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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AI+：一份没有甲方乙方的合同

提供数据、工具与平台，微软要帮中国高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

为数字化转型注入AI动能

近几个月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在研究突破方面佳讯不
断。还记得去年3月，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与雷德蒙研究院
共同研发的系统在新闻报道的翻译质量和准确率上达到了
可与人工翻译媲美的水平，一年后，微软亚洲研究院机
器学习组在WMT 2019国际机器翻译大赛中以8项第一夺
冠，从学习机制、预训练、网络架构优化、数据增强等方
面大大提升了机器翻译的质量。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
处理组还在对话式问答挑战赛CoQA中荣登榜首，今后的
人工智能有望以更自然的方式与人类互动，为人类提供信
息。

微软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深耕二十余年，取得了累累
科研硕果，今天我们也在思考如何让AI技术更好地与行业
结合，让技术便利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而不仅仅是头
部科技公司的“秘密武器”。为了普及AI、共享研究成
果，微软去年和上海市徐汇区政府、上海仪电集团共同签
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让各方能优势互补，加速人工智能
研发落地，促进行业数字化转型。

今年5月，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和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在上海正式揭牌。同时，我们打造的首期人
工智能高阶人才培训班也正式开课，着力培养掌握AI技术的复合型行业高端工程师。

秉持“AI+行业”的理念，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汇”引来了第二批成员企业，我们将与来自金融、电信、
物流、教育、医疗等领域的26家企业深度合作，共同探索解决行业痛点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在信息革命的浪
潮中，每一家企业都对数字化转型翘首以盼，但并非每一家企业都具备独立完成转型的技术与资源，而我们正在
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赋能各行各业的企业进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道。

这一愿景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也需要我们倾心培养下一代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者。我在5月参加了卡内基·
梅隆大学的毕业典礼，在演讲中强调了人类智慧的伟大以及回馈社会的重要性。我们不仅要提高专业能力、不断
探索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也要广泛地理解人文科学，坚持以人为本。我们要参与未来、培植未来、培养未来，希
望大家继续向着这个目标百尺竿头再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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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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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T 2019国际机器翻译大赛：
微软亚洲研究院以8项第一成为冠军  

近日，由国际计算语言学协会ACL（The_Association_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举办的WMT 2019国际机器翻译
比赛的客观评测结果揭晓，微软亚洲研究院机器学习组在参加的
11项机器翻译任务中，有8项获得了第一名，另外3项获得第二
名，凭借多维度的技术创新成为冠军团队。

●_比赛结果遥遥领先：8项任务获第一，3项任务
获第二

WMT的全称为_Conference_on_Machine_Translation 
(http://www.statmt.org/wmt19/)，是全球学术界公认的国际
顶级机器翻译比赛。自2006年至今，WMT机器翻译比赛已经成
功举办14届，每一次比赛都是全球各大高校、科技公司与学术
机构展示自身机器翻译实力的较量，更是见证了机器翻译技术的
不断进步。

在本届WMT_2019大赛中（http://www.statmt.org/
wmt19/translation-task.html），共有来自全球的50多支队伍
参加，包括微软、Facebook、百度、字节跳动、平安、日本情
报通信研究机构（NICT）等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大赛共设
置了19项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任务，微软亚洲研究院参加了11
项，其中8项翻译任务荣获第一，包括：德语－英语、德语－法
语、法语－德语、中文－英语、英语－立陶宛语、英语－芬兰
语、俄语－英语、英语－德语。另外4项任务获得第二，包括：
立陶宛语－英语、芬兰语－英语、英语－哈萨克语。

结果显示，此次大赛的亚军团队在3项任务中获得了第一，
季军团队则有两项获得第一，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神经网络机
器翻译算法的表现遥遥领先于其他参赛队伍。

●_多维度的算法改进，让机器翻译更优秀

2018年3月，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微软雷德蒙研究院共同研
发的机器翻译系统便在WMT_2017大会上发布的通用新闻报道
测试newstest2017的中-英测试集上，达到了可与人工翻译媲
美的水平。该机器翻译系统融合了微软亚洲研究院机器学习组
的最近研究成果——对偶学习（Dual_Learning）和推敲网络
（Deliberation_Networks），以及自然语言计算组的最新技
术——联合训练（Joint Training）和一致性规范（Agreement 
Regularization），成为首个在新闻报道的翻译质量和准确率上
可以比肩人工翻译的翻译系统。

在WMT 2019的比赛中，微软亚洲研究院机器学习组再次将
多个创新的算法运用在了机器翻译的任务中，从学习机制、预训
练、网络架构优化、数据增强等方面，大大提升了机器翻译结果
的质量。

此次使用的创新算法包括：

• MADL：Multi-agent dual learning，多体对偶学习
• MASS：Masked sequence to sequence pre-training，

屏蔽序列到序列的预训练
• NAO：Automatic neural architecture optimization，

自动神经网络架构优化
• SCA：Soft contextual data augmentation，软性上下

文数据增强

其中，关于NAO的论文已被NIPS_2018收录，关于MADL 
的论文已被ICLR_2019收录，关于MASS的论文则被ICML 2019
收录。

前沿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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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还想看 :
微软人工智能又一里程碑：
微软中-英机器翻译水平可

“与人类媲美” 

▲  图片来自大赛网站，横向为源语种，纵向为目标语种

新的学习机制：MADL多体对偶学习

在机器翻译中，训练数据的数据量越大、质量越高，其训练
的翻译结果越好。基于对偶学习，创新的MADL算法利用正向与
反向翻译的多个模型对单语数据进行前向和后向翻译并打分，然
后将得分最高的数据放置到训练数据中从而获得更多高质量的数
据，或者将单语数据的前向后向重建误差加入到损失函数里来增
强学习过程。MADL_不局限于某个语种，可以在任何源语种和
目标语种之间提供这样的对偶学习能力。

更好的预训练：MASS屏蔽序列到序列的预训练

MASS是针对序列生成设计的预训练算法，比BERT以及
GPT/2更加通用。BERT模型通常是屏蔽掉句子中的一个单词，
然后通过分类来预测这个词；GPT模型是给定前面的词，通过
分类生成后面的词，直至一句话或整篇文档；两者都是预训练
一个编码器。而翻译则是基于编码器-解码器-注意力框架，因此
BERT和GPT/2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翻译任务。但MASS则能将
句子中的部分连续片断随机屏蔽，然后训练一个编码器-解码器-
注意力模型预测生成该片断，从而利用海量单语数据预训练然后
初始化翻译模型。因此，MASS比BERT和GPT/2都更适用于机
器翻译这个应用场景。实验证明，MASS屏蔽翻译句子中50%的
片断效果最好。

网络架构优化: NAO自动神经网络架构优化

NAO是从神经网络结构优化的角度去提升机器翻译水平。不
同的网络结构通常对于翻译结果有着较大影响，NAO把离散的
网络结构嵌入到连续的向量空间，从而通过连续优化找到更好的
网络结构。与固定的Transformer相比，NAO可以找到更多样的

网络结构，和Transformer形成互补优势，使得机器翻译多模型
集成的结果更佳。

数据增强：SCA软性上下文数据增强

所谓SCA软性上下文数据增强，是在双语训练数据中随机屏
蔽某个词，再基于语言模型利用上下文来预测这个词，随后选择
概率最高的几个词，根据预测概率把这些预测的词线性组合到一
起，替换原来被屏蔽的词。这样一个句子/句对可以生成多个句
子/句对，同一个句子的翻译就可以出现多个合理的翻译结果，
这也与实际翻译过程中翻译结果并不唯一这一事实相吻合。通过
如此软性上下文数据增强，从而扩大训练数据的规模，增强数据
质量，得到更好的翻译结果。

在此次的11项机器翻译任务中，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们
在每个翻译任务上采用了上述不同的技术，便已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未来，研究团队计划将这四个层面的创新技术整合，并且通
过与微软翻译产品部门的合作，将新技术尽快转化到微软翻译产
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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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处理组与微软雷德蒙语音对
话组研究员组成的团队，在斯坦福大学发起的对话式问答挑战赛
CoQA（Conversational Question Answering_Challenge）中
荣登榜首，成为目前排行榜上唯一一个模型分数超过人类分数的团
队。

CoQA是由关于不同领域文章的一组组对话式问答构成的大型
数据集，要求机器对文本进行阅读理解，然后对一系列相互关联的
问题作出回答。此前，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计算组开发的系
统在斯坦福大学发起的SQuAD（Stanford Question Answering 
Dataset）文本理解挑战赛中，取得了单轮问答媲美人类成绩的突
破。与SQuAD相比,_CoQA具有多轮问答的“对话”属性，而且机
器的回答形式也更加自由，以确保对话的自然流畅。

由于人类在对话中的句子通常比较简短，为了更好地模仿这一
表达特征，CoQA数据集中的问题也都非常简短。同时，在对话式
问答中，首个问题后的每个问题都是基于前序对话展开的。CoQA
的这些特性为机器的分析理解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比如，当你询
问“微软的创始人是谁？”，并接着追问“他何时出生？”时，系

统必须意识到你在就同一个话题进行讨论。

为了测试模型的泛化能力，CoQA数据集是从儿童故事、文
学、初高中英语考试、新闻、维基百科、Reddit和科学等七个
完全不同的领域进行收集的。其中，前五个领域的数据集用于
训练、开发和测试，而后两个领域的数据集仅作为测试使用。 
CoQA数据集使用F1值来衡量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平均单词重
合率，以评估模型的性能。其中，领域内（in-domain）F1值
表示测试集数据与训练集数据来自相同的领域，领域外（out-
of-domain）F1值表示测试集数据与训练集数据来自不同的领
域，而综合（overall）F1值代表了整个测试集的最终得分。

为了破解这些挑战，微软研究人员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策略，
利用机器阅读系统从几个相关任务中学习到的信息来改进它在目
标机器阅读理解任务中的表现。在这种多阶段、多任务的精调方
法中，研究人员首先在多任务场景下，让机器阅读系统从与目标
任务相关的任务中学习背景信息，然后在目标任务上对模型进行
精调。除此之外，语言建模在两个阶段中都起到了辅助作用，有
效帮助对话式问答模型减少过拟合。该系统在CoQA挑战赛中的
杰出表现证明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目前，微软团队在2019年3月29日提交的整合系统在领域
内、领域外、综合F1值上的得分分别为89.9 / 88.0 / 89.4，均
超越人类在同一组会话问答中的平均表现89.4 / 87.4 / 88.8，在
CoQA挑战赛排行榜中位列第一。

这项突破标志着以Bing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和以Cortana为代
表的智能助手，将以类似于人类沟通一样自然的方式与人类进行
互动和提供信息，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得力助手。尽管今天的技
术正在飞速迭代和进步，广义的机器阅读理解和问答仍然是自然
语言处理中悬而未决的难题。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
索，微软研究团队正致力于开发更加强大的预训练模型，不断拓
展机器阅读理解和自然语言生成的边界。

微软机器阅读理解系统
性能升级，刷新CoQA
对话式问答挑战赛纪录

▲_CoQA数据集中的一组对话，CoQA论文参见_https://arxiv.org/abs/1808.07042

▲_多阶段、多任务精调模型示意图



7

黑科技

AI打通关键环节，加快
物流行业数字化转型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中国古代对快
递最广为人知的描述。良驹日行千里，马不停蹄从岭南到长安，
只为确保荔枝的鲜美。时至今日，品尝一颗鲜美的荔枝已不再困
难，同城快递甚至半小时就能送到家中。物流行业的蓬勃发展，
也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如何利用创新科技推动业务跳出红
海，是很多物流企业都在思考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工智能成为了决定性的技术，我们所谈
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正在从“互联网+”向“AI+”递进，“AI+
行业”正成为不可忽视的变革力量。正因为如此，微软亚洲研究
院在2017年11月成立了“创新汇”，旨在与各个行业的专家，
基于最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经验，一起探索人工智能和
行业融合的新模式。其中，东方海外航运（OOCL）就是“创新
汇”的首批成员企业之一，经过一年多的合作研究，现在已经取
得了相当喜人的合作成果。今年，国内领先的快递物流综合服务
商顺丰速运旗下的顺丰科技也正式加入了“创新汇”，成为第二

期的会员，并开始了具体的合作规划。可见，物流行业与人工智
能的深度融合之旅已经开启。

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组现成的工具，可以直接打包提供
解决方案；而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多年的我们则认为，更应该把人
工智能视为一种方法论，需要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定制化设计，才
能真正成为可用的技术工具。每个行业所面临的痛点不同，每个
应用场景的特点不同，因此人工智能想要真正落地，需要结合行
业的领域知识，进行深入的定制。物流行业也不例外。而我有幸
深度参与到了“AI+物流”的跨行业研究中，希望借此机会与大
家分享一些心得，给更多的行业企业带来一些启发。

●_用AI抽象物流业务的本质：供给与需求的智能
化匹配

物流行业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无论
是像顺丰这样的快递业务，还是像东方海外航运这样的海上运
输，都是在 解决供给与需求匹配的问题，即把东西送达到需要
的人手里。如果将整个大物流行业的业务场景高度抽象，我们就
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最基本的应用场景：

场景一，供需预测。物流企业并不是在业务订单来了之后才
开展业务的，而是会在客户下单之前就要预估站点订单的数量，
并事先规划运输工具或是预测每个港口运送的货物数量、空箱数
量等。为此，需要利用时序数据，结合历史经验，考虑节假日等
因素进行预测；而当有意外情况发生，如道路拥堵、船只遭遇风
暴等，还要能够根据具体状况进行动态调整。

场景二，供需评价。绝大部分的物流需求是善意的，但仍然
存在遇到恶意需求的风险，比如蓄意骗保等。所以，如何做到异
常检测、事先预警，也成为物流企业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

▲_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 刘铁岩



8

黑科技

场景三，路径优化。这是 物流行业的核心应用场景。当知
道供给和需求分别在哪里后，就要决定在什么地点，派什么车
辆、船只，走什么路线，如何运输货品效率最高、成本最低，
是否需要设立中转站、集散中心，或是建立自己的仓储等等，
这些都是路径规划需要考虑的问题。同时，一旦遇到了突发状
况，也要能够及时调整，重新快速优化路线。此外，如果某条
路径所对应的供需关系存在恶意风险，还需要在路径上多加入
一些审查或校验的机制，以实现必要的风险控制。

其实，上述供需匹配的问题并不是物流行业所独有的，现实
世界中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约成供需匹配问题。这不仅包括泛物
流行业（例如电商、仓储、出租车派单业务、共享单车摆放等
等），也包含非物流行业（例如推荐系统、搜索引擎、云计算
的数据中心管理等等）。前面提到的各个场景在这些问题里也
都有特例化的表现。因此，我们对于智能物流的研究，其实并
不局限在物流行业本身，而是会对更多行业起到辐射作用。

那么如何才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物流的问题呢？我们需
要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与物流行业专家深度融合，相互分享
各自的专业领域知识，将专业洞察整合到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
之中。这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与东方海外航运以及顺丰科技
在合作过程中的切身感受。

●_智能航运：竞合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毫秒完成实
时路径优化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东方海外航运的合作中，我们覆盖了供
需预测和路径优化这两个物流行业的主要业务场景，通过运用
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等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来优化现有的航
运网络运营。

事实上，过去的几十年里，航运企业通常采用基于运筹学的
组合优化方法来实现路径规划。这种方法一般需要首先对供需
进行预测，然后基于预测结果，将有关客户、港口、航线、区
域的限制信息人为设置成现有商业软件的约束条件，并用其进
行求解。但对于东方海外航运来说，其全球港口数量众多、船
只数目也很大，采用这种方法会让商业软件不堪重负。作为一
种折中，人们通常需要将几个港口划成一个片区进行处理，而

即便如此，实现一次优化仍然费时费力，每天可能需要花费数
个小时来计算路径优化的方案。而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动，就不
得不重新执行如此费时费力的优化过程，才能做出合理的应激
反应，这种延时对于航运公司会造成不小的损失。此外，对货品
和空箱的供需预测，很难做到非常高的精准度。这种情况下，先
预测再优化的方式或造成误差传导，导致整个优化过程的效果受
损。

为了突破方法的局限性，我们在与东方海外航运的合作中
探索出了一套全新的解决方法——竞合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技术
（Coopetitive 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传
统的运筹学思路是希望在全局上求解优化问题，而竞合多智能体
强化学习技术则把每一个港口和船只建模成智能体，对原来的复
杂问题分而治之，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进行求解。我们在各个智能
体之间建立了高效的通信机制，通过协调智能体之间的利益分配
与转移，来促进智能体之间的合作，同时协调他们之间的竞争，
最终起到全局优化的目的。

通过采用这种竞合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技术，我们可以在以下
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路径优化的时间减少至毫秒级。每个智能体的局部运算可以
并发进行，传统运筹学方法需要好几个小时进行的路径优化，利
用竞合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技术则可以缩短到毫秒级。当某个智能
体遇到突发状况时，系统只需调动周围相关的几个智能体自己协
调就能解决，无需从头开始重新计算。

自动学习、适应变化，可与环境持续交互。当某个港口停运
或者某一航线发生变化时，多智能体模型可以实时获得信息，并
动态调整和反馈，快速适应新的环境。无需像传统运筹学方式那
样，人为重写规则，再做优化。

实现预测和优化的端到端学习，消除误差传导。在竞合多智
能体强化学习中，预测环节与优化环节是一体化进行的，不需要
分阶段、按顺序执行，因此，也就不存在误差传导的情况。

智能体的训练可以利用实际运营数据，也可以通过自我博弈
的方式来获得提升。我们为此设计了复杂的仿真系统和分布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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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还想看 :

转型即服务 数字即未来 

算框架，可以使模型训练又快又好，目标每年可为东方海外航运
节省1,000万美元的运营成本。今年，东方海外航运将正式在其
部分航运业务网络中运行该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预计将会对其业
务效率带来大幅度提升。

除了可以提高效率，新的解决方案中的每个智能体模型还可
以针对港口的调度员进行模仿学习。在过去，航运调度员会根据
自己的经验对商业软件给出的调度方案进行调整，方案的实际采
用率甚至不足50%。但竞合多智能体的模仿学习能力，可以学
习不同调度员的行为习惯，生成更易于被调度员所接纳的方案。
人工智能作为助手，结合调度人员的专业经验，将进一步提升东
方海外航运的运输调度效率。这种人工智能（AI）与人类智能
（HI）的结合，也将是未来人工智能普及的常见模式。

●_智能理赔预警，准确率提升60% 

顺丰有大量面对个人用户的快递业务，因此会出现一定几率
的需求风险，如恶意骗赔等。在前期与顺丰展开的合作中，我们
的切入点正是供需评价这一业务场景。顺丰科技在加入微软亚洲
研究院“创新汇”之后，希望与我们一起探索理赔预警模型的建
设。

什么样的快递订单有风险？该如何去判断？传统做法是从订
单信息中提取人工特征，利用梯度提升树方法学习理赔预警模
型。然而，当模型达到一定准确率后，继续提升模型性能会付出
极大的人工代价。另外，当线上数据分布发生变化时，原来的人
工特征也容易在新的场景下失效，造成线上模型性能的下降。

为了构建合适的优化方案，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对数据
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方案构建的核心难点在于，历史数据中理
赔订单仅占全部订单的万分之几，极度不平衡的样本比例使得传
统机器学习方法无法达到理想效果。目前已知的处理不均衡数据
的解决方案，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工业界，均达不到智能理赔预测
问题的要求。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采用了“深度因子分解+基于精度
的级联”方案，利用多次选择交叉验证集减少由于分布变化造成
的影响。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测试，目前该模型在固定召回率的前

提下，准确度已经比原始方法提升了约60%。
未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将和顺丰科技的行业专家一

起继续探索元学习、对抗学习、分布式机器学习等先进的机器学
习技术在理赔预警中的应用，进一步提升预警模型效果。同时双
方还将研究其他物流行业的创新应用场景。

●_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行业专家与AI科学家的
化学反应

每次与企业合作伙伴交流时，大家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人工
智能到底能帮我们做什么？可以怎么做？”如今大家都知道人工
智能技术的重要性，但在行业中能做好真的不容易。其中，最根
本的原因在于：行业专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了解有限，而人工智
能科学家很难有机会深入到行业一线。只有双方专家的深度融
合，才能实现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落地与创新。

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汇”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让行业专家和
人工智能科学家可以无缝协作的平台及创新合作的机制。在与东
方海外航运等“创新汇”第一期成员企业的合作过程中，我们与
行业专家们充分实现了“开放、平等、信任”的研究合作模式。
行业专家放心传授行业洞察、分享真实业务数据，研究员则毫无
保留地贡献模型、算法以及调参技巧等。正是基于良好的研究合
作模式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人工智能领域20多年的积累，我
们的研究员才可以在短时间内针对不同的行业问题找到最佳的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

同时，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在合作中收获良多。一方面，我们
的研究员得到了成长，行业洞察力大幅提升，成为了拥有复合型
创新能力的人工智能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形成了人工智能研究
的闭环，使得人工智能的科研工作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和学术论文
层面，而是能够真正地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这也是人工智能技
术本身的最佳归宿。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下紧跟人工智能的发展节奏尤为重
要。只有真正深入、全面地拥抱人工智能，企业才有可能在未
来领先同行10年甚至20年。未来，我们希望与更多行业企业分
享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共同探索“AI+行业”更广阔的发展前
景，一起迎接数字化转型新时代！



语义分析引擎是目前诸多人工智能产品的核心模块，例如微
软必应(Bing)搜索引擎、微软小冰、微软小娜等。然而，由于对
自然语言进行语义分析标注的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因此，
学术界现有的语义分析数据集存在数据规模小、问题种类少、问
题模板结构过于单一等缺陷。

针对这些问题，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计算组与微软必
应（Bing）搜索引擎团队合作构建并发布了一个大规模、高质
量、多类型的语义分析数据集：MSParS_(Multi-perspective 
Semantic ParSing Dataset)，希望供科研人员和工业界同行进
行研究和使用。该数据集（V1.0版本）包含了81,826个自然语
言问题及其对应的结构化语义表示，覆盖12种不同的问题类型
和2,071个知识图谱谓词，是学术界目前最全面的语义分析数据
集。现在，MSParS V1.0版本已经可以通过GitHub进行下载。  

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msra-nlc/MSParS

扫码下载数据集

●_MSParS：开放领域语义分析数据集

传统的语义分析数据集，如ATIS、JOBS、Geoquery等均
针对特定领域进行构建，其特点是数据规模小，并且覆盖的领域
知识非常有限。近年来，随着包括Freebase等在内的大规模知
识图谱的快速发展，很多更具挑战的开放领域语义分析任务被陆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_Language_Processing,_NLP）
是人工智能领域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而语义分析（Semantic 
Parsing) 则是NLP诸多任务中最核心、也最具挑战的一项。

语 义 分 析 旨 在 将 自 然 语 言 转 换 为 机 器 能 够 理 解 的 结
构化语义表示（例如Lambda表达式、SQL语句和SPAR-
Q L 语 句 等 ） 。 基 于 语 义 表 示 ， 下 游 N L P 任 务 （ 例 如 智
能 问 答 和 对 话 系 统 等 ） 能 够 从 对 应 的 结 构 化 知 识 图 谱 中
进 行 相 关 信 息 的 精 准 查 询 ， 并 将 其 用 于 输 出 结 果 的 生
成 。 下 图 就 是 语 义 分 析 在 多 轮 问 答 中 的 一 个 应 用 示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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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布业
界最全面的语义分析数
据集MSParS 

编者按：

语义分析引擎是诸多人工智能产品的核心模块，但由于

标注成本高、难度大，学术界现有的语义分析数据集存在数

据规模小、问题种类少、问题模板结构过于单一等缺陷。为

此，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计算组与微软必应（Bing）

搜索引擎团队合作构建并发布了大规模、高质量、多类型

的语义分析数据集 MSParS(Multi-perspective Semantic 

ParSing Dataset)，希望供科研人员和工业界同行研究和使

用。欢迎通过GitHub下载和使用V1.0版本！



数据集构建

MSParS数据集采用众包（crowd-sourcing）的方式进行
构建。下面以多跳（multi-hop）类型问题进行标注的流程为
例：首先，基于语义表示模板，从知识图谱中采样抽取符合条件
的语义表示实例；然后，基于规则为每个语义表示实例生成一个
伪造的自然语言问题；再采用众包的方式对生成的伪造问题进行
改写，形成<问题，语义表示>对；最后，添加语义表示参数和
问题类型，生成最终的标注四元组。

数据集应用

目前，MSParS数据集已经成为NLPCC_2019的三大评测任
务之一，具体信息可以从NLPCC官网进行查找。

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msra-nlc/MSParS

扫码查看链接

除了语义分析任务外，MSParS还能够支持其它若干种NLP
任务，例如实体识别、问题分类、问题生成、知识图谱问答等。

当然，微软的科研人员也意识到MSParS中的问题与现实生
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相比，在覆盖度、复杂度等方面依旧存在
很大的差距。所以，MSParS的后续版本中会引入更多的对抗样
本，用来模拟在真实应用中可能遇到的不可解析查询情况。微软
会持续对该数据集进行更多的问题标注和扩充，欢迎大家保持关
注并下载使用。

续提出，例如SimpleQuestions、WikiSQL、ComplexWebQ
uestions等。这些语义分析数据集规模较大，但只针对极少数
常见问题类型进行语义标注，例如单关系（single-relation）问
题、多跳（multi-hop）问题和多约束（multi-constraint）问
题。

而MSParS基于微软的开放领域知识图谱Satori进行标注，
目前发布的V1.0版本总共包含81,826条人工标注，每条数据由
一个四元组构成：问题、语义表示、语义表示参数、问题类型。
其中，语义表示参数是指在问题中出现的构成语义表示所需的
实体名称、实体类型或数值等。问题类型则由9种单轮问题类型
和3种多轮问题类型组成，包括单关系（single-relation）、多
跳（multi-hop）、多约束（multi-constraint）、复合事件
（CVT）、是非判断（yesno）、选择（multi-choice）、最
高级（superlative）、数值比较（comparative）、聚集查询
（aggregation）、前一轮问题实体省略（multi-turn-enti-
ty），前一轮问题谓词省略（multi-turn-predicate）和前一轮
答案省略（multi-turn-answer）。

整个MSParS数据集被划分为训练集（63,826条人工标注）、
验证集（9,000条人工标注）和测试集（9,000条人工标注），
总共覆盖2,071个知识图谱谓词和121种不同的实体类型。具体
统计数字，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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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现有的语义分析数据集对比集对比

▲_MSParS数据集划分比
你也许还想看 :

微软亚洲研究院开源表格数据集

TableBank，数据量达41.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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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在自然语言理解（比如情感分类、自然语言推理、命
名实体识别、SQuAD阅读理解等）任务中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除了自然
语言理解任务，还有很多序列到序列的自然语言生成任务，比如
机器翻译、文本摘要生成、对话生成、问答、文本风格转换等。
在这类任务中，目前主流的方法是编码器-注意力-解码器框架，
如下图所示。

编码器（Encoder）将源序列文本X编码成隐藏向量序列，

ICML 2019 
序列到序列自然语言生成任务超越BERT、GPT！
微软提出通用预训练模型MASS

然后解码器（Decoder）通过注意力机制（Attention）抽取编
码的隐藏向量序列信息，自回归地生成目标序列文本Y。

BERT通常只训练一个编码器用于自然语言理解，而GPT的
语言模型通常是训练一个解码器。如果要将BERT或者GPT用于
序列到序列的自然语言生成任务，通常只有分开预训练编码器和
解码器，因此编码器-注意力-解码器结构没有被联合训练，记忆
力机制也不会被预训练，而解码器对编码器的注意力机制在这类
任务中非常重要，因此BERT和GPT在这类任务中只能达到次优
效果。

●_新的预训练方法——MASS

专门针对序列到序列的自然语言生成任务，微软亚洲研究
院提出了新的预训练方法：屏蔽序列到序列预训练（MASS: 
Masked Sequence to Sequence Pre-training）。MASS对句
子随机屏蔽一个长度为k的连续片段，然后通过编码器-注意力-
解码器模型预测生成该片段。

如上图所示，编码器端的第3-6个词被屏蔽掉，然后解码器
端只预测这几个连续的词，而屏蔽掉其它词，图中“_”代表被
屏蔽的词。

MASS预训练有以下几大优势：
（1）解码器端其它词（在编码器端未被屏蔽掉的词）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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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2018年开始，预训练（pre-train）毫无疑问成为

NLP领域最热的研究方向。借助于BERT和GPT等预训练模

型，人类在多个自然语言理解任务中取得了重大突破。然

而，在序列到序列的自然语言生成任务中，目前主流预训

练模型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为此，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

究员在ICML 2019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通用预训练方法

MASS，在序列到序列的自然语言生成任务中全面超越BERT

和GPT。在微软参加的WMT19机器翻译比赛中，MASS帮

助中-英、英-立陶宛两个语言对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编码器-注意力-解码器框架比

▲ 屏蔽序列到序列预训练MASS模型框架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机器学习组研究员  谭旭



屏蔽掉，以鼓励解码器从编码器端提取信息来帮助连续片段的预
测，这样能促进编码器-注意力-解码器结构的联合训练；

（2）为了给解码器提供更有用的信息，编码器被强制去抽
取未被屏蔽掉词的语义，以提升编码器理解源序列文本的能力；

（3）让解码器预测连续的序列片段，以提升解码器的语言
建模能力。

●_统一的预训练框架  

MASS有一个重要的超参数k（屏蔽的连续片段长度），通
过调整k的大小，MASS能包含BERT中的屏蔽语言模型训练方法
以及GPT中标准的语言模型预训练方法，使MASS成为一个通用
的预训练框架。

当k=1时，根据MASS的设定，编码器端屏蔽一个单词，解
码器端预测一个单词，如下图所示。解码器端没有任何输入信
息，这时MASS和BERT中的屏蔽语言模型的预训练方法等价。

当k=m（m为序列长度）时，根据MASS的设定，编码器屏
蔽所有的单词，解码器预测所有单词，如下图所示，由于编码器
端所有词都被屏蔽掉，解码器的注意力机制相当于没有获取到信
息，在这种情况下MASS等价于GPT中的标准语言模型。

MASS在不同K下的概率形式如下表所示，其中m为序列长
度，u和v为屏蔽序列的开始和结束位置，x^u:v表示从位置u到
v的序列片段，x^\u:v表示该序列从位置u到v被屏蔽掉。可以看
到，当K=1或者m时，MASS的概率形式分别和BERT中的屏蔽
语言模型以及GPT中的标准语言模型一致。

我们通过实验分析了屏蔽MASS模型中不同的片段长度
（k）进行预训练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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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k取大约句子长度一半时（50%_m），下游任务能达到最
优性能。屏蔽句子中一半的词可以很好地平衡编码器和解码器的
预训练，过度偏向编码器（k=1，即BERT）或者过度偏向解码
器（k=m，即LM/GPT）都不能在该任务中取得最优的效果，
由此可以看出MASS在序列到序列的自然语言生成任务中的优
势。

●_序列到序列自然语言生成任务实验

预训练流程

MASS只需要无监督的单语数据（比如WMT_News_Crawl 
Data、Wikipedia_Data等）进行预训练。MASS支持跨语言的
序列到序列生成（比如机器翻译），也支持单语言的序列到序列
生成（比如文本摘要生成、对话生成）。当预训练MASS支持跨
语言任务时（比如英语-法语机器翻译），我们在一个模型里同
时进行英语到英语以及法语到法语的预训练。需要单独给每个语
言加上相应的语言嵌入向量，用来区分不同的语言。我们选取了
无监督机器翻译、低资源机器翻译、文本摘要生成以及对话生成
四个任务，将MASS预训练模型针对各个任务进行精调，以验证
MASS的效果。

无监督机器翻译

在无监督翻译任务上，我们和当前最强的Facebook_XLM作
比较（XLM用BERT中的屏蔽预训练模型，以及标准语言模型来
分别预训练编码器和解码器），对比结果如下表所示。

可 以 看 到 ， M A S S 的 预 训 练 方 法 在 W M T 1 4 英 语 - 法
语 、 W M T 1 6 英 语 - 德 语 一 共 4 个 翻 译 方 向 上 的 表 现 都 优 于
XLM。MASS在英语-法语无监督翻译上的效果已经远超早期有
监督的编码器-注意力-解码器模型，同时极大缩小了和当前最好
的有监督模型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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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资源机器翻译

低资源机器翻译指的是监督数据有限情况下的机器翻译。我
们在WMT14英语-法语、WMT16英语-德语上的不同低资源场
景上（分别只有10K、100K、1M的监督数据）验证我们方法的
有效性，结果如下所示。

在不同的数据规模下，我们的预训练方法的表现均比不用预
训练的基线模型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监督数据越少，提升效果越
显著。

文本摘要生成

在文本摘要生成（Gigaword_Corpus）任务上，我们将
MASS同BERT+LM（编码器用BERT预训练，解码器用标准语言
模型LM预训练）以及DAE（去噪自编码器）进行了比较。从下
表可以看到，MASS的效果明显优于BERT+LM以及DAE。

对话生成

在对话生成（Cornell Movie Dialog Corpus）任务上，我
们将MASS同BERT+LM进行了比较，结果如下表所示。MASS
的PPL低于BERT+LM。

在不同的序列到序列自然语言生成任务中，MASS均取得
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接下来，我们还将测试MASS在自然语言
理解任务上的性能，并为该模型增加支持监督数据预训练的功
能，以期望在更多自然语言任务中取得提升。未来，我们还希
望将MASS的应用领域扩展到包含语音、视频等其它序列到序列
的生成任务中。详细内容请查阅论文地址：https://arxiv.org/
pdf/1905.02450.pdf

扫码查看论文

我们也将在不久后开放论文源代码，敬请关注！

作者简介  

谭旭，微软亚洲研究院机器学习组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
机器学习算法及其在自然语言、语音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成果
发表在ICML、NIPS、ICLR、AAAI、EMNLP、NAACL等会议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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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还想看 :

机器学习：未来十年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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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PR 2019
告别低分辨率网络，
微软提出高分辨率
深度神经网络HRNet 

编者按：

对于视觉识别中的区域层次和像素层次问题，分类网络

（如ResNet、VGGNet等）学到的表征分辨率比较低，在

此基础上恢复的高分辨率表征空间区分度仍然不够强，使其

在对空间精度敏感的任务上很难取得准确的预测结果。为

此，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提出高分辨率深度神经网络

（HRNet），对网络结构做了基础性的改变，由传统的串

行连接高低分辨率卷积，改成并行连接高低分辨率卷积，通

过全程保持高分辨率和对高低分辨率表征的多次信息交换来

学到丰富的高分辨率表征，在多个数据集的人体姿态估计任

务中取得了最佳的性能。

●_前言

视觉识别主要包括三大类问题：图像层次（图像分类），区
域层次（目标检测）和像素层次（比如图像分割、人体姿态估计
和人脸对齐等）。最近几年，用于图像分类的卷积神经网络成为
解决视觉识别问题的标准结构，比如图1所示的LeNet-5。这类
网络的特点是学到的表征在空间分辨率上逐渐变小。我们认为分
类网络并不适合区域层次和像素层次的问题，因为学到的表征本
质上具有低分辨率的特点，在分辨率上的巨大损失使得其在对空
间精度敏感的任务上很难取得准确的预测结果。

为了弥补空间精度的损失，研究者们在分类卷积神经网络结
构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上采样操作和/或组合空洞卷积减少降采
样次数来提升表征的分辨率，典型的结构包括Hourglass、U-
Net等（如图2）。

在这类网络结构中，最终的高分辨表征主要来源于两个部
分：第一是原本的高分辨率表征，但是由于只经过了少量的卷积
操作，其本身只能提供低层次的语义表达；第二是低分辨率表征
通过上采样得到的高分辨率表征，其本身虽然拥有很好的语义表
达能力，但是上采样本身并不能完整地弥补空间分辨率的损失。
所以，最终输出的高分辨率表征所具有的空间敏感度并不高，很
大程度上受限于语义表达力强的表征所对应的分辨率。

▲图1. 典型的卷积神经网络：LeNet-5。其它典型的卷积神经网络，如AlexNet、

VGGNet、GoogleNet、ResNet、DenseNet等，表征的空间分辨率均从大逐渐变小。

▲图2. 从低分辨率表征恢复高分辨率表征

作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学院在读博士生  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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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不应该局限于从分类卷积神经网络生成的低分辨率
表征来恢复高分辨率表征这一路线，而应该为高分辨率表征学习
建立新的网络结构。基于此，我们提出了高分辨率深度神经网络
（High-Resolution Network，HRNet），在网络整个过程中
始终保持高分辨率表征，同时多次在高低分辨率表征之间进行信
息交换，从而学到足够丰富的高分辨率表征。

实验证明HRNet在人体姿态估计，以及图像分割、人脸对
齐和目标检测等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结果。我们相信HRNet将
取代分类深度神经网络成为计算机视觉识别等应用的新的标准结
构。关于人体姿态估计的论文已发表在CVPR 2019 [1]，相关代
码已在GitHub上开源[2, 3]。https://github.com/HRNet

扫码查看页面

●_高分辨率网络
  
我们在HRNet的整个网络中始终保持高分辨率表征，逐步

引入低分辨率卷积，并且将不同分辨率的卷积并行连接。同时，
我们通过不断在多分辨率表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来提升高分
辨率和低分辨率表征的表达能力，让多分辨率表征之间更好地相
互促进，结构如图3所示。HRNet与先前的分类卷积神经网络有
着基础性的区别：先前的分类将分辨率从高到低的卷积串行连
接，HRNet则是并行连接。

关于多分辨率表征信息交换，这里以三个分辨率输入和三个
分辨率输出为例，如图4所示。每一个分辨率的输出表征都会融
合三个分辨率输入的表征，以保证信息的充分利用和交互。将高
分辨率特征降到低分辨率特征时，我们采用stride为2的3x3卷
积；低分辨率特征到高分辨率特征时，先利用1x1卷积进行通道
数的匹配，再利用最近邻插值的方式来提高分辨率。相同分辨率
的表征则采用恒等映射的形式。

●_实验

HRNet保持高分辨率表征，利用重复的多分辨率表征信息
交换增强其表达能力，使模型所学的表征在空间精度上有显著的
提升。实验中，我们首先在MS_COCO数据集中的关键点检测任
务上进行了消融实验，验证了表征分辨率的重要性和重复的多分
辨率表征信息交换的有效性；然后在MS_COCO、PoseTrack等
标准数据集中与最先进的方法进行公平对比，都取得了更好的性
能。

1.表征分辨率对性能的影响

HRNet可输出4种分辨率的表征（1x、2x、4x、以及8x），
我们针对不同的网络输出分辨率在两组模型上做了对比实验，如
图5所示。

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网络输出表征的分辨率降
低会使得模型的性能有巨大的损失。分辨率在2x时，性能降低了
接近6% AP，4x时降低了20% AP。这体现了表征分辨率对于空
间精度的重要性。▲ 图3. 高分辨率网络 （High-Resolution Network，HRNet）

▲ 图5.  网络输出分辨率对结果的影响，1x、2x和4x分辨率表征在人体姿态估计的性能。

▲ 图4. 多分辨率表征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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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3中，我们在Pose-Track数据集的两个任务上进行了验
证：（1）多帧人体姿态估计，可以利用其他帧的信息估计某帧
的姿态；（2）多帧人体姿态跟踪，需要把不同帧间的同一个人
的姿态关联起来。前者性能用mAP来评价，后者性能用MOTA
来评价。可以看到在两个任务上，我们都取得了最好的性能。

●_结语

我们改变了现有的基于分类网络的人体姿态估计的网络结
构，提出了高分辨率深度神经网络（HRNet）。该网络能够成
功学到足够丰富的高分辨率表征的原因在于，整个过程保持高分
辨率，以及多次对高低分辨率表征进行信息补足。HRNet在多
个数据集的人体姿态估计任务中取得了当前最好的性能，也在图
像分割、人脸对齐和目标检测等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结果。我们
相信HRNet将取代以分类网络为基础的网络架构，成为计算机
视觉识别等应用的新标准结构。

[1] Ke Sun, Bin Xiao, Dong Liu, Jingdong Wang: Deep 
High-Resolution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for Human Pose 
Estimation. CVPR 2019

[2]_https ://github.com/leoxiaobin/deep-high-
resolution-net.pytorch

[3] https://github.com/HRNet

作者简介

孙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学院在读博士生，目前在微
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实习，导师是王井东和肖斌老师。他
的研究兴趣包括人体姿态估计、语义分割、图像分类等，曾在
BMVC、ICCV、CVPR等国际顶级会议上发表过论文。

2. 多分辨率表征信息交换对性能的影响    

我们考虑了三种信息交换（如图6），结果如表1。可以看
到，多分辨率表征信息交换可以将不同分辨率的表征信息进行充
分的交换利用，对表征增强的作用十分明显，可以到达2.6% AP
的提升。

3. 在标准数据集上的性能

MS COCO数据集是关键点检测的最权威的数据集之一，我
们在该数据上对我们的方法进行验证，结果如表2所示。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在 相 同 的 输 入 图 像 大 小 下 ， 我
们 的 小 模 型 H R N e t - W 3 2 在 参 数 量 和 计 算 量 都 小 于
SimpleBaseline（ResNet-152）一半的情况下，取得了1.2% 
AP的提高，而大模型HRNet-W48取得了1.8%_AP的提升，在
引入额外数据的情况下，大模型展现了更强的表达能力，有更显
著的提升。

黑科技

▲ 图6.  蓝色框内为阶段内的多分辨率表征信息交换（Int. exchange within），绿色框
为阶段间的多分辨率表征信息交换（Int. exchange across），红色框为最终的多分辨率表征
信息交换（Final exchange）。

▲ 表1. 多尺度特征融合对性能的影响，实验中每个网络是从随机初始化开始训练的。

▲ 表2.  COCO test-dev上与最先进方法的性能比较

▲ 表3.  在Pose-Track数据集上与最先进方法的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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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
和微软-仪电人工智能
创新院在沪揭牌 

2019年5月24日，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和微软-仪电人
工智能创新院在上海正式揭牌。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市政府副秘
书长陈鸣波、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金城、市经济信息化委总工
程师张英、徐汇区区长方世忠、上海仪电集团董事长吴建雄、上
海仪电集团总裁蔡小庆、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微软人工智能及
研究事业部负责人沈向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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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海人工智能发展
联盟成员企业代表等嘉宾出席了此次揭牌仪式。同时，由微软亚
洲研究院（上海）和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联合打造的首期
人工智能高阶人才培训班正式开课。

上海仪电集团董事长吴建雄表示：“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浪
潮，徐汇区政府、上海仪电集团、微软公司在上海市政府的见
证下共同打造的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以及微软亚洲研究
院（上海）即将揭牌。正如微软CEO萨提亚在《刷新》一书中
所述：‘一个人一个组织无法去准确地预测未来科技变化，但
不断‘刷新’的成长型思维模式可以更好地对不确定性做出反
应。’这是我们三方，面向未来按下的‘刷新键’。衷心希望
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和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依托各方
支持和微软的技术优势，把更多人工智能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

▲ 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揭牌

▲ 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揭牌

▲ 上海市副市长吴清

▲ 上海市徐汇区区长方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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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推动政府、企业用户的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助
力上海成为人工智能发展高地。”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研
究院院长洪小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正在颠覆和重
构所有的商业应用，相关技术将会对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产生
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并辅助我们逐步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极具挑
战的问题。微软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二十多年的研究积累，近
年来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们希望通过微软亚洲研究院 
（上海）和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的优势互补，分享最前沿
的人工智能科研成果、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培养多层次的优秀
技术人才，同时着力进行人工智能在各行业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创
新研发，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和普及，为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做
出贡献。”

在2018年9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微软公司与上海市徐汇
区人民政府、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宣布成立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和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
新院。本着“务实高效、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三方将
合作加速人工智能研发落地，推进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创新，加强
高精尖人才引进与培养。此后，研究院和创新院的各项筹备工作
有序稳步推进。

2019年4月，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指导下，微软
亚洲研究院（上海）和上海仪电集团作为发起单位之一，与另外
20家单位共同发起了上海人工智能发展联盟，旨在以搭建政、
产、学、研、资、用资源协同平台为主体，积极营造有利于人
工智能发展的综合生态环境。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则着重
打造人工智能创新落地的空间和开发平台，依托微软领先的云计
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与平台，将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转化
到实际应用中，推动金融、制造、零售、物流等各行业的数字化
转型。

此外，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与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
新院联合打造的人工智能人才培训体系正式启动。第一期培训班
将历时三个月，授课老师包括来自微软和上海仪电的多位专家，
内容涵盖人工智能导论、数学基础、深度学习、应用实例等课
程，以及关于强化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热门方向
的专题研讨会，希望帮助学员掌握人工智能的理论与实践，培养
具备前瞻视野和实践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在揭牌仪式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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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洪小文亲自为学员讲授“开学第一课”。

上海仪电集团总裁蔡小庆表示：“上海仪电集团依托中国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以及上海人工智能发展联盟等组织，抓住上
海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这一重要机遇，以微软-仪电人工
智能创新院为抓手，加快人工智能业务布局和技术储备。同时，
将通过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和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这
一重要平台，为上海市乃至全国培养人工智能的优秀技术人才，
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行业的数字转型、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

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和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预计
将于2019年下半年正式入驻上海市徐汇区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
心。面对人工智能浪潮所带来的变革和机遇，微软和上海仪电希
望借助微软亚洲研究院（上海）和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的
落成，构建全方位、深层次、辐射广的合作新格局，把高水平的
人工智能研究能力扩展到上海，探索以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政府和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为引领人工智能创新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 上海仪电集团董事长吴建雄

▲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微软人工智能及研究事业部负责人沈向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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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仪电集团总裁蔡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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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今天能来这里演讲，我想谈谈教育和我们正在经历的一
些革命。我们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如今正在经历一场信
息革命。这些革命都对人类生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
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堪比农业和工业革命。

首先我想谈谈教育的必要性。这张图展示了人类历史上已发生
的一系列革命，从智人的进化开始。智人是人类的祖先，他们在
真正进化成人类前的大约一百万年就存在。

在智人第一次进化时，他们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又过了数千
年，农业出现了，团体开始形成，社会也随之建立，农业革命对
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
教育的需求非常少，儿童只向父母学习，而且通常是向父亲学习
耕种。

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农业自动化开始了。教育突然变得重
要起来，包括高中教育和部分大学教育。在美国，工业革命前从
事农业的人口高达98%，而工业革命后，从事农业的人口只剩3%，
大量人口涌向了制造业。

而在信息革命之后，仅仅接受大学教育是否足以让一个人找
到一份好工作？我认为，未来的工作必然要求复杂的教育。我们
还要反思更多的问题，包括信息革命将在何时发生？工作人口将
占总人口数的多少？找到一份好工作需要哪些知识和技能？社会
将如何保持稳定？如果25%的人口就能满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生
产，那么如何让其余的人口从事有意义的活动？这些问题将对社
会非常重要。

我认为信息革命的推动者正是机器学习。我们正在这个领域取
得许多进展与突破。在过去，我们通过大量数据来训练机器，但
现在，我们开始想办法在没有训练数据的情况下开展机器学习。 

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我女儿的故事。四岁的一天，她坐在沙发
上看一本书，我指着书里各种各样的照片告诉她图里的物品是什
么，其中一张是消防车。一天我们出去散步，她看见街上有一辆
消防车，她说：“爸爸，一辆消防车！”我们人类从成千上万图
片中学习，就像我女儿，起初要从许多照片中学习，现在她通过
一张照片学到了什么是消防车。图像识别也是同样的，比如，街
上的照相机能告诉你走进商店时有谁路过，商店里还可能有一个
屏幕，能够识别出你并展示你喜欢的产品。

这就是世界的变化。有了语音识别，我们交谈的对象就不仅限
于人。如果你在开车，你可以和车说话。而有了自然语言处理，
我们可以识别出哪些网络评论是水军发布的，又比如当要通过一
项美国法律时，我们把法律公布出来征求意见，人们发表了数万
条意见，而你不需要逐一阅读，我们可以用计算机程序把它们分
类，告诉人们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然后你再去阅读。

此外，自动驾驶的汽车和卡车正在替代一些普通车辆，美国有
300万卡车司机，这些工作和制造卡车的600万个工作岗位都将消
失。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电梯里有电梯操作员，因为我们不

图灵奖得主
John Hopcroft
谈人工智能教育 

编者按：

5 月 1 0 日 ， “ 中 国 高 校 人 工 智 能 人 才 国 际 培 养 计

划”2019国际人工智能专家论坛暨2019微软新一代人工智

能开放科研教育平台合作论坛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召开。论

坛上，图灵奖得主John E. Hopcroft以“人工智能教育”为

题，从历史与现状出发解读了当前人工智能教育面临的问

题，并对更好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展望。

▲ John E. Hopcroft，图灵奖得主，美国科学院、美
国工程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三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1

活动

知道如何自动让电梯上下楼层。而一旦我们将这项工作自动化，
这些职业就消失了，而且不会再回来。

信息革命也会带来相似的影响。在今天的汽车厂里，汽车都
在流水线上自动装配，通常只有少量员工在看仪器，而在二十到
三十年前，组装汽车需要大量劳动力。除了将体力工作自动化，
今天我们也将语音识别、面部识别等更多智力任务自动化，比如
当我在Delta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时，他们正在用面部识别减少
登机牌的使用，在医学诊断方面，某些情况下机器将比人类更精
准，等等。

一个重要的转机出现在2012年的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
别挑战赛。ImageNet数据集包含120万张图片、1000种类别
标签。在2012年以前，视觉识别的误差率约为25%，但在2012
年，AlexNet在准确率上进步了10%。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此
后人们把这项技术应用到了医药、商业和制造业中。预计今年的
错误率会下降到4%以内，而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类的准确率约为
5%，深度学习在视觉识别上已经能够比人类做得更好。

正因如此，我们将非常需要教育，尤其是计算机科学教育。对
学生来说，机器学习的基础理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知识都非
常重要，因为我们面临海量的数据，你必须知道怎样做才能获得
有意义的答案。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两件点非常重要，那就是
隐私和安全。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的教育，中国政府十分了解增加教育投入
的重要性。要让中国的企业持续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就
必须提高教育水平，培养更多的人才。

现在中国教育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大约20年前，家长们开始
意识到，他们的孩子需要大学文凭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因此在
过去20年里，中国大学生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高速增长，这意味
着中国每年都要开设50所康奈尔大学规模的学校，教学人员也从
30万增长到100万。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对的，而现在他们正在将
关注点转移到提升教育质量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也存在
很多问题。比如，现在的高校青年教师在申请科研基金和发表论
文方面有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些都是评价指标。政府也在想办法
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将评价标准改为教学水平，由国际专家对教
师的专业声誉做出评价等等。

我主持了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向国务院总理提供改善中国
教育的建议。我们认为改变中国大学校长的评估标准是十分重要
的。我们也开始评估中国前50所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育，招募了
约40名优秀教师旁听这些大学的计算机课程并评分，评估指标包
括讲座内容、是否吸引学生等。除此之外，大学获得的专业奖项
数量也能侧面反应计算机科学的课程质量。我们也为优秀教师提
供了高额的奖金以鼓励教学和科研。

我们也正在创建研究中心。现在的教师将会再工作30年，
重要的是，新教师要真正专注于教学和职业发展。例如，每所大
学的博士生名额都有限，新上任的助理教授常常要争取博士生名
额。我们的做法是为青年教师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要求他们
每学期开设一门课程，并以教学水平和国际专家的专业认可作
为晋升标准。另外，我们认为不应该只根据论文发表数量获取推
荐信，而应该问推荐人这样几个问题，比如“这位教员做了哪些
事？为什么这些事很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许多学生对教育的关注点局限于狭义的技
术教育，这使他们能在职业生涯的开端找到一份好工作，但他们
有40年职业生涯，还需要许多其他的知识和技能。大多数学生未
来会去公司工作，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团队合作，所以在学校里设
立要求团队合作的课程是必要的。一些学生可能会去政府部门工
作，那么他们最好对历史、社会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有所了解。

因此，我们建议高校实行灵活的选课设置，比如学生必须自由
选修三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课程，但不具体规定是哪些课程，
让学生自由选择。在美国教育中，本科招生通常不会将学生录取
到一个具体的系，而是录取到工程、艺术、科学等学院，在完成
第一年的学习、初步了解各个专业后，才会让学生选择专业。但
这也导致了不同专业的不同规模，在康奈尔大学，通常10%的学
生 会选择计算机科学，而我们学院只有40名教员（全校共1500位
教师），承担了整个学校10%的教学任务。

不过，随着其他院系拥抱数字时代，他们能与我们共同承担
一部分教学任务，因为数字化不仅仅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发生。我
们需要理解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计算机科
学曾是一门内生性很强的学科。而今天我们在增强计算机的应用
性，我们对编译器、编程语言、算法、数据库充满兴趣，各个学
院也正在探索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科学开始变得很像应用数学。

我也想谈谈应用和基础研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学的
使命是培养下一代人才，而不仅仅是做研究。

在二战后，美国做了一个基础性的决定。他们先定义了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个定义与研究的基础程度无关，与研究的动
机和目的有关，如果是根据国家或者公司的需要而进行的研究，
就是应用研究，目的是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且通常不会
产生基础层面的创新；基础研究则是研究者出于好奇而进行的研
究。美国决定在大学里只做基础研究，不做应用研究。所以在20
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放弃了应用研究。例如，斯坦福大学创
建了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并将所有的应用研究转移到该研究
所，现在除了“斯坦福”的名字之外，两个机构没有任何关系。
类似的还有麻省理工学院与林肯实验室。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
于，人们出于好奇对不同的方向进行自由探索，而且在基础研究
的过程中，偶尔会有人离开，去业界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进而
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所以这个决定是美国进行的最好的投资
之一。

当我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时，我不一定要做资金规定范
围内的研究，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资助我培养下一代的研究人
员。在资助结束时，大学必须给出一份报告说明资金去向，但我
不必告诉他们我做了什么研究，因为他们不关心细节，他们感兴
趣的是下一代人才的培养。

大家可能会问，如果不在意研究成果，那为什么我们要招聘教
师并根据研究质量对他们进行评估呢？因为一名教师的职业生涯
大约是40年，我们希望他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保持活跃，与该学
科领域的变化和发展保持同步。所以当我们评估一名教师时，我
认为我们不应该只根据研究成果来进行评估，而要去看他们是否
好奇，是否在探索新的方向，研究兴趣是否广泛，以及是否能在
40年的职业生涯中都保持活跃。

最后，感谢给我这个演讲机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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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Tom_Mitchell院长对我的介绍。我今天很荣幸回到母
校。27年前我从这里毕业，今天，我的女儿也从这里毕业了！

在这里，我想分享我1992年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时所知晓
的三件事以及之后领悟到的三件事。

首先，卡内基·梅隆大学拥有世界级的声誉。当初你们的选择
是正确的！你们坚持梦想，如今学业有成，恭喜你们！

第二，计算机科学会对世界带来重要的影响。因此你们今后的
职业发展一定会前途无量。

第三，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会结识很多了不起的人。这其中就
有我尊敬的导师Raj Reddy教授，在我求学以及今后的职业生涯中
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与帮助。在此我谨代表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学
生们，向所有老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在我27年的职业生涯中，其中25
年我的直接领导都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校友或是老师。

我毕业后领悟到的三件事：

人类智慧

我已与AI结缘有超过35年，这也让我愈加认识到人类智慧的
伟大。我们必须谨记，每一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都是来自人
类的创造和发明。

人类发明新算法所体现的创造力，是计算机远不能及的。认识
世界的能力，拥有同理心，是我们作为人类的特质。

因此，我深刻地认识到学习人文科学，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
人文科学能够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借鉴。因此，在探索计算机科
学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也要拓宽对人文科学的认识，学习掌握
有关经济、社会科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的知识。

科技影响

我毕业后第二个领悟到的是科技的影响力。

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同时，人们对于科技的负面影响也有很多
讨论，例如隐私侵犯、假新闻如何影响社会，以及人工智能在多
大程度上会取代人类的工作。

在不断努力解决技术挑战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
与其他领域的专家以及社会各界紧密合作。正如约翰·邓恩（John 
Donne）1624年写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生活在一个
地球村中，因此必须对我们的工作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不断和深

洪小文博士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 
2019 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编者按：

近日，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博士回到母校——卡内基·梅隆

大学，给计算机科学学院2019届毕业生们分享了自己有关

人类智慧、科技影响、社会责任等心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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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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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论证。最终，我们所创造的每一项技术，都将反映着我们的
价值观。  

回馈社会

我领悟的第三件事是：责任，更重要的是，给予过程中获得快
乐。“施比受更有福。”当我们越多给予的时候，就越能体会这
一句话的内涵。

比尔·盖茨就是这样一位楷模。我很幸运与他相识，并在过去
24年，在他创立的公司工作期间受到他很多的启迪。我很荣幸
能为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研学院盖茨·希尔曼中心（Gates-
Hillman Center）的建立贡献绵薄之力。并希望当你有一天成功
的时候，也能够不忘给予，回馈社会。而这其中，也包括我们的
母校。

再次祝贺计算机科学学院2019届毕业生！谢谢大家！

演讲原文：

Hsiao-Wuen Hon, Congratulation Remarks to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Graduates, May 2019

Thank you, Dean Tom Mitchell, for the kind introduction. 
It is my honor to speak today, especially meaningful to me 
as I not only became an alum 27 years ago, but my daughter 
also graduated from CMU today!

Tod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ree things I knew when 
I graduated from CMU in 1992, and three things I have 
learned since then.

First, CMU’s great reputation and faculty are world 
class. You obviously made the right choice, you stick with 
it and you made it and today you all earn your degrees, 
congratulations!

I also knew that computer science would make a great 
impact on the world, so all of you will start your career 
strong.

The third thing I learned was the great network of 
people at CMU, starting with my beloved advisor Prof. Raj 
Reddy who has always been there whenever I need help all 
throughout my career. On behalf of SCS students, I would 
like to give a big salute to all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faculty.

I would also like to share a little secret of myself today, 
in almost all of my professional career thus far, 25 out of 
27 years, all my direct managers are either CMU alumni or 
faculties.

Three new things I have learned since graduating from 
CMU:

Marvel of the human mind

Having worked in AI for over 35 years now, I have learned 
to marvel more the brilliance of human intelligence. We 
must remember that every advance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me from human ingenuity and invention.

Human's creativity to invent a new algorithm remains 
beyond the reach of computers. In addition,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to empathize with fellow human 
beings truly make us human.

I have learned how vital it is to learn about the liberal 
arts and maintain a human-centered view. The creativity 
found in liberal arts often complement to the inno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seeking. Thus, we shall understand 
that in pursuit of computer science, one must also broaden 
one's knowledge and learn about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thropology, and other liberal arts 
subjects.

Technology's impact

The second thing I have learned since graduating from 
CMU is to consider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Although technology ha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he 
world,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discussion on the 
negative side of technology, including privacy invasion, the 
impact of fake news on our society, 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I on employment.

While we strive toward solving technical challenges 
and advancing the state of the art, we must engage other 
domain experts and society at large. As John Donne wrote 
in 1624,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We live in 
a global community and we must carry out our profession 
with frequent and thoughtful reflection on the impact of our 
work. In the end, any technology created by us will reflect 
the values we hold.

Giving back

The third thing I have learned is the responsibility, the 
privileg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joy of giving back. The 
old adage that is better to give than receive will be further 
reinforced the more you practice it.

Bill Gates has been a great role model in giving back to 
society. I am fortunate to get to know him and be inspired 
by him while working in the company he founded for 24 
years. I am delighted to play a small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Gates-Hillman center, now the home of the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When you become successful and start 
giving to organizations you believe in, please include our 
beloved Alma Mater, CMU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Once_again,_congratulations,_School_of_Computer 
Science class of 2019!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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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 
在世界选择你的瞬间，
请积极面对 

2019年的五一劳动节前，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组首席
开发经理陈刚收到了来自微软工会的通知，他获得了2019年度
首都劳动奖章。对于一直从事计算机领域工程工作的他来说，这
着实是个意外之喜。近年来，首都劳动奖章的评选范围从对传统
行业的关注，延展至IT、互联网等新兴领域，但评选标准始终不
变，希望表彰那些长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锐意改革、开拓创
新的一线工作人员。而“开拓创新”可以说是对陈刚工作的最佳
描述。

自2000年研究生毕业，陈刚就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算
上实习期至今刚好20年。这期间，陈刚在研究院从实习生成长
为了杰出的研究工程师，见证了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一波又一波浪
潮。在新一波人工智能的大潮中，他是微软认知服务的构建者之
一。在他看来，“每一个系统的成功，都需要各个子系统和参与
角色的合力。哪怕你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螺丝钉，也是万分重要
的。” 20年倏忽，陈刚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始终站在研发的第
一线，不断面对新的挑战。

●_做自己喜欢的工作，20年不变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面试时，面试官（时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副
院长）沈向洋给了他一个选择：是希望成为研究员，还是想做一
名工程师？热爱动手操作的陈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做软件研发工
程师，成为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组的一员。

最初分配给陈刚的开发任务是辅助参加学术大会的研究员们
编写三维图形算法的演示程序，将研究员们的科研论文以最直观
的形式展现出来。2005年，在图形图像学领域全球顶级的学术
大会SIGGRAPH 2005上，微软亚洲研究院以创纪录的9篇论文
入选，占当届大会接收论文总数的10%，这一成就离不开软件工
程师们的贡献。

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组的项目与研究方向同步，方向选
择丰富而且有相当大的挑战。陈刚陆续参与了图像视频处理、自
然语言处理、互联网服务等领域多个技术向产品转化项目，以及

文化故事

▲ 2018 年度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周明（右）
与 2019 年度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组首
席开发经理陈刚（左）合影

编者按：

前不久，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组首席开发经理陈

刚荣获2019年度首都劳动奖章。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20年

里，陈刚始终站在研发的第一线，他所做的工作涵盖了多个

维度，从软件到硬件，从商业产品到公益项目，从技术到管

理，每段经历都是一步步的修炼和人生体验。

▲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右）为陈刚（左）颁发首都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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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微软技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项目，比如设计制作用于
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的十亿级像素相机“飞天号”，以及用人脸算
法帮助公益组织“宝贝回家”寻找走失儿童等等。

创新工程组是个锻炼人的地方。经过一个个项目的历练，陈
刚在对新技术的领悟、项目团队管理、对内对外合作、乃至定义
未来产品等多个方面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在其他公司通常只
能通过换产品组甚至换公司才能实现，但20年来陈刚竟然从来
没有换过组。他所做的工作涵盖了多个维度，从软件到硬件，从
商业产品到公益项目，从技术到管理，每次的项目经历都是一步
步的修炼和人生体验。

陈刚介绍说，在微软完备的R&D研发体系中，他所在的微
软亚洲研究院创新工程组，正是“R&D”中间的那个“&”，
是研究与产品之间的桥梁。“我们既要能跟上专注于科学探索的
研究员的最新算法，又要了解产品的实际需求，并且还需要从市
场时机、技术成熟度等多个维度去考虑问题，然后实现技术到产
品的转化。”

工作任务的多元化、层出不穷的新体验、探索未知的新机
会、决策的自由度和顺畅高效的部门合作…… 都是现在的工作岗
位吸引陈刚的地方。在这个自由又具有挑战的工作中，陈刚经历
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瞬间，有些是他从未料到会发生的事情，“这
些对我来说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_在那个瞬间，世界选择了你，请忘掉所谓的
“头衔”

机缘巧合，陈刚总是能碰上并参与和历史文物、文化遗产相
关的项目和技术探索，比如探索秦始皇兵马俑的虚拟漫游、和
团队一起参与和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大学合作研发的“走进清明
上河图”沉浸式数字音画展示、为敦煌莫高窟量身定制了“飞天
号”十亿级像素数字相机系统等。2011年前后，微软亚洲研究
院与敦煌研究院合作，为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化采集量身定制“飞
天号”十亿级像素数字相机，专门解决高精度佛龛佛像的拍摄
问题。在这个项目中，陈刚跨越了软件工程师的责任范围，不仅
负责开发“飞天号”相机的软件部分，还承担起了相机硬件的设
计、制造和组装的任务。虽然在相机硬件的设计方面是个外行，
但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和勇于探索的性格，让陈刚很快就调整了

心态，欣然接下了任务。

2011年春节假期刚过，元宵节还未到，深圳街头行人寥寥。
按项目计划，“飞天号”的第一台样机必须尽快组装出来才能赶
上关键的内部评审。项目组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在春节期间开工
的金属加工厂。第一台样机经过了几天复杂的组装调试，午夜时
分等待完成最后的一步——相机封盖。就在此时，陈刚和团队
发现相机框架与相机金属盖的一个螺孔因为0.5毫米的加工误差
而无法上螺丝。这可能让相机盖无法严格密封而导致漏光，而相
机暗箱漏光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于是这一个小小的螺孔决定了
整个相机的成败。

经过商讨，陈刚和留守的工人师傅决定用钻床将螺孔扩大。
受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合适的夹具夹持相机顶盖。因此，陈
刚“变身”为工厂里的小工，在凌晨三点清冷的黑暗中，全身
紧绷地全力压住相机盖部件，配合工人师傅一点点地用钻头扩
孔。“样机装配完，厂长说我干的不错，可以来厂里上班了。”
陈刚笑着说道。面对身份的转换，陈刚有他自己的看法：“尽管
世界上有70多亿人，且能人无数，但在那个瞬间，那个地点，
只有你在那里。你的选择是解决问题，还是退后？还会在意自己
只是软件工程师么？还会担心把敲键盘的手弄脏么？而事后，你
可以回味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验。”

这次硬件装配的不易和0.5毫米螺孔误差的“神奇”经历，
让陈刚对做各种硬件工作深感敬意，从另一个视角重新看待周围

▲ 陈刚团队成员合照

▲ 陈刚和“飞天号”相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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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务。“我们生活中不会留心的日常，比如房间里的灯一打开
就亮、水龙头会流出清洁的自来水、耐用方便的家电、手机上网
时通畅的网络...... 它们都是得来不易的。这些让人舒适的稳态和
高质量的背后，是众多人的专业努力和共同合力的结果。哪怕只
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也万分重要。”这样的经历，让陈
刚在日后工作中对于质量、身负的专业责任有了更明确的感受。
正是这样的信仰和工匠精神，让他脚踏实地，对每一个产品都尽
心对待。

●_致年轻人：在工作和事业上，不要佛系，要有
欲望 

现阶段陈刚负责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微软认知服务产品方面的
技术研发。在带领团队时，陈刚观察到了初入职场的新同事的一
些特点，对于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一代，他给出了如下建议：

忘记你是个好学生，直面未知，勇于犯错

真实开放世界中的难题从来就不是按既定剧本出现的。未知
和意外是常态，也避免不了犯错。我们自小长大的过程中，对于
答卷得高分少犯错的好学生心态，常常让我们不敢大胆尝试未知
但可能出错的事情。以成长心态看待人和事，勇敢面对未知，经
历各种错误、繁琐、甚至痛苦，在迭代中改进、成长，经历过之
后一定会有所收获。

不要佛系， 野蛮生长，培养勇气

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中，得到想要的东西要相对容
易，爆炸的信息、商品、娱乐天天推送到眼前。这种舒适感会减
弱对追求的欲望。生活中的佛系态度让你心态平和无争，但在事
业成长和对理想的追求中，无争无求会降低成长的速度，无胆无
识可能让将来的自己眼睁睁看着机会擦身而过。

多写文章，锻炼综合能力

写作能力的缺乏可以体现在日后无法独立胜任有相当复杂度
的工作场景。写作是一个相当高阶的综合职场技能。通过日常的
工作文档的写作，如电子邮件、调查报告、项目计划书、技术设
计等等，可以充分锻炼逻辑、抽象、决策、组织、表达、总结、
同理心、说服力等多种能力。这甚至无关乎所用语言，中文还是
英语皆然。

保持好奇心，追求美感

拥有一颗对职业的好奇心，可以是自己长久快乐的源泉。如
果做事只凭责任感，可以尽责，但不一定快乐。一个职业可以从
多个角度感受到美感。程序系统的设计、代码的编写、人机界面
和顺畅的工作流等等，除了完成必须功能之外，都有对简洁的美
感的追求。美感虽然主观且难以精确衡量，但对一个目标的实现
有着强大的影响作用。

20年中，陈刚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成长并展开职业生涯，享受
工作中的自由、挑战、探索和惊喜。如今，IT行业迎来新的历史
机遇，AI技术的合理应用很有可能就此让人们有一个新的飞跃，
并解决社会难题。在一次与女儿的探讨中，陈刚和女儿聊起未来
能够照顾老人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功能。把这个愿
景变为现实，需要凝聚人类智慧、AI和机器人技术、以及在伦
理、法律等众多层面的考量。身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陈刚感觉自
己离这个未来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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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正在颠
覆和重塑各行各业，整个世界都在进行一场变革式的数字化转
型。”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
研究院院长洪小文认为，数字化转型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漫长的
旅程。AI+是数字化转型的深水区，是当前各行各业颠覆性的力
量。

我们观察行业变化发现，过去五年中企业数字化转型说得最
多的是“互联网+”，而从今年开始，”AI+”或者“智能+”
则成为主流。但是，当前AI真正能解决的问题并不多，而且AI
的效果也还远不够理想。AI从一个概念到一个工具，再到实际落
地，这中间的过程步履维艰。

人们在谈到AI的时候，觉得AI就是现成的工具，通过这些工
具就可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但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里刘铁岩等
科学家看来，人工智能更像是一种思想、一种方法论，必须与各
个行业的知识深度融合，发明出新的技术、新的算法，才能够真
正发挥人工智能的威力。

“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和现实世界中的应用之间，事实上是
存在着一些鸿沟的。”刘铁岩强调。

2017年，“创新汇”为弥补上这些鸿沟而诞生，“我们要
积累的是AI落地的方法论，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AI落地，不
是飘在云上的东西，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把这件事弄清楚才是最大
的科学价值和研究价值。”

创新汇是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顶尖科研智慧和微软丰富多样
的创新技术为基础，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现实需求接轨，借
科技之力帮助企业和机构提升生产力和商业价值，并推动行业实

AI+：
一份没有甲方乙方的
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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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字化转型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 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和现实世界中的应用之间，事实

上是存在着一些鸿沟的。
• 在很多人眼里，AI是一种工具，而AI本质上是一种思

想、方法论，甚至AI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以AI的方
式来想问题的。

• 没有甲方和乙方，没有运动员和裁判员，大家都要做
运动员，都要下场贡献，我们才可能踢赢这场比赛。

• 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行业专家与AI科学家的化学反
应。如今已经是一个言必称AI的时代，无论是个人应用，
还是企业应用，AI已经成为一切服务的标配。

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懂懂笔记”。

作者：懂懂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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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创新发展。“AI+行业正成为不可忽视的变革力量，而创新汇
的切入点正是AI+行业。”刘铁岩说道。

●_跑赢大盘4%以上，真正迈入智能投资时代

金融行业一直都是走在信息化、数字化最前沿的行业，可以
说科技就是这个行业的竞争力所在。当AI到来的时候，金融行
业也是最迫切需要尝鲜、变革的行业。

华夏基金是一家在创新技术开拓方面一直走在行业前列
的“急先锋”。

“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希望借助微软亚洲研究院多年积累
的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和科研成果，去提升华夏基金的智能投资
能力，提高投资效率。”华夏基金董事总经理、数量投资部行
政负责人张弘弢表示。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华夏基金成为创新汇的第一批成员，
在2017年就开始与微软亚洲研究的科学家们一起合作。

用AI做投资决策，这种做法早就萌发于金融行业。在以前
的资产管理中，主动量化、指数增强型产品大多采用多因子模
型，在建模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而且同业中基本都采用
类似的信号挖掘方法，容易导致因子拥挤和失效的情况出现。
不过，这些问题对于人工智能来说，都是天然的优势所在。在
华夏基金与微软亚洲研究院互派团队进驻对方实验室并密切合
作之后，双方探索出了“AI+指数增强”的策略。

我们知道，金融市场中的数据是一直变化的，而数据与模
型就如同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一样，无法确定谁先存在。
而“AI+指数增强”的核心在于，机器学习利用实时变化的最原
始数据，可以实时发现变化的因子，及时抽取α信号更改组合模
型，时刻确保投资公式是当前最佳，避免了人工计算公式的滞
后性，以及不断失效的问题。

双方经过两年的共同研究，今年3月华夏基金尝试将该策略
运行于实盘中，这也成为“国内第一个成功地将人工智能模型

应用于实盘操作的案例”。截止目前，实盘运行的两个策略在同
业可比指数增强基金中始终排名前列，华夏基金的总经理李一梅
透露：“目前我们超越沪深300能稳定在4%以上。” 

行业内人士都知道，这个数据是多么的可观，李一梅对于这
样的结果也特别兴奋：“非常希望尽早地把我们的成果真正的
推向市场，用产品的方式推荐给我们的投资人，真正地实现我
们‘为每一个拥抱科技的人创造更好的收益、创造更美好的生
活’的愿景。”

在张弘弢看来，用‘AI+指数增强’的机器学习模型去替代
传统的量化交易方法，让华夏基金的量化交易系统实现了核心引
擎的更新换代，如同汽车更换了发动机一样，真正迈进了智能投
资时代，“这也意味着AI+金融投资有了深度融合的新起点。”

●_集装箱路径规划：从1-3小时到毫秒级的质变

物流行业也是一个对信息化、数字化高度依赖的行业，东方
海外航运就是这样一家典型的企业。东方海外航运最大的资产就
是每天跑在全球的集装箱，而决定他们企业竞争力的就是这些集
装箱的路径规划。

传统航运企业通常采用基于运筹学的组合优化方法来实现路
径规划。这种方法一般需要首先对供需进行预测，然后基于预测
结果，将有关客户、港口、航线、区域的限制信息人为设置成现
有商业软件的约束条件，并用其进行求解。这个过程其实是两步
完成，先预测再优化的方式或造成误差传导，容易导致整个优化
过程的效果受损。

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始与东方海外航运进行合作，为了突破
方法的局限性，在合作中探索出了一套全新的解决方法——
竞合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技术（Coopetit ive Mult i-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传统的运筹学思路是希望在全局
上求解优化问题，而竞合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技术则把每一个港口
和船只建模成智能体，对原来的复杂问题分而治之，以去中心化
的方式进行求解。在各个智能体之间建立了高效的通信机制，
通过协调智能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与转移，来促进智能体之间的合
作，同时协调他们之间的竞争，最终起到全局优化的目的。▲ 华夏基金总经理李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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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的合作，AI已经在东方海外航运产生了切实可行的良
好效果。

在传统方法中需要1-3小时进行的路径优化，现在已经预计
可以缩短到毫秒级。同时，这是一个自学习、自适应的系统，可
以与环境持续交互，当一个港口停运或者某一航线发生变化时，
多智能体模型可以实时获得信息，并动态调整和反馈，快速适应
新的环境。无需像传统运筹学方式那样，人为重写规则，再做优
化。此外，由于将以前的预测、规划两步完成变为预测环节与优
化环节是一体化进行的，不需要分阶段、按顺序执行，因此，也
就不存在误差传导的情况。

乐观预计，合作每年可以为东方海外航运节省1000万美元
的运营成本。

除了可以提高效率，新的解决方案中的每个智能体模型还可
以针对港口的调度员进行模仿学习。在过去，航运调度员会根据
自己的经验对商业软件给出的调度方案进行调整，方案的实际采
用率甚至不足50%。但竞合多智能体的模仿学习能力，可以学
习不同调度员的行为习惯，生成更易于被调度员所接纳的方案。

人工智能作为助手，结合调度人员的专业经验，将进一步提
升东方海外航运的运输调度效率。这种人工智能（AI）与人类智
能（HI）的结合，也将是未来人工智能普及的常见模式。

●_创新汇：行业专家与AI科学家的化学反应

从华夏基金到东方海外航运，再看看今年入选创新汇的企
业：顺丰科技、万科，辉瑞制药、我爱我家、远传电信、国泰金
控、三一重工、招商银行等等，我们发现创新汇的成员有一些共
性。

首先他们都是行业龙头企业，有着很强的行业代表性，他们
更愿意做长远的布局。

其次是这些企业都有着非常前瞻的思想，有强烈的做智能
化、数字化转型的愿望，很希望通过AI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他们更了解行业的特点以及行业最大的痛点，有能力
看到本行业的发展瓶颈。他们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合作着眼点也
不仅仅是一城一池，而是一起解决这个行业最难的、最前沿的、
最有价值的问题。

正如洪小文所说，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这个旅
程中，最愿意走在前面的，往往都是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他
们是当下第一批愿意“吃螃蟹”的人，也可以说是“试吃AI”的
一批企业。

行业发生很大的变革一定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可能有一计放
之四海皆然的灵丹妙药。微软是全球AI的领导企业，但微软更深
知AI不是简单的工具，不是拿来就能用的。AI真正在行业中产生
效果，需要的是拥有技术的微软科学家和拥有行业经验的企业一
起互动，才能让AI真正落地。

“在这里没有甲方和乙方，没有运动员和裁判员，大家都是
运动员，都要下场做贡献，才有可能踢赢这场比赛。”刘铁岩认
为，“如果想做数字化转型的公司，抱着裁判员的心态来看AI，
其实它已经输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全心投入，没有办法把自己
最重要的知识拿出来。”

创新汇的目标是让AI创造商业价值，但是在双方的合作中是
没有甲方和乙方的概念的，双方完全是公正、平等、开放的基础
上进行合作。因为，行业专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了解有限，而人
工智能科学家很难有机会深入到行业一线。单独依靠哪一方，这
个创新就不可能成功，鸿沟就无法抹平。所以在合作中，需要行
业专家放心传授行业洞察、分享真实业务数据，AI科学家毫无保
留地贡献模型、算法以及调参技巧等。“数字化转型，需要行业
专家与AI科学家的化学反应，双方专家的深度融合，才能实现行
业数字化转型的落地与创新。” 刘铁岩表示。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企业都在做帮助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事情，他们也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一些AI的落地，但在刘铁岩看
来，存在着不同层面的AI落地。

▲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刘铁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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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一类就是“调包侠”，他们可以熟练地应用成型的
AI工具去解决一些问题；第二类是数据科学家，这些人对数据、
业务都有一些理解，他们可以组合、优化甚至是稍稍改变已有的
工具去解决问题；第三类才是AI科学家，就是类似于微软亚洲研
究院的这些研究人员，他们每个人都有大量的发明，包括算法、
工具、模型。

所以，创新汇帮助AI落地的独特之处在于，研究院是通过AI
科学家与行业专家一起合作，重新发明算法、工具、模型。“在
我们这些人眼里，AI不是算法，不是工具，而是思想，是方法
论，甚至说AI就是我们自己。”刘铁岩告诉懂懂笔记，他们的工
作是以AI的方式来想问题，用AI的角度重新设计算法和工具，去
解决各行各业新的挑战。

懂懂这样理解，他们做的是更前沿的、更基础的研究，他们
的工作成果是方法论，而不是一个成型的解决方案。就如张弘弢
所言，“华夏基金是创新汇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与微软亚洲研
究院的合作不仅让华夏基金的数字化转型从‘互联网+’，走向
真正的人工智能驱动,从战略研究层面让人工智能在金融投资领
域得以大展拳脚，与此同时，基于信任基础，双方还探索出了一
套‘AI战略研究合作模式’。”

●_结束语

在与刘铁岩交流中，懂懂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科学家”。
怎么理解科学家的价值呢？

全球的科技企业都以研发投入作为一个公司技术实力的衡量
标准。但其实回过头来仔细看，从贝尔实验室到现在的谷歌、苹
果、微软，几十年下来，微软的研究院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28
年历史，一直是长盛不衰，“秘籍”就在于不以追求短期商业价

值为目的。

“在讲科学和讨论基础研究价值的时候，我们会把眼下的商
业价值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看的是科学本身的价值以及长期而
言对公司未来的影响。” 刘铁岩表示。

仅以微软自身的转型为例。在PC时代，微软是一家全球领
先的企业，在向互联网转型中稍有落后。而在萨提亚接任微软
CEO之后，提出智能云、智能边缘，从过去的操作系统、办公软
件向云、AI转型，这次的转型非常成功，微软很快就重返高速增
长通道。“所有的技术我们手里都有，我们在全球有上千名世界
一流的科学家，早有了这样的技术储备。可能在转型前我们很难
判断他的商业价值，用到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是巨大的、无价的价
值。”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地理解创新汇的价值。这么多龙
头企业与来自微软的这些全球项级科学家在一起，他们要做的不
是解决今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昭示一下AI可以落地了。他们一
起在做的事情，是探索AI未来可能给行业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

人们都对AI未来可能带给社会的改变充满了幻想，而创新汇
恰好就是一步步去实现这些幻想的一个组织所在。

你也许还想看 :

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汇”：

为数字化转型注入AI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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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的高等教育风口。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截至2017年12月全国共有71所高
校围绕人工智能领域设置86个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在全国高
校首批612个“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中，已布局建设57个人
工智能类项目。

“信息时代对于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徐永吉，在不久前的
2019国际人工智能专家论坛上发言时表示，“教育系统必须尽
快做出预判，并适应这一变化。”

2018年，教育部印发《高等教育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身为全球科技巨头的微软公司也开始以微软亚洲研究院为主体，
参与中国高校的人工智能学科建设。在去年六月，微软亚洲研究
院宣布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浙江大
学达成合作，共同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科研教育平台。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强化基础研究和技术创
新能力，加强人才培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谈到建设
该平台的目标时说，“希望我们能够赋能中国高校计算机领域的
科研教育工作者，加速中国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

2018年底，由北京大学陈斌副教授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
专家团队合作开设的《人工智能与信息社会》课程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上线，为学生提供了解人工智能的入门基础课程，
两期课程已获得超过2.7万人参与。

对高校来说，更大的价值可能来自于微软推出的Open 
Platform for AI（OpenPAI）人工智能管理和调度平台。目
前，该平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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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验室”提供支持，保证每月49万GPU小时数的稳定运行，
以满足600于名师生的研究需求，涉及多媒体、自然语言处理、
基础理论研究等多个研究方向。

在人工智能学科建设中，微软将自己定位在支援的角色
上。“不是让我们的工程师去教学或者设计课程，”微软亚洲研
究院学术合作总监马歆在接受采访时解释道，“从项目开始我们
就确定，我们要做的是为学校提供更多教学所需要的实际场景和
案例。”

在此次的人工智能专家论坛上，微软宣布将在未来继续发展
人工智能开放科研教育平台，在算法工具、数据、计算平台和课
程四个方面为高校人工智能学科建设提供更多支持。

“微软作为企业能够看到AI在各个行业的应用，而亚洲研究
院也能够从更前沿的角度看到新技术发展的脉络。”微软亚洲研
究院副院长周礼栋接受界面教育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加入可以
为人工智能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带来益处。”

腾讯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共有约30万
人工智能相关人才，而学术及产业界对人才的需求量已经突破百
万。未来几年中，人工智能可能是缺口最大的尖端人才领域。

微软对人工智能学科建设的投入，反映了科技巨头对AI人才
的重视。对高校的人工智能专业来说，具备产业与研究院双重身
份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可能会为这个刚刚起步的新学科方向带来
一定的加速度。

提供数据、工具与平台，
微软要帮中国高校开设
人工智能专业
作者：界面新闻  李怡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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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微软亚洲研究院
创新论坛



33

2019年6月5日-6日，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这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为“创新汇”成员企业量身
打造的年度技术盛会，探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汇以拥抱数字化转型，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多方合作共赢为宗旨，得到了一批领军
企业的积极响应与热情支持。回望过去的一年，创新汇致力于为各成员企业量身定制技术交流研讨会和培训活动，
促成企业与研究院各领域的核心专家的深入讨论和交流，为成员们提供激荡智慧，创造战略洞察的宝贵机会。未
来，创新汇将继续与成员企业探索不同行业科研创新项目的落地前景，帮助企业提升生产力，从而使科技更好地为
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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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CONTINUED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洪小文清华论道：AI 的前生今世及未来应用图景

这是一场解析了 AI 前世今生与未来应用图景的演讲，一场经济学家与科学家的问答，将会对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6月13日，微软全球资

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应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

民之邀，相约清华论道解惑。未来已来，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将如何携手共创未来？

数据量的指数级增长、数据类型的日益增多，传统的量化交易系统已经难以应对所有类型的海量数据，而这恰恰是人工智能技术最擅

长的应用场景。华夏基金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进行了人工智能在金融投资领域的深度合作，探索出“AI+指数增强”策略，基于该策

略的量化交易模型在沪深300、中证500指数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收益测试结果，且在实盘运作中，在同业可比指数增强基金中始终排

名前列。

AI+量化投资，新引擎带来新动力

5月10日，“中国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国际培养计划”2019国际人工智能专家论坛暨2019微软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科研教育平台合作论坛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召开。在下午进行的“人工智能教育”分论坛上，西安交通大学兰旭光教授、南京大学黎铭教授、清华大学唐杰教授

与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马歆和邹欣共同对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校企合作、交叉融合进行了精彩的分享与讨论。

新工科圆桌丨人工智能教育与人才培养

目前，基于神经网络的端到端文本到语音合成技术发展迅速，但仍面临不少问题——合成速度慢、稳定性差、可控性缺乏等。为此，微

软亚洲研究院机器学习组和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语音团队联合浙江大学提出了一种基于Transformer的新型前馈网络FastSpeech，

兼具快速、鲁棒、可控等特点。与自回归的Transformer TTS相比，FastSpeech将梅尔谱的生成速度提高了近270倍，将端到端语音合成

速度提高了38倍，单GPU上的语音合成速度达到了实时语音速度的30倍。

速度提升270倍！微软和浙大联合推出全新语音合成系统Fast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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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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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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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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对联/字谜等等。

微软亚洲研究院

在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微软亚洲

研究院还扮演着人才培育和人才发

展平台的角色，持续不断地培养出

全球顶尖的计算机研究人才。如

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院友遍布全

球，并已成为引领当今学术界和产

业界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

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努力营造奋发

进取、开放合作的科研环境，倡导

对技术进步怀有远大抱负，推崇大

胆创新以及多元与包容的文化，并

承诺与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界

合作伙伴开展持久而有效的合作，

促进协作、助力教育、激发创新，

变梦想为现实。

论文发表

4,000+最火计算机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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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http://t.sina.com.cn/msra

知乎

网址：http://www.msra.cn/

微信

电话：86-10-59178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