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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让AI走入日常生活

Microsoft Learn Chinese，它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和研究院最先进的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技术，能够识别学
习者发出的语音并对发音做出评价，并且高亮提示需要改进的单词。

除此之外，微软也致力于推动其它行业的创新变革。11 月，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了“创新汇”，旨在更好地
与各界企业和机构共同发掘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机遇。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代表
的数字化转型正在掀起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转型正在给全球各地、各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变革。“
创新汇”希望能够充分利用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人工智能领域雄厚的技术储备和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帮助企业解决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挑战，读懂科技发展的趋势，探索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经过一个寒冬的蛰伏与蓄力，我相信在春天到来之际，会有更多惊喜破土而出。让AI走进日常生活、让科技
造福普通大众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景，更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微软会把更多惊喜带到更
多人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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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眨眼，又到了一年中的凛冬时节。虽然冬天给人以
清冷萧索之感，但春天的希望、生命的潜力也都蕴藏在这
漫漫冬季之中。1991年，人工智能遭遇“寒冬”，微软创
始人比尔·盖茨先生毅然成立了微软研究院，就此向人工智
能的探索迈出了坚定的一大步。

这么多年来，我们见证了整个人工智能行业的飞速变
迁，也在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AI能够真正对
用户的工作、生活有所增益，能够逐渐平民化、大众化并
且日常化。人工智能不应该成为高悬上空的神秘技术，而
是要走到我们所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去。

拿我们最熟悉的Excel表格来说，最新发布的Excel增
加了Insights 功能，能够在短时间内自动分析表格数据、捕
捉数据之间的关联、挖掘数据中蕴含的洞见、并推荐简
洁明了的图文分析结果。同时，Microsoft Translator
牵 手 了 华 为 M a te 1 0 ， 让 手 机 上 的 离 线 翻 译 达 到 可 媲
美在线神经网络翻译的效果。为了帮助外国友人更好地
学习中文，微软还推出了一个免费的智能手机应用——

看脸的时代

洪小文：以科学的方式赤裸裸地剖析人工智能 | 混沌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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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Mate 10牵手
Microsoft Translator，
让离线翻译可媲美在线
神经网络翻译

华为携手Microsoft Translator，对于华为Mate 10的用户意味着

什么？

不妨设想一下，旅途中的你如何借助Microsoft Translator应用来

问路或看懂餐厅菜单呢？你可以依靠手机上的漫游功能进行在线翻译，

但需要支付一定的流量费用；或者你可以提前下载脱机数据包，但翻译

的结果可能无法与在线神经网络翻译相比拟。

微软为华为Mate 10定制的Microsoft Translator则提供了兼具在线

神经网络与离线翻译优势的解决方案：借助可在NPU上运行的AI驱动型

神经网络技术，华为Mate 10可实现速度更快、质量更高的离线文本和

图片翻译。值得一提的是，华为Mate 10上的离线语言包的大小仅为目前

Microsoft Translator数据包的一半，节省出的空间可以存放更为重要的

旅行照片和视频。

●    利用神经网络的AI驱动型离线翻译

无论对于移动应用还是作为微软认知服务组件的Translator API，

微软都使用行业标准BLEU评分来衡量其翻译质量。BLEU评价翻译质量

的方式是对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之间的差距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方法进

行的内部测试表明，微软为华为Mate 10定制的Translator的翻译质量

比此前质量最高的离线数据包还要高出23%，且在线、离线神经翻译之

间的差异通常小于1个BLEU点。

●    全功能应用：满足各项移动翻译需求

微软提供的华为Mate 10定制版Translator应 用 具 备 Microsoft 

Translator的所有功能，其中包括60多种文本翻译语言，以及允许多达

100人通过各自设备进行在线实时对话（包括使用Presentation Trans-

lator PowerPoint插件的演讲实时翻译字幕功能）等。

Mate 10独有的全新神经翻译语言包可用于以下语言：阿拉伯语、

汉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俄语、

西班牙语和泰语。除此之外，还提供了其它一些使用基于神经网络和统

计机器翻译混合模型的语言包。

华为携手Microsoft Translator，借助AI的力量突破了语言屏障，

将离线文本和图片翻译的功能体验提升到了可与在线产品相媲美的水

平。

编者按：

华为新发布的Mate 10系列手机采用Microsoft Translator技术

实现了AI驱动型离线翻译功能。华为Mate 10是首款具有NPU(专用

神经处理单元)的手机，可用于加速AI的计算任务。它独有的硬件加

速能力，结合Microsoft Translator在神经网络离线文本翻译方面的

技术成果，为用户提供了业界独一无二的离线语言体验：无需互联

网连接即可实现神经网络翻译功能。

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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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赋能版Excel：庞大
数据，一键分析 

电子表格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重

要数据形式，对于Excel这一“装机必备”的电子表格处理软件相信大家

都不陌生。繁杂庞大的电子表格数据在Excel各种强大功能的帮助下都可

以变得条理清晰，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017年底，微软Office 365发布了Excel新的预览版, 该版本引入

了Insights in Excel功能，只需要用Excel打开电子表格并点击Insights

按钮，机器就能够在短时间内自动分析表格数据、捕捉数据之间的关

联、挖掘数据中蕴含的洞见、并推荐简洁明了的图文分析结果。该功能

背后的核心技术来自于微软亚洲研究院软件分析组。而这也是继Power-

Point Designer功能之后，微软再次将人工智能应用到Office软件中。

●    Insights in Excel：自动发现数据中的洞见

现有的Excel已经具有强大的功能，可以帮助用户进行数据加工、

计算和基本的统计分析，从而把原始数据制作成面向用户友好的、有利

于高效信息展示的电子表格。然而制作成电子表格并不是数据处理和分

析的全部，甚至只是一个开始。

试想在一个典型的Excel文档中，电子表格可以包含很多行或很多

列（数据维度），不同维度之间可以包含不同类型、不同语义的数据，

表面上看只是密密麻麻纵横交错的时间、文本和数字，而大量潜在的洞

见恰恰隐藏在众多维度的数据及其子集所组合成的巨大的信息空间里。

比如在一份包含了主要汽车品牌近几年销售详情的电子表格中，某个品

牌的某种车型在某地区的销售趋势与其他品牌同车型在相同地区的销售

趋势有很大差异，这就是一种深藏在数据当中的洞见。

在电子表格的制作、编辑或浏览的交互式过程当中，及时地发现这

种有价值的洞见，并以简洁明了的图文形式插入到当前电子表格中并保

存或分享出去，是对Excel工具以及数据智能化的一种革命性提升。这就

是Insights in Excel的核心理念和功能。

●    智能分析背后的挑战与技术突破

然而，洞见的隐藏性以及其分布在巨大信息空间中的稀疏性，决定

了发现这些洞见是人类用户手动分析所不能及的；即便依靠机器强大的

运算能力，想在交互式数据处理的短时间内挖掘出大量有用的洞见，也

要依赖高度智能化的算法并结合数据分析的大量领域知识。

同时，电子表格具有其领域独有的数据特点。直观地讲，用户在设

计和制作电子表格的时候，通常会以方便人类阅读和理解为准则，比如

采用交叉或排比化的表格布局以方便数据定位和比较、插入空白行或列

以方便视觉上的整齐和对照、将大的表格拆分成若干小表格以方便分别

审阅、在表格周围添加标题或注脚以做进一步说明等等。但是，这些面

向人类用户友好的特点对于机器来说反而是很不友好的，甚至每一个都

能成为巨大的挑战。因为对于机器来讲，统一的数据格式和规范才最有

利于自动化批量处理，而电子表格数据通常不满足这样的要求，于是就

需要智能化的算法帮助机器从各式各样的电子表格中准确高效地提取和

转化出数据，以进行后续的自动化洞见分析。

黑科技



这项智能化功能背后的诸多挑战可以归结为如下两大技术模块去

解决：Spreadsheet Intelligence（智能化表格认知）和Auto In-

sights（自动化洞见分析）。

Spreadsheet Intelligence包括表格检测（表格在哪里？除去标

题和注脚，表格边界从哪里到哪里？）、结构识别（表格内部是什么布

局？哪部分是表头？哪部分是数据？哪些数据属于同一维度？等等）、

元数据识别（每个维度各是什么数据类型？有没有时间序列？聚集函数

应该选求和还是取平均？等等）。在研发阶段，研究团队基于大规模训

练样本，尝试了多种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模型，并有效地将机器学习模

型与高效率的启发式规则结合起来，将最实用的技术转化到产品中去。

经过了Spreadsheet Intelligence技术处理之后，电子表格的数据就可

以被转化为类似于数据库中的规范化数据以能被机器正确地解读，再传

送给后续的Auto Insights技术进行自动化洞见分析。

Auto Insights包括以下四个核心问题：

1、洞见（Insight）的泛化定义及形式化阐述；

2、跨类型可比较的、且可推广到尚未支持的新类型上的洞见打分

模型；

3、高度优化的洞见搜索框架；

4、洞见结果的有机组织和去冗余。

通过数据中提供的量化指标刻画的一个或多个具备语义含义的数据

子集，如果它们的指标在平凡的假设下具有显著的统计特性，那么这就

构成了一个洞见。比如一个垄断的市场在市场份额服从幂律分布的假设

下可以是显著的，再比如一个具有明显周期性的销售额曲线在无周期信

号的假设下可以是显著的，等等，这些都是洞见的例子。那么人们自然

会想，一个垄断市场洞见和一个周期性销售洞见，哪个应该打更高的分

数来表示更有价值呢？

对背后打分模型的一种近似但直观的解读包含以下两个主要因素：

影响力（Impact）和显著性（Significance）。一个洞见的影响力可

以直观地近似理解为其数据主体在整个数据集中占有的分量，而显著

性用来刻画其数据主体的量化指标偏离平凡情况的程度。由于这两个

因素都是归一化的且具备单调性，因此融合了这两个因素的打分模型可

以对不同类型的洞见进行公平的打分比较，而且可以推广到尚未支持的

更多的洞见类型。Auto Insights的相关工作已经在2017年5月份发表

在数据库领域顶级会议SIGMOD 2017的论文集里，下图就摘选自该论

文《Extracting Top-K Insights from Multi-dimensional Data 》中

阐述显著性的部分。

▲   见打分模型中的显著性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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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链接：http://dl.acm.org/authorize?N37708

●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Insights in Excel的诞生离不开微软亚洲研究院软件分析组和Excel

产品部门的共同努力。在此之前，软件分析组就曾和微软Power BI产品

团队合力将Auto Insights研究成果转化成了Power BI 的一系列“快速

洞察”（Quick Insights）功能。从2017年3月份起，软件分析组的

研究团队针对电子表格数据的特点，对Spreadsheet Intelligence进行

技术攻关，仅用了短短九个月的时间，就让Excel迈出了数据分析智能

化的第一步。相信在未来，软件分析组与产品团队的携手并进，将为大

家提供最高效的分析工具，让数据分析变得更直观、快速，互动性和洞

察性更强。

▲  Insights in Excel幕后研发团队——微软亚洲研究院软件分析组成员

我们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加入人工智能技术的Office软件可以为

大家提供更有效的帮助，减轻大家的工作负担，共享轻松、高效的生

活。

扫描二维码

阅读“成为数据专家，你只差一

个Quick Insights的距离”

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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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学习好一门外语，大量的语言练习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何能

找到一个有时间、有能力、有耐心的陪练可是难倒了一大批小伙伴。之

前微软亚洲研究院研发的贴心英语私教微软小英就完美地帮助学英语的

同学解决了这一困难，让随时随地练英语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

练习英语的问题被解决，可你有没有想过正在努力学习中文的国际

友人也有着相似的烦恼呢？为了帮助中文学习者解决这一难题，微软小

英团队基于小英的底层技术开发了一个免费的智能手机应用——Micro-

soft Learn Chinese，一位24小时待命的人工智能语言学习助手。

 目前，Microsoft Learn Chinese应用已经在苹果的iOS平台上发

布。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下载。

●    24小时助教

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虽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听老师讲课、观看

学习视频、或者背诵词汇和语法，但最终却发现自己仍然无法与母语人

士在真实场景中进行对话。项目负责人、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开发经理

夏炎表示，Microsoft Learn Chinese采用了微软最先进的语音和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来帮助学习者解决学习过程和实际交流脱节的问题。

微软推出中文学习AI
助手Microsoft Learn 
Chinese

编者按：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他6岁的外孙女阿拉贝拉用中文普

通话演唱和背诵传统诗歌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

可以感受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对中文学习充满了兴趣。智能私教

微软小英帮助很多中国人解决了练习英语的难题。现在，为了

让“歪果仁”朋友也能说一口顺流的中文，我们又派出了新的AI贴

心私教——Microsoft Learn Chinese。

黑科技



Microsoft Learn Chinese以及微软小英背后的机器学习模型由

微 软亚洲研究院语音组首席研究员宋謌平及其团队开发。宋謌平博士表

示，Microsoft Learn Chinese并非想要取代中文老师，它只是作为老

师的一个助教，在学习者有时间或者精力练习的时候可以随时帮忙。尽

管有“一对一”私人授课，真人老师能够辅导学生口语的时间总是有限

的。而借助这款应用强大的语音技术，用户即便没有真人陪伴练习，仍

然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

▲ （从左至右）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开发经理夏炎、副院长田江森、语音组首席研究

     员宋謌平

宋謌平团队利用大量母语人士语音数据训练出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利用该模型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最先进的TTS语音合成技术，Microsoft 

Learn Chinese可以识别学习者发出的语音，并对发音做出评价，给出

一个分数反馈，还会高亮提示需要改进的单词。用户只需要点击界面里

的链接即可听到正确发音的音频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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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语言水平的学习者，Microsoft Learn Chinese提 供 初 级

和中级两套课程。初级课程主要帮助用户学习简短词句，然后提供跟读

和对话练习，以巩固用户刚学过的中文知识。中级课程则是交互式的，

旨在帮助用户学习如何驾驭真实世界中的场景，例如租赁公寓和餐馆点

餐等。

●    独立于语言，扎根于文化

Microsoft Learn Chinese应用的开发工作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正

在进行的语言学习产品孵化项目（包含微软小英微信公众号等产品）的

一部分，这个孵化项目融合了研究院在语音和语言技术方面数十年的研

究成果，其中包含了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和TTS语音合成等细分领

域的最新突破。

Microsoft Learn Chinese和微软小英背后的机器学习模型和神经

网络跟语言本身是无关的——也就是说，同样的技术既可以帮助人们学

习中文，也可以辅导大家学习英文。正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创新

工程组负责人田江森所说，中文和英文语言学习应用之间的本质差异在

于文化。

 田江森博士负责的创新工程组从事所谓的“开发导向型研究”——

研究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使用这些应用，并基于从用户处采集的数据

对应用的模型、界面和架构等进行调整。他说:“中文虽然是我们的母

语，但我们并不知道如何去学习中文，这正是Microsoft Learn Chi-

nese开发的难点所在。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目前，Microsoft Learn Chinese的研究人员还在与外语老师通力

合作，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不断尝试开发更好的语言学习技术，用来

提高学习者的语言使用频率和真实场景下的语言技能，从而强化真人老

师的教学方法。

扫描二维码

阅读“【请签收】您有一个免费

的智能英语私教代领取“

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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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微软发布了“量子开发工具包”的免费预览版本，其中包括

专为量子计算开发的Q#编程语言、一款量子计算模拟器，以及能够帮助

到量子程序开发者的其他资源。

获取量子开发工具包：https://www.microsoft.com/en-us/

quantum/development-kit

在2017年9月份的Ignite大会上，微软首次公布了这套量子开发工

具包，其目标用户是所有有志于学习如何在量子计算机上进行编程的开

发人员——无论他们是不是量子物理领域的专家。这一工具包会被深度

整合到Visual Studio开发工具包中，这样一来，已经使用其它编程

语言在Visual Studio上做开发的人员对这一工具包的操作也不会感到陌

生。做开发时，需要与工具包中提供的本地量子模拟器协同工作，这个

量子即未来：微软发布
量子开发工具包免费预
览版 

编者按：

2017年的9月25日，微软在Ignite大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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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为驾驭量子计算

机而专门优化的新的编程语言。量子计算机将会是革命性的，微软

刚刚发布的“量子开发工具包”的免费预览版本将会帮助更多想学

习量子计算机编程的开发人员领略量子计算的魅力。

▲  微软量子计算研究领导团队

模拟器在普通的笔记本电脑上能模拟大约30个逻辑量子位的量子计算，

可以让开发人员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利用小型实例进行量子代码调试和程

序测试。对于需要大规模量子计算的开发者，微软同时提供了一个基于

Azure的模拟器，它可以模拟超过40个逻辑量子位的计算能力。这套工

具包允许开发人员创建可立即在量子模拟器上运行的应用，而未来，不

需要进行代码修改，这些应用也将能够运行在微软正在开发的能够进行

通用计算的拓扑量子计算机上。

获取Visual Studio：https://www.visualstu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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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具包，微软还提供了一整套文档、库和示例程序。想要探知

量子系统所独有的计算特征——例如量子隐形传态——的人可以从中得

到所需要的背景知识。量子隐形传态是一种利用量子纠缠（entangle-

ment）在量子位之间安全传输信息的方法。主导量子软件和模拟器开发

的微软首席研究员Krysta Svore表示：“我们希望用户能通过尝试探知

量子隐形传态，进而对整个量子计算产生兴趣。”

●    从人工智能到气候变化

专家认为量子计算机将让科学家们得以应对世界上最棘手的挑战，

比如全球粮食短缺或气候变化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量子计算机

将能够在数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完成巨大的计算量，这种计算量即使由目

前最先进的常规计算机来处理，在整个宇宙寿命周期内也无法完成。

量子计算机也有望催生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重大进步。例如，当前AI

领域的许多突破都离不开机器学习，也就是我们向一个系统提供一组数

据，让系统从中学习并识别诸如词汇、声音或物体等对象。计算机科学

家们借助量子计算模拟器，已经了解到如何为这种类型的AI研究创建量

子算法。在模拟器的早期测试中，他们也了解到这些量子算法如何能够

更快地从数据中识别出更细微的模式，这一点可能激发语音、视觉或语

言识别等领域的长足进展。借助量子计算，未来人工智能的研究潜力将

是巨大的。

●    拓扑量子计算

量子开发工具包是微软建立强大成熟的量子计算系统计划的重要组

成部分，量子计算系统涵盖了从量子计算硬件到完整软件堆栈的各个方

面，微软的研究人员还在开展量子计算领域的密码学和安全特性等有针

对性的项目研究。

微软研究方法的核心是拓扑量子位的开发，微软的研究人员认为这

是一类稳定可靠的量子位，能够为实用、可扩展的量子计算提供更好的

基础。

量子计算的一大挑战在于量子位非常“挑剔”。例如，它们需要在

非常低的温度下储存，否则可能会受到干扰和破坏。正因如此，大多数

构建量子位的方法都需要大量的纠错，或者确保信息可靠传输的技术。

但对于拓扑量子位而言，纠错过程被直接建立在量子位本身的物理机制

中，这使得规模扩展和提供可靠结果变得更加容易。与其他量子系统相

比，拓扑量子计算系统能用更少的量子位执行比常规计算机大几个数量

级的运算。

毫无疑问，量子物理是非常复杂的。主管微软量子研发的全球资深

副总裁Todd Holmdahl指出，微软的使命是解决量子物理学难题，并提

供“量子开发工具包”等工具给没有量子物理学学位的开发人员使用，

希望这些工具能让更多的人利用量子计算的能力。

虽然量子计算本身是有难度的，但是我们在努力让更多开发人员尽

可能简便地使用这些新型工具，并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做一些事情，不如

先立一个小目标：花费几个小时在量子计算机上解决普通计算机10亿年

才能完成的问题。

前沿求索

扫描二维码

阅读“微软用12年的时间让量子

计算走进现实”

扫描二维码

观看量子计算相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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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月，一款名为NCSA Mosaic的浏览器正式支持在网页内嵌

入图片，这标志着互联网从纯文本时代迈入了“无图无真相”的多媒体

时代。如今，随着互联网带宽的提升和高速移动设备的普及，信息的获

取途径和传播途径也在与日增加，视频逐渐成为互联网多媒体消费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从传统的视频分享网站到电视电影节目的网络化，再到现在新兴的

视频直播网站和小视频分享网站，互联网视频已经进入了爆炸式发展的

新阶段。据统计，仅仅以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为例，平均每分钟就有

约300小时的视频上传到YouTube上，每天的视频观看次数更是高达50

亿次。数量如此巨大的视频内容与观看次数对视频处理、分类、推荐等

常见视频相关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广阔的应用场景。

在视频处理相关技术中，视频特征描述学习（Representation 

Learning）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学习视频的特征表达是几乎所有视频

处理和分析的基础，其中包括视频标注、动作识别、视频监控、视频检

索、视频场景识别、视频分割、视频自然语言描述和基于视频的人机交

互等等。

然而目前视频识别的相关研究多数使用的是基于图像的卷积神经网

络（如微软研究院在2015提出的残差神经网络ResNet）来学习视频特

征，这种方法仅仅是对单帧图像的CNN特征进行融合，因此往往忽略了

相邻的连续视频帧间的联系以及视频中的动作信息。目前，视频专用的

深度神经网络还很缺乏。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ICCV）2017

会议上，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布了多媒体搜索与挖掘组最新的研究成

深度三维残差神经网
络：视频理解新突破 

编者按：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可处理视频的深度神经网络远比普

通神经网络更难训练，如何减轻训练负担成为了一项不可忽视的工

作。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多媒体搜索与挖掘组的研究成果“Learn-

ing Spatio-Temporal Representation with Pseudo-3D Residual 

Networks”，在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ICCV）2017会议上发布，它专注于如何利用大量视频数据来训

练视频专用的深度三维卷积神经网络，提出一种基于伪三维卷积

（Pseudo-3D Convolution）的深度神经网络的设计思路，并实现

了迄今为止最深的199层三维卷积神经网络。通过该网络学习到的

视频表达，在多个不同的视频理解任务上取得了稳定的性能提升。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多媒体搜索与挖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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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希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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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Learning Spatio-Temporal Representation with Pseudo-3D 

Residual Networks[1]。这项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大量视频数据来

训练视频专用的深度三维卷积神经网络，它提出了一种基于伪三维卷

积（Pseudo-3D Convolution）的深度神经网络的设计思路，并实现

了迄今为止最深的199层三维卷积神经网络。通过该网络学习到的视频

表达，在多个不同的视频理解任务上取得了稳定的性能提升。

●    基于三维卷积神经网络的视频特征提取

为了使用深度神经网络来提取视频中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信息，一

种直接的思路就是将用于图像特征学习的二维卷积拓展为三维卷积（3D 

Convolution），同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进行卷积操作。如此一来，

由三维卷积操作构成的三维卷积神经网络可以在获取每一帧视觉特征的

同时，也能表达相邻帧随时间推移的关联与变化，如下图所示。

然而这样的设计在实践中却存在一定的困难。首先，时间维度的

引入使得整个神经网络的参数数量、运行时间和训练所需的GPU内存

都将大幅增长；其次，随机初始化的三维卷积核需要大量精细标注的视

频数据来进行训练。受困于以上两点，近些年关于三维卷积神经网络的

发展十分缓慢，其中最著名的C3D[2]网络只有11层，模型大小却达到

321MB，甚至大于152层ResNet[3]的235MB模型。

●    深度伪三维卷积神经网络设计

为了解决以上的局限性，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基于伪三维卷积和残

差学习（Residual Learning）的神经网络模块，用以同时在时间和空

间上进行卷积操作。其中，伪三维卷积是这个网络结构的核心操作，

基本思想是利用一个1*3*3的二维空间卷积和3*1*1的一维时域卷积来

模拟常用的3*3*3三维卷积。通过简化，伪三维卷积神经网络相比于同

样深度的二维卷积神经网络仅仅增添了一定数量的一维卷积，在参数数

量、运行速度等方面并不会产生过度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其中的二

维卷积核可以使用图像数据进行预训练，对于已标注视频数据的需求也

会大大减少。结合残差学习的思想，该论文提出三种不同的伪三维卷积

残差单元（P3D-A，P3D-B，P3D-C）分别使用串行、并行和带捷径

（shortcut）的串行三种方式来确定空间卷积和时域卷积之间的关系。

通过使用以上三种伪三维残差单元替代152层ResNet中的二维

残差单元，该工作得到了目前最深的199层三维卷积网络结构。最终经

过ImageNet数据集中的图片数据和Sports-1M(包含了487个类别的

百万级视频片段)[4]视频数据的训练，该网络在视频动作识别（Action 

Recognition）、视频相似度分析（Video Similarity）和视频场景识

别（Scene Recognition）三个不同的视频理解任务上均获得了稳定

的性能提升，并且在CVPR 2017的Activity Net Challenge的Dense-

Captioning任务中获得第一名。

除了利用伪三维卷积网络提取特征外，该网络还可以作为其它方法

的基本网络结构，从而提升其它基于神经网络方法的视频识别性能。以

双流（Two-stream）方法为例，在UCF101的视频动作识别任务上，如

果使用伪三维卷积网络作为基本网络结构，实现的Two-stream框架无

论是单个帧分支（Frame）与光流分支（Flow），或者是最终两个分支

合并的结果，都超过了其它网络结构。

以上的实验结果验证了伪三维卷积残差网络可以有效学习来自大

量图像和视频训练数据中的类别信息。在与二维卷积残差网络和传统三

维卷积网络的对比中，该结构成功地提升了在不同视频识别任务上的性

能。关于伪三维残差网络相关的代码和模型详见https://github.com/

ZhaofanQiu/pseudo-3d-residual-networks。

●    神经专用神经网络的发展方向

该工作基于伪三维卷积和残差结构给出了训练超深度三维卷积网络

的可能性，然而本文中提到的神经网络目前主要针对视频分类问题。面

对纷繁复杂的视频内容与视频应用需求，单一的神经网络很难满足。针

对不同的应用，视频专用神经网络有以下三个具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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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视频检索（Video Search）专用神经网络。视频检索、视频

推荐是大型视频分享网站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给予用户良好的检索体

验，并适当地推荐用户需要的视频内容，帮助用户快速地找到自己感兴

趣的视频。

第二，视频分割（Semantic Video Segmentation）专用神经网

络。视频分割的目标在于像素级别地分割出视频中的人、车等常见物体。

而随着AR/VR技术的发展，像素级别的目标识别可以辅助许多不同的

AR/VR相关应用，这也促进了视频分割的发展。

第三，视频生成（Video Generation）专用神经网络。随着用户越

来越容易地在不同设备上进行视频拍摄，非专业用户对视频的自动/半自

动编辑、美化也逐渐有了更多的需求。因此，视频生成神经网络便可以

帮助用户编辑创作自己的视频作品。

随着卷积神经网络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很多图像相关任务上的性能

都产生了飞跃，也有大量相关技术从学术圈慢慢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由于视频包含信息太过复杂，大数据的获取、存储、处理均存在一

定困难，导致视频相关技术在很多方面仍然进步缓慢，相信随着视频专

用卷积神经网络的发展，这部分的不足也会逐渐被弥补。

无论是文本、图像还是视频，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满足互联网用户需

求的同时也始终推动着用户习惯的变迁。有了合理的算法对视频进行分

析、推荐，可以帮助互联网用户获得更好的浏览体验；有了用户更好的

反馈及更大的点击量，可以让视频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更大规模的视

频数据会进一步对视频相关算法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循环之下，

视频产业本身必将伴随着视频相关算法快速地发展，迎接更美好的未

来。

邱钊凡，微软亚洲研究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主

要研究方向包括视频特征学习、视频动作识别和多媒体内容分析。他曾

于2015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于2017年获得微软学

者奖学金。

姚霆博士，微软亚洲研究院多媒体搜索与挖掘组研究员，主要研

究兴趣为视频理解、大规模多媒体搜索和深度学习。他带领研究团队在

COCO图像描述自动生成、2017年VISDA视觉领域自适应语义分割任

务、2016&2017年ActivityNet视频行为识别等多个国际级比赛中取得

了世界领先的成绩。他于2014年在香港城市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

位并于2015年荣获SIGMM Outstanding Ph.D. Thesis Award。

梅涛博士，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多媒体分

析、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他的研究团队目前致力于视频和图像的深度

理解、分析和应用。他同时担任IEEE 和 ACM 多媒体汇刊（IEEE TMM 

和 ACM TOMM）以及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等学术期刊

的编委，并且是多个国际多媒体会议的大会主席和程序委员会主席。他

是国际模式识别学会会士，美国计算机协会杰出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和中山大学兼职教授。

参考文献：

[1] Z. Qiu, T. Yao, T. Mei. Learning Spatio-Temporal Representation 

with Pseudo-3D Residual Networks. In ICCV, 2017.
[2] D. Tran, L. Bourdev, R. Fergus, L. Torresani, and M. Paluri. Learning 

spatiotemporal features with 3d convolutional networks. In ICCV, 2015.
[3] K. He, X. Zhang, S. Ren, and J. Sun. 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 In CVPR, 2016.
[4] A. Karpathy, G. Toderici, S. Shetty, T. Leung, R. Sukthankar, and 

L. Fei-Fei. Large-scale video classification wit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In CVP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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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组合在线学习？大家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们刷微博

或是阅读新闻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自动推荐的内容，这些信息可以

根据你对推送的点击情况以及阅读时间等来调整以后的推送选择。再比

如，手机导航往往会在你输入地点时推荐一条最合适的路线，当你按照

推荐走的时候，手机导航也会收集这次行程的信息，哪里比较堵，哪里

很顺畅，从而可以调整系统今后的推荐。

有人会提出质疑：这不就是推荐系统吗？是的，但是传统的推荐

系统只能离线学习用户和对象的各种特征，作出尽量合适的推荐，

是一个相 对 静 态 的 系 统 。 而 我 们 这 里 强 调 的 是 在 线 学 习 （online 

learning），即迅速利用在线反馈，不断迭代调整推荐策略，从而尽快

提高学习效果和整体收益。而组合在线学习（combinatorial online 

learning）的组合性则体现在学习的输出上，它不是一个简单结果，而

是一个组合对象。比如上述情形中，手机导航输出的路线其实是若干路

段的组合或者包括不同交通工具换乘的组合，而手机助手的推荐也是不

同消息渠道的组合。

传统的推荐系统通过与组合在线学习相结合，就可以通过即时反馈

调整策略达到更好的推荐效果。而组合在线学习应用范围远不止推荐系

统，任何传统的组合优化问题，只要问题的输入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

前沿求索

组合在线学习：实时反
馈玩转组合优化 

编者按：

人们每天都在面临取舍，如何能够做出机会成本最低且收益最

为理想的选择，这让很多选择恐惧症们陷入无限纠结的境地。

看似无比困难的权衡问题，如今组合在线学习就能帮你“算

出”最优解，轻松破解传统组合优化问题。本文中，我们邀请到微

软亚洲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陈卫为大家多面解读组合在线学习的奥妙

之处。

在线反馈逐步学习的，都可以应用组合在线学习方法。组合在线学习也

是当前大热的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组合在线学习的强大理论支持也会给强化学习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

所以组合在线学习就是下面图示所表达的组合优化和在线学习不断交互

迭代更新的反馈环路。

●    在线学习的核心：权衡探索和守成

要介绍组合在线学习，我们先要介绍一类更简单也更经典的问

题 ， 叫 做 多 臂 老 虎 机 （multi-armed bandit或MAB）问题。赌场的

老虎机有一个绰号叫单臂强盗（single-armed bandit），因为它即使

只有一只胳膊，也会把你的钱拿走。而多臂老虎机（或多臂强盗）就从

这个绰号引申而来。假设你进入一个赌场，面对一排老虎机（所以有多

个臂），由于不同老虎机的期望收益和期望损失不同，你采取什么老虎

机选择策略来保证你的总收益最高呢？这就是经典的多臂老虎机问题。

这个经典问题集中体现了在线学习及更宽泛的强化学习中一个核心

的权衡问题：我们是应该探索（exploration）去尝试新的可能性，还是

应该守成（exploitation），坚持目前已知的最好选择?在多臂老虎机问

题中，探索意味着去玩还没玩过的老虎机，但这有可能使你花太多时间

和金钱在收益不好的机器上；而守成意味着只玩目前为止给你收益最好

的机器，但这又可能使你失去找到更好机器的机会。而类似抉择在日常

生活中随处可见：去一个餐厅，你是不是也纠结于是点熟悉的菜品，还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陈卫

组合优化

在线学习

更新统计信息

更新后的统计信息
（比如路段延时，
新闻点击率等）

新选择方案（比如
新 路 径 ， 新 闻 组
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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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点个新菜？去一个地方，是走熟知的老路还是选一条新路？而探索和

守成的权衡就是在线学习的核心。

多臂老虎机的提出和研究最早可以追述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其研究

模型和方法已有很多。想进一步了解其技术细节的读者可参考综述[1]。

其中一类重要的模型是随机多臂老虎机，即环境给予的反馈遵从某种随

机但未知的分布，在线学习的过程就是要学出这个未知分布中的某些参

数，而且要保证整个学习过程的整体收益尽量高。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方法是UCB（Upper Confidence Bound）方法，能够通过严格的理论

论证说明UCB可达到接近理论最优的整体收益。

●    组合在线学习：组合优化和在线学习的无缝对接

介绍了多臂老虎机问题，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介绍组合在线学习，

更具体的是组合多臂老虎机（CMAB）问题了。在组合多臂老虎机问题

中，你一次拉动的不是一个臂，而是多个臂组成的集合，我们称之为超

臂（super arm），原来的每个臂我们称之为基准臂（base arm），以

示区别。拉完这个超臂后，超臂所包含的每个基准臂会给你一个反馈，

而这个超臂整体也给你带来某种复合的收益。

以前面的手机导航作为一个例子。城市中的每一个路段可以被看成

是一个老虎机（一个基准臂），而你一次选择的并不是一个路段，而是

从出发点到终点的一条路线，会包括很多路段，整个这个路线就是一个

的超臂。当你实际走这条路线时，每一个路段都会给你反馈，就是该路

段的拥堵时间（注意这个拥堵时间是随机的，不是每次都一样，而平均

拥堵时间就是你需要学习的），而你的整体收益就是整个路线的拥堵时

间（在这个例子里拥堵越短越好，所以用整体损失表达更贴切些）。这

就是组合多臂老虎机问题。很多组合推荐，组合选择优化问题都可以用

多臂老虎机来表达。

那么如何解决组合多臂老虎机的问题呢？你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把

每一个超臂看成是经典多臂老虎机问题中的一个臂。但是超臂是多个基

准臂的组合，而这样组合的数目会大大超过问题本身的规模——组合问

题中经典的组合爆炸现象，因此传统的方法并不适用。所以在线学习不

能在超臂这个层次进行，而需要在基准臂层次上进行，并需要与离线组

合优化巧妙地结合。我们在ICML 2013的论文[2]中给出了组合多臂老虎

机的一般框架和基于UCB方法的CUCB算法。CUCB算法将组合优化和

在线学习无缝对接实现了前面图示中的反馈回路。较之前的涉及组合多

臂老虎机的研究，我们的模型适用范围更广，尤其是我们通过给出收益

函数的两个一般条件，能够涵盖非线性的收益函数，这是第一个能解决

非线性多臂老虎机问题的方案。我们的工作，包括之后我们和他人的后

续工作，都强调对在线学习部分和离线优化部分的模块化处理和无缝对

接。也即我们将离线优化部分作为一个黑盒子神谕（oracle），这部分

可以由具有相关领域知识的专家来完成。而一旦离线优化问题可以精确

解决或近似解决，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离线算法当作黑盒子拿过来和我们

在线学习方法相结合，达到有严格理论保证的组合在线学习效果。这使

得我们的方法可以适用于一大批已经有离线优化算法的组合在线学习问

题，比如最短路径、最小生成树、最大匹配、最大覆盖等问题的在线学

习版本，而不需要对每个问题单独再设计在线学习算法。

在论文[2]的期刊版本[6]中,我们进一步将组合多臂老虎机模型扩展

为允许有随机被触发臂的模型。这一模型可以被用于在线序列推荐、社

交网络病毒式营销等场景中，因为在这些场景中前面动作的反馈可能会

触发更多的反馈。然而在[6]的理论结果中，我们包含了一个和触发概率

有关的项，而这个项在序列推荐和病毒营销场景中都会过大，造成在线

学习效果不好。在2017年被录取的NIPS论文[9]中，我们彻底解决了这

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论证了序列推荐和病毒营销等满足某种特定条件的

问题都不会有这个不好的项，另一方面我们指出在更一般的组合多臂老

虎机中这个项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目前研究可触发臂的组合多臂老虎

机中最好的一般结果。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与组合多臂老虎机相关的方面做了若干工作，

比如如何在反馈受限情况下达到好的学习效果[3]；如何解决先探索再找

到最佳方案的组合探索问题[4]；当离线优化基于贪心算法时，如果更好

地将离线贪心算法和在线学习相结合[5]；如何在有上下文的场景中解决

组合序列推荐问题[7]；以及当超臂的期望收益取决于每个基准臂的随机

分布而不仅是每个基准臂的分布均值时，如何同样有效地进行组合在线

学习[8]。

总之，组合在线学习将离线组合优化和在线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

由于组合优化的普遍存在和在线即时反馈机制的日益完善，将优化和反

馈不断迭代结合的组合在线学习势必会找到更多的应用，而组合在线学

习坚实的理论根基会对其实际应用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这个方向有很

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方向继续做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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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

首先来看一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之间的关系。我们可

以大致认为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中的一种学习方法，而机器学习则可以

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涵盖的领域很广，除了机器学习外，还包括专

家系统、进化计算、模糊逻辑、粗糙集、多代理、规划问题等。最近几

年，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机器学习领域的推动，尤其是深度学习

取得的突破，其他领域的进展相对较小。人工智能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

人工智能，前者让机器具备观察和感知的能力，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理

解和推理。目前的科研都集中在弱人工智能这部分，并很有希望在近期

取得重大突破。而强人工智能期待让机器获得自适应能力，解决一些之

强化学习：强化学习为一个代理（Agent）在一个环境里设计一系

列动作（Actions）以获得最优的未来长期回报（Reward）。走迷宫

常被用来作为解释强化学习的例子。因为学习方法复杂，早年间强化学

习只能解决一些非常简单（状态空间小、动作选择少）的问题。直到深

度学习的出现，使得我们可以用深度神经网络去逼近一个近似的价值和

策略函数，强化学习才取得很大的进展（如在AlphaGo里的价值判断网

络），人们称其为深度强化学习（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与其说是强化学习的进展，不如说是在强化学习的框架里，深度学习贡

献了巨大的力量。

●    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

 下图所示，数据挖掘是从数据中发掘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

五分钟了解你不得不知
道的人工智能热门词汇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郑宇

编者按：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众多热门词汇蜂拥而

至：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大数据（Big Data）、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数据挖掘（Data Mining）、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强化

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和数据库（Databases）。不

少人对这些高频词汇的含义及其背后的关系总是似懂非懂、一知半

解。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我们邀请到微软亚洲研究

院资深研究员郑宇博士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解释这些词汇的含义，理

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希望对刚入门的同学们有所帮助。

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电影里的人工智能多半都是在描绘强人工智能，

而这部分在目前的现实世界里难以真正实现。

机器学习：从学习方法上来分，机器可以分为监督学习（如分类问

题）、无监督学习（如聚类问题）、半监督学习、集成学习、深度学习

和强化学习。深度学习本来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学习方法，其本身也会用

到有监督和无监督的学习方法来训练深度神经网络。但由于近几年该领

域发展迅猛，一些特有的学习手段相继被提出（如残差网络），因此越

来越多的人将其单独看作一种学习的方法。按照学习目的来分，机器学

习涵盖了回归、分类、聚类、异常监测、量纲学习和因果分析等。

深度学习：最初的深度学习是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来解决特征表达

的一种学习过程。深度神经网络本身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可大致理

解为隐含层很多的一个神经网络结构。为了提高深层神经网络的训练效

果，人们对神经元的连接方法和激活函数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其实

有不少想法早年间也曾有过，但由于当时训练数据量不足、计算单元落

后，因此最终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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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可以作为挖掘工具，数据可以被看作是土壤，云平

台可以看作是承载数据和挖掘算法的基础设施。

▲  数据挖掘的过程以及与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关系

数据挖掘：数据挖掘是从数据中发掘知识的过程，在挖掘数据的

过程中需要用到一些挖掘工具和方法（上图第二个层面所示）。这些

工具可以是基于数据库的挖掘方法，比如频发模式发掘（Frequent 

Patter Mining）和关联规则。大家经常听说的啤酒和尿布的例子就

是基于数据库技术的频繁模式发掘。数据挖掘也可以用到机器学习的

方法，比如各种分类模型（如Decision trees和SVM）、概率图模型

（Probabilistic Graphical Models）以及深度学习的方法。数据挖掘

同样也可以用到人工智能里非机器学习的方法，比如遗传算法和粗糙集

等。当数量非常大时，数据挖掘需要借助云平台来承载数据，并利用云

平台中的分布式计算单元来提高数据挖掘效率。当挖掘完毕后，数据挖

掘还需要对知识进行可视化和展现。

云计算：云计算平台一般是由第三方IT公司建立的涵盖基础设施、

计算资源和平台操作系统的集成体。云平台解决了传统公司各自搭建机

器集群所产生的建设周期长、升级换代慢、维护成本高的痛点，让其他

公司可以从搭建计算平台的繁重任务中解脱出来而专注于自己的业务。

云平台用户可以高效、灵活的调整自己的资源配置（比如用多少台虚拟

机、多少个计算节点等），第三方公司根据用户使用的资源来收取相应

的费用。打一个通俗的比喻，就好比不用每家每户弄一个发电机，而是

集中建一个发电厂，每家只需要插上插头就可以用电，根据用电的多少

来计费。用户不用关心发电厂建在哪里、如何发电，也不用操心如何维

护发电厂本身的运转和安全。

云计算平台本身为大数据的存储和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如

storage和Hadoop、Spark和Storm等分布式计算环境），但默认的云

平台上并没有自带强大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能力，也缺乏高效的索引

机制（如时空索引算法）。因此，云平台并不等于大数据平台。近期不

少公司在积极地开发基于云平台的机器学习工具（如AzureML）和人工

智能平台。

大数据：大数据是一种从数据的采集、管理、分析挖掘到服务提供

的端到端的、解决行业问题的综合实力，是从数据生命周期这个维度来

看的知识获取过程（数据库、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成为其中的

一个环节），也是一种基于数据的思维方式。通常讲大数据都会提到4

个V，Volume（量大）、Velocity（速度快）、Variety（多样性）、Value（价

值）。但实际上，除了Variety（多样性）以外，其他几个属性很难界定，

比如多大才叫大，一直很难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而只要是数据就有

其价值，关键是如何利用数据。因此，大数据不是指一个体量很大的单

一数据，其关键在于多源数据融合（即把来自不同领域的数据的知识相

互结合，形成1+1>2的合力），这是大数据的战略制高点，不是单单

在“数据”前加个“大”字那么简单。

多源数据的融合给数据管理、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带来

了很多新兴课题。当数据挖掘被用来挖掘和融合多源数据中蕴含的知识

时，数据挖掘就跟大数据有了完美的结合。如果数据挖掘还在挖掘单一

数据，那就是传统的数据挖掘或者是早年间研究的“海量数据挖掘”。

作为数据挖掘的工具，分布式机器学习的重点是解决海量数据挖掘的问

题，而不是解决多源数据融合的问题。要想融合多源数据，我们就需要

在机器学习中设计新的多源数据融合算法，并为云平台设计特别的管理

和索引方法。

下图以城市大数据为例，说明了大数据和数据挖掘以及人工智能之

间的关系。城市大数据就是从城市数据的感知、管理、分析到服务提供

的端到端的、解决行业（如交通、环境等）问题的综合实力。在解决一

个问题时，我们通常需要同时用到来自于多个领域的数据（如预测空气

质量需要考虑气象、交通和地理信息等），如何融合多源数据中的知识

就是一个难点。这需要在数据挖掘过程中设计相应的数据管理算法和机

器学习算法。因此，可以大致理解在下图的第二、三（管理和分析）层

面是在做数据挖掘的事情，而在第三层里，又需要用到一些改良的机器

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

 

▲  城市计算和城市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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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看懂第十九届“二
十一世纪的计算”大会  

人工智能正在掀起前所未有的全球风暴，热度和泡沫之下，真实的

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样？2017年10月19日，多位全球计算机科学和人

工智能学术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一齐亮相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哈尔滨工业

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十九届“二十一世纪的计算”大会，分享他们各自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观察和思考，共同探索人工智能的未来之路。

以下是大会主讲嘉宾的演讲内容精要。

●    Peter Lee: 工匠力量改变人类社会

AI技术在棋类、游戏、自动化、医学等各个领域正带来难以置信的

发展，但是目前看来，很多影响AI普及和应用的限制条件仍然存在。从

欧洲工艺美术运动创始人William Morris所主张的“手工艺人”与艺术

普及之间的矛盾，再谈到中国古代可抵千金的丝绸和玉器，微软全球资

深副总裁Peter Lee将AI的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娓娓道来：一方面大众都认

可AI的普及会大大促进社会和商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当前的AI还严重

依赖稀缺且昂贵的AI“手工艺人”。

确实，近年来AI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向前推进。Peter认为

机器学习是目前AI所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基础，机器通过大数据来学习经

验。输入到机器学习系统里的训练数据越多，基于系统生成的模型就会

越完美。除大数据以外，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算法支撑也是AI技术厚积薄

发的核心力量。

在AI基础研究和产品应用双双取得重大进展时，Peter表示我们必

须意识到AI开发还严重依赖需要经过特过训练的的AI“手工艺人”或

者“工匠”，“手工AI”时代的根本性质仍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未

来我们需要更多的AI工匠，创造出人人皆可用的AI技术。

扫描二维码，查看Peter Lee的演讲全文

●   John Hopcroft: 人工智能革命

1986年图灵奖获得者、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教授John Hopcroft

教授是公认的计算机领域超级大师，他介绍到，深度学习是支持向量机

（SVM）之后机器学习领域的重大发展，并以适用于图像识别的卷积神

经网络介绍了深度学习模型的构成，指出了在高维空间里找到更优的局

部极小值点和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加速问题等前沿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热潮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铺展开来，但事实上，我们离实现

真正的人工智能还很远。首先，深度神经网络可以在某些特定任务、特

定数据集上达到甚至超过人的水平，但那还远远不够；其次，当前的人

工智能只是高纬空间的模式识别，比如，图像识别并没有理解物体的本

质及其用途；最后，并不是所有的智力相关的任务都需要人工智能，因

此，处理人工智能相关工作不仅需要技术加持，更需要把握问题核心。

扫描二维码，查看John Hopcroft的演讲全文

●   Lise Getoor:  从图数据中获得有效推理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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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数据爆炸的时代，图数据无处不在。然而，数量并不代

表质量，大数据分析的挑战之一就在于如何能够合理利用大型、异构、

不完整且带有噪音的集成数据进行合理推论。

图数据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计算机科学系教授Lise Getoor一直

以来的研究对象，她介绍了一些图数据所需的常见推理模式，例如为缺

失标签的节点做标签预测的协同分类（collective classification）给出

数据里隐含的连接节点的边的连接预测（link predictions），以及判断

两个节点是否为同一实体并进行合并的实体分辨（entity resolution）

以及用于解决这些重要问题的一种技巧，概率软逻辑（probabilistic 

softlogic, PSL）。

扫描二维码，查看Lise Getoor的演讲全文

●   Raymond Mooney: 深度学习革命

近年来深度学习在很多非常有挑战性的AI问题上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包括语言识别、图像识别、机器翻译、棋牌游戏等等。常年从事

机器学习研究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科学系教授Raymond 

Mooney选择深度学习作为切口，指出深度学习在目前看来有些“言过其

实”，它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还不能真正解决AI。

在简要梳理了机器学习的发展史（从单层神经网络到知识工程、

从多层神经网络和符号学习到贝叶斯学习和和方法、以及深度学习的复

兴）之后，Raymond列举了现今深度学习的三大推动力：算法、计算力

和大数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几大制约因素，包括从无标签数据中学习，

压缩模型的规模等。除此之外，深度学习系统还在面对针对性构建的恶

意样本时仍然非常脆弱。

深度学习火热带来的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在包括计算机视觉、机

器翻译和语音识别以及视频和棋牌游戏等多个方面取得成功。在深度学

习吸引绝大部分注意力时，符号学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同样需要关

注，二者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人工智能。

扫描二维码，查看Raymond Mooney的演讲全文

●   滕尚华: 大数据时代的可扩展算法

身处大数据时代，我们对高效算法的需求比先前任何时候都要突

出。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数学系教授滕尚华教授指出，数据体量的

剧增使得人们对高效算法的定义发生转变，原有的多项式时间算法分析

体系高效的算法可能不再适用于解决今天的问题，如今，我们要求算法

是可扩展的，或者说是有线性、次线性复杂度的。而设计具有可扩展性

的算法，需要借助一些技巧，例如拉普拉斯范式。这类技巧包括局部网

络探索、高阶抽样法、稀疏化以及图分割等。

大数据时代的算法分析——网络分析如今有如下几个应用领域：图

模型的抽样、网络集中度估计、社交影响最大化以及随机行走的稀疏化

等。

扫描二维码，查看滕尚华的演讲全文

●   洪小文: 探索机器和人类学习的方式

我们已经进入持续学习的时代，从“无所不知”到“无所不学”。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

小文博士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更多挑战需要人

们去研究、去攻克，无论是机器还是人类都需要提升技能、跟紧脚步。

对于计算机而言，人类在不断探寻新思路帮助机器实现更高效的学

习。深度学习往往需要大规模的标记数据，成本要求也相应提高，我们

提出了新的学习范式——对偶学习来降低对大规模标注数据的依赖性。

此外，自增强学习方法利用未完成训练的卷积神经网络对无标签数据进

行测试，生成增强数据进行训练。

机器还可以在多方面帮助人们学习，例如提供学习建议和案例，作

为语言学习的辅助手段。他以旨在帮助初学者提高口语水平的微软小英

为例，介绍了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机器学

习、大数据分析等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如何能够辅助人类学习。AI还可以

有艺术创造力：创作诗歌、歌词以及音乐，对图片进行风格转换等。在

这方面，微软运用生成式对抗网络训练小冰创作诗歌，还利用「风格基

元」（StyleBank）、端到端在线视频风格迁移模型等对图像、视频等素

材进行艺术化创作。

扫描二维码，查看洪小文的演讲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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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因数据而燃，行业因
AI而变

“你的工作什么时候会被人工智能（AI）取代？”这个被热议的话

题近年来一再成为焦点，不过最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三

院院士Michael Jordan先 生 表 示 ， 人 工 智 能 和 机 器 学 习 真 正 称 得

上 “ 智 慧”还言之尚早，“现今的我们并非处于一个人工智能的神奇大

爆炸时代。我们可能还要再花上百年时间，才能把这座高楼建起来。”

在Jordan先生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法，而是去创造

一个市场。把用户和企业两端的需求结合起来，先让这个领域的交互、

操作变得容易，再逐步地调整学习，人工智能才能变得真正智能。IT互

联网这些年来的发展规律显示，需求侧的应用深化会反过来推动技术的

发展，在人工智能领域也不例外。不过，所有需求都存在于各行各业的

第一线，如何将这些需求与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正是微软亚

洲研究院近一两年来思考的问题。

现阶段，AI发展的核心就是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现在的人工智

能。在各行业的一线都积累、沉淀了大量的数据，如果可以进行有效、

充分地利用，那必将带来行业的变革。在微软看来，AI领域的学术研究

也必须要与各个行业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碰撞出跨界创新的火花。

如今，金融、物流、零售、制造、医疗等行业都呈现出AI深度渗透的趋

编者按：

现阶段，AI发展的核心是数据，如果我们能有效利用数据，就

有可能推动行业的变革。如今，金融、物流、零售、制造、医疗等

行业都呈现出AI深度渗透的趋势，这些领域在AI的参与下又有什么

新进展呢？本文中，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益肇为我们重点讲述

了人工智能为金融、零售、物流三大行业带来了哪些新突破，同时

讲解了微软成立“创新汇”的意义和目的。

势，那么各个领域与AI将如何结合，现在又有什么最新进展呢？

▲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益肇

●    海量数据+AI：颠覆金融应用场景

在华尔街，用机器设定股票期货的买卖点、系统自动交易等已经是

新常态，AI早已成为金融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杀手级技术；无论在街

角，还是在互联网上，社区银行服务、个人消费还贷等服务，也因为AI

元素的渗入而越来越便利。它们的共同点则是利用大量数据去分析收益

节点和金融风险，数十亿美金的投资有风险，个人消费贷款亦有坏账可

能，金融机构要做的就是从可以得到的数据中，去决定如何投资以及如

何降低风险。

数据和信息的极大丰富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馈赠，而它们也正在颠覆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 张益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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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最常见的金融场景。例如，个体借贷人的任何数据都可能透露关键信

息，哪怕是发布的朋友圈、运动手环的定位，都可以成为信息来源；面

对层出不穷的理财、保险新产品，到底哪款最适合自己，可能专业的理

财顾问、保险咨询师也未必能马上给出最贴切的答案。一端是数据和信

息的爆炸，另一端是有效信息的分析、总结和传达受阻，在用户与服务

提供商之间的信息鸿沟，就是AI在金融行业很有潜力的切入点。

机器更擅长数据的记忆和整理，要让它们更具智能，拥有更强的分

析能力，便是AI现阶段的目标。为不同的客户推荐适合的理财、保险等

金融产品，提供“千人千面”的金融服务，在未来几年，将会有非常巨

大的想象空间。

在金融行业的后端，AI发力的空间同样巨大。类似“过去50年之间

利息上涨0.5%对整个市场有怎样的影响？”这样看起来不算复杂的问

题，对于人类来说，也许只有资深分析师才能清晰阐释，但人工智能却

可以通过对比时间轴数据，快速挖掘相似历史情境下的类比模型，甚至

进行分析和预测。这两者间的差别在于，分析师要得出这样的模型，可

能需要数十年的从业经验，而AI却可以在行业专家的帮助下快速打通领

域边界。

几年前印度洋的海啸，让泰国很多城市都遭受了洪水灾害。而不为

人知的是，海啸冲击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的家园，全世界的PC供货量也

因此受到影响，这是因为泰国是不少PC配件的制造产地。一般来说，海

啸洪水与PC供货量之间的关系，大家不会轻易察觉，但却是实际存在

的，对于这类隐秘的内在关联，行业分析师完全可以利用AI和大数据去

发现，并做出相应地判断。

同样，今年美国德克萨斯州所遭遇的洪水灾害导致不少炼油厂停

产，这对油价必定产生影响。由于整个生态链上游、中游、下游所涉及

的影响因素复杂，因此具体会是怎样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分析。炼油

厂处于整个生态链的中游，炼油厂停产不仅会导致下游成品油价格的上

涨，上游的原油也很可能销路不畅，从而价格下跌。在现实世界中，类

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何加入更多变量，在更广的范围内，建立更合理

的模型，这些也都是金融AI正在探讨的问题。

▲  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华夏基金宣布就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应用展开战略合作研  

2017年6月，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华夏基金宣布了就人工智能在金融

服务领域的应用开展战略合作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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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可以共同

研究AI+金融的疆界，推动金融行业的智能化转型。

让海量数据和信息真正发挥价值，是金融AI的使命所在。以前分析

师经常是巧妇勉强为少米之炊，现在原“材料”大大丰富，“巧妇们”

则可以利用更高效的AI工具，让数据做出更好的“饭菜”。分析师们的

职责也将会相应地调整为，基于多年的行业经验对AI分析出的结果进

行“翻译”和“解释”，并反过来去验证和优化之前搭建的模型。AI+

金融所带来的并非人力的取代，而是重新分工，AI（人工智能）+HI（人

类智能）的结合，将大大提升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

●    品牌零售商，用AI定位调性

在北京微软大厦里有一个新式的自动贩卖机，它来自微软加速器成

员甘来公司，表面看起来这款自动贩卖机和路边的贩卖机模样没有太大

差别，不过它的玻璃外罩内藏玄机，走近它你就会发现，玻璃外罩同时

也是一块屏幕，就像是机器的眼睛，可以识别购物者的性别、年龄，甚

至挑选货物时的表情。如果在它面前待一阵子，它也许会找你搭讪，借

机向顾客推荐一些可能感兴趣的小饰品等等。当顾客刷信用卡、微信、

支付宝结账时，消费习惯、互动记录就都被存储下来了——对零售商而

言，这就是最新鲜、宝贵、真实的一手数据。

究，图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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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华夏基金总经理汤晓东（左）在发布会现场。 ▲  北京微软大厦里的甘来自动贩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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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台贩卖机，可以认为是AI+零售的一个雏形。很多AI技术诸如人

脸识别、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都可以应用到每个超市的收银

台，商家并不需要识别某个具体顾客的特征，就可以得到整个消费群

体的画像。像耐克、ZARA、星巴克等知名品牌商，近几年也越来越关

注其客户和潜在客户的特征演变。以前要通过抄价员、调查员去做的工

作，今后与AI结合起来，相关工作将可以更加简便、精确和高效地完

成，从而更好地定位品牌调性。

此外，像“消费者喜爱什么样的产品”、“库存应该准备多少”这

类更加具体的问题，在零售AI的帮助下，也将不再是难题。例如，无人

商店的兴起，以及通过天气预报去预测口罩、空气净化器的销量和库存

等，都可以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分析和预测得越来越精准。

●    物流、制造业等“后台”行业，因AI而变

除了金融和零售行业，物流业也是AI快速渗入的行业之一。无论是

身边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还是快递/外卖小哥背后的物流系统，又或是

海外购、全球贸易涉及的全球物流体系，都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发生着

巨变。

细心的人们也许会发现，无论你周末回家把共享单车停在哪里，周

一早上急匆匆要去地铁时，总能在小区门口找到一辆小黄车/小蓝车/小

桔车……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是怎么被放在你觉得“刚好需要一辆自行

车”的位置呢？这背后便是AI与大数据的功劳。

同样，在双十一这样的物流高峰、晚八点的外卖高峰，快递/外卖

小哥是如何最节省时间地把货物、商品送到你的手中的？其实这些问题

与共享单车的流量分析本质上是相同的，订货数据、仓库部署、路线规

划，都因为大数据分析悄然发生了改变。甚至在某些物流企业的后台，

随着数据量的剧增，他们所得到的行业洞察已经远远超出人们所想象。

另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场景则发生在制造行业，事实上，工业4.0、

中国制造2025都可以看作是AI在制造行业应用的未来憧憬，越来越智能

化的机械臂、机械手、感应器，已经在很多无需与人类有太多交互的场

景下深度应用。微软加速器孵化的几家企业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有益的尝

试，例如使用无人机技术去发现发电风车、高压电缆等特种设备材料的

裂缝，并进行相应地维护工作等等。

相比较而言，在物流、制造业等无需与最终用户有太多交互的应用

场景下，人工智能的应用速度相当快速。而早期为大家所看好的医疗、

健康等领域，反而因为受到各种管理机制、人类互动的约束等限制，人

工智能的应用进展比较缓慢。这也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去思考，哪些行业

可能会成为AI早期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而哪些行业可能会面临之前没有

考虑到的阻碍因素？

●    创新汇：与行业对接，让AI更“接地气”

看到AI给各个行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作为人工智能研究的先行

者，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希望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开启的这个节

点，进一步推动AI+行业的深化，加速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于是，我

们有了成立“创新汇”的想法。我们希望“创新汇”作为一个汇聚微软

亚洲研究院顶级科技专家与各行业专家创新智慧、经验、技术的平台，

能够让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中国市场上的大型企业、投资机构、政府部门

建立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合作纽带，为大家搭建跨行业的沟通平台，共同

探讨AI时代的技术创新。

尽管微软亚洲研究院拥有领先的AI科研技术和强大的科研实力，

但科研人员对于现实中的行业应用场景并不了解，也没有真实的行业数

据。原先基于少量数据就可以建立模型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AI一定

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的，因此AI与行业的结合是必然趋势，现在恰

恰是最好的启动时间点。

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研究院推出的英语口语学习应用“微软小

英”作为口语初试的“评审”在参与一次青少年英文演讲大赛时突然发

现，之前因为没有考虑到青春期孩子正处于变声期这一特点，而使用了

成人语音训练出来的模型。当然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改进，却也同时提

醒我们，真实的应用场景必须从真实的生活和生产中提炼出来。

因此，让AI更“接地气”才是让AI快速发展的正确思路。借助“创

新汇”，让研究人员与行业专家坐下来深入探讨行业的痛点是什么？未

来三、五年的变化是什么？在新的AI技术格局下，企业该如何高屋建瓴

地去构建技术体系和架构？等等，解决了这些问题，AI迅速转化为生产

力才能真正落地。

与此同时，对于微软亚洲研究院来说，计算机领域的基础研究我

们仍然会继续，而“创新汇”的成立则是让研究院和研究员们可以更

好地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去考虑科研问题。正如我们团队内部开玩笑时说

的：“在山上练了几十年武功，也要下来走走江湖了。”未来，我们会

通过“闭门技术大会”、“主题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桥接研究智慧与行

业资源，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度身定制专属的技术

交流环节，与企业一道探索AI+行业的广阔前景。期待与大家一起迎接

全然换新的AI未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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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5日，美国电视界的最高奖项艾美奖将本年度的工程

奖颁发给了一个名为“视频编码联合工作组”的团队，以表彰其在开发

高效视频编码（HEVC）国际标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HEVC（High Efficiency Video Coding）也被称作H.265，是为最

新一代高分辨率视频而设计的视频压缩标准，有“4K时代的解码标准”

之称。相比上一代技术H.264，它可以使1080P视频内容的压缩效率提

升一倍左右，这意味着传输的视频内容质量更高，网络带宽更节省。目

前，这一技术标准已被全球大多数超高清电视分发系统和终端所采用。

那么这个“视频编码联合工作组”又是个什么组织？其实，它是

由来自ISO、国际电信联盟以及国际电工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微软、苹

果、诺基亚、高通、三星、索尼弗劳恩霍夫协会通讯技术研究所、华

为、联发科等多家企业也都是工作组的主要贡献者。微软亚洲研究院更

是有项目组从标准制定伊始就全力支持。微软亚洲研究院与HEVC之间

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还是请HEVC标准制定的“幕后英雄”、微软

亚洲研究主管研究员许继征来跟大家聊一聊。

●   我们在微软做研究，让你的视频体验更流畅

1999年，许继征便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随后成为

员工并一直工作至今，是研究院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久的实习生入职员

工。不仅如此，他对待研究也十分专一，精专于数字视频相关的技术工

作。从2003年许继征就开始参与部分H.264的标准制定，并且在2010年

全力投入HEVC的标准制定。

随着高分辨率电视、手机、电脑等设备的不断涌现，视频领域得到

了蓬勃而快速的发展，这为电子公司和视频设备制造商提供了难得的发

展机遇，也为如何打破不同视频编码之间的壁垒提出了挑战。期间，视

频编码技术标准的发展经历了MPEG-1、MPEG-2，到MPEG-4 Part2

MPEG-4 Part10/H.264，再到HEVC/H.265的漫长过程。

“视频标准是业界所有大公司都会涉及的内容，所以需要大家一起

来做。”2013年1月，在视频编码联合工作组的努力下，代表最前沿视

频压缩技术水平的HEVC正式成为国际标准。“在技术研究的过程中，

微软有40多项专利技术被HEVC所采纳，并且在‘屏幕视频编码标准’

这个子项目上挑起了大梁。在和屏幕视频编码标准相关的6项关键技术

中，有5项出自微软亚洲研究院之手。”

“所谓‘屏幕视频编码’其实很好理解。”许继征解释道，“过去我

们常讲的视频就是摄像机拍摄出来的，比如电视台、网络视频等节目，

但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视频并非来自传统的摄像机拍摄，而是由机器生

成的，比如电脑、手机里的游戏等等，它们完全不受摄像机的物理限

制，可以很简洁，也可以很复杂，而且经常是超高分辨率的视频。为了

更好地对这些视频进行编码和解码，专门的‘屏幕视频编码标准’便应

运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许继征团队将微软搜索的相关技术应用到了屏幕

视频编码中，让视频编码的效率提高了上千倍。这一技术的应用源于

HEVC组织方为解决屏幕视频编码问题而发起的一次“技术征集”，在

艾美工程奖背后的
微软人 

▲  许继征（前排中间）和团队成员

文化故事

▲  屏幕视频编码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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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微软内部的多个团队沟通、学习后，许继征借鉴了搜索领域技术发明

的基于哈希的运动搜索，创新性地解决了高效屏幕视频编码这个问题，

使得HEVC在屏幕视频编码的速度更快、性能更好、效率更高。

经过团队的努力，微软的屏幕视频编码方案在众多公司的编码方

案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一个比基准方案更快并且在编码效率上远超其

它方案的方案，相关技术也成为了屏幕视频编码标准参考模型的原型。

许继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HEVC屏幕视频编码标准的编委和标准组织里

相关技术小组的联合主席，团队里的李斌研究员也担任了参考软件开发

小组的联合主席。在2017年3月份，独立的第三方测试验证了HEVC屏

幕视频编码标准在技术上的飞跃——对典型的屏幕视频，新的标准比

HEVC的基础版本能再节省超过80%的带宽，远超当初标准计划的50%

的目标！

如今，HEVC技术标准已被全球大多数超高清电视分发系统和终端

所采用，各类电子设备仅用很小的带宽或容量，就能获得更好的视频输

出质量。许继征举例说，“现在小到机顶盒、智能手机、电视，大到地

面数字广播系统、电视台都采纳了HEVC。”HEVC已经成为工业界影响

力最大的技术之一，几年之间就从技术标准层面，推动了整个产业的进

步。随着机器产生视频的广泛应用，我们也期待屏幕视频编码标准会成

为一个更成功、应用更广泛的标准，或许下一个艾美奖就会颁给这样一

个针对新型视频的编码标准。而学术方面，许继征团队的一篇关于屏幕

视频编码的文章在上周更是斩获了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Processing会议的最佳论文奖。

●    Open Research让研究的路越走越宽

通过HEVC的研究，为整个行业树立标准，在许继征看来是一件特

别自豪、有成就感的事情。而这种由国际标准组织牵头，通过几十家公

司共同努力，在统一的平台用统一的数据公开地就一个技术问题进行良

性竞争，更是意义非凡 。

过去，不同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或多或少都存在“闭门造车”的现

象，很多研究领域非常封闭，数据、源代码不公开等等导致了不少技术

在论文中写得高端大气，但是很难在实际中真正地使用起来，最终成为

无用的炫技。而一些领域秉承开放研究（Open Research）的理念，把

数据和源代码公开，让更多人可以去验证、去探索、去尝试，这样也更

容易把技术工业化、产品化，从而促进业界能发展得更快。如今日新月

异的AI领域，便是开放研究的受益者。

多年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许继征，对开放研究的精神颇有感触。

他说：“开放与合作并行，恰恰能够让研究的路越走越宽，也会更有力

地促进行业以及企业自身的发展。”事实上，微软一直都在积极拥抱开

源，2016年9月的GitHub报告显示，微软已在这一全球最大的代码托管

网站和开源社区上拥有16419位开源贡献者，成为GitHub上排名第一的

开源贡献者。

而过去几年间，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发布了不少重要的开源项目，如

深度学习领域的微软认知工具包CNTK、图数据库GraphView、软件无

线电项目Sora等等，研究员们对于开放研究也抱有极大的热情。

●     多跨界，多积累，所有经历都是财富
 
许继征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已有近20年时间，谈起被研究院牢牢吸

引的原因，他表示，微软亚洲研究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通过技术影响整

个工业界的广阔平台，而且它的研究方向涉及各个领域，对于研究人员

知识面的拓展非常有利，每个人都可以和不同方向的同仁协作从事跨领

域的有趣研究，尝试各种可能性，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就像在屏幕视频编码技术标准的研发中，正是基于对微软搜索领

域技术的了解，才使得许继征能通过借鉴其原理来攻克新的技术难关。

因此，他建议有志于加入微软的朋友，“一定要对其他领域也保持好奇

心。没有人知道其它领域什么时候会促进、激发你在本领域的研究。”

同样，许继征认为研究员在某个领域拥有深厚的积累也非常重要。

这种积累不仅来源于成功的项目，也可以从挫折中获得。他坦言，在微

软亚洲研究院将近20年的工作时间中，并非每个项目都一帆风顺，在技

术中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在他看来却都是宝贵的财富。

2003年，许继征和团队开始研究当时业界特别看好的可伸缩视频

编码技术，但后来由于工业界的软硬件没有达到可以适配的程度，与

H.264标准的结构也不太兼容，最后研究成果虽然也在标准征集方案

中名列头筹，却没最终落地。“现在来看，这一研究成果还是有些超

前了。”面对技术未能广泛应用的失望，许继征看到了结果的另一

面，“不过通过这个项目，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包括怎样参与这些

标准化组织的工作，怎样更有效地沟通，怎样在组织内良性竞争等等，

这些其实都为日后做好HEVC项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微软，许继

征多年如一日躬耕于数字视频标准研究这方沃土，也用这种方式最广泛

地影响着整个业界。

业余之时，许继征还是一名忠实的慢跑爱好者，他说，跑步和做研

究其实很像：一方面都需要持之以恒；另一方面不能急于求成——跑步

着急容易伤到膝盖，而做研究着急就会打击自信心。做研究和慢跑都无

法给你一时的快感，而需要用耐心去慢慢积累，进而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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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然卓然，不忘芸生   

很多人都饱受网页广告的困扰，“欲除之而后快”，而在Windows 

10 Creator更 新 版 本 的 Edge浏 览 器 中 ， 只 要 一 键 打 开 阅 读 模 式

（Reading View），网页新闻和博客主题就能被轻松抽取出来，大部

分广告和噪音评论则能够得到有效过滤。这项自带净化技能的“网页分

离术”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组（IEG）的研发成果——Article 

Extractor，目前这项技术背后的负责人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工程师刘

潏。

和很多起初就有坚定科研信念的典型研究员/工程师不同，刘潏坦言

自己并非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理想目标和职业道路选择。相比这些，她更

像是在一次次截然不同的尝试中，逐渐找出自己真正热爱、愿意全心倾

注的东西。本科在华南师范大学攻读通信工程的刘潏，逐步发现硬件方

向其实并不适合自己，反倒是专业中涉及的编程课程吸引了她。因此，

在研究生阶段刘潏毅然选择了拥有全球顶级计算机专业的卡内基·梅隆大

学，正式开启了她在计算机领域不断探索、攀越高峰的别样旅程。

●      缘分注定，一拍即合

2015年，刘潏选择回国，并于年底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刘潏

把自己和研究院的相遇形容成一种冥冥注定的缘分。读书时的她就对研

究院有非常深刻的印象，2013年刘潏来北京就曾造访过这个她所认为

的“研究圣地”，并立下决心如果回国就一定要到研究院来工作。而

后，这个选择也确实不负她所愿，在研究院里，刘潏不仅接触到了很多

最尖端的技术，同时创新工程组的独特气质也满足了她将技术落实到产

品中的愿望，让技术可以真正地转化到大众生活中。

与加入前所想象的满层“不苟言笑的老学究”完全不同的是，刘

潏发现研究院里紧张与活泼并存，且高手云集、卧虎藏龙。在研究院做

研发的两年时间里，刘潏用这样一个词形容她眼中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气

质：纯然卓然，不忘芸生。许多非常出色的研究员在这里都是全心全意

地做研究，希望能够尽善尽美，做到业内顶尖。而这种对研究的纯粹之

心并不仅仅体现在追求技术深入的层面上，他们也会时刻把大众需求和

产品需求放在心中，这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设立创新工程组的一个重要

原因。

科研以外的刘潏是个多才多艺的“才女”，弹琴、画画信手拈来，

徒步、攀登也是不在话下。2016年成功挑战珠穆朗玛的她打算接下来

考取潜水证，去探索和发现更广阔更深邃的世界。刘潏形容自己的性格

是“做事不随意开始，一旦开始就不愿意停下来”，正是在这种愿意不

断挑战自我的精神驱动下，她在丰富自我兴趣爱好的同时，也在研究院

的工作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果。

其实步入职场之后，要想做到工作和兴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并非易事。而研究院自由、包容性的氛围以及“Play Hard，Work 

Harder”的观念，恰好是刘潏在经历了多种尝试以后得出的最适合自己

的工作风格。

●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对于刘潏而言，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让人快速成长的地方。从

校园到工作的过渡阶段，刘潏明显感受到了研究院和学校之间的差别，

比如在学校做项目的时候往往是课程要求或者是自己觉得什么有意思就

做什么。但在研究院做项目时不仅要看个人的兴趣，还要多考虑实际需

求，看是否能与现有的产品以及公司的发展方向相契合。需要从技术琐

碎中跳出来，多角度思考，这样才能让你做出来的东西可用并且有用。

在磨合期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走过的一些弯路都让刘潏对自己和研

究院有了更为明晰的认知。“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能够看得更远，接触到的资源也更加丰富。”

▲  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工程师刘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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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潏认为，研究院就像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全看自己能将其中得

天独厚的优势挖掘和利用到怎样的程度。比如说，研究院内部有很多

效果非常出色的技术，合理应用可以节省很多时间，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劳动。对此刘潏深有感触，她在做Article Extractor项目时，需要加

入命名实体识别（name entity recognition）的功能，而这项技术在

研究院里已经有现成的研究成果，通过多渠道与资深研究员的沟通，刘

潏很快便让命名实体识别技术与Article Extractor项目完美结合。刘潏

说，“如果不积极主动与别人交流、沟通，那么可能就会错过机会，还

会浪费大量宝贵的时间。”

▲ Edge浏览器的阅读模式

●      不忘初心，必达远方

尽管很多优秀的女性科研人员在计算机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仍

有不少人或多或少会对计算机科研人员有性别上的刻板印象。在刘潏看

来，女性在计算机领域科研、工程上拥有许多男性难以比拟的优势和特

质，比如，她从研究院许多女性科研人员的身上都感受到了她们工作中

的细致认真、有条理，以及为人处事上的耐心和坚韧。其实，科研没有

性别优劣之分，刘潏表示，与其考虑这些，不如多花时间在发掘自身的

长处、认真学习周围同事的优点以弥补自身的短板，把优点进一步发挥

成优势。

▲ 刘潏（前排右一）与团队参加Hackathon骇客马拉松

对于和当年的她一样想要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年轻人，刘潏从自

身经验出发给出了一些小建议：

特别是目前还在学校学习的同学们，在自身最好的时光里首先要有

属于自己的小理想和小憧憬，不求梦想多远多大，而是去尽力保持一种

纯粹的奋斗状态。很多人现在做事都强调功利性和目的性，凡事讲求成

本和效益，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多做科研带来的乐趣就会被冲淡。

其次，在校学习一定要培养自身的工程能力，拥有过硬的技能储备

是进入研究院的基础，而这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也是大有裨益。

 

第三，认真勤勉的工作态度也是研究院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研究

院需要聪明的人，但不是小聪明。要紧抓住和他人沟通学习的机会，在

工作中勤恳踏实、埋头做事。

最后，无论是从始至终都有明确目标，还是在试错中过滤出最适合

自己的方向，对于任何人任何职业而言，最重要的都是发现本心，坚持

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不忘初心，必达远方。

扫描二维码

了解微软亚洲研究院

创新工程组

▲  Edge浏览器的正常模式

▲  Edge浏览器的阅读模式

文化故事



27

媒体报道

看脸的时代 

编者按：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成熟，国内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初创公司雨

后春笋般涌现。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院友会上，微软全球执行副总

裁沈向洋与5位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院友：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徐立、旷视科技创始人兼CEO印奇、旷视科技首席科学家孙

剑、中科视拓的董事长兼CTO山世光、依图科技业务技术副总裁

吴岷坐在一起，共同探讨了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

挑战。

●    人脸识别已经超越人类识别了么？

计算机视觉技术从提出到如今，已经有51年的历史了。深度学习算

法出现，对其推动作用巨大。未来五年计算机语音有望会超过人类，但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其中人脸识别领域，中国现

在做得特别好，那么人脸识别是否已经全面超越人类识别？

综合几位嘉宾的观点，答案是陌生人识别技术上，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超越人，但在熟人识别中，技术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

徐立认为，陌生人识别技术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人，但是人

类真的认识人的过程当中，其实特别是熟悉的识别，远远不是现在技术

能达到的。不过，这并不一定会影响到技术商用，每一个阶段都有那个

阶段的“技术成熟”。比如，十年前人脸识别就已经在诸如海关等场景

中运用，当时的准确率是53%。而随机猜的概率是50%。各个阶段有各

个阶段不同的“技术成熟”，而现阶段在一些场景中人脸识别已经可以

应用。

印奇认为，AI领域，小到人脸识别，在接下来的商业路径里面，都

会跟场景紧密结合。将人脸整套系统、软硬件一起来看，已经有很多创

业团队开始落地，在这些场景中，局部是可以与人进行比较的，而在未

来两三年，在一些刚需场景下，是有机会做的非常好的。

山世光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陌生人识别领域，特别是这个人相对

比较配合的情况下，机器的能力肯定是超越人了，但在熟人场景下，就

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据说，此前有人表示，让家里的机器人识别家里

5个人也很难做到100%识别。因此，人脸识别可能还有很多需要去做的

地方，但在特定应用场景下面识别已经做得很好了。

其实，在熟人识别的领域，人眼识别也不一定做的好。吴岷就曾遇

到这样的案例，在一个警察客户那里，一个小伙子在系统里搜寻了下女

朋友的近照，为了保密，系统不显示身份证和名字，只显示人脸，结果

屏幕上出现了12张脸，其中人脸的照片还是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身份证

照片，最后帮他解围，在系统中把名字显示出来，看到排名第一的就是

他女朋友。

而基于现在的技术，也有一些新的需求逐渐显现。比如，警察客户

就向依图提过需求，能不能识别尸体照片；也有其他客户向中科视拓提

过类似的要求，当时人脸识别还纠正了部分基因检测的错误。在这些新

的场景中，人脸识别就远谈不上人眼识别。

●    人脸识别云、端与应用

当然，人脸识别主要有三个落地的方向：云端平台、终端、垂直场

景应用。那么从什么方向、什么切入点切入去创业更有机会呢？

其实，几家知名公司目前基本都是在围绕垂直场景做服务、应用，

尤其是在安防、金融领域。这很可能也是几家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作者：36 氪  石亚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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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视科技从2011年开始创业，经过六年的发展，印奇认为目前值得

专注的行业有2.5个，分别是金融行业、安防行业、手机应用（0.5）。金

融行业整个业务都是线上化的，已经完成了信息化、联网化，这一领域

无论是人脸识别，还是智能风控，都是以云为主。安防行业，基本上以

线下摄像头连接和智能化为核心，这是非常线下的生意。另外0.5个行业

则是与手机相关的，包括APP、AR应用，之前这个行业是叫好不叫座，

因为竞争激烈，目前都不怎么赚钱，iPhone X出来之后，教育了市场，

也许有机会在每一个垂直行业里面做精准。不管哪一方面，AI公司能够

形成壁垒，一定要触及数据，云不是一个简单API对外的服务，一定需

要是SaaS，是完全数据闭环的服务。

在垂直场景中，尤其是安防场景中，云加端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模

式。徐立认为云加端的模式是未来AI技术企业发展的最好模式。以安防

为例，当前全球安防摄像头约两亿五千万支，预计2020年仅中国所有的

室内外摄像头就有可能达到10亿支，如果按现在的模式，每个人都要盯

住一个摄像头，所以完全集中化可能性不高，需要在端上面一定的布局

和真的前置化的一些运算。

依图目前的模式也是既有云又有端，做垂直场景应用落地。在金融

方向，依图的SaaS服务，对接了Azure等云服务，接入了200多家互联

网金融远程合成业务。在安防领域，也做了警务通等应用，帮助客户解

决真正的问题。

●     人脸识别的感知问题

人工智能做到最后往往都是感知和认知。很多感知和认知都是和

人脸连在一起的。人脸比较特别的一点是，通过人脸就可以看出你的情

绪，是不是生气，是不是沮丧，是不是开心。

山世光认为，人脸识别的前端是感知，后端是认知。但是从目前来

看，计算机视觉方向，能做的还多是感知。表情识别很难比人做得好，

现在也暂时没有做得比人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标注专业人员不太够，

造成标注数据不够。通过其他的方法，也可以感知到人内心的情绪。比

如，利用高速相机捕捉到一些人眼不能够感知到的微妙变化，然后进行

解析。

孙剑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感知到现在做不好，到底是因为

没有数据，还是其他原因？在他看来，下一步机器人要和人交互，一定

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值得投入精力去研究的问题。

不过，作为CEO，印奇和徐立，就没有那么担忧这个问题了。印奇

认为，即使是这类非常难的问题，也有可能用非常工程化的方法解决，

不一定要用最难的技术，反而可以用性价比更高的方案来解决。徐立的

观点与之类似，认为必须根据实际的需求定义问题，同时要解决问题，

超越工业应用的红线。

▲  从左到右：印奇、徐立、沈向洋、吴岷、山世光、孙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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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小文：以科学的方式
赤裸裸地剖析人工智能 
| 混沌初开  

编者按：

近两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势头越加猛烈，但在正式进入

人工智能各领域全面开花的阶段之前，它的发展路径并非一帆风

顺。要想在未来实现人工智能这项“新”技术的最大化利用，必

须清楚认识到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过去我们做了什么，今天能

做什么，未来又能有什么新的发展可能。

2017年9月27日，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倾情授课由清

华大学发起的《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对话：基础与前沿》系列课程

第一讲，以科学的方式赤裸裸地剖析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

展现给大家以一个形象更加明晰的人工智能。

今天我的题目是“智能简史”，我想谈一下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

是人的智能。我想把AI赤裸裸地剖析在大家面前。

可能大家也听过不少关于AI的演讲，每个演讲人背后可能都有某些

目的。我今天是抱着科学的目的，谈一下AI到底能做什么、今天能做什

么、未来能做什么，没有保留地剖析给大家。

●   AI的诞生

今天AI已经红到不能再红，包括美国政府、中国政府都非常重视，

甚至都要制定政策和策略。过去这两三年可以说是AI的一个爆发点。当

然也有不少关于AI的担忧。1950年，《时代》杂志就已经提出了AI的某

种威胁：“现代人已经适应了拥有超人肌肉的机器，不过拥有超人大脑

的机器还是挺吓人的。设计这些机器的人试图否认他们正创造像他们自

己一样拥有智慧的竞争者。”（ Time, January 23rd, 1950）

今天埃隆·马斯克说AI要毁灭人类，但是1950年这种议论就有

了。1950年的时候，二战结束才五年。当年做计算机是二战时为了造原

子弹，每台计算机都要比一个房间大，全世界也不超过十台。这时就已

经有人担忧，以后造的计算机比人类聪明怎么办？我们人类一直就对智

能充满了期待，而且非常怕受到伤害。

返回来说，为什么AI会这么热？第一个理由很简单，没有人愿意天

生愚蠢（Natural Stupidity），那就只能做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

ligence）。这个略带玩笑，真正的理由其实是人类有智能（Human 

Intelligence）。人类之所以可以主宰万物、主宰地球甚至宇宙，靠的

就是脑子。如果你看《人类简史》或者《未来简史》，尤其是《未来简

史》提到的都是AI、大数据。

那么，什么是AI？AI严格说起来是61年前的1956年发生的，但是

这个定义今天已经被打破了。因为我们学AI的人非常清楚，在学术界AI

是有严格的定义的，但在今天，我可以说任何好的而且可以用计算机实

现的事情都变成了AI。比如，只要你发明一个新的网络协议或者算法，

大家觉得你的想法非常好，最终由计算机实现了，不就是人工智能么？

所以，今天从公众角度，只要是一个好东西，能被机器实现，就是人工

智能。

但我觉得，我们人有时也会被洗脑。今天AI领域炒得很热的一个

东西是无人驾驶。大家觉得非常难。无人驾驶还被分成了一到五五个水

平，最高的一级就是没有司机。但是1912年，辛亥革命那一年，就有了

人类的第一个飞机的自动驾驶（Autopilot）。我想，自动开飞机，不敢

说一定比开车难，但是也不见得会比自动驾车简单。那为什么大家不说

飞机的自动驾驶是AI呢？

●    AI早期的英雄们

讲AI的历史，我们可以先从电脑的历史谈起。电脑是从哪里来的

▲  从左到右：印奇、徐立、沈向洋、吴岷、山世光、孙剑

作者：知识分子



30

呢？今年是图灵奖60周年，前几年是图灵100年的诞辰。图灵当然是

非常了不起。他提出一个假设（Church–Turing thesis），任何可以

被计算的东西（用算法描述）就可以用图灵机去算。这个是很了不起

的，虽然无法证明。所以图灵在那时就觉得，电脑应该可以模拟我们大

脑里所有的想法（Computers can simulate any process of formal 

reasoning），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图灵测试（Turing Te-

st）。

▲ AI的开山鼻祖们

但是真正AI这个字眼，要等到1956年，是在达特茅斯（在波士顿

附近的一个很偏僻的小镇上，也是常青藤的学校之一）举行的一个夏季

会议上提出的。当时有五个人参加，MIT的John McCarthy和Marvin 

Minsky，CMU的Allen Newell和Herbert Simon以及IBM的Arthur 

Samuel，这五个人就是AI的开山鼻祖。这五个人除了Arthur Samuel以

外，全部拿了图灵奖。其中，Herbert Simon 在中国也很有名，他同时

拿了图灵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和Allen Newell 两个人创立了卡内基

梅隆大学（CMU）。其实CMU计算机科学系就是这两个人为了做AI而

成立的。当时，他们从美国军方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 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拿到了一些资助。

John McCarthy是 我 的 师 祖 ， 我 的 老 师 Raj Reddy是 他 的 学

生。John McCarthy是真正把人工智能取名叫做AI的人。现在公认的

AI之父有两种说法，大部分的说法是John McCarthy；也有人说是图

灵。John McCarthy那时是在MIT，后来到了斯坦福。所以为什么说

MIT、斯坦福、CMU到今天都是AI的重镇，更别说当年了，因为当时就

只有这三家，都和这些人有关。Marvin Minsky1956年时还在一个小公

司做事，并不在MIT，直到1956年开了达特茅斯会议之后，他才被John 

McCarthy邀请到了MIT。结果，John McCarthy后来自己去了斯坦福成

立了AI实验室。

我自己是在1984年开始学习AI，我到CMU也是因为AI。当时我读

AI的论文的时候，基本上都读不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自己的英文

不好，尤其是在当年的条件下；然后AI的论文里面通常没有数学公式，

都是文字；然后这些文字里很多是认知心理学，我当时根本读不懂。后

▲ 达特茅斯会议以及当时的参会者

来才觉得读不懂是因为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故意用很复杂的文字写出来。

第二点是，这些文章里面很多是讲脑，我也读不懂。正是因为读不懂，

也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高深，所以一定要好好学习。

到目前为止，AI总共有八个人，Marvin Minsky(1969)、John 

Carthy (1971)、Allen Newell(1975)、Herb Simon (1975)

Feigenbaum(1994)、Raj Reddy(1994)、Leslie Valiant（2010）

dea Pearl（2011）得了图灵奖，比例还是蛮高的。前四个人在1975

年以前就得了图灵奖，1975年以后图灵奖就不颁给AI了。一直到1994

年，几乎20年以后，我老板和Edward Feigenbaum又得了图灵奖。最

近的Leslie Valiant，Judea Pearl也得了图灵奖，所以AI又解冻了。所

以从得图灵奖，也能看得出AI研究的冷热。

●    1990年前的AI

我当年学习的AI，和今天是很不一样的。早期的AI都是在学习如何

模拟人的智能行为，可以叫仿脑，这是它的主轴。我特地翻阅了下我大

学的教科书，上面还有我的笔记。这些书在当年的1980年代是非常经典

的，总共三本，分别由MIT、CMU、斯坦福出的。这些书都已绝版，连

亚马逊也找不到，非常珍贵。当年教的AI的这些东西，现在很多人都已

经没有人能谈了。但其实最近AI的复兴，包括未来AI要如何往前走，都

必须要回去研究这些东西，否则是绝对做不到人的智能的这个地步的。

当时研究什么呢？其一是知识表示。我们说隔行如隔山，比如学药

学的、学医学的、学计算机的、学化学的，每一个行业都是不一样的，

知识表示了之后还要满足约束条件求一个解（Constraint satisfaction）

人很多时候是在做这个事情。当年，搜索也是非常大的一支（包括

State-space representation、pruning strategy、深度搜索、 广度搜

索、A* 搜索、beam search、Game tree search、Alpha-beta搜索

等），今天的互联网因此受益很多。虽然当时做这个时他们并没有想到

互联网，当时想的是如何用搜索来实现智能。特别是包括Game Tree 

Search，做计算机下棋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AI研究的。早期最早叫

Checkers，计算机很快打败了人；后来做象棋，后来做围棋，如今所有

Mc-

、Edward

、J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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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Edward

棋手都下不过机器人。

当时甚至有专门的编程语言，是为AI而设计的，做AI的人就要学这

些语言。有一个叫Lisp，还有一个叫Prolog。我想今天已经没有人听过

这些东西了，但是在当年是不得了的，做AI都要学这些。

然后还研究什么呢？认知心理学，非常重要。我们讲AI，很多都是

认知。有一个词叫Heruristics，今天已经没有人用这个词，其实还真是

AI。因为Heruristics是在你没有数据的时候，或者是很少数据的时候，

要用你的直觉来解决问题。

▲ GPS的创造者Herbert Simon和Allen Newell

还有的研究是做认知的模型（Cognition Modeling），比如      

当然不是指GPS定位，而是一般求解器（General Problem Solver）。

难道是什么问题都能解么？Allen Newell和Herbert Simon得图灵奖就

是因为GPS。而且你真的去读论文的话，很厚。它甚至一语两思，把这

个东西转一下，去研究行为经济学也可以，所以Herbert Simon又拿到

诺贝尔经济学奖。

还有一种模式叫产生并测试（Generate and Test），大概的意思

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些认知的模型看起来很神，基

本上它就是把难的东西用数据来表示。但是人的确是这样做的，尤其是

到后来，特别是语义、认知，真的很多时候都是在做产生并测试，这个

模型本身是没错的。

接下来的一项研究要讲讲我老板。他拿图灵奖，一方面是因为他是

语音大师（这个可能也有我的一点贡献）；另外一个导致他得图灵奖的

叫做黑板理论。当年搞这些认知的模型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得图

灵奖。

另外有研究涉及Semantic (Frame) 我们今天还在用。今天做Siri，

微软做小冰、小娜，或者做Google助手、百度度秘，用的是这个技术。

还有一个东西在当年非常红，叫做专家系统。而且最早期的专家系

统很多东西应用在医疗，很有名的叫MYCIN (medical diagnosis)，就

是传染疾病了，靠一些规则去诊断。

当然还有专门研究感知的，比如，我就是做语音和自然语言处理。

那语言怎么做呢？就是有点像大家学英文的文法。但是文法都有例外，

一有例外就搞不定，所以这些东西进展都不是那么好。

还有就是计算机视觉，今天也红得不得了，比如刷脸。可是在当年

的计算机视觉和所谓的机器人，在当时是非常可怜的一个项目。当年都

是只能研究玩具样的问题（toy domain），做的东西都是方块世界的理

解（Block-world understanding）：就是有一堆砖块，砖块是这样的

状态，怎么样变成那样的状态，来回搬砖块。最多了不起了研究一个桌

子。一辈子做计算机视觉，就研究椅子、研究桌子——还不是两个都研

究，只研究一个。当年能做的只有这些东西。

然后是机器学习。机器学习大概是在1980年代开始，但是当时的学

习也是研究人怎么学习，而且有一大堆机器学习。今天的机器学习变得

很单一，就是深度神经网络一个，当年有很多种：比如有被告知和指令

学习（Learning by being Told & from Instruction）；有通过改正学

习（Learning by Correcting Mistakes）；有基于训练神经网络的学习

（感知器）等等。1990年以前的AI，和今天有很大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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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
“二十一世纪的计算”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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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以“人工智能·未来之路”为主题的第十九届“二十一世纪的计
算”大会在哈尔滨隆重举行。多位全球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学术领域的大师级
人物齐聚一堂，与现场超过1500名高校师生分享他们各自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观
察和思考，共同探索人工智能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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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CONTINUED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对话童欣：VR/AR里的手势交互到底难在哪儿？

微软亚洲研究院网络图形组首席研究员童欣从多方面展现了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和发展情况，他认为VR/AR里手部实时追踪的难点就在

于人手姿势和关节的自由度非常高，姿态空间非常大。大家对三维内容的需求永远高于我们的计算能力，所以我们就要像奥林匹克口号那

样——更高、更快、更强。

2017年10月30日，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博士走进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理解自然语言：描述、对话和意境》的报告。从机器

学习到机器智能，再到机器意识，沈向洋博士带领大家回顾人类在感知研究方向取得的卓越成果，并从语言理解的三个不同层次“表

述、对话、意境”分析未来十年中人工智能可能实现的重大突破。 

沈向洋：懂语言者得天下

2017年10月29日，第二届微软亚洲研究院院友会再次起航，众多院友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可能。在院友会上，经济

学家、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为大家分享了信息爆炸性增长时代下，国家关系和金融市场之间的波动和变化。他表示，信息的

起源和传导改变了人的行为，根本上改变了市场的行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济学家需要回到科技当中，借助科学家的力量。

朱民：世界金融群和市场波动

机器学习领域的顶会NIPS 2017在美国加州长滩举办，微软亚洲研究院机器学习组实习生汪跃亲身参与了本次大会，并为我们带来了参加

本次大会的见闻和感受。汪跃重点介绍了大会上关于强化学习这一领域的一些工作。他认为，从总体趋势来看，NIPS 2017上不光有很多

工作在做强化学习的应用，也有很多的目光被投向了对强化学习算法更深刻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所做的基础算法上的改进上。这种

对于基础算法本身的探讨和理解往往会告诉我们很多问题的本质，想法和结论也都让人感觉大受启发。

亲历NIPS 2017：收获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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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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