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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科技的“收获季”

所有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因而在微软，科技远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岭之
花，正相反，我们想让科技浸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真正去解决现实的麻烦，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更加便
捷高效的生活。最近几年，“共享”成了热门词汇，各种单车也开始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为人们解决着“回家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微软也借此机会和摩拜单车合作，通过挖掘摩拜自行车提供的轨迹大数据去解决如今城市
自行车道的规划问题。而我们熟悉的Office也在过去三个月有了新功能——Presentation Translator，只需在
PowerPoint上安装一个插件，大家就可以直接用中文母语进行演讲，观众则可以选择自己语言的翻译字幕。在
近期大热的区块链领域，企业在使用区块链时所面临的性能、隐私等难题，也能通过微软发布的企业级开源区块
链基础平台CoCo Blockchain解决。

一直以来，微软都关注并支持年轻人的发展，将科技发展的期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刚结束不久的微软“编
程之美”挑战赛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活力与能力。沈向洋博士在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生们的演讲中，也以
自身经历鼓励年轻人在人工智能的黄金时代以及自身最好的时光里多探索、多学习。相信我们的年轻一代在辛苦
耕耘之后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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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之间，盛夏已过，秋季不仅为我们送来了清爽，
也同时为我们送来了人工智能研究的累累硕果。经过一个
夏天的疯狂生长，很多项目的“果实”都在这个季节成
熟，为我们带来了浓厚的丰收的喜悦。

一直以来，微软从未停止过自己探索最前沿科技的脚
步，也一次次将遥不可及的幻想变为了现实。语音识别一
直是众多研究团队和企业想努力攻克的技术高地，有关识
别准确率的竞争和比较从未停止。就在八月，微软语音和
对话研究团队宣布微软语音识别系统错误率进一步降低到
5.1%，准确率超过专业速记员，堪称是语音识别行业的
新里程碑。在概念尚新的量子计算机领域，微软也取得了
沉甸甸的“果实”—— 拓扑量子位、硬件软件生态系统、
为驾驭规模化量子计算机而专门优化的新编程语言，帮助
开发者做好迎接量子计算的准备。

微软推出演讲实时翻译字幕功能 Presentation Translator 

语音识别技术里程碑：错误率降至5.1%，超过专业速记员

微软Coco Blockchain Framework：一键解决企业级区块链三大难题

艾诚对话洪小文：资本请慎重，AI还是个小学生！

走出实验室，人工智能会让金融变得更智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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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推出演讲实时翻译
字幕功能 Presentation 
Translator 

你是否有过参加国际会议用第二语言为来自全球各地的听众做演讲

的经历？或者在跨国电话会议上努力听懂海外同事的演讲内容？如何在

跨语言演讲中避免“Are you OK”的尴尬？

现在，Microsoft Translator通过微软车库项目发布了全新功

能——Presentation Translator，只需在PowerPoint上安装一个插

件，大家就可以直接用中文母语进行演讲，观众则可以选择自己语言的

翻译字幕。 

Presentation Translator以PowerPoint插件的形式呈现，可在幻灯

片播放的过程中实时地显示翻译字幕，目前可以支持超过60种语言的字

幕。不仅如此，观众们还可以通过Microsoft Translator APP加入会议，

在智能手机、平板设备或电脑上看到各自选定的语言字幕。

Presentation Translator的主要功能包括：

●   实时字幕：支持包括中文普通话在内的10种语言的语音输入—中

文（普通话）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葡萄牙文、俄文、西

班牙文和阿拉伯文，并可翻译成60多种语言的文本字幕。

●    自定义语音识别：演讲者可以选择自定义语音识别引擎，让

Presentation Translator学习幻灯片内所提及的术语、产品或地名等专

有词汇，从而提高语音识别的准确性。

●    翻译幻灯片文档：快速实现整个PowerPoint文档的翻译，并同

时保留原格式不变，包括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的语言之间的翻译。

●   观众参与：分享会议二维码或由五个字母组成的代码，观众可以

在各自的设备上看到所选择的语言翻译。

●   多语言语音问答：关闭观众静音功能，观众即可使用自已的语言

通过手机、平板设备或电脑上的Microsoft Translator APP进行提问（目

前支持10种语言的语音输入和60多种语言的文本输入）。

●   辅助残障人士：帮助聋人或有听力障碍的观众理解演讲，并参加

讨论。

是不是很神奇？现在就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Presentation Transla-

tor (仅限 Windows版)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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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技术里程碑：
错误率降至5.1%，超
过专业速记员

编者按：

语音识别是众多研究团队和企业正在努力攻克的技术高地，有

关识别准确率的竞争和比较从未停止。2016年，微软率先实现语音

识别系统5.9%的低错误率，在Switchboard对话语音识别任务中已

经达到人类对等的水平。

就在近日，微软语音和对话研究团队负责人黄学东宣布微软语

音识别系统错误率进一步降低到5.1%，此次突破堪称是语音识别

行业新的里程碑，准确率超过专业速记员。本文译自“Microsoft 

researchers achieve new conversational speech recognition 

milestone”

2017年8月20日，微软语音和对话研究团队负责人黄学东宣布微软

语音识别系统继微软对话语音识别技术达至人类专业水平，开启人工智

能新征程之后再次取得重大突破，错误率由5.9%进一步降低到5.1%，

可与专业速记员比肩。此次突破大幅刷新原先记录，并在语音识别行业

树立新的里程碑。

在微软转录系统达到5.9％的错误率之后，其他研究人员在此基础上

分别进行研究，采用了更多参与的多转录程序，成功在语音识别准确性

道路上更进一步。

这两次研究转录的都是Switchboard语料库中的录音，Switch-

board是一个电话通话录音语料库，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被研究人

员作为测试语音识别系统的样本。语音识别测试任务包括对陌生人对话

交流中的不同话题，比如体育和政治方面的讨论，进行从语音到文字的

转录。

研究人员通过改进微软语音识别系统中基于神经网络的听觉和语

言模型，在去年基础上降低了约12%的出错率，同时引入CNN-BLST-

M（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ombined with bidirectional 

long-short-term memory，带有双向LSTM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用于提升语音建模的效果。并且系统中以前就在使用的从多个语音模型

进行综合预测方法，如今在帧/句音级别和单词级别下都可以发挥效果。

除此以外，研究人员还对整个对话过程进行历史记录分析，预测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进一步加强识别器的语言模型，使其能够有

效适应对话话题和语境的快速转变。

微软认知工具包Microsoft Cognitive Toolkit 2.1（CNTK）在研

究过程中表现突出，研究人员充分利用CNTK探索模型架构和优化模型

的超参数。此外，微软对云计算基础设施（特别是Azure GPU）的投

资，也帮助提升了训练模型、测试新想法的效果和速度。

实现识别准确率上的“人类对等”是语音识别领域过去25年来一

直奋力追求的研究目标，微软始终坚持深耕语音识别，并力争将新技

术最快、最好地运用到Cortana、Presentation Translator、Micro-

soft Cognitive Services等微软产品和服务中，让用户能够亲身体验

新技术的魅力。微软的研究团队非常高兴可以看到每天有数百万的用

户在使用这些产品，未来将更加努力，创造出更具突破性的工作成果。

在语音识别领域，业界和学术界有许多研究团队都有重大进展，微软

研究团队在行业的整体发展下同样获益良多。尽管目前在Switchboard语

音识别任务中实现了5.1%的低错误率，事实上语音研究领域仍然挑战重

重，例如嘈杂环境、录音距离较远场景下的语音识别，方言识别，有限训

练数据条件下的语音识别或较少人使用的语言的语音识别，这些距离达到

人类相近水平还相差甚远。而且，计算机学会将语音转换为文字并非语音

识别的终点，让计算机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和目的才是道阻且长。从语音

识别到话语理解，将会是语音相关技术的下一个重要前沿。



黑科技

06

微软Coco Blockchain 
Framework：一键解决
企业级区块链三大难题 

Coco Framework可以说是企业区块链的黑科技，它是第一个能够在企

业级区块链上同时解决性能、隐私和组织管理问题的框架。对于企业级用户

来说，直接应用已有的区块链（公链）技术无法达到企业级别对系统性

能和安全性的要求，即使经过复杂的应用开发流程和网络部署管理，甚

至很多系统需要根本架构的改变，也很难达到期望目标。

Coco Framework的设计就是为了降低企业级区块链集成和使用的

门槛，解决企业商用的需求——系统的性能、隐私和联盟组织管理。它

集成了最先进的软件架构、密码学、一致性算法以及可信计算的技术

（如Intel的SGX、Hypervisor的VSM）。有了Coco Framework的技

术加成，企业可以放心地开发更多样、更复杂的区块链应用，进而让区

块链技术可以真正地在这场数字化革命中得以施展和绽放。

●  Coco Framework：兼顾解决三大“顽疾”

近年来，区块链技术备受关注。特别是2017年，几乎每个行业都在

积极地探索区块链技术，渴望从中挖掘出新的运营模式和商机。然而，

在推进区块链技术应用的过程中，企业级用户意识到现有的公链的区块

链协议并不能满足他们的业务需求，最直接面临的就是性能、隐私和组

织管理这三大“顽固问题”。

为什么这三个问题很难从系统角度解决呢？这是因为在公链区块

链系统的设计中，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让不同节点达成共识，而不同节点

所处的环境通常是匿名的、不可信任的、潜在敌对的环境。因此，为防

止恶意行为，交易一般都用“明文”（非加密）对所有人可见以监督验

证，并应用拜占庭容错类算法来达成共识。这就使得公链中的“保障”

技术、性能和隐私保护形成了一个“顾此失彼”的关系，运用“保障”

技术就意味着无法兼顾性能优化和隐私保护，但这些恰恰是企业业务的

需求。至于隐私问题，我们曾在之前的文章“一文读懂区块链上的隐私

与监管问题”中剖析过，相关解决方案一般仅适用于特定的系统中，很

有局限性，并且通常会带来性能的损失。

因此，如何设计解决方案来兼顾公链中的“保障”技术和性能、隐

私保护等成为技术研究领域的一大挑战。Coco Framework的出现则一

举击中行业痛点，让我们看到了可行性。

● 隐私烦恼“去无踪”：TEE环境和区块链高度集成

用Coco Framework部署的区块链网络具有高度可扩展和隐私保

护的特性。它可以满足所有企业联盟链的关键需求，从而加快区块链技

术在企业中的广泛应用。Coco Framework不是独立的块链协议，它提

供了一个信任的基础，可以整合现有的块链协议（如Ethereum，Quo-

rum或Corda等）提供完整的企业级区块链解决方案。

Coco Framework充分利用可信计算环境TEE（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如Intel SGX和Windows虚拟安全模式(VSM) ，创建

了可信的网络。TEE环境既可以证明放入代码的正确性，又能保证运行

时内部数据对外界不可见以及不被篡改，进而可以确保保障区块链协议

关键代码和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使得区块链的应用可以在完全受信

任的成员节点上高效运行。

TEE环境从技术上实现了隐私性能的大幅提升：第一，网络中物理

节点之间信任的建立无须节点拥有者之间的相互信任；第二，能够在保

证区块链状态保密的情况下处理各种用户请求。事实上，已经有不少的

区块链项目采用TEE来达到隐私或者性能方面的要求，例如Hawk[1]中

就用TEE来完成智能合约中对私密信息的处理，而非代码本身以及用户

查询请求的隐私性；Hybster[2]则用TEE实现了高效的BFT协议等等。与

它们不同的是，Coco Framework将区块链和TEE高度集成，达到了更

高的隐私性以及灵活性。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 闫莺、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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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 Framework的运行原理

Coco Framework搭建的网络中的节点，通过证书的验证（如Intel

背书）而成为可信节点VN（Trusted Validating Nodes）。每个节点

运行Coco Framework和某个区块链的协议（比如以太坊），并根据所

选取的一致性协议系统选取lead来处理应用中的交易事务。

类比来说，成为lead的VN就像以太坊里面的矿工，但不同的是

Coco Framework里面的每个VN都可以通过TEE attestation验证其他

节点执行时候所用的代码哈希值（恶意行为将直接被发现），而不需要

像以太坊一样通过重新计算交易来验证。VN之间通过TEE可以互相验证

身份和代码从而建立可信的连接。更为重要的是，Coco Framework包

含了一套密钥及权限管理机制，可保证只有在TEE中才能处理加密后的

交易，并且只有拥有相应权限的用户才能查看相关状态。

正是由于可信网络的建立，让Coco Framework搭建企业级区块链

网络的优点十分突出：

• 吞吐量和交易响应时间接近数据库的速度。

通过使用TEE，Coco Framework可以简化一致性协议，从而提高

了交易的速度和延迟但不会影响安全性。

• 支持更丰富、更灵活的隐私保护模型。

有了TEE的加成，Coco Framework通过使用数据访问控制方案来

实现复杂的隐私保护模型。交易的执行，智能合约代码和状态都只能通

过应用定义的接口返回给有权限的人。

• 提供可编程的管理模型来支持任意的分布式管理策略。

•支持非确定性（Non-deterministic）的交易和运算。

在绝大多数的区块链系统里，交易的运行结果必须是确定的，任何

纯随机的运算都会导致无法有效重现和验证。然而在Coco Framework

里因为有了TEE，节点间的运算结果无需验证，所以可以支持非确定性

的计算。更加灵活的是，交易可以根据应用的需要和外界系统进行交

互。这极大的丰富了应用的语义和场景。

已有的区块链协议通过与Coco Framework的整合能够直接解决隐

私、性能和管理三大问题。例如，一个企业正在使用以太坊开发应用，

那么与Coco Framework整合之后，关键问题一并解决，且不需要对已

经开发的应用做修改。同时，Coco Framework并非必须要和云服务

绑定，它可以被部署到云上（如Microsoft Azure），也可以部署在企

业自己的服务器上。正因为此，Coco Framework在短时间内就迎来了

广泛企业和区块链团队的欢迎和拥抱，如J.P. Morgan (Quorum)、R3 

(Corda)以及 Intel (Hyperledger Sawtooth)。

 ●“3-3-8”号技术探险小分队

微软亚洲研究院区块链团队是Coco Framework设计与开发的区块

链专家团队，负责Coco Framework中的区块链层，探索和解决将区块

链系统整合进Coco Framework的技术路径。以对以太坊的整合为例，

直接把以太坊放进TEE的Enclave中是无法取得较高的性能和隐私保护

的。如何让以太坊利用Coco Framework的优势发挥最大性能也是一个

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设计和开发了与公链以太坊兼容的企业

级以太坊版本来与Coco Framework进行整合。整合后我们又对整体性

能进行了全方面的优化，使得Coco Framework相对以太坊本身，吞吐

量达到接近两个数量级的提升。

与我们一起并肩战斗的兄弟团队还有位于美国雷德蒙（Red -

mond）的Microsoft Azure区块链团队和微软剑桥研究院系统安全组

的研究员们。三方团队间特长互补，合作中紧张又刺激。有意思的是，

三个团队均匀分布在三个时区，每天一个团队下班前，都会迎来另一

个团队来上班，任务交接高效、自然。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团队里做研

究开发8个月，相当于一个普通团队24个月的开发进度。这也是Coco 

Framework能够迅速设计、开发，并顺利发布的关键。

正如Microsoft Azure CTO Mark Russinovich在Coco Frame-

work发布会中所提到的，区块链是能够给行业带来变革性的技术，它

能大幅减少跨组织共享型业务流程中的摩擦和成本，从而提高效率。目

前，微软正积极地和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区块链社区一起为企业联盟区

块链市场做好准备，希望把最先进的区块链技术带给更多企业。

Coco Framework是企业级区块链的基础框架。它解决了实际业务

中对区块链系统的最关键需求——隐私保护、高性能和组织管理。我们

相信这是让区块链落地实际应用的坚实的第一步。作为Coco Frame-

work设计开发的核心团队——微软亚洲研究院区块链团队也将不遗余力

地投身于更先进的区块链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同时也欢迎志同道合、有

能力、有热情的同学加入我们团队的实习计划（可发送简历和实习申请

说明到：iblockchain-hiring@microsoft.com）。

参考文献：

[1] Ahmed E. Kosba, Andrew Miller, Elaine Shi,Zikai Wen, 

Charalampos Papamanthou:

Hawk: The Blockchain Model of Cryptography and Priva-

cy-Preserving Smart Contracts. IEEE Symposium on Security and 

Privacy 2016: 839-858

[2] Johannes Behl, Tobias Distler, Rüdiger Kapitza Hybrids on 

Steroids: SGX-Based High Performance BFT.EuroSy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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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轨迹数据助力
城市合理规划自行车道

编者按：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共享单车极大地解决了人们共同面临

的“最后一公里”难题，然而，共享单车发展迅猛，自行车道建

设却始终没有能够跟上脚步。幸运的是摩拜单车大量的轨迹数据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使用一种数

据驱动的方式更为合理地规划自行车道的建设。

在刚刚结束的SIGKDD 2017大会上，微软亚洲研究院城市计

算组发表了一篇名为“Planning Bike Lanes Based on Sharing 

Bikes’Trajectories”的论文，利用摩拜自行车的轨迹大数据解

决如今城市自行车道的规划问题，最终形成企业、政府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三赢局面。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曾被称为自行车大国。当时，大多

数人的出行都依赖于自行车，以至于自行车成为了中国当时结婚所要求

的“三大件”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私家汽车进入了

普通民众的生活，为大众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随之而来的却是

各种城市问题：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等。

最近一年，共享单车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便利的自行车共享

方式，用户可以轻松地在任何地方使用智能手机来实现自行车的租借

服务。于是自行车重返上路，成为城市用户喜爱的出行方式。以摩拜单

车为例，目前它已拥有超过1亿注册用户，日订单量约2500万。与此同

时，政府也非常愿意在群众中推广共享单车的使用。因为共享单车可以

降低城市的道路拥堵，减轻空气污染，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效率，对人

们来说也是更加健康的出行方式。

但是，目前的自行车道建设却没能跟上共享单车所带来的新的骑行

需求。如果没有良好的自行车道规划，很多时候骑行的人们只能和机动

车一起使用机动车道路，这就使人们的骑行体验大打折扣，并且还可能

产生潜在的交通事故。因此，政府希望能够规划出更有效的自行车道来

提升大众的骑行体验。

从城市角度看，自行车道的规划存在一定的要求和限制: 首先，建设

每条专门的自行车道都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比如政府预算和道路空间

等；其次，自行车道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政府希望它能够更好地服务更

多的人，并覆盖更长的个人骑行轨迹；最后，为了施工和管理的便利，

政府更希望这些道路的建设能够在整个路网上连成有限个区域（下图右

图），而不是在整个城市中分散的分布（下图左图）。然而，要同时满

足这些建设限制要求的规划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组合优化问题。

幸运的是，摩拜单车的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记录了非常有价值的轨迹

信息，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骑行需求，使得我们有机会利用大数据和数

据挖掘技术更有效、合理地规划自行车道的建设。

在KDD 2017大会上所发表的“Planning Bike Lanes Based on 

Sharing Bikes’Trajectories ”论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贪心思想

的近似解法，来实现自行车道规划方案的推荐。该算法包括两个步骤：

1. 基于路网距离的空间聚类；

2. 基于贪心的网络扩展（Greedy Network Expansion）。

在第一步计算中，我们首先根据用户在各条道路上的骑行数据选出

Top-M条用户骑行最频繁的候选路段，然后利用这些路段之间的距离进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城市计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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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hierarchical spatial clustering （层次空间聚类，每次我们都合并两

个路网距离上最接近的路段聚类，并知道最后的结果只剩下K个聚类）。

最后在每个聚类（cluster）中，我们会选择骑行最频繁的路段作为下一

步贪心网络扩展的起始点。

在第二步的计算中，每一次我们都将这些起始路段的邻接路段作为

候选集合，然后检验每一个候选路段所能够带来的单位长度上所有轨迹

分数的提升。接下来，我们每一轮都选择能够给现有方案带来最大提升

的路段作为结果，直至预算被使用完。

通过以下计算方式，每条轨迹都会为新的路段给出一个得分 :

其中，segs(τ)表示这条轨迹被我们的建设方案所分成的连续的段

数，s.l表示每一段的长度，而α则是一个调节参数，当该数值越大时，

更多的分数就会被给予更连续的规划方案，因为在连续的自行车道上骑

行会有更好的体验。比如，相对于下图a中不连续的自行车道设计方案，

用户更希望在b图中设计的自行车道方案上骑行。

         

              （a）                                           （b）

利用该算法，我们在上海的摩拜单车数据上做了一系列的实验。比

如，想在上海周边5个区域内建设30km的自行车道，下图就是算法所推

荐的一个方案，可以看到算法覆盖了这个区域所有的6个地铁站。

为了更好地评估算法所产生的自行车道规划方案的优劣，我们亲自

去了上海做了实地调研。在金运路地铁站附近，我们发现除了有规模不

小的万达虹桥商场，周围2公里内还坐落着许多高密度的居民区。骑行在

这个区域内是最方便的出行方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密度很高的骑

行数据。我们还发现，在这个区域内政府只在主要干道上修建了专门的

自行车道（下图中蓝色线道路），我们的算法同样也给出了在这里修建

自行车道的建议。

更进一步，我们的算法在那些支路和小区周围的道路上也给出了修

建自行车道的建议（上图红色线道路），因为那些道路连接了各个居民

区，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到很多骑行轨迹。但是目前这些地方并没有专门

的自行车道，由于各种不规范停车，自行车用户只能在人行道上骑行，

或者在机动车道中间骑行，这样的骑行体验自然大打折扣，交通事故的

发生也在所难免。

而根据我们系统提出的建议，政府可以在这些支路上修建自行车

道，或者先在这些地方增强违章停车的管理，以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

性，并且提升民众的骑行体验。该系统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高度评价。

上海市徐汇区发改委副主任张岚说：“根据人们骑行共享单车的数据分

析结论，为政府合理规划自行车道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在本篇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更加以数据为驱动的方

案，利用大量摩拜单车的轨迹数据为政府推荐自行车道的规划和建设。

最终，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些新兴技术，实现企业、

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三方共赢，打造一个更加便利、美好、智能的生

活环境！

扫描二维码

了解微软亚洲研究院

城市计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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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富媒体的内容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和分

享着海量信息，特别是内容繁杂的图像和文字信息，其中图文混排的内

容模式已经成为主流。而在内容创作过程中，人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

战就是如何针对内容多样的图像和文字信息来设计吸引眼球的版面（例

如，杂志封面、海报、或者PPT演讲稿等）。这个问题无论是对于商业

印刷、在线期刊与杂志，还是用户生成的内容表达，都极为重要。图文

内容的排版涉及到大量的专业知识，包括视觉传达、信息艺术设计、色

彩与美学、平面规划、几何构图等等。以往的图文排版设计工作，不仅

ACM TOMM 2017最
佳论文：让AI接手繁杂
专业的图文排版设计工
作

 编者按：

你是否曾经为如何创作和编辑一篇图文并茂、排版精美的

文章而烦恼？或是为缺乏艺术灵感和设计思路而痛苦？AI技术能

否在艺术设计中帮助到我们？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篇论

文，“Automatic Generation of Visual-Textual Presentation 

Layout”（图文排版的自动生成算法研究），被美国计算机学会

会刊ACM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Computing, Commu-

n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TOMM）授予2017 Nicolas D. 

Georganas 最佳论文奖，希望为大家在进行富媒体内容创作和分

享时提供一个独到的思路和方法。

论文的联合作者是杨绪勇（微软亚洲研究院和中国科技大学

联合培养博士生，喂车车联合创始人）、梅涛（微软亚洲研究院

资深研究员，美国计算机协会杰出科学家，国际模式识别学会会

士）、徐迎庆（微软亚洲研究院院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

术设计系主任）、芮勇（微软亚洲研究院院友，联想CTO）、李

世鹏（微软亚洲研究院院友，硬蛋CTO）。

需要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设计师，而且还耗费大量的人工。如何让计算

机根据图文内容来自动进行排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从2013年底开始，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与来自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的艺术设计专家，在这个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领域开展了深入地

合作。他们把设计学中的审美原则与可计算的图像特征相结合，创造性

地提出了一个可计算的自动排版框架原型。该原型通过对一系列关键问

题的优化（例如嵌入在照片中的文字的视觉权重、视觉空间的配重、心

理学中的色彩和谐因子、信息在视觉认知和语义理解上的重要性等)，把

视觉呈现、文字语义、设计原则、认知理解等领域专家的先验知识自然

地集成到同一个多媒体计算框架之内，并且开创了“视觉文本版面自动

设计”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这项研究将通用的美学感知进行了体系的数学表达，构建了一套

和主题相关的图文排版设计模版库，并提出一套可计算的图文合成框架

原型，既融合了宏观层面自上而下的美学感知，又包含了微观层面自下

而上的图文特征。通过融合人脸、文字检测以及视觉显著性检测算法，

率先提出了视觉注意力检测算法，构成了整幅图像的重要性图和注意力

图；在针对文字布局的算法中，这篇论文将文字块的形状和图像中的重

要性图交互过程量化为一个能量最优化问题：

▲ 图1 利用算法自动产生的图文排版效果。注：原始输入是一张纯图片（即没有任何文

字）和一段纯文本（如主标题和副标题等），输出是图文混排的结果（文字嵌入图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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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是图1中文本侵入显著视觉对象的成本，即尽量减少文本和

重要视觉对象的交叉；Eu（L）表示空闲视觉空间的浪费，即充分利用图

像中的可用视觉空间，以最大化文字的突出效应；而Em（L）则代表文

本块的语义重要性ui和视觉感知重要性wi之间的不匹配，即将最重要的

文字内容匹配到图像中最重要的视觉区域，以便于阅读时快速获得关键

信息。能量最优化的求解过程，在设计模版的美学感知原则的监督下，

使得最后的求解结果能符合视觉审美需求，而不仅仅是计算机的最优求

解结果。

在文本空间布局后，通过对图像前后景显著颜色的分析，在色彩

和谐最优化框架中，保持色彩整体和谐，并最大化文字和背景色彩的

差异以使得最后的图文混排能在全局尊重原图的色彩和谐性，又能在

局部保证文字的可阅读性。全局色彩的和谐计算采用了著名的“Color 

Harmonization”中提出的心理学色彩模型，并结合了这篇论文中提出

的图像前后景主题色在不同主题下的模型偏好，从而找到最适合的全局

主题色。针对局部的视觉对比度最大化，论文提出了最远色调角黄金取

样法，即找到文本覆盖背景下图像的显著颜色映射到tone和hue空间，

在二维色调空间（tone，hue）求最远点，并取显著颜色点到最远点的

黄金分割点。通过整个框架，能完成整个图文设计在美学感知监督下的

自动化。

▲  图2 系统框图

这篇论文提出的系统允许用户上传具体主题的视觉背景图像以及一

些文本语句。并在第二阶段对原始图像进行了处理，通过结合显著值、

脸部、文本以及目光注意力图以获取视觉感知图，进而重新调整图像的

大小，使之符合目标布局尺寸，并根据视觉感知图保留重要的区域。重

新调整过的图像就能用来排列空间分布的布局模板。当图像调整后，已

有的语句、空间布局以及文本就通过第三阶段中的能源优化工艺重叠在

背景图像上了。在第四阶段的文本着色上，首先分析经过剪裁的图像的

调色板，同时根据主题属性挑选主题色彩。应用特定色相/色调模型、调

色板、语义色彩以及内容特点，就可以通过保持局部色彩和谐以及局部

可读性对文本进行重新着色。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2016年至今在

ACM数据库中已有超过260次下载。此外，该项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而且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论文提出的基于图像内容的

颜色检测算法已经在实际产品Offic Sway中得到应用。目前每个月有来

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超过40多万用户在使用Office Sway这一新产品开

展设计。

▲ 图3 布局算法（a）带有目光注意力（黄色）的视觉重要性图（灰色）；（b）从

前5个模板中挑选出的模板；（c）输入文本；（d）排印程序的细节，这里能源定

义为E(L)，通过迭代控制字体高度，在局部优化解决方案中会被最小化，；（e）

受到下向上的图像特点和自上向下的空间布局限制的排印结果。

▲  图4 色彩分析与优化的示意图

这篇论文展现了多媒体与艺术设计以及颜色心理学几个不同学科的

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的方法用于艺术设计中。可以说，颜色心理学的

模型为多媒体设计打开了“心灵”的窗口，而美学设计思维则为多媒体

分析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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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中有个有趣的故事：当年赵国被入侵，只有送出质子才

能求来救兵。但是赵太后特别疼爱小儿子，怎么也不愿意让他当质子。

大臣们越是劝谏，赵太后就越是愤怒。这时候触龙出面，成功说服了赵

太后，让她的爱子出质于齐，换来救兵。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个故事其实跟我们最近进行的推荐系统的研究非常相关。如果

把“送出质子”当作一个推荐给太后的策略，那么故事的关键不在于推

荐内容的好坏，而在于对推荐内容的解释。如果要让赵太后这样顽固的

用户接受这个推荐，关键点是什么？

触龙给出的答案是：沟通方式、用户心理、合适例证。让我们详细

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触龙刚见到赵太后就开始话家常，说：“我老啦，有个小儿子年

龄很小，真是担心他的未来啊。”赵太后问：“你们男人也很宠爱小儿

子吗？”触龙说：“比女人更宠呀。我认为赵太后更喜欢您的女儿，而

不是小儿子。”赵太后表示不认同。触龙解释道：“您送公主出嫁的时

可解释推荐系统：
身怀绝技，一招击中用
户心理 

编者按：

推荐系统被广泛应用在电商网站、社交网络、生活服务网

站、搜索引擎等平台。一个好的推荐系统不仅需要准确地把握用

户的需求，推荐给用户想要的内容，更需要学会与用户沟通，了

解用户心理，以用户容易接受的方式给出适当的推荐。

本文中，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王希廷和谢幸将为大家详

解可解释推荐系统的分类、推荐解释生成方法以及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

候，尽管伤心，但也希望她不要被赶回来。这还不是为她的长远未来打

算？”赵太后同意。触龙又说：“但是您却没怎么为长安君计划未来。

您看赵国刚建立时的诸侯王，他们的子孙还有享受爵位的吗？其他国家

的呢？”赵太后想了想，表示没有。触龙又说：“那是因为他们荣华富

贵太甚，又没有什么功劳的缘故。您现在让长安君有如此高的地位，却

不让他有功于国，一旦您驾崩了，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立足呢？”听了

这番话后，赵太后同意了将长安君作为人质。

我们可以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两类推荐系统。一类是朝廷大臣这种传

统的推荐系统（下图(a)），将重心放在提高推荐准确性上，与推荐对象

的沟通考虑得不够；而另一类是触龙这种可解释的推荐系统（下图(b)），能

够以用户容易接受的方式（话家常），充分抓住用户心理（父母爱自己

的小孩，应该为他们长远未来考虑），给出适当的例子（赵太后送公主

出嫁）与用户沟通。研究发现，这样的系统不仅能够提升系统透明度，

还能够提高用户对系统的信任和接受程度、用户选择体验推荐产品的概

率以及用户满意程度等等。

▲ (a) 传统推荐系统

▲ (b) 可解释推荐系统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希廷       

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谢幸

前沿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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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个像触龙这样可解释的推荐系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目前，

这个方向进展如何呢？未来，有什么比较好的研究课题呢？下面，我来

介绍一下可解释推荐的分类、推荐解释生成方法以及可解释推荐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

 ●  可解释推荐的分类

一般来说，可解释的推荐分为下图所示的三大类：以物品为媒介、

以用户为媒介、以及以特征为媒介。

▲ 三大类推荐解释：以物品、用户、特征为媒介

（图片来自文章：Tags planations: explaining recommendations using tags）

以物品为媒介的推荐解释用一句话表述是“这个推荐物品和您喜欢

的其他物品相似”。赵太后的故事中，触龙用了类似推荐解释：“派长

安君做人质”这个推荐策略与赵太后曾经采用过的策略（送公主出嫁）

相似。这类解释在各大网站上如亚马逊、Netflix等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它的展现方式常常是一个曾经购买、评论或者浏览物品的列表，列表中

的物品和目前推荐的物品比较相似。研究表明这类方法能够增加系统的

被接收程度。但是这类推荐解释的问题是用户有时可能难以找到物品之

间的关联，另外用户有时可能希望看到一些自己没有购买过的、不一样

的物品。

以用户为媒介的推荐解释用一句话表述是“跟您相似的用户都喜欢

该推荐物品”。在赵太后的故事中，这个与赵太后相似的用户就是宠爱

小儿子的触龙。这类推荐解释展现形式多种多样，生成解释时也往往用

到社交信息。微软研究员Amit Sharma等人对四种社交理由进行了用户

测试，这四类理由是整体热度（2612211位Facebook用户喜欢它）、

朋友热度（您的朋友中有7人喜欢它）、好朋友（张三喜欢它）、好朋友

及个数（张三和其他5位您的朋友喜欢它）。最终发现后两种解释方式效

果对提升说服力效果最好。使用这两种解释方式时，选择一个正确的朋

友非常重要。如果只是随机选择一个朋友，说服力反而会降低。以用户

为媒介的推荐解释与以物品、特征为媒介的推荐解释相比，最能说服用

户对推荐物品进行评估，但是对用户实际使用物品后喜爱程度影响比较

小。如果推荐的物品用户不够喜欢，反而会降低用户的满意程度。

以特征为媒介的推荐解释用一句话表述是“您可能喜欢推荐物品的

这些特征”。在赵太后的故事中，触龙抓住了赵太后最关心的特征—子

孙的长远利益—进行推荐，从而使得赵太后接受了推荐。这类推荐解释

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将推荐物品中用户感兴趣的主要特征进行列举（如下

图）。研究表明这类推荐解释有助于用户准确判断是否喜欢推荐物品，

与前两类推荐解释相比，用户对这类推荐的满意度更高。这类推荐需要

判断物品特征以及用户对不同特征的感兴趣程度，从而找到最适合用于

解释的特征，因此建模粒度更细，也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  以特征为媒介的推荐解释

（图片来自文章：Explicit factor models for explainable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phrase-level sentiment analysis）

除了上述三种推荐解释以外，还有结构化概览式推荐以及对话式推

荐等。其中，结构化概览式推荐将推荐物品用有组织的、可视化的形式

呈现给用户，让用户可以看到各个推荐物品的特性和分布，从而在充分

了解以后做出挑选。对话式推荐是在与用户聊天时进行推荐、解释、收

集用户反馈，有着较高的接受度，也可以很好地解决冷启动问题。这是

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  推荐解释生成方法

刚刚我们谈到了几类推荐解释，其中以特征为媒介的推荐解释建模

粒度较细，模型也日趋成熟。接下来重点介绍一下这类推荐解释的生成

方法。

生成基于特征的推荐解释时，关键是特征的提取。早期的方法借

助一些显式的物品特征，例如事先确定的物品分类、关键词、以及标签

信息。在挑选特征进行解释时，主要是综合两个指标：第一是用户对特

征的感兴趣程度，第二是推荐商品与特征的相关程度。第一点需要非常

了解用户心理，第二点需要对商品进行精确建模，综合两点考虑，才能

像触龙一样击中用户内心。早期方法对这两者分别计算之后进行合并，

从而找出推荐物品以及解释。这类方法的问题之一是特征的可描述性

（Descriptiveness）可能不够。另外这些方法采用的推荐模型还比较简

单，一些精巧的、复杂的推荐系统难以用这样的方法进行解释。

为了解决上面的问题，近期一些工作开始利用网上丰富的评论文本

进行可解释性的推荐。他们的主要思想是从评论中抽取用户最感兴趣的

物品特征，并且将这些特征加入到目前的推荐系统中进行统一建模。其

中一个较新的方法是Explicit Factor Model（EFM）。如下图所示，

这个方法首先利用词级别的情感分析找出用户评论中提到物品的显式

前沿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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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M（Explicit Factor Model）框架

（图片来自文章：Explicit factor models for explainable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phrase-level sentiment analysis）

▲ JMARS（Jointly Modeling Aspects, Ratings and Sentiments）框架

（图片来自文章：Jointly modeling aspects,ratings and sentiments for movie 

recommendation (JMARS)）

特征（Explicit Features，如Screen、Earphone、Battery）及用户

对这些特征的情感倾向（正面或者负面）。利用这个信息，可以构建

用户-特征矩阵X以及物品-特征矩阵Y。这两个稀疏矩阵可以用三个低维

矩阵U1、U2、V进行建模。这里V中每一行记录了一个显式特征的隐式

表达（Latent Representations）。U1（U2）即记录用户（物品）与

显式特征隐式表达之间的关系。除了显式特征以外，还有一些隐含特征

（Hidden Factors）可能评论中没有提到，这些特征用额外的H1、H2

矩阵表示。将U1、H1进行拼接就构成了用户与物品所有特征的隐式表达

之间的关系U2、H2也是类似的。该模型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矩阵拟合用

户-物品的评价矩阵A。

EFM在可解释的推荐系统上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他们的方法将显

式特征的提取和用户评价建模分为独立的两步，可能存在误差累积等问

题。而JMARS模型能够对用户评分、评价以及物品内容进行统一建模，

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该方法的概率图模型如下所示。这里面可观测

量rum代表用户u对电影m的评分，Wumi代表用户u对电影m的评论中的

第i个词。可以看到模型中，代表用户兴趣的隐变量bu、Vu和θu以及代

表电影不同特征的隐变量bm、Vu和θm同时决定了评分与评论中的词，

保证了评分与评论中词的一致性。这个工作还将评论中的词分成多类进

行建模，包括在各个评论中都经常出现的Background Word（Фo）

以及它对应的情感词（Фs）、电影各个方面特征的Aspect-specific 

Word（Фa）及其对应的情感词（Фas）。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每个电影

中出现的Movie-specific Word（Фm），即电影的标题等。这些不同类

的词都可以直接由这一个图模型学习得到。

●   可解释推荐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推荐领域被探索得较少的一个方向，可解释推荐的很多方面值

得研究与探索。目前，我们在考虑从下面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 解释含有深度神经网络的推荐模型。

目前可解释推荐的系统往往是基于较浅层的图模型或者矩阵分解模

型，对于含有深度神经网络的复杂、混合模型的解释能力还不够。我们

在考虑借鉴对深层卷积神经网络进行解释、分析的技术，将复杂、高级

的推荐系统升级为可解释的推荐。

• 利用知识图谱打通不同媒介之间的关联。

现有的可解释推荐所生成的推荐解释往往只局限于以物品为媒介、

以用户为媒介或者以特征为媒介中的某一种，对这三类媒介之间的关联

挖掘得还不够。我们希望能够利用知识图谱，打通这三类媒介之间的关

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其中最合适的媒介对用户进行推荐与解释。

这样，我们还可以产生形式更丰富的推荐解释，例如将用户感兴趣的图

片也进行展示。

• 结合生成模型进行对话式推荐。

目前的推荐解释往往形式是预先设定、千篇一律的（如预先设定

推荐解释是以用户为媒介的）。这样尽管也能根据用户心理举出一些例

证，但是在沟通方式上还过于呆板，离触龙那样话家常式的推荐还有很

大距离。如果能用生成模型让推荐系统“自创”一句通顺甚至高情商的

话，就可以在与用户聊天的过程中进行灵活、多变地推荐解释了。我们

团队已经与微软小冰合作，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为小冰生成音乐

推荐解释。

我们会从这几个方向出发，不断拓展可解释推荐的深度和广度。希

望不久后的某一天，推荐系统都能像触龙那样厉害。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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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用12年的时间让量
子计算走进现实

编者按：

2017年9月25日举办的Ignite大会上，微软展示了拓扑量子

位以及硬件软件生态系统开发方面取得的进展，发布了为驾驭规

模化量子计算机而专门优化的新的编程语言，让开发者能够编写

量子程序，在当前的量子模拟器上调试，并能够在未来真正的拓

扑量子计算机上运行。

在理论物理学家Richard Feynman提出量子计算概念的50

多年后，量子理论正一步步走进现实。微软前首席研究与战略官

Craig Mundie认为，量子计算最终将给万物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二十年前，当Michael Freedman加盟微软的理论研究团队时，他

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天才，他所研究的数学前沿领域被称作拓扑学。

他的工作职责就是继续研究数学，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正是在这种

开放的工作环境下，微软开发出首个拓扑量子位。微软认为强大的量子

位将成为可扩展、通用量子计算系统的基础，这将是量子物理学领域一

次意义深远的突破。

微软负责量子研究的副总裁Todd Holmdahl表示：“我们为一项革

命性的新技术奠定了基础，我非常激动。”在2017年9月25日举办的微

软Ignite大会上，微软展示了拓扑量子位以及硬件软件生态系统开发方

面取得的进展，这些技术将让更多开发者充分利用量子计算的力量。这

些进展包括一种与Visual Studio深度集成，同时适用于量子模拟器和量

子计算机的新型编程语言。

微软构建量子计算生态系统的计划基于Freedman的数学研究领

▲  Michael Freedman（由 Brian Smale 拍摄）

域，以及一个看似神秘的物理学分支——早期研究者曾援引哲学和灵性

概念描述它，后来的门徒在上世纪70年代获得了资助和支持。即使在现

在，专家也用“神奇状态”来描述量子计算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元素。

虽然量子计算让人联想到神秘事物，但是专家认为量子计算有很多

实用的好处，因为它能让科学家在几分钟、几小时内，完成目前最先进

经典计算机用几十亿年才能完成的计算，而这意味着人们可以解答之前

无解的科学难题。研究人员表示，量子计算最终将被用来解决全球社会

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从饥饿到气候变化。

Krysta Svore在微软负责基于量子计算机及量子模拟器上运行的软

件开发工作，量子模拟器能让开发人员在实体机器尚未问世的情况下进

行开发工作。她说：“量子计算机能够对自然进行建模，而通过经典计

算机，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这些流程。”

专家认为，拓扑量子计算机最早的用途之一就是帮助人工智能研究

人员利用机器学习，加快训练算法的劳动密集型流程。

前沿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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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时任微软首席研究与战略官的Craig Mundie第一个

支持Freedman进一步研究量子计算。他认为，如果量子计算能够把

Cortana数字助理算法训练的时间从一个月缩短到一天，这将是人工智

能发展的重大进步。Mundie说：“即使其它保持不变，Cortana的速度

也会提高30倍。”他目前仍深入参与该项目。

对于Freedman来说，看到毕生研究的理论数学模型变成一个能够

解决之前无解问题的真正计算平台，确实“非常激动”。他的大部分职

业生涯都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探索理论数学（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

拓扑节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这引领他完成了心目中人生第一份真正

的工作——构建拓扑量子位。

Freedman说，他很少思考自己的工作可能会产生哪些改变生活的

影响。他说：“许多人问我是什么激励着我？是想要治愈疾病、设计新

材料、保护环境？事实上，跟这些都无关。目前在这个项目中，我唯一

关心的就是让量子计算机运行起来。”

●   从理论到实践

Freedman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微软不只对开发可在实验室展示

的量子计算机感兴趣，还启动了完整的拓扑量子计算系统的交付计划，

包括从能够持续运行需要数万个量子位计算的硬件，到可以编程并控制

量子计算机的完整软件栈。

微软负责量子研究的副总裁Todd Holmdahl表示：“我们在做各种

工作，从物理到控制面板，到运行计算机的软件，到有趣的事情（例如

量子化学）所需的算法，再到个性化医疗和应对气候挑战。”微软甚至

有一个专注于后量子世界密码学和安全性研究的项目，并且正和整个行

业一起准备量子抵抗密码算法。

但微软研究的核心是拓扑量子位。

12年前，当Freedman找到Craig Mundie，想让他支持自己的量

子计算理念时， Mundie说，量子计算有些低迷。

多年来物理学家一直在谈论开发量子计算机的可能性，努力开发

一个拥有足够高精确度的有效量子位，以便在开发真正可行的量子计算

机中发挥作用。对于那些仅使用最低精确度的物理量子位的研究人员来

说，大约需要1000个物理量子位才能组成一个“逻辑”量子位，这种量

子位非常可靠，足以用于任何真正有用的计算。问题在于，量子位非常

挑剔。即便是最轻微的扰乱，它们也会“散开”，用外行话来说，就是

它们不再是可用于计算的物理状态。

Freedman表达了他一直以来探索的量子位理念，即拓扑量子位会

变得更加稳健。因为它们的拓扑性质会使其更加稳定，且能提供更多固

有的防错能力。根据定义，物质的拓扑状态就是电子可被分解、并出现

在系统不同地方的状态。一旦电子被分解，就很难被干扰，因为你必须

改变所有存储在不同地方的信息。

作为一位资深超级计算机设计师和软件工程师，Mundie立即表示

他接受了量子位的理念。因为量子位更强健，并且也有内置容错功能。

它将使设计一台可扩展、有用设备的任务变得更容易。他说：“计算本

身已经改变了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我意识到，如果创造出能够改

变这些基本构建块的新型计算，就能够完成过去五六十年才能完成的计

算。”

●   一个完整的堆栈

在Mund ie支持下，Freedman在加州圣巴巴拉建立了一个

实 验 室 ， 开 始 招 募 全 球 最 杰 出 的 凝 聚 态 物 质 和 理 论 物 理 学 家 、 材

料 学 家 、 数 学 家 和 计 算 机 科 学 家 ， 一 起 构 建 拓 扑 量 子 位 。 团 队 现

在拥有许多著名的量子专家，他们以员工身份加入微软，包括Leo 

Kouwenhoven、Charles Marcus、David Reilly和Matthias Troyer。    

微软前首席研究与战略官 Craig Mundie 把测量线连接到一台量子设备上▲  ▲  

前沿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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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建完整的计算平台基础设施，微软还同步开发用于拓扑量子

计算的构建块、软件和编程语言。

在Ignite大会上，微软宣布了开发完整堆栈的最新里程碑—— 一种

专为开发者设计的新的编程语言，能够开发应用软件，在当前的量子模

拟器上调试，并能够在未来真正的拓扑量子计算机上运行。

Svore表示：“目前在模拟器中运行的代码，未来也可以运行在我

们的量子计算机上。”这些新的工具是专为那些计算机技术前沿的开发

者而设计的，他们也是机器学习以及其它人工智能技术的早期采用者。

即使不是量子物理学家，也可以使用。

新的编程语言与Visual Studio深度集成，包括进行经典计算（例如

调试和自动完成）所依赖的各种工具。Svore说：“它不应与他们已经

在做的东西有太大差别。”

这套工具将在年底前提供免费预览版，函数库和教程，以便开发人

员熟悉量子计算。它的设计便于更高的层次上的抽象工作，没有量子计

算专业知识的开发者也能真正调用量子子程序，或者写指令序列，最终

编写一个完整的量子程序。开发人员即日起可注册参与微软量子计算社

区。

个人用户在可以模拟最多需要30个逻辑量子位能力的问题，而使用

Azure的企业客户可以模拟超过40个量子位的计算能力。

在量子计算中，功率随着逻辑量子位数量的增加呈指数增长。一个

逻辑量子位就是算法层面上的量子位。每个逻辑量子位在硬件中都由一

系列物理量子位来表示，以保护逻辑信息。微软的方法是通过更少的拓

扑量子位开发一个逻辑量子位，使其更容易扩展。

Svore表示，拥有一种能在模拟环境中使用的编程语言的关键优势

在于：它能帮助那些有兴趣使用量子计算机的人解决问题，更好地了解

如何利用量子的能力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一旦量子计算可用，将加快

利用量子计算的能力。 

▲  Krysta Svore，在微软负责基于量子计算机及量子模拟器运行的软件开发工作

▲  量子位，必须在非常寒冷的温度下创建并运行。研究人员使用一个稀释冰箱，把

●   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

即使拓扑量子位预计比一般的量子位更强健，但它还是相当脆弱。

保护它免受外界干扰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放在非常非常寒冷的地方。

微软量子计算部门架构师Douglas Carmean带领的团队致力于开

发一个让量子位能够在近乎绝对零度（或30毫开尔文）条件下运行的系

统架构。这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甚至比宇宙深空还要寒冷，但它能

让在室温中工作的人和计算机进行通信。

研究人员也许通过一个量子位在一个完美的实验室中取得进展，但

Carmean希望创建一个让程序员使用的能计算数万个逻辑量子位的系

统。他说：“我的工作职责就是把理论学家和实验学家展示过的东西再

做一次，然后在有用的形式中复制数百万次。”

●   漫长旅程的开始阶段已经完成

量子计算专家往往会强调两件事，一是，他们看到的拓扑量子位最

好的使用案例就是开发更好的量子计算技术；二是，这种工作的最大的

乐趣就是你无法预测它会产生哪些难以置信的进步。

12年前，Mundie第一次支持Freedman的研究工作，当时他就预

见——到某一阶段，量子理论将转化成工程。

在Richard Feynman提出量子计算理念的50多年后，Mundie正展

望量子经济。他相信，这种新型计算将创造一种经济形态。就像经典计

算改变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样，他认为量子计算最终将给万物带来革命

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开始于化学、材料和机器学习。

Mundie说：“70年来，第一次我们想要构建一个完全不同的计

算系统。这不是一次增量升级或改进，而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新事

物。”

前沿求索

量子设备插入一个“冰球中”，随后它将被冷却到毫开氏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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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头海鸥 里海燕鸥

基于递归注意力模型的
卷积神经网络：让精细
化物体分类成为现实 

如今，计算机视觉领域常见物体的图像识别和图像分类对大家来说

已不再陌生，但提及精细化物体分类，或许不少人还不太了解。我们先

放点图来一起感受一下精细化物体分类的“威力”。

大家先看看这两张图是同一种鸟吗？

先别急说答案，看了下面两张局部高清图再做决定。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看起来整体外观十分相似，但细节特征

反映了它们的差别。

最后一届ImageNet榜单中，最新的模型在图像分类任务上已经达

到了top-5结果预测错误率2.3%的水平。然而尽管分类精度如此之高，

但由于类别不够精细化（注：ImageNet竞赛包含常见的1000个物体类

别），使得这些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无法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常见物体的类别（比如：

计算机、手机、水杯等），但如果进一步去判断更为精细化的物体分类

名称，比如去公园游览所见的各种花卉、树木，在湖中划船时遇到的各

种鸟类，恐怕是专家也很难做到无所不晓。不过，也可见精细化物体分

类所存在的巨大需求和潜在市场。

太平鸟 雪松太平鸟 百合 萱草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傅建龙

前沿求索



19

虽然精细化物体分类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同时也面临着艰巨的

挑战。如下图所示，每一行的三种动物都属于不同种类，但其视觉差异

却非常微小。要分辨他们，对于普通人来说绝非易事。

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精细化物体分类问题，其实形态、轮

廓特征显得不那么重要，而细节纹理特征则起到了主导作用。目前，精

细化分类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类：

• 基于图像重要区域定位的方法。该方法集中探讨如何利用弱监督

的信息自动找到图像中有判别力的区域，从而达到精细化分类的目的。

• 基于图像精细化特征表达的方法。该方法提出使用高维度的图像

特征（如：bilinear vector）对图像信息进行高阶编码，以达到准确分

类的目的。

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最近，微软亚洲研究院多

媒体搜索与挖掘组的研究员们通过大量的实验观察以及与相关领域专家

的讨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将判别力区域的定位和精细化特征的学习联

合进行优化”的构想，从而让两者在学习的过程中相互强化，也由此诞

生了“Recurrent Attenti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RA-

CNN，基于递归注意力模型的卷积神经网络）网络结构。这种网络可

以更精准地找到图像中有判别力的子区域，然后采用高分辨率、精细化

特征描述这些区域，进而大大提高精细化物体分类的精度。该项工作在

CVPR 2017（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上应邀做了报告分享。

从开篇的几张局部高清图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有判别力的区域

对精细化物体分类的巨大帮助。其实，这样的情况在精细化物体分类问

题中非常普遍。看似相似的两张图片，当我们把有判别力的区域放大后

却发现大相径庭。而“RA-CNN”网络则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特点，通过

将不同尺度图像的重要区域特征融合，以确保重要信息充分发挥作用：

有用的信息不丢失，同时噪声得到抑制。

只需输入一张图片，“RA-CNN”便可自动找到不同尺度下的有判

别力区域：下图中蓝色部分是分类子网络，它们将多个尺度的图片用相

应的卷积层提取出特征后送入softmax分类器，再以类别标签作为监督

对卷积层和分类器参数进行优化，当最终分类时，将各个尺度的特征拼

接起来，用全连接层将信息充分融合后进行分类。

下图中的红色部分则是定位子网络，其输入是一张图片的卷积层

特征，而输出的是这张图片有判别力区域的中心坐标值和边长。定位子

网络以层间的排序损失函数作为监督，优化下一尺度的图片子区域在正

确类别上的预测概率大于本尺度的预测概率，这样可以促使网络自动找

到最有判别力的区域。有了重要区域的坐标，再对原图进行裁剪和放大

操作便可得到下一尺度的输入图片，而为了使网络可以进行端到端的训

练，研究员们设计了一种对裁剪操作进行近似的可导函数来实现。以下

是“RA-CNN”在三个公开数据集上找到的有判别力区域的例子及对应

的分类精度：

看到这里或许你对“RA-CNN”精细化物体分类问题的解决原理及

其效果有了一定的了解。若想了解更多技术细节，查看该CVPR 2017论

文，同时你也可以下载微软亚洲研究院推出的智能识别应用——微软识

花，亲自体验精细化物体分类技术的独特魅力。

扫描二维码

下载微软识花

扫描二维码

阅读论文

前沿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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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微软“编程之美”挑战赛可谓是一场编程技术较量的饕餮盛

宴。今年的大赛围绕人工智能的新一代核心革命“对话式人工智能”展

开，参赛选手们以“微软机器人框架（Microsoft Bot Framework）”

为技术平台，利用“微软认知服务”发挥热情与想象，为各自所在院校

打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能提供学校相关信息服务的智能对话机器人。

走过暮春迈入初秋，经过资格赛和初赛的层层选拔，最终，8支队

伍从最初来自168所高校的1118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在8月15日这

一天登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分别由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

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的26名选

手组成。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周明博士揭开了此次决赛的序幕，他在

致辞中欣喜地说到：“在我看来，通过此次‘编程之美’历练的各位选

手们已经在自然语言领域成功地做成了第一件事。这是伟大的一步，是

你们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序曲。”

●   AI小将：前沿技术得心应手

随后，面对8位来自微软以及产业界和学术界的自然语言理解和聊

天机器人领域的专家评委，选手们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却火花四溅的巅

峰对决。然而每个团队都各展所长，从作品展示到犀利技术问题应对，

同学们精彩的表现让人赞叹不绝。

今年决赛的冠军团队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交小通”团队。他们

的对话式机器人（bot）与队名一致，都叫做“交小通”。

“交小通”bot以上海交大的游客与学生作为目标人群，定位为上

交大校园百科、学习助手和生活助手。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团队成员使

用了必应搜索API、Azure Cosmos DB、LUIS（语言理解智能服务）

等十项微软技术，并将整个项目分为三大模块——Web、Bot及Data，

可以为用户提供校园知识问答、考试查询、课程提醒、出行导航、美

食推荐、即兴闲聊等功能。而为了实现更自然的交互和更多样的互动形

2017“编程之美”
终章：AI之战勇者为王 

式，“交小通”团队还全面利用了微软认知服务中的语音识别、文本转

换和声纹识别功能，为其智能校园对话机器人增加了语音模块。

武汉大学“樱花下迎风奔跑的珞珈少年队”，无论是队名、演讲

PPT，还是其作品bot，全部都洋溢着浪漫的气息。他们直截了当地将其

bot取名为“武大小美”，从六个“最美”引出了六大功能：武大基本

信息查询、天气查询、校园游览路线查询、图片场景识别、吃喝玩乐推

荐和最美景物照评分。在决赛现场，团队成员以“角色扮演加小剧场”

的形式，绘声绘色地演绎出了如何通过“武大小美”让学生和游客了解

武汉大学的校史现状、景点及周边。此外，“武大小美”还可以智能推

荐校园内两点之间最短与最美路线、智能识别照片中的建筑与美食、智

能打分用户上传的照片等。武大同学大胆而创新的展现形式，为决赛现

场紧张的气氛增添了一抹轻快之色。

北京邮电大学的“哆啦AI梦之队”所完成的作品“小Dora”则是一

款立足校园，以自然语言对话方式与用户进行交互，根据用户需求生成

用户画像，利用信息检索、机器学习等结合微软技术帮助用户快速获取

信息的对话平台。利用微软机器人框架（Microsoft Bot Framework）

结合LUIS（语言理解智能服务）和微软认知服务技术，以北邮人论坛等

数据源为基础，“小Dora”支持文本、图片、语音三种输入方式，实现

了“校园助手”、“实习招聘”、“王道姻缘”、“失物招领”四大功

能，力求解决北邮人找信息、找工作、找对象、找东西等实际诉求。在

决赛展示时，“哆啦AI梦之队”的队员示范了如何用“小Dora”通过发

照片、人脸识别、图像匹配来帮助用户实现脱单，精美的界面以及解决

实际需求的立足点让“小Dora”显得别具一格。

●   Demo环节：回味校园场景，体验缤纷功能

除了精彩的答辩展示，2017微软“编程之美”挑战赛还设立了

Demo环节。选手们自信满满地向络绎不绝前来体验作品的观众介绍着

他们各自团队的作品。作为唯一一支高中参赛队伍，来自深圳万科梅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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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MA队在Demo环节向体验者进行讲解

▲   选手与导师/老师合影

书院的VMA队特别受邀参加了此次决赛的展示。他们根据自己学校的

实际情况与需求，开发出了汇集学校信息查询、成绩系统查询、校园地

图显示、语音登陆与输入四项主要功能的bot，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

通过闲聊来跟bot“说段子”。不仅如此，VMA团队的bot更是结合了

HoloLens来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的服务，而这项功能也吸引了众多现场

观众前往体验。

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的另一支团队——Mayday队所打造的校园百

科“小邮”也在Demo环节吸引了不少体验者驻足。“小邮”不仅可以

帮助用户查询学习情况、教室使用情况，还能帮助同学们检索图书信

息、借阅图书，更有意思的是它还可以结合使用者的健身、饮食、睡

觉、学习等情况，为其绘制个人画像，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以帮助学生

们更高效地进行学习。队长李思珍介绍，为了能支撑“小邮”设计功能

的实现，团队的三名同学在有限的时间内打造了一个坚实的数据基础，

包括定义在LUIS中的10个entity，36个intent，定义在QnA Maker中

的391个Q&A，605个feature，1131个utterance，以及8487条图书

信息，12392个图书标签等等，他们希望在未来能有机会和条件使“小

邮”可以真正地服务于北邮的师生。

“在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迅速更迭的时代，用户体验早已成为技术

及产品是否能够成功的最重要一环。我们设置demo互动环节，就是为

了把真实市场的用户模拟加入到‘编程之美’大赛中，让前来体验作品

的观众都能参与作品的用户体验评审。同时，希望我们的选手从大赛中

不仅可以收获技术的成长，更能收获用户的反馈，不忘初心，让编程和

技术服务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也编程之美的美之所在。”微软亚洲研究

院学术合作中国区经理马歆说。

●   颁奖典礼：导师助力，感恩收官

微软“编程之美”挑战赛的设立是为了成就无数年轻挑战者去实现

梦想，但每一个梦想的背后都需要艰辛的付出和努力。微软亚洲研究院

副院长张益肇博士在颁奖典礼的致辞中提到：“四个多月的大赛历程，

考验的不仅是选手的才智和技能，更考验的是选手们的意志和努力，每

个能站在决赛舞台上的团队都是最棒的！”

此外，2017微软“编程之美”挑战赛与往届不同的一大创新就是

“导师制”，即给每一个决赛队伍配备两名微软导师。对于这一模式，

选手们都感到受益匪浅。东北大学的同学在八月初碰到了开发瓶颈，不

知所措中，他们来到北京与导师面对面进行了沟通，从技术实现到工程

分工，导师的耐心指导让他们茅塞顿开。在颁奖典礼上，决赛团队成员

纷纷登台向自己的导师致以最真挚的感谢。

本届大赛特别奖之一“Ada奖”，颁发给了单枪匹马挺进决赛的中

山大学的吴璐璐同学，在领奖时，她说：“备赛的过程中我经常每天16

个小时地轮转，这期间我的导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某天晚上快十二点

了，我在微信问了导师一个问题，问完才发现自己忽略了时间点，但是

微软的林梓佳研究员很快就回复了我的问题，指导我如何安排优先级实

现功能、如何使用微软认知服务以及如何按照POC的思维实现整个项目

等等。我很感激他。”

●   编程之美：AI之战，勇者为王

虽然大赛结果有名次之分，但在“编程之美”的舞台上没有输赢

之别。AI之战，勇者为王。每一个在大赛中尝试用代码谱写AI乐章的选

手，都将是明日熠熠生辉的耀眼辰星。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潘天佑博

士在决赛当天说：“八支进入决赛的团队，历经重重考验终于为自己的

学校打造出了充满回馈之情的智能对话机器人，这样看来，比赛结果也

许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些优秀的作品。我们希望未来这些对话

机器人能够有机会在学校里真正投入使用，让它承载的AI与爱流传。”

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正式提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到2017年的今天我们站在人工智能的风口，六十余年的岁月里人类世界

产生了众多创新与变革。本届微软“编程之美”挑战赛将AI化为命题，

希望与所有参赛选手一起走向未来。尽管大赛已圆满落幕，但“编程

之美”的故事仍将继续，故事中的每一人也都将重新背上行囊，继续向

前、迎风奔跑。

正如Bill Gates在今年六月份给2017届毕业生分享的人生功课中所

说，如果他重新出发，寻找同样能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的机会，他会考

虑的第一个领域便是人工智能。探索人工智能，依旧路漫漫其修远兮。

尽管如此，仍希望我们把握美好时光，坚持自我，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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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5月举行的微软年度开发者大会Build 2017上，微软发布

了全球首款分布式多模型数据库服务Azure Cosmos DB，这一全新开

发的数据库服务能够支持全球规模的云服务与数据密集型应用——从物

联网到人工智能到移动计算——它能提供惊人的高性能、容错能力以及

对各种数据类型的广泛支持。Azure Cosmos DB是全球第一个提供分布

式图数据库的服务，其中负责处理图的数据库核心，来自微软亚洲研究

院主管研究员陈亮。

陈亮2012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2017年他迎来入职五周年的纪

念。五年不算长，也许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只能算浅尝滋味，但这1825

天的拼搏奋斗，骤然想起也还是令人感喟丛生。陈亮说，加入微软亚洲

研究院五年，现在依然觉得它是国内“独一无二的研究机构”。因为微

软亚洲研究院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为研究员

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可以自由实现梦想的环境。

●   研究哲学：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

从陈亮的履历看，他可算作是“典型”研究员——本科、硕士都在

清华大学，随后去了美国，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读完博士之后，飞回

大洋彼岸，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

因为喜欢研究这件事，陈亮很早便立志，未来要将科研作为毕生的

事业。博士毕业后，他面临很多选择，但没有过多的考虑，他便离开了

美国。一是作为北京人的他“恋家”，二是觉得中美之间的学术差距在

不断缩小，尤其是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团队合作、研

究机制、学术课题都与美国几无二致。

而微软亚洲研究院更吸引陈亮的，还有它为研究与应用的平衡所

提供的环境，即便是在微软的全球几大研究院中，这一点都属于非常特

别的存在。早在读博士期间，陈亮便观察到，很多学术机构的研究都与

实际应用有些脱节，更偏重于理论；而在企业的研究部门，虽然拥有更

四力合一，独立思考是
研究的“秘密武器”  

多的业界资源，却经常受企业自身平台和短期利益所限。微软亚洲研究

院却把这两条道路联通到了一起，将看似对立的两点有机结合，相互促

成、转化统一。

说到研究的哲学，陈亮表示：不想仅仅只做研究，同时希望可以做

出产品原型，并真正能够使用起来。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经常是等

着工业界的慧眼去挖掘、使用；相比于此，陈亮更愿意自己将研究成果

转化为实际产品，在某个地方派上用场。

●   从“乖学生”到独立思考的研究员

陈亮经常跟他的实习生们说，要避免盲目地跟随，一定要学会独立

思考。从事科研这些年，陈亮发现不少人都喜欢追随业界大牛的脚步，

跟着他们的方向和路线行进。然而往往那些厉害的研究成果都是研究

人员独立思索出来的。当然，陈亮并不是鼓励研究员和学生们要推翻各

种“大多数”定论，去跟所有人吵一架，而是希望大家都能有独立思考

的能力，不要被主流意见牵着走。

在美国读博士的经历，一直让陈亮印象深刻。刚开始读博时，他是

一个不折不扣的“乖学生”，老师布置什么就做什么，老师想研究什么

就跟随什么，一副典型的中国好学生模样。但后来他发现老师对自己并

不是很满意，并逐渐意识到，老师希望他能提出自己的想法，自己去主

导和推动研究项目，所做的所有事情要对自己负责。

从那时开始，陈亮的独立思考能力大为提升。事实上，就独立思考

这件事来说，环境的支持也异常重要，在一个绝对服从权威的地方，很

难培养和坚持独立思考的能力。相反，只有在相对宽松的环境，既可以

做自己想做的研究方向，也可以去寻找资源支撑自己，才更有利于独立

思考能力的养成。

此外，陈亮还分享了他总结的两个“力学转化公式”：从“创新

▲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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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到“影响力”以及从“理解力”到“创造力”。

●   从“创新力”到“影响力”

本着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的研究哲学，以及坚持独立思

考的研究风格，陈亮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低调地埋头做研究，一做就是三

年。眼看着周围有同事开始发论文、出成果，他并不着急，而是随着自

己的节奏一步步往前走。

陈亮想做的是一个可以处理图的数据库。传统数据库是表格形式，

无法处理图中的点、线、面等元素，虽然业界也有一些团队做出了可以

处理图的数据库，但基本都是重新写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数据库的软

件。而陈亮却想，为什么必须要重写一个数据库？为什么不能在现有产

品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创新，去实现这最关键一点的突破和飞跃？

陈亮先是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去思索其中的差距，思考可以用什么方

式去弥补，并搭建了模型，验证了自己想法的可行性。之后，他找到一

个已经相对成型的产品——Azure Document DB，这样就不必为了搭

建一个完整的产品而必须去做那98%大家都已经做得相当好的工作，只

需要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对图的处理上即可。第一年，有一个实习生帮他

一起做，第二年有两个实习生，第三年有三个实习生。

在这个过程中，微软亚洲研究院每年一度的TAB（Technology 

Advisory Board）内部会议上，陈亮有幸获得了两位图灵奖获得者的点

评。他们对陈亮的这个项目未置可否，因为对于大师而言，这算不上是

一个“Big Idea”。但是陈亮自己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方向，他就这

么没有任何波澜地坚持了三四年。

就在2017年5月，陈亮的研究成果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它

成为全球首款分布式多模型数据库服务Azure Cosmos DB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并成为全球第一个Graph Database as a Service（图数据库

即服务）。

通过这个项目，陈亮想说，未必所有创新都是颠覆式的创新，对

已有系统的改进也是创新，它们都是“创新力”的体现。研究人员要做

的就是基于自己的积累和理解去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坚持到底。其

实，一些小的创新也可以像蝴蝶效应一般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   从“理解力”到“创造力”

介于研究界和工业界之间的陈亮，既懂得研究所需要的独立思考，

也逐渐了解到做产品、做工程更需要团队的协作与沟通。在与微软总部

Azure云产品团队合作的过程中，他发现无论是多么资深的产品人，都

非常的谦逊和专业，每个人不仅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也很了解别人的

工作重心，合作起来顺畅且高效。

在这样的环境下，陈亮也感觉大有收获，例如他比从前更善于倾

听，遇到跟自己相左的看法时不是第一时间去反驳，而是耐心记下来，

站在别人的视角去看问题的根源所在，这样不仅能解决问题，有时还能

碰撞出新的火花，并加深了产品部门同事对研究的理解。

与产品部门的深入合作，也让陈亮可以更加敏锐地把握产品及行业

的未来发展趋势，形成看得更高、更远的大局观，虽然这样的优势要在

10年、20年甚至30年之后才能显现，但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陈亮说，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跨学科、多领域的合作已逐渐成为

日常，这样的沟通和做事习惯无疑会让自己受益无穷。

一个团队共同探讨一个问题，“理解力”是基础，不同的人可以贡

献出不同的观点，同时每个人又都会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这就有了碰

撞，而在碰撞的过程中，“理解力”就转化成了“创造力”。其中既有

共性也有个性，则将所有人独立思考的想法融合到一起，解决方案不知

不觉就会浮现出来。

陈亮觉得“能够做研究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而对于跟他一样

想要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年轻人，陈亮分享了他的几点建议：

•   保持质疑权威的习惯，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  与他人协作时善于倾听，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帮助他人成功；

• 做研究是一种特权，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忙碌

的日常工作中有相当多的自由时间去思考、去探索。如果可以加入研究

院，一定要珍惜和感恩这个机会。

 

扫描二维码

访问Azure Cosmos DB

▲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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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与微软：
携手同舟二十年，共创
AI新辉煌 

编者按：

2017年9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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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雅图举办的第二届北美

清华校友大会暨创新高峰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从比尔·盖茨到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们，清华大学的标签在研究院内日益深

刻，打下了独特、永恒的烙印。

从技术合作到人才培养，清华大学和微软始终紧密相连，在

已经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里，双方将继续携手同舟，共创辉煌。

以下为沈向洋博士分享的精简版文字整理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在这里讲一讲与清华的感情。

请先允许我在这里代表我们西雅图所有的清华校友欢迎大家来到西雅

图！

首先我想在这里感谢清华大学这么多年来对微软的支持，特别是在

过去20年里，我们见证了很多共同奋斗、共同欢喜的时刻。大家都知

道，1998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当时成立的原因是1997年比

尔·盖茨来到清华大学，见到我们的学生后非常感动，觉得中国有很多相

当优秀的人才。随后在1998年，我们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中关村成立了

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来叫微软亚洲研究院。

2007年，比尔·盖茨先生被清华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成为了我们

大家的校友。盖茨一直以来都和清华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就在昨天

我也有幸和清华大学的邱校长共同讨论了未来微软和清华可以一起发展

的机会。

▲   比尔·盖茨被清华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而我们新的CEO，Satya Nadella在上任后半年也到清华大学进行

了访问交流，他再三跟我说他肯定考不上清华，所以到清华走一走也是

不错的。现在，Satya也是我们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一员。

▲   微软CEO Satya Nadella在清华大学进行访问交流

作者：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 沈向洋 

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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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第一站就来到了西雅图，非常高兴

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邱校长也一起来到了这里。期间，习主席祝贺我们全

球创新学院（Global Innovation eXchange lnstitute，简称GIX）的成

立，并向我们赠送了一棵水杉，寓意我们要茁壮成长。能够有这样的机

会我们非常的激动和荣幸。

▲ 习近平主席向全球创新学院赠树仪式

这么多年来，微软和清华大学的缘分其实处处都有体现。微软每年

在中国都会举办一个大型学术活动——二十一世纪的计算大会。这个活

动一共做了十几年，其中有4次都是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所以非常感谢清

华大学对微软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对清华的感

谢仅仅留在嘴上，所以微软也用实际行动表示了我们对清华的感情，在

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微软搜索引擎必应（Bing）连续七天以清华校园美

景作为主页，而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

因为我在微软负责人工智能和微软研究院方面的工作，所以接下来

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微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最新进展，特别是分享我们

几个清华校友在工作中所做出的非常了不起的科研成果。

今天大家都在说人工智能，好像不提人工智能就会落后。人工智能

能够发展到现在主要有三个原因，我一直讲叫“两大一精”，大数据、

大计算和精准算法。首先我来介绍一下黄学东学长在微软的工作，他是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硕士，现在是微软语音和对话研究团队负责人。黄

学东博士在微软二十多年来一直在钻研语音识别，近几年取得了非常优

异的成果。

去年十月，黄学东博士及其团队把语音识别的系统错误率降到了

5.9%，当时大家觉得这已经是接近人类的水准了。然而，今年八月他

们团队把错误率再次降低到了5.1%，这是可以完胜专业速记员的误差水

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突破。

我们的另外一个校友张冬梅，原来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现在是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目前，人工智能其中一个重要的应用方向就是

数据，微软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叫Power BI，主要是做数据分析的。但

是我觉得这里面更加有趣的事情就是通过数据讲故事，而在这方面张冬

梅的团队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

接下来再介绍两个更加有趣的工作。一个是我们的校友何晓东，

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现在在微软研究院做基础研究。晓东有一项

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叫做图像标注（Image Caption），它不仅可以做

到确定和识别图片中的物体，而且还可以描述这张图片到底是怎样的内

容。这项工作中包含非常多的处理，晓东所做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出色。

如今，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和数据分析方面的进展都非常显著。

接下来，我想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另一位校友李笛正在负责的项目——

聊天机器人微软小冰。现在微软小冰已经在全球有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聊天机器人对人工智能而言非常重要，其实智能有三个阶段：回答问

题、问问题和进行对话。比如，我们说这个孩子聪明，我问他一个问

题，他可以给我一个答案，所以说这个孩子很聪明。但是我们也知道一

个孩子真的很聪明的话他是会问问题的，所以第二步是问问题。而第三

步真正的智能是在对话之中。如果你能够进入一个长期的对话过程，那

就说明你对整个环境、整个场景等各方面很了解。

现在，微软小冰在中国的对话平均可以到23轮，所以它的智能程

度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最近，小冰还化名在各大媒体上发表了很多诗

歌，人工智能写诗一时间轰动全国，后来我们还做了一本小冰诗集——

《阳光失了玻璃窗》。小冰上线12个小时就和人类一起写了22万多首

诗，远远超过我们过去20年里所发表的诗的总和。而且这些诗歌并非是

随意拼凑的作品，能够写到这样的水准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荣幸这么多年来能够和清华大学一起合

作。2003年，我成为了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十多年里我一共收了十

个博士生，参与了五门课的教授，包括我自己以教授名义开设的两门课

程，我也非常高兴未来能和清华大学继续我们的缘分。

最后，再回到我们的校友比尔·盖茨先生身上，其实我很喜欢跟盖茨

一起工作的这段经历。我在微软的21年里经常和盖茨交流，我很喜欢他

说的一句话，“大多数人都会高估一年能做什么，但是所有人都会低估

十年能够做什么”。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线性的思维方式，但如果你

真正找对了方向，做对了题目，你的成长实际上会是指数级的，所以我

们一直以这样的方式来寻求发展、思考未来。

在此，由衷祝福清华大学越来越辉煌！

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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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期智：“兴趣指向+
技术保航”，实现科研
影响力的小目标 

编者按：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项目是否能够在业界产生影响力以

及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力，是每一位研究员必须思考的命题。

近日，图灵奖唯一华人得主、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

姚期智教授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博士生论坛，以个人经验为例与

同学们分享了如何才能做出有影响力的研究，并对各位青年学子

给出了自己的科研建议。博士正当时，紧握年轻的力量，为成为

更优秀的人做足准备。

▲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教授

以下为姚期智教授分享的精简版文字整理

每年我们写的各式各样的论文不计其数，然而其中真正具有业界影

响力的却少之又少。事实上，每一位科研人员心中都会有一个有关科研

的“小目标”，希望能够做出兼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科研项目。那么什

么是有影响力的研究？其实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目前所处的阶段。

此外，个人兴趣和研究偏好也会对一个人的研究选择产生深远影响。

在研究生涯的起步阶段，如果你心中萌生出了想做有影响力的研

究的强烈意愿，那么可以针对你研究领域中的某一特定研究主题进行深

入研究，并尽可能做到最好。如果你的论文能够被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录

用，你将有机会结识业内的顶级专家，与他们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有一

些人会选择在广泛的领域内多做涉猎，被计算机领域甚至物理、化学等

其他学科的科学家认可，让自己的科研成果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社

会的发展。每一种类型的研究工作都同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价值，你

需要根据自己目前所处的阶段和个人兴趣来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

●   影响力三步法：要好奇、做准备、抓机遇

研究的影响力体现在不同层面，但无论你期待做出何种有影响力

的工作，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希望大家向有名望的科学家虚心学习。

做研究并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定式，需要你在不同的模式中

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式。同时，做研究也没必要追求绝对的独创性，不

必“重复造轮子（reinvent the wheel）”做无用功，而要利用现有的

资源和前人的智慧去创新。

那么，如何才能做出有影响力的研究呢？

首先，保持对科研的好奇心和对探索的欲望，以及追求自我极致的

野心。人的一生要面临无数的抉择。面临抉择时通常无比困难，但不要

只把目光放在当下，设想5年后会不会为今日的决定感谢自己，你的心

中就会浮现出清晰的答案。当初我放弃在美国的平静生活回到祖国，组

建全新的研究团队并创办交叉信息研究院，很多人其实都表示困惑和不

解，但当时我心里非常清楚这就是我想要的。

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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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你需要为成为更优秀的人做足准备。一个人应该在年轻的

时候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更应该尝试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尽管

为自己打上“顶级专家”标签的快捷方式是专注在某一特定课题进行深

入研究，并做到世界最好，但这种方式未必可以让你走得最远，因为今

天最热门的课题，未来不会永远热门。在我个人看来，多领域、跨学科

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计算机领域的青年研究者应该找机会去尝试一些

诸如经济学、物理学等与计算机相结合的项目。在过去，“两耳不闻窗

外事”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课题确实可以做出非常有影响力的工

作，然而在未来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有巨大影响力的研究应

该会发生在计算机与其他领域的交叉点。

最后，即使所有准备到位，只有抓住合适的机遇才能实现质的转

换，因此预判能力格外关键。你需要时时刻刻了解研究的风向标，并及

时做出判断。准确的判断基于坚实的知识储备，然而最终是否要迎头而

上，还是取决于你是否真正感兴趣。机遇往往与风险共存，如果所有人

都认为选择某个方向的研究安稳无虞，那也就不能称之为机遇了。抓住

机遇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可能是开创一个新领域，可能是在开

创之后做一些奠基性的工作，也可能是提出一个其他人持保留意见的新

方向……做研究本身就是技术和兴趣的结合，你必须洞察自己内心的喜

好，从而做出理智判断。

●   科学家：大梦想家＋大魔术师

萧伯纳曾说过：“有人注目于已有之物而寻根究底，我却梦想前所

未有之事而渴望成真”。这句话用来形容科学家恰得其分。世界上有两

类科学家，一种科学家观察世界，他们发现问题，继而在钻研中探寻宇

宙的无限奥秘。另一种科学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诸多法则熟稔于心，

他们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些法则实现进步。无论是哪一种科学家，

他们都会产生魔术般的深远影响，不仅会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会

改变人类的历史和文化进程。

科学家需要做一些不可能的梦。一百多年前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

时候，没有人相信人类可以飞上天。13年前我回国，并在6年前成立量

子实验室，研发量子计算机，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有什么

用，但是等到我们国家将量子计算列为重要研究方向时，我们的实验室

已经站在世界前列。所以说，要做一些看似不可能的梦。比如，如果你

无需知道用户的问题，就能先人一步给出答案，那么你就可以颠覆目前

所有的搜索引擎。

科学家应该选择一些能够影响一个领域长远发展的课题，而这通常

是热门领域内的冷门方向。举例来说，目前人工智能很火，很多人都在

从事相关的研究和工程工作。工程性的工作自有其价值，但是未来5年之

内，我们更期待的是在最基础的层面取得真正影响深远的突破，这样才

能保证这个领域的活力和长期发展。

给青年科学家的几点建议：

•  立志高远，保持对研究的野心和欲望。

•  时刻保持好奇心，敢于提问，敢于质疑。

•  不断超越自己，做到极致。

•  明确自己的兴趣和长处所在，终身学习。

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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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诚对话微软洪小文：
资本请慎重，AI还是个
小学生！

和已经成为华人商业领袖的师兄李开复不一样，洪小文的言行举

止，无时不刻不在提醒人们，他依然是一名科学家。虽然，他所效力的

公司，是一个叫做微软的商业帝国。

正因此，在回答《艾问人物》提出的，关于当下最为火热的人工智

能的问题时，洪小文的答案谨慎得让那些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人们过于失

望了。他们期待的，热播美剧《西部世界》里那种上帝视角的旅行，有

生之年都难以出现。

●   AI能否取代人类？

同样没有电视剧中的剧情，洪小文从来不和自己的两个女儿谈及人

工智能的新动态，尽管，她们的年纪，对机器人有着天然的好奇，而她

们的父亲，众所周知是这个星球上，在这个领域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

在最近几年间，被广为人知的，还有微软在人工智能领域“破釜沉

舟”般的决心：在2016年10月份成立的人工智能事业部里，微软已经将

相关研究、产品等部门都整合进入了这一体系。这其中，就包括曾经被

称为“世界上最热的实验室”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洪小文，正是这个研

究院的院长。

这难免让人疑惑，一个成就巨大的父亲，为什么不愿和他的孩子们

分享自己工作的乐趣？“当你真正了解技术，就不会把技术太当回事，

大家有时候把它吹的太过分了。”典型的科学家式的回答，给“AI迷”

们迎面泼盆冷水。

在洪小文看来，“毫无疑问，人还最聪明的。”在可预期的未

来，洪小文并不认为人工智能有比人聪明的可能性，从更长远的时间线

看，“将来能够取代人类的，也不会是进化后的人工智能，而只会是某

一种未知的其他生物。”

这正是科学家和普通人的差别，普通人习惯于对未知的事物充满美

好的幻想，而科学家会对它们保持敬畏。比如，横亘在人工智能和数学

运算之间，还有着科学家们至今无法解释的东西——人类的意识。

“人类很多了不起的想法，都是在当事人没有直接想到这个问题

的时候，却得到了解答。”一个科学史上最有名的故事，高中化学老师

早已告诉过我们：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悟出苯分子环状结构的经过，就是

因为他梦见了一只咬着自己尾巴的蛇。这种灵感迸发的时候，人工智能

或许永远无法进行模拟，因为人是会神情恍惚的，会不清醒的，而计算

机，永远不会算错。“有人说没关系，我让计算机故意算错，但那不是

人的意识，人的意识是个很奇怪的东西，人工智能学不来。”

对于这一点的阐述，计算机的运算甚至远远比不过小说家们的描

绘。金庸小说中，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剑法，张无忌说他看懂了七成，

张三丰再教第二遍，张无忌却只看懂五成，教第三遍的时候，完全看不

懂了，张三丰说：“那你学会了。”“我们常常讲，创造力跟知识不一

样，知识可以教，已知的东西可以教，创造力怎么教？人的创造力怎么

来的？我们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洪小文告诉《艾问人物》。

●   人工智能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

然而，未知的世界，更激起了人们的探索热情，从而带动了人工智

能的春天。

“甚至说，是到了夏天，AI现在太火了，让很多人以为它就是一夜

之间生长出来的，别忘记了，多少人陪它一起熬过了漫长的冬天。”从

人工智能的提出，到今天，已经有61年过去了。

一条有趣的人物线是，洪小文在博士阶段的导师是“图灵奖”获得

者拉吉·瑞迪，而后者是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的约翰·麦卡锡的学生。

他们之间的三代传承，正是人工智能走出两轮寒冬的过程。

作者：艾问人物  艾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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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61岁的AI，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曾在好莱坞大导演斯皮

尔伯格的执导下，以同名电影的形式票房大卖，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成

为产业新贵？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洪小文认为，基础研究很重要。如果61年来没有很多科学家默默无

名的钻研，就不会有今天的AI，“包括微软，我们研究院已经成立26年

了，我们要比其它公司先知先觉，但即使这样，也是走进过寒冬的。”

而且，有一点洪小文非常确定，人工智能的冬天，已经彻底过去

了。洪小文告诉《艾问人物》，他理解中的人工智能，就是一个算法，

这种算法会不断精益求精。

目前所掌握的算法，通过大数据，可以在各行各业都做出了不起

的应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再变回冬天的可能性不大了。”

但是，洪小文也重申，这不代表AI可以解决实际所有的问题，再一次，

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洪小文认为自己有义务，提醒人们不要过度“神

化”人工智能。“更直白地说，人工智能结合大数据是有很多应用的，

但是别忘记了，我们人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大数据的。”

●   谁将成为AI时代的引领者？

比起自己科学家的义务，洪小文还有更棘手的事情要做。除了担任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在微软还有两个更为关键的领导职务：微

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和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因此，摆在他面前的

问题显而易见：在这一波浪潮中，他能不能带领微软在人工智能的研发

方面保持竞争力，成为AI时代的引领者？

至少，在普通大众的眼中，人工智能的风头并不在微软这边。从去

年开始，谷歌的“阿尔法狗”在全球横扫各大棋王，在对阵围棋顶尖高

手李世石一战中，名扬天下。在今年5月份时，“阿尔法狗”战胜世界围

棋高手柯洁。不仅是谷歌，IBM、Facebook、亚马逊等巨头，无一不在

巨资投入研发AI。这些举措的背后，是有报告指出，到2020年，AI可能

形成700亿美元规模的市场。

那么，作为PC时代的软件霸主，在错失移动互联网的种种先机之

后，微软能否通过人工智能，再次完成对竞争对手的超越？洪小文将肩

负起微软帝国中兴的重任。

不得不提的是微软本轮“押注”未来所用的筹码。微软CEO萨提亚·

纳德拉不仅公开表态“AI也会成为下一个大事件”，还将微软每年百亿

美元级别的研发经费中的1/3，用于人工智能领域。这些大动作中，自然

包括了前文提及的成立人工智能事业部。

目前，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洪小文的带领下，科研成果可谓斐然，微

软小娜和小冰一度让国人津津乐道。去年年底在北京举行的2016微软技

术大会上，微软展示了一批引领变革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中信集团

用微软机器人框架和企业微信公众号开发了企业报销系统，员工通过与

企业微信号进行普通对话，即可完成提交报销金额、查询报销等操作。

●   在AI领域，过高的估值是好还是坏？

洪小文横跨的科学界和商界，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不可动摇的准

则，他实际上就是这个准则的最佳代言人。那就是，最终的引导者。必

然是赢得人才竞争的一方。

不幸的是，在这一方面，微软在亚太地区有一个“好名声”——黄

埔军校。因为，一直以来，微软“擅长于”给中国的IT公司输送人才。

比如，今年3月份，百度通过内部邮件宣布，对现有业务及资源进行整

合，成立智能驾驶事业群组，由百度集团总裁和首席运营官陆奇兼任总

经理。

而陆奇，不仅曾在微软任职，和洪小文更是校友，同样在CMU计算

机学院从事过AI研究。他的离开，对微软的AI布局而言，无疑带来了此

消彼长的消极影响。而且，陆奇前往百度，也折射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

的激烈，这不仅仅是微软等国外巨头专属的地盘，以BAT为首的国内巨

头，正在不断攻城掠地。

2017年7月5日，百度CEO李彦宏乘坐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抵

达百度AI开发者大会。腾讯也不甘示弱，在多个事业部门均下设AI团

队。3月19日，在日本举办的第10届UEC杯世界计算机围棋大赛上，腾

讯AI Lab研发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绝艺”获得冠军，腾讯的人工智能

就此锋芒初显。

对于这一切，洪小文不可能不看在眼里。他表示：“高科技产业的

人才流动率向来是非常大的。微软和全行业的平均水平相比，人才流失

并不算很严重。”面对国内外巨头的“围剿”，微软是一家平台公司，

目的是为了让AI普及化，因此会欢迎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

当然，目前国内的AI领域，还面临着资本“一窝蜂”进来的现象，

洪小文认为，由此产生的独角兽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过高的估值

往往意味着泡沫，无论在什么领域，这都不应该是一个常态。

洪小文向《艾问人物》表示，他认为创业还是应该做到底部，规模

到了一个地步就选择IPO。至于AI领域何时才能让这些资本赚的盆满钵

满？洪小文说：“如果AI是个孩子，那么现在他只是在上小学6年级，至

少要过10年，他才可能上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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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实验室，人工智能
会 让 金 融 变 得 更 智 慧
吗？ 

“爸爸，我想学围棋。老师说，要想成为围棋高手，就扫这个二维

码吧”。2016年，孙彬的儿子拿着一张围棋招生广告找到他。孩子想学

围棋，但孙彬希望孩子去学造机器人。

孙彬是华夏基金资产配置部总经理。“我不是觉得学围棋不好，只

是觉得现在的孩子太辛苦。于是，我拿出手机，搜出李世石与阿尔法狗

的对战新闻，说‘你看，人类最厉害的围棋高手已经被机器人打败了，

你再成为高手估计也战胜不了机器人，你不如去学怎么造机器人，去打

败其他领域的高手’。小朋友听完之后，很开心地去报了一个机器人培

训班。”

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人工智能远远不是只用来下下棋那么“简

单”了。就在孙彬所在的金融投资领域，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宠”，

成为辅助投资的“智慧外脑”。2017年6月，华夏基金和微软亚洲研究

院就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应用展开战略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

技术在金融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金融投资领域，到底会怎样改变投资经理的工

作方式?又会为资产管理行业智能化转型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    人工智能在辅助投资领域正 “大放异彩”

华夏基金数量投资部行政负责人、董事总经理张弘弢告诉《商学

院》杂志记者，目前人工智能在辅助投资领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例如，美国部分基金公司通过语音识别算法听取前总统奥巴马的电视讲

话，从讲话中识别出对市场不利的信息，在1分钟内大量做空标普指数

导致市场震荡。与之类似，华尔街一家对冲基金从数以亿计的卫星图像

中，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发现沃尔玛停车场的车辆在不断减少，从而预测

沃尔玛营业收入下降，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这些事件充分说明语音

识别、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已经融入到基金公司投研体系中。

在金融管理领域，早就有了人工智能的前期实践者。2014年，机

器人投顾在美国迅速发展，包括Wealthfront、Betterment、Personal 

Capital等风头正劲。最近，一家创建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智能投顾平台

Weathsimple日前获得了3700万美元的B轮融资，与其他智能投顾平台

一样，Wealthsimple也提供自动化的KYC(Know Your Customer)方

案，通过前期搜集客户的财务状况以及其风险承受度，从而为客户提供

高匹配度的投资组合。“这充分说明，人工智能在投资领域的应用远未

定型，群雄逐鹿的局面刚刚开始。这对所有有心参与的机构都是一次伟

大的机会。” 张弘弢说。

人工智能的这些成功应用，对于“复杂”的资本市场来说，是件了

不起的事。

孙彬认为，资本市场作为一个生态圈，比国际象棋、围棋，以及语

音识别和人脸识别都要复杂得多得多：金融学是一门涵盖经济学、管理

学、历史、心理学等在内的交叉性学科；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接近亿计；

金融市场中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金融产品的价格有其理论，也

有详细的公式，但这些理论和公式都有众多抽象于实际，很难实现的假

设；而且，公式中的输入量都需要投资者对未来的判断和预期。因为每

个市场参与者心理的价格都是基于自己对未来预期测算的，一旦现实中

出现与预期不一致的意外，资产价格就会出现大幅波动。所以金融是一

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

那么，技术恰巧也是在这时候准备好了吗?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

刘铁岩告诉《商学院》记者，“2016年年底、2017年年初，业界确实

在谈人工智能的落地。一方面是时代的推动，一方面也是技术做好了准

备，这些年，人工智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变革和进步，深度学习、强

化学习、知识图谱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落地成为了可能。” 同

时，刘铁岩坦承，“人工智能技术看起来非常成熟，但绝大多数是在实

验环境里、虚拟环境里。到了现实与产业结合会怎么样?运用到产业中之

后，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的哪些研究？这是我们期待的。”

作者 : 商学院  石丹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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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会如何帮助金融投资经理?

▲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 刘铁岩

一位投资经理的日常是怎样的?

张弘弢介绍，对于金融投资专业人员而言，每天要面对大量的信息

和数据，来源于各个方面，有宏观信息和数据、行业及其细分领域信息

和数据、上市公司调研信息和数据、各类政策调整及其影响信息，还包

括海外市场相关重大信息，如何更加充分地阅读和分析这些信息是一件

非常有压力的事情。通常，基金公司的处理方式是，委托第三方的研究

分析公司出研究报告，也可能由自己的支持团队来读一部分的内容，给

出一个研究报告。无论是哪种方式，投资经理都是在有限采样的情况下

做了一些总结之后得到的信息。再加上投资合同里的约定、加上一些基

金经理或者激进或者保守的投资风格……这些综合结果就会形成这位投

资经理的投资决策。

但人工智能技术的来临，可以在辅助决策上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数据及信息获取方面，人工智能有巨大的优势，海量的数据基

础、强大的计算能力，人脑几十年未必算得清的问题，机器须臾之间就

有答案，能挖掘出很多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张弘弢说，“二是人工

智能机器的自动投资，现在机器都有深度学习能力，并且没有人性贪婪

和恐惧的弱点，也不会受情绪化的影响，不仅可以自己探索交易策略，

从过去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中自主学习，还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学习

不同投资者的交易模型，在相互博弈中找到最优交易策略。”

刘铁岩认为，这也得益于近年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它受人为因素

干扰很少，都是“从头学起”，深度学习可以从过去无序的、杂乱的、

原始的信号里自动抽取特征做出分析，给投资经理更多由点及面甚至高

阶的推理，辅助人类做出投资决策。

刘铁岩说，“对人类的基金投资经理来说，其擅长的是策略性思

维。比如，对政策的解读，比如很多超出客观的隐性信息的发现和解

读。那些可见的、客观的数据交给计算机就可以。

目前，微软和华夏基金的合作开展了三个多月，在离线数据回测

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所谓离线数据回测，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

历史数据结合，回到历史时间点上，看人工智能做出的投资决策会不会

更好。也正是因为金融投资市场变化快、复杂因子多，离线回测数据必

须运用到“在线”，才能看到实验室的成绩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是

技术发展的必然过程。”刘铁岩认为，实验室的成功只有与真实商业结

合，才有更大的价值。

●     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

不过眼下，“人工智能”有被标签化的趋势。

“这与不同的企业风格有关。”刘铁岩说，“通常，有长远战略眼

光的企业会更容易成功。因为，有远见的人才能坚持，才会在遇到困难

的时候有对技术的开放心态。但跟风的人则不同，他们遇到困难就会觉

得技术无用，或者过分期待技术可以短期内产生结果、甚至在产值利润

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视的人会把人工智能看成一种工具，有远见的

人会把人工智能看成一种战略。而后者，更容易取得稳定的成果。”

技术的发展从来不能一蹴而就，从实验室到实践，需要解决的不仅

仅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还有人类的认知和企业管理思维上的改变。

同时，面对人工智能袭来的时候，有很多“取代论”的言论。“我

们一直认为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是可以友好相处的，因为各有各的专

长。对企业而言，它不是‘裁员’利器，而是加持员工的‘法器’，赋

能员工。所以，我们会需要让使用者看到机器带给他们的帮助，而不是

威胁。”刘铁岩坦言，“这对企业的管理来说是挑战，管理者要让员工

对技术有合理的认知，在组织、文化上也需要有改变。”

扫描二维码

阅读“金融行业如何借助AI重新

定义投资的新疆”

媒体报道

扫描二维码

阅读“AI因数据而燃，行业因AI

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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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微软亚洲研究院KICK-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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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主题为“海阔天高任AI行”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年度
kick-off誓师大会来到了椰风海韵的海口，将关于“AI”的梦想
缀入蓝天，汇聚更加深厚磅礴的力量！



34

 

TO BE CONTINUED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Eric Horvitz：AI前进的道路原本就应以理智的好奇、审慎与合作为指引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AI已经逐渐深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从语音翻译到智能助手再到自动驾驶等等。AI在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引发了不少人的“恐慌”。现在人们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和项目，旨在为AI技术的开发和部署提出最佳实操建议。人类不能拒绝直面

的危险，而要学会如何安全地应对，AI前进的道路原本就应以理智的好奇、审慎与合作为指引。

现在，有无数年轻的目光聚焦在人工智能这块“新大陆”上，实习生们该如何把握人生中这段最幸福的科研时光，并为人工智能、为

计算机领域的科研事业奋斗呢？沈向洋提出了保持好奇心、脚踏实地和勇于尝试三条建议，并希望同学们可以在美好的时光里积攒下

为人工智能、为计算机领域奋斗的激情。  

沈向洋对话微软实习生：AI黄金时代，世界是你们的

目前，人们讲到人工智能可能还是觉得它很复杂。事实上，人工智能其实还远远不是一门基础扎实的工程学科，它并不能为现在用数据

分析问题提供强大且可拓展的解决方案。在这一领域，我们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很多事情我们还不了解，现今的我们并非处于一个

人工智能的神奇大爆炸时代。可以说，我们有可能要花上百年的时间，这个高楼大厦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Michael I. Jordan：我们并非处于人工智能的大爆炸时代

计算机与人类相比有很多先天的优势，比如记忆能力、运算速度等都是正常人类所无法比拟的。但计算机的智能不能单纯依靠统计学

习，它离不开前人知识的总结。在关注计算机硬能力的同时，为了更好地让机器与人类沟通并服务于人类，我们也要关注计算机的软能

力，这包括用户个性化建模的能力、情感理解与表达的能力等等。

机器学习六步曲——“小马医生”养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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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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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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发表

4,000+

论文发表

4,000+教育部最佳
合作伙伴

5 大研究方向 50+
最佳论文

微软在美国本土
以外规模最大的
研究机构

最佳企业研究院

优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最火计算机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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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http://t.sina.com.cn/msra

知乎

网址：http://www.msra.cn/

微信

电话：86-10-59178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