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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予力，造福人类 

作者：潘天佑、崔颖文

2013年，来自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丹丹受邀前往美国参

加微软大会。在两万多名参会者面前，自幼听障的丹丹用中国标准手语

表达：“说话是我从小的梦想，谢谢科技让我梦想成真。”她的手语通

过Kinect采集，由计算机识别，被实时翻译成英文。当这句话显示在大

屏幕上，许多微软同事当场感动落泪。这是一个名为Kinect-for-Sign 

Language Translation的项目，由中科院计算机所陈熙霖教授、北京联

合大学李晗静教授、微软亚洲研究院周明博士和童欣博士合作完成，丹

丹和她的同学们协助研究人员建立了手语资料库。

无独有偶，当微软亚洲研究院在2015年的ImageNet比赛中让计算

机的视觉能力超越人类之后，一位7岁时失明的微软工程师基于计算机视

觉算法设计了一款眼镜，当他想要看到某个事物时，他就轻轻滑动镜腿

拍照，计算机会帮助他分析这张照片。这个名为Seeing-AI的项目还提

供了一个手机APP，能帮助视障者阅读文字与文件，识别物体、人与货

币。

这两个项目的关键词是“人工智能”。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更在变革或颠覆着各行各

业。人工智能在创造机遇的同时，也给人类世界带来了诸多挑战。

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会是何种样貌？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姿态迎接这

个科技时代？预见未来的最佳方式是参与创造未来，而参与创造的前提

是对人工智能有全面而清晰的认知。在这里，我们不仅想讨论人工智能

可以做什么，也想把更多眼光落在人工智能应该做什么，尝试去探索人

工智能造福人类的最佳路径。

●    当我们谈AI时，会怎么谈它带来的挑战？

我们感恩人工智能技术为人类生活带来改变的同时，质疑的声音也

从未停歇过。事实上，质疑声总与技术的变革同行。纵然计算机专业的

同仁们一起开会时，常常在讨论人工智能的好处，我们仍无法对社会舆

编者按：

自1998年成立以来，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推动计算机科

学领域的前沿技术发展。在建院2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邀请微软亚

洲研究院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撰写“预见未来”系列文章，对各自

研究领域的前景进行展望，试图描绘一幅未来科技的蓝图。

本期首先发布有关深度学习、图像识别、系统研究、个性化推

荐、数据智能以及AI-for-Good的文章。机器学习是近几年人工智

能取得革命性进步的推手，我们讨论了当下的前沿技术和未来的趋

势；图像识别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在这里你可以看

到它的最新进展和未来的挑战与机遇；系统研究常常藏在热点的背

后，而一个系统研究与创新时代已经来临；个性化推荐系统让我们

在指数级增长的信息中轻松找到自己所需；数据智能可以让数据发

挥它最大的价值；AI for Good则是所有技术创新的底线与准绳，让

AI予力，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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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的担忧声音充耳不闻。人工智能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挑战？我们

将其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挑战一：机器或取代人类，造成失业与贫富不均。2017年麦肯锡有

一项研究分析了美国820份工作的工作内容，发现其中49%的内容可以

被今天的科学技术取代。许多其它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当然，这些工

作被取代仍需时日，科技发展亦可能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无论如何，

未来职场发生巨变似乎已成必然。

人工智能的确会取代一些工作，但这一定是一件糟糕的事吗？并

不尽然。事实上，人工智能取代的大概是多数人不太愿意做的“简单或

重复的劳动”，人们也继而有更多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即是所

谓“水涨船高”：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会转而去做更有价

值的事情。但有两个情况需要额外考虑：第一，水涨得太快，很多人会

被瞬间取代；第二，水涨得太高，即人工智能先进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聪明才智在水准之下的人无法对社会做出贡献，就会面临失业。

在上一个时代，我们追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原因，是因为资

本的回报率高于劳动力的回报率，手中握有资本的人往往比纯劳力更容

易赚钱。而在这个时代，拥有数据和技术的人又比拥有资本的人能量更

大。人工智能时代因而带来了新的隐忧：当数据和技术被少数人掌握，

尤其他们又同时掌握了资本的时候，其能量将难以估量。与此同时，当

人工智能应用逐渐普及，机器的制造和生产技术不断成熟，机器替代人

工的成本也随之降低，失业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将会更为突出。这也正是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挑战二：人工智能威胁人类自身安全与社会秩序。霍金（Stephen 

Hawking）曾多次告诫人类应警惕人工智能，他担忧人工智能比人类更

为聪明的未来。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曾说人类需要非常谨慎地

对待人工智能，它有可能比核弹更危险。这代表了一些科技界人士的态

度，他们担心如果人工智能足够强大又不受控，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那么，人工智能是否足够安全可靠？一种情况是，如果AI程序出现

错误，我们很难像电脑死机、关机、重启那样简单地重启人工智能。我

们相信在编写程序过程中，程序员必定慎之又慎，但我们并不能保证程

序永远不出错。如果错误发生，我们该如何应对？谁来负责？另一种情

况是，人工智能在未来必将参与到更多事务之中，很多可能事关安全，

如果我们无法完全控制它，如果这项技术被心怀不轨的人利用，该怎么

办？

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技术，更关乎政策法律和伦理道德。人工智能的

运用范围越广、执行能力越强，这项科技所肩负的责任就越重，这是人

工智能在未来必须面对的考验。当视角移开，我们亦担心在人工智能时

代，人类将如何自处。这是科技对时代的叩问，也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

挑战。

挑战三：人工智能或促成信息垄断或意见两极。我们已经习惯了打

开搜索引擎寻找想要的信息，阅读客户端精心挑选的推送。互联网缩减

了沟通的距离和成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信息传播更为精准，但也增

加了信息被垄断和控制的风险。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和信息可能为少

数巨头所掌握，他们把控着信息的入口和出口，进而构建信息壁垒。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下的推荐算法可能导致偏见的产生。例如

我们经常阅读某类新闻，系统就会持续推荐同类新闻。当大量的搜索引

擎和互联网产品开始使用推荐算法，我们也相应地丢失了接触更多信息

的可能。当异见的出现频率降低，已有观点通过推荐内容被反复加强，

拥有相似立场的人通过算法逐渐聚集，进而导致社会上的意见更加两极

化。

我们认可数据的重要性，这是大数据时代竞争力的关键，因而以数

据的收集与选择作为设计人工智能的初始环节。但是，信息垄断并非我

们想见的结果，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也并不足够公平。如何获得数据

却不为少数人垄断，如何利用数据却不只强化共性，这是又一个挑战。

当我们见诸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问题已从最初的“它可以做什

么”变为了“它应该做什么”。人工智能创造了许多契机，也带来了不

确定性。我们应保持开放的态度，也保留质疑的精神，从容地面对这些

挑战并抓住其中的机遇。

●    通向AI幸福的未来路径

怎样培育年轻一代，才能让他们不在人工智能时代被淘汰？如何分

配财富，才能让弱势群体得到基本保障？今天我们谈及的自动驾驶车真

正上路后，应如何设置交通规则？计算机科学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才

能将人工智能程序中的错误尽可能减少乃至完全消除？应对AI挑战，我

们可以考虑以下路径。

路径一：推广计算思维普及教育，让每一个人成为AI的理解者与受

益者。在对计算机智力超越人类智力的担忧背后，呈现出基础教育中计

算思维培养的缺失。让新一代受教育者学会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概念

来解决问题、设计系统和理解人类行为，正成为建立其未来竞争力的关

键。

计算思维，就如同语言和数学，并不是只有计算机领域的专业人才

需要具有的能力。很多人将语言和数学工具化，认为学习它们的意义在

于“日后有用”，这其实是弱化了它们的价值。语言是一种思考方式，

没有语言，人无法思考，至少无法如此精密而有逻辑地去思考，因而沟

通不是学习语言的唯一目的。数学也是如此，当我们看到毫无章法的一

堆杂物，会去数数、去归类，这些想法和动作已经成为了我们思维的一

部分。

计算思维亦然。何为编程？编程是一种描述，人告诉机器怎么做，

而后机器去执行并产出结果。让机器“听话”需要逻辑性，需要大局

观，需要将问题分解，需要注重细节，这些能力都可应用到现实问题的

解决。我们应该让更多人拥有理解人工智能的能力，就像每个人从小学

习的语言和数学一样，计算思维也需要普及。

微软的目标是普及人工智能全民化。自2014年起，微软亚洲研究

院积极与教育部和大中小学合作，以计算思维为切入点，通过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项目，改革计算机基础教育模式。五年来，已有近140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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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在全国29省市的110余所高校中开设，由东部发达地区的重点高校

带动西部教学资源稀缺的地方高校，惠及数百万师生。同时，通过“创

新杯”、“编程之美”、“编程一小时”等系列竞赛活动，让“计算思

维”的概念为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界所重视，为其推广做出了贡献。信

息化和智能化的时代背景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计算机基础教育和计

算思维普及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微软正在与国内外计算机领域学者一

起，为这个崭新的时代创造更多可能。

路径二：推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让每家公司成为AI的使用者与

创造者。技术变革将行业发展裹挟其中，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在教育、医

疗、养老、环境保护、城市运行、司法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人工智

能发展的核心是数据，而各行业都储备着大量数据，若以人工智能技术

有效利用这些数据，行业革新将不只是愿景。

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远不止于将传统业务数字化，这只是漫漫征途的

第一步，智能化是我们希望到达的“远方”。人工智能技术应深入到各

行各业，与具体的应用场景相结合，从而彻底变革传统的行业工作模式

与产品形态。例如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华夏基金就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领

域的应用开展战略合作研究，与培生教育共同开发了英语学习应用“朗

文小英”，并与东方海外航运 (OOCL) 展开合作计划，通过应用人工智

能研究，改善航运网络营运以提升效率。在医疗领域，微软亚洲研究院

与辉瑞公司合作构建了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高血脂等常见慢性病

的知识图谱及智能问答系统，以帮助患者与医生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如果说互联网的出现是上世纪的一大机遇，数字化转型则是本世纪

的机遇。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混合现实等新兴

技术的发展与突破，第四次工业革命已在悄然发生。我们不希望现有的

行业或企业在人工智能时代被颠覆或取代，而是经过数字化转型让他们

具备更高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路径三：加强国家和政府引导，让AI在政策、法律和规范的指导下

更具效能。在人工智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中，技术不是最终难题，人在其

中的能动性更值得关注。经过几代人、无数杰出的科学家研发而成的人

工智能，必须得到更好的管理与规范，才能真正地造福人类。我们亦需

要一股力量来缓解科技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政策和法律正是重要的

规范与疏导力量。

在前文提到的三大挑战中，很多问题能够也需要通过国家层面去帮

助解决，譬如失业、贫富不均、安全保障、垄断和偏见、教育等问题都

需要政府的力量。就失业问题而言，根据前几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工业

革命后人的智力、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度也会随之提升。但不幸的是，人

的进步与科技进步并非同步的，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如何让这段时间

平滑过渡，让受到科技冲击的人能够有其他选择，这就需要国家和政府

的关注与帮助。同时，如何有效消除数据壁垒、提升用户体验，这也需

要政府的努力。

人工智能引发了因人、技术和社会这三方互动而生的新问题，但目

前大部分行业标准和法规都不是专门为人工智能编写的，制定能够牵制

非良性互动的法律法规是重中之重。事实上，国家和政府在人工智能时

代究竟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更需要我们长久地思考与探索。

路径四：敦促科技公司自律，让AI更加安全可靠，更透明，更可解

释。科技公司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受益者，也应当肩负起技术应用的社会

责任，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可靠。微软自开启人工智能领域研究以来，

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的道德伦理问题。作为联合创办人创立了

人工智能合作组织（PAI），致力于推进相关问题的讨论。在2018年发

布的新书《计算未来：人工智能及其社会角色》中，微软公司总裁施博

德（Brad Smith）先生与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博士从微软的价值观出

发，提出了“人工智能开发应用六原则”，它们分别是：公平、可靠与

安全、隐私与保障、包容、透明和负责。 

公平意味着人工智能系统应当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人，为此开发

人员必须了解各种偏见可能存在并被引入系统的方式。可靠度决定着人

工智能究竟能够走多远，必须将不可预见性纳入设计原则，确保人工智

能的安全运行。隐私与保障是数据与云计算服务取得信任的关键，这要

求人工智能系统有对客户信息的保障措施，以及预防侵犯隐私的风险体

系。包容需要人工智能理解使用者的情境和需求，以及他们的意图和期

望。透明和负责是所有原则的基础，人们有权了解人工智能如何运作、

如何帮助他们决策，系统开发者应当参与到规范和指导之中，对其运行

提供监督并建立问责标准。

2018年7月9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导，微软公司协助的报

告《未来基石——人工智能的社会角色与伦理》在北京正式发布。微软

作为合作方，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分享了过去数十年的管理与科

研经验。微软也将继续思考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担当起

企业社会责任，与各国政府及科研机构一同努力，让人工智能得到更好

的规范与管理，让科技力量福惠全球。

面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致力于帮助每个人做好应对的

准备，包括帮助学生应对未来的职业挑战，帮助劳动者应对不断变化的

行业形势，以及建立相关制度以帮助劳动者和就业机会进行匹配等。真

正实现AI for good，需要技术与各界的合力，微软期待与各个领域的从

业者同心合作，开发和分享最佳的实践范式。通过普及计算思维教育、

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强政府参与以及科技公司自律，AI for good可以实

现。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绝不只是愿景，而是我们正在走向的未来。

学术合作部

微软亚洲研究院学术合作部将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亚太地区的

学术组织相结合，致力于在亚太地区与学术组织及政府部门建立

密切的伙伴及合作关系，同时不断开拓研究领域，促进计算机科

学的发展及其他计算机交叉学科的技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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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未来十年研究
热点

作者：刘铁岩、秦涛、邵斌、陈薇、边江

人工智能正热。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这些技术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

学家提到的“通用技术”，比如蒸汽机、内燃机、电力等。如今这个时

代，人工智能就是最重要的“通用技术”。特别是行业与人工智能的结

合，释放了行业的潜力，重塑了我们的生活。

人工智能备受关注、取得革命性进步背后的推手，其实是“机器学

习”。

机器学习其实是一门多领域交叉学科，它涉及到计算机科学、概率

统计、函数逼近论、最优化理论、控制论、决策论、算法复杂度理论、

实验科学等多个学科。机器学习的具体定义也因此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分别以某个相关学科的视角切入。但总体上讲，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用计算的方法模拟类人的学习行为：从历史经验中获取规律（或模

型），并将其应用到新的类似场景中。

那么，当我们谈机器学习时，到底在谈些什么？从业者需要掌握哪

些前沿技术？未来，又有什么技术趋势值得期待？ 

●    看前沿：你需要掌握的机器学习技术

近年来，有很多新型的机器学习技术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在

解决实际问题中，提供了有效的方案。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深度学

习、强化学习、对抗学习、对偶学习、迁移学习、分布式学习、以及元

学习。

深度学习

不同于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深度学习是一类端到端的学习方法。

基于多层的非线性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可以从原始数据直接学习，自动

抽取特征并逐层抽象，最终实现回归、分类或排序等目的。在深度学

习的驱动下，人们在计算机视觉、语音处理、自然语言方面相继取得

了突破，达到或甚至超过了人类水平。深度学习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三

大因素——大数据、大模型、大计算，因此这三个方向都是当前研究

的热点。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很多不同的深度神经网络结构被提出，比如，

卷积神经网络，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机视觉，如图像分类、物体识别、图

像分割、视频分析等等；循环神经网络，能够对变长的序列数据进行处

理，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理解、语音处理等；编解码模型（Encoder-

Decoder）是深度学习中常见的一个框架，多用于图像或序列生成，例

如比较热的机器翻译、文本摘要、图像描述（image-captioning）问

题。

强化学习

2016年3月，DeepMind设计的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和强化学习

的AlphaGo4:1击败顶尖职业棋手李世乭，成为第一个不借助让子而击

败围棋职业九段棋手的电脑程序。此次比赛成为AI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

件，也让强化学习成为机器学习领域的一个热点研究方向。

强化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子领域，研究智能体如何在动态系统

或者环境中以“试错”的方式进行学习，通过与系统或环境进行交互获

得的奖赏指导行为，从而最大化累积奖赏或长期回报。由于其一般性，

该问题在许多其他学科中也进行了研究，例如博弈论、控制理论、运筹

学、信息论、多智能体系统、群体智能、统计学和遗传算法。

迁移学习

迁移学习的目的是把为其它任务（称其为源任务）训练好的模型迁

移到新的学习任务（称其为目标任务）中，帮助新任务解决训练样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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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等技术挑战。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很多学习任务之间存在相关

性（比如都是图像识别任务），因此从一个任务中总结出来的知识（模

型参数）可以对解决另外一个任务有所帮助。迁移学习目前是机器学习

的研究热点之一，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对抗学习

传统的深度生成模型存在一个潜在问题：由于最大化概率似然，模

型更倾向于生成偏极端的数据，影响生成的效果。对抗学习利用对抗性

行为（比如产生对抗样本或者对抗模型）来加强模型的稳定性，提高数

据生成的效果。近些年来，利用对抗学习思想进行无监督学习的生成对

抗网络（GAN）被成功应用到图像、语音、文本等领域，成为了无监督

学习的重要技术之一。

对偶学习

对偶学习是一种新的学习范式，其基本思想是利用机器学习任务之

间的对偶属性获得更有效的反馈/正则化，引导、加强学习过程，从而

降低深度学习对大规模人工标注数据的依赖。对偶学习的思想已经被应

用到机器学习很多问题里，包括机器翻译、图像风格转换、问题回答和

生成、图像分类和生成、文本分类和生成、图像转文本和文本转图像等

等。

分布式学习

分布式技术是机器学习技术的加速器，能够显著提高机器学习的训

练效率、进一步增大其应用范围。当“分布式”遇到“机器学习”，不

应只局限在对串行算法进行多机并行以及底层实现方面的技术，我们更

应该基于对机器学习的完整理解，将分布式和机器学习更加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

元学习

元学习（meta-learning）是近年来机器学习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

热点。字面上来理解，元学习就是学会如何学习，重点是对学习本身的

理解和适应，而不仅仅是完成某个特定的学习任务。也就是说，一个元

学习器需要能够评估自己的学习方法，并根据特定的学习任务对自己的

学习方法进行调整。

●    看趋势：把握机器学习的未来

机器学习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但是客

观地讲，机器学习领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主流的机器学习技术是黑箱技术，这让我们无法预知暗藏

的危机，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让机器学习具有可解释性、可干预

性。其次，目前主流的机器学习的计算成本很高，亟待发明轻量级的机

器学习算法。另外，在物理、化学、生物、社会科学中，人们常常用一

些简单而美的方程（比如像薛定谔方程这样的二阶偏微分方程）来描述

表象背后的深刻规律。那么在机器学习领域，我们是否也能追求到简单

而美的规律呢？如此的挑战还有很多，不过我们对于这个领域未来的发

展仍然充满信心。以下，我们将对未来十年的若干研究热点进行展望：

可解释的机器学习

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各种机器学习技术方兴未艾，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功。机器和人类在很多复杂认知任务上的表现已在伯仲之间。然

而，在解释模型为什么奏效及如何运作方面，目前学界的研究还处于非

常初级的阶段。

解释什么：相关性和因果逻辑性之间的鸿沟。

大部分机器学习技术，尤其是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技术，高度依赖

基于数据相关性习得的概率化预测和分析。相反，理性的人类决策更依

赖于清楚可信的因果关系，这些因果关系由真实清楚的事实原由和逻辑

正确的规则推理得出。从利用数据相关性来解决问题，过渡到利用数据

间的因果逻辑来解释和解决问题，是可解释性机器学习需要完成的核心

任务之一。

为什么需要解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机器学习模型基于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和决策。但由于常识的缺失，

机器在面对历史上未发生过或罕见的事件时，很大可能性会犯人类几乎

不可能犯的低级错误。统计意义上的准确率并不能有效地刻画决策的风

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看似正确的概率性选择背后的原因与事实背道

而驰。在可控性为首要考量目标的领域，比如医疗、核工业和航天等，

理解数据决策背后所依赖的事实基础是应用机器学习的前提。对于这些

领域，可解释性意味着可信和可靠。

可解释性机器学习，还是把机器学习技术与我们人类社会做深度

集成的必经之路。对可解释性机器学习的需求不仅仅是对技术进步的渴

求，同时包含各种非技术因素的考量，甚至包含法律法规。欧盟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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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起作用，对于机器学习的可解释性同样如此。可解释机器学习，起

于实用性的需求，终于永无止尽的不断改进中。

轻量机器学习和边缘计算 

边缘计算（Edge-Computing）指的是在网络边缘节点来处理、

分析数据。而边缘节点指的是在数据产生源头和云计算中心之间具有

计算资源和网络资源的节点，比如手机就是人与云计算中心之间的边缘

节点，而网关则是智能家居和云计算中心之间的边缘节点。在理想环境

下，边缘计算指的是在数据产生源附近分析、处理数据，降低数据的流

转，进而减少网络流量和响应时间。随着物联网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在

移动场景下的广泛应用，机器学习与边缘计算的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什么边缘计算会在这种嵌入式机器学习的范式下发挥重要作用

呢？

1. 数据传输带宽和任务响应延迟：在移动场景下，机器学习任务在

需要大量的数据进行训练的同时又需要更短的响应延迟。以自动驾驶为

例，比较大的延迟可能会显著增加事故风险，因此就需要定制的机载计

算设备在边缘执行模型推断。而且，当有大量设备连接到同一网络时，

有效带宽也会减少，而利用边缘计算可以有效地减少设备之间在通讯渠

道上的竞争。

2. 安全性：边缘计算中的边缘设备可以保障所收集的敏感数据的安

全性。同时，边缘计算可以使智能的边缘设备分散化，降低DDoS攻击

对整个网络影响的风险。

3. 定制化学习任务：边缘计算使得不同的边缘设备可以针对他们所

面对的不同类型的对象采取定制化的学习任务和模型。例如在安防领域

的图像识别任务，不同区域的视频设备所观测到的图像信息可能差别很

大，因此仅仅训练一个深度学习模型可能无法达到目的，而在云上同时

托管多个模型代价也会很大。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在云中训练每个场景

下不同的模型，并将训练好的模型发送到相应的边缘设备。

4. 多智能体协作：边缘设备也可以同时模拟多智能体场景，帮助训

练多智能协作的强化学习模型。

年生效的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条例中明确

要求，当采用机器做出针对某个体的决定时，比如自动拒绝一个在线信

贷申请，该决定必须符合一定要求的可解释性。

除了产业和社会对可解释性机器学习的迫切需求，解释行为的动机

同时是人类大脑内建的能力和诉求。认知神经科学先驱Michael S. Gaz-

zaniga在对现代认知科学影响深远的裂脑人（Split-Brain Patients）研

究中得出了如下的观察和结论：“我们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求（决

策的）解释和事件发生的原由。”

谁解释给谁：以人为中心的机器学习升级。

解释给谁听，这个问题相对清楚。简而言之，解释给人。根据受众

的不同，包含只有机器学习专家可以理解的解释，也包含普通大众都可

以理解的解释。

那么由谁来解释呢？理想情况下，由机器解释：机器一边解答

问题，一边给出答案背后的逻辑推理过程。但是，受限于很多机器学

习技术的工作原理，机器自答自释并不总是行得通。很多机器学习算

法是“数据进来，模型出去”，绝大部分时候，模型最终得出的结论

与输入数据之间的因果关联变得无迹可寻，模型也变成了一个“神奇

的”黑箱子。

在机器自答自释尚无有效方案的阶段，支持人工审查和回溯解答

过程的方案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可解释性。此时，机器学习系统中各

个子模块作用机理的可解释性就变得尤为重要。对于一个大型的机器

学习系统，整体的可解释性高度依赖于各个组成部分的可解释性。从

目前的机器学习到可解释性机器学习的演化将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

系统工程，需要对目前的机器学习从理论到算法，再到系统实现进行

全面的改造和升级。

可解释性的度：起于实用，终于无穷。

不同的应用场景对机器学习可解释性的要求天然不同。某些时

候，“曲高和寡”的专业解释就已足够，尤其当其解释只用作技术安全

性审查时；另外一些场合，当可解释性是人机交互的一部分时，“老妪

能解”的通俗解答就变得非常必要。任何技术都只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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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将机器学习模型，特别是复杂的深度学习模型，嵌入到边缘计

算的框架中所面临的挑战在哪里呢？

1. 参数高效的神经网络：神经网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庞大的参数规

模，而边缘设备往往不能处理大规模的神经网络。这促使研究人员在保

持模型准确性的同时最小化神经网络的规模。现在通常采用的方式包括

通过对卷积层的挤压和扩展来降低滤波器的次数，从而优化参数效率。

2. 神经网络修剪：在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中存在一些神经元，对他

们进行大量的训练后并不能改进模型的最终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可以通过修剪这类神经元来节省模型空间。

3. 精度控制：大多数神经网络参数都是32位浮点数。边缘设备可以

设计为8位或更少的浮点数，通过这种降低精度的方式可以显著地减小模

型规模。

4. 模型蒸馏：模型蒸馏的过程是将训练好的复杂神经网络的能力迁

移到一个结构更为简单的神经网络上。结合迁移学习的发展，这种方法

可以更有效地降低模型复杂度同时又不会失去太多精度。

5. 优化的微处理器：另外一个方向则是将神经网络的学习和推断能

力嵌入到边缘设备的微处理器上，这种AI芯片所表现出来的潜力也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

量子机器学习 

量子机器学习（Quantum-ML）是量子计算和机器学习的交叉学

科。

量子计算机利用量子相干和量子纠缠等效应来处理信息，这和经

典计算机有着本质的差别。目前量子算法已经在若干问题上超过了最

好的经典算法，我们称之为量子加速。例如搜索一个有N个条目未排

序的数据库，量子算法所需时间为O(√N)，而经典计算机的时间复杂

度为O(N)；对一个N×N的稀疏矩阵求逆，量子计算机的时间复杂度为

O(log2 N)，而经典计算机为 O(Nlog2 N )。 

当量子计算遇到机器学习，可以是个互利互惠、相辅相成的过程：

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量子计算的优势来提高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的性

能，如在量子计算机上高效实现经典计算机上的机器学习算法。另一方

面，我们也可以利用经典计算机上的机器学习算法来分析和改进量子计

算系统。

基于线性代数的量子机器学习算法

这一类别中的许多量子机器学习算法是基于求解线性方程组的量子

算法的各种变体，该算法在特定条件下（如Hamiltonian条件，稀疏矩阵

或低秩矩阵满足该条件）求解N元线性方程组的复杂度为O(log2N)。需要

指出的是，任何已知的矩阵求逆的经典算法的复杂度至少为O(N2)。基于

量子矩阵求逆算法可以加速很多机器学习方法，如最小二乘线性回归、支

持向量机的最小二乘版本、高斯过程等，这些算法的训练可以简化为求解

线性方程组。这一类量子机器学习算法的关键瓶颈是数据输入，如何用整

个数据集特征来初始化量子系统。虽然对于某些特定的情况高效数据输入

算法存在，但是对大多数情形而言，数据如何输入到量子系统是未知的。

量子强化学习

在量子强化学习中，一个量子智能体（agent）与经典环境互动，

从环境获得奖励从而调整和改进其行为策略。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智能

体的量子处理能力或者由于量子叠加探测环境的可能性，能够实现量子

加速。这类算法已在超导电路和俘获离子系统中提出。

量子深度学习

诸如量子退火器和采用可编程光子电路的专用量子信息处理器非常

适合构建深层量子学习网络。最简单的可量子化的深度神经网络是玻尔

兹曼机。经典的玻尔兹曼机由具有可调的相互作用的比特位组成，通过

调整这些比特位的相互作用来训练玻尔兹曼机，使得其表达的分布符合

数据的统计。为了量子化Boltzmann机，可以简单地将神经网络表示为

一组相互作用的量子自旋，它对应于一个可调的Ising模型。然后通过将

玻尔兹曼机中的输入神经元初始化为固定状态，并允许系统进行热化，

我们可以读出输出量子位以获得结果。

量子退火器是专用的量子信息处理器，比通用量子计算机更容易构

建和扩展，目前已初步商业化，如D-wave量子退火器。

简单而美的定律

大自然处处都是纷繁复杂的现象和系统。纵览现实世界复杂现象

背后的本质，我们却能得到一个出乎意料的结论：貌似复杂的自然现象

都由简单而优美的数学规律所刻画，比如偏微分方程。Mathematica

的创建者、知名计算机科学家、物理学家Stephen-Wolfram也曾给出

过类似的观察和结论:“事实证明，物理和其他科学领域几乎所有的传

统数学模型最终都基于偏微分方程。”既然自然现象背后简而美的数学

定律如此普遍（尤其是偏微分方程），那么能否设计一种方法来自动地

学习和发现现象背后的数学定律呢？这个问题显然很难，但并非完全不

可能。对于任何一个方程，某种相等性一定存在。那么更进一步，现实

物理世界是否存在内在的、普遍的守恒性或不变量呢？关于这个问题，

德国数学家Emmy-Noether在1915年提出了极具洞察力的诺特定理

（Noether’s-theorem）。该定理指出，对于每个连续的对称变换都

存在一个守恒量（不变量）与之对应。换言之，连续对称性和守恒定律

之间有着一一对应关系。这对于发现自然现象背后的守恒关系，尤其是

对于寻找物理守恒定律，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引。事实上，绝大部分物

理定律公式都是基于某种量的守恒而导出的，比如刻画量子系统的薛定

谔方程就是由能量守恒得到的。

基于这种洞察，科学工作者们开展了大量尝试并取得了累累硕果。

例如，Schmidt和Lipson在2009年发表的《科学》杂志论文中，提出了

基于不变量原理和进化算法的自动定律发现方法。论文探讨了这样一个

课题：对于给定的实验数据，我们基于某种不变性可以生成大量的等式

或方程。那么，什么样的相关性才是重要且有意义的呢？虽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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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定量回答，Schmidt和Lipson在论文中给出了他们的观点：基于某

种不变量得到的有效公式必须能正确预测一个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

的动态关系。具体来说，一个有意义的守恒公式须能正确刻画一组变量

相对于时间的导数之间的关系。

相比于深度学习，自动定律学习更像牛顿当年观察研究世界的方

法。在收集到很多关于现实世界的数据后，牛顿得到了一系列定律、方

程和公式，可以用来简洁明了地刻画我们生活的这个物理世界的规律。

万物皆数，自动化定律发现可以很大程度地辅助科学研究，甚至在一定

领域内实现科学研究的自动化。

即兴学习

这里我们探讨的即兴学习与Yann-LeCun一直倡导的预测学习，有

着相似的目标，然而二者对世界的假设和采取的方法论非常不同。预测

学习这个概念脱胎于无监督学习，侧重预测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能力。

方法论上，预测学习利用所有当前可用的信息，基于过去和现在预测未

来，或者基于现在分析过去。预测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暗合现代认知科学

对大脑能力的理解。

预测学习的两大要素是：建模世界和预测当前未知。问题是，我们

生活的世界是否可以预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明确的。

与预测学习对世界的假设不同，即兴学习假设异常事件的发生是

常态。即兴智能是指当遇到出乎意料的事件时可以即兴地、变通地处理

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兴学习意味着没有确定的、预设的、静态的可优化

目标。直观地讲，即兴学习系统需要进行不间断的、自我驱动的能力提

升，而不是由预设目标生成的优化梯度推动演化。换言之，即兴学习通

过自主式观察和交互来获得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个即兴学习系统通过观察环境并与环境交互的正负反馈中学习。

这个过程跟强化学习表面上很像，本质的区别还是在于即兴学习没有确

定预设的优化目标，而强化学习则通常需要一个预设的目标。既然即兴

学习不是由根据固定优化目标所得出的学习梯度来驱动演化。那么，是

什么驱动了这个学习过程？什么时候，这个学习过程会停止？这里，我

们以“条件熵”模型为例讨论这类学习系统。

这里K是学习系统当前拥有的知识，而E是环境中的信息。该公式

刻画了环境相对于当前学习系统的“不确定性”。伴随着“负熵”的转

移，学习系统获得越来越多关于环境的知识，这种“不确定性”逐步递

减，直到消失。当这种“不确定性”完全消失后，“负熵”流动停止，

学习过程结束。这时，该学习系统通过无预设目标的即兴学习，获得了

对环境的全面理解。

社会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的目的是模拟人类的学习过程。机器学习虽然取得很大的

成功，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人的社会属

性。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很难从出生就脱离社会独自生存、

学习并不断进步。既然人类的智能离不开社会，那么我们能否让机器们

也具有某种意义的社会属性，模拟人类社会中的关键元素进行演化，从

而实现比现在的机器学习方法更为有效、智能、可解释的“社会机器学

习”呢？

社会由亿万个人类个体构成，社会机器学习也应该是一个由机器

学习智能体构成的体系。每一个机器学习算法除了按照现在的机器学习

方法获取数据的规律，还参与社会活动。它们会联合其它的机器学习智

能体按照社会机制积极获取信息、分工、合作、获得社会酬劳。与此同

时，它们会总结经验、学习知识、相互学习来调整行为。

事实上，现在的机器学习方法中已经开始出现“社会智能”的零零

星星的影子。比如，“知识蒸馏”可以描述机器学习智能体之间最简单

的行为影响，它也可能是初步获取知识的方式；分布式机器学习算法中

模型平均、模型集成、投票等方法是最简单的社会决策机制；强化学习

提供了智能体基于酬劳反馈调整行为的框架。

由于社会属性是人类的本质属性，社会机器学习也将会是我们利用

机器学习从获取人工智能到获取社会智能的重要方向！

如前文所说，机器学习近几年发展迅猛，我们对它充满信心，文中

提及的未来方向仅是基于笔者对机器学习领域的理解，一定还有很多没

有涵盖的重要方向。其实预测未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对于

机器学习这个飞速发展的领域。Alan-Kay曾经说过：“预测未来最好的

方法就是创造它”。因此。我们呼吁所有机器学习从业人员，无论是学

者还是工程师，是教授还是学生，能够共同努力、携手前行，用我们的

实际行动去推进这些重要的研究课题，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未来，这会

比预测未来要实在得多、重要得多！

机器学习组

微软亚洲研究院机器学习组在理论、算法、应用等不同层

面推动机器学习领域的学术前沿。该组目前的研究重点为深度学

习、增强学习、分布式机器学习和图学习。其研究课题还包括排

序学习、计算广告和云定价。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该组在顶级国

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了大量高质量论文，帮助微软的产品部门解

决了很多复杂问题，并向开源社区贡献了微软分布式机器学习工

具包（DMTK）和微软图引擎（Graph-Engine），并受到广泛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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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用搜索引擎方便地查询各种资料时；当你“调戏”各种人工

智能助手，看看它们究竟是人工智能还是人工智障时；当你体验着“自

动驾驶”的惊险和痛快时，可能只是在某个设备上点一下应用，但整个

良好的体验过程却是由计算机系统、应用与算法合力带来的。计算机系

统、应用与算法的完美结合，才是推动整个计算机行业的源动力。

各种技术变革的后面，是底层计算机系统的创新和变革。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激动的系统研究与创新时代。这些创新让计算

机系统得以处理前所未见规模的数据和应付高度复杂的大型系统问题。

在这些创新中，大规模分布式系统的进步以及其他相关系统领域诸如数

据库系统、程序语言与编译器、理论与形式化方法、硬件与体系结构、

安全与隐私和应用密码学的进步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然而，“无形”的系统因为其“看不见摸不着”的特点，很少成为

媒体的焦点。

究竟什么是计算机底层系统？一个好的计算机系统究竟意味着什

么？面向未来的系统创新和设计需要面对怎样的技术挑战和技术战略前

瞻？

●    好的系统“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好系统”的样子。

“无形” 这一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就督促现代系统设计必须“远离

大众视线”。好的计算机系统就应该自然而然地陪伴着大众，隐身在系

统支持的应用之后。当一个系统的设计有问题时，它也就“有形”并且

让人痛苦了。

系统就像是建筑的地基，应用就是地基上的美丽建筑，而应用开发

计算机“系统”视角中
的未来愿景

作者：陈亮、陈洋、李博杰、刘云新、薛继龙、
杨懋、张霖涛、张宪、周礼栋

者就是建筑师。在计算机领域，我们不妨将这个抽象又简单的名词理解

为平台。好的地基设计使得建筑师可以肆意发挥创造力而不用关心地基

的细节。优秀的系统追求有序、简洁和一致。而错误的系统设计往往给

大众带来某种可见的随意、混乱以至难以规模化管理。因此，现代系统

设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设计合适的抽象来避免用户直接面对底层系统

的复杂性。 

操作系统中的进程、缓存和虚拟内存的抽象；数据库系统的关系

模型和SQL查询语言的抽象；分布式存储系统的一致性协议；搜索引擎

系统中的正向和反向索引表；以及最近的深度学习系统设计中引入的张

量、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云计算中的虚拟化及容器技术，都无不体现

出新系统中抽象这一技术的重要性。

在可见的未来，系统研究仍将把“无形”作为重要设计理念，让应

用开发者和大众可以轻松完成任务，无需面对底层系统的复杂性，从而

赋能更多科研人员、开发者和实践者，进而推动更多技术的创新发展。

●    “面向未来”是系统设计的最显著特点

系统设计必须面向未来。

一个好的地基应该是一个能够应对未来变化的地基，同时系统设

计的不断创新将加速创造和塑造这个世界，从而重新定义我们未来生活

的模式。系统研究构想的未来是什么呢？对于未来世界的简单形容将会

是“智能无处不在”，背后支持它的将是无处不在的存储和计算能力，

它们无形地连接着个人和整个世界，从端到云。

未来的技术趋势也将是一个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边界消失的过程，

也可以简单地说是“虚拟和现实世界的融合”。而这些变化背后需要大

量的各型可嵌入、可连接的传感器和执行装置、智能化的数据分析和服

务以及混合现实和浸入式体验设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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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数据与计算。效率、可用性和可靠性是计算和数据平台最

重要的指标，亦是研究的重点。不同于传统数据库，在云计算这个领

域中，计算和存储通常是分离的系统。计算平台的发展中，从Map-

Reduce,Spark到Flink,较好地解决了计算效率及可扩展性的问题。未

来计算对实时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针对性地设计相应的计算平台，

是系统研究的一个课题。存储平台的发展，从BigTable，MongoDB到

Spanner, 遵循以提高可扩展性为首要需求，但对一致性的要求也越来越

强的特点。高可扩展及强一致性的存储平台将是未来的趋势之一。

分布式数据库也在不断发展，支持的数据种类开始多样化，从图数

据到文档数据和流数据。在可见的未来，同一个系统如何能够同时处理

事务性的应用（OLTP）和分析性的应用（OLAP），如何能够同时处理

表、图、文档等不同的数据类型，如何能够支持从单机到整个数据中心

的扩展，如何能够支持跨数据中心的一致性和故障切换，这些都是重要

的问题并且正得到解决。

·智能边缘计算。随着软硬件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种新型智能设备不

断涌现，推动了智能家居、自动驾驶、智能工厂、智慧城市等新应用新

场景的不断发展。相应地，计算模式也再次展现出了去中心化的趋势。

即正在从集中式的云计算模式逐渐演变成云计算和边缘计算共存的分布

式模式。其中，边缘计算是指边缘设备可以脱离云计算进行本地数据处

理和独立智能决策。边缘计算正在快速发展，在将来的计算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智能边缘计算的兴起其实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首先，随着万物

互联和设备智能化的趋势不断加深，数据呈现出了爆炸式的增长。传输

和处理这些数据远远超出了目前网络和数据中心的承受能力。其次，云

计算无法满足一些新场景、新应用的需求，比如实时数据处理和用户隐

私数据保护。以自动驾驶为例，海量的数据需要得到实时的处理，从而

系统才能对各种路况进行快速反应。把这些数据传送到云上进行处理会

带来过高的延迟，无法满足自动驾驶系统的实时性要求。很多数据都包

含用户隐私，比如智能家居中的智能音箱和智能摄像头采集的数据。从

保护用户隐私的角度来说，这些数据不应该传送到云上处理。这些需求

使得在边缘设备上对数据进行本地处理成了惟一选项。另外，最重要的

是，硬件的发展使智能边缘计算成为可能。随着专用智能芯片比如各种

深度学习芯片的出现，边缘设备也拥有了巨大的视觉、语音等方面的数

据处理能力，为各种智能边缘计算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智能边缘计算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边缘设备的计算能力和内存大小

有限，一些庞大的模型运行在边缘设备上将导致系统性能承压。同时，

对于依赖电池供电的移动设备来说，能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

如何对系统的性能和能耗进行优化，是一个值得持续研究的课题。另

外，训练一个好的深度学习模型往往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边缘

计算中，模型是存储和运行在边缘设备上的。因此，如何保护模型数据

不被非法复制和盗用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边缘计算并不是要替代云计算，而是和云计算有着

很强的互补关系。比如，维护大量遍布各地的边缘设备就是一个很令人

头疼的问题。边缘设备可以连接到一个云服务上，通过云服务对边缘设

备进行管理、监控、更新和部署，从而大大降低管理成本，保证边缘设

●    未来系统的技术关键

那么，为更好地应对未来技术的需求和发展，系统研究需要什么样

的技术路线？未来系统技术的挑战及其对未来愿景的推动作用又是怎样

的？

再一次去中心化

技术趋势：从完全中心化的云计算进化到新的去中心化的计算。

如今，我们正处在计算范式的第二次巨大历史变革时期，即从分布

式的个人计算时代到新的中心化的云计算时代。

推动这每一次计算范式变革的力量都来自于计算机技术本身的发

展，新技术带来的各种新型应用，以及它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影

响。现在一个显然的技术趋势就是如何从完全中心化的云计算进化到新

的去中心化的计算。例如：IoT和边缘计算的兴起就在这个背景下产生。

更重要的是，从计算机架构和哲学范畴出发，去中心化一直是整个世界

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系统设计。

  

完全去中心化也是不切实际的。我们相信未来让数据和计算如何无

缝在云端和终端迁移、交互以及协作将成为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这其中，从操作系统、存储系统乃至一致性协议都需要进一步改进。

·可扩展的强一致性。强一致性协议一直是分布式系统研究的核心。

可靠的分布式控制系统、数字银行提供的可靠交易等都依靠着一致性协

议的设计与实现。随着互联网连接了更多的地域和人群，分布式系统需

要处理的关键数据规模也不断扩大。在跨洲际的数据中心间如何实现可

扩展的强一致性协议也将是系统研究的重点。

一致性、可用性和网络容错支持一直是分布式系统强一致性协议难

以一起解决的三个问题。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可扩展的强一致性

协议在数据中心乃至互联网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数据中心内乃至跨数

据中心的一致性协议，从以前的非强一致性协议不断地转换为以Paxos

和BFT为基础的强一致性协议。而区块链的出现，也让以整个互联网为

背景的强一致性协议变成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通过数据分区、图为

基础的排序、异步协商以及更创新的协议设计，可扩展的强一致性协议

的性能和应用范围将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



13

备的顺利运行。

边缘计算和云计算可以相互结合，共同完成一些任务。比如在街道

监控的场景下，边缘的智能摄像头可以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然后再把处

理过的数据发送到云上进行进一步处理，比如进行人脸识别和车号牌识

别等。这样就能充分利用边缘和云的所有资源，达到快速事件检测、降

低网络传输、按需进行数据深度处理的效果。我们相信，边缘计算和云

计算一定会协同发展，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新应用、新场景和新业务

提供越来越好的服务。

安全、隐私和可信计算为重要基础

技术趋势：安全硬件、区块链和可验证的软件技术将一起构成新的

安全基础。

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不断融合，去中心化计算需要新的安全、隐

私和可信的技术进步。对于一直以安全、隐私和信任作为核心的系统领

域，会更多地思考如何把数据的所有权安全地交还给用户，而仅以合规

的模式来商业化这些数据，以达到为更多的人提供高效技术。

未来，安全硬件、区块链和可验证的软件技术将一起构成这个新的

安全基础。安全硬件将是信任的基石：例如Intel推出的SGX技术和ARM

推出的TrustZone基础。

在区块链背后，是以新的Byzantine容错的一致性协议、新的哈希

链式数据结构、采用零知验证和多方安全计算加密的数据块交换协议以

及去中心化的协议而设计的。

这些新的系统设计带来的是未来的全新加密经济学系统，将为人们

带来一个可信的、隐私安全的合作、通信和交易协议，即使在不完全信

任的多个实体间。

最后，可验证的软件的进展也将稳固这个新的安全基础。从小规模

的协议验证到分布式通信协议的验证，未来的软件验证技术将在更复杂

的软件系统中得到实际应用。

·区块链。随着第一个可行区块链系统Bitcoin的落地实现和广泛应

用，人们看到了去中心化的、信任的、中立性的系统的巨大潜力。数以

千计的加密货币系统随之诞生。有的只是简单复制Bitcoin，有的则在

功能和性能上有着显著改进。接着以太坊诞生了。以太坊首次在一个分

布于全球的区块链系统上实现了智能合约，使得用户能通过编程创建去

中心化应用。智能合约极大地降低了区块链应用的开发门槛。开发者无

需从底层编写代码，构建底层系统架构和部署网络，而是可以在以太坊

上直接编程开发各种区块链应用。这促使了新型加密货币、新型资产代

币、新型协作方式的爆炸性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研究人员和开发者对区

块链技术的探索研究，区块链技术的理论基础、开发技术、设计理念、

系统结构等各方面都将快速稳健地向前发展。

在区块链系统的发展与创新中，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1）区块链系统正从网络、存储、计算紧密结合的一体化设计，转

为分层分片的各部分依赖程度最小化的模块化设计。这样的设计使得节

点从每笔交易都要计算、存储、传送的繁重压力里解放出来，使得交易

可在系统内并行化、异步处理，甚至跨链执行。这不仅能够提高区块链

系统的交易吞吐量，解决现有区块链系统主要的性能限制问题，也使得

移动设备、物联网终端等轻量级设备可独立参与区块链网络。

2）为满足隐私保护法和内容监管审查，区块链不可更改、不可删

除的数据存储设计正被人们重新研究。区块链系统的状态转移必须是可

验证的且无需检验全部的交易历史，因为交易账本可能会包含数据拥有

者、法院、利益攸关方要求删除的、不恰当的或泄露隐私的数据。

3）为快速创新和迭代，社区正试错式地设计和实现区块链系统，

特别是智能合约。为了让区块链系统从存在错误风险的实验型系统转型

成稳定的主流分布式系统，形式化验证技术正快速发展以检测区块链系

统各个部分的漏洞和不安全因素，也有越来越多的协助工具帮助减少智

能合约在编写使用时出现的错误。

4）现有的区块链系统，主要通过硬分叉来实现新功能、漏洞修

复、新参数设置、协议升级，这需要所有节点手动下载和运行新的软件

版本。现在每个硬分叉版本需要社区在链下进行个案式的协调和管理。

为成为可持续性的平台，区块链系统正在试验链上治理和升级机制，以

使决策制定和代码部署都能在链上高效透明地进行。

我们认为在众多基于区块链的实验和应用的推动下，区块链及其相

关的分布式系统和密码学为基础的技术将迅速成熟，并为将来无形无界

的未来系统提供关键的、具有安全和隐私保护功能的可信计算基础。智

能合约的概念也会进一步推动高效的数字化变革并大幅度提高生产力。

软件和硬件一体设计的革命

过去几十年中，通用硬件的研究一直是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的重

点，例如CPU。云计算大规模应用及深度学习的出现，引发了当今对硬

件体系结构设计的变革。

这样对于系统研究来说，软件和硬件的一体设计变为一个未来的重

要趋势。如何更好地定义硬件和软件之间的边界以及合适的抽象、如何

找出它们之间的最好划分成为了系统体系结构设计的重要问题。例如，

对于深度学习、Tensor和计算图的引入就软件和硬件如何合作完成这种

新的计算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大数据领域，数据运算的抽象结合定

制的加密和压缩芯片也将进一步提高云计算平台处理大数据的效率。

在新的一体化设计革命中，新的特定领域编程语言、编译器和优

化、以及虚拟化技术也将同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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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和体系结构的革命

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进步和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发展分不开。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计算机的发展是集成电路技术最大的推动力，也是最大的

获益者。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集成电路一直大致保持着摩尔定律预测

的速度发展，高度集成的芯片带来一次又一次计算机体系结构的革命，

从个人电脑（Desktop）到移动计算，从服务器到云计算。而另一方

面，计算的需求推动了中央处理器 (CPU)、内存 (DRAM)、图形加速器 

(GPU) 以及高速网络芯片的发展。而基于半导体硅的CMOS集成电路芯

片技术由于受到物理规律的限制，已经开始达到瓶颈。一方面芯片的线

宽（Feature Size）在5纳米以下已经很难进一步缩小，而另一方面功耗

和散热已经成为现代芯片技术难以绕过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计算所

需的硬件和体系结构会何去何从？

首先在计算上异构系统正成为近年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的一个

热点。深度学习加速器、FPGA为基础的可重构硬件、通用可编程加速

器以及新的通用处理器都在不断创新。而内存硬件的创新例如高速非

易失性内存（Non-Volatile-Memory，NVM)、内存封装的创新例如

HBM（High Bandwidth Memory）以及体系结构的创新例如内存解聚

（Memory-Disaggregation）也将帮助计算从内存访问带宽和延迟的

瓶颈中解放出来。

在存储上，NVM也可能是新的超低延迟SCM（Storage-Class 

Memory）的基础。即SSD对数据中心存储带来巨大变革后，下一代开

放通道（Open-Channel）SSD会进一步提高数据中心存储系统的IO吞

吐带宽以及降低开销。与此同时，存储系统也需要类似内存解聚的体系

结构创新。而在网络方面，低延迟无丢包的可扩放互联、可编程交换机

和网卡会让计算间的互联（Interconnect）更加畅通。

系统和智能的相互促进

技术趋势：用系统思维的角度，以简洁、有序、一致性的原则重新

设计深度学习系统的架构或模型，同时，利用统计学习的方法来分析复

杂系统将是系统基础研究的重要方向。

·为人工智能而设计的系统。为了能便捷高效地处理深度学习任

务，围绕人工智能的系统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由于深度学

习计算模式和需求与以往大数据处理不同，该领域出现了大量具有探索

性但较为“碎片化”的工作。例如，为了支持深度学习在不同的设备上

计算，仅计算框架就先后出现了数十个，而且这些框架的设计独立，

无法互相兼容，造成了大量重复性工作，且给用户带来很多选择上的困

扰。另外，一些围绕深度学习的新系统工作仍在进行，这些大量碎片化

的工作使得整个深度学习系统架构变得复杂而低效。因此，现在急需用

系统思维的角度，以简洁、有序、一致性的原则重新设计深度学习系统

的架构或模型。如何较好地解决人工智能系统领域中存在的低效、不一

致、易用性差等问题，成为未来人工智能系统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和重

要方向。

·自动化的编译和优化框架将成为人工智能系统栈中解决编程灵活性

和计算性能的关键部分。未来的人工智能计算系统的前端表达能力将越

来越灵活，逐渐趋于通用计算；同时，后端的计算能力将越来越强大。

面对前、后端的快速发展，自动化的编译优化框架成为了衔接两者的

必经之路。深度学习编译器往往从更高的计算抽象层出发，涉及到如元

编程模型、高维数据结构、自动化求导等，并需要解决更复杂的优化问

题，例如如何统一前后端语言从而实现全面的代码优化、针对加速芯片

的模型稀疏化和模型压缩、自动化的代码融合以及与其他计算逻辑的融

合等都会成为人工智能自动化编译框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规模计算系统不仅要在大规模设备上才能高效

地处理海量数据，更需要能支持多种不同类型任务的混合执行的能力。

未来，不同的计算任务在实际中的边界将变得越来越模糊，很多实际应

用中的数据分析都是由这些计算任务组合而成的综合体。这样的综合系

统将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如系统接口的抽象、执行机制的设计以及全

局系统的优化等。但同时，这样的系统能更好地对计算资源进行管理和

利用，对整体计算应用可以从整体计算流水线上进行优化，在研究上也

暴露出更多的跨任务种类的调度和优化机会，跨任务类型的大规模计算

系统将会成为新的系统发展方向。

·更智能化的系统。现在和将来，如何利用统计学习的方法来分析复

杂系统将是系统基础研究的重要方向。

传统的系统研究以量化分析和形式化方法为基础来描述和分析系统

的行为和性能。但是现在更多大型系统有着更多的随机性，控制变量和

环境变量大大增加。这些新的变化，让人工智能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在，在诸如数据中心制冷系统控制、数据中心数据存储优化、网络负

载均衡等领域，基于统计学习的方法正得到广泛应用。在将来，系统研

究者需要探索如何将该方法更加广泛地应用到大型复杂系统的设计和控

制中去。

相信以上技术的协同发展，会助力底层计算机系统的创新和设计，

成为推动计算世界无形无界的那只手。

未来可期。

系统组

系统组从事计算机系统领域重大课题的基础性研究，在分

布式系统、存储系统、云计算、网络、及计算机语言等方面均有

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自成立以来，系统组一直致力于设

计、开发、分析、优化大规模分布式系统，其中一些系统已经在

微软产品中应用，支持各种在线服务。系统组成员在此过程中收

获了宝贵的第一手实践经验，而这些经验更进一步激发了一系列

新的研究项目，并在计算机系统及相关领域的顶级会议上收获丰

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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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系统的技术关键

数据智能相关的核心技术大致可以分为数据平台技术、数据整理技

术、数据分析技术、数据交互技术、数据可视化技术等部分。与传统意

义上的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相比，数据智能面临很多新挑战、新问题。

在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的过程中，各种技术创新层出不穷。

大数据系统与平台

为了支持大规模的数据处理与分析任务，全新的数据存储系统需要

能够容纳和支持高效数据吞吐、高可伸缩性和高容错性。传统的数据库

OLTP面向交易型需求而设计，无法满足大数据统计分析类的查询需求和

应用。当前的大数据系统更加强调读写效率、数据容量以及系统的可扩

展性。具体来说，将数据分割成块，并将每块复制多份后分散到不同物

理机器上存储，用冗余的数据块来防止因个别机器损坏对数据完整性的

影响。数据的冗余保存不但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同时也可以提高了系

统在数据读取时的并发性能。另外，为降低成本，现代的大数据系统运

行在价格相对低廉的普通服务器上；这些机器通过高速网络连接，实现

高效的数据传输。

处理和分析大数据涉及大量的计算，催生了很多分布式NoSQL数

据处理系统。在计算模型上，MapReduce的推出给大数据并行处理带

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在MapReduce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计算模

型Spark。Spark充分利用在内存中计算的优势，并且大大优化了原来

MapReduce中Shuffle所带来的效率问题。经过几年的发展，Spark已

经替代MapReduce成为业界最为重要的大数据处理框架，并且发展了

非常丰富的应用生态。

 

此 外 ， 基 于 流 ( St re a m i n g ) 的 计 算 模 型 被 开 发 出 来 以 支 持 不

断 变 化 和 更 新 的 大 数 据 应 用 。 在 流 计 算 模 型 中 ， 为 了 达 到 更 实

我们正处于大数据和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数据无处不在；运用数据

驱动的思想和策略在实践中逐渐成为共识；数据的价值已在科学研究和

工商业的不同领域得到充分展现。然而，如果无法从数据中提取出知识

和信息并加以有效利用，数据本身并不能驱动和引领数字化转型取得成

功。如何让数据发挥它最大的价值？“数据智能”(Data-Intelligence) 

应运而生。

数据智能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结合大规模数据处理、数

据挖掘、机器学习、人机交互、可视化等多种技术，从数据中提炼、发

掘、获取有揭示性和可操作性的信息，从而为人们在基于数据制定决策

或执行任务时提供有效的智能支持。

如果将数据视为一种新的“石油”，那么数据智能就是“炼油

厂”。数据智能通过分析数据获得价值，将原始数据加工为信息和知

识，进而转化为决策或行动，已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不可或缺的关键

技术。数据智能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并在近年来取得快速发展。 

数据智能技术赋予我们探求数据空间中未知部分的能力，在不同领

域里蕴育出巨大的机会。众多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业务，包括搜索引擎、

电子商务以及社交媒体应用等，从本质上就是建立和运作在数据智能的

基础之上。

数据智能技术正在重塑传统的商业分析或商业智能领域。根据

Gartner的调研，一种新的“增强分析”的分析模式正在颠覆旧有方

式，预计在几年内将成为商业智能系统采购的主导驱动力。这种“增强

分析”模式正是由数据智能技术赋能，提供了自然语言查询和叙述、增

强的数据准备、自动的高级分析、基于可视化的数据探索等多种核心能

力。

那么，数据智能领域的技术进展如何？未来，数据智能的研究又有

哪些热点？      

数据智能的现在与未来

作者：崔为玮、韩石、林庆维、楼建光、徐勇、
张冬梅、张海东、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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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的 更 新 ， 每 到 达 一 个 数 据 事 件 的 时 候 就 进 行 一 次 处 理 。 S pa r k 

Streaming、Storm、Flink都是比较流行的流计算平台。

在支持对大数据进行在线交互式的查询和分析方面，来自不同领域

的技术正在快速融合，共同构建更加实时高效的大数据交互查询平台。

以ElasticSearch为代表的一类技术，借鉴搜索系统的索引构架和技术，

对大规模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进行分块、索引来支持快速查询。以

Spark Kylin为代表的另一类技术则将传统的数据立方体技术推广到大数

据领域，通过将预先计算的部分数据立方体缓存起来，大大提高了运行

时的查询速度。

随着技术的发展，对数据进行高语义级别的自动分析变得越来

越重要。自动分析技术往往需要频繁计算在不同查询条件下的聚合结

果，一个分析查询可能涉及成百上千次简单的聚合查询。这就对查询性

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考虑到大数据分析

中绝大多数任务对数据的完整性不太敏感这一特点，学术界又提出了

BlinkDB、BigIN4等技术和系统，希望利用通过采样或者预计算得到的

部分数据来对用户的查询结果进行估计，从而达到快速计算的目的。其

中BlinkDB试图利用分层采用的方法来减少估计的误差，而BigIN4则试

图通过贝叶斯估计方法来优化用户查询的估计误差。

基于自然语言的交互

为了降低数据分析的门槛，使用自然语言作为交互方式显然是一个

理想方案，可以极大地方便普通用户快速、有效地进行数据探索与数据

分析。近年来，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使用自

然语言来查询和分析数据变得更加可能。

自然语言数据分析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语义解析。语义解析技

术是将自然语言直接转化成可以执行的程序（例如SQL语句）。基于关

系数据库/数据表的语义解析技术是解决自然语言交互式查询的重要途

径。早期主要采用基于模式匹配的方法，后来出现了基于语法分析与语

义分析的第二代方法。

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涌现出了一系列的端到端的

语义解析模型。一般的端到端的模型采用sequence-to-sequence的

方法，将自然语言进行序列编码，然后逐步生成SQL语句，但是这种

方法的缺点是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或者不可执行的SQL语句。因此，在

端到端方法的基础上会融合各种知识来减少搜索空间，增加约束，包

括嵌入SQL语法知识，引入表格信息，甚至是引入外部的知识库，比如

WordNet。

分析的自动化

数据分析是数据智能中最核心的部分，大致可以分为描述性分析、

诊断性分析、预测性分析、指导性分析等四个类别，每个类别基于数据

回答不同的问题，难度越来越大，所能带来的价值越来越高，所使用的

技术也越来越复杂。数据智能分析工具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四个重要的阶

段和层次。

阶段1：数据智能专家深入学习和了解特定领域的问题，构建端到

端 (end-to-end）的分析流程和平台，以特定领域的数据分析师为主要

用户，以解决特定领域的专业问题为主要任务。

阶段2：数据智能专家通过对各个领域的深刻总结，提炼出在不同

领域的任务中所共同依赖的一些必要的需求单元，比如分布差异分析、

主驱动因素分析、预测分析等等。把各个需求单元对应的数据智能技术

以积木块搭建的形式组成一个分析平台，提供给各个领域使用。用户按

照自己分析任务的需求，可以在分析流程中选择相应的技术模块。

阶段3：进一步发挥机器的“智能”性，在分析任务的各个环节，

通过主动提供相关洞察 (Insight) 的形式，为用户的下一步决策或行动提

供信息充足的引导性建议，从而更大程度地提高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

互补，完成更高效的协作。

阶段4：在前三个阶段中，数据的处理、特征的选取、模型的设计

以及参数的优化等等核心环节严重依赖于机器学习专家的知识和技能。

随着机器学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Auto-ML技术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

其核心是基于对已有机器学习成果的总结，将上述重要环节进行系统化

的抽象，并结合不断快速发展的计算机处理能力，使其逐渐自动化，从

而进一步降低数据智能模块的开发门槛，拓宽对长尾任务的支持，推动

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进一步融合，也使不同领域的普通用户以自助方

式按需定制针对具体任务的数据智能模块变得可能。

数据融合的自动化

如何有效整理、融合如此多样且繁杂的数据对于数据智能领域非常

重要。数据融合的相关技术在整体上需要解决以下关键问题。

首先，在机器从数据中获取智能之前，机器能够正确地读懂各种

各样的数据。对于机器友好的数据是类似关系数据库的结构化数据。然

而，现实世界里存在着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比如自然语言的文本；还

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半结构化数据，比如电子表格。目前机器还很难理解

这些非结构化的方面，需要将数据处理成对机器友好的结构化数据，机

器才能发挥其特长，从数据中获取智能。非结构化数据、尤其是半结构

化数据向结构化数据的转化，是实现数据智能不可或缺的先决任务。

其次，数据并不是孤立的，数据智能需要充分利用数据之间存在的

关联，把其他数据源或数据集所涵盖的信息传递并整合过来，可以为数

据分析任务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和角度。

最后，数据并不是完美的，提前检测并修复数据中存在的缺失或错

误，是保障数据智能得出正确结论的重要环节。

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本质上是为了感知和沟通数据而存在的，涉及到不同

的领域，诸如人机交互、图形设计、心理学等。在当前大数据盛行的时

代，数据可视化逐渐崭露头角，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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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技术用于分析，已成为数据智能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这

些技术通常会集成在一个图形界面上，展示一个或多个可视化视图。

用户直接在这些视图上进行搜索、挑选、过滤等交互操作，对数据进

行探索和分析。可视化工具进一步趋于简单化、大众化，使一些高阶

的分析变得更加简单。一些高级的可视化设计，如-Word-Cloud、 

Treemap、Parallel-Coordinates、Flowmap、ThemeRiver等，也逐

步成为主流。

在决策过程中，可视化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将信息展示得更

准确、更丰富、更容易理解，从而极大提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效率。可视

化叙事 (visual storytelling) 研究如何将可视化用于信息的展示和交流。 

当今主流的数据分析平台，例如Power BI、Tableau、Qlik等，都提供了

可视化叙事的模式。可视化叙事的研究目前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

人们还在探索它的各个方面，例如修饰形式、叙事方式、交互手段、上下

文、记忆性等。如何评估一个可视化叙事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隐私保护的数据分析

近年来，随着数据隐私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以及相关数据保护的

立法 (比如GDPR) 开始实施，研究人员开始积极探索保护隐私的数据分

析技术，即在保护数据隐私的情况下，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处理。

一个方向是提供可信计算环境去执行敏感操作。用户的数据始终是

加密的，只有在可信计算的环境中才会解密及处理。

另一个方向是直接对加密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想要的结果。因为数

据没有解密，隐私得到了保证。选择性加密技术早已广泛应用于多媒体

内容保护，但很难扩展到其他类型的数据。另一种适用性更广的方法是

同态加密，它允许对密文进行某些同态操作，例如加法和/或乘法，使得

密文下的运算结果在解密后与对明文执行相应操作的结果一致。

●    数据智能技术的未来热点

数据智能研究契合当今大数据时代各领域、各行业从数据中挖掘、

实现价值，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要，因而在近年来得到了充分重

视，发展迅速。随着数据智能在更多领域的落地和发展，新的应用和场

景、新的问题和挑战将进一步激发和驱动数字智能研究保持强劲的发展

势头，迈向更高的层次。展望未来，数据智能技术将朝着更自动、更智

能、更可靠、更普适、更高效的方向继续发展。

热点1：在更高的语义理解水平上进行分析

为了更加智能地分析数据，需要对数据有更加丰富的语义理解。与

知识图谱（Knowledge Base）不同，虽然数据分析中最常用的关系数

据模型也是对实体和关系的建模，但是关系数据模型的建模是为查询和

存储性能而优化的，往往丢失了大量语义信息。如何引入领域知识和常

识型知识对于更好地理解数据至关重要。

如何从表格数据和其他容易获得的文本数据（如web网页）中自

动获取语义信息来增强和丰富表格数据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方向。比

如，确定表格中行或列的实体类型（包括人名、地名、机构名等命名实

体以及时间、地址、货币等数据类型）。表格往往不具有文本中的丰富

的上下文信息，因此表格中的实体识别不同于其它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

的实体识别，十分具有挑战性。除了处理实体识别外，数据表格中实体

关系的挖掘和分析也至关重要。充分挖掘实体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完成

一些实体类型的推荐和回答数据分析的问题。

热点2：构造通用知识和模型的框架

人类对知识和方法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具体到数据分析领

域，分析中用到的知识和模型需要在不同数据对象和分析任务之间共享

和迁移。在机器学习领域，已经有很多相关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方法，

比如迁移学习、多任务学习、预学习模型等等。要实现这个“举一反

三”的目标，除了需要深入研究具体的机器学习算法，也需要从模型和

知识的框架体系来思考，研究适合数据分析领域的通用知识和模型的原

语体系，以及知识和模型的迁移共享的统一框架。

热点3：建立高质量的训练数据集和基准测试数据集

由于训练数据的缺乏，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技术在数据智能领域

的进一步应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正如ImageNet数据对于计算机视觉

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一样，数据智能领域的研究也亟需建

立起一整套公用的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集和基准测试数据集。一

旦有了丰富的训练数据，数据智能领域的很多研究，诸如自动分析、自

然语言交互、可视化推荐等等，将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热点4：提供具有可解释性的分析结果

用户将不再满足于仅仅依赖黑盒式的智能、端到端地作用于整个

任务，而需要更细粒度的、有针对性的、更透明的数据智能。例如，例

如，数据智能用于财务审计系统中，准确推荐最有风险的交易记录进行

优先审查，以达到在最小化系统风险的前提下，最大化审计效率。在这

类系统的研发中，需要构建可理解性强的模型。在推荐高风险交易记录

的同时，尽量提供系统是依据哪部分信息、通过怎样的逻辑判断这是一

条高风险交易的相关依据。这与过去通常使用的黑盒技术路线有了明显

的变化，将成为今后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

热点5：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更加紧密融合

现有人工智能技术从本质上依然只是被动服从人类设定的既定逻辑

然后自动地运行，归根到底还是无法突破人类传授的学习框架，没有创

造力。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数据智能将依然无法摆脱人与机器协作的

模式，需要全面地总结人类在数据分析方面的智能和经验，便于转化为

机器算法，系统化地集成到已有的智能系统当中。

热点6：强大的指导性分析成为主流

数据分析的核心目标之一便是指导行动，无论分析得有多好，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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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长远的将来，我们相信可视化终将变得透明。就像文字和语

音一样，广泛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此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技术储

备：

首先，可视化视图必须能够被快速地生产和消费。目前，多数可

视化视图的生成还是离不开人的参与，但是未来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

可视化视图将能被大规模和精确地生成，从而大大降低可视化创作的开

销。

其次，要进行交互方式的变革。传统的基于键盘、鼠标的交互模式

不是最自然的方式，各种人类更习惯的方式 (例如手势、笔纸、触控等) 

需要慢慢演化成更成熟的交互手段。

最后，需要显示设备的普及。显示设备终将被集成到人的生活中

去，无论是穿戴式的、手持的，还是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物品表面上

的。只有当显示设备无处不在的时候，可视化才能真正变成一种沟通的

基本方式。

      

不采取行动，那么分析的价值就不会得到实质的体现，这就是指导性分

析的重要价值所在。

例如，根据详尽的分析，数据智能预测某品牌在接下来一个季度的

销量会下滑10%。如果分析任务结束于此，那么数据智能并没有尽到全

部的责任，人还需要根据后续分析结合自己的经验去搞清楚怎样才能减

轻甚至避免潜在的销量下滑。相应的指导性分析可以是，如果想保持下

季度销量不下滑，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指导性分析的结果可以是把某

一类子产品的产量减少20%，同时把另两类子产品的产量各增加10%等

等。

现在的数据智能技术在给出指导性分析的同时，并没有具备足够解

释性的模型，无法提供充足的依据，从而不足以让人类用户充分信任自

动推荐的结果。提供具有更好解释性的指导性分析是一个趋势。

热点7：基于隐私保护的数据分析更加成熟完善

通过从立法、技术、到用户参与等全方位的共同努力，隐私保护将

被进一步纳入到未来的数据分析中。从技术层面，应该确保个人数据由

数据主体控制如何收集、管理、处理和共享，并在整个生命周期得到保

护，同时应开发并部署保护隐私的数据处理技术，以便在保护隐私的前

提下，数据得以处理并获得想要的结果。

热点8：智能分析助手得到普及

智能代理（Intelligent Agent）技术与数据分析技术的融合是一个

重要的方向。在不久的将来，智能的数据分析助手能够帮助人类更加高

效地分析和利用数据。

这些数据分析智能助手通过自然语言对话的方式与人交流数据分

析的任务和结果，理解分析的背景和上下文，可以完成人类交给的特定

数据分析任务（根据分析的语义层级不同，可分为基本分析命令和高级

数据挖掘任务），也可以把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事实推荐给相关人类用

户（比如自动从数据中挖掘到的数据洞察），并对某些数据事件做出智

能判断和适当的反应（比如自动对数据中需要注意的变化进行提示和警

报）。这样的智能体还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与人类分析师的

对话交流积累特定领域的知识，从而能够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更加智能地

进行自动数据分析。

热点9：协作化的可视分析

随着各种沟通工具的兴起和普及，协作化的可视分析会成为热点。

不同于传统的面对面、小规模的协作，新的协作分析往往是异步的和大

规模的，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使用不同的设备，对同一个数据进

行可视分析。在此过程中，如何协调人们的协作？如何避免重复性的工

作？如何保证不同人在不同的显示终端上看到的数据是一致的？如何共

享各种信息？如何搭建一个高效的协作平台？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技术

挑战。

热点10：可视化将无所不在

软件分析组

软件分析组运用各种分析和计算技术对软件生命周期中产

生出的大量数据进行研究，旨在帮助软件参与者从中提取有用信

息，做出正确决策。该组致力于软件分析领域的前沿研究，并运

用研究成果帮助提高微软乃至信息工业界的软件产品质量、用户

体验和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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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图形对人类来说是件极容易的事情，但是对机器而言，却经历

了漫长岁月。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图像识别这几年的发展突飞猛进。例如，在

PASCAL VOC物体监测基准测试中，检测器的性能从平均准确率30%飙

升到了今天的超过90%。对于图像分类，在极具挑战性的ImageNet数

据集上，目前先进算法的表现甚至超过了人类。

图像识别技术的高价值应用就发生在你我身边，例如视频监控、自

动驾驶和智能医疗等，而这些图像识别最新进展的背后推动力是深度学

习。深度学习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大规模数据集的产生、强有

力的模型的发展以及可用的大量计算资源。对于各种各样的图像识别任

务，精心设计的深度神经网络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前那些基于人工设计的

图像特征的方法。

尽管到目前为止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在它进一步广泛应用之前，仍然有很多挑战需要我们去面对。与此同

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具有未来价值的研究方向。

●    挑战一：如何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

图像识别技术在可以被广泛应用之前，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怎样才

能知道一个模型对未曾出现过的场景仍然具有很好的泛化能力。

在目前的实践中，数据集被随机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模型也相

应地在这个数据集上被训练和评估。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做法中，测

试集拥有和训练集一样的数据分布，因为它们都是从具有相似场景内容

和成像条件的数据中采样得到的。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测试图像或许会来自不同于训练时的数据分

布。这些未曾出现过的数据可能会在视角、大小尺度、场景配置、相机

属性等方面与训练数据不同。

一项研究表明，数据分布上的这种差异会导致各种深度网络模型的

准确率产生明显的下降。当前模型对数据分布自然变化的敏感性可能成

为自动驾驶等关键应用的一个严重问题。

●    挑战二：如何利用小规模和超大规模数据

我们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小规模训练数

据。虽然深度学习通过利用大量标注数据在各种任务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但现有的技术通常会因为只有很少的标记实例可用而在小数据情景中

崩溃。这个情景通常被称为“少样本学习（few-shot-learning）”，并

需要在实际应用中仔细考虑。例如，一个家庭机器人被期望可以完成这样

的任务：向它展示一个新物体，且只展示一次，之后它便可以识别这个物

体。一个人可以很自然地完成这个任务，即使这个物体之后又被操作过

了，例如一个毛毯被折叠起来了。如何赋予神经网络像人类这样的泛化能

力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问题。

图像识别的未来：机遇
与挑战并存

作者：代季峰、林思德、郭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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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极端是如何利用超大规模数据有效地提高识别算法的性能。

对于像自动驾驶这样的关键应用，图像识别的出错成本非常高。因此，

研究者们创造出了非常庞大的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包含了数以亿计的带

有丰富标注的图像，并且他们希望通过利用这些数据使模型的准确度得

到显著提高。

然而，目前的算法并不能很好地利用这种超大规模数据。在包含了

3亿张标注图片的JFT数据集上，各种深度网络的性能随着训练数据量的

增加，仅仅呈现出对数级的提高（图一）。在大规模数据的情况下，继

续增加训练数据带来的收益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

●    挑战三：全面的场景理解

除了这些与训练数据和泛化能力相关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研

究课题是全面的场景理解。除了识别和定位场景中的物体之外，人类还

可以推断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部分到整体的层次、物体的属性和三

维场景布局。

获得对场景的更广泛的理解将会帮助例如机器人交互这样的应用，

因为这些应用通常需要物体标识和位置以外的信息。这个任务不仅涉及

到对场景的感知，而且还需要对现实世界的认知理解。要实现这一目

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全面的场景理解的一个例子为全景分割，

见图二。

●    挑战四：自动化网络设计

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挑战是使网络设计自动化。近年来，图像识别

这一领域的重心从设计更好的特征转向了设计更新的网络架构。然而，

设计网络架构是一个冗长乏味的过程，它需要处理大量的超参数和设计

选择。调优这些元素需要有经验的工程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更重要的是，一个任务的最优架构和另一个任务的最优架构可能是

完全不同的。尽管我们对自动神经架构搜索的研究已经开始了，但它们

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并且仅适用于图像分类任务。当前方法的搜索空间非

常狭窄，因为它们寻找的是现有网络模块的局部最优组合（例如深度可

分离卷积和恒等连接），并且无法发现新的模块。目前还不清楚这些现

有的方法是否足以胜任更复杂的任务。

尽管在图像识别领域存在上述诸多挑战，但我们仍然相信深度学习

在图像识别领域的巨大潜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比比皆是，下面我们

看看这其中的几个研究方向：

●    方向一：整合常识

图像识别领域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将常识融入到深度学习中。

目前，深度学习主要作为一种纯粹的数据驱动技术被使用。在深度学习

中，神经网络利用训练集中的标注样本学习一个非线性函数，之后在测

试时则将这个学习到的函数作用到图片像素上。训练集之外的信息则一

点也没有被用到。

相比之下，人类识别物体不仅基于已经看到的样本，还基于他们有

关真实世界的常识。人们能够对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进行推理，以避免不

合逻辑的识别结果。此外，当遇到新的或超出预期的东西时，人类可以

迅速调整他们的知识来解释这次的新经历。如何在深度网络中获取、表

示常识以及利用常识进行推理是一个挑战。

方向二：几何推理

联合执行图像识别和几何推理则是另一个有潜力的方向。图像识别

的主要模型只考虑了二维外观，而人类可以感知三维场景布局以及推断

其内在的语义类别。三维布局不仅可以从双目视觉中获得，还可以从二

▲图三 神经架构搜索算法的抽象图解。搜索策略首先从事先定义好的搜索空间A

中选择一个架构A，这个构架接着被评估策略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的A的性能传递

给搜索策略。

▲图一 目标检测在JFT-300M数据集上的性能随训练样例的增多呈对数倍的提

高。x轴是对数尺度下的数据大小。y轴是目标检测的性能。左图使用COCO-

minival测试集上的mAP@[0.5,0.95]指标，右图使用PASCAL VOC 2007测试

集上的mAP@0.5指标 。红蓝两条曲线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模型。

▲图二-(a)原图；(b)语义分割：识别天空、草地、道路等没有固定形状的不可

数材质(stuff )，标记方法通常是给每个像素加上标签；(c)实例分割：分割人、

动物或工具等可数且独立的物体实例(object-instance)，通常用包围盒或分割

掩码标记目标；(d)全景分割：生成统一的、全局的分割图像，既识别材质，也

识别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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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输入的几何推理中得到，就像人们看照片时所做的那样。联合图像识

别和几何推理为双方都提供了好处。

从几何推理中确定的三维布局可以帮助在看不见的视角、变形和外

观的情况下引导识别。它还可以消除不合理的语义布局，并帮助识别由

其三维形状或功能定义的类别。例如，沙发中存在着巨大的类内外观差

异。然而，它们拥有共同的属性，可以帮助识别它们。比如它们都有一

个水平面用来坐，一个背面用于支撑。另一方面，识别出来的语义可以

规范化几何推理的解空间。例如，如果一只狗在一个场景中被识别，它

相应的三维结构应该符合狗的三维形状模型。

▲图四 从视频的两个不同视角的帧重建出复杂动态场景的点云 

●    方向三：对关系建模

关系建模也有很大的研究潜力。想要全面理解一个场景，对场景中

存在的目标实体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建模非常重要（图四）。考虑

两张图片，每个图片都包含一个人和一匹马。如果一张展示的是骑着马

的人，另一张展示的是踩着人的马，显然这两张图片表达了完全不同的

意思。此外，通过关系建模提取的底层场景结构可以帮助补偿当前深度

学习方法因数据有限而出现的模糊不确定等问题。尽管人们已经在努力

解决关系建模这个问题，但这项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并且还有很大的探

索空间。

▲图五 目标检测中的关系网络。fA表示物体的外表特征，fG表示物体的几何特征 

方向四：学习如何学习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方向是元学习，它的目标是学习学习过

程。这个课题最近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而且神经架构搜索也可以被认

为是它的一种应用。

然而，由于目前对学习过程建模的机制、表示和算法还比较初级，

元学习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以神经架构搜索为例，它只局限于现有

网络模块的简单组合。元学习者无法捕捉到创作新网络模块所需的微妙

的直觉和敏锐的洞察力。随着元学习的进步，自动架构设计的潜力可能

会被完全释放出来，进而得到远超手工设计的网络结构。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从事图像识别的时代，一个充满了推动领域发

展、影响未来应用的机会的时代。我热切盼望即将到来的进步，并期待

这些新技术以深刻而神奇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

▲图六 元学习近期的进展。自左至右分别为元学习的超参

数优化 、神经架构搜索 、少样本图像分类 。

视觉计算组

视觉计算组由优秀的研究员和工程师组成，他们的专长涵

盖了计算机视觉研究领域的整个范畴：从数学理论到现实应用，

从物理系统到软件开发，从低层次的图像处理到高层次的图像理

解。该组的研究成果已经对许多重要应用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

人脸检测、追踪、识别，图像搜索，物体检测、追踪、识别，以

及机器人避障和导航。



22

个性化推荐系统，必须
关注的五大研究热点

作者：谢幸、练建勋、刘政、王希廷、吴方照、
王鸿伟、陈仲夏

“猜你喜欢”、“购买过此商品的用户还购买过……”对于离不开社

交平台、电商、新闻阅读、生活服务的现代互联网用户来说，个性化推

荐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信息过载成了人们处理信息的

挑战。对于用户而言，如何在以指数增长的资源中快速、准确地定位到

自己需要的内容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极具挑战的事情。对于商家而言，如

何把恰当的物品及时呈现给用户，从而促进交易量和经济增长，也是一

件颇具难度的事情。推荐系统的诞生极大地缓解了这个困难。

推荐系统是一种信息过滤系统，能根据用户的档案或者历史行为记

录，学习出用户的兴趣爱好，预测出用户对给定物品的评分或偏好。它

改变了商家与用户的沟通方式，加强了和用户之间的交互性。

据报道，推荐系统给亚马逊带来了35%的销售收入，给Netflix带来

了高达75%的消费，并且YouTube主页上60%的浏览来自推荐服务。

因此，如何搭建有效的推荐系统意义深远。我们将从深度学习的应

用、知识图谱的应用、强化学习的应用、用户画像、可解释推荐等几个

方面，一起看看推荐系统的未来。

●    研究热点1：推荐系统与深度学习

近几年深度学习的技术应用在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理

解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何将其应用到推荐系统是当前的研究

热点。深度推荐系统现阶段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层面：

提升表征学习能力。深度神经网络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表征学习能

力。因此，一种最直接的应用是，利用深度学习技术从复杂的内容数据

中学习出有效的隐因子特征表示，从而后续可以很方便地为推荐系统所

用。

深度协同过滤。经典的矩阵分解模型可以被描述为一种非常简单的

神经网络。我们可以通过拓展其中的结构，引入更多的非线性单元来加

强推荐模型的功能。例如，在WWW 2017论文《Neural collaborative 

filtering》中，作者提出了加强版的矩阵分解模型。一方面，它弥补了

两个隐向量的朴素点积操作不能区分各维度之间重要性差别的弱点；另

一方面，它额外引入了一个多层感知机模块，用来引入更多的非线性操

作。除此之外，自动编码机、卷积神经网络、记忆网络、注意力网络等

深度学习相关技术也分别被应用在改进传统的协同过滤模型中，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

特征间的深度交互。企业级的推荐系统为了尽量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往往会使用丰富的、甚至异构的内容数据。这些特征从不同的维度展现了

不同的信息，而且特征间的组合通常是非常有意义的。传统的交叉特征是

由工程师手动设计的，这有很大的局限性，成本很高，并且不能拓展到未

曾出现过的交叉模式中。因此学者们开始研究用神经网络去自动学习高阶

的特征交互模式，弥补人工特征工程带来的种种局限性。这个层面相关的

模型包括Wide&Deep、PNN、DeepFM、DCN、以及我们近期提出的

xDeepFM模型（《xDeepFM: Combining Explicit and Implicit Feature 

Interactions for Recommender Systems》，KDD 2018）等。

深度学习技术在推荐系统中的应用前景很广阔。下面简要介绍几个

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 效率与可拓展性

对于工业界推荐系统而言，不仅需要考虑模型的准确度，运行效率

和可维护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效率指的是当用户发来一个请求时，

推荐系统能够以接近实时的速度返回结果，而不需让用户等待；可维

护性指系统的部署简便，能够支持定期更新，或者增量式更新。众所周

知，复杂神经网络的计算量是庞大的，如何将它们更高效的应用在超大

规模的推荐平台上，是亟需解决的技术难点。



23

· 多样化数据融合

现实平台中，用户或者物品的数据往往是复杂多样的。物品的内

容可以包括文本、图像、类别等数据；用户的行为数据可以来自多个领

域，例如社交网络、搜索引擎、新闻阅读应用等；用户的行为反馈也可

以是丰富多样的，例如电商网站中，用户的行为可能有搜索、浏览、点

击、收藏、购买等。不仅如此，在这些不同的维度中，不同用户或物品

的数据分布也千差万别；用户在不同的行为反馈上的数据量也不同，点

击行为的数据量往往远大于购买行为的数据量。因此，单一、同构的模

型是不能有效地处理这些多样化的数据的。如何深度融合这些复杂数据

是一个技术难点。

· 捕捉用户长短期偏好

用户的偏好大致可以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类。长期偏好往往指用户的

兴趣所在，例如她是五月天的歌迷，那么未来很长时间她都会对五月天

的歌曲、演唱会门票感兴趣；短期偏好指的是用户在当前环境下的即时

兴趣，例如最近一周用户比较喜欢听抖音上的热门歌曲，那么推荐系统

也应该捕捉到用户的这个兴趣，或者用户在未来一个月有搬家的打算，

那么推荐系统可以适当地推送一些搬家公司的广告。目前一些流行的做

法是，将循环神经网络与深度协同过滤技术结合，从而达到兼顾长短期

记忆的功能。如何结合情境因素的影响，将用户的长期偏好与短期需求

更紧密、有效地结合起来，也是一个研究热点。

●    研究热点2：推荐系统与知识图谱

在多数推荐场景中，物品可能包含丰富的知识信息，而刻画这些

知识的网络结构即知识图谱。物品端的知识图谱极大地扩展了物品的信

息，强化了物品之间的联系，为推荐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价值，更能为推

荐结果带来额外的多样性和可解释性(图1)。

▲图1：利用知识图谱发掘新闻间的潜在相关性

和社交网络相比，知识图谱是一种异构网络，因此针对知识图谱

的推荐算法设计要更复杂和精巧。近年来，网络特征学习（network 

representation learning）逐渐成为机器学习中的一个热门的研究方

向。

引入网络特征学习的方法处理推荐系统中知识图谱的相关信息，有

助于增强推荐系统的学习能力，提高精确度和用户满意度。

将知识图谱引入推荐系统，主要有如下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第一，基于特征的知识图谱辅助推荐，核心是知识图谱特征学习的

引入。一般而言，知识图谱是一个由三元组<头节点，关系，尾节点>组

成的异构网络。由于知识图谱天然的高维性和异构性，首先使用知识图

谱特征学习对其进行处理，从而得到实体和关系的低维稠密向量表示。

这些低维的向量表示可以较为自然地与推荐系统进行结合和交互。

在这种处理框架下，推荐系统和知识图谱特征学习事实上就成为两

个相关的任务。而依据其训练次序不同，又有两种结合形式：

1. 知识图谱特征与推荐系统依次进行学习，即先学习特征，再将所

学特征用于推荐。

2. 交替学习法，将知识图谱特征学习和推荐系统视为两个相关的任

务，设计一种多任务学习框架，交替优化二者的目标函数，利用知识图

谱特征学习任务辅助推荐系统任务的学习。

第二，基于结构的推荐模型，则更加直接地使用知识图谱的结构特

征。具体来说，对于知识图谱中的每一个实体，我们都进行宽度优先搜

索来获取其在知识图谱中的多跳关联实体从中得到推荐结果。根据利用

关联实体的技术的不同，可分向外传播法和向内聚合法两种方法：

向外传播法模拟了用户的兴趣在知识图谱上的传播过程。我们近期

的工作RippleNet (《RippleNet: Propagating User Preferences on 

the Knowledge Graph for Recommender Systems》, CIKM 2018)

使用了向外传播法，将每个用户的历史兴趣作为知识图谱上的种子集

合，沿着知识图谱中的链接迭代地向外扩展。

向内聚合法在学习知识图谱实体特征的时候聚合了该实体的邻居特

征表示。通过邻居聚合的操作，每个实体的特征的计算都结合了其邻近

结构信息，且权值是由链接关系和特定的用户决定的，这同时刻画了知

识图谱的语义信息和用户的个性化兴趣。

结合知识图谱推荐系统的机遇与挑战

将推荐算法与知识图谱的图计算方法相结合已逐渐成为学术热点，

前景广阔。然而现有方法仍有一定局限，有充分的研究空间。首先，现

有模型都属于统计学习模型，即挖掘网络中的统计学信息并以此进行

推断。一个困难但更有研究前景的方向是在网络中进行推理，将图推理

与推荐系统相结合。其二，如何设计出性能优秀且运行效率高的算法，



24

意的实际效果。

为此，一个直接的应对方法是对用户行为进行主动式的探索，即通

过对用户发起大量尝试性的推荐，以充分的获得其行为数据，从而保障

推荐系统的可用性。然而不幸的是，这一简单的做法势必引发极大的探

索开销，使得它在现实中并不具备可行性。为使主动式探索具备可行的

效用开销，人们尝试借助多臂老虎机问题所带来的启发。多臂老虎机问

题旨在于“探索-利用”间做出最优的权衡，为此诸多经典算法，被相继

提出。尽管不同的算法有着不同的实施机制，它们的设计都本着一个共

同的原则。

具体说来，系统在做出推荐的时候会综合考虑物品的推荐效用以及

累积尝试。较高的推荐效用预示着较低的探索开销，而较低的累积尝试

则表明较高的不确定性。为此，不同的算法都会设计特定的整合机制，

使得同时具备较高推荐效用与不确定性物品可以得到优先尝试。

· 动态场景下的强化推荐

在多臂老虎机的设定场景下，用户的实时特征被假设为固定不变

的，因此算法并未涉及用户行为发生动态迁移的情况。然而对于诸多

现实中的推荐场景，用户行为往往会在交互过程中不断变化。这就要

求推荐系统依照用户反馈精确估计其状态发展，并为之制定优化的推荐

策略。具体来讲，一个理想的推荐系统应满足如下双方面的属性。一方

面，推荐决策需要充分基于用户过往的反馈数据；另一方面，推荐系统

需要优化整个交互过程之中的全局收益。强化学习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

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强化学习的框架之下，推荐系统被视作一个智能体（agent），

用户当前的行为特征被抽象成为状态（state），待推荐的对象（如候选

新闻）则被当作动作（action）。在每次推荐交互中，系统依据用户的

状态，选择合适的动作，以最大化特定的长效目标（如点击总数或停留

时长）。推荐系统与用户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行为数据被组织成为经验

也是潜在的研究方向。现有模型并不涉及计算引擎层面、系统层面甚至

硬件层面的考量，如何将上层算法和底层架构进行联合设计和优化，是

实际应用中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最后，现有的模型网络结构都是静态

的，在真实场景中，知识图谱具有一定的时效。如何刻画这种时间演变

的网络，并在推荐时充分考虑时序信息，也值得我们未来研究。

●    研究热点3：推荐系统与强化学习

通过融合深度学习与知识图谱技术，推荐系统的性能取得了大幅

的提升。然而，多数的推荐系统仍是以一步到位的方式建立的。它们有

着类似的搭建方式，即在充分获取用户历史数据的前提下，设计并训练

特定的监督模型，从而得到用户对于不同物品的喜好程度。这些训练好

的模型在部署上线后可以为特定用户识别出最具吸引力的物品，为其做

出个性化推荐。在此，人们往往假设用户数据已充分获取，且其行为会

在较长时间之内保持稳定，使得上述过程中所建立的推荐模型得以应付

实际中的需求。然而对于诸多现实场景，例如电子商务或者在线新闻平

台，用户与推荐系统之间往往会发生持续密切的交互行为。在这一过程

中，用户的反馈将弥补可能的数据缺失，同时有力地揭示其当前的行为

特征，从而为系统进行更加精准的个性化推荐提供重要的依据。

强化学习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持。依照用户的行为特征，

我们将涉及到的推荐场景划分为静态与动态，并分别对其进行讨论。 

· 静态场景下的强化推荐

在静态场景之下，用户的行为特征在与系统的交互过程中保持稳

定不变。对于这一场景，一类有代表性的工作是基于上下文多臂老虎

机（contextual multi-armed bandit）的推荐系统，它的发展为克服

推荐场景中的冷启动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在许多现实应用

中，用户的历史行为往往服从特定的长尾分布，即大多数用户仅仅产生

规模有限的历史数据，而极少的用户则会生成较为充足的历史数据，这

一现象所带来的数据稀疏问题使得传统模型在很多时候难以得到令人满



25

（experience），用以记录相应动作产生的奖励（reward）以及状态转

移（state-transition）。基于不断积累的经验，强化学习算法得出策略

（policy），用以指导特定状态下最优的动作选取。

我们近期将强化学习成功应用于必应个性化新闻推荐（《DRN: 

A-Deep -Reinforcement-Learn ing -Framework- for-News 

Recommendation》，WWW-2018）。得益于算法的序列化决策

能力及其对长效目标的优化，强化学习必将服务于更为广泛的现实场

景，从而极大地改善推荐系统的用户感知与个性化能力。

强化推荐的机遇与挑战

强化学习推荐算法尚有诸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亟待解决。

现行主流的深度强化学习算法都试图避开对环境的建模，而直接进

行策略学习（即model-free）。这就要求海量的经验数据以获取最优的

推荐策略。然而，推荐场景下的可获取的交互数据往往规模有限且奖励

信号稀疏（reward-sparsity），这就使得简单地套用既有算法难以取得

令人满意的实际效果。如何运用有限的用户交互得到有效的决策模型将

是算法进一步提升的主要方向。

此外，现实中人们往往需要对不同推荐场景进行独立的策略学习。

不同场景下的策略互不相同，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以对每

个场景都进行充分的数据采集。同时，由于不具备通用性，既有策略难

以迅速适应新的推荐场景。面对这些挑战，人们需要尽可能地提出通用

策略的学习机制，以打通算法在不同推荐场景间的壁垒，并增强其在变

化场景中的鲁棒性。

●    研究热点4：推荐系统中的用户画像

构建推荐系统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于如何准确地分析出用户的兴趣特

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用户画像。

简单说来，用户画像是指从用户产生的各种数据中挖掘和抽取用户

在不同属性上的标签，如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兴趣等。完备且准

确的属性标签将有力地揭示用户本质特征，因而极大地促进精准的个性

化推荐。

用户画像研究的现状和挑战

目前，主流用户画像方法一般是基于机器学习，尤其是有监督学习

的技术。这类方法从用户数据中抽取特征来作为用户的表示向量，并利

用有用户属性标签的数据作为有标注数据来训练用户画像预测模型，从

而对更多的没有标签的用户的属性进行预测。

尽管目前的用户画像方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并被广泛应用于实

际推荐系统中，这些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这些已有的方法大多数都基于手工抽取的离散特征，这些特

征无法刻画用户数据的上下文信息，因此对于用户的表征能力较为有限。

其次，现有的用户画像方法通常基于简单的线性回归或分类模型，

无法从用户数据中自动学习高层次抽象特征，也无法对特征之间的交互

关系进行建模。另外，已有的用户画像方法往往基于单一类型和单一来

源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用户的表征不够丰富。而实际上，用户数据往

往是多来源和多类型的。 

最后，已有的用户画像方法大都没有考虑用户属性标签的时效性，

因此很难刻画用户动态变化的属性，如兴趣等。

从多源异构用户数据中构建深度、统一和动态的用户画像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展开用户画像研究：

1.-构建具有更强表征能力的用户表示模型。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

展和成熟，利用深层神经网络从用户原始数据中自动抽取深层次的、有信

息量的特征来构建用户的特征表示，能够有助于更加充分地利用用户数据

并有效提升用户画像的精度。使用基于深层神经网络的用户表示模型能够

有效克服目前已有的基于特征工程和线性模型的用户画像方法的不足。我

们提出的HURA模型（《Neural Demographic Prediction using Search 

Query》, WSDM 2019）基于多层注意力机制和神经网络结构，有效地

通过搜索日志预测了用户个人属性。

2.-基于多源和异构数据的用户画像。用户产生的数据往往分布在不

同的平台，并且具有不同的结构（如无结构的社交媒体文本数据和有结

构的电商网站购买记录等）和不同的模态（如文本数据和图像数据），

给用户画像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如何设计一个深度信息融合模型来利用

不同来源、不同结构和不同模态的用户数据进行用户建模,是未来用户画

像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协同学习和多通道模型可

能是值得尝试的技术。 

3.-不同平台用户画像数据的共享和用户隐私保护。目前很多用户数

据存在于不同的平台当中，例如搜索引擎拥有用户的搜索和网页浏览记

录，电商网站拥有用户的商品浏览、购物、收藏和购买信息。这些不同

平台的用户数据对于用户画像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互相之间可以提供互

补信息，有助于构建更加丰富全面的用户表示。然而，平台之间直接共

享用户信息可能会使得用户的隐私受到泄露和损害。如何在不转移和不

共享用户数据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不同平台的用户信息实现协同用户画

像和建模是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

4.-面向用户画像的统一用户表示模型。已有的用户画像方法在实际

的应用中往往会涉及大量模型的训练、存储和调用，时间和空间的复杂

度都比较高，使用起来也比较繁琐。另外，不同的用户属性之间潜在的

联系也无法充分挖掘。如何基于多源异构的用户数据构建一个统一的用

户表示模型，使得该模型可以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包含一个用户在不同

属性和维度的特征信息，并能够应用于多个用户画像任务是一个非常值

得研究的方向。基于深层神经网络的多任务学习技术和类似词嵌入的用

户嵌入技术有希望能够应用于这个问题。

●    研究热点5：推荐系统的可解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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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推荐系统研究大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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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学者们开始关注推荐是否能够以用户容

易接受的方式，充分抓住用户心理，给出适当的例子与用户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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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选择推荐产品的概率以及用户满意程度。设计这

样一个可解释的推荐系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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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知识图谱增强算法解释能力。知识图谱作为可读性高的外部知

识载体，给提高算法解释能力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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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可能利用

Microsoft Concept Graph这类概念图谱，建立特征之间的可读深度结

构，从而用来代替目前解释性极弱的深度学习网络，在提高可读性的同

时保证算法的准确性。

在可解释人工智能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将知识图谱这类符号知识

（symbolic-knowledge）和深度学习结合，会是极有前景的方向。

模型无关的可解释推荐框架。目前可解释推荐系统大多是针对特定的

推荐模型设计，可拓展性较弱，对于新兴的推荐模型，例如含有深度神经

网络的复杂、混合模型的解释能力还不够。如果有一个模型无关的可解释

推荐框架，就可以避免针对每个推荐系统分别设计解释方案，从而提高方

法的可拓展性。我们对此做了初步尝试（《A-Reinforcement-Learning 

Framework for Explainable Recommendation》，ICDM2018）。在

这一工作中，我们提出用如下的强化学习框架（图2）来对任何推荐模型

进行解释，同时确保可拓展性、解释能力以及解释质量。

▲图2：模型无关的可解释推荐强化学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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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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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未来的推荐系统需要进一步考虑推荐算法的效率与可拓

展性、融合多源异构的用户行为数据，并捕捉用户长短期的偏好；在推

荐系统中结合知识图谱推理、设计通用策略的学习机制、以及通过有限

的用户交互数据得到有效的决策模型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在可解释性方

面，我们需要借助知识图谱来增强算法解释能力、设计模型无关的可解

释推荐框架、并考虑结合生成模型进行对话式推荐；最后，我们需要认

真关注用户隐私问题，设计在不同平台间共享用户数据的机制，并建立

面向推荐系统的统一用户表示模型。我们相信个性化推荐系统将在准确

性、多样性、计算效率、以及可解释性多个不同的方向持续演进，最终

解决用户信息过载的困扰。

社会计算组

社会计算组致力于将计算机科学与社会学、心理学、认

知科学等领域相结合，基于用户在各种异构社交平台上产生

的大规模行为数据，对用户进行全面和深度的理解，进而为

用户提供更加智能和个性化的服务。该组目前的主要研究方

向包括用户建模、推荐系统、时空数据挖掘、图数据挖掘、

情感分析与个性化聊天系统等，其学术水平在社会计算、普

适计算与数据挖掘等领域均享有盛名，并与微软人工智能产

品团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下期预告

在下期Matrix中，我们将继续发布“预见未来”系列内容，

带你走进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图形学、语音识别与手写识别、

知识图谱、人工智能产业落地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未来展望。

二十周年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崭

新的开始。我们将珍藏过去的回忆，以今日的成就共勉，怀揣“预

见未来”系列所提及的这些未来愿景，走向下一个更加辉煌的二十

年。

扫描左侧二维码

查看“预见未来”系列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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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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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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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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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助力公司实现长远发展战略和对未来计算的美好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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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ect等，以及近年来以微软小冰、Cortana、Microsoft-Translator、微软认知服务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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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英、微软识花、微软对联/字谜、Urban Air等等。

微软亚洲研究院

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努力营造奋

发、进取的科研环境，倡导对技

术进步怀有远大抱负，推崇大胆

创新以及富于冒险的极客创新精

神。研究院鼓励研究人员树立长

远眼光，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在

第一时间接触世界领先的研究成

果，对行业发展、技术趋势、及

消费者需求高度敏感、迅速反

应。微软亚洲研究院强调成员之

间的相互信赖、相互尊重与开放

合作，并承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

开展持久而有效的合作，促进协

作、激发创新、推进教育，变梦

想为现实！

论文发表

4,000+

论文发表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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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大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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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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