时对研

究领域也都相当熟悉，因此他们被称为“研究工程师”，能够与研究员们

在同一维度进行对等沟通，共同协作。正是在这种双方共同的协作和努力

下，一个个创新技术孵化而出，有的进入微软核心产品中，有的则像“微

软小英”一样直接从微软亚洲研究院“毕业”。

事实上，对做研究来说，要允许大量失败，10个项目里面仅有1个成

功是正常现象。不仅科研人员要接受频繁的失败，研究院对失败也大量包

容，因为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以及开放性、发散性的思维。但对

于工程来说，10个项目至少要确保9个成功，因为工程工作就像盖高楼一

样，必须保证质量，通过流程、规范等各种细节，确保系统性成功。

然而在研究院不同的部门，都同样没有具体的KPI数字，甚至在研究

院，KPI这个过时了的概念都不再使用。那如何评价每位员工的绩效？毕

竟没有压力就不会有成长和进步。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绩效的衡量标准

是——影响力，即所做的项目，是否在业界产生影响力？以及产生了多大

的影响力？

论文被业内认为是科研人员的立身之本，在国际期刊、大会上发表了

多少什么级别的论文，确实可以代表一定的影响力，但微软亚洲研究院并

不唯“Paper”论，还要看论文所带来的学术价值，以及行业影响力。而

就IEG工程团队方面，工程师们所承担的项目未必每个都高大上，都是巨

无霸，但任何一个小的创新、任何能够带来实际影响力的项目，也都会被

研究院认可。

● 在包容的环境中“逆袭”

看到这里，大家是否会觉得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用人标准其实还是很高

的。确实，标准并不低。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微软人工智能及微软研究

事业部负责人沈向洋博士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院长期间，曾提出研究院

要招“三好学生”——数学好、编程好、态度好。数学好、编程好代表了

过硬的专业技术水准，而态度好则是一个相对软性的要求，包括对研究的

态度，对多元包容、团队协作的态度等等。

在大家的印象中，微软亚洲研究院典型研究员的职业生涯应该是本

科、研究生、博士都是计算机系专业，最好博士生阶段参加了微软与高校

的联合培养项目；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后，开始在大牛导师的帮助下，

逐渐找准研究方向；尽管研究工作异常辛苦，但论文和孵化项目也如期而

出；最终在公司里稳步上升，在学术界也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是的，研究院有不少研究员就是延续着这样的轨迹不断成长为自己

所在研究领域的大咖。但也有很多人在加入研究院后并没能如此“一帆风

顺”。曾经有位数学系毕业的同学，以研究工程师的身份加入微软亚洲研

究院，但因非科班编程出身，工作很久都不顺畅。后来在一次讨论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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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算法见解被一个研究组的负责人发现，自此转组，开始了他的研究

员生涯，充分发挥了他的数学潜能。

也曾有一路“典型”的研究员，在而立之年立下“希望做影响世界的

产品”的志向，因此申请转入微软的产品部门，通过不断努力，如今带领

20余人的团队投身于人工智能产品的创新开发中。

微软高级人力资源经理吴飞表示，这些听起来看似是很“逆袭”的故

事，但研究员们的潜质、对Growth Mindset（成长心态）的身体力行，

以及一直以来的努力程度都有目共睹。在研究院，“出身”并不重要。曾

经也是技术出身的吴飞，下班之前习惯在研究院里转一圈，与研究员聊聊

新项目，他发现很多年轻的研究员工作到很晚。他说：“钻研是研究员必

备的素质。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遇到低谷时不气馁，反而能够不断调整心

态，用自己的方式不断提升，直至‘逆袭’成功，这才是成长心态的精髓

所在。”

微软亚洲研究院里还有很多各种专业出身的人才，例如物理、生

物、心理学等等，因为未来的计算机科学研究一定是多个学科的交叉

融合，特别是在AI时代。因此，对于研究方向以及团队人员组成，微

软亚洲研究院一直秉承多元与包容的原则，鼓励在更多跨学科领域获

得跨界创新。

研究本身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而人的职业发展又何尝不是一

个试错的过程。当然更早地发现自己喜欢以及适合做什么，无疑是幸

福的事情，但仍有不少人在早期疏于自知，转了一大圈之后，才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岗位。因此，微软亚洲研究院努力为每位员工提供宽松

的环境，鼓励转岗与流动，让每个人都可以有足够的空间，成长为自

己想要的样子。

为了让员工不断成长，不仅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整个微软都为员

工提供了相当多的系统培训，从新员工为期两周的入职培训，到各种技

术、工具的硬培训，再到业务、管理相关的软性培训，甚至演讲技巧、

语言学习以及五花八门与生活相关的讲座等等。最近微软亚洲研究院的

AI专家们还在公司内部专门开设了AI学院，帮助全公司的员工掌握最新

的AI技术和知识，抓住科技发展的趋势。可以说成长心态已成为根植于

员工内心的基因密码。

因此，无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只要足够聪明，愿意学习，对前沿研

究充满兴趣，对探索未知饱含热情，就完全可以申请加入到微软亚洲研究

院这个大家庭中来。愿你同这里的每一位科研人员一样，心怀梦想，踏实

钻研，发现使命，为理想而前行。

▲  微软高级人力资源经理吴飞（右）与同事探讨Hackthon项目

想要了解更多

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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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匠人 | 耐得住研究的
寂寞，担得起沟通的重任

在刚刚落幕的微软全球 One Week Hackathon 2017（骇客马拉松）上，

有一位年轻的研究员同时参加了3个项目，可谓骇客马拉松小超人，他就是舒

元超。舒元超博士毕业后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如今已有两年时间。他说，微

软亚洲研究院是心目中国内“做计算机研究最好的地方”。

在读浙江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时，舒元超就确定，自己

未来要做研究，因为这是他的兴趣所在。毕业之后他面临去何处做研究的选

择。高校和科技公司是不同的两个环境，在高校做研究可以很纯粹，在科技公

司可以有更多的业界资源，但却容易受到企业自身平台和短期利益所限。

幸运的是，他还有一个选择——微软亚洲研究院。在舒元超看来，这里

既可以纯粹地做研究，同时又离工业界很近，而且微软研究院这个大平台，可

以提供很多学校所不具备的东西——更加开阔的视野、更与市场接近的研究环

境，以及各个产品部门及工业界的资源。

如果你想做AI，这里有业内顶尖的AI大咖，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

视觉计算、多媒体处理、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各种研究方向任你选；如

果你想把自己的创新想法落地，这里还有顶尖的工程团队；如果你想研究游

戏，这里有Xbox可供参考，想做搜索则有Bing，想做硬件相关的事情，还有

Surface、HoloLens……

在研究生阶段，舒元超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几个月。当时他对研

究院只有一个粗浅的认识，但在博士生阶段，参与了更多的实际研究项目之

后，他越来越体会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众不同之处——它所给予的研究自由

度，它的管理与决策机制，它对创新、创意的鼓励，它对失败的包容，都让研

究的效率和效果达到了最佳。聚焦“The Next Big Thing”, 是微软研发的精神

所在，也是微软每位研究员和工程师的基因所在。

于是，在2015年7月，舒元超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

● 最难的是设立研究目标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设立目标这件事，要研究员自己完成。自己去寻找

和定义研究目标，这恰恰也是科学研究的本质。舒元超在博士生阶段，对研究

的理解开始逐步加深。博士阶段的学习方式与大学、中学大不相同，以前是老

师给你一道题，学生去找到解答方法，研究则是要探索未知的问题，做出有影

响力的项目。

未知的难题都在哪里？舒元超有自己的方法去找寻：

首先，要了解最前沿在哪里。大家在干什么？在你所关注的一个或

多个领域内，国际上已经做到了什么程度？其中最难、最热点的问题是什

么？如果你能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你的机会。

其次，去关注学科交叉领域。在A、B领域交叉的中间地带，通常会

迸发出更有意思的idea，做出更有影响力的工作。而这种交叉地带可能正

是我们的机会所在。

在A、B领域交叉的中间地带，通常会迸发出更有意思的idea，做出

更有影响力的工作。而这种交叉地带可能正是我们的机会所在。

研究项目的选择，是一个长期问题。舒元超笑称，在这方面自己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找准自己的基本方法后，不断转变和调整

研究方向，对于研究员来说都是必经之路。即便是非常资深的研究员，也

是如此。正如微软所强调的Growth Mindset（成长心态），不要觉得有

什么事情是自己做不了的，不要给自己设限，充满信心地、天马行空地去

思考每一个可能的研究目标，才是真正的研究员所要做的。

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后，舒元超开始梳理以前做过的各种研究。多

年来，他对于定位导航这个话题始终非常感兴趣。在室内导航这个领域，

他发现研究界花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涌现出许多论文，但却没有一个易

部署的大规模系统。即便有公司在做相关工作，但也都因为投入大、周期

长等原因而推进缓慢。

▲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舒元超（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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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思后想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于是寻路（Path 

Guide）这个室内导航系统应运而生。

● 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

在研究院，舒元超的最新想法都会第一时间跟他的老板兼导师Thomas 

Moscibroda分享，Thomas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也是清华大学

交叉信息研究院“姚班”的兼职教授。他很善于将理论与系统相结合，同时

兼顾理论研究和工业应用。导师的角色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帮助分析每一个

创新想法的逻辑是否合理，算法、应用是否可行，以及是否真的可以孵化成

一个实际的产品。对舒元超的Path Guide想法，Thomas相当认可。

由于在商场、写字楼、机场、地下停车场等密闭建筑物内，GPS无法发

挥作用，传统室内导航系统需要首先收集建筑物内各种位置节点的信息，如

WiFi、路由器、蓝牙、无线AP、iBeacon等，当已有节点数量不够时，还需要

自己部署，最后根据用户与节点的连接去判断用户位置。但传统做法在成本与

时间上都不是最优，难以大规模使用，还会涉及到地图信息的标注、地图的合

法合规使用等问题，所以实际应用中，并没有非常成功的室内导航系统。

舒元超的办法是：既不需要环境基础设施，也不需要地图，而是

让“领航员”在建筑物内一遍一遍走，将路径记录到APP中分享给别人。

开始的时候，领航员可以是大楼的保安、工作人员，逐渐可以发展到所有

使用APP的人，从而记录的路径越来越完整，直至覆盖整座建筑。这个创

新思路与基于互联网的众包、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理念一

脉相承，打破了传统室内导航从上到下的系统架构模式，从而使室内导航

实现即插即用，增量式部署。

Thomas让舒元超可以不用考虑后果地去做这个项目，这其实也是研

究院每位导师对待创新想法的态度。研究本身就会有风险，只有不断失

败，才可能找到成功之路。在舒元超看来，老板的支持无疑是最大的帮

助，因为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背后的支撑不足，往前冲的势头会明显乏

力，但如果大后方支持坚定，必能无坚不摧。事实上，工作和生活中都是

如此，老板、导师、父母、家人的支持与陪伴才是最大的动力。

要着手做这件事，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队非常重要。这个时候，又出现

了另一个老外——酷爱啤酒、咖啡与中国文化的Börje Karlsson。Börje是研

究院的一位研究工程师，有着深厚的工程经验，在帮助研究员实现各种创意

想法的同时对学术研究也颇有建树。Börje对舒元超提出的Path Guide项目

也很感兴趣，从算法的优化，到APP与后台的搭建，再到如何调动微软内部

的诸多资源，甚至如何与产品部门、雷德蒙总部乃至微软的其他国外分支机

构沟通，都给出了相当多的帮助。两人亦师亦友，并肩作战。

舒元超和Börje两个人，再加上强大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生，Path 

Guide就这么从零开始做了起来。Path Guide项目于今年5月底在Google 

Play发布了应用。发布后，团队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和合作问询。其中最让

他感动的是团队收到好几封盲人的邮件，希望可以增加一些功能，便于盲

人在室内使用。这给了舒元超和团队很大的鼓舞。

其实每次说到做研究，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国际期刊、大会上发

表了多少什么级别的论文，论文可谓是研究员的立身之本。不过在舒元超

看来，论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论文能否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像Path 

Guide项目孵化出产品，同时也能带来论文的方式，他觉得更适合自己。而

微软亚洲研究院对待论文的态度也是如此，并不唯“Paper”论，做出有影

响力的事情才最重要。在与自己价值观相同的地方做研究，是件幸福的事。

● 做研究，态度决定一切

舒元超发现，自己总是能够遇到值得学习的人，研究院的同事们，大多

都很Open、很包容、愿意分享。当然，这跟舒元超自身的性格特点以及沟通

习惯也有很大关系，对于沈向洋博士曾经提到的三好——数学好、编程好、态

度好，他印象深刻。在舒元超看来，这三点最重要的其实是“态度好”。

他所认为的态度，首先是热爱研究本身，只有热爱才会有强动力，

只有热爱才会有面对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其次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沟通能

力，现在是资讯极度发达的时代，沟通与分享可以促成生产力的倍增。

舒元超表示，合理表达自己的想法，在需要的时候找到适合的资源和

协作人，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圈，这些在微软这样的大

平台上尤为重要。当未来将合作扩展到微软以外的学术界及工业界时，这

样的沟通和做事习惯也会让自己受益无穷。

总而言之，舒元超认为研究的最理想状态就是：既能耐得住寂寞，

安静下来做研究、发论文；又能高效与人沟通、协作，让技术真正落地。

微软亚洲研究院曾经是舒元超理想的工作之地，如今他有幸在这个环

境中工作与成长。对于想要加入研究院大家庭的学弟、学妹们，他建议大

家在学校期间勤动手，多做一些系统方面的工作，实践出真知；同时，也

希望大家保持好奇心，不断学习新技术、尝试新平台、探索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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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井东详解 ICCV 2017  
入选论文：通用卷积神经
网络交错组卷积

7月17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篇论文《Interleaved Group Con-

volutions for Deep Neural Networks》入选计算机视觉领域顶级会

议 ICCV 2017（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通用卷积神经网络交错组卷积（Interleaved 

Group Convolution，简称 IGC）模块，解决了神经网络基本卷积单

元中的冗余问题，可以在无损性能的前提下，缩减模型、提升计算速

度，有助于深度网络在移动端的部署。本文中，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

算组资深研究员王井东将详细解读这篇论文的研究工作。

近 年 来 ，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凭 借 其 强 大 的 性 能 优 势 ， 在 计 算 机 视

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应用得到了业界广泛的认可，并引发了

一场研究热潮。目前，神经网络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

方向，一是探索在测试数据集上如何有更好的表现，二是关注在实

际应用中存在的难点。从实际的角度出发，由于深度神经网络受到

大量矩阵运算的限制，往往需要海量存储及计算资源。削减神经网

络中卷积单元的冗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研究之一，并分为空间

（spat ia l）及通道（channe l）两个方向。而微软亚洲研究院这

篇论文的研究就从通道的角度出发，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卷积冗余消

除策略。

王井东研究员介绍，这项研究的设计思路是来自于微软亚洲研

究院去年提出的深度融合（Deep  Fus ion）概念，其本质是将不

同分支的网络在中间层进行融合。他们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一个

标准的卷积也可以采用类似的多分支结构，由此展开深入研究，研

究出了较为简单的交错组卷积模块，即IGC模块。

每 个 交 错 组 卷 积 模 块 包 括 两 个 组 卷 积 （ g r o u p  c o n v o l u -

tion）过程——第一次组卷积（primary group convolution）

以及第二次组卷积（secondary group convolution）。组卷积

曾被用于AlexNet中，将模型分布在两个GPU上以解决内存处理问

题。用一个32通道的例子来解释一下组卷积：把32个输入通道平

均分为4组，每组拥有8个通道，并分别对4组单独做卷积运算。这

样的好处是参数较少可以提升计算速度，但是同时，由于每组卷积

之间不存在交互，不同组的输出通道与输入通道并不相关。为了让

输入通道与每一个输入通道实现关联，交错组卷积过程巧妙地引入

了第二次组卷积，即第二次组卷积过程中，每组的输入通道均来自

于第一次组卷积过程不同的组，达到交错互补的目的。

从消除卷积核冗余的角度看，一个组卷积等价于具有稀疏核的

普通卷积，而交错组卷积，即两次组卷积则等价于两个稀疏核相乘

的普通卷积。这两个稀疏矩阵相乘可以得到两两相关的稠密矩阵，

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在网络模型大小及计算复杂度相同的条件下，

作者： 机器之心  高静宜

▲  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主管研究员王井东

▲  深度融合简单形式概念示意图

▲  Figure 1. Illustrating the primal-dual group convolution, with L = 2 primal 
partitions and M = 3 dual partitions. The convolution for each primal partition 
in primal group convolution is spatial. The convolution for each dual partition 
in dual group convolution is point-wise (1× 1). Details are given in Section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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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普通卷积，使用IGC模块的网络更宽，性能更优。

王 井 东 研 究 员 提 到 ， 研 究 刚 开 始 的 时 候 ， 他 们 并 没 有 发 现 在

通 道 上 的 相 关 工 作 ， 直 到 去 年 十 月 份 ， 他 们 才 看 到 领 域 内 的 一

些 研 究 成 果 ， 例 如 c h a n n e l - w i s e  c o n v o l u t i o n ， 包 括 谷 歌 的 

Xcept ion（Extreme Incept ion）。事实上，Xcept ion模块可

以看作交错组卷积的一个特例。如果第一次组卷积过程中，每组只

有一个输出通道，那么就变成了特殊的组卷积，即channel-wise 

convolut ion，第二次组卷积成为1X1的卷积，这与Xcept ion相

似；如果第一次组卷积过程里仅有一组，那么这个过程就变成了普

通卷积，第二次组卷积过程则相当于分配给每个通过一个不同的权

重。那么问题来了，极端情况下是否能带来最佳结果？研究团队也

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设计了相关实验，结果发现并不是这

样。

通过实验结果可以发现，网络的性能会随着通道数及组数的变

化而变化，最优性能配置点存在于两个极端情况之间。精确度会随

着第一次组卷积分成的组数的增加（第二次组卷积分成的组数的减

少）而提升，达到极值后开始降低。

除此之外，论文中的实验部分还根CIFAR-10、CIFAR-100、SVHN

标准数据测试集，针对参数数目、计算复杂度及分类精确度性能衡量指

标，将包含普通卷积模块、和融合模块及IGC模块的五种网络进行了比

较，结果如下：

▲  Figure 3. Illustrating the performances under different primal and dual parti-
tion numbers L and M with same #params on CIFAR-100. We report the mean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ver five runs. (a) corresponds to (i) in Table 1 and 
(b) corresponds to (ii) with more parameters.

▲ Table 1. The widths of our primal-dual group convolution block for various num-
bers of primal partitions L and dual partitions M under the roughly-equal number of 
parameters: (i) ≈ 4672 and (ii) ≈ 17536. The kernel size S of primal group convolution 
is 9 = 3× 3. The width LM is the greatest when L ≈ 9M : (i) 28 ≈ 3× 9 and (ii) 41 ≈ 5× 9.

▲  Table 2. The architectures of networks with regular convolutions (RegConv-
Wc with c being the channel number (width) at the first stage), with summation 
fusions (SumFusion), and with primal-dual group convolutions (PDGC-L4M8, 
PDGC-L24M2, PDGC-L32M26). B is the number of blocks at each stage. 4 × (3 × 
3, 8) means a group convolution with 4 partitions, with the convolution kernel 
on each partition being (3× 3, 8).

▲  Table 3. The number of parameters of networks used in our experiments and 
the computation complexity in terms of FLOPs (# of multiplyadds). The statistics 
of the summation fusion networks are nearly the same with RegConv-W16 and 
are not included. For PDGC-L24M2, the numbers of parameters are the smallest, 
and the computation complexities are the lo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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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由于IGC模块增加了网络的宽度，其性能具有明显

优势。例如，在CIFAR-100测试集上，当网络层数为38时，IGC-

L4M8和IGC-L24M2可以达到67.33%和69.56%的分类精确度，

分别比RegConv-W18的效果高2.3%和4.5%。而由于融合算法降

低了网络宽度，导致参数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效果明显不佳。

网络宽度对性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目前，如何平衡

神经网络的深度与宽度这一问题在业内还没有定论。对此，王井东

研 究 员 发 表 了 自 己 的 见 解 。 一 方 面 ， 深 度 神 经 网 络 在 存 在 一 些 优

势的同时也会带来梯度消失等问题，ResNet等优化算法也应运而

生；另一方面，在解决落地问题时，非常深的网络结构的实际意义

往往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例如，在达到一定层次时，再增加网络

的深度只会增加计算的复杂度却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效果提升。“神经

网络宽度的作用在本质上与核方法相似，就是把本来不能线性可分

的部分变得线性可分。虽然现阶段在理论上还没有解决深度与宽度

的权衡问题，不过利用有效的方法增加网络的宽度是非常值得探索

的一个方向。”

另外，该研究团队在ImageNet上与ResNet-18进行了比较，

在分类错误率方面存在优势。“我们的实验主要是想表达IGC模块与

标准的卷积比较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而不是在标准数据集上将其

他所有算法刷下去。”王井东研究员解释道。

在 与 其 他 世 界 前 领 先 算 法 进 行 比 较 的 过 程 中， I G C 在 

C I FA R - 1 0 数 据 集 上 表 现 最 为 出 色 ， 在 S V H N 上 精 确 度 可 以 达 到

第三（第一跟第二则是该研究团队另外一篇论文所提出的算法的结

果）。王井东研究员表示，如果采用bottleneck层，他们的结果在

CIFAR-100上表现会更好一些。

补 充 材 料 中 ， 团 队 还 设 计 了 一 个 G r o u p - a n d - Po i n t -

w i s e Convolut ion ( G P C )( 类似于deep roots )模块，通过实验与

同样基于通道的deep roo ts算法进行了比较。Deep ro ots 本质上相

当于一个组卷积加上一个1X1的卷积，某种意义上讲，X c ept i on也是

deep roots 的一个特例。结果显示，交错组卷积表现更好。

王井东研究员表示，解决冗余还有很多其他的角度，比如二值化网络

等。IGC模块可以与这些还存在上升空间的算法实现互补，进一步降低神经

网络的冗余，在不失精度的情况下，实现缩减网络模型、降低计算量的目

的。“非常有趣的是，在组卷积中，每组都在进行普通的卷积，这里也可

以继续使用交错组卷积。在我们的交错组卷积模块中，未来也许会有第三

次、第四次组卷积，这也是我们未来对这个算法进行改进的方向之一。”

自2016年8月份产生这个想法后，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团队于九月

开始着手推进这个项目。在经历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后，团队在2017年3月

份正式向ICCV 2017提交论文及研究成果。在这期间，团队也曾在探索过

程中遇到阻碍和瓶颈，走过一些弯路。据王井东研究员介绍，在受到深度

融合的启发之后，团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沿着深度融合的思路推广普通卷

积，开始尝试让组卷积（secondary group convolution）共享参数。不

过，由于团队发现这个方式的效果提升并不明显，所以最终选择了不共享

参数的研究道路。除此之外，由于现在很多平台并没有对组卷积有很好的

支持，所以团队在实现方面也曾遇到了一些问题，并在实践层次做了相关

工作，也寄希望于 cuDNN 将来有更好的支持。

阅读“ 可变形卷积网络：

计算机新‘视’界 ”

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

▲  Table 4.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comparison on CIFAR-10 and CIFAR-100 of 
the convolutional networks with regular convolutions (RegConv-W16, Reg-
Conv-W18), with summation fusions (SumFusion), and with primal-dual group 
convolutions (PDGCL4M8, PDGC-L24M2). The architecture description and the 
parameter number statistics are given in Table 2 and in Table 3.

▲  Table 7. Classification error comparison with the state-of-the-arts.

▲  Table 6. Imagenet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a ResNet of depth 18 and our ap-
proach. The network structure for ResNet can be found in [10]. Both ResNets 
and our networks contain four stages, and when down-sampling is performed, 
the channel number is doubled. For ResNets, C is the channel number at the 
first stage. For our networks, we double the channel number by doubling M and 
keeping L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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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小文：AI绝非无所不
能，要想进步需关注基础
研究

9个月前，科技巨头微软为迎接人工智能浪潮的到来，在组织架构上

进行了重大调整。

2016年9月29日，微软宣布合并“技术与研发部门”和“人工智

能(AI)研究部门”两大部门，组建新的“微软人工智能及微软研究事业

部”( Microsoft AI and Research Group)，洪小文及其领导的微软亚洲

研究院，一同被划入新的部门。

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微软在全面塑造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能力和影

响力，将产品部门与研究部门相结合符合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规律——基

础理论的进步是应用层面获得突破的根本。

在近几年工业界兴起人工智能热潮之前，微软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

的基础研究方面做了长期投入，是时候将这些研究能力和成果转化为产

品和应用。

洪小文是微软这个有关人工智能宏大计划中的重要人物。

从1995年加入微软开始，洪小文已经为这家公司服务了二十余年，

如今，他已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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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着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一个研究机构。

在全新的“微软人工智能及微软研究事业部”中，包括微软亚洲研

究院在内的研究部门，将为微软人工智能战略不断输送弹药，对于身处

其中的洪小文而言，作为人工智能领域老兵，这只是过去二十多年征途

的继续。

● 后天只有48小时

在微软有这样一种说法：研究院在为公司赚后天的钱。

通常来讲，一般公司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门，一是销售部门，赚今天

的钱；二是研发，赚明天的钱；而研究院旨在为公司做技术储备，当新产

品发布出去后，可以马上有新的技术应用到下一版本，所谓挣后天的钱。

问答社区知乎上有网友戏称微软亚洲研究院为“国际善待博士组织”，

因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专注研究的部门，这意味着它与具体应用的距

离可能稍远。但在洪小文看来，对研究院而言，其职能具体又可以继续分为

今天、明天和后天。

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在于，当下科技进步非常快，沉淀了海量数据，

新产品发布的频率已经更新到一个月一次、一周一次甚至每天都有。基础

研究当然是科技进步的根基，但并不是所有基础研究都是围绕解决五年、

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问题而进行。比如一个研究可以使产品做出巨大改进，

下个月就可以推出，自然就不必特意等待太长时间。

怎样将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实际产品，这考验着微软内部研究部门

与研发部门的协作默契，而对于如何与其他部门合作，洪小文给出的答案

是：灵活和敏捷。

事实上，微软将研究部门与产品部门归入一个大体系内正是出于同样

考虑：产品部门和研究部门不应该分得那么细，而应该是很密集地结合。

“人工智能还有很多东西做的很粗浅，需要有人做长期的研究，总

要有团队看十年以后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短期、中期、长期都要有。但研

究院对于我们明年甚至于下半年推出的东西也是要做出贡献的，就像我讲

作者： 腾讯科技  韩依民

编者按：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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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腾讯科技的专访，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微

软的研究部门在人工智能战略中的位置以及我们究竟该如何与人工

智能相处等问题，分享了他的观点。本文转载自“AI世代”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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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天只有48小时。”

● 应用上两条腿走路

尽管研究员们俯身实验室的探索，是人工智能应用层面得以突破的基

础，但对大众而言，人工智能在实际生活有哪些应用，才是离自己更近的

话题，而大众关注的方向，通常蕴藏着巨大商机。

位于美国总部西雅图的微软研究院，如今已将翡翠之城培育为硅谷

之外第二个人工智能发展中枢，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微软亚洲研究院，也早

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创业界输送了大批人才。微软在人工智能研究上的投入

和坚持无需多言，但回到这只庞然大物本身，它如何将在人工智能上的投

入，真正转化为驱动自己获得更多市场回报的成果，更加牵动人心。

对此，洪小文表示，微软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层面有2B和2C两条转

化路径。

在2B业务上，人工智能帮助企业做数位转型是一个重要应用方向，

具体来讲包括，第一，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收集数据，进而帮助迭代下一

代产品；第二，通过人工智能让企业与客户之间建立更好的联系，及时了

解客户需求；第三，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让公司的运行变得更有效率；

最后，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激励员工的创造力，让员工对公司能有更多

产出，“让人工智能帮助员工在更有效率的情况下可以兼顾到家庭。”

洪小文介绍，人工智能技术在2B层面的应用报道比较少，但实际上

已经有很多案例，比如利用物联网、大数据改善电梯的包养和维修等。在

2B的应用方向上，微软云服务将是重要载体。

在2C业务上，微软正在借助小冰、Cortana打造一个跨设备的人工智能个

人助手，通过这两个产品串起更多产品，打造生态，进而为用户提供更多服务。

在商业化上，2B业务往往有着更清晰的盈利模型，与之相比，2C业

务如何盈利显得相对模糊，但洪小文对此怀有信心：从R&D研发的角度

来看，我认为只要做一个东西很多人用，总会找到商机。

● 往前一步需靠基础研究

洪小文结缘人工智能已近三十年。

上世纪90年代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博时，他与师兄李开复坚持采用

隐含马尔克夫模型的框架做语音识别，他们的共同导师瑞迪教授彼时并不

认同这一研究思路，但却表示支持。

这一思路结果被证明大获成功，直接奠定如今苹果、微软及其他公司

与机构的语音技术研究的基础。

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其实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几次起落。

洪小文博士毕业时，正值人工智能研究从第一个冬天走出的末期，

春天马上就要来了，但到了1998年，人工智能再次陷入低谷。直到近几

年，由于在应用上具有可观前景，人工智能受工业界的推动再次进入舞台

中央。

对此，洪小文忍不住感叹：有时候也觉得是不是红过了头。

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带头人，洪小文对人工智能的判断持有谨慎的

乐观，比如他认为人工智能绝对不是无所不能，它没有创造力；当前，人

工智能在感知层面，包括语音识别、图像识别上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但在

认知、了解、因果关系的分析、预测上，人工智能做的还是很少。而要在

这些方面取得突破的话，需要在基础研究上进行真正投入。

与国外公司相比，国内科技公司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相对薄弱，对此

洪小文认为，中国已经有很多公司和学校是世界级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可以多花一些资源做一些基础的研究，这不是抱怨，而是一些寄语。

“工业界的很多东西一定是学术界先走了好长好长的路，而且可能

是失败了又失败，工业界才有这个成果，”洪小文感慨，“没有一番寒

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人工智能还有很多方向是需要学术界去推动的，但是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燃

料，而很多数据可能掌握在工业界手里，那么学术界和工业界应该如何配合？

洪小文认为，与工业界合作、鼓励政府开放数据等，都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 与人工智能相处的方式

对于人工智能，人类总是怀有一丝恐惧，这个由人类亲手创造出来

的智能，未来会不会有一天成为创造者的敌人，这是一道暂时无解的谜

题，但悬在每个人心中。

洪小文是一个对未来持有乐观态度的人。他认为，人工智能是否会做

坏事，归根结底由创造它的人决定。“做一个有意识的机器人其实没有太

多意思”，因为“有意识就代表你不能控制它，而实际上，人类做任何东

西就是要可控。”

他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你做一个东西，巴不得它比

你聪明，又不能控制它，又有自己的意识，那多生一个孩子不就好了？”

基于此，他认为，做一个有意识的机器人在学术上有它的道理，但在

实际应用上，是否有真正价值需要打一个大问号。

但洪小文并不否认人工智能的进步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影响，科技的

创新一直会对职场产生冲击，要应对这种挑战，第一要调整对下一代的教

育，“让他认识未来的世界，多学未来需求大的，少学未来需求少的。”另

外，需要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避免成为单方面接受机器喂养信息的人。

洪小文具有理工男的严谨，同时对人文保持关注 。他认为，除了通过

教育改善后代对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还应该关注社会发展进步的根

本：技术和全球化能让宏观经济变好，但是它没有解决微观经济分配的问

题，社会一定有一些人比较弱势，技术当然会带来进步，但怎么样照顾到

这些人，还是需要回到根本。

“我深信AI（人工智能）+HI（人类智能）才是真正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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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微软亚洲研究院家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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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日，微软亚洲研究院一年一度的家庭大聚会又如约
而至。小家的温情汇聚成研究院大家的温暖。家庭日是连接小
家与大家的纽带，是欢聚庆祝的“欢动家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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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CONTINUED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吕岩：云计算的听说读写

近年来，隐于无形的云计算逐渐深入人心，然而云与端的距离却为云计算的听说读写带来了新的挑战，人与云的互动既需要人与端

的交互，也需要端与云的互联。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吕岩博士介绍了云中屏幕与智能视频分析两个项目，将人机交互抽象成

数据的输入输出，通过设备虚拟化搭建完整的云环境。对于视频数据，采用云和摄像头混合方案，希望实现实时的、低延迟的智能

视频分析。

CMU计算机学院院长：未来24个月，机器学习领域将可能有哪些重大突破

在过去的十年中，人工智能仿佛完全以机器学习的形式存在，应付处理各种各样的数据及模型。但事实上，这些工作在实际应用时却经常

捉襟见肘，基于数据科学的大规模优化和决策尤为重要。CMU计算机学院院长Andrew W. Moore院长表示，对于许多大型搜索引擎公司

来说，机器学习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工作在于测试和验证，目前也产生了许多与此相关的有趣研究。未来几年可以预见的是，机器学习模型

将在稳定性、安全性和长时间的可靠性上有更大的突破。

上世纪60年代起，传统图形学在工业和娱乐产业中不断被应用，然而在互联网浪潮中，图形学却遭遇发展瓶颈，以解决图形流动问题

的“网络图形学”应运而生。目前，网络图形学已实现基础层次研究，未来发展态势良好，仍需国内图形学界的共同努力。微软亚洲

研究院网络图形组首席研究员童欣结合深度学习技术观测目前的领域格局表示，深度学习可能并不会席卷计算机图形学，也不可能解

决所有问题。

童欣：深度学习联姻计算机图形学，机遇与挑战并存

近年来，关于AI的讨论和研究愈加火热，在技术变更迭起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平衡学术研究和产业运作成为难题。“百度七人创始团队之

一”雷鸣认为，产业运作和学术研究都可以搞创新、培育新的利益点，但二者之间存在差异是难以寻求平衡点的根本原因。做产业需要

落地，最终以实用为主，一定要满足某种实际场景下的刚性需求，引导用户自行买单；而科研则有所不同，它体现的是某一研究领域的

学术价值，所需要考虑的外围因素相对单一。

雷鸣：人工智能时代，科研如何创造产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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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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

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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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4,000+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5 微 微 微 微 微 50+
最 最 最 最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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