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围棋选手李世乭与谷歌AlphaGo（阿尔法围棋）的“人机大战”经过5盘鏖战，最终以AlphaGo 4∶1 胜出落下帷幕。“人机大战”弥
漫的硝烟至今仍未消散。在这充斥着奇闻轶事、跌宕起伏的现今世界中，这则虽然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但又不无趣味性的比赛，激惹起
人们如许兴致，实属难得。人们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雀跃欢呼，也有人忧心忡忡地思忖着一个严肃的问题：拥有高度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会不会有一天征服人类？

人类对科学理想的孜孜追求以及社会进步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有力地推动着人工智能大踏步地前进。以围棋为例，从日本最初研发
的Crazystone围棋软件只能战胜普通的围棋爱好者，到今天AlphaGo相当轻松地战胜围棋界顶尖棋手，只不过10余年光景。从Alpha⁃
Go在对弈中所表现因棋局而变换策略的自我思考、学习的能力，不能不惊叹人类的智慧正在创造奇迹。

奇迹归奇迹，眼下的结局却并不十分意外。依我所见，在这样的“人机大战”中，人类的输棋，乃至最终的完败是迟早的事情。对于象
棋、围棋这样的博弈，过程大抵是这样的：针对你下的每一招棋，回招可以有多种，而对手根据对棋局形势的判断从中选择了某一种；而对
于对手的回招，你又有可能从众多的招数中选择一种与之过招，如此等等。这个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推理性计算”，尽管这种计算可
能极其复杂，但其结果原则上是可推断的。就实施计算而言，计算机以其愈益明显的速度优势，其能力早已为人类所望尘莫及，对于四则
运算是如此，对于被认为是最复杂的智力游戏——围棋也不例外，差别只是在于时间而已——前者早在几十年前就实现了，而对于后者，
序幕也已拉开。如果说，现在人类的顶级棋手还可能有招架之力，若干年以后，则恐怕毫无胜算可言。

但是人类不必惊恐！1997年当 IBM公司的“深蓝”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时，我曾撰文表述过这个观点，现借此机会再略
作引申和拓展。

首先，这场所谓的“人机大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人群间的斗智斗勇。AlphaGo是一台机器，但它实质上是Demis Hassabis及其团
队集体智慧结晶的一种外观表现，这个团队依据对围棋棋艺的深湛剖析，借助高度发展的计算技术，不十分费力就击败了李世乭。当然，
这台机器自有出彩之处：创建它的团队借鉴了脑的基本工作原理，使它拥有了非同寻常的、初步的自我思考、自我学习能力，可以按局势的
发展调整其策略，而这方面能力的强弱基本上取决于现时科学对智力本质的了解程度。因此，归根结底，虽然李世乭所对阵的是一台机
器，但其实还是一群智力高超的科学家。“人机大战”不过是形式上的，本质上是人类智力的比拼。

何谓“智力”（或“智能”）（intelligence）？计算、逻辑推理，都只是智力的一部分。瑞士心理学家J. Piaget曾对智力下过一个通俗却涵
义深邃的定义：“智力是你不知道怎么办时动用的东西。”这一广泛被引用的定义指明，智力是一种挣脱旧传统羁绊的创造性能力，或者说
创造性是智力的核心。 人类智力的基础是大脑庞大神经网络复杂而又有序的活动。大脑的基本组成单元是神经细胞（神经元），人类大
脑的神经元数量达860亿，它们通过多达百万亿的特殊连接点（突触）组成极为复杂的网络。此外，大脑还有数量多于神经元几十倍的神
经胶质细胞，与神经元协调工作。对于作为智力基础的大脑活动的机理，目前还只有有限的了解，已经积累的知识不过是冰山一角。就现
有的认识来看，智力形成所依据的神经活动，取决于神经网络固有的工作特点、外界环境的影响、情绪的调制等诸多因素。特别需要指出
的是，脑的结构和功能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是在发育过程中，而且在成熟以后仍然保持高度可塑性，即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乃至神经
活动本身而发生变化的特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大脑的海马区以及许多其他脑区存在的所谓“长时程增强”现象，即在学习过程中，某些
特定神经元之间突触结构发生改变、神经活动发生变化的现象。没有脑的可塑性就没有学习、记忆、乃至智力。这种可塑性发生在分子、
细胞、突触、网络等多个水平，在不同的脑区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可谓变化无穷。

Hassabis拥有从事认知神经科学的经历，因此，在AlphaGo的研制中，借鉴神经系统某些工作原理使之拥有一定的自我思考和学习
能力，可谓是“化神奇为更神奇”。但是，它对脑的工作原理的借鉴还是很初步的。具有学习功能的人工神经网络，一直是计算神经科学和
人工智能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从引入“反向传播算法”，到“无指导性程序”的开发，都反映了科学家在这一领域研究中所作的努力。作为长
期进化的结果，大脑实现智力的机理既精巧又复杂，现在对智力本质的认识还处于襁褓期。如果说从宏观结构和硬件的层面上模拟大脑
的运行方式虽然难度极高、但终究可以逐渐逼近的话，那么阐明可塑性在细胞和分子层次上的表现如何与脑的高级活动相关联的机制还
要艰难得多，而人工智能如何借鉴其中的原理跃变至新的高度，更是对科学家思维的又一次重大的挑战！尽管随着大脑奥秘的逐渐揭示，
随着人工智能理论、技术的日新月异，机器人在智力的某些方面可能接近，甚至超过人类，其创新性也会不断发展，但是从整体而言，只可
能逐渐逼近人类的智力、而不可能超越它。这就像在相对真理组成的绝对真理长河中，人类的认识可以逐渐逼近，但永远不能穷尽绝对真
理一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仅建立了丰富的物质文明，更塑造了一大群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他们作为人类的代表，
以渗透着睿智的不朽作品组成了一个极其丰富、无与伦比的思想宝库。试问能够设想这一宝库闪烁着的永恒光辉有一天将会因人工智能
的崛起而变得黯淡无光吗？

人类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所逸出的“魔鬼”——人工智能正在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它无疑将服务于人类。但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
来，具有智力的机器人将不可避免融入人类社会，并在一定的意义上成为社会的一员，这就会向人类
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考虑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这包括如何使非人类机器智
力的载体与现今世界的生态系统相顺应，如何限制机器智力可能表现的有害倾向、如何缓和人类对面
临这种挑战的过激反应等。控制论专家N. Wiener在60年前曾预言：“未来的世界将是一场要求更高
的斗争，以对抗我们智力的极限，而并非一张舒适的软吊床，我们能惬意地躺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机器
人奴仆的伺候。”

我们毋需惊恐，但应戎装以待，迎接挑战！

围棋“人机大战”的启示

杨雄里，浙江镇海人，神经生物学家，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

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免疫组化、膜片钳、细胞内记录、钙

成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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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

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是国家推动科技事业发

展的重要力量。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增强科协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进一步密切与科

技工作者联系，更好地发挥党和政府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桥梁

纽带作用，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和《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要求，3月27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了《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 加拿大“小诺贝尔奖”公布，华人科学家张锋获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3月23日，加拿大盖尔德纳基金会网站公布了2016年加拿

大盖尔德纳奖（Canada Gairdner Awards）的获得者名单，共有

来自美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7名科学家分获了该奖的3个奖

项。每位获奖者将分别获得10万加元的奖金。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华人科学家张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教授Jennifer Doudna，德国马普感染生

物学研究所主任Emmanuelle Charpentier，法国杜邦资深科学

家Philippe Horvath，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副教授Rodolphe Barr⁃
angou等5名基因编辑技术“先锋”获得了加拿大盖尔德纳国际

奖。美国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Anthony Fauci获得了

加拿大盖尔德纳全球健康奖。加拿大公共健康局特别顾问

Frank Plummer获得了加拿大盖尔德纳怀特曼奖。

获奖科学家（图片来源：科学网）

3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施一公、北斗团队等获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3月25日，“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第10
次向世界华人榜样致敬。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和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研制团队，代表华人科技界的精英们捧

起了“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破解了结构生物学最大难题之一，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研制团队直接推动了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的成功研制。

4 世界首例3D打印还原甲骨文展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3月28日消息称，剑桥大学

图书馆从 3月 11日起举办大型

文字展，其中有不少古色古香的

中国甲骨文文献，更有一份在目

前举世无双的 3D打印甲骨文。

被复制的甲骨文源于中国，被标

签为甲骨CUL.1,52,155，记录的

是一头牛在一次皇室祭祀里的

献祭。

剑桥大学图书馆官网称，在

剑桥大学图书馆和阿登布鲁克

医院媒体工作室的合作下，世界

上第一个用3D打印完成的甲骨

文复制品诞生了。这份3D打印

不仅还原了该甲骨正面精细的

文字，还让人们有机会一睹其背

面的痕迹。

这一3D打印甲骨文尺寸约9 cmx14 cm，由350层细粉状

石膏复合物层层叠加而成，并通过氰基丙烯酸酯超级粘合剂进行

硬化。制作所用打印机原本在医院里用于颌面整形外科手术。

5 5 万米级载人深渊科考母船“张謇”号顺利下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3月24日，中国第一艘由民资建造的11000 m载人深渊器

专用科考母船“张謇”号在浙江温岭建成上水，“张謇”号将成为

我国11000 m载人深渊器“彩虹鱼”及其系列产品的科考母船，

前往全球多处大洋深渊区开展科学调查活动。

根据安排，该船计划将在 2016年 5月底开始试航，预计

2016年6月底交付使用。在交付使用期前，“张謇”号将进行10
天左右的科考设备海试，对相关设备仪器进行进一步调试、验

收。验收结束后将执行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任务，预计2016年

12月底赴马里亚纳海沟进行万米无人潜水器的科考任务。

“张謇”号（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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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顶级智力较量：中国专家攻破GGH密码方案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3月26日消息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综合业务网理论及关键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胡予濮教授与其博士研究生贾惠文，对

GGH映射本身以及基于GGH映射的各类高级密码应用进行了

颠覆性的否定。

这个被攻破的GGH，原本是一个有望成为国际密码学研究

新技术的密码映射方案。这一突破的重大意义，可以这样打个比

方：GGH方案的提出者，就像是建筑行业里的地基团队。他们设

计并挖掘了看起来非常安全保险、足够深的地基，人们翘首期盼

施工团队在他们挖下的地基上盖出摩天大厦来。但胡予濮教授

从事的密码分析学就类似于监理团队，发现了地基设计图纸的大

问题，并指出了挖好的地基存在隐患和问题，无法在上面建造大

楼。如果强行建造，必然是楼毁人亡。

日前，经密码学专家严格评审，这一研究成果——“GGH映

射的密码分析”已被2016年欧洲密码年会正式接受。2016年5
月8日，胡予濮将赴奥地利维也纳，在欧洲密码年会上正式向全世

界的密码同行报告这一突破性成果。

9 中国自主研发的“潜龙二号”取得探测突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7 中国大陆58所大学有学科进入全球400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3月22日发布的第六版《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中国大

陆98所大学有学科达到世界一流学科入选标准，58所大学有学

科进入全球400强，24所大学有学科全球百强，并在5项学科中

进入全球前10。
本次排名中国共有88所大学入选全球顶尖学科前400，其中

中国大陆58所、台湾21所、香港8所、澳门1所，入选大学总数全

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清华大学的3项学科全球前10（建筑、土木

工程第8，材料第10），北京大学2项全球前10（现代语言第8，语
言学第10）。

8 全球海洋探测网络面临升级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3月 24日消息称，海洋学家如今正在使用国际 Argo阵列

3900多个浮标提供的数据。这些自动探测器能够定期下潜至水

下2000 m的深度，并在重新升到海面之前测量温度与盐度数据，

之后将它们的观测结果发送至一颗人造卫星。而斥资2100万美

元的南大洋碳与气候观测及建模计划（SOCCOM）则更进一步，

使用约200个先进探测器监测南极洲周围海域中海水化学及生

物活性的若干个指标。其主要目标是追踪流入南大洋的大量二

氧化碳气体。

浮标能够对海洋进行监测。

（图片来源：Ray Collins/Barcroft Media/Getty）

3月25日，中

国科学院沈阳自

动化研究所发布

消息称，中国自主

研发的水下机器

人“潜龙二号”日

前成功地对西南

印度洋脊上的热

液活动区开展了

试 验 性 应 用 探

测。在这种被称

为“海底黑烟囱”

的复杂地带，“潜龙二号”获得了热液区的地形地貌数据、发现多

处热液异常点，拍摄到硫化物、玄武岩和海洋生物等大量照片，取

得大洋热液探测的突破。

大洋深处的海底常有高温热液活动，俗称“海底黑烟囱”。多

金属硫化物就是这“黑烟囱”的重要产物，其中富含铜、锌、铅、金

与银、钴、锰等金属元素。随着陆地金属矿床的日益枯竭，海底热

液硫化物矿床开发潜力越来越受到重视。

10 像捕蝇草一样进食的水生植物濒临灭绝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囊泡貉藻是已知利用像颌一样的捕虫夹抓住猎物的唯一水

生植物。囊泡貉藻顶部的捕虫夹是植物王国中移动最为迅速的

附属物之一。当小型无脊椎动物落上去时，它们仅用10 ms便能

将其抓住。然而，和很多其他食虫植物一样，囊泡貉藻受到栖息

地破坏和非法采集的严重影响。过去一个世纪，它的个体密度下

降了近90%，尽管它曾广泛分布于澳大利亚、非洲、亚洲和欧洲。

如今，一项研究表明，保护植物的常规方法——种子库或许对这

个物种起不到作用。

由西澳大利亚大学助理研究员Adam Cross领导的团队收

集了野生和“圈养”种群的种子。随后，研究人员在不同条件下将

它们储存了1年，以观察其能否发芽。一些种子在超过结冰点的

温度下被埋进钢丝网包的土壤中，以模拟自然状态下的种子库。

其他种子则在-18℃下被放在密封袋中，以复制人造室内种子

库。该团队发现，对于被存放在超过结冰点温度下的种子来说，

仅有12%在1年后仍能发芽，大多数都受到真菌破坏。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囊泡貉藻（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潜龙二号”（图片来源：《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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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曾经以为地球就是宇宙的中

心，也曾经对置身其中的太阳系一无所

知。但是，伴随着天文学的不断发展和

航天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开始揭开太

阳系的神秘面纱。科学家不仅逐渐洞察

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也对其中的各种

天体有了更多的了解。

北京时间 3月 14日 17时 31分，欧洲

空间局和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联合研制

的“地外火星”探测器（ExoMars），搭乘俄

罗斯质子号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

努尔航天发射场顺利

发射升空。这台探测

器预计于2016年 10月
抵达火星，随后开始对

火星进行一系列的测

量和研究工作（3月 14
日《科技日报》）。

“地外火星”计划是从现在开始接下

来数年中最重要的火星探测计划之一。

这个计划一共分为两个阶段，目前是第

一阶段。这次发射的探测器包括两个部

分：气体追踪轨道器（TGO）和一台名为

Schiaparelli的着陆器。按照计划，火星探

测器将飞行约 7个月的时间，10月 16日

轨道器与着陆器进行分离；10月 19日轨

道器进入火星环绕轨道，着陆器在火星

上着陆；在进行点火制动后轨道器将进

行为期半年的火星大气制动，并将在

2017年中期开始进行相关科学研究。

探测器的两个部分各自肩负不同的

使命。TGO可检测火星大气中的甲烷和

其他痕量气体，并探究这些经过一段时

间会分解的气体的产生过程。无论这些

气体是来自自然界中的生物过程（由微

生物释放）还是地质过程，都会被仔细研

究。同时，TGO还会测量火星土壤中固

态水的分布，为火星存在或曾经存在过

有机生命寻找更加有力的证据。着陆器

的主要任务是测量火星表面的大气颗

粒、风速气温等数据。经过着陆器验证

的技术会在该项目第二阶段中的火星车

上被使用，届时火星车会在 TGO发现的

令科学家感兴趣的位置着陆。

在该项目的第二阶段中，科学家将

利用火星车携带的钻探工具和仪器对火

星土壤进行钻孔分析。他们相信，在数

米厚的火星土壤层下可能会发现有机生

命体存在的痕迹。不过第二阶段实施时

间尚未确定，预计是在2020年左右。

由于存在泄漏问题，美国下一个火

星探测器“洞察力”号（Insight）原定于

2016年 3月份的发射已经被推迟到 2018
年。研究人员在完成对探测器的修复工

作后，需要等待下一个发射窗口（2018年
5月开始）的出现。这样一来，刚刚顺利

发射升空踏上火星之旅的 ExoMars无疑

承载了科学家们更多的期待。作为太阳

系中除地球外人类研究得最充分的行

星，火星已被无数次畅想为太空移民的

目的地。而要实现在2030年左右人类登

陆火星的目标，现在的一系列研究就显

得尤为重要。

2015年，新视野号探测器（New Hori⁃
zon）飞掠冥王星使得这颗曾经的“9大行

星”的一员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NASA发布的冥王星高清照片也迅速成

为最热门的图片。当很多人还在冥王星

被降格为矮行星后恋恋不舍或者刚刚适

应“太阳系8大行星”这种说法的时候，天

文学家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惊喜。

3月24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天文

学家Mike BrownMike Brown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

发现了支持太阳系“第 9颗行星”存在的

重要证据。他贴出了一张图片，显示科

学家发现了一颗新的古怪的柯伯伊带天

体（KBO），这 个 天 体 暂 时 被 命 名 为

“uo3L91”。他认为这颗行星就是太阳系

的“第 9颗行星”（3月 28日英国《每日邮

报》）。

2016年 1月 20日，Mike Brown就和

同事Konstantin BatyginKonstantin Batygin在《The Astronom⁃
ical Journal》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宣布他

们经过计算发现一颗巨大的气态行星存

在于太阳系边缘，其质量是地球的 10倍

以上，体积接近于海王星或者天王星。

这颗行星距离太阳非常遥远，距太阳的

最近距离为大约200个天文单位，而最远

距离可能为 600至 1200个天文单位，因

此公转周期也达到15000年（1月21日果

壳网）。这一次Mike Brown发布的消息，

也是对此前研究的一个补充。

Mike Brown的研究之所以受到广泛

关注，除了天文学界及公众对“第 9大行

星”强烈的兴趣外，还因为他作为“冥王

星杀手”的传奇经历。2005年，他发现了

阋神星（Eris），从而表明冥王星并未像此

前想象的那样与众不同，而只不过是柯

伊伯带里许多类似天体中的一颗。这个

发现也最终导致冥王

星被降级成为矮行

星。

不过，关于这项

研究，还存在很多争

议。虽然很多天文学

家致力于寻找未知的

行星（Planet X），但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

见。Mike Brown也承认：“除非直接探测

到这颗行星，否则这就只是一个假说

——哪怕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假

说”。因此，天文学家如果想证明“第9颗
行星”的存在，就需要更加强有力的证

据，比如在望远镜中直接观测到它。

3月 2日，在太空中生活了 340天的

美国航天员 Scott KellyScott Kelly和两名俄罗斯航

天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在差不多

1年的时间里，他随国际空间站绕地球飞

行了5440圈，一共运行了2.31亿千米，欣

赏了 10944次日出日落。这段太空生活

经历让 Scott Kelly成了网络名人。他除

了完成各种科学实验外，还拍了很多漂

亮的照片，并经常把这些照片发到网上

与地球上的网友们一起分享。他每天都

会在推特上向大家说“晚安”，并配以在

空间站中拍摄的照片。一年来看到他的

“晚安”后入眠成了很多人的一种习惯。

Scott Kelly拍摄的照片展示了太空

探索的巨大魅力和意义：我们不仅能更

好地认识太阳系、认识宇宙，也能更好地

认识地球、认识我们人类自己。也许仅

仅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就足够激励

一代代科学家的科学梦想，并驱使他们

走上探索太阳系的非凡征途。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探索太阳系的非凡征途探索太阳系的非凡征途

2015年由NASA掀起的几次科学热潮表明，公众正在对太空

探索投入更大的精力和热情。我们对太阳系有更多的了解，也就

会对人类自身有更多的认识。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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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科研成就是客观的，但是评奖是主

观的，只代表某一个评奖委员会的观点，

诺奖也是如此。如果过分把得奖当成工

作的动力，驱动力就是错误的。

————2014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美国霍华德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教授休斯医学研究所教授

Eric BetzigEric Betzig
新华社 [2016-03-26]

机器现在做的事情距离人的智能还

很远，机器只能在单项上，在一个限定的

范围内可以经过精雕细刻达到和超过人

的水平。机器想在一个广阔的范围里要

超过人，还很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计算机系教授计算机系教授 张钹张钹

新华网 [2016-03-24]

变革性（颠覆性）技术是指通过科学

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对已有传统或主流

的技术、产品、工艺流程、商业消费模式

乃至全球经济的革命性、突变式进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于渌于渌

《中国科学报》[2016-03-24]

中国的研发机构，应该充分享受科

技成果转化的“春天”，着重加强自身的

原始性创新，提升引领性创新水平和质

量，充分加强转化技术的含金量。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所长所长 孙凝晖孙凝晖

《中国科学报》[2016-03-28]

人才是支撑创新的第一资源。随着

经济结构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

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升

级，我国需要大量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副校长副校长 钱锋钱锋

《中国科学报》[2016-03-24]

寒武纪是地质纪年，这段时间生物

多样性开始爆发。而现在的时代，人工

智能也是处于一种即将爆发的阶段。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副研究员副研究员 陈天石陈天石

《中国科学报》[2016-03-23]

再生资源产业作为实现“三个发展”

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载体，已超越了

其自身范畴，不能单纯地将其仅看作一

个产业来对待，要将其提升到国家生态

安全的战略高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沈保根沈保根

《中国科学报》[2016-03-22]

“透明海洋”战略任务包括海洋观测

系统建设、海洋过程与机理研究、海洋现

象预测、海洋信息服务等4个方面，通过

建设覆盖“两洋一海”（西太平洋－南

海－印度洋）的海洋观测系统，建立海洋

环境、资源与气候变化的预报和预测系

统。“蓝色生命”战略任务着力于发展海

洋渔业和蓝色药库。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主任主任 吴立新吴立新

新华社 [2016-03-19]

“互联网+”正在促进高等教育的教学

内容、方法、模式和教学管理体制机制发生

深刻变化，我们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引发

的全球教育资源配置对我国青年一代培养

的影响与挑战;我们要高度重视“互联网+”
对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与服务，缩小校际教

育资源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推动教育创新的重要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黄震黄震

《文汇报》[2016-03-19]

科研经费可谓是科技进步的“源头

活水”，如何用好科研经费至关重要。科

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应该体现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杨卫杨卫

《光明日报》[2016-03-16]

低碳、绿色转型是促进创新驱动的

新型发展，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

阱”。客观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在需求

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相吻

合。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外两个大局是

互相促进、互相支持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副院长 杜祥琬杜祥琬

《中国科学报》[2016-03-29]

中国在创新上既要学美国，更要学

德国，一定不要放弃制造业，一定要提倡

工匠精神。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中国中

等收入人群的消费，中国的内需扩大，中

国的社会稳定都离不开制造业，离不开

从1到N的创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姚洋

《中国青年报》[2016-03-29]

2015年中国粮食实现“十二连增”，但

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我们还必须

绷紧这根弦，建立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

教授教授 陈温福陈温福

《中国科学报》[2016-03-17]

具有制造基础和实力的地方，要重

视把国内相关领域的重点实验室、重点

学科整合起来，不仅能带动地方产业结

构转型，更能为海洋装备发展提供重要

的技术支撑。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第702702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颜开颜开

《科技日报》[2015-03-17]

人机对决实际上是一个人与历史的

对决，也是一个人与群体的对决，一个生

物人与“人与机器混合生物”之间的对

决。所以我认为AlphaGo的胜利本质上

是当代信息技术综合运用的胜利，是大

数据的胜利、也是机器学习的胜利。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副校长副校长 徐宗本徐宗本

《中国科学报》[2016-03-16]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新华网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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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评价将不再唯论文是举科研人员评价将不再唯论文是举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指出中国现行人才评价机制将有所

改革。人才评价问题一直牵动人心，《意

见》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各界热议。

亮点：应用型人才评价将不再“唯论文”

“制定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

的指导意见”以及“不将论文等作为评价

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成为《意见》

的一大亮点。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杨杨

立英立英对《科技导报》说，应用型人才的贡

献并非通过发表论文体现。因此，论文

在应用型人才评价中就不应是主体。但

她同时指出，对于如何界定应用型人才，

应该做出明确规定。分类评价结果应对

基础研究类和应用开发类人才平等对

待，不能厚此薄彼，不同类型的人才设置

应与各单位的发展定位一致。

对此，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

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国梁杨国梁也对《科技

导报》表示，不能简单将某个人归类到应

用人才或者基础研究人才，主要看这个

人的兴趣和关注点在哪里。如果其研究

对企业或者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应用价值

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可以认定他属于应

用人才。当然这两种人才类型是可以转

换的，某位科研人员可以是基础研究型

和应用型人才的结合。

“《意见》指出了对于应用型人才评

价的导向问题。有的科研人员虽然论文

发表的不多，但是却能够为企业或者地

区设计出非常实用的管理方案或者区域

规划，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这样的人才，也要给予应有的奖励和荣

誉。”他补充说。

尽管《意见》指出，评价人才时，要

“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

但这并不意味着论文从此在人才评价中

变得不再重要。虽然一直招致非议，论

文定量评价一直盛行自有其道理，论文

对于人才评价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

研人才评价仍然不可或缺。作为文献计

量领域的专家，杨立英认为，论文之所以

被用于人才评价，其本质在于论文是科

研活动的主要体现形式。尤其是对从事

基础研究工作的科研人才，论文评价是

不可或缺的核心。

但她也表示，简单根据期刊的影响

因子或论文的被引频次来评价学术论文

的质量的确有很多不当之处。按照国际

上基于论文评价的通行做法，可以由被

评人列举其代表性成果而不是全部成果

的定量评价，评价中要注意不同学科的

特征及其可比性。但是由于同行评议对

于评议人各方面的要求非常高，这也成

为国内大范围推广同行评议的限制。

专家建议：不同类型人才评价应各有侧

重

《意见》的基本原则指出，根据不同

领域、行业特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增强改革针对性、精准

性。对于人才评价，《意见》指明了大的

方向，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很多细节尚

待探讨。杨国梁认为，人才工作的核心

就是“各司其职，各就其位”。人才的评

价体系应该是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价体

系，而不是单一依靠某个（些）指标。

在他看来，如果按照从事的工作类

型可以将人才分为体能人才、技能人才

和智能人才。智能人才又可以分类为管

理人才、基础研究人才、应用研究人才、

策划人才等。管理人才评价注重管理方

式的效果和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现实中

的问题；基础研究人才可以考虑研究产

生的业界影响、同行评议的结果，以及在

论文的水平和质量；应用研究人才注重

发明专利和研究成果的转化价值，或者

将别人的发明成果推向市场或应用与现

实产生的效益；策划人才主要考察综合

协调运用资源的能力，这些资源包括人

财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匹配、组合以及

优化，从而达到资源利用的效益最大化。

他还特别强调，科研人员的评价过

程和标准要非常透明化。在这一点上，

一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在

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

的关切，他认为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各个

单位具体操作过程会不一样，希望评价

过程要经过足够长的公示期，阳光透明。

外语和计算机考试不作统一要求引热议

有人对《意见》中提到的“对职称外

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

求”表示担心，认为不作统一要求以后，

职称评审的人为操作空间可能会变大。

要消除这样的隐忧，同样需要评价过程

的公平公开。

但是对于《意见》的这一规定，杨立

英表示赞同。她认为，外语和计算机能

力在不同专业中发挥的具体作用无法一

概而论，很难通过统一的测度内容来评

估。例如有的领域科研人员需要运用程

序测算才能推进科研工作，而有的领域，

只需要一般的计算机应用操作就可以。

另外，外语和计算机水平不一定要直接

测度，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间接反映出其外语和计算机水

平。例如外语水平有限的人才，如何与

国际同行深度交流？如何发布自己的研

究成果？

杨国梁也谈到，应鼓励问题导向型

的模式，根据科研人员的实际需要，自动

激发其学习热情。如果从事前沿科学研

究，那么科研人员就会自发地加强外语

的学习，以接触国际顶尖成果。反之，很

多科技人才在实际工作中并不需要很多

的外语知识，不作统一要求使得他们不

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死记硬背外语，而

是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思考、实践和创新

上，计算机的应用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因而，他觉得对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不作统一要求，相当于给人力资源进行

松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尽人才培养

之难。如何公正评价人才，使其得以尽

展其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栽好梧桐

树，引得凤来栖”，希望这一份《意见》，能

够真正指引中国人才评价体制变得更加

科学有效。

文//王微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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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3月 24日，第十八届欧莱雅-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颁奖盛典在法国巴黎隆重举行，国际科学

界齐聚一堂，共同为 5位取得突破性成果

的杰出女科学家与 15位大有可为的年轻

女研究人员喝彩。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

滨兽医研究所教授陈化兰陈化兰（左一）、华东理

工大学博士后应佚伦应佚伦分别作为亚太地区

代表荣膺“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和

“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奖”。另外4位获

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的女科学

家分别是非洲及阿拉伯国家地区获奖者

Quarraisha Abdool KarimQuarraisha Abdool Karim 教授（图中），拉

丁美洲地区获奖者 Andrea GAMARNIKAndrea GAMARNIK 教授（右一），欧洲及北美洲地区获奖者 EmmanuelleEmmanuelle
CHARPENTIERCHARPENTIER教授（左二）和 Jennifer DoudnaJennifer Doudna教授（右二）。

《科技导报》编辑部 [2016-04-01]

陈化兰获“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2016年“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获得者合影

2015年度“中国生命科学领域

十大进展”颁奖活动举行

3月19日，2015年度“中国生命科学

领域十大进展”颁奖活动暨青少年生命

科学普及报告会在中国科技馆举行。中

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

一书记尚勇尚勇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科协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中国科协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中

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中

国科协党组成员束为束为、王延祜王延祜出席活动，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席团轮

值主席饶子和饶子和以及入选项目牵头科学

家，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

属中学、人民大学附属中学3所中学的高

中生6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由中国科

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席团轮值秘书

长陈晔光陈晔光等主持。

尚勇与饶子和共同为2015年度“中

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的项目牵头

科学家颁奖。饶子和饶子和介绍了此次评选的

基本情况。施一公施一公、匡廷云匡廷云和韩家淮韩家淮等9
位2015年度“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

展”项目的牵头科学家，分别作精彩科普

报告。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6-03-19]
中国科协代表团

赴台湾地区进行工作访问

3月15—21日，应台湾“中华青年交

流协会”的邀请，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徐延豪徐延豪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赴台

湾地区进行工作访问。在台期间，代表

团访问了台湾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

就第六届海峡两岸科学传播论坛的筹备

工作进行座谈；代表团访问了台湾玉山

科技协会、台湾“中华公共事务管理学

会”、台湾中技社、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台

湾东海大学，重点就海峡两岸暨港澳协

同创新及产学研合作进行介绍，探讨深

化两岸青少年交流和科普交流，以及探

讨两岸携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科

技人文交流的可行性。19—20日，徐延

豪出席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成立2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并致辞。他回顾了中

国科协与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建立

的良好合作关系，肯定了该协会在搭建

两岸青年交流平台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并表示希望海峡两岸更多朋友与中国科

协携手，为两岸青年创新创业贡献力量。

中国科协交流部 [2016-03-24]
可持续渔业与海洋生态系统修复

国际研讨会召开

3月 15日，由中国水产学会与美国

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主办，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承办的可持续

渔业与海洋生态系统修复国际研讨会在

上海召开，国内外30余名专家参会。会

议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

所所长陈雪忠陈雪忠主持，邀请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副所长杨红生杨红生，中国海警局东

海分局筹备组执法执勤组副组长俞国俞国

平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丕茂陈丕茂、

全为民全为民，浙江海洋大学校长吴常文吴常文，上海

海洋大学教授唐议唐议，大自然保护协会资

深科学家Boze HancockBoze Hancock，自然资源保护

协会高级律师Brad SewellBrad Sewell等相关专家

从渔业法律、渔业执法、渔业资源评估和

海洋保护规划等不同角度对中国、美国

和南澳大利亚在可持续渔业与海洋生态

系统修复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介绍。

中国水产学会 [2016-03-21]
第十八届中国高速公路信息化

研讨会召开

3月24—25日，第18届中国高速公

路信息化研讨会暨技术产品展示会在南

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国公路学会主办、

江苏省公路学会和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

运营管理中心协办、《中国交通信息化》

杂志社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交通运输

和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运营单位、科研院

所、厂商等单位的近3000余名代表参会

参展。会议主题是信息化管理与技术应

用的创新与发展，大会设立12个论坛，共

70余场报告，以信息化为主线，探讨高速

公路信息化管理、技术、研发、应用、用户

体验以及创新发展等一系列话题。同期

举办的展示会，展示了高速公路信息化

整个产业链几乎所有环节的技术和产

品，代表了近年我国高速公路信息化技

术研发、生产和应用的整体水平。

中国公路学会 [2016-03-28]
跨学科视野下的“基因编辑技术”

学术研讨会举办

3月18日，跨学科视野下的“基因编

辑技术”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举行。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

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科技哲学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

会保卫科学精神工作委员会，科学技术

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生物学哲学专

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协和医科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河南师范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

构的25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

会议围绕“基因编辑技术”的内涵及

哲学分析、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分

析、基因编辑技术的法律应对、基因编辑

技术的社会规制及推动4个议题进行探

讨交流。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201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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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为更好理解《实施方案》内容，全面推进科协系统深化改革，中国科协对《实施方

案》进行解读，本栏目将分2期刊发科协系统改革方案解读内容，本文为第1期。

勇于自我革新勇于自我革新，，真正成为科技工作者之家真正成为科技工作者之家
———解读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解读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II））

《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实施方案》是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的一项重大

举措。2015年7月召开的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是历史上党

中央第一次召开群团工作会议，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对群团工作的高度重视，在群团事业发展中具有

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系

统总结了群团发展的历史经验，全面分析了群团事业面临的新

形势，强调群团组织要不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坚决克

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发出了新时期推动群团

改革创新的动员令，为群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

视科协改革发展工作，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通过《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

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16年1月，再次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通过《科协系统

深化改革实施方案》。中央书记处和分管中央领导多次听取科

协改革发展的进展汇报，对做好科协改革发展工作给予明确的

重要指示。

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国家主体战略，创新在推动

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动力转换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已经提

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

讲话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人才是支撑发展的

第一资源，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科协是党和政

府联系7000多万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与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科协肩负的重大使

命。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是科协事业发展的生

命力所在，也是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

主战场，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根本保证。围绕这一重要

目标，《实施方案》以鲜明的问题导向，直指科协系统不同程度存

在的机关化、行政化倾向，存在的与科技工作者联系不紧、不亲

的问题，明确三大改革方向，即改革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体制

机制，改革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创新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

品的机制，通过改革不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真正把科

协组织建设成为具有强大生机和活力的党领导下团结联系广大

科技工作者的人民团体。可以说，《实施方案》是中央对科协系

统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科协工

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新时期科协

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新期望。

科协系统深化改革的目标

《实施方案》对科协改革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通过深化

改革，力争从根本上解决科协系统机关化、行政化等脱离群众的

突出问题，所属学会发展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工作手段信息

化、组织体系网络化、治理方式现代化迈上新台阶，科协组织的

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更加突出，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特色

更加鲜明，服务科技工作者、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公民

科学素质提高、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能力明显增强，真正成

为党领导下团结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人民团体、提供科技类

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组织、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更

好地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四服务一加强”是对原有“三服务一加强”的拓展和深化，

也是中央对科协功能定位的进一步要求。中央明确要求中国科

协在国家科技战略、规划、布局、政策等方面发挥支撑作用，努力

成为创新引领、国家倚重、社会信任、国际知名的高端科技智

库。强化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这一内容，使科协组织定位更

加全面准确，任务更加聚焦。

“三型”科协组织的提出，确立了科协组织的新定位、新形

象。“开放型”是指科协组织要体现出在促进开放创新、产学研协

同创新和加强民间科技交流合作方面的独特优势，特别是围绕

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以及重大科技专题、

学科交叉前沿，加大协同创新力度，大力推进海外人才离岸创新

创业基地建设，引导更多海外优秀人才和创新资源向国内流

动。“枢纽型”是指科协组织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体现出不可或

缺的重要作用，形成以学会为主体，各级科协组织紧密互动，联

接政产学研等创新主体的桥梁纽带，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体现价值。“平台型”是指通过改革减少科协组织的机关化行

政化倾向，利用自身高效联动的扁平化组织体系，成为服务高水

平前沿学术交流的平台，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平台，服务科

技工作者成长成才的平台。

科协在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方面的改革措施

中国科协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又是提

供科技类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组织。提供科技公共服务，核心

任务就是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强化这

两重职能，特别是针对资源积累不足、专业化服务能力不强、平

台支撑不力等突出问题，要求科协以调动激发科技工作者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目标，着重从创新服务学术活动机制、优化

学术环境，创新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引导学会助力创新发

展，创新科学文化公共服务机制、建立普惠共享的现代科普体

系，创新服务党和政府决策服务机制、建设开放高端科技创新智

库等4个方面入手，将改革与发展紧密融合，以体制机制的不断

创新释放科协组织服务国家创新发展的强大动能，切实把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在科协事业发展的全局，

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助力创新发展，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

而共同奋斗。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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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的建议关于发展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的建议

·科技建议·

近期谷歌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围棋（AlphaGo）以4:1的成

绩击败了代表人类的世界围棋冠军李世乭职业九段，引发了全

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学术界、产业界，再到职业围棋棋手、社会

大众，都在热议“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智能”，同时纷纷对

“人机大战”进行各种解读和分析。一时间，关于“奇点到来”“强

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意识永生”“人类灭绝”等耸人听闻的

观点，甚至开始引起包括史蒂夫·霍金、比尔·盖茨和埃隆·马斯

克等在内的世界名人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担忧。对人工智能的社

会关注度，确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经历了60年“三起两落”的发展后，以深度学习为主要标

志的人工智能正迎来第3次伟大的复兴。历史惊人的相似，30
年前的1986年前后，社会对人工神经网络与人工智能，拥有与

今天差不多相同的兴奋和憧憬。但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已有了真正的大数据，超级GPU服务器

与类脑芯片正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谷歌（Deep⁃
Mind，谷歌大脑）、Facebook（FAIR）、微软、IBM沃森与百度（百

度大脑）等著名 IT跨国企业，都在持续投入巨资并招聘领军人

才，强力涉足该领域。产业与学术的距离逐步缩短，人工智能初

创企业不断涌现。大多数投融资与产业界预测，未来2~5年，人

工智能应用与产业发展，将迎来真正的爆发期。

作为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

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已将智能制造作为其主攻方向，而智能

制造的基础之一就是人工智能。《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

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表示，要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人工

智能公共创新服务，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突破。科技部部

长万钢在今年的“两会”答记者问时，对我国在人工智能方面迄

今取得的成就予以了肯定。在“两会”上，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

宏和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等，都在积极呼吁将人工智能上升

为国家发展战略。

1 以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为核心，全面开展视觉识别、语音识别

和文本理解等人工智能产品的开发与大规模产业化应用

人工智能是一个影响面极广的关键共性科学问题，也是一

个战略前沿技术，其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均可推动人类社会及其

现代文明的整体进步，因此人工智能的研究意义与重要性可媲

美人类迄今进行的任何一项伟大的科学工程。自2012年开始，

以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为主要标志的（弱）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

已引起全球瞩目。相对于人工神经网络长达近60年的发展历

程，监督学习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在产业界的强力介入下，仅用

了短短3年多的时间，就已在视觉物体识别、人脸识别、手写体

数字识别、手写体汉字识别与交通标志识别等诸多方面，达到甚

至超过人类的分类能力。例如，针对 ImageNet 1000种物体的

识别，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 top-5测试错误率已从 2012年的

15.3%（迄今传统机器视觉方法的最好结果为25.7%），快速降低

至 2016年 2月的 3.08%（谷歌），低于人类 5.1%的错误率。又

如，2014年以来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已成为人脸识别的主流方

法；基于LFW（Labeled Faces in the Wild）数据集，人类的正确

识别率为 97.53%，但 2015年 6月谷歌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FaceNet已达到99.63%，该网络使用了22个卷积层、1.4亿突触

连接权和800万人的2亿张照片。同样也是在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的支撑下，通过应用监督与再励学习，谷歌DeepMind于2015
年2月和2016年1月，在《Nature》上分别发表了关于深度Q-网

络（DQN）和里程碑式的AlphaGo的文章，其中DQN在49种At⁃
ari像素游戏中，29种达到乃至超过人类职业选手的水平，Al⁃
phaGo更是完胜人类围棋顶级高手，引起轩然大波。特别需要

注意的是，IBM 沃森认知计算平台，结合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后获

得了更强的数据分析与挖掘能力，在某些细分疾病领域已能提

供顶级医生的医疗诊断水平；通过发展认知商业，2016年的 IBM
正在率先推动全球人工智能的第一次商业化浪潮与核心业务转

型。目前，深度学习的研究热点正在迅速转向基于深度卷积神

经网络的物体检测与定位/分割能力，其突破将推动人工智能的

实际应用与产业发展。

总之，作为一种感知智能模型，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迄今最

好地模拟了生物视觉皮层中负责识别的腹侧通路，是一种生物

启发的Hubel-Wiesel模型。目前的极深度（very deep）卷积神

经网络，已经使用了数十万个神经元和多达数十亿个突触连接

权参数，在数量上已经接近了生物系统（如皮层功能柱）。在大

数据和GPU计算硬件的强力支撑下，通过直接面向原始真实数

据的分层特征的自动提取等，使机器初步获得了媲美人类的“模

式”识别能力，而这必将成为认知智能乃至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

起点和基石。

2 围绕智能医疗、智能金融、智能保险、智能律师、智能写作和

智能个人助理，加速认知智能的前沿研究

一般来说，感知智能是对感知（perception）或直觉行为的

模拟，如视听觉、触觉等；而认知智能则是对人类深思熟虑（de⁃
liberative）行为的模拟，包括推理、规划、记忆、决策与知识学习

等高级智能行为。目前的前沿研究包括将前述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通过监督学习获得的表达，即所谓概念向量（thought vector）
与推理、注意力、规划与记忆进行有机整合。例如，最近出现的

工作涉及推理/规划、注意力、短期/长期记忆、知识学习、知识蒸

馏和知识迁移等。同时也出现了类似于人类“举一反三”的小样

本概念学习以及基于监督和再励学习的大数据病历或棋谱的自

动阅读与自主知识学习等最新进展，认知智能出现了快速发展，

并应用于包括面向智能医疗、智能金融、智能保险、智能律师、智

能写作和智能个人助理在内的认知商业的端倪。

学习算法一般包括监督学习、再励学习和无监督学习。模

拟人和动物行为学习的再励学习方法，其学习效率介于监督和

无监督学习之间。无监督学习是人工智能的“黑物质”。事实

上，动物与人类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基于无监督学习获得的。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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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邓志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教授。

测性的无监督学习可用来构建并推断世界，“举一反三”地获得

各种“常识”和知识规则。但不幸的是，无论是深度信念网络还

是自动编码器等无监督预训练方法，均进展缓慢，且目前尚缺乏

类似于Hubel-Wiesel模型的现代脑科学研究成果的支持，因

此，认知智能的突破以及强人工智能或“奇点”的到来，仍然是

“路漫漫其修远兮”。

3 面向若干细分垂直领域，布局私有大数据的采集、管理和交

易

AlphaGo、DQN、ImageNet、IBM沃森、谷歌FaceNet、微软

同声传译、百度DeepSpeech等，已见证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强

大能力。深度学习已取得空前成就，弱人工智能正进入所谓“大

数据+深度学习”时代。利用概念向量，以嵌入的方式表达世界，

对特定细分垂直领域是可行的，原因是我们更有可能获得相对

应的大数据。在互联网时代，真实条件下具有标签的私有大数

据，被认为是人工智能产业制胜的关键和法宝。鉴于大数据对

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面向资金与技术雄厚

的跨国企业，为了弥补国内企业的不足，国家确有必要设立若干

专门的国家或省市级大数据采集、清洗、存储和管理中心，例如

针对智能医疗、智能金融、智能保险、智能律师、智能写作和智能

个人助理等，采集与管理巨量患者病例、健康资料、医疗影像、药

品信息、金融服务、保险数据、新闻报道、写作文档等，建立大数

据源公共基础设施与垂直领域知识库，推动公共数据服务与大

数据期货交易等。

4 强力开展超级GPU服务器和ConvNet芯片的研发

在神经形态工程或类脑芯片研发方面，代表性成果包括

IBM的 TrueNorth类脑芯片和高通的Zeroth 类脑处理器，其中

IBM于2014年推出的TrueNorth，集成了100万个发放神经元，

具有2.56亿个突触连接，但功耗仅有63 mW。为了支撑我国人

工智能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必须继续从软件优化的层面加强Ha⁃
doop、Spark和Petuum等高性能分布式CPU/GPU服务器集群

系统的研究，同时从硬件实现角度，颠覆性地攻克非冯·诺依曼

新体制的类脑芯片，如深度卷积神经网络（ConvNet）芯片与其

他神经网络芯片，以及进一步探索量子计算机等，以便提供国际

一流的平台支持。此外，还须进一步面向移动互联网终端（包括

智能手机）、智能驾驶、无人机和家庭/个人服务机器人等人工智

能应用，积极开发类NVIDIA的GPU加速卡和基于FPGA的低功

耗ConvNet芯片等。

5 呼唤中国的DARPA和中国的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平台、机器人、移动互联网及物

联网等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开始扮演着基础性、关

键性和前沿性的核心角色。智能机器正逐步获得更多的感知与

决策能力，变得更具自主性，环境适应能力更强；其应用范围也

从制造业不断扩展到家庭、娱乐、教育、军事等专业服务领域。

通过将大数据转化为商业直觉、智能化业务流程和差异化产品/
服务，人工智能开始逐步占据医疗、金融、保险、律师、新闻、数字

个人助理等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地位，并且不断渗入人们的日常

生活。

由于人工智能的学术与产业距离正逐渐缩短，国家之间的

竞争在不断加剧。主导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美国，凭借谷歌、

Facebook、微软、IBM等 IT巨头，在这一轮新的人工智能大潮

中，又一次占尽先机。尽管我国与发达国家同处产业起步阶段

（大约从2013年开始），百度的深度实验室、科大讯飞的深度语

音识别、香港中文大学的深度人脸识别等在研究基础与技术积

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代差”，甚至在市场规模与政府

支持等方面还具有一定优势；但对中国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

如果坚持“以我为主、创新驱动”的原则，经过努力，还确实存在

“弯道超车”的短期机会窗口。从本质来说，创新的竞争首先体

现在创新体制与机制的竞争。作为一项事关重大的战略前沿基

础技术，我国应积极借鉴对美国超强科技创新体系做出巨大贡

献的科研管理经验，例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PAR）、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具有

创新性组织架构的 Facebook人工智能研究院（FAIR）等，以发

展“两弹一星”的决心，以改革的精神积极创建中国的DAPAR、

中国的人工智能“洛斯·阿斯莫斯”国家实验室与类似FAIR的产

学研协同创新中心。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急

需，通过体系的创新来保障技术与产业创新的实现，打通政产学

研用各环节，解决国内普遍存在的研究层面低（分散封闭、简单

重复、小而全且经费导向的碎片化研究）、研究深度浅（很少涉及

核心技术，缺乏特色与自主创新）的问题，以及克服热衷于世界

排名和个人“头衔”、单纯追求科研经费和论文的功利浮躁心理。

总之，目前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

刻，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来决定其发展方向。建议在国家科技

政策层面进行通篇谋局，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发扬我国“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传统，以国际化视野，全链条布局、一体化实施“十

三五”期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第4次工

业革命即将到来之际，占据有利战略地位，实现我们成为世界强

国的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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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基的人工智能生涯明斯基的人工智能生涯

2016年 1月 24日，国际人工智能

会的共同创始人、框架理论的创立者、

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奠

基人、图灵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和

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马文·明斯基

（Marvin LeeMinsky）因脑溢血与世长

辞，享年88岁。明斯基1927年8月9日
出生于纽约市。1946年进入哈佛大学

主修物理，后来放弃物理改修数学。

1950年本科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

研究生院深造，并于 1954年获得博士

学位，之后留校任教3年。1958—2016
年，他在MIT从事人工智能教学与研究

长达近60年。

明斯基对人工智能的贡献是开创

性的，其科研成果涉及众多领域。《纽约

时报》称他“是一位将科学家对于知识

的渴求与哲学家对于真相的追寻相融

合的人工智能先驱，他的工作也为许多

发明带来了灵感，包括个人电脑和互联

网的诞生。”

差不多与图灵研究机器是否能够

思维问题同时，明斯基也开始研究同一

问题。上大学时，明斯基就对人类智能

和思想奥秘痴迷不已，他深信人脑和机

器在思考过程上没有什么区别。20世
纪 50年代早期，他就开始研究如何用

计算的理念来表征人类心理过程，并在

如何让机器拥有智能这一方面形成了

一些理论。1951年他建造了一台取名

Snare的学习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神

经网络模拟器，其目的是学习如何穿过

迷宫。明斯基综合利用多学科知识，于

1954年解决了使机器能够基于对过去

的行为知识预测其当前的行为结果这

一问题，成为机器思维理论提出者

之一。

1956年夏季，年轻的数学家和神

经学家明斯基与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

麦卡锡（John McCarthy）、IBM 公司信

息 中 心 主 任 朗 彻 斯 特（Nathaniel
Rochester）、贝尔实验室信息部数学家

和 信 息 学 家 香 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等共同发起组织，邀请 IBM公

司的莫尔（More）和塞缪尔（Samuel）、美

国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的 塞 尔 夫 里 奇

（Selfridge）和索罗蒙夫（Solomonff）、兰

德公司的纽厄尔（Newell）和卡内基梅

隆大学的西蒙（Simon）共 10人，在达特

茅斯大学（Dartmouth College）举办了一

个长达2个月的人工智能夏季研讨会，

认真热烈地讨论用机器模拟人类智能

的问题。会上，正式使用了人工智能这

一术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工

智能研讨会，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

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为国际

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出重要的开创性贡

献。图 1为 1950年夏出席达特茅斯会

议的部分代表于50年后共同纪念人工

智能学科诞生50周年合影。

1975 年 明 斯 基 提 出 框 架 理 论

（frame theory），该理论的核心是以框架

形式表示知识。框架（frame）的顶层是

固定的，表示固定的概念、对象或事

件。下层由若干槽（slot）组成，其中可

填入具体值，以描述具体事物特征。每

个槽可有若干侧面（faces），对槽补充说

明。利用多个有一定关联的框架组成

框架系统，就可以完整而确切地把相关

知识表示出来。框架是一种结构化的

知识表示方法，为人工智能知识表示提

供了一种新的有效方法。

明斯基他把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

人技术结合起来，开发出了世界上最早

的能够模拟人活动的机器人Robot C。
他设计并制作了最早的几款光学扫描

马文·明斯基

图1 莫尔，麦卡锡，明斯基，塞尔夫里奇，所罗蒙夫（从左至右） 2006年出席纪

念人工智能学科50周年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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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具有触觉传感器的机械手，促进智

能机器人学的发展。明斯基还于20世
纪 80年代中期创建了著名的“思维机

器公司”（Thinking Machines，Inc．），开

发具有智能的计算机，推出著名的“连

接机”（Connection Machine）系列，把大

量简单的存储-处理单元连接成一个

多维结构，在宏观上构成大容量的智能

存储器，再通过常规计算机执行控制、

I/O和用户接口功能，能够有效地用于

智能信息处理。这应该是当代超速并

行计算机的雏型。

明斯基也是“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的倡导者。20 世纪 60 年

代，明斯基自造 telepresence名词，把它

理解为这样一种设备或环境，它允许人

不需要真正介入事件而体验某种事件，

比如感觉自己在驾驶汽车、在战场上对

阵等，而实际上这些事都没有发生。明

斯基提出的 telepresence可以说就是20
世纪90年代出现的虚拟现实的原型。

明斯基最重要的成果是神经网络

技术。他是深度学习领域的先行者。

除了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取得

该领域成果外，他还于1954年以“神经

网络和脑模型问题”（neural nets and
the brain model problem）为题完成了博

士论文。然而，明斯基与西蒙·派珀特

合著的《感知机》（Perceptron，1969）却

极大地阻碍了神经网络的发展。该书

指出：“神经网络被认为充满潜力，但实

际上无法实现人们期望的功能。”由于

被明斯基这样的权威人士看衰，神经网

络和深度学习技术的研究迅速陷入了

低谷，人工智能进入“暗淡”时期。在

《大脑社会》（Society of Mind，1985）一

书中，明斯基总结了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系列理论，并推测“思考”这一复杂现象

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特定的过程，

就如同在一个社会中协同工作的各独

立个体一样。2006年，他的新书《情感

机器》（《The emotion machine》，图 2）出

版。该书延续了《大脑社会》中的一些

理念，反映了明斯基近 20年期间的研

究成果，是他试图构建未来会思考的机

器人的蓝图，使人们朝着可预见的未来

迈出了一步。后来许多研究证明，明斯

基关于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的一些预

言是错误的。在人工智能的摇篮期，一

个国际人工智能开创者却差点亲手扼

杀了人工智能。如今，以深度学习为代

表的多层神经网络，已是风光无限，最

近 人 机 大 战 中 大 出 风 头 的 谷 歌

AlphaGo，就采用了深度学习算法。深

度学习技术帮助人工智能研究在机器

博弈和问题求解、视觉和语音识别等领

域取得了长足进步。

明斯基的积极思维方法极大地影

响了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他认为，

神经元就如人类大脑的半自主中继器，

而机器与人脑没有很多区别。明斯基

相信，计算机能够完成如执行预定指令

集合多得多的任务，并能够建立称为人

工智能程序的模型。明斯基的开创性

远见如今已经成为现实。《纽约时报》在

明斯基的讣告中引述他的同事、计算机

科学家艾伦·凯（Alan Kay）的评价：“明

斯基在计算领域具有罕见的卓识，认为

计算机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附加机器，

而是有史以来能最大限度增强人类的

能力的放大器。”

明斯基的一生都在探索科学。他

研究数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发现遗传

学有趣但不足够深远，物理吸引力一

般，最后他选择了智能科学领域。他还

参与指导 1968 年的科幻史诗作品

《2001：太 空 漫 游》（2001: A space
odyssey）。他不仅在许多领域都有丰

富的知识，兴趣也同样非常广泛。虽然

他是研究数学、神经学和人工智能的科

学巨匠，但他对音乐也有不少研究。作

为一位颇有建树的钢琴家，他能够弹奏

优美的乐曲。

明斯基这位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

者为人工智能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及

人工智能走向应用贡献了毕生精力，做

出了杰出贡献。他的丰功伟绩将同他

的名字一起永垂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科

学史册，深深留在人们的美好记忆中。

文//蔡自兴

（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图2 《情感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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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林刘成林：：从模式识别到类脑研究从模式识别到类脑研究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概念最早由 John
McCarthy 等 在 1956 年 的 达 特 矛 斯 会 议（Dartmouth
Conference）上提出：人工智能就是通过计算机编程使机器实

现类人智能行为。在60年的发展中，人工智能取得了巨大进

步，现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在过去 20多年中，互联网搜索、视频监控、交通调度、语

音识别、人脸识别、人机交互、机器翻译等技术应用的背后都

有人工智能做支撑。虽然大数据的出现和计算能力的提高

不断推动着人工智能向前发展，但面对时下盛行的“人工智

能热”，保持头脑的冷静非常必要，因为人工智能虽然发展迅

速，但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还有很多挑战性问题有待解决。

《科技导报》邀请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模式

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成林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模式识

别和类脑智能研究进行全方位解读。

模式识别：“慧眼”看世界
随着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出现，50年代人工智能兴起，

（计算机）模式识别在20世纪60年代初迅速发展并成为一门

新学科。模式识别是指对表征物体或现象的各种形式数据

（主要是感知数据，如图像、视频、语音等）进行处理和分析，

以对物体或现象进行描述、分类和解释的过程，是信息科学

和人工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计算机硬件的发展，模式

识别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模式识别技术发展也日臻完善，在

许多领域中已有成功应用。”多年来一直从事模式识别研究

的刘成林介绍称，金融、安全、医学、航空、互联网、工业产品

检测等领域中都渗透着模式识别技术。

刘成林指出，模式识别有 2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生物体

（主要是人脑）感知环境的模式识别能力与机理，属于心理学

和认知科学范畴；二是面向智能模拟和应用，研究计算机实

现模式识别的理论和方法，属于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

的范畴。模式识别基础理论（模式表示与分类、机器学习

等）、视觉信息处理（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语音语言信息

处理（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等）是模式识别领

域的三大主要研究方向。刘成林解释，模式识别是人工智能

的一个分支领域。人工智能是通过计算使机器模拟人的智

能行为，主要包括感知、思维（推理、决策）、动作、学习，而模

式识别主要研究的就是感知行为。在人的5大感知行为（视

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中，视觉、听觉和触觉是人工智能

领域研究较多的方向。模式识别领域主要研究的是视觉和

听觉，而触觉主要是跟机器人结合。文字识别、互联网有害

信息检测、语音识别、生物特征识别（虹膜识别、指纹识别、掌

纹识别、人脸识别等）都是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模式识别

技术。

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在20世纪60年代分离为不同的领

域，21世纪以来出现重新融合的迹象。近年来，深度学习和

大数据的出现推动了模式识别的快速发展，但刘成林认为这

刘成林，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

人工智能（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要警惕“人工智能热”，以冷静的头脑看待科学发展的问题。——刘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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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域还有巨大进步空间，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进展不大，

另一方面有很多挑战性应用问题有待解决。谈及模式识别

的未来，他表示，目前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主流方法有3个明

显的不足：一是需要大量的标记样本进行监督学习，这势必

增加模式识别系统开发中的人工成本；二是模式识别系统的

自适应能力差，不像人的知识和识别能力是随着环境不断进

化的；三是模式识别一般只进行分类，没有对模式对象的结

构解释。

人工智能新进展：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方面，简单来讲，它是

使机器通过从数据学习获得模型和知识（也就是获得智能）

的过程。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是机器学习的一个新的分

支和一类重要方法，其主要思想是对多层人工神经网络进行

学习获得自动特征提取和模式识别能力。在刘成林看来，深

度学习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主要得益于 3方面的基础：一是

深度学习理论和算法的提出，二是计算能力（主要是GPU并

行计算）快速提高，三是大数据的出现。

2006 年，神经网络领域泰斗级人物 Geoffrey Hinton 在

《Science》上发文首次提出深度学习的概念，掀起了一股新的

研究浪潮。“简单说来，深度学习就是深度神经网络的学习。”

刘成林说，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和

语音识别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类脑神经系统结构

的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可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深度学习发

展的10年时间中，随着Google、Facebook、Amazon、微软、百度

等的加入更是加速了深度学习的发展，目前深度学习已经广

泛应用到网络搜索、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文字识别、无人驾

驶等领域并且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体验。深度学习在许多

领域带来机器智能水平的突破性提高，让人觉得机器智能通

过图灵测试不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了。

2016年 3月与围棋九段李世乭进行对战的谷歌围棋软

件AlphaGo就是应用了深度学习的技术；在计算机视觉领域

里面，最前沿的是对视频内容的理解（人物、目标、行为的分

析和理解），刘成林说，这里面也用到了深度学习的方法；语

音和语言信息处理领域目前性能最好的方法也是利用了深

度学习。

人脸识别（图片来源：新浪科技）

手写文本识别：同时对文字进行切分和识别

（图片来源：刘成林）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关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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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脑智能研究初探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和神经网络理论的

发展，面对大数据时代对智能计算的需求，以及传统人工智

能速度学习方法的不足，科学家开始将研究重点投向类脑智

能，即脑启发的智能（brain-inspired intelligence）。刘成林说，

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人类对大脑神经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有

了很大的进步，同时认知科学领域对人的智能行为（包括学

习、记忆、注意、推理、决策等）机理有深入研究。这使得从大

脑神经系统结构和认知行为机理获得启发，研制具有更强信

息表示、处理和学习能力的智能计算模型与算法成为可能。

类脑智能就是以计算建模为手段，受脑神经机理和认知行为

机理启发，并通过软硬件协同实现的机器智能。类脑智能系

统在信息处理机制上类脑，认知行为和智能水平上类人，其

目标是使机器以类脑的方式实现各种人类具有的认知能力

及其协同机制，最终达到或超越人类智能水平。

用人工神经网络模拟大脑的智能计算功能，早在20世纪

40年代就开始了研究。刘成林说，人工神经网络可以算是类

脑计算的一个模型，它是对大脑神经系统的一种粗糙的模

拟，建立的分层神经网络系统与实际大脑的结构有一定差

距，但是这种粗糙的模拟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现在建立的神经网络系统层数比较多，算法与过去相

比也复杂很多。20世纪80年代，随着多层神经网络训练的误

差反向传播算法（BP算法）得到推广，人工神经网络已经是模

式识别和人工智能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方法，其研究和应用

形成了一个热潮。在 20世纪 90年代，随着泛化能力更强的

支撑向量机出现，神经网络再次走向低潮。2006年，凭借深

度学习的提出和广泛应用，人工神经网络再次跻身人工智能

领域最前沿之列。

从大方向讲，类脑智能研究主要有硬件和软件 2个方

面。”刘成林说，软件研究又有2个角度，一是使智能计算模型

在结构上更加类脑，另外一方面是在认知和学习行为上更加

类人。2个角度的研究都会产生有益的模型和方法。比如，

模拟人的少样本和自适应学习，可以使智能系统具有更强的

小样本泛化能力和自适应性。

硬件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研发类脑新型计算芯片，如神经

网络计算芯片，目标是相比当前的CPU和GPU计算架构，提

高计算效率和降低能耗。目前人工神经网络主要在通用计

算机上编程来实现，能耗比较高。例如一台计算机的功率大

概是 200~300 W，一台GPU服务器的能耗至少是 2000 W，而

人脑的功耗只有20 W。所以刘成林说，计算机实现大规模人

工神经网络的能耗非常高，因此研发新型的神经网络计算芯

片，降低能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提到未来的类脑智能研究，刘成林认为应该在结构类脑

和行为类人方面更加深入。目前不管是神经结构模拟还是

学习行为模拟都是比较粗浅的。以学习为例，当前主流的监

督学习是比较“粗暴”的学习方式，即一次性给予大量的类别

标记数据对人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而要收集大量标记数据

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人脑的学习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从小

样本开始，不断地随环境自适应。这种学习灵活性应该是未

来机器学习的一个主要研究目标。

谈及目前中国即将上马的“中国脑计划”（“脑科学与类

脑研究”），刘成林透露，中国脑计划的基本框架是一体两翼：

一体是脑认知功能研究，从脑科学和神经科学角度研究脑神

经结构和认识功能；两翼是脑科学应用研究，一是脑疾病的

诊断、预测、治疗，另一方面是类脑智能研究。刘成林还展

望，将来类脑智能和当前主流的基于传统计算的人工智能方

法将并行发展，相互取长补短。另外，从应用的角度，人与机

器协同工作，人的智能与机器智能互补也是一个必然趋势。

文/祝叶华（《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人工智能与李世乭对弈漫画（图片来源：新华社）

生物神经元模型示意（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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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凯余凯：：具有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将改变具有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将改变
世界世界

《科技导报》：谷歌 AlphaGo获胜

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相比其他围棋程

序，有哪些技术突破和创新？

余凯余凯：：我认为谷歌AlphaGo有两个

创新，第1个创新是在传统增强学习的

框架里采用了深度学习的算法，第2个
创新是通过机器的自我对局，在不需要

人类历史数据的情况下，也能够不断地

提升计算机算法下棋的水平。

具体来讲，这次谷歌AlphaGo里用

到 的 算 法 叫 深 度 增 强 学 习（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那这是一个什

么方法呢？首先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机器学习框架，那这

个机器学习框架主要目的是做一系列

的决策，取得最终的某一个目标。

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的框架通常

有两部分，一部分叫做估值函数 value
function，另 外 一 部 分 叫 策 略 函 数

policy function，这次谷歌算法的创新在

于，将估值函数和策略函数均用深度卷

积神经网络（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表示。

这样改变、创新一下，效果变好的

原因是什么？主要是由于围棋棋局首

先它的棋盘的状态空间特别复杂，整个

状态空间数目加起来，比宇宙中原子的

总和还要多，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状态空

间，评估它的局势（value function），还

有如何走子下棋（policy funcition），是

非常困难的。

第 2个难点在于估值函数和策略

函数非常不连续，所谓不连续是什么意

思？就是在棋盘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如

果有一招棋走错，有可能满盘皆输，所

以说有一点微小的扰动，整个盘面会非

常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函数非常不

连续，就意味着这个函数非常复杂，通

常来说，如此复杂的函数是很难表

示的。

那么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一方面能

够比较充分地表达复杂的棋盘的状态

空间，另一方面可以表达复杂的函数。

这个主要是机器学习模型算法的

创新，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增强学习是

一个机器的话，那么这个机器上有两个

齿轮，一个齿轮是评估函数，评估一个

棋局，局势怎样，是改善了还是变差了，

另一个齿轮就是策略函数。谷歌关键

的一个创新就是将用深度神经网络来

实现这两个齿轮。

另外一个很大的创新，如果是传统

的自动学习算法，它会很自然地想到采

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棋局来学习，但是

谷歌的算法有一个很大的创新就是通

过蒙特卡洛树搜索（Monte Carlo Tree
Search）的方法，让机器能够自我对决，

然后提升整个系统的棋艺。主要是提

升 value function的精度。

余凯，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创始人&CEO，曾任百度 IDL常务副院

长、百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等

2016年 3月，谷歌围棋AlphaGo与韩国围棋名将李世乭的巅峰对决备受关

注。赛前，人工智能界、围棋界以及关注人工智能和围棋的爱好者，就已经有了

众多猜测。AlphaGo连胜3局之后，第4局李世乭的“神之一手”和AlphaGo第79
步的失误，让李世乭获胜1局，而最终AlphaGo以4∶1战胜李世乭。对于AlphaGo
的表现引发热议，众说纷纭，为此《科技导报》专访了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CEO、

机器学习专家余凯。对于 AlphaGo 与李世乭对弈的出色表现，余凯表示谷歌

AlphaGo有两方面的技术创新。对于AlphaGo第4局的失误，余凯表示是结构性

的，是可以修正的。当谈及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时，余凯表示：AlphaGo的

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从感知到决策发展，会从更多方面影响人类生活，将改变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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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想法，也就是说

在不需要学习人类历史棋局的数据的

情况下，计算机通过自我对战就能够提

升棋艺，只要加入足够的计算机资源，

有足够的时间，AlphaGo就可以不断提

升自己，而不需要人类的历史数据。这

个是非常巧妙、聪明的做法。

《科技导报》：观看了比赛，您认为

谷歌AlphaGo是无懈可击的吗？在第

4局比赛中输了的原因是什么？

余凯余凯：：在AlphaGo与李世乭比赛之

前，接受网易新闻采访时，我就预测这

次 机 器 会 赢 。 当 然 也 不 能 认 为

AlphaGo 是无懈可击的，肯定存在弱

点，就像提到的第 4局对战中，它走出

了一些并不是很好的棋，在第 79步的

时候，AlphaGo走棋不是很好，但是一

直到第87步时，其内部的估值函数、估

值网络才意识到，这个 79步走的不是

特别好。这里面可能暴露一些结构性

的问题，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有可能是因

为它的蒙特卡洛树搜索前向搜索不够

深，这个树的搜索技术的深度不够。还

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估值网络在有的盘

面上不一定精准，但是这种结构性的错

误通常不是随机错误，所以是可以去修

正的。

相比而言，人类更容易犯一些随机

性的错误，整体来讲这 5局下来，可以

看出人类棋手李世乭的发挥并不是非

常稳定。

《科技导报》：在对局中，AlphaGo
与人类棋手的思维方式最大的不同是

什么？

余 凯余 凯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AlphaGo是绝对的理性。它做一系列

决策都是为了最终赢棋，至于是不是赢

得很优美，其实机器是不在乎的。

我记得当时在第2局比赛的时候，

我和俞斌九段、古力九段在腾讯视频主

持现场直播，俞斌九段和古力九段当时

对 AlphaGo 的一些走法感到很困惑，

AlphaGo有时候下出来的棋是他们所

谓的俗手，俗手是从小围棋老师就教他

们不能下的，因为不管这个棋有没有

用，这样的棋下起来不好看、不优美。

人类下棋是带着情感在里面的，一种美

学，不光是要赢，而且要赢的优美。

第2点很大的不同就是，特别在中

盘以后，AlphaGo很明显地表现出更好

的全局观，不会纠缠于局部得失，而是

更多地关注整个全局的把控，而且有时

会牺牲局部利益。

《科技导报》：这场胜利能说明机器

比人类更聪明了吗？

余凯余凯：：当然不能这样说，单对围棋

对弈这件事情来讲，可以说机器战胜了

人类，但是围棋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方

面，而且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围棋是一

个人类智慧巅峰体现的智力游戏，但是

我并不这样认为，围棋其实是一个相对

简单的问题。

围棋这样一个问题，是一个在完备

信息下的决策问题，什么叫做完备信息

呢？就是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全部在棋

盘的这个方寸之间，任何信息都不缺。

而人类实际生活中遇到大量的问题，所

获得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在这种不完

全、非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去判断？这

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比如说投资这件

事，最终优化的是年终的投资收益，每

天都要做很多的决策，比如说买进卖

出，买多少卖多少，买哪个卖哪个，对于

这种决策，所有的信息都是根据掌握的

台面上面看的信息，但是还有更多信息

是看不到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怎么

做决策，这个问题比围棋难得多。

《科技导报》：以后任何一台安装了

这款程序的计算机与人对弈都可以取

胜吗？还是有特殊要求？

余凯余凯：：这个当然很难说，因为这次

比赛结束以后，我相信很多人类棋手会

仔细研究AlphaGo下棋的套路，所以人

类棋手的水平也会提升。如果用今天

的AlphaGo，它不再继续提升的话，用

一台装了这样算法的计算机，与棋艺提

升的人类棋手对弈，不一定会赢。

当然我相信 AlphaGo会不断地去

自我提升，所以它只要持续自我提升，

人类是很难赶超的，几乎不可能。

我需要指出来的一点，AlphaGo不
是一个程序，它是背后几千台服务器同

时并行计算。

《科技导报》：围棋发源于中国，很

多世界高手都在中国，如果中国做围棋

软件是否一定比AlphaGo强？

余凯余凯：：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其实

AlphaGo研发团队里面，绝大部分人都

不是棋手。有的人以前根本就没有下

过围棋，他们只是说研发了一个可以自

我学习的深度学习算法。只要这个算

法本身能够自我学习，实际上，不需要

研发者以前下过围棋，这个算法本身也

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科技导报》：在 AWE2016“服务

机器人与智能生活高端论坛”上，您做

了“构建服务机器人的大脑”的报告，未

来机器人的大脑具备思考、自学习的能

力吗？会不会有思维和情感？

余凯余凯：：对的，未来人工智能的系统

大脑应该是具备这种思维能力的，但是

要说情感，我想未必，至少目前我没有

听说任何可以产生情感的计算机程

序。当然在这个事件上，也没有证伪，

所谓证伪就是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就

是说计算机未来不能这么干，因此这个

目前还是一个开放型的命题，但我想在

至少最近的 10年、20年的时间里是不

会有这种产生情感的机器。而我自己

的感受来讲，未来机器是不会有情

感的。

《科技导报》：未来人类与人工智能

将会以什么模式相处？

余凯余凯：：未来人工智能与人类相处的

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延续以前科

技的发展，以人为中心，延展人的体力

和脑力。比如外骨骼机器人，比如个人

助理，它知道你想要做什么，然后帮助

你去做，这个是人类能力的延展。

第2种共处的方式，机器人是一个

相对自主的、自我行为、自我决策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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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基本上独立于人的意志而存在，但

是它存在的意义，还是人类的伙伴，帮

助人类做一些比如家务、驾驶、在工厂

生产线上制造产品等的事情，我觉得这

种形式是未来人工智能与人类共处的

一种新的形态。

《科技导报》：您之前一直从事深度

学习的研究，您能否讲下，深度学习可

以帮助解决实际中的什么问题，广泛应

用在哪些方面？

余凯余凯：：深度网络学习在AlphaGo里
面体现了强大的实力，引起了世人的极

大关注。实际上，它的威力是在 2006
年开始逐步显现。2006—2016年，10
年的时间，深度学习让很多过去不可能

的事情变成可能。比如说，举一个很重

要的例子——语音识别，在 2006年语

音识别是一个让人很绝望的领域，大家

都觉得花了 20、30年的时间去研究这

个问题，但是最后做出来的系统是完全

不可用的，识别率只有 60%～70%，而

深度学习用于语音识别，一下让语音识

别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从完全的不可

用，变得可以成为产品，并且变得越来

越好。

我从 2012年开始做语音识别，当

时做了中国第一个基于深度神经网络

的语音识别系统，第一次发布，语音识

别率达到85%，当时这已经是最高的一

个语音识别精度。语音识别技术其实

从 2012年发展到现在，在安静的环境

下，正常的口音的语音识别率已经达

90%以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

而且每年都在不断地往前推进。在未

来几年内，我觉得语音识别会做的非常

成熟，这完全是深度神经网络带来的突

飞猛进的进展。

另外一个领域是图像识别，这也是

人工智能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过去

做的也不是太好，现在因为深度神经网

络的发展，使得这个图像识别技术也是

一日千里。

2006—2016年，这10年的时间，深

度学习解决的是感知的问题。而

AlphaGo这件事情的标志性意义就在

于它可以从感知到决策，那也就是说深

度学习不光可以让计算机系统能够感

知复杂棋局的趋势，也可以决策下步棋

往哪里走，这就非常了不起了，说明人

工智能系统可以改变世界了。

以前的人工智能系统，即使感知做

得好，顶多是知道，但不行动，不行动的

话，就无法真正地去改变世界。现在有

了这个决策的行为就不一样了，这样的

决策会应用在很多领域，比如自动驾

驶，自动驾驶需要有感知，感知周围路

况怎样，前面有没有行人等，那么在有

感知的同时做决策，开快一点还是慢一

点，左边还是右边。最终通过一系列的

决策去优化一个最终的目标——安全

便捷地到达目的地。

这些技术也会用在很多方面：比如

用于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提高劳动生产

的效率；用于家庭产品、家居产品，使其

更加智能；使基于大数据的医疗更加精

准，也会使金融的投资越来越智能、越

来越精准。

而这一系列技术的发展是会改变

世界的。

《科技导报》：请您预测下未来人工

智能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余 凯余 凯 ：：我认为有 3 个最重要的

趋势。

第1个大的趋势，感知跟决策结合

为一体的这种系统，向很多垂直应用领

域横向扩展，包括家居、自动驾驶，也包

括工业机器人、医疗等，这是一个趋势。

第2个趋势，我认为随着这个算法

的演进，相应的计算架构也会发生变

化，这反应在一个云端的、大规模计算

的架构，并行的架构，也包括在处理器

这个层面，就是新的处理器、半导体处

理器的设计，使其能够更加高效地去处

理深度神经网络计算这样的问题。

第 3 个趋势，除了感知和决策以

外，认知层面会继续往前，取得长足的

进展。目前认知做的还比较差，比如说

现在的这个语音系统可以将声音信号

转化为文字，但是文字讲的什么意思，

现有的计算机系统还不能够了解。如

何了解语义，以及语义里面所包含的知

识，怎么获取知识，然后形成自己的知

识体系，并且去推理产生新的知识，这

些含有更高层的自我认知层面的问题

还有待解决，未来10年的话，这方面会

有长足的进展。

文//刘志远（《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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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韧吴韧：：计算机围棋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计算机围棋是人工智能技术的
充分体现充分体现

自Google宣布AlphaGo 2016年1月5∶0战胜欧洲冠军樊

麾，并于3月份挑战世界冠军、韩国围棋名将李世乭以来，引

起了世界各界的广泛关注。围棋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代表人

类智力巅峰的益智游戏，因其搜索空间巨大，成为人工智能

进攻的“最后高地”。为了证明公司人工智能（AI）的实力，世

界各大AI公司不约而同巨资投入在研发更为强大的人工智

能，并用计算机围棋来进行检验。在谷歌 AlphaGo 之前，

Facebook就已大力投入在围棋AI的研发中，而AlphaGo论文

在《Nature》上发表之后，日本在 3 月 1 日发布了“Deep Zen
Go”围棋项目，甚至打出了超越AlphaGo的口号（图 1）。而

2016年 3月 7日，在由异构智能公司（NovuMind）、极客帮创

投、聂卫平围棋道场联合召开的“异构智能·对弈未来”发布

会上（图2），NovuMind创始人兼CEO吴韧宣布启动异构智能

的人工智能项目“异构神机”，并计划在年内对战世界级围棋

选手。为全面解读“异构神机”的研发状况，《科技导报》采访

了计算机博弈专家吴韧。

吴韧，异构智能公司创始人兼CEO，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异构计算、计算

机博弈专家。

图1 日本宣布进军围棋人工智能（图片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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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神机”拥有最好的棋感
吴韧早期从事计算机博弈领域的研究，在1991年研发出

一款名为“梦入神机”的中国象棋软件，曾两度获得计算机象

棋奥林匹克比赛冠军，并在倚天象棋网站中，击败多位象棋

大师和特级大师，以不败战绩登顶，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当谈及“异构神机”与“梦入神机”有何关联时，吴韧表

示：“梦入神机”采用的是启发式搜索为主偏计算的方法，追

求的是最简练但足够的知识，用最好的算法搜索最小最优的

对策树，再辅以最高效的实现和最强的硬件，以达到最强的

智能，这种简单暴力的做法很多情况下也就是最美最有效的

做法。而“异构神机”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基于深

度学习的方法，而其智力来自于异构高性能计算。

过去计算机围棋最难的一个方面是巨大的搜索空间限

制了传统的基于搜索的方法在围棋中的应用，而基于知识的

围棋程序又根本无法达成的人类一个最基本能力，也就是所

谓的“棋感”，2006、2007年以来最成功的蒙特卡洛树搜索也

因为没有“棋感”，所能达到的效果不甚理想。

增强棋感是人类棋手梦寐以求，同时也是最难的，一点

点的进步可能需要数年的努力。为了解决计算机围棋棋感

的问题，“异构神机”构建了棋感深度神经网络。“围棋棋感的

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像识别和分类的问题，给定当前的

棋局，判断出361个点中哪一个是应该下棋的地方，而对于图

像识别，尤其是细类图像识别，深度神经网拥有远超人类的

能力，这个能力来自于巨大的训练数据，巨大的神经网以及

巨大的计算能力支持的训练。”吴韧认为“棋感神经网络是

‘异构神机’的一个关键部分，在这方面‘异构神机’做得比

AlphaGo更好，同样的训练数据，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深度神

经网络。实际上，在训练各种巨大的非常智能的神经网方

面，NovuMind和世界任何一家公司相比都毫不逊色。”

“人机对弈”促进人类与机器互相学习
“异构神机”目前仍然为测试版，但基于异构高性能计算

平台，采用公开的专家对局和自我对局来进行训练，凭借深

度学习训练而来的棋感与蒙特卡洛树搜索的结合，已经战胜

多位业余高段围棋选手，甚至战胜过围棋专业四段棋手，而

这一切，都是在一台笔记本电脑的计算能力下达到的，充分

显示了其棋感神经网络的威力。需要指出的是这台笔记本

电脑是AlphaGo对战樊辉二段所用计算资源的1/15000。
对于“异构神机”挑战专业棋手，吴韧表示，这并不是为

了证明谁更聪明。这个比赛可以成为一个检验人工智能发

展的里程碑，但同时也是促进作为中国国粹之一的围棋艺术

向更前推进的力量。“我希望这样的竞赛永远不要停止，因为

人可以向机器学到更聪明的棋步，而机器也通过学习，变得

更加聪明。人和AI一起学习并达到新的高度，这才是真正、

持续比赛的终极意义。机器智能不是为了战胜和取代人类，

而是让人类变得更加智能。这本来就不应该是零和而应该

是双赢。我们想要看到人类棋手和机器棋手一起下出新的

巅峰对局，AlphaGo和李世乭的对局质量并没有达到这个要

求。”

NovuMind主要研发让人类生活更加简单、美好的人

工智能产品
对于AlphaGo以 4∶1击败李世石，吴韧也表示，AlphaGo

的进步是让人惊讶的，之所以Google、Facebook的计算机围棋

走在前列，并不是因为研发者围棋下得好，而是因为Google、
Facebook在人工智能领域走得更远。“围棋程序只是人工智

能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的副产品，Google和Facebook
等公司在人工智能上不计成本的投入，未来的回报也是不可

估量的。”

吴韧领导的NovuMind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和异构计算，用异构高性能计算获得更高智能的公司。在人

工智能的诸如图像识别、图像语义切割、视频分析、立体视觉

等很多方面走到了相关研究前沿。“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

开展‘异构神机’这个项目，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异构神机’

是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副产品，”当谈

及“异构神机”开发背景时，吴韧解释道：“图像识别、视频分

析、计算机围棋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其实它们所采用

的却是同样的关键技术。我们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深度神经

网的训练体系，得到了包括围棋在内的许多的超级智能，而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智能甚至可以共享神经网络的

形式甚至参数。”

NovuMind公司从成立开始，便致力于研发最先进的人工

智能技术，并将其应用到物联网，让物联网中的物变得更加

聪明，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简单和美好。吴韧表示，可以把异

构智能的研究看作是一个完成的系统，包含芯片、软件、算法

等各种组成部分，帮助人类解决某一些具体的应用。

文/刘志远（《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图2 2016年3月7日，“异构智能·对弈未来”

发布会现场（图片来源：新浪网）

63



科技导报2016，34（7）

人工智能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助燃剂助燃剂”：”：机器学习机器学习

随着统计建模、基础数学、计算机

系统、芯片设计以及应用数学等领域投

入的加大，以及神经科学的不断进步，

机器学习基础科研领域得以快速发

展。作为人工智能的分支之一，机器学

习的发展又推动了人工智能的不断进

步。机器学习是一种让计算机能够通

过经验不断提高自身性能的学科，可使

计算机在未事先明确编程的情况下做

出正确反应。在过去 10年中，机器学

习已经在自动驾驶汽车，实用语音识

别，有效网络搜索，以及提高人类基因

组认识方面带来大量帮助，在数据挖

掘、自然语言处理、信贷决策、医学诊

断、生物信息学、电力监控、网络入侵检

测、天气预报、工业控制等领域也已有

广泛的应用。

《科技导报》邀请南京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俞扬解读新一轮

人工智能革命下机器学习的发展现状。

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中“技术进步”

和“社会进步”不能混淆
“人工智能已经迎来第3次发展浪

潮，如何看待这袭来的第 3次浪潮，首

先不能混淆‘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

两者的概念。”俞扬说，人工智能的概念

自1956年被提出后，就快速进入了第1
阶段的发展时期。到 20世纪 60年代，

人工智能程序已经能够自动证明出罗

素《数学原理》第 2 章中的大部分定

理。20世纪 70年代末，人工智能发展

“遇冷”，一度进入“人工智能之冬”。而

后知识的引入使得人工智能进入第 2
次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机器能

够发挥其快速推理的作用，“专家系统”

的成功应用掀起了人工智能的热浪，但

随着日本五代机计划的破产，“人工智

能之冬”重演。直到20世纪90年代，机

器学习的出现使得从数据中自动提炼

知识成为可能，现如今，人工智能第 3
次发展浪潮已全面袭来。

俞扬认为，虽然人工智能迎来了第

3次发展热潮，但“人工智能威胁论”尚

不成立，人工智能发展“奇点”也未来

临。在谈及人工智能发展时，他说不能

混淆“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两者的

概念。俞扬举例称，蒸汽机带来了工业

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生产力，改变了

人类社会。但这巨大进步，并非是蒸汽

机本身的进步，因为如果依照“奇点”理

论推算，蒸汽机应当迅速发展，而实际

今天的汽车、飞机并没有使用蒸汽机。

同时还可以看到，从蒸汽机到工业革命

的过程，经历了蒸汽机原理的发现、蒸

汽机工艺的提升、蒸汽机使用的普及，

以及普及后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推进。

俞扬提到，如果分开看，蒸汽机的原理

从发现起就不再变化；不断被人类打造

升级的，是蒸汽机的工艺，让蒸汽机效

率更高、价格更低、使用更安全方便；随

后蒸汽机的普及使得生产力大幅上升，

从而改变了社会。技术的进步，可以为

人类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这是“社会

进步”的层面，而技术本身的发展，则是

“技术进步”的层面，这两者完全不同。

社会关系的跃变，并不能说明技术出现

了“奇点”。

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出现奇点？俞

扬还是以蒸汽机为例，他说在弄清了蒸

汽机的原理后，人类不断精化工程工

艺，使最初只能推动锅盖的蒸汽能够驱

动轮船。但要注意的是，原理上的不

足，只有通过发展新的原理来解决。蒸

汽机的原理并没有任何变化，工程工艺

的精化无法克服原理上的先天缺陷，因

此，尽管蒸汽机有了长足发展，但在许

多地方还是被内燃机取代，这也就是在

原理上有了进步。因此可以观察到技

术的进步，是如图 1中红色曲线一般

“S”型发展，但如果只看发展的前部分，

就容易中了“奇点”理论的“陷阱”。

俞扬说“奇点”理论中一个有力的

“证据”是芯片发展的“摩尔定律”：英特

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在 1965年预

言，半导体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和电阻

数量将每年增加一倍。每年翻番也就

俞扬，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现为国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 IJ⁃
CAI’15高级程序委员、IJCAI’16宣传主席、 IEEE计算智能协会数据挖掘与

大数据分析技术委员会委员、IEEE计算智能协会演化计算技术委员会委员、中

国人工智能学会机器学习专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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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呈指数增长，如果保持这样的速度，

“奇点”很快就会到来。而事实上，1975
年摩尔将预言修改为每2年增加一倍，

摩尔定律从早期的预言转变为后来的

指导原则，每年各芯片厂商都在为实现

摩尔定律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而在

2016年，新发布的国际半导体技术发

展路线图不再以摩尔定律为指导，“摩

尔 定 律 失 效（the chips are down for
Moore’s law）”的 报 道 也 登 上 了

《Nature》杂志。俞扬还提到，从20世纪

90年代到 21世纪初，电脑CPU主频迅

速增长，如今电脑 CPU的主频与几年

前并无差异，CPU的发展方向从“高速”

变成了“多核”，又在向“低能耗”转变。

这些所有的现象，都体现的是“S”型发

展，“奇点”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2016年3月谷歌围棋软件AlphaGo
战胜李世乭时，俞扬说，我们可以期待

人工智能的进步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更好，同时也需了解到，AlphaGo是站

在10年前出现的原理的肩膀上。10年
前的原理突破带来今天的技术颠覆，10
年后的颠覆也必然建立在今日原理的

突破上，而这需要长期基础研究的探索

和积累，绝不是一蹴而就。

机器学习“助燃”人工智能革命
“在人工智能60年的发展历程中，

机器学习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催化剂’作用。”俞扬说，机器学是机

器（计算机）通过算法，使计算机在存储

的大量历史数据中挖掘所需信息，并从

中学习规律，进而智能识别新样本或预

测未来。机器学习属于人工智能的一

个分支，也是目前计算机科学中最活跃

的研究分支之一。随着机器学习的快

速发展，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

多的学者投入到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

中。2010年图灵奖得主美国 Harvard
大学 L. Valiant教授和 2011年图灵奖

得主美国UCLA大学 J. Pearl教授都是

机器学习领域的学者。

在俞扬看来，机器学习可以被划分

为“机械学习”、“示教学习”、“类比学

习”和“归纳学习”4种类型。计算机计

算能力、通讯能力和存储能力的快速发

展，也促使人类收集数据能力的显著提

高。在对利用数据需求的增加与归纳

学习的发展相互促进作用下，自 20世

纪 80年代以来，归纳学习成为机器学

习中被研究最多、应用最广的分支。归

纳学习的目标是从个例数据中进行抽

象、发现个例背后的规律。以挑西瓜为

例，当看到一个根蒂卷曲的西瓜切开是

个熟瓜，另一个根蒂青硬的西瓜切开是

个生瓜，归纳学习就能从这2个样本中

总结出瓜的生熟与根蒂之间的关系，关

系存储在机器学习模型中，该模型并能

够将归纳出来的关系用来挑选其他

西瓜。

这样的归纳学习称为“监督学习”

（图2），可以想象为有一个老师给出了

一批训练的题目（样本）和每个题目的

答案（标记），监督学生（机器）学习，把

题目和答案对上。在AlphaGo中也使

用到了监督学习：从十余万盘人类对弈

的棋谱中学习如何落子，棋盘上的摆子

就是样本，这一局棋胜方的落子则是标

记。通过监督学习，AlphaGo训练了模

仿人类落棋的神经网络。

监督学习需要样本与标记一一对

应，而标记通常是由人类专家给出，因

此标记的获取非常昂贵，数量相对稀

少。归纳学习中除了有监督学习，还包

含从没有标记的样本中学习的“无监督

学习”，以及介于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

习之间的“弱监督学习”。强化学习可

以看作是一种弱监督学习，它的数据标

记需要靠自己探索来获得，往往需要经

过多次决策的探索才能获得标记。例

如利用强化学习来学习下围棋，可以通

过让机器自己跟自己对下来进行，在下

棋中产生很多棋局，但这时由于没有监

图1 技术进步发展（图片来源：俞扬）

图2 监督学习示意（图片来源：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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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标记，并不知道每一个棋局应该落哪

颗子是正确的，而只有下到分出胜负

时，才能倒推之前落子的好坏。这里下

棋直到分出胜负就是强化学习中的多

次决策，胜负就是强化学习的标记。在

AlphaGo使用监督学习训练后，又进一

步使用了强化学习来通过自我对弈提

高自己的棋力（图3）。
关于机器学习的更详细内容，俞扬

推荐了最近出版的周志华教授所著《机

器学习》一书。除此之外，俞扬也提到，

机器学习不仅在需要“智能”的领域被

广泛应用，近年来也逐渐渗透到计算机

“底层”研究领域中，例如编译器、软件

工程和处理器设计方面，同时，计算机

其他领域也出现了专门围绕机器学习

的发展，例如面向机器学习的处理器芯

片、分布式系统、编程语言等等。

目前，许多互联网公司也都看到了

机器学习的广阔前景，在机器学习理论

及应用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初步

研发出了实际应用产品。例如，谷歌公

司的“Google X”实验室开展的“谷歌大

脑”的项目中，学习系统在利用大量数

据训练之后，这个系统初步具备了自我

学习能力。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学习

系统之一，其由 1.6万台计算机处理器

连接成。自我学习能力的提升，使谷歌

图片搜索不再依赖文字描述就可以得

到确切的图片，也有助于提供谷歌无人

驾驶汽车以及谷歌眼镜的性能（图4）。
关于机器学习模型，深度人工神经

网络模型由于取得了成功应用，最近引

起了大量关注。深度人工神经网络是

模拟生物神经元和神经元的连接构建

的机器学习模型，然而在俞扬看来，深

度人工神经网络与其说是生物神经网

络的模拟，不如说是一种数学模型，目

前主流人工神经网络的学习都依赖具

体的数学推导，与生物神经网络的学习

相去甚远。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易于

操纵的模型，因此可以根据科学家的灵

感来构建，并且易于并行处理。然而它

也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例如难以把握其

学习性能等。虽然最近深度神经网络

的关注度增长迅速，历史上同样发生过

神经网络火热和冷淡的交替，因此长期

来看应当是多种机器学习模型并驾齐

驱、优劣互补、螺旋上升的发展道路。

机遇与挑战并存
如果我们理解“互联网+”的目的

是利用互联网准确获知每一个用户的

需求，从而提供高度个性化的产品和服

务，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说是不可或

缺的。俞扬强调说，如何理解每一个用

户的倾向、预测用户需求的发生、匹配

最能满足需求的服务等问题，即是发挥

人工智能技术的好机会，又是验证技

术、提出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契机。

“人工智能技术近年来有了显著的

进步，必然也会迅速普及，应用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这也许就是我们正在迈入

的‘人工智能+’时代。”俞扬说。国际

人工智能联合大会主席、香港科技大学

计算机系主任杨强教授也曾提到，“现

在中国人工智能的水平和国际几乎没

有差距”，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中，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都将保持世界前列，并有望引领国际人

工智能的发展。

文//祝叶华（《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图3 强化学习示意（图片来源：俞扬） 图4 谷歌大脑示意（图片来源：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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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时代来了时代来了

2015年10月和2016年3月，谷歌围棋软件AlphaGo 与围

棋大师的2轮“人机大战”再掀人工智能热议。2016年3月27
日，数字中国联合会发布的《2015中国 IT产业发展报告》预

测，2016年 IT产业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人工智能进入规模

化和应用阶段”。

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针对吸引全球视野的人工智

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也在抓紧制定《互联网＋人

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以期在“十三五”期间借助人工

智能技术的创新引领作用，带动国家经济社会智能化水平的

提高，进而带动 IT产业的全面发展，实现整体跃升。《科技导

报》邀请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邓志东解读正在走入的“弱

人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发展“奇点”还未来临
“1956 年 John McCarthy 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召开的首届夏季研讨会上创立了‘人工智能’的概

念。”邓志东说，会议将人工智能界定为“研究与设计智能

体”，而且把智能体定义为“能够感知环境，并采取行动使成

功机会最大化的系统”，即人工智能旨在研究和设计各种能

够自主适应环境的机器。在邓志东看来，人工智能一般分为

感知智能、认知智能和创造性智能。以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为

代表的感知智能依赖于大数据，目前在视觉物体识别、语音

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等方面取得了媲美人类水平的成功。

当前国内外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主要集中在感知智能阶段，谷

歌、Facebook、微软、IBM等科技巨头均在进行感知智能全产

业链布局。具有近似人类能力的认知智能的研究，仍在艰难

探索中。而创造性智能则是在更高层次上的人工智能，要求

人工智能具有类似于人类的顿悟、灵感等超强能力，这方面

的研究甚至还没有起步。近 3年来，人工智能迎来寒冬后重

生的鼎盛发展期，成为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最前沿。

在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之时，先后2次的“人机大战”，

即2015年10月，谷歌围棋软件AlphaGo 5∶0战胜欧洲围棋冠

军樊麾二段；2015年 3月AlphaGo 4∶1击败韩国围棋九段李

世乭后，人工智能的“奇点理论”再次引起关注。

“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指在未来某个时

期，机器人达到“强人工智能”时，人工智能将会超越人类，并

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美国科幻作家Vernor Vinge在1933年
最早提出“技术奇点”的概念，并预言“在30年内，我们将创造

出实现超人智慧的技术。不久后，人类的时代将结束。”2005
年，Ray Kurzweil在其畅销书《奇点临近》中，将“技术奇点”进

一步解释为“奇点理论”，并预言在2045年“奇点”会出现，届

时人类文明会走到终点。

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奇点”是否来临，邓志东表示，2012
年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之后的短短3年多

时间里，感知智能捷报频传，IT 国际巨头高强度介入，

AlphaGo又进一步掀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热潮。但即使如

邓志东，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现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中国自动化学

会智能自动化专委会主任。研究方向为先进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人工智

能、深度神经网络、计算神经科学等

谷歌DeepMind研究团队撰文登上《Nature》封面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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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仅仅是针对某个细分领域或特定应用场景的弱人工智

能的革命性进展，离达到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所谓强人工智

能或“奇点”的到来，还为时甚远，人类更不用为此恐惧。原

因是更高层次的认知智能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目前符号主

义的认知智能还不存在任何实验神经科学理论模型的支持。

邓志东强调，虽然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更甚者有计算机通过了著名的“图灵测试”，但人脑的复

杂程度远远不是计算机可比拟的，计算机的知识学习能力与

人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近年来计算机在博弈、运算能力等

方面的优越性有赶超人类之势，例如AlphaGo与围棋大师的

“人机大战”，尽管它主要通过深度监督学习与深度再励学习

得以实现，但仍可归纳为基于数千万次对局背后大数据的综

合优势。因此无需放大机器人的胜利。这些建立在感知智

能和大数据上的结果，并不能作为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慧的

依据。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热浪”袭来
“基础、技术以及应用是人工智能产业的3个层次。”邓志

东说，基础层以大数据为资源依托，大数据处理中心、大数据

工厂和计算机GPU硬件支持是其底层支持；技术层涉及模型

结构、算法和应用开发3方面，目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各种先

进人工智能方法，例如深度学习和认知智能算法；应用层涵

盖了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应用情况，目前在医疗、国防、交

通、金融等行业都有人工智能的应用“身影”。

面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浪潮，邓志东表示，市场高速

增长牵引产业发展，技术的革新推动了商业模式的创新，人

工智能技术将现代服务业带入了新时代。随着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云平台、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机器人等深度融合，人

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开始逐渐扮演基础性、关键性和前沿性的

核心角色。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脚步渐渐渗入到从制造业

到家庭、娱乐、教育、军事等领域，并进一步占据医疗、金融、

保险、律师等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地位。“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具

有学术价值，其产业价值也同样不可忽视，随着产业链的加

深，人工智能的学术与产业的距离正不断缩短，例如 IBM的

Waston。”邓志东说，2006年 IBM公司开始研发沃森，并在

2011年2月的《危险地带》智力抢答游戏中一战成名后，其商

业化应用的脉络逐渐清晰：2011年8月沃森开始应用于医疗

领域，结合深度学习后获得了更强的数据分析与挖掘能力，

在某些细分疾病领域已能提供顶级医生的医疗诊断水平；

2012年 3月，沃森首次应用于金融领域，花旗集团成为了沃

森的首位金融客户，沃森帮助花旗分析用户的需求，处理金

融、经济和用户数据以及实现数字银行的个性化，并帮助金

融机构找出行业专家可能忽略的风险、收益以及客户需求。

目前，全球人工智能的创新和创业日趋活跃。2015年，

专注于初创企业的市场调查公司“风险扫描”追踪分析了全

球 855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其绘制的人工智能创业地图显

示，截至2015年，全球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已有855家，横跨13
个门类，总估值超过 87 亿美元。其中，Google、Facebook、
Microsoft、IBM 等巨头处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最前端。

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是一项技术是否发展成功的重要

衡量指标，在跨行业、跨领域的交叉合作下，国际人工智能领

域发展势头迅猛。但目前人工智能创新和创业的热点还主

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地区，中国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在这个全

新的舞台上，还未能起到领衔的作用，因此邓志东表示，未来

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有巨大的空间。需要政府政策的

大力支持，打造产学研创新链条，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构

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催生新的商业模式。

开启中国人工智能新篇章
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众多应用的一个缩影。2015年5月，

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全面部署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

略。作为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 10年的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 2025》中指出，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2015年 12
月，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全面支撑《中国制造

2025》实施和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行

动计划（2015—2018年），明确人工智能为形成新产业模式的

11个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将发展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

面，提出具体支持措施。

作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机器人产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草案已基本制定完成，该规划提出了 2016—
2020年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工信部将重点推进

工业机器人在轮胎、陶瓷等原材料行业，民爆等危险作业行

业，锻造铸造等金属工业行业以及国防军工领域的推广应

用；同时也将深入规划服务机器人行业发展，届时家庭辅助

《奇点临近》图书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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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机器人将以更高的性价比解放人类双手。

“无人车（也叫室外轮式智能移动机器人）就是这样一个

解放人类双手的机器人。”邓志东说，他从2009年开始接手无

人车项目，先后主持研制了具有自主环境感知与智能决策能

力的3辆无人驾驶汽车。“环境感知技术和信息融合技术是无

人车最大的挑战。机器与人不同，它无法感知周围的环境

（道路、交通、交通标识等），并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对应的应对

行为。这其中，环境感知也涉及到人工智能，所以说如果人

工智能取得根本突破，无人车就会实现真正的智能行驶，完

成产业颠覆。”同时邓志东也坦言，中国的无人车技术比先进

国家落后。但随着接连出台的扶持政策，感知智能基于原始

的真实大数据，其实时性也正在得到诸如类脑芯片及超级

GPU硬件技术快速进步的支撑，有可能创新性地发展出无人

驾驶汽车的单目“深度视觉+”，跨越性实现或赶超类似

Mobileye的单目视觉能力，通过传感设备的“减法”，有力地推

动中国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同时通过率先开

展“深度融合”技术的创新性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的引领性

世界贡献。邓志东认为，在这一轮新的（弱）人工智能大潮

中，在中国积极布局面向无人驾驶汽车的“深度视觉+”、“深

度融合+”等前沿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可望使中国在即将到

来的颠覆性的无人驾驶汽车全球产业革命中，占有重要的一

席之地。

“‘十三五’期间，中国的人工智能有望在新一轮技术浪

潮中‘弯道超车’，‘弱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到来。”邓志东说，

在“互联网+”大环境下，大数据下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机遇与

挑战并存，即使是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一点点进步，也会给

人类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变革。在这一轮新的（弱）人工智

能大潮中，历史上可能也是中国科技势力和美国科技势力首

次齐头并进，并不存在“代差”，但对中国而言，挑战与机遇并

存。只有掌握人工智能这一战略前沿技术的国家，才能真正

成为世界强国。

文/祝叶华（《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清华大学第一代原理性实验样车

THU-IV1（2010）
（图片来源：邓志东）

清华大学第二代试验样车

THU-IV2（2011—2014）
（图片来源：邓志东）

清华大学第三代全线控试验样车

THU-IV3（2015—2016）
（图片来源：邓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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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角度分析计算机科学角度分析GoogleGoogle
AlphaGoAlphaGo 战胜李世战胜李世乭乭的必然性的必然性

2016年 3月 9日，对于计算机围棋

研究工作者、计算机科学及人工智能研

究工作者、职业围棋选手以及其他对围

棋感兴趣的人，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Google公司DeepMind团队研发的计算

机围棋程序AlphaGo首局战胜围棋世

界冠军之一、世界超一流职业围棋手李

世乭，并且是在收官之前李世乭投子认

输，AlphaGo中盘完胜。李世乭本人赛

前说将会以 5比 0完胜AlphaGo的“豪

言”以及其他职业围棋手说Google挑选

李世乭做对手是让他捡了个大便宜的

“大话”都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了。AlphaGo的完胜将是人工智能领

域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2016年 1月

27日Google公司发布AlphaGo战胜欧

洲围棋冠军、职业二段围棋手樊麾之

后，笔者曾对AlphaGo与李世乭的对局

进行预测，认为李世乭将难赢易输，赢

面不大。对于AlphaGo与李世乭的对

战结果，可以说是在笔者的预料之中。

本文试图从计算机科学角度来分析此

次Google AlphaGo 战胜围棋世界冠军

李世乭的必然性并言及相关问题。

对于AlphaGo与李世乭的对战，自

消息发布以来，各界翘首以待，“人机大

战”、“围棋机器人”、“AlphaGo 机器

人”、以及类似的说法在各类媒体上比

比皆是。首先，笔者想对此类说法进行

一些澄清：李世乭究竟是在和谁对局？

计算机？李世乭当然不是和仅仅一台

计算机对局，所谓“人机大战”的说法有

问题。必须明确的是，现代通用电子数

字计算机自身除了按照预先给定指令

进行高速计算之外，不会做其他任何事

情，而所谓的指令，是人类以预先编制

好的计算机程序的方式提供给计算机

的。机器人？“机器人”本身就是个很有

问题的名称，所谓“围棋机器人”、

“AlphaGo 机器人”就更经不起推敲

了。从概念上严格、准确地说，李世乭

是在和由DeepMind团队研究开发的、

在某台计算机（只要计算能力足够即

可，并非特定的一台）上按照人的操作

而运行的计算机围棋程序 AlphaGo
对局。

澄清了李世乭究竟是在和谁对局

的问题，下面分析AlphaGo战胜李世乭

的必然性。

计算机自身唯一超越人类的能力

就是高速计算，那么，DeepMind团队是

如何让AlphaGo利用计算机的高速计

算能力来战胜人类的呢？

首先，最重要的一环是概念分层抽

象及知识表达的自动化。人类智能（动

物智能基本上不具备）中本质上重要的

能力是概念的分层抽象能力，这是人类

得以分层次地认识、表达、掌控千千万

万复杂事物的基础。包括当年战胜世

界 冠 军 、国 际 象 棋 特 级 大 师 Garry
Kasparov的 IBM Deep Bule（图1）在内，

AlphaGo之前的计算机棋类程序都不

具备概念分层抽象及知识表达自动化

的能力。所以，这些程序都必然遭遇到

搜索空间巨大所带来的计算复杂性难

题。DeepMind团队让AlphaGo具备了

概念分层抽象及知识表达的自动化能

力，就可以让AlphaGo在高概念（亦即

元概念）层次上进行高速计算，形象地

说，不是对一个一个的局面进行计算，

而是对一类一类的局面进行计算，从而

有效地避免搜索空间巨大所带来的计

算复杂性难题。这就是为什么当许多

图1 1997年5月11日，卡斯帕罗夫在纽约对战 IBM超级电脑

“深蓝”，最终以1胜2负3和的战绩败北（图片来源：新华网）

程京德

日本国立埼玉大学，日本埼玉 338-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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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认为围棋的可能局面数量（无层次

单纯计算的结果）巨大到高速计算机也

无从应对时，AlphaGo 却能够独树一

帜、脱颖而出的道理。笔者认为，在

DeepMind团队研究开发AlphaGo的所

有技术创新中，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正

是这种能力使得AlphaGo能够在短时

间内进行的计算结果在实际对局中有

效，正是这种能力使得AlphaGo能够与

人类棋手匹敌，其他技术创新都是基于

这种能力的。

其次，此前笔者曾对AlphaGo和李

世乭之战进行过预测，“如果AlphaGo
的确具备了系统的、一般的自学习、自

评价、自我成长能力，并且樊麾和李世

乭的棋力之间仅仅是经验之差而没有

本质上飞跃性差距的话，那么，3月份

的AlphaGo和李世乭之战，对李世乭来

说就凶多吉少了。”DeepMind 团队让

AlphaGo具备了自学习、自评价、自成

长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得AlphaGo战
胜人类顶尖棋手成为了一个或迟或早

的时间问题。在这一方面DeepMind团
队的重要技术创新是他们发明了合理

的评价标准，使得AlphaGo能够基于该

标准对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价并引导

自己向着正确方向进步，达到在该评价

标准适用范围内的最佳水平。而一旦

一个计算机程序具备了自学习、自评

价、自成长能力，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

在评价标准适用范围内，凭借现代计算

机的高速计算能力（远远超出于人类），

让自己非常快地成长到一个最佳水

平。这种进步速度由于借助了计算机

的高速计算能力，所以远远超出人类进

步速度的水平。从今天的对局结果来

看，AlphaGo的自学习、自评价、自成长

能力的确具备了系统性和一般性，樊麾

和李世乭的棋力之差，对于AlphaGo的
快速进步能力来说并非什么很难的

事情。

一言以蔽之，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

来看，DeepMind团队成功地发明了概

念分层抽象及知识表达的自动化机制，

把解决围棋对局问题所必需的搜索化

解为对现代计算机来说是可行的，成功

地发明了合理的评价标准,使得计算机

围棋程序具备了自学习、自评价、自成

长能力，从而让AlphaGo今天完胜人类

顶尖棋手。

行文至此，读者可以看到，笔者一

直在强调“DeepMind团队让AlphaGo如
何如何”，而李世乭输给了“机器”、“机

器人”、“计算机”等说法强调计算机器

战胜人类，笔者认为这些说法有待商榷

之处。与 DeepMind 团队用来运行

AlphaGo程序的计算机功能相当的计

算机在这世界上应该绝不在少数，随便

拿一台（包括DeepMind团队今天用的

那台在内）来，没有AlphaGo程序，怎么

赢李世乭？而AlphaGo在计算机上运

行需要人的操作，更为本质上重要的

是，AlphaGo是DeepMind团队研究开发

出来的，它之所以具备强大能力，是

DeepMind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机制所

赋予的。所以，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来

说 ，李 世 乭 是 输 给 了 同 为 人 类 的

DeepMind团队，是DeepMind团队借助

计算机的高速计算和庞大存储能力战

胜了李世乭，这场世纪大战的胜者仍然

是人类自身而绝不是什么机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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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AlphaGoAlphaGo到平行智能到平行智能：：启示与展望启示与展望

围棋人机大战已经尘埃落定，许多

人被 AlphaGo 4∶1战胜李世乭的壮举

所震撼。著名的发明家和企业家、计算

机游戏之父、催生了苹果计算机的视频

游戏公司Atari的创始人，也是西方围

棋“大师（Guru）”的N. K. Bushnell评价

道：“围棋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这是唯一一个需要平衡左右脑才能够

进行的游戏，现在计算机技术已经拥有

了这样的潜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比赛

的结果使更多的人相信，继工业技术的

“老”IT（industrial technology）和信息技

术的“旧”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之

后，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以人工智能技

术 为 代 表 的“ 新 ”IT（intelligent
technology）时代。

AlphaGo 的胜利到底意味什么？

我们如何应对新 IT的时代？有关技术

性评论和文章已经很多，在此，仅从个

人角度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回顾

利用计算机程序下棋，从一开始就

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1956年，在标志人工智能正式确立的

Dartmouth会议上，会议组织者之一同

时也是“人工智能”一词的提出者 John
McCarthy就邀请了Arthur Samuel介绍

他在 IBM研制的西洋跳棋程序。1959
年，Samuel在其关于跳棋的文章中，正

式提出“机器学习”一词[1]。正是机器学

习，成了当前人工智能最“热”的方法与

技术，也是本次AlphaGo战胜人类棋手

的“公开”但关键之武器。

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人工智能与围

棋这个题目，是 20世纪 90年代初。当

时，我与时任University of Arizona（UA）
工学院副院长兼NASA专注本地资源

利用的空间工程研究中心（SERC）主任

Terry Triffet教授以及正在 UA做访问

学者的Herbert Green教授合作进行大

脑的计算建模研究。Green教授是量子

力学大师玻恩的学生，就是统计物理学

BBGKY系统方程组中的“G”，后来去了

澳大利亚的University of Adelaide做数

学物理教授。他听力不好，但兴趣广

泛，其中围棋就是其研究之外的最爱。

为了下棋，他还在家中成立了当地的围

棋俱乐部。据Green介绍，他的围棋下

的很好，日本人因为怕围棋输给外国人

而丢脸，在与他比赛之前首先授予他一

个“名誉”日本公民的称号，然后再进行

比赛。Green对利用人工智能下围棋很

有兴趣，还给我看过他写的相关文章[2]，

邀我一同展开研究。而且Green认为，

虽然有人在他之前探索过利用计算机

下围棋，但考虑人工智能并写成文章

的，自己可能是第一个。由于当时我对

他与 Terry的脑研究方法有不同看法，

不想扩大合作范围，加上其他工作忙，

便没有接受Green的邀请。

后来，系里另一位资深教授、应用

数学家，也是数值计算的开拓者 Sid
Yakowitz找我，问有没有兴趣共同开一

门棋类、博弈和人工智能的课，我也推

掉了，只是把Green的文章给了 Sid，并
帮忙上了几次课，这就是 SIE475/575：
Computational Methods for Games，
Decisio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我

曾与 Sid讲好，要把此课的讲义整理成

册发表在我主编的《World Scientific
Series on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Intelligence Automation》丛书中，广告

都发了，结果在完成了前 5章之后，Sid
不幸去世。今年春节期间去美国，同事

告诉我 Sid女儿手中还有未完成的手

稿，希望交与我整理，但愿其中有Green
关于人工智能与围棋的部分。

虽然人工智能的另一位“开山之

父”司马贺（Herbert Simon，图灵奖和诺

贝尔奖的获得者）曾在人工智能之初就

预言，到1986年，人工智能将在所有的

棋类游戏上战胜人类，而且我本人也坚

信，对于所有规则明确的棋类或一般任

务，计算机或智能技术都会比人类做的

好，但主观上自己一直认为计算机在围

棋上战胜人类棋手将是许多年之后的

事情，至少是自己退休时还可以考虑的

问题。

在1997年 IBM的“深蓝”战胜国际

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之后，我一直希望

中国能开发出计算机围棋程序战胜人

类的棋手，除了有感围棋源于中国却成

于日本之外，还因为围棋能够真正体现

人工智能的灵性，而不单单是计算硬件

的威力。2010年，我在GAMEON ASIA
大会作题为“Toward Scientific Games:
An ACP-Based Approach”的主旨报告，

就是希望把平行方法用于计算机游

戏。2015年吴韧博士离开百度后，我

们曾在美国硅谷计划合作举办围棋的

人机大赛，我起的名字就叫“Let'sGo”，
就是想加快人工智能围棋的研发与实

践，让围棋在中国人手里输给计算机。

这一想法还得到了围棋爱好者、中国自

动化学会理事长郑南宁院士的支持，所

以我希望由中国自动化学会出面组

织。可惜后来吴韧创业成立“异构智

能”公司，加上其他原因，此事只好放

下。当时自己的心愿是利用平行的方

法开发人工智能围棋系统，验证平行智

能的理念。此次围棋人机大赛之前，听

闻吴韧的异构智能将开发“异构神机”

围棋程序，非常高兴，即告知我也希望

王飞跃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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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组织“平行围棋”队伍，参与将来的

相关活动。

意义

我相信，AlphaGo的胜利并不代表

计算机围棋的终结，而是开始。显然，

AlphaGo只是证明了现有机器学习方

法的威力，但并没有贡献创新的人工智

能技术，实施方法也有很大的改善空

间，而且许多深度网络方法之外的技术

也可以加以利用。所以，未来将有更多

的计算机围棋程序出现，或许可能成为

评价未来人工智能和智能技术公司技

术水平的“标准”赛事，并以此来划分一

个公司的智能水平。

西方许多人士，包括人工智能的专

业精英，都对AlphaGo有着极高的评价

和期望，认为这是人工智能的里程碑事

件，预示着Human Level的人工智能开

端。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我

认为此次AlphaGo的胜利的确非常重

要，但其最直接的冲击不是对Human
Level人工智能的研究，而是针对搜索

和优化问题的工程处理。

这次胜利，除了大大提高了人们对

深度神经网络 DNN、卷积神经网络

CNN、深度信念网络 DBN等方法的信

心，实际上也为解决优化问题中的计算

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

就像 Church-Turning Thesis 假设所有

“合理”的计算都可以用图灵机完成一

样，或许我们已经有了一个“AlphaGo
Thesis”：所有“合理”的复杂性问题，包

括NP-Complete甚至NP-Hard问题，都

可以用 AlphaGo 方法与结构处理。

“Church-Turing假设”为我们带来了计

算机与信息时代，如果“AlphaGo假设”

成立，其意义也是划时代的，催生的就

是基于新 IT智能技术的智能机与智能

产业时代。未来的生产力，就在于运营

“围棋”、市场“围棋”、交通“围棋”等等

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它们的原料和动力

就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各种各

样的智能算法。算法是将来我们设计、

构建和维护未来软件定义的一切之关

键。这将带来大批的更适合人类天性

的新的工作岗位，而不是简单的“机器

换人”甚至大批人员的失业。

原因很简单，新 IT时代不但离不

开人，而且需要更多的人。这就像计算

机一样，开始被称为“电脑”，甚至有专

家认为“全世界有5台就够了”，而且确

实“消灭”了一些工种，如打字员和排字

工等，但计算机实际上创造了更多以前

没有的新岗位。理论上，正如人工智能

认知科学家和思想家明斯基（Minsky）
所言：“智能的力量来源于我们自身巨

大的多样性，而非任何一个单一的、完

美的准则。”[3]在这里，“我们”是指人

类，不是机器，离开了人类的智能，是真

正意义上没有力量的智能。

许多人士和专家相信“人工智能威

胁人类”，但这些观点就像玛雅“世界末

日”神话一样，除了等待，无法反驳。围

棋人机大赛之后，中外学者和相关人士

都发表了“警惕人工智能”的文章[4,5]，有

的甚至指出要限制人工智能，并提出了

一个“终极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人工

智能？我的回答很简单：为什么我们不

需要人工智能？如果要限制人工智能

的发展，那么如何限制，难道要取消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课程，或者取消哲

学？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是由

“爱智慧的人”开创的，分明就是最古老

的“人工智能”学科，是所有其他学科的

开始。而且，现代人工智能的基石还是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

辑 。 正 是 受 到 近 代 哲 学 家 罗 素

（Russell）和怀德海（Whitehead）的哲学

著 作 《 数 学 原 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 的 激 发 ， Wiener、
McCulloch和 Pitts创立了控制论、认知

科学、脑神经理论、神经元模型，引发了

人工智能的研究，特别是深度学习的源

头正是McCulloch-Pitts模型。要限制

人工智能研究，恐怕只有从限制源头开

始，即限制人的想象力和智慧。但是，

这可能吗？

任何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没有例

外，诸如物理、生物、化学等技术也会对

人类造成威胁。再悲观些来看，按照现

代科学的观点，整个宇宙的生命是有限

的。长期发展的结果就如凯恩斯

（Keynes）的名言：“长期而言，我们都会

死的。”[6]在此之后，人工智能或其他技

术所产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人

类已经没有资格参与讨论了。所以，对

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大可不必

担心。

启示

围棋人机大战将对人类的思维定

势产生巨大的冲击。古时人们崇拜“天

人合一”的神圣，近代寻求“因果定律”

的永恒，现在，将开始追逐“数据关联”

的时尚。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风行的

思维定式是得到上界或上帝的认可，所

以人类创造仪式，行事之前，需要在宗

教庙堂里占卜祈祷，得到上界的许可才

能放心，才可行事。科学兴起之后，因

果关系成了大家寻求的目标，凡事必须

有可验证、可解释的科学规律才算修成

“正果”，否则就是不“科学”。大数据出

现之后，特别是AlphaGo的胜利，或将

促使数据关联关系成为时尚的思维定

式。将来一定是3种方式合一，即集表

示、推测和引导于一体。

迄今为止，没人能解释深度神经网

络到底给我们提取出了什么样的特征，

这些特征又形成了什么样的“特征空

间”，其含义为何，是否可靠、稳定或收

敛。但它确实算出了我们希望的关联

关系、降低了搜索维度，不但提高了计

算机程序在语言、语音、图像等方面的

识别能力，现在还在围棋比赛中战胜了

人类的顶级棋手。

或许，这些“特征”的说不清道不

明，正是AlphaGo“智能”的神秘灵泉，

一旦认清，也就退为一般的计算方法

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不存在通

用、单一、完美的智能算法，必须限定于

特定的应用，就像AlphaGo一样，智能

算法才能有效果。

这次围棋比赛还说明，对待复杂问

题，人们很容易陷入局部最优的方案，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习惯思维和文化传

统。AlphaGo的许多走法被顶级专业

棋手惊呼为“昏招”，是具有围棋“常识”

的人不应走的，但十几步之后，效果出

来了，有些落子后来还成了机器取胜的

关键。或许，相对于围棋的复杂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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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类推理计算能力而形成的一些招

法只是自我“神话”后的习惯思维而已，

很容易也应该被机器智能或知识自动

化更好地代替。围棋如此，对城市交通

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生产决策管理等

基本还靠人脑的决策问题，又会如何，

我 们 是 否 需 要 考 虑 引 入 相 应 的

“AlphaGo”？记得 Green教授曾讲过，

对于复杂决策，他不相信人的公平，最

好让人工智能去做。

就我个人而言，AlphaGo的胜利让

我重新认识了深度神经元网络的约简

能力以及单一学习效果的局限性。

Facebook等也同样用了机器学习方法，

为何其围棋程序效果不彰?关键可能在

于AlphaGo利用价值网络实现当前决

策与最终目标的闭环反馈。一定程度

上，AlphaGo的胜利预示着复杂问题的

特征表示和知识自动化方法将成为应

用广泛的智能技术。

当然，AlphaGo决不是围棋的最后

解决方案，目前人与AlphaGo在围棋水

平上的差距，还不是人与车在速度上的

差距。但AlphaGo至少是一辆“围棋自

行车”了，各种各样的“围棋汽车”甚至

“围棋飞机”就要到来，制造商也会出现

很多，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届时，我

们下围棋就要利用“围棋汽车”了，那时

的情形正如我们再也不会与汽车比谁

跑的快一样。对于其他更重要的关系

民生大事的决策问题，或许人工智能很

快就能参与其中了。

警示

围棋人机大战以后，许多机构“闻

风而动”，召开了人工智能相关的会

议。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更应该“闻声而

静”，静下来思考，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

样的局面。闻风而动，一阵骚动过后，

往往无影无息；闻声而静，一段沉寂之

后，可能石破天惊。

谷歌是一个年轻的公司，AlphaGo
的研究团队更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在

我看来，谷歌、百度、脸谱一类的公司，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司，而是代表了

一种新的企业形态，就像100年前的纺

织、钢铁公司不是农业社会的小作坊一

样。传统公司将物质原料炼制成人类

需要的各类产品，而这些新企业就是利

用智能技术把数据和脑力熔炼成社会

进一步优化发展的各类产品，形成新的

社会形态。有位哈佛教授称，这将导致

“监控资本主义”[7]，我并不这样悲观。

按照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观点，世

界由 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物理世

界，第二部分的心理世界和第三部分的

人工世界。农业和工业已经开发了第

一和第二世界，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开

发第三世界的伟大任务，就是要解放智

力，让数据资源、知识体系和社会智慧

成为建设新 IT时代的原料和动力，让

人类进入一个崭新的“智业”社会。分

享经济、多重职业、全民创作正是这种

新社会形态的开端，其最终目的是清除

由于人类智力的不对称而造成的社会

不平等。

200多年前，工业技术“老”IT出现

之初，我们错失了机会，诺大的中华民

族，在用大刀长矛与列强的坚船利炮对

抗中，迅速从GDP世界第一沦落到任

人宰割的境地。60多年前，我们几乎

再次失去信息技术的“旧”IT机会，但经

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终于追成了目

前的GDP世界第二。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我们不能重蹈历史覆辙，必须加

快发展智能技术，更不能因为担心“人

工智能威胁人类”而错过技术发展和应

用的时机。

回想100多年前，部分国人曾因担

心照相机会摄取人的灵魂、火车会惊扰

祖先的安宁，而仇视并阻碍了“老”IT
在中国的发展、普及与应用，损失惨

重。今天，智能技术的“新”IT时代已经

到来，在举国上下热议“AlphaGo人机

大战后果的严重”之余，我们应该对人

工智能保持理性，应该思考怎样利用人

工智能去同别的国家进行社会经济和

军事国防的“比赛”。

展望

80年前，Church-Turning Thesis引
发了Von Neumann关于通用计算机设

计的灵感和随之而来的EDVAC计算机

原型与至今仍然发挥作用的冯·诺依曼

结构，最终致使产生了当今的计算机产

业和信息时代。今天，如果 AlphaGo
Thesis成立，软件定义的企业将成为必

须和现实，变成“企业围棋”，形成虚实

互动的“平行企业”，进而通过“平行智

能”，实现智能企业，最后走向智能机产

业和新 IT智能时代。

然而，建设智能技术新 IT时代的

生力军，必须依靠具有独立思考、平等

精神、不唯权威的新一代。我们应尽快

建设各种赋能型的社会化智能平台，并

使其与自由的个人兴趣与能力紧密结

合，充分解放并发挥整个社会和个人的

智力。这样，就能从传统的“企业+职
工”分工下的协作，迈向“平台+个人”

合作下的分工，形成众包，社会协同，产

销合一。当下年轻人中正在兴起的“多

重职业”“斜杠青年”趋势，正是沿着这

一路线的进步。互联网+以及全国上

下的创新、创业、创客风尚，将极大地加

速这一趋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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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脑网络到人工智能从脑网络到人工智能
———类脑计算的机遇与挑战—类脑计算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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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脑网络组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北京 100190

2016年 3月，AlphaGo与职业围棋

选手的对局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

的高度关注。计算机在一个公认的非

常复杂的计算与智力任务中，打败了人

类的顶尖选手，靠的是类人脑的智能

吗？从系统的结构看，AlphaGo结合了

深度神经网络训练与蒙特卡洛模拟[1]。

广义的说，深度神经网络是类脑的计算

形式，而蒙特卡洛方法则是发挥机器运

算速度的优势，模拟出数量巨大的可能

性用以进一步判断，这现在看来不是大

脑工作的机制。所以AlphaGo可以说

是结合了类脑与非类脑的计算与智能，

完美发挥其各自特长所取得的成功。

除了AlphaGo所运用的深度神经网络

之外，现在研究的类脑计算和智能还有

哪些方面？ 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带来

什么样的突破呢？

什么是类脑计算？
一般地说，类脑计算是指借鉴大脑

中进行信息处理的基本规律，在硬件实

现与软件算法等多个层面，对于现有的

计算体系与系统做出本质的变革，从而

实现在计算能耗、计算能力与计算效率

等诸多方面的大幅改进。 过去几十年

来通讯与计算机技术的长足发展带来

了信息化革命，但现有计算系统仍然面

临2个严重的发展瓶颈：一是系统能耗

过高，二是对于人脑能轻松胜任的认知

任务（比如语言及复杂场景的理解等）

处理能力不足，难以支撑高水平的智

能。大脑在这两个方面的明显优势使

得借鉴大脑成了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

向。类脑计算是生命科学，特别是脑科

学与信息技术的高度交叉和融合，其技

术内涵包括对于大脑信息处理原理的

深入理解，在此基础上开发新型的处理

器、算法和系统集成架构，并将其运用

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人机

交互等广泛的领域。类脑计算技术有

望使人工信息处理系统以非常低的能

耗，产生出可以与人脑相比拟的智能。

很多人认为，这一方向的实质进展将可

能真正开启智能化革命的序幕，从而对

社会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地变革[2]。

脑信息处理基本规律的研究
类脑计算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神

经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大脑信息处理基

本原理的研究，类脑计算器件（硬件）的

研究和类脑学习与处理算法（软件）的

研究3个方面。在神经科学领域，过去

几十年间，特别是过去 10年左右的时

间，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现在对于

大脑的工作原理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

识，这为类脑计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生物学基础。人脑是一个由近千亿的

神经元通过数百万亿的接触位点（突

触）所构成的复杂网络。感觉、运动、认

知等各种脑功能的实现，其物质基础都

是信息在这一巨大的网络当中的有序

传递与处理。通过几代神经科学家的

努力，目前对于单个神经元的结构与功

能已经有较多了解。但对于功能相对

简单的神经元如何通过网络组织起来，

形成我们现在所知的最为高效的信息

处理系统，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脑

网络在微观水平上表现为神经突触所

构成的连接，在介观水平上表现为单个

神经元之间所构成的连接，在宏观水平

上则表现为由脑区和亚区所构成的连

接。在不同尺度的脑网络上所进行的

信息处理既存在重要差别，又相互紧密

联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目前神经科

学的研究热点就主要集中于在上述各

层面解析脑网络的结构，观察脑网络的

活动，最终阐明脑网络的功能，即信息

存储、传递与处理的机制。要实现这一

目标，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是对于脑网

络结构的精确与快速测定，脑网络活动

的大规模检测与调控，以及对于这些海

量数据的高效分析，此外也亟需在实验

数据的约束下，建立适当的模型和理

论，形成对脑信息处理的完整认识[3]。

类脑计算硬件的研究
类脑计算器件研究的初衷是在不

影响性能的前提下，大大降低功耗，或

者在相似功耗下，极大提高速度。现代

计算机虽然具有惊人的运算能力与运

算速度，但与之相伴的是高昂的能量消

耗。大型计算机的功耗往往在兆瓦量

级以上，与之相比，成年人大脑的功耗

只有大约20 W。巨大的能耗严重限制

了系统进一步向微型化的方向发展（因

为难以散热），也会使得复杂的嵌入式

应用和远程应用，比如宇航探索，缺乏

足够的计算能力支持（因为难以携带足

够的能源）。现代计算机能耗高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计算机普遍采用的冯.诺依

曼架构。冯氏架构中，信息处理单元与

存储单元是分离的，这样在运算过程

中，势必要经常将数据在处理单元与存

储单元之间进行传递，这一看似简单的

过程却能贡献系统近 50%的功耗。与

之相比，在生物脑中，信息的处理是在

神经网络中实现，而数据本身则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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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存储于网络的各个节点（比如由神

经元内的离子浓度表征）以及节点之间

的连接（比如由突触的强弱表征）上，运

算和存储在结构上是高度一体化的。

这样，用少量甚至单个电子器件模仿单

个神经元的功能，而将数量巨大的电子

“神经元”以类脑的方式形成大规模并

行处理的网络，以进行计算，就成为了

非常有吸引力的方向。 目前研究的热

点包括寻找更适合的器件以模拟单个

神经元（比如忆阻器），设计非冯氏体系

为基础的处理器等。近来 IBM公司研

发的TrueNorth芯片是这一领域的代表

性进展，由于使用了非冯氏结构体系和

其他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对于功耗近2
个数量级的降低（图1）[4]。另外的重要

进展还包括研发专用处理器，针对深度

神经网络等类脑算法进行专门优化，以

提高速度、降低功耗 [5]，由于这一领域

的算法已在图像、语音识别等方面有成

熟的应用，此类专用处理器有望能较早

投入实际运用。

类脑学习与处理算法的研究
能够大大降低能耗或是加快速度

的类脑的处理器对于实现更高水平的

智能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但要真正实

现类人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除了需要

这样的硬件基础外，关键还需要理解生

物脑对于信息所做的计算，即类脑的处

理及学习算法。对于此研究方向，一个

常见的顾虑是：现在神经科学对于大脑

工作机制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这样是否

能够开展有效的类脑算法研究？对此，

我们可以从现在获得广泛成功的深度

神经网络获得一些启示。从神经元的

连接模式到训练规则等很多方面看，深

度神经网络距离真实的脑网络还有相

当距离，但它在本质上借鉴了脑网络的

多层结构（即“深度”一词的来源），而大

脑中，特别是视觉通路

的多层、分步处理结构

是神经科学中早已获得

的基本知识。这说明，

我们并不需要完全了解

了脑的工作原理之后才

能研究类脑的算法。相

反，真正具有启发意义

的，很可能是相对基本

的原则。这些原则，有

的可能已经为脑科学家

所知晓，而有的可能还

尚待发现，而每一项基

本原则的阐明及其成功

的运用于人工信息处理

系统，都可能带来类脑

计算研究的或大或小的

进步。非常重要的是，

这一不断发现、转化的

过程不仅能促进人工智

能的进展，也会同步加深我们对于大脑

为何能如此高效进行信息处理这一问

题的理解[6]，从而形成一个脑科学和人

工智能技术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如果这样来看脑科学与类脑算法

研究的关系，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可供

借鉴的基本规律。下面简单分析几个

例子。第一是我们可以向脑学习如何

更好地实现算法设计的模块化。模块

化设计早已被计算机科学所采用。在

这样的设计中，问题的解决分成几个固

定的部分（子问题），每一个计算模块

（子程序）只负责处理其中的一个。这

一设计的优势在于能使算法设计大大

简化，易于调试，易于修改，可以逐步完

善并增加功能。更重要的是，因为表面

上看起来不一样的问题往往能分解成

相似的子问题，这使得模块可以重复利

用，大大提高了效率并使得高度简并的

系统能够胜任复杂多样的任务 [7]。模

块化设计的优势显而易见，但面对一系

列具体问题，应该如何最有效率地划分

子问题，这本身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而

这可能是我们能够向大脑学习的重要

知识之一。真实的大脑是模块化设计

的一个范例，每个脑区或亚区负责一个

信息处理的环节或方面，而具体的模块

图1 类脑的芯片结构设计与实现

图2 类脑的模块化算法设计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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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是经过漫长自然选择加以优化的

结果，已经适应了高效处理真实世界的

实际问题。深度神经网络借鉴的对于

视觉信息的多层、分步处理结构，某种

意义上就是大脑模块化设计的一个方

面。另外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仅仅初

步借鉴了非常粗略的脑功能模块划分

（包括一系列视觉区域，一个记忆区域，

一个决策区域以及一系列运动控制区

域等），就能使得一个相对简单的系统

胜任多种不同的任务（图 2）[8]。而

AlphaGo存在一个围棋盘面的估值网

络和一个独立的走棋网络[1]（虽然我们

还不知道这是否是有意的类脑的设计，

但这在原理上可能是类脑的划分），也

说明了合适的模块化设计可能是其成

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结果令人鼓

舞，但我们对于大脑模块化设计的借鉴

也许才刚刚开始。现在神经科学的研

究正在为我们给出非常详尽的，包含数

百个亚区的有关人脑的模块化分区图

谱，包括每一个模块和其他模块之间的

信息传递通路（图 3）[9]。可以预见，这

将对类脑信息处理算法的设计提供关

键的启示。比如对于语言区的精细亚

区划分及其功能的阐明，就可能对于语

言处理算法的模块化设计提供有益的

借鉴。 有关类脑算法设计的第二个例

子是我们可以向大脑学习如何调节网

络的状态，从而灵活调控信息处理过

程，使得系统能够适应不同的功能需

求。 脑中除了基本的兴奋与抑制性的

神经递质外，还有众多的神经调质，他

们的作用在于根据当前的环境与行为

目标随时动态调节大范围神经网络的

行为，使得相对固定的网络结构能够胜

任复杂多变的情况，实现千差万别的任

务。近年来对于介观及宏观脑网络动

态活动规律的研究发现，脑网络可能自

发地组织于一个“临界”状态附近，这一

状态使得信息的存储、传递和处理都能

实现最优化[10]。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一

状态的微调，可以迅速调节网络功能，

从而适应不同任务的要求。对于神经

调质以及网络状态调控等原理的借鉴，

有望对设计更加灵活，更有适应能力的

人工信息处理系统提供有益启示。我

们有可能从大脑的工作原理受到重要

启发的第 3个例子是如何实现小样本

的学习和有效推广。目前取得巨大成

功的深度学习依赖于庞大的样本数量，

这与大脑卓越的“举一反三”，即小样本

学习的能力形成鲜明对比 [11]。原理上

看，这意味着生物脑的学习过程并非从

零开始，而是从学习之初，就拥有并运

用了重要的先验知识，这包含了物种在

进化过程中学到的（生物学称之为系统

发生），以及个体在生活过程中学到的

有关真实世界的关键知识 [12]。读取这

些知识，以及借鉴如何将这些知识作为

先验信息注入神经网络结构从而实现

小样本学习，可能会是神经科学以及类

脑算法设计中一个富于成果的领域。

除了上面举出的几个例子，神经科学可

能会对类脑算法设计提供重要启示的

领域还包括对于突触可塑性的进一步

认识，具体的各项脑功能在神经环路水

平的机制等。几乎可以说，每一项脑科

学的原理性发现，都可能蕴含着一颗种

子，有潜力在人工智能的领域成长为像

深度神经网络一样的参天大树。

总结而言，类脑计算是融合了脑科

学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

等领域的交叉学科，我们有理由期待这

一领域的研究将在不久的将来带来更

多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推动智能技术向

通用的人类水平的智能，即强人工智能

的目标逐渐逼近。

图3 脑网络组图谱，提供脑结构与功能模块的精细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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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机器学习：：现在与未来现在与未来
王威廉

卡内基梅陇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匹兹堡 15213

2016年3月，在韩国首尔四季酒店

举行的谷歌DeepMind围棋挑战赛，人

工智能围棋软件AlphaGo以4∶1战胜了

韩国棋手李世乭九段。本次比赛后，关

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话题迅速升

温，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心。然而，除了

在本领域工作的一线科研人员，其他人

士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发展现状

和前景了解的却不多，甚至存在不少误

解。在此，本文希望能跟读者探讨一下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谈谈其发展现状

与未来趋势。

1 什么是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

学科，主要研究的是让机器从过去的经

历中学习经验，对数据的不确定性进行

建模，在未来进行预测。举一个最简单

的二分类例子（图 1），假设现在想用机

器自动把网页分成2大类：体育和非体

育类网页。首先需要收集训练样本，在

这里，指得就是各种体育类和非体育类

的网页。接下来，需要对样本进行分

析，通过一些抽象化的描述，定义特

征。譬如，分析网页里应用的词语以及

每个词语出现的次数。第三步为数据

建模。通常，需要设计数学模型，来分

析特征与标签的分布情况。具体来说，

是通过优化方法，学习一个映射函数，

其输入是一个样本的特征向量，其输出

是标签（体育类或非体育类）。在预测

阶段，当用户输入一个新的网页样本

时，我们同样做特征抽取，通过使用学

习完毕获得的映射函数，自动去预测这

个样本的标签类别。

上述例子仅是一个较常见的有监

督二分类问题。在机器学习领域，通常

人们习惯把算法分为 3类：有监督学

习、半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所谓有

没有“监督”，指的是机器在学习阶段，

能否看到样本的标签（如上述例子中的

体育及非体育类别）。半监督学习通常

也被称为弱监督学习，目的是通过少量

的例子，在无标签的样本中自动学习参

数。至于无监督学习，通常人们接触比

较多的是聚类问题：通过分析数据样本

的相似性，来把相似的数据组合成

集群。

2 机器学习的当前研究重点和

发展趋势
除了上述3大类算法，机器学习还

有很多有趣的子领域。

比如近些年兴起的深度

学习热潮，指的是通过

使用多层的神经网络模

型在大数据上建模。比

如 谷 歌 的 AlphaGo 系

统，就是通过在数十万

的人类对弈棋谱上学习

策 略 网 络 （Policy
Network）和 估 值 网 络

（Value Network），再结

合蒙特卡洛搜索树算法

来决定如何走棋的。所谓策略网络，其

实是一个卷积神经网络，用来选择如何

落子。所谓估值网络，也是一个卷积神

经网络，用来分析当前的胜率。围棋的

棋盘相对较大，是一个 19×19的网格，

每一步有上百种走法。对于李世乭这

类顶级棋手来说，可以预测未来的局

势。对于计算机来说并非易事，因为可

以落子的搜索空间太大。谷歌之所以

取得成功，正是因为其很好地把这2个
神经网络与蒙特卡洛搜索树结合，精确

地分析和预测了李世乭的棋路。

在大数据时代，机器学习领域还有

一个热点是把系统与算法结合，设计大

规模分布式的机器学习算法与系统，使

得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在多处理器和多

机器的集群环境下作业，处理更大量级

的数据。这方面较为知名的系统包括：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Spark、谷歌的

TensorFlow、华盛顿大学的 Dato（原名

GraphLab）、卡 内 基 梅 陇 大 学 的

Petuum、微软的DMTK系统等。也许在

几十年前，计算机科学的核心是操作系

统、算法和编程语言。但是在今天，在

大数据的背景下，计算机科学逐渐演变

成一个越来越强调跨领域合作的学

科。如何有效地把系统和机器学习方

法相结合来处理海量数据，这将是未来

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发展的关键。

除了这2个最近5年比较热门的领

域，其实机器学习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科

研方法。譬如，优化算法一直是机器学

习领域的重点，如何处理各种凸优化和

非凸优化问题、如何处理分布式优化，

避免局部最优解，一直是学者最关注的

问题之一。其他值得关注的领域，还包

括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概
率 图 模 型 （probabilistic graphical图1 一个机器学习中的二分类问题示范例：网页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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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统 计 关 系 学 习（statistical
relational learning）等。

3 谷歌AlphaGo成功的启示
在谷歌的 AlphaGo系统战胜李世

乭后，由于对技术背景缺乏了解，加上

部分公司和媒体为了达到商业目的而

进行的夸张宣传，部分人对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表示担忧。有人

认为，围棋是人类最后的智力堡垒，计

算机攻克了围棋，那么人类是不是离灭

亡也不远了？

在国内外人工智能学者的讨论中，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机器学习助理教

授Le Song认为这种论断具有基本的逻

辑错误，因为古今中外，会下围棋并不

代表能统治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领导

人也都不是围棋棋手。从事实出发，谷

歌的AlphaGo系统仅仅是在人类棋谱

上训练而成的计算机围棋软件系统，其

根本不具有理解人类语言、图片和推理

等其他机器智能。另外，需要强调的

是，AlphaGo系统的背后，是几十名谷

歌科学家数年的辛苦工作，设计算法和

调试程序的反复迭代，才取得的成果。

所以，AlphaGo的棋商，归根到底也是

谷歌科学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不久前，我通过微博对我的朋友们

（主要来自科技界）做了一项多项选择

调查：“你觉得AlphaGo战胜李世乭意

味着什么?”361位用户参与了投票，其

中44.5%的票投给了“一次对技术发展

有益的测试。”；29.5%的票投给了“AI
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13.8%的票给

与了“无感，围棋规则明确，机器善

长。”；另外有10%左右的票认为李世乭

不在巅峰，应该给柯洁机会。然而，只

有 0.6%的票认为“机器即将灭亡人

类”。由此可见，科技界总体相对还是

比较理智的。

毫无疑问，我认为AlphaGo是近年

来机器学习、系统和高效搜索算法结合

成功的典范，谷歌AlphaGo成功给我们

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1）正确的选题。谷歌选择了可以

量化、规则明确的计算机围棋领域，其

主要负责人 David Silver 和 Aja Huang
的博士论文均是计算机围棋，有着超过

10年的经验。

2）恰当的方法与时机。在计算机

性能大幅度提升的大背景下，谷歌通过

训练大规模深度学习网络，结合高效的

传统蒙特卡洛搜索树，成功地控制了围

棋的复杂度。

3）精密的工程实现。在数十名谷

歌工程师的努力下，AlphaGo有了单机

和分布式 2个版本，针对时间限制，设

计了快速落子和仔细斟酌的策略，对时

间采取毫秒级别的估计。这些工程上

的细节，无疑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之一。

卡内基梅陇大学博士、Facebook围
棋 项 目 负 责 人 田 渊 栋 认 为 ：谷 歌

AlphaGo的成功，告诉我们结合机器学

习与传统符号搜索方法可以解决人工

智能里相对复杂的推理问题。这点我

十分同意。David Silver等 2016年 1月

在《Nature》发表的介绍AlphaGo的论文

中，也明确提到了，只有把机器学习与

高效的搜索方法集合，AlphaGo才能取

得最高的Elo棋力评价（图2）。

4 理性看待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的未来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路还很长，

我们应该正确认识AI能够在当前取得

的成就，才可以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

我们能看到上述AlphaGo对技术发展

的积极启示，但是也不能忽略：对于自

然语言理解，虽然经过了数十年的发

展，依然没有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做到完

全正确地理解人类的语言（包括语音识

别和机器翻译）；在机器人领域，即使工

业机器人发展迅速，我们依然没有看到

具有常识和推理能力的智能家庭机器

人；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即使我们在人

脸识别和图片分类上取得了不小的成

就，但是对于关系理解和完整的场景认

知，现在系统能做到的还很有限。

作为科学工作者，我们的本质工作

就是追寻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寻找真

理。所以在媒体出现与事实不符的报

道时，我们需要客观地分析技术的发

展，理性地看待科学技术的成长，澄清

谣言。

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由于对人工智

能的炒作而造成的技术发展停滞，这一

时期被称作是AI寒冬（AI winter）。在

1970年代，由于较早前对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过于乐观，但在由于实际实现中

发现困难重重，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

目局取消了大部分对人工智能研究项

目的资助，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在当时发

展停滞不前。

对于“人工智能威胁论”，大可不必

担心机器灭亡人类。至于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对于社会的影响，我认为是双向

的。首先，我同意卡内基梅陇大学机器

学习系Alex Smola教授的观点：AI技术

在未来确实有可能对流水线工人、卡车

司机、保洁员等相对低技能要求的工种

造成冲击，然而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提高

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其次，我认为社

会也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产生各

种积极的约束：譬如，用户对于技术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要求；用户对于数据

隐私的要求；用户对于产品的道德约

束。总而言之，当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

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机器学习技术对

于整个人类的发展，也是具有不可估量

的潜力。我们应该正视科学技术发展

的进步，理性看待所取得的结果。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2 AlphaGo棋力评价（图片来源：

David Silver等2016年1月在《Nature》发
表的介绍AlphaGo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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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概念学习类人概念学习：：机器学习下一个飞跃机器学习下一个飞跃？？

近年来，深度学习的飞速发展让计

算机在许多任务中表现出接近甚至达

到人类水准的认知能力。然而，关于深

度学习仍然存在一些争议，其中一点就

是深度学习对于大规模训练样本的要

求。相比于深度学习，人类并不需要见

到成百上千的某一类物体才能记住其

特性和类别。因此，仍有许多专家从这

一点出发试图构造更接近于人类思考

方式的学习模型。

类人概念学习
2015年12月，来自纽约大学、多伦

多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 3位学者

在《Science》上 发 表《Human- level
concept learning through probabilistic
program induction》的封面文章（图 1），

引起了机器学习领域的广泛关注。该

文构造了一个基于贝叶斯理论的概率

模型，在累积足够先验知识的基础上，

可以识别只见过一次的字符，也可以依

照该字符结构写出新的字符，充分体现

了其类人概念学习的思路。具体来讲，

文章主要有以下两个亮点：1）在 one-
shot learning分类实验中（即各类别只

给定一个训练样本并要求分类测试样

本），该方法达到了人类认知水平并且

超越了近年来在机器学习各个问题中

引领鳌头的深度学习算法；2）基于该

方法采样生成的字符并通过了图灵测

试，仅有25%的人可以成功分辨给定字

符是由计算机生成还是由人类手写得

到。图2给出了两组图灵测试的示例，

1和2所示的分别是人类和计算机仿照

示例字符写出的，能分辨出哪组是计算

机写的么？

该文提出的方法称为贝叶斯程序

学习（bayesian program learning），其目

的是基于先验知识实现极少量样本下

的感知学习，文章的出发点是模仿人类

的环境感知能力，构造类人概念学习模

型。例如对于图 3的A和B，人类均可

以在只给定一个样本的情况下找出同

类样本（i）；其次，人们可以创造出相近

物体（ii），也可以感知物体的结构与关

系（iii）；最后，人类还可以根据已有知

识创造出新的类别（iv）。为使计算机

实现类似感知性能，作者基于贝叶斯概

率模型，在图 3中B所示的手写字符集

上 实 现 了 具 有 以 下 3 个 特 性 的

Bayesian Program Learning方法：

1）组合性（compositionality），将任

务进行拆分，从笔画、逻辑关系等学习

字符的构造。

图1 当期《Science》封面

图2 图灵测试示例，左侧第1组为计算机生成，右侧第2组为计算机生成，

其余为人类书写（图片来源：《Science》）

图3 人类可从少量样本中获取大量知识（图片来源：《Science》）

刘勇，廖依伊

浙江大学智能系统与控制研究所，杭州 3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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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果性（causality），学习字符生

成时的抽象因果结构。

3）自主学习（learns to learn），利

用层次化先验知识降低新学习任务

难度。

贝叶斯程序学习与深度学习
《 Human- level concept learning

through probabilistic program induction》
一文的发表引发了业界对于深度学习

算法与非深度学习算法之间优劣对比

的新一轮讨论。深度学习奠基人之一

——Geoffrey Hinton在接受《麻省理工

学院科技评论》采访时指出，该文的工

作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认为该文中从

少量样本进行学习的思路可与深度学

习和睦相处，并期望可以对两者的优点

进行结合。该文作者与Hinton的观点

一致，认为通过分析任务特性，可结合

深度学习与此文提供的贝叶斯方法实

现更高效率且高精度的感知学习。

机器学习的任务可看作是对于高

阶复杂函数的拟合过程，并且这个高阶

复杂函数往往没有对应解析形式，而函

数拟合过程中有两个因素会对其产生

重要影响：一是待拟合函数本身在高维

空间中分布的平滑性，二是观测样本的

数量。

对于分类问题而言，函数的平滑性

实际上反应了同类样本之间的方差，方

差越小的情况下则分布更平滑。对于

《Human-level concept learning through
probabilistic program induction》一文中

给出的手写字符，本文认为这是一个数

据分布平滑但观测样本少的例子，因为

同类样本之间笔画是相同的，只是在书

写时会有一定差异，因此，文章可通过

贝叶斯网络表征先验的结构化知识，建

模方差较小的数据之间的内联关系，从

而实现极少样本下的函数拟合。

然而，在函数不平滑时，建模人类

的先验知识可能需要耗费巨大精力且

几乎难以覆盖全部样本空间，而深度学

习的优势就是在观测样本数量足够多

时可以很好地逼近目标函数。最近以

4∶1 战胜李世乭并获得举世瞩目的

AlphaGo就是对深度学习这一能力的

最佳体现，由于围棋中一颗棋子的位置

也许也会造成输赢的变化，所以围棋的

盘面在高维空间中并非平滑分布，可见

深度学习有能力通过大量样本拟合非

平滑的函数。对于许多图像、视频等从

真实世界中获取的观测数据来说，其光

滑性也难以保证，所以深度学习目前也

在这些领域占据着最优的表现。

结合以上的分析，也有理由相信平

衡考虑样本的平滑性及其观测数量是

结合贝叶斯程序学习与深度学习方法

优势的关键。以图 3为例，B中给出的

手写字符一例中，字符的各个子成分可

以直接通过样条插值获得，然而A中真

实世界图像的成分则无法基于这些人

工参数得到。因此，也许可以采用深度

学习方法对A中各个零件进行特征表

示，然后在其基础上基于文中的方法实

现特征之间的组合。由于零件的差异

性远小于其组建的物体整体的差异性，

因此可以在利用人类的先验知识的建

模部分平滑性结构的基础上降低对于

观测数量的要求。

机器学习未来趋势
机器学习的难点在于使用尽可能

少的标注数据拟合复杂度高的不平滑

函数。《Human-level concept learning
through probabilistic program induction》
一文通过在函数平滑性较好的示例展

示了一个基于先验知识和少量样本进

行学习和认知启发性思路，期待后续这

一思路可以进一步被扩展到更复杂的

问题中。同时预测未来研究的主流可

能包含以下几个方向：

1）先验知识与深度学习相结合。

将先验知识建模在深度学习中，基于先

验知识获取部分数据内联关系，从而减

小深度学习所要求的训练样本数量。

2）标注数据与非标注数据相结

合。当先验知识难以建模的时候，基于

大量观测数据的学习方法依然占据着

目前学习的主流，而数据获取的昂贵性

主要体现在其标注的获取，非标注数据

的获取是廉价且方便的，若能借助非标

注数据实现对于高维复杂函数的部分

拟合，则可缓解深度学习对于标注数据

数量的要求。

3）感知任务与操作任务相结合。

人类的感知工作的一个目的是为操作

任务而服务，而人类在执行操作任务的

时候有时只需要对环境有大概认知即

可。以视觉感知为例，感知任务样本之

间差异性巨大，因此需要大量标注样

本，相比而言，操作任务真值的复杂度

则小许多，例如不管在什么环境中，人

类的行走方式是大致不变的。若能直

接从输入出发，在获得一定程度的感知

技能的基础上直接拟合操作任务的函

数，则有可能降低对于感知任务数据的

需求。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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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样本的类人概念学习与大数据的小样本的类人概念学习与大数据的
深度强化学习深度强化学习

人 工 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最近被广泛关注的话题，也算是

人类最美好的梦想之一。非常可惜的

是即便AlphaGo已经成功挑战了人类

智力游戏的最后一块高地——围棋，但

目前为止仍然还没有看到人工智能产

生“自我”意识的希望，也就说，人工智

能至少在现阶段还无法超越人类智慧，

即便在学习和识别方面，人工智能和人

类相比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人工智能，与计算机之父图灵的名

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位大师遭当

时英国当局迫害英年早逝，除了留给人

类无可估量的思想财富，也激发了乔布

斯的灵感，设计出了咬掉一口的苹果公

司标志。图灵在 1950年的论文里，提

出图灵试验的设想，即通过隔墙对话，

你将不知道与你谈话的是人还是计算

机。这无疑给人工智能预设了一个很

高的期望值，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在这

方面的进展却十分缓慢。

2006年以来，深度学习的出现似

乎让人类重新看到了希望，至少通过图

灵测试不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了。人

类似乎找到了解决“抽象概念”的关键，

在 这 10 年 时 间 里 ，随 着 Google、
Facebook、Amazon 的加入加速了深度

学习的发展，目前深度学习已经广泛应

用到数据搜索、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气

候预测、地理数据等各个领域（图 1），

并且带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体验。

深度学习真能解决人工智能当前

面临的诸多问题吗？正是因为目前深

度学习的过度火热，才必须要写这篇文

章表达观点，除了深度学习，忽视了一

个同样关键的技术——贝叶斯学习，这

里借鉴《Science》一篇著名的论文

《Human-level concept learning through
probabilistic program induction》中的概

念，姑且称之为类人概念学习，本文对

深度学习和类人概念学习进行简单的

对比分析，思考到底如何才能形成人们

真正需要的人工智能。

1 深度强化学习
现在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的机器学

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而

其中最酷的分支要算是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和 强 化 学 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谷 歌 的

DeepMind就将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两

者的精髓合二为一，提出了深度强化学

习。2014年，这个团队就在《Nature》杂
志发表了题为《Human- level control
through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

论文，让业界对此充满了期待。

深度学习起源于 2006年，这要感

谢 机 器 学 习 领 域 的 泰 斗 Geoffrey
Hinton，是他在《Science》上的一篇著名

论 文 《Unsupervised discovery of
nonlinear structure using contrastive
backpropagation》开启了深度学习的

浪潮。

深度学习是一种机器学习中建模

数据的隐含分布的多层表达的算法（图

2）。换句话来说，深度学习算法自动提

取分类中所需要的低层次或者高层次

特征。因此深度学习能够更好地表示

数据的特征，同时由于模型的层次、参

图1 深度学习的应用领域

陈孝良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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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很多，容量也足够，因此，深度学习模

型有能力表示大规模数据，所以对于图

像、语音这种特征不明显的棘手问题，

反而能够借助深度学习在大规模训练

数据上取得更好的效果。而且由于深

度学习将特征和分类器结合到一个框

架中，用数据去学习特征，在使用中减

少了手工提取特征的巨大工作量，因

此，不仅效果可以更好，而且应用起来

非常方便。因此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

和语音识别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强化学习，其实就是一个连续决策

的过程，其特点是不给任何数据做标

注，仅仅提供一个回报函数，这个回报

函数决定当前状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比如“好”还是“坏”），从数学本质上来

看，还是一个马尔科夫决策过程。强化

学习最终目的是让决策过程中整体的

回报函数期望最优。

通过所谓的类似人脑网状结构的

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可以解决很多很实

际的问题。例如谷歌的图像搜索，

Facebook的人脸识别，Skype的实时翻

译以及Twitter的色情语言识别。强化

学习则将深度学习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一旦建立起了一个玩游戏的深度学习

网络，就可以通过强化学习，让它和自

己进行比赛，自我进化。

2 类人概念学习
事实上，深度

学习火热之前，人

工神经网络也曾热

闹了一番。20世纪

80 年代末期，用于

人工神经网络的反

向 传 播 （back
propagation，BP）算

法的发明，也曾掀

起了基于统计模型

的机器学习热潮。

当初人们希望利用

BP算法可以让一个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从大量训练样本中

学习统计规律，从

而对未知事件做预

测。而实际上 BP
算法距离这个目标还非常遥远，20世

纪 90 年代中后期 BP 热潮就逐渐褪

去。不管怎样，BP带来了很多新的思

路，而且也证明了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

方法比基于人工规则的系统，确实在很

多方面都要先进。Geoffrey Hinton先生

就是在这股冷嘲中继续坚持，最终打开

了深度学习的大门。

深度学习真的就像热捧的那样无

所不能吗？实际上并非这样，每次科学

进步都会带有两面性，也同时存在着天

生的缺陷，因此科学研究总会有很多思

想分支，形成诸多学派，而每个学派都

会针对某种场景或者问题再次深入分

析。这就说明，机器学习也绝非深度学

习这个分支领域能够达到人工智能所

要求的。特别是在国内一窝蜂热炒深

度学习或者AlphaGo的时候，美国科学

界仍然相当冷静。其实，其他学派的进

展显然也是非常显著，2015 年 12 月

《Science》的封面文章就是 Brenden M.
Lake 等撰写的《Human- level concept
learning through probabilistic program
induction》。国内通常翻译为《通过概

率规划归纳的人类层次概念学习》，而

笔者认为采用“类人概念学习”这个词

语显得更加贴切。这篇文章与谷歌在

《Nature》发表的封面文章遥相呼应，共

同为人工智能的探索提供了思路，但可

惜的是，国内几乎把这篇文章忽略了。

那什么是“类人概念学习”？回答

这个概念之前，先回顾一下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基于大数据通过多层网络实

现对“抽象概念”的理解，显然数据越多

其效果相对就会越好，但是若没有大数

据怎么办？何况人类的知识也是一点

点积累的，对于人类来说，即便没有积

累，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实际上也能

“照猫画虎”。从这点上来看，以深度学

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就远远不及人类，

因为人类面对陌生环境依然能够通过

学习做出适应变化。因此“类人概念学

习”首先就要解决深度学习的这种弊

端，即不依赖大数据也能进行自我学

习，笔者将其定义为“小样本学习”。

图2 深度学习的多层网络示意

图3 BPL方法流程（图片来源：《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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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样本学习”的概念依然是太广

了，而且也不是什么太新的概念，这个

研究思路比神经网络的出现还要早很

多年，其核心就是贝叶斯规划学习

（bayesian program learning，BPL），为与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DL）相区分，

一般称为BPL方法。BPL方法是利用

参数的先验分布，由小样本信息求来的

后验分布，直接求出总体分布。这种方

法使用概率去表示所有形式的不确定

性，通过概率规则来实现学习和推理

过程。

再回顾一下Brenden M. Lake等的

论文，其中一张图概括了BPL方法的流

程：图 3中 parts部分学到的是提笔-落
笔的这一段笔画过程，sub-parts学到的

是由于暂停分割开的更小的笔画，这两

者 结 合 就 生 成 字 符 的 模 板 object
template，同 时 模 板 还 分 为 attached
along和 attached at start两种。论文中

用来训练的数据除了完整的字符以外，

只有具体笔画的样本，总体可提供的数

据样本非常少。

BPL方法的目的就是解决“看一眼

就会写字”的问题，这完完全全只能基

于小样本，只需要一个陌生文字系统的

字符，BPL方法就能很快学到精髓，把

这个文字写出来，甚至还能写出其他类

似的文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论

文展现的BPL方法还通过了视觉图灵

测试。这也得益于BPL方法观察到的

每个训练样例可以增量地降低或升高

某假设的估计概率，而其他算法会在某

个假设与任一样例不一致时完全去掉

该假设，但是BPL方法需要概率的初始

知识，当概率预先未知时，可以基于背

景知识、预先准备好的数据以及基准分

布的假定来估计这些概率。

3 深度强化学习与类人概念学

习的区别
剑桥大学信息工程教授 Zoubin

Ghahramani评价认为贝叶斯规划学习

（BPL）对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机器学

习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深度学习目前

已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但是也必须非常

清醒地认识到深度学习的局限性，因为

深度学习需要大量的数据，并且在很多

任务上表现很差。

深度学习（DL）主要解决计算机

“运筹帷幄”的问题，实现“要从大量数

据形成抽象”；而贝叶斯规划学习

（BPL）主要解决计算机“照猫画虎”的

问题，实现“仅从一个例子就形成概

念”。比如说，深度学习更会分析规律

和预测趋势，而贝叶斯规划学习更会举

一反三和当机立断。深度学习模仿人

类大量阅读书籍自我揣摩形成判断，而

贝叶斯规划学习则是通过观察单个案

例进行迅速决策。当然，贝叶斯规划学

习的决策可能是错误的，特别是在没有

形成先验概率的时候。

4 类人概念学习会是未来吗？
那么，以贝叶斯规划学习为核心的

类人概念学习会是未来的主要方向

吗？深度学习的奠基者Geoffrey Hinton
先生首先肯定了BPL模型通过视觉图

灵测试的意义，他认为BPL方法最令人

兴奋的成果或许是能让那些宣称智能

计算机系统的学习方式与人类完全不

同的批评者闭嘴，因为他们的主要论据

正是计算机不能从单个例子中形成

概念。

深度学习近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在许多领域，例如

内容搜索、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但

是现在看来，似乎贝叶斯规划学习要比

深度学习的表现更好一点，因为这种方

法更加适合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当

然，这两种学习方法在不同的任务上还

是独具特色，假如能够彼此借鉴、相互

融合，一定能够大幅提升人工智能的水

平。在数据量巨大但较混乱的情况下，

深度学习能发挥优势；而在数据量较少

而清晰的情况下，贝叶斯规划学习占领

上风。

笔者一直认为科学研究中哲学上

的思路远比技术本身更加重要！类人

概念学习和深度强化学习的未来也必

然是浑然融合成一体，只有这样才符合

人类学习和决策的过程，才真正能提升

人工智能的水平。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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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中的仿生学人工智能中的仿生学

2016年 3月 9日，被谷歌收购的英

国DeepMind公司的人工智能围棋软件

AlphaGo在与韩国围棋职业九段李世

乭的首局对弈以1∶0领先，吸引了全世

界的目光。在3月10日，更是扩大战果

以 2∶0领先，如果说 1天之前专业棋手

和非专业人士对AlphaGo的胜利还觉

得持保留态度的话，那么在3月10日已

经普遍认可了这款软件的棋力。在人

工智能的研究中，除了计算机科学和神

经科学，其实还有神经科学以外的仿生

学内容，也就是对人类大脑以外的生物

有机体结构或行为的模拟，所以有必要

试着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这场

较量。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智能的形

成过程会经过 6个阶段。第 1阶段，生

物有机体对于外界环境做出趋利避害

的反应，这是所有生命现象都具有的基

本特征。第2阶段，多细胞动物的起源

以及神经细胞类型的出现，在此基础上

出现神经节和脑的构造。第3阶段，一

个物种的个体在群集行为的基础上，出

现协作行为，并进一步形成分工协作。

第 4阶段，一个物种的世代重叠现象，

使得年幼个体有机会直接学习年长个

体的生存经验，形成知识的获得性遗传

模式。第5阶段，符号系统和符号载体

的出现，强化了知识的获得性遗传。第

6阶段，随着物种生存能力的冗余和所

形成的物质冗余，形成符号系统和信息

介质的不断优化，持续提高知识获得性

遗传的效率。虽然人脑是目前自然界

中最为复杂的智能系统，但是其实上述

不同阶段的生物有机体都有可能成为

人工智能仿生学的参考对象。

生物中的人工智能模式
事实上，进入人工智能视野的生物

有机体有多个物种，这其中最简单的生

命形态是一种被称为多头绒泡菌

Physarum polycephalum的黏菌（属于原

生生物中的阿米巴Amoebozoa）。这种

生物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喜暗怕光，最

有趣的特点是其在平板培养基上的细

胞生长路线对于平面交通网络等的设

计具有参考价值（图1）[1]。如果将其食

物源按照地图上一个国家的城市的位

置进行摆放的话，

那么黏菌生长路线

形成的网络与现实

中比较完备的公

路、铁路等网络具

有很高的相似性。

也就是说，虽然从

生物学的角度看，

黏菌不属于多细胞

动物，没有神经细

胞分化、没有脑，但

是其细胞生长对于

食物源化学信号的

感知和反应已经可

以为人工智能的设

计提供参考。为什

么黏菌的生长可以

从一个食物源开

始，以非常接近最

短路线的方式到达

其他食物源呢？究

其原因，单细胞的

属性应该是一个方

面的因素。作为具

有很强变形能力的

单细胞（阿米巴也

叫变形虫），细胞膜

的局部形变突出是

对食物源化学信号

浓度梯度做出的反

应，如果向着某个方向形变感受到的浓

度更高就继续生长，如果感受到的浓度

更低就保持或退回，和所有基于特定优

化原则进行搜索的策略一致。相对来

说，虽然脊椎动物循环系统、昆虫气管

系统在个体发育的形态建成过程中也

具有类似的氧气浓度依赖性，但是多细

胞的分化方式决定了移除不再有用的

结构需要以细胞程序化死亡的方式进

图1 黏菌网络与东京铁路网的对照

A表示在限定地图形状区域内的暗环境下自由生长的黏菌网络；B

表示以高光照模拟高海拔对黏菌生长进行限制后的黏菌生长网络

结果；C表示从B抽象出来的拓扑网络；D表示实际的东京铁路网

络；E表示东京铁路站点间的最小生成树（minimum spanning tree,

MST）；F表示在最小生成树基础上增加额外连接形成的网络

谢强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天津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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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以理解为降解掉细胞），而不是像

变形虫一样降解掉细胞内部的相关细

胞骨架即可。也就是说，无需神经细胞

和大脑构造就可以形成高效率的生存

策略，趋利避害、知错就改，这其实也就

是个体学习的本质。

当多细胞动物形成之后，一个生物

个体在感知外界环境和做出反应的效

率等方面都有所提高。需要注意的是，

生物学讲的多细胞并不仅是强调一个

个体内所含的细胞数量多，而是出现了

细胞类型的分化；也就是说，一个个体

内的细胞之间存在分工协作的关系，而

不只是在空间上的简单聚集、在一起生

活。有了神经细胞的细胞类型，才有了

形成神经细胞连接、神经节的基础。在

两侧对称动物Bilateria中，随着身体前

端逐步集中了嗅觉、视觉、听觉等多种

感官功能，头部神经节在绝大多数动物

中逐步成为身体内最大的神经节，成为

后来大脑的雏形。

绝大多数动物为有性生殖物种，出

于交配繁殖的需要，大多数动物物种的

个体或多或少都群集生活，但是群体性

的程度可以相差很多，有的物种的群体

性明显更强。在智能程度比较高的生

物有机体中，最著名的两类可能是社会

性昆虫（蜚蠊目的白蚁，膜翅目的蚁科、

蜜蜂科、胡蜂科等）和灵长目动物，它们

的个体都具有脑占身体比重高的特点，

这个指标往往作为衡量生物有机体智

能高低的一个关键指标，这个指标高的

生物的确常在智能方面有更复杂的行

为和更好的表现，例如软体动物门中的

头足纲动物 Cephalopoda（章鱼、鱿鱼

等）。在脑体比重高这个个体层面的共

同点背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次

的共同点，那就是这两类动物的种内个

体间关系普遍都很复杂（虽然包括人类

在内的灵长目动物的社会性与社会性

昆虫的真社会性有所区别，但是毕竟都

存在复杂的个体间关系）。事实上，脑

体比重高和种内复杂个体间关系这两

个特点往往相伴而生（例如鲸目动物

Cetacea中也是这样），对于两者之间的

因果关系，一般普遍认为群体性与个体

间协作行为的需求是前提、基础。在社

会性昆虫中，白蚁以取食真菌为主，蜜

蜂和胡蜂的运动方式都是飞行，而蚂蚁

则是以收集-捕食为主、并且大多在地

面爬行运动，相对来说蚂蚁的行为既复

杂又容易被观察（图 2），为蚁群算法

（Ant Colony Algorithms）的提出提供了

基础。蚁群算法最早由Marco Dorigo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提出[2]，是群智能

方法（swarm intelligence methods）的一

种，可以为人们解决路径优化的问题提

供帮助。

在不同的一面，灵长类动物的个体

能力要高于社会性昆虫的个体能力，两

者分属于生态学上的K对策生物和 r对
策生物（前者一般繁殖率低、后代个体

数量少、个体大、寿命长，后者则相

反）。也就是说，虽然社会性昆虫个体

的脑体比重在昆虫中是相对高的，但是

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受制于自己脑神经

节规模的限制，很难表现出比较复杂的

智能行为，只有群体才能表现出协同捕

食、筑巢（图 3）等复杂行为，具有个体

数量依赖性。也因此，社会性昆虫会被

称为超级有机体（superorganism）。相

对来说，灵长目动物的个体脑容量更

大、神经连接的复杂性空间更大，并且

从长的寿命和世代重叠的属性中，可以

进入新的智能进化阶段，也就是知识的

获得性遗传特性。所有的个体之间都

可以相互学习，尤其是年幼和年青个体

可以直接从年长个体的生存经历中学

习经验。

灵长目动物中，人的脑体比重最

高、脑的绝对容量最大、个体间关系最

复杂。关于人类大脑容量的进化，最新

奇有趣的视角可能是天文学的。有研

究显示，人类大脑容量增加并非匀速

的，而是与外界环境的周期性密切相

关。受引力影响，地球公转轨道的扁率

和地轴倾角都会有周期性变动，而人类

脑容量增加最显著的时期往往是气候

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图4）[3]。看来人

图2 活动中的蚁群（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图3 澳大利亚罗盘白蚁Nasutitermes
triodiae的巢高达5 m、历经50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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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智力的进化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生于

忧患的历史。随着人类大脑的容量和

复杂度提高，人类的智能进化相对于其

他灵长类动物又进入了新的阶段。人

类的语言和文字等符号系统增强了对

于外部环境的描述能力、提高了个体间

的信息交流效率，而随着将符号记录在

岩壁、树皮、草绳的过程，人类对外部环

境的认识可以开始不依托于人脑的记

录而独立存在，知识的获得性遗传效率

由此进一步提升。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
随着人类生存能力和物质积累的

冗余程度提高，人类中的部分成员逐步

发展出更精细而高效的符号系统和知

识体系，提升了人类的推演能力和效

率，还不断更新了信息载体的形式，使

得独立于人类作为生物有机体之外存

在的信息量持续增大，而这两方面的结

合，使得基于人类已有知识在计算机系

统上进行类似人脑思维方式的推演成

为可能。由此，计算机的人工智能可以

形成对人类智能的所谓超越。

说到人工智能，就必须提到英国的

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和彭罗

斯（Roger Penrose，1931—），前者是人

工智能的奠基人（同时也提出了生物有

机体发育过程中模式建成的理论），后

者作为数学和物理学领域国际顶尖的

学者，曾经写过著名的科普读物《皇帝

新脑》（The Emperor's New Mind）（由此

看来英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力量强

大）。彭罗斯指出，即使人工智能和人

脑原理在算法本质上可能没有区别，但

是在硬件方面，人脑是一个动态系统。

沿着彭罗斯的思路，可以看到

AlphaGo仍然和人脑有很大不同，因为

他/她还不是一个可以自主运行的系

统，还需要人的参与；也就是说，人类的

智慧进步过程中，通过输入和输出的持

续反馈，人脑的硬件结构会持续做出调

整但是并不是直接被外力改变，而人脑

的思维（算法）又是依赖于各种细胞和

分子构件的硬件，相比之下，AlphaGo
可能还不会通过输入和输出的各种反

馈而自己改变算法（不知道实际情况是

不是这样），而是要依靠人类设计者团

队去优化算法。人类的知识进步本来

就是拉马克式遗传或者叫获得性遗传

（源于人类的长寿命、世代重叠、符号交

流，后来各种信息介质的发明不断强化

了这一点），因此，至少目前AlphaGo仍
然可以被视为人类知识积累在计算机

硬件辅助下的一种延伸，而不是一种简

单的并行或竞争关系。即使 AlphaGo
可以有一天自我优化源程序，那么其数

据起点，仍然是源于人类的长期积累。

假如这些电脑软件能在围棋联赛

和国际比赛中持续胜出，那么应该说生

物的大脑仍然具有一个方面的优势，就

是能量效率。如果围棋软件使用与人

类神经细胞与连接数的规模相当的硬

件及算法（如果高于人脑规模那么这本

身会是潜在的不公平），人类大脑的耗

能在对战过程中肯定还是要低得多。

人类成年个体典型的平均功率是 100
W，其中大脑功率在20 W的样子，如果

假设用脑时的功率上升50%，那也不过

就是30 W左右。

由此，通过回顾人类智能在生物进

化历程中走过的几个阶段，通过认识人

工智能目前对人类知识积累和人工干

预的依赖程度，通过了解人工智能与人

类智能目前在能量效率和直接面向环

境变化等方面的区别，才有利于人们更

加全面而理性地思考人工智能与人类

智能之间的关系。

图4 地球运动的不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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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学习程序会被愚弄为何学习程序会被愚弄

围棋大战AlphaGo以比分4∶1战胜了李世乭，令人惊叹技

术进展的程度。但另一方面，机器输的那盘棋引起了各种猜疑，

连“故意放水”的阴谋论都出来了。也有了解机器学习的人在小

声嘀咕：莫不是李世乭那“神之一手”正好是AlphaGo的对抗样

本？

这几年深度学习红得发紫，但并非无懈可击，“对抗样本”就

是一个说不清的“隐疾”。深度学习最成功的应用之一就是图片

识别，即能给出一张图片描绘的是什么。深度神经网络在经过

一百多万张样本图片的训练后，已经可以正确识别大部分图片

中的事物。图1是一些“对抗样本”，上面一排图片依次被识别为

王企鹅、海星、棒球、电吉他，而下面一排图片依次被识别为火车

车厢、遥控器、孔雀、非洲灰鹦鹉[1]。“对抗样本”是有意制造出来

愚弄学习程序的，它的大量存在已被很多研究所确认，但对学习

程序中了圈套的原因却仍是众说纷纭。笔者下文对此问题进行

分析。

凑出来的计算机“直觉”

机器学习通常把“学习”看作以“计算”为途径和目标。从计

算的观点看，用计算机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实现一个从输入到输

出的函数。以数值函数为例，如果已知从输入X，Y到输出Z的关

系是Z=X 2-Y，那么当输入（2，3）时，输出是1；输入（4，7）时，输

出是9；输入（3，5）时，输出是4。只要把输入转化成输出的公式

或算法是已知的，总能编出一个程序完成这个计算。这就是为

什么会说“只要人能说清楚解法，计算机就能解决问题”的原

因。而人工智能可以说是研究在说不清解法时怎么用计算机解

决问题。机器学习会把上述问题看成“函数拟合”，就是说一般

性公式是不知道的，只知道具体“样本”f（2，3）=1，f（4，7）=9等，

而需要据此估算 f（3，5）等于什么。

在人工智能历史上，曾有人试图用“猜函数”的办法解决此

类问题，并声称重新发现了欧姆定律和开普勒定律等等。这条

路的问题是满足条件的函数很多，而且样本常常包含误差，所以

拟合程度太高也未必是好事。现在机器学习的主流办法不是

“猜函数”，而是“凑函数”，即用一个一般性的方法根据样本造一

个近似函数出来。既然目的是用这个函数来处理像 f（3，5）这样

的新问题，f本身是否能写成一个简单的公式又有什么关系呢？

函数的建立方法是把样本推广到类似输入。既然输入（3，5）作

为一个点正好在（2，3）和（4，7）中间，不妨认为 f（3, 5）是 f（2，3）
和 f（4，7）平均值5。因为“正确公式”是不存在的，这个预测完全

合理。至于是否符合事实，则要实际检验后才知道了。

人工神经网络就是一个通用的“函数拟合器”。很多人顾名

思义地认为人工神经网络就是“像人脑一样工作”，其实它的设

计只是从人脑得到一些灵感，而其真正的吸引力来自其可塑性，

即可以通过调整内部参数变成各种各样的函数。一开始参数是

随便定的，所以可能得到 f（2，3）=0这样的结果。这时样本所提

供的正确答案1会被学习算法用来调整网络参数以达到希望的

输出（不一定正好是1，但足够接近）。下面再用同样的办法训练

f（4，7）=9。比较麻烦的是后面的样本所引起的参数调整会破坏

对前面样本的处理结果，所以当所有样本处理完成后还必须回

头重来。这个“训练”过程一般要重复很多遍才能让同一组网络

参数同时（尽可能）满足所有样本的要求。

了解这种训练过程，就可以看到AlphaGo实际上是不能像

人那样通过复盘来总结前一盘棋的经验教训，并马上用在后一

盘棋中的，而是需要把很多（甚至所有）以前的样本再整个过一

遍（甚至多遍）以保证从这盘棋中学到的知识不会破坏以前的成

果。如果说人类学习一般是“增量式的局部修改”（哪里错了改

哪里），那深度学习就是“总量式的全局修改”（用样本总体定全

部参数）。

深度学习能许诺DeepMind进军医疗的未来吗

一个人工神经网络通过训练得到的知识是分布在其所有网

络参数之中的，这也就导致了其结果的难以理解。AlphaGo在

某一个时刻为什么走某一步，这是其系统中成千上万个参数共

同决定的，而这些参数的值是系统全部训练历史的产物。即使

我们真能重现它的完整历史，也往往无法把它的某个决定的“原

因”用我们能理解的概念来描述清楚。有种观点认为这说明机

器成功地拥有了“直觉”，但这事还需要从两方面看。和传统计

算系统相比，能从大量样本中总结出某种规律自然是进步，但完

全说不清这种规律不能说是个优点。人的许多信念由于来源复

杂以至于我们自己也说不清，因此以“直觉”称之，但并非所有信

念都是这样来路不明的。

深度学习，以至于整个主流机器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这

种把学习系统看成一个“黑箱”的做法，美其名曰“端到端”学习，

意思是说“我只要实现你要的函数就行了，你管我怎么做的

呢”。这种办法自然有它的优点（比较省心），但一旦出了问题就

很难说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更难做相应的改进了。Alpha⁃
Go的昏招和上面的对抗样本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图1 对抗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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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问题要不要紧呢？这就要看应用领域了。对围棋

来说，程序超过人类已成定局，个别比赛的胜负已经无关大势

了。即使程序确有类似于对抗样本的死穴存在，也不是棋手在

对局时容易利用的，而可能是要靠运气来碰。现在发现的对抗

样本，如参考文献[1]中展示的，都是用另一个学习技术“遗传算

法”经过大量计算造出来的。这个办法能否用于围棋还是个问

题。另一方面，程序的棋路难以理解或模仿，这对围棋界自然是

个遗憾，但不影响它的胜率。所以这些问题对围棋程序都不是

致命的。

现在AlphaGo的开发者DeepMind号称要进军医疗领域，

那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一个机器诊断系统在收集了和

你有关的信息后直接就给你开药，而其全部理由就是“这是我的

直觉”，你能接受吗？当然，这个系统以往的成功率可能高达

95%，尽管它也曾经给头疼的病人开过脚气药。但问题是你怎

么知道自己不是那5%呢？更何况基于大数据的统计性诊断对

常见病、多发病会很有效，但对特殊病例的处理能力就没有保证

了，因此成功率大概也到不了95%。由于这个问题事关机器学

习的基本假设和框架，因此不是修改算法细节所能解决的。

DeepMind可能要另辟蹊径才有希望。

总的说来，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机器学习技术对某一类问

题是很有效的，前提是这类问题可以被看成一个确定的输入输

出关系，而且可以收集到大量有代表性的样本。此外，要有足够

的训练时间，而且可以容忍一定量的错误结果和解释的缺位。

如果在某个问题上样本不足或者只能逐步收集，答复有时间要

求，中间结果要可理解并可直接修改，那么这项技术就不足以解

决问题。

“黑箱”技术之外的天地

目前业界对深度学习的局限性认识严重不足，而AlphaGo
的胜利更在大众中造成了深度学习可以解决各种学习问题的假

象。实际上，学界这两年对深度学习的态度已经从兴奋追捧转

为冷静审视，而深度学习的领军人物也纷纷出面否认了“这项技

术已解决了人工智能核心问题”的说法。

上面所说的问题存在于深度学习、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

之中，但有关结论不能推广到整个人工智能领域，因为不是所有

学习技术都是做函数拟合的。

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总是由一系列步骤组成的。传统的计

算系统是让设计者既指定个别步骤又指定整个过程，因此保证

了解决的可靠性和可理解性，但这种系统毫无灵活性。在很大

程度上，人工智能的基本目标就是给系统以灵活性和适应性。

当然，设计者也不可能什么都不限定。函数拟合的办法可以说

是“限定两端，放开中间”，即以训练样本的形式约束系统的输入

输出关系，但容许学习算法相对自由地选择实现这种关系的中

间步骤和对非样本的处理结果；而另一种可能性恰恰相反，可以

说是“限定步骤，放开过程”，笔者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

笔者设计的“纳思”系统[2]是个推理系统，其中每个基本步骤

都遵循一个广义推理规则，包括演绎、归纳、归因、例示、修正、选

择、比较、类推、合并、分解、变换、派生、决策等等。这些推理规

则同时也实现着学习的功能，而且可以灵活地彼此衔接以完成

复杂的任务。这里的基本假设是任意思维过程都可以被分解成

这些基本步骤，而“学习”就是系统使用这些规则以经验为原材

料建造、调整信念和概念体系的“自组织”过程。

把“学习”理解成“信念和概念的自组织”比理解成“函数拟

合”更接近人的学习过程，同时也避免了目前机器学习中的很多

问题。比如说，由于系统的每一步都遵循某一条规则，其结果就

具有较好的可解释性。人工神经网络的结果常常只有数学意义

上的解释，即“这个结论是由现有全部网络参数决定的”，而“纳

思”的结论一般有概念层面上的逻辑解释，即“这个结论是从某

某前提中被某规则推出来的”。尽管如果一个信念的来源极其

复杂，它也会被说成是“直觉”。

设计“纳思”这样的学习系统的难点是确定其中规则的合理

性和完备性，以及在运用这些规则时平衡其灵活性和确定性。

既然要让系统自己学习，那它就难免犯错，但这不能被用作对批

评的挡箭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些错误是否可以理解，以及

系统能否从错误中学习以避免重蹈覆辙。

对抗样本之所以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仅是由于这些样本导

致了系统的误判（人在图片识别时也会误判），而是由于它们揭

示了机器学习在“凑函数”的过程中所生成的中间结果和人感知

过程中的逐层抽象结果有根本性不同。人在识别“企鹅”“孔雀”

“鹦鹉”时的中间结果一般都包括对其头部、身体、翅膀等鸟类普

遍特征的识别，而机器学习算法所抽取的特征则一般没有独立

意义，只是对整个“端到端”拟合过程有贡献（提高正确率、收敛

速度等等）。因此，如果一个样本和训练样本很不一样，这些中

间结果有可能导致莫名其妙的输出。系统很难有效地从这种错

误中吸取教训，因为谁都没法说它是哪一步错了。要避免这种

问题，仅仅限定输入输出关系是不够的，中间结果也必须有不完

全依赖于网络参数的意义，因此不能只考虑学习算法的数学特

征而不顾其认知功能，而这正是逻辑框架优于黑箱模型之处。

整体上看，“深度学习”被高估了，但“人工智能”却被低估

了。比如说有些评论半开玩笑地说：“能赢棋时反而成心输掉才

算有智能，而这是计算机永远做不到的。”殊不知尽管AlphaGo
的确不会这样做，但这一功能在技术上根本不是问题。一个通

用智能系统中同时会存在着多个目标，而系统在采取某个行动

前必须权衡该行动对各个有关目标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总

体效果最好的行动可能牺牲某些次要目标。如果这样一个系统

觉得成心输掉一盘能赢的棋可以实现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比如

提高后面比赛的收视率），那它完全可能这么做。这种功能在包

括“纳思”在内的通用智能系统中早已实现了，只不过尚未出现

在应用技术中而已。既然这次围棋大战的结果出乎了绝大多数

人的预料，希望尚存学习能力的人能以此为鉴，以后不要再仅仅因

为你不知道怎么让计算机做某事就断言那事是不可能做到的。

参考文献
[1] Nguyen A, Yosinski J, Clune j. Deep neural networks are easily

fooled: High confidence predictions for unrecognizable images
[C].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
tion, Boston, June 7-12, 2015.

[2] Wang P. Rigid flexibility: The logic of Intelligence[M]. Dordre⁃
cht: Springer, 2006.

（（注注：：选自选自《《赛先生赛先生》》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原标题为原标题为《《机器是如何被骗并机器是如何被骗并

骗人的骗人的》，》，本文略有改动本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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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欧盟科研资助体系概览欧盟科研资助体系概览

卓越的研究和创新令人们获得更加健康、完善和美好的生

活。欧洲是世界级研究的汇集之地，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

与欧洲的研究人员合作，利用欧洲的科学基础设施来进行他们

的研究。欧洲的科研环境是复杂的，欧盟和欧洲各国都分别资

助各种研究项目，地区、国家和国际行为在多个层次上相互作

用，研究人员也同时开展欧洲内和国际间的合作，而欧盟（EU）是

众多欧洲科研资助者中的一个。

欧盟有哪些科研资助项目呢？欧盟通过一些相互关联的项

目来支持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这些项目包括结构性资助、地

平线 2020（Horizon 2020）计划和行业研发项目。据估计，

2014—2020 年，这些项目共为支持研发和创新活动提供了

1200亿欧元。此外，欧盟还通过一些特定的项目给研发创新活

动提供间接支持，包括企业和中小企业竞争力计划（Competi⁃
tiveness for Enterprises and Small and Medium Size Enter⁃
prises, COSME）、Erasmus+计划、健康计划、生命计划、连接欧

洲设施（The 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计划和欧洲战略投资

基金项目等。

1 框架计划——地平线2020
框架计划（FP）是欧盟资助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的主要机

制。当前的框架计划称为地平线2020（图1）。地平线2020是

由欧盟科研与创新总司（DG RTD）管理。其他8个管理不同研

究方向的总司（能源，交通，农业，教育，以及文化，发展，民政事

务和联合研究中心（JRC））共同负责制定总司的研究计划。

框架计划自1984年建立以来，其预算和覆盖范围已经大大

增加。地平线2020在2014—2020年间的预算为748亿欧元。

欧盟成员国的大学、研究组织、小型和大型企业、慈善机构和个

人研究者均有资格接受框架计划的资助。非欧盟国家也可参与

框架计划。

框架计划资助私营和公共部门的一系列不同的研究、开发

和创新活动，从基础研究覆盖到技术开发。这些受资助的活动

应致力于拓宽对世界的认识、利用科学进步来促进经济和技术

的发展，或解决欧洲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

地平线2020大致是根据研究人员和组织立项申请的竞争

力来分配资金的。分配资金的标准各不相同，包括科研的卓越

性，与一系列战略目标（重大挑战）的一致性，地理区域和学科的

多样性，以及商业化潜力。项目提案由一系列计划和机构来管

理，包括欧洲研究委员会（ERC），玛丽罗多夫斯卡-居里行动计

划（MSCA），中小型企业（SME）计划，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所

（EIT），欧洲投资银行，以及与成员国和行业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最近的框架计划中（2007—2013的FP7），48%的项目在

2014年12月前完成，产生逾43000篇文献，其中47%在高影响

力的同行评议刊物上发表。这些项目还产生了1500多件专利

申请。

2 行业研发和创新计划

行业计划资助某些特定行业的研究和创新活动：例如欧洲

原子能研究和培训计划（STP）和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ITER）用

于资助核能方面的研究工作；哥白尼和伽利略卫星计划，地平线

2020下的补充空间研究计划用于资助空间领域的研究；同时还

包括支持煤炭和钢铁生产行业发展的研究计划。

在2014—2020年间，这些项目的总研究经费大约为50亿

欧元，其中大部分（45亿欧元）用于了核能研究。这些数字不完

全准确，因为这些项目并非在相同的时间框架内开展。

3 结构性资助

欧洲的结构性和投资基金（ESIF）是一组特别针对（但不限

于）经济较不发达欧盟地区能力建设的资金。以英国为例，这项

资助分布在康沃尔郡，威尔士和苏格兰高地的部分地区。虽然

这些资金有很大一部分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但研究和创新活

动的支持也是其优先事项之一。结构性资助基金和框架计划有

不同的目标和奖励标准，并支持不同的活动，但两个项目的资金

越来越多地产生协调，并鼓励协同效应的发生。

预计2014—2020年，分配给研究和创新活动的结构性资金

为402亿欧元。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资助的研究和创新活动包

括研究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对技术转让和研究密集型企业、技

能培训项目的支持。

4 其他与研究和创新活动相关的资助项目

除了上述3大类项目，欧盟还间接地支持以下5类研究、开

发和创新活动，但它们不直接对具体项目进行资金支持。这5类

项目包括：COSME（支持中小型企业（SMEs），包括发展研发能

力）；Erasmus+（学生流动性）；健康计划（支持医疗保健框架，包

括研究型医院）；生命计划（支持环境研究的政策促进）；连接欧

洲设施（包括用于跨欧洲电信基础设施的114亿欧元）。

5 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
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也被称为“Junker计划”）是欧盟

委员会对欧洲投资计划中的一个支柱。它的目的是在一系列基

础设施和创新项目间调动投资，以刺激欧洲的就业和经济增

长。EFSI有160亿欧元的欧盟公共资金，这项种子基金旨在撬

动3150亿欧元的外来投资。目前已经从地平线2020计划中调

配22亿欧元形成种子资金的一部分。该委员会保证，资助的研

究和创新项目将是那些EFSI能充分撬动投资的活动。然而，具

体细节还有待确定。 文//田恬（《科技导报》编辑部）

图1 地平线2020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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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信和竞聘报告的求职信和竞聘报告的33个要素个要素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研究员。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马臻，电子信箱：zhenma@fudan.
edu.cn。

文//徐耀

每到招聘季，有很多博士和硕士毕

业生会针对研究所的招聘岗位提出竞聘

申请。本人在研究所从事了多年管理工

作，读过很多求职信，也听过很多竞聘报

告。这些年来，竞聘者的 PPT越来越花

哨，但在如何说服招聘者录用自己的思

路方面，还是鲜有进步。

一般而言，求职信和竞聘报告包含3
个要素：竞聘者个人经历、自我评价、对

招聘岗位的认识。不论这3个要素如何

组织，它们彼此之间应该形成一个统一

的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进而得出一个

终极结论，那就是这个岗位为我而设，我

为这个岗位而生。

求职信和竞聘报告的起手处应该是

对招聘岗位的认识。明确这个岗位需

求，即竞聘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满

足各方面什么样的具体要求。如果具备

这种能力的人来承担这个岗位的工作，

会给这个工作带来什么样的期待。

逻辑关系中的第二个要素便是自我

评价。说明具备什么样的有针对性的能

力，这个能力或明或暗地与岗位需求相

对应。针对这个岗位如果有不足，那么

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去弥补。特别要突出

所具备的那些独一无二的而又是这个岗

位所需要的能力。

逻辑关系的最后一个要素便是竞聘

者的个人经历，包括受教育经历、工作经

历、社会经历，甚至家庭背景和个人兴

趣。这些经历支撑着自我评价，使得自

我评价不是无根之萍。

可是我看到大部分求职信、听到的

竞聘报告的3个要素是离散的、缺乏联系

的，没有逻辑的，甚至是不完整的。对岗

位的认识多半会是岗位的简单描述，干

瘪、普适、呆板，没有灵魂，看不到激情。

而自我评价则会充满浪漫情怀，可完全

没在实处，与岗位的认识根本没有关

系。个人经历则是对以往工作经历总结

性的叙述，啰里啰唆地写了或者说了很

多，但这些经历支撑不了自我评价。这

样的求职信或者竞聘报告通用性倒是极

强，但缺少了个性和说服力。结果竞聘

仿佛成了一个炫耀厨师经历的人来应聘

裁缝岗位，并认为裁缝岗位需要的是会

开车的人。于是有些评委把这样的求职

信放在一边或者在面试评审时玩手机、

打嗑睡。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许有很多，有

部分竞聘是走形式的制度性因素；有评委

水平低下的环境性因素；有竞聘者逻辑能

力不够的结构性因素；或许还有传统文化

马马虎虎的民族性因素。无论如何，要想

成功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竞聘者应该问

问自己：我的求职信写好了吗？我的竞聘

报告有逻辑性、有针对性吗？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

研究所，研究员。

文//王成

研究所面试建议研究所面试建议
2015年 10月，我作为评委之一，参

加了单位人事处组织的 2016年年度招

聘面试，招聘对象是硕士和博士，以工科

为主。以下我提供几点感想和建议，希

望对今后应聘研究所职位的毕业生有所

帮助。

第一，不要以为听你报告的评委什

么也不懂，没有必要把自己读研期间课

题的研究背景讲得那么详细。评委在意

的不是你对课题不厌其烦的综述，而是

你自己做了什么研究、取得哪些进展。

第二，不要把你导师的所有项目都

列出来以显示你能干。评委心里都很清

楚，一个研究生 3~5 年时间能干多少

活。并且，你林林总总地罗列了很多“参

与项目”，这给评委的感觉是——你没有

从始至终研究一个课题，你像是导师的

“打工仔”。

第三，不要在 PPT上罗列一大堆社

团活动并且将其作为荣耀反复强调。如

果你在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时主要在从事

社团活动，那你还有时间学习和做科研

吗？研究所招的是研究人员，不是社会

活动家。

第四，不要总拿仿真和模型说事，也

不要一味罗列发表的论文。现在高校的

研究生培养模式，有“工科理科化”的趋

势。但研究单位招工科学生，强调的是

动手能力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拥有实实在在的技能和经验比“纸上谈

兵”强。

第五，进行面试报告时，必须有时间

观念，不要超时，不能自己准备了多少张

PPT就非要讲多少。更不能已经被工作

人员提醒超时了，还讲个没完没了。一

旦被提醒超时了，应赶快跳到“结论”部

分，结束你的报告。

第六，不要冷冰冰地盯着电脑屏幕

念PPT。和评委要有视线接触，要观察评

委的表情，决定哪些内容可以略讲，那些

内容可以适当展开或者补充解释。

第七，请下点功夫做PPT，不要只有

“白纸黑字”，否则很难在数十个竞争者

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到了下午，评委已

经精神疲倦了，看到屏幕上堆满了文字，

就更厌倦了。

第八，有些应聘者在国外大学获得

硕士学位，以那样的经历应聘研究所的

研究岗位不占优势，所以不要因为自己

有“洋学位”而表现出优越感。

第九，一定要与心仪的部门提前沟

通，这样把握才会大些。工科生如果有

自己做的实物，如果可以展示，可以在提

前沟通时展示一下。当部门对你认可

了，就会在正式面试时帮你说话。

第十，很多研究生对工作单位和岗

位缺乏足够的认识，以为科研单位工作

是“香馍馍”。其实，研究所是竞争激烈

的丛林，不是天堂，进入须谨慎。申请职

位前，必须有充分了解，想清楚：这是我

要的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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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听科学家讲述脑科学的故事听科学家讲述脑科学的故事

顾凡及 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年6月第1版，定价：3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姜永志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心理健康研究所，讲师。

什么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什么

系统不到1.5 kg重里面的“元件”却堪比

宇宙中繁星一样多，什么机器里每个“元

件”要与成千上万其他“元件”发生联系，

它就是人类的大脑。人类千百年来苦苦

追寻的心智就来源于大脑，对大脑的开

发已经成为当今科学界的重要使命。脑

科学研究综合了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

生物科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专家，它

的开发对于促进人类心灵和社会的发展

都具有重大意义。正如美国诺贝尔奖得

主艾德尔曼（G. M. Edelman）认为的：

“脑科学的知识将奠定即将到来的新时

代的基础，这些知识使我们可以医治大

量疾病，建造仿照脑功能的机器，对我们

自己的本质和我们如何认识世界都会有

更深刻的理解”。欧美发达国家也认识

到了脑科学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美国

宣布 20世纪最后 10年为“脑的 10年”，

欧共体宣布了“10年脑计划”，日本也制

定了20年的“脑时代”计划，中国科学家

也通过各种渠道成立了脑科学实验室并

开展相关研究。脑科学已经成为21世纪

科学研究的前沿，成为世界各国科学研

究的重要领域。

脑科学如此复杂，对于普通人来讲

似乎与我们关系并不大，似乎这应该是

科学家们的事情。不过，脑科学知识跟

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为了让普通人更

好地认识脑科学，中国科学家顾凡及历

时4年完成了《脑科学的故事》，他用生动

有趣的语言，将脑科学研究以故事的形

式讲述出来。该书以脑的认知功能为逻

辑线索，将脑科学的新发现、现实应用以

及脑科学与每个人的关系进行了说明。

大脑作为人类最复杂的机体器官，其复

杂程度难以想象，其功能之强大也远未

被我们所认识。脑科学发展过程中究竟

有哪些新发现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呢？

脑的心智之谜和“脑机对接”这两个领域

无疑最受瞩目。

古往今来，多少圣贤为解开心智之

谜而苦恼，笛卡尔认为脑可以用科学来

研究，但是心智不行，心智独立于脑之

外，是与脑平行的东西。后来的科学研

究发现心脑是合一的，而不是所谓的身

心二元。在具体研究中，很多科学家为

我们解开人的心智是如何出问题以及如

何修复的。电影中常见因车祸而失去记

忆的人在科学研究中确实存在，并且可

以确定是大脑哪里出了问题，那些“永远

年轻的人”有望通过科学的治疗恢复记

忆。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彭菲尔德（W.
Penfield）在治疗癫痫病人时，发现了“重

温旧梦”的病灶，如刺激大脑视觉皮层，

病人报告看到闪光；刺激听觉皮层，病人

报告听到声音；刺激颞叶联合区皮层，病

人报告重新体验里以往的经历。意大利

科学家比夏克（E. Bisiach）和卢扎蒂（C.
Luzzatti）也报告了几例有意思的案例，他

们发现一些患有半侧忽略症的人，原本

记忆中非常熟悉的景物如法国埃菲尔铁

塔、意大利米兰大教堂，在想象熟悉景物

进行作画时，他们却只画出了一半的景

物。研究发现病人对景物的忽略并不是

在记忆中不存在或者难以提取，而是他

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记忆中的那一部分影

像，就像他们真的身临其境忽略身体半

侧的景物一样。

另一个备受瞩目的研究领域是“脑

机对接”。感觉和行为是神经系统的两

个端点，科学家们始终致力于在脑与机

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方面希望用机

器来弥补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如人工

耳蜗、人工视网膜、感觉代偿装置等；另

一方面试图用心智来控制机器，为瘫痪

病人造福。同时，也有科学家希望通过

智能仿脑机器的开发透视人的思想，使

“读心术”成为实实在在的存在。在这一

领域，科学家们已经作出一些成绩。

2002年一篇用舌头来“看”路的报道引起

关注。科学研究发现，盲人看不见并不

是由于他们大脑出了问题，而只是视觉

感受器故障导致信号无法传递到脑，如

果通过特定装置将视觉信号转换成电刺

激再传递到大脑，那么盲人就可能对视

觉刺激作出与正常人一样的反应。正如

研究感觉替代的著名学者保罗·巴赫利

塔认为：“脑可以学会从其他感觉器官传

来的许多神经脉冲序列中提取出同样的

信息，如果这个感官能够携带从一个像

摄像机这样的眼睛替代物中来的信息的

话”。保罗·巴赫利塔相信脑是具有惊人

可塑性的器官，如果脑的某个功能受损

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器官来执行相同功

能。他们研发了一款舌头触觉-视觉替

代装置，通过头戴摄像机采集视觉信号，

通过舌头触觉传感器将视觉信号传递到

大脑，结果研究对象获得了基本的视觉

图像和视觉轮廓。这项研究继续深入开

展，完全有可能实现人类“上观天庭，下

探地穴”的能力。另一项更为神奇的发

现是美国科学家法韦尔（L.A. Farwell）
“脑指纹”技术，这一技术通过对大脑记

忆痕迹追踪，揭示大脑中真实存在的记

忆。当大脑中具有某种记忆痕迹，便可

以提取出MERMER成分的脑电波，意为

“与记忆和编码相关的多相脑电反应”。

这种方法有可能应用于罪案调查，因为

作案者头脑中存储的犯罪过程的细节或

记忆痕迹是无辜者大脑中所没有的。美

国杜克大学神经工程研究中心的尼科莱

利斯（M. Nicolelis）教授还试图解开脑神

经编码之谜，用心智或意念来控制机器，

2008年尼科莱利斯美国实验室的猴子依

多亚成功用意念驱动了一台在日本东京

名为“计算的脑”的机器人稳步行走，这

一科学发现证实了脑神经的重组和编码

能力是惊人的。

复杂的脑科学离我们并不遥远，脑科

学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已经开始逐渐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

的，了解了各种奇怪病症是脑的哪里出了

故障，我们将这些脑科学成果应用到现实

生活，使大脑“黑箱”不再那么神秘。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脑科学成果还会对我们普

通人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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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智能爆炸：开启智人新时代

王汉华，刘兴亮，张小平 著。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5 年 10 月第 1 版，定价：59.00
元。

本书系统地梳理和描绘中国的智能

化浪潮，并进一步探讨这股浪潮最终对

社会和人本身的影响。书中提出了一个

全新的划分互联网时代的4段论：传统互

联网开启“人机时代”；移动互联网开启

“人人时代”；万联网开启“机人时代”；人

工智能开启“智人时代”。

宣告“智人时代”即将来临，是一个

具有爆炸性的预言。它的典型特征是：

机械日益富有人类的思维、情感、个性与

能力；人类日益异化并呈现越来越明显

的机械思维与习惯，比如对高科技智能

产品的过分依赖，人性色彩日益退化、情

感越来越贫乏、思维越来越线性，等等。

在某一个临界点上，日益进化的机器人

与日益退化为机械思维的人，会变成一

种“新人类”——智人。因为智能化浪潮

的来袭，我们面对未来“新人类”，或者说

我们异化为未来“新人类”的可能性更

大、速度更快。这种深层次的变化，将对

整个产业、社会、人类的文明和个人的心

性，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人工智能：计算agent基础

[加] David L. Poole，Alan K. Mackworth
著，董红斌，董兴业，童向荣等 译。机械

工业出版社，2015 年 1 月第 1 版，定价：

79.00元。

该书有机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

来，既详细地介绍了各种人工智能理论，

又提供了实现的思路和程序，这将有利

于读者在学习人工智能时把对人工智能

的理性认识转化为对具体程序的感性认

识，从而弥补大部分人工智能教材偏重

于理论的缺陷。

机器学习

[英] Peter Flach 著，段菲 译。人民邮电

出版社，2016年 1月第 1版，定价：79.00
元。

该书汇集了所有用于理解、挖掘和

分析数据的先进方法，并且通过数百个

精选实例和解说性插图，直观而准确地

阐释了这些方法背后的原理，内容涵盖

了机器学习的构成要素和机器学习任

务、逻辑模型、几何模型、统计模型，以及

矩阵分解、ROC分析等时下热点话题。

书中首先介绍了机器学习的构成要

素（任务、模型、特征）和机器学习任务，

接着详细分析了逻辑模型（树模型、规则

模型）、几何模型（线性模型和基于距离

的模型）和概率模型，然后讨论了特征、

模型的集成，以及被机器学习研究者称

为“实验”的方法。作者不仅使用了已有

术语，还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同时提供

了大量精选的示例和插图解说。

情感机器
[美] Marvin Minsky 著，王文革，程玉婷，

李小刚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12
月第1版，定价：99.90元。

情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

如果机器具备了情感，是不是就可以取

代人类？

在本书中，人工智能之父 Marvin
Minsky有力地论证了：情感、直觉和情绪

并不是与众不同的东西，而只是一种人

类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同时揭示了为什

么人类思维有时需要理性推理,而有时又

会转向情感的奥秘。通过对人类思维方

式建模,他为我们剖析了人类思维的本

质，为大众提供了一幅创建能理解、会思

考、具备人类意识、常识性思考能力，乃

至自我观念的情感机器的路线图。

脑机穿越

[巴西] Miguel A. Nicolelis 著，黄珏苹，郑

悠然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 3月

第1版，定价：59.90元。

本书讲述了“人机融合”的未来，即

“脑机接口时代”即将到来，在未来科技

的驱动下，科幻大片的场景已逐渐走入

现实。人类通过思维控制人造工具，如

今听起来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未来会成

为常态。从海洋深处到超新星禁区，甚

至到我们体内细胞空间的微小裂缝，人

类的触及范围最终将追上我们探索未知

领域的野心。

该书也是“脑机接口”的简要发展

史。作者从脑机接口对传统神经科学的

颠覆，到早期的“信息输出”，即机器如何

读取大脑信息；再到现在科学家苦心钻

研的“信息输入”问题，即反馈信号如何

作用于大脑等，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人类

未来的新图景。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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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热闹热闹””背后的背后的““门道门道””
钟义信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 100876
摘要摘要 谷歌AlphaGo与人类围棋高手对弈的结果，震撼了国际棋坛，也在公众舆论中激起了波澜。面对人工智能咄咄逼人的挑

战，人们会产生疑问：人类该如何应对？为了澄清这类疑问，本文解析人工智能的基本涵义、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和人类智慧之

间的相互关系，阐述人工智能机器的能力界限、人工智能发展与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关系、人类与作为人类聪明助手的人工智

能机器的和谐相处之道。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研究走向，着重阐述了人工智能理论创

新的机会，提出了大力发展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人工智能；人类智慧；智能模拟；生成机制；高等智能；人机共生

达尔文进化论揭示了生物界的一

个普遍规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人

类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竟争中从动物

界脱颖而出，是因为人类拥有“智慧”的

优势。智慧，是人类超越万物的胜券，

是应对一切挑战的法宝。

然而，1997年 IBM的Deep Blue战
胜了当时的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

2011年 IBM的Watson在问题抢答的智

力游戏中战胜了两位全美冠军；2016
年 Google的 AlphaGo战胜了世界围棋

冠军、韩国名将李世乭。于是，一部分

人（既有普通公众，也有世界顶级学者，

还有一批数量不小的科幻作家）对人类

引以自豪的智慧优势产生了越来越多

的怀疑，对人类的前途产生了越来越深

的忧虑：棋坛高手和智力游戏冠军是人

类的“智慧骄子”，却都在人工智能面前

连连败北，那么，在越来越聪明的人工

智能面前，人类的智慧优势还能保持多

久？人类被人工智能淘汰出局的日子

还有多远？为此，一些人建议，应当采

取措施限制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发展；另

外一些人则认为，人类只能尊重规律，

把“万物之灵”的地位让给比自己更灵

的人工智能。

看来这是一场严峻的挑战。然而

这些想法高估了人工智能的威力。在

人工智能研究者看来，人工智能的这些

“胜利”其实都是其背后人类智慧的胜

利，不应由此引起恐慌。而且，这只是

人工智能发展长河中几朵小小的浪

花。在人工智能研究的漫漫征程中，遭

遇更多的是不为外界所知的失败、困

扰、无助和质疑。

应当怎样认识人工智能？应当怎

样对待人工智能？本文试图在此与读

者共同探讨：什么是人工智能？它与人

类“智慧”存在什么关系？人工智能的

发展与人类的解放具有怎样的关系？

人工智能发展的实际状况如何？人工

智能研究将向何处去？中国科技界在

世界人工智能研究发展中拥有什么优

势和机会？应当怎样驾驭人工智能的

发展为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服务？

1 人工智能的涵义
什么是人工智能？

简略来讲，人工智能是一门学科，

目标是要探索和理解人类智慧的奥秘，

并把这种理解尽其可能地在机器上实

现出来，从而创造具有一定智能水平的

人工智能机器，帮助人类解决各种各样

的问题。可见，人类智慧是人工智能研

究的原型。

那么，什么是人类智慧？

众所周知，不断改善自己生存的条

件和发展的水平，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目

标，也是人类永世不竭的动力。人类智

慧最为充分的表现就是：为了实现自己

的目标而不断地发现问题、定义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发现问题和定

义问题的能力是人类智慧之中最具创

造性的能力，这是因为，发现问题和定

义问题是人类寻求进步的第一步，也是

最重要的一步；这种能力有赖于人类的

目的、知识、直觉、想象、审美、灵感和顿

悟这样一些抽象的隐性能力，因此通常

被称为“隐性智慧能力”；而解决问题的

能力则是人类智慧之中最具操作性的

能力，主要有赖于获取信息、提炼知识、

演绎智能策略和执行智能策略这样一

些显性的操作能力，因此通常被称为

“显性智慧能力”。不言而喻，人类的隐

性智慧能力与显性智慧能力两者缺一

不可，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促

进、相辅相成，构成人类智慧的整体能

力。人类正是依靠了自己的整体智慧

能力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解决问

题，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终于发展成为

了可以超越万物的“万物之灵”。

为了方便，人们把隐性智慧和显性

智慧的整体称为“人类智慧”，把具有操

作性特色的显性智慧称为“人类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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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中的联结主义和符号主义人工智能中的联结主义和符号主义
顾险峰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计算机系，美国纽约11794
摘要摘要 2016年3月，谷歌AlphaGo击败了围棋九段李世乭，举世震惊。时人有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欢呼雀跃者，有为人类前途命

运忧心忡忡者，有对机器蛮力不屑一顾者，有对人类失去优越感而沮丧彷徨者。本文探讨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方向，分析人工智

能在目前的局限和未来的潜力，通过对人类脑神经认知和人工神经网络认知进行对比，从而对人工智能有一个公正客观而又与

时俱进的认识。

关键词关键词 人工智能；联结主义；符号主义

人类的智能主要包括归纳总结和

逻辑演绎，对应着人工智能中的联结主

义（如人工神经网络，图 1为由人工神

经网络生成的 Inceptionist图像）和符号

主义（如吴文俊方法）。人类大量的视

觉听觉信号的感知处理都是下意识的，

基于大脑皮层神经网络的学习方法；大

量的数学推导、定理证明是有强烈主观

意识的，是基于公理系统的符号演算

方法。

1 联结主义
David Hunter Hubel 和 Torsen

Wiesel共同获得了 1981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1959年，Hubel和Wiesel
在麻醉的猫的视觉中枢上插入微电极

后，在猫的眼前投影各种简单模式，观

察猫的视觉神经元的反应。他们发现，

猫的视觉中枢中有些神经元对于某种

方向的直线敏感，另外一些神经元对于

另外一种方向的直线敏感；某些初等的

神经元对于简单模式敏感，另外一些高

级的神经元对于复杂模式敏感，并且其

敏感度和复杂模式的位置与定向无

关。证明了视觉中枢系统具有由简单

模式构成复杂模式的功能，也启发了计

算机科学家发明人工神经网络。

1.1 层次特征（hierarchical features）
后来，通过对猴子的视觉中枢的解

剖，将猴子的大脑皮层曲面平展在手术

台表面上，人们发现从视网膜到第一级

视觉中枢的大脑皮层曲面的映射

（retinotopic mapping）是 保 角 映 射

（conformal mapping）[1]。如图2所示，保

角变换的最大特点是局部保持形状，但

图1 由人工神经网络生成的 Inceptionist图像

图2 三维曲面到平面的保角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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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灵测试到深度学习从图灵测试到深度学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6060年年
万赟

美国休斯敦大学维多利亚分校，德克萨斯州维多利亚 77901
摘要摘要 2015年深度学习和2016年谷歌AlphaGo围棋在世界各国主流媒体上争取报道，也引发了大众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人工

智能在60年前就已经出现并且几经起落，近两年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云计算平台的发展。在过去的20年间，人工智能

以智能软件代理、推荐系统、数据挖掘、知识管理、深度学习等各种应用层面的分支概念存在。追本溯源，本文概括介绍人工智能

过去60年的发展历史。

关键词关键词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云计算；电子商务；计算历史

1 人工智能诞生
2014年英美合作的电影《模仿游

戏》讲述了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60年
前在二战期间帮助设计电子计算机破

译纳粹德国军事密码的真实故事。不

过影片的名字与图灵在电影中的事迹

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来自当时英国流

行的游戏。游戏中一男一女分别躲在

幕后，参加游戏的人向他们两个人不断

提问题，他们通过无法识别笔迹的笔答

方式来回答，提问题的人根据回答来判

断这两个人的性别。1950 年图灵在

《计算机与智能》[1]一文中借用这个游戏

做为判断计算机是否具有人类智能的

标准，也就是把一个人和一台计算机放

在幕后，让测试人员通过提问来判断哪

一个是计算机，如果判断错误的话，就

认为计算机通过了图灵测试，具有人的

智能。后来人工智能学者将图灵这篇

论文中描述的计算机称为图灵机，这一

测试方式称为图灵测试（注：图灵本人

曾经预测随着足够多内存的出现，50
年内（也就是到2000年）计算机能够达

到图灵机的标准）。40年后的 1990年

英国剑桥大学为了推动图灵机的实现

设立了总额为10万美元的图灵测试比

赛（The Leobner Prize），每年举办一次，

直到有人能够设计出达到标准的图灵

机为止，结果 16年后的今天比赛仍在

继续。尽管如此，图灵测试为人工智能

领域的发展竖立起一个目标。随着几

代人工智能学者的不断研究，逐渐认识

到人脑的高度复杂性和计算机的局限

性。这些发现帮助我们不断把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到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方需

要尽快破译纳粹德国军事密码，图灵参

与并主导了英国电子计算机的研制。

同时期美国科学家也投入到计算机的

研制工作。战后电子计算机开始从纯

军事领域转向民用，很多具有不同学术

背景的专家聚拢到计算机的应用领域，

其中不乏青年才俊。1956年夏天，一

批学者聚集在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一

次关于人工智能的研讨会，该会议成为

人工智能领域正式创立的标志。会议

的召集人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数学系助

理教授麦卡锡（John McCarthy），参与人

包 括 明 斯 基（Marvin Minsky），西 蒙

（Herbert Simon）以及西蒙的合作伙伴

纽厄尔（Allen Newell）。由于不同的学

术背景和对智能以及实现智能的不同

看法，人工智能从一开始就形成两类不

同的流派和方法。

第一类是以西蒙和纽厄尔代表的

理性学派。这一学派认为人脑与计算

机可以看成信息处理器。计算机的智

能和人脑的智能主要表现在对抽象化

问题的解决上。任何能够以一定的逻

辑规则描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人工智

能程序来计算解决，尤其是对人脑来说

过于复杂的逻辑问题。西蒙有一段时

间专门研究公司里人们的行为决策，他

发现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人在做决策

时并不像经济学里的理性人描述地那

样，能够总是去寻求最优解，大多数情

况下是寻找能够满足最低要求的解决

方案。他将这一现象称为“满意解

（satisficing）”，用来区别对理性人所假

设的“最优解（optimizing）”。他认为这

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人理性的有限性

或 者 说 是 有 边 界 的 理 性（bounded
rationality）。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他

认为计算机带来的人工智能可以大大

延伸人类理性。按照这一思路，西蒙和

纽厄尔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不少成

果。1955年他们设计的逻辑机程序成

功证明了罗素和怀特海所著的《数学原

理》一书提出的52个定理中的38个，其

中不少证明比原书中的更加精彩。根

据对逻辑机的研究，1957年他们又设

收稿日期：2016-03-25
作者简介：万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应用，电子信箱：WanY@uhv.edu
引用格式：万赟. 从图灵测试到深度学习：人工智能60年[J]. 科技导报, 2016, 34(7): 26-33;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7.003

26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525


科技导报201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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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构造网络深构造网络：：类脑计算的新方向类脑计算的新方向
华春雷

北京戴瑟尔生物科学研究有限公司，神经深构造运算与脑计算机实验室（Mindputer Lab），北京 100085
摘要摘要 类脑计算实际上存在两个技术层面：第1层面是“走出诺依曼框架”，主要属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大范畴；第2层面是“基于神

经科学的计算机算法”，试图超越人工神经网络框架和摆脱权值计算模型，实现对生物脑的高逼真性模拟。第2层面研究有两类

方法，一类是“大科学”，例如欧盟的“人类脑计划”和美国的“BRAINs”计划；另一类是“小科学”，例如Numenta 公司的“新皮质层

模型”和Mindputer Lab的“脑的深构造网络”研究。本文总结比较了类脑计算各主要层类的方法特点，重点介绍了深构造网络

的基本概念、深构造脑模型的研发进展和深构造网络技术的应用优势。

关键词关键词 类脑计算；深构造网络；神经深构造运算；类脑计算机；深构造脑模型

1 类脑计算的主要类别及方法特点
类脑计算是对比计算机信息技术与脑神经信息功能的

智能差距后而提出的技术理想，目标是发展仿脑的高智能计

算机器。目前各实验室在同一起跑线上，正处于像莱特兄弟

早期飞行时的探索阶段。

类脑计算研究，实际上存在两个技术层面：一个是“超越

诺依曼框架”，一个是“基于神经科学的计算机算法”。表面

看相仿，但性质不同。例如，人工神经网络（ANN）几十年前

就走出了诺依曼框架。现在多数在做的神经形态芯片、神经

计算机、深度学习软硬件项目等，都是ANN范围的技术延

伸。支持者们相信，ANN的神经元模型是基于突触可塑性原

理而形成的；多层深度神经网络是在脑神经视觉网络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因此都属于类脑计算性质。反对者认为，简单

的神经元计算模型并不能真正实现对生物性神经元的复杂

的树突结构及其复杂工作模式的仿真。ANN的结构与生物

脑的网络结构本质不同，两种网络的结构复杂度及智能表现

差异巨大。因此反对者认为，试图“超越诺依曼框架”的类脑

计算，并不等于是“基于神经科学的计算机算法”，这是两个

技术层面。

大多数现有的“类脑计算”项目属于第 1技术层面，无论

是软件或硬件，无论其技术路径怎样不同，仍然没有脱离出

ANN的大范畴。而第2技术层面“基于神经科学的计算机算

法”是一个很高的技术理想，实质上是在试图超越ANN框架

和摆脱权值计算模型。目前国内外只有少数几个在做的研

究项目，其共同点是试图实现对生物脑的高逼真性模拟，研

究方法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第 1类主要有欧盟的“人类脑计划”和美国的“BRAINs”

计划，虽然技术路径不同，但都是从生物脑的微观层面的实

验数据和知识入手，通过逐渐整合，向上寻找中观和宏观层

面上的数量关系规律，最终建立起整体的脑理论模型。

该类方法的特点是“自下而上”，一场大规模的微观海量

的数据和碎片化的实验知识的“拼图工程”。首先发展高尖

端技术工具，以实现对脑的微观的结构和功能的全面测量和

记录；然后建立起全脑微观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逐渐向大规

模的脑计算模型上发展，并试图形成对脑活动、脑病变和脑

智能的机制性解读的整体理论；最后形成比较成熟的类脑计

算技术和类脑人工智能。这种研究属于长周期的大科学或

大工程，需要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第2类研究方法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直接将研究重心

放在一个“好的”脑理论的建造上，然后向下导出神经元模型

和神经元群体网络模型；之后测试和检验模型与微观神经知

识和数据之间的契合度。这种研究的关键在于怎样找到正

确的理论入手点，这一步不是单纯的建模方法问题，也不是

一般的学科性理论问题，而是若干个重要学科的理论进程中

的汇合点上的再综合，属于科学大周期性的结晶过程。这种

研究属于长周期和“形而上”的小科学。目前，采用第 2类方

法的主要有美国Numenta公司和中国的神经深构造运算与脑

计算机实验室（Neural Deep Structure Computing & Mind
Computer Lab，Mindputer Lab），两个实验室技术路径虽异，但

总体方法都是先从全脑角度来建立理论框架，然后将理论逐

渐地向下细化，导出中观和微观的计算模型，之后再检验与

微观层面的实验数据和知识的互恰性。

两类研究方法各有利弊，第 1类方法就像在万米悬崖峭

壁贴身攀岩，向上的每一步很费时且充满未知。因为，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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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推论与强相关逻辑相关推论与强相关逻辑
程京德

日本国立埼玉大学，日本埼玉 338-8570
摘要摘要 推论的能力，尤其是抽象推论的能力，无疑是人类智能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因而应该是任何以实现人工人类智能为目标的

计算智能系统都应该提供的必不可少的功能。本文简要介绍相关推论和相关逻辑。分析表明，为相关推论提供逻辑有效性保证

的强相关逻辑，对于以发现或预测为最基本功能的各种计算智能系统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相关推论；强相关逻辑；计算智能系统

1 何谓推论？
推论（reasoning）是从前提（为结论提供证据的已知事实

或预设假说）推导出新结论的过程，是从已知或预设（即前

提）到达未知（即新结论）从而获取新知识、扩展已有知识的

过程。一个推论过程一般由一系列被称为推断（argument）或

者推理（inference）的步骤有序构成。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尤

其是抽象知识，并非所有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后从直接的经

验总结得出的，而大部分都是根据已知知识通过推论而得到

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推论这一手段，人类就不可能把知识

宝库扩展到今天如此丰富的地步。

举一个用自然语言表达的推论的简单例子。

（1）所有的有理数都可以表达为一对整数之比。

（2）π不能表达为一对整数之比。

所以

（3）π不是一个有理数。

（4）π是一个数。

所以

（5）至少存在一个非有理数（无理

数）。

这里，用一步推理先从前提（1）和（2）推出（3）作为结论，

又用一步推理从前提（3）和（4）推出（5）作为结论，这样的两

步推理构成一个完整的推论，从前提（1），（2）和（4）推出结论

（5）。
推论的能力，尤其是抽象推论的能力（一般动物并不具

备），无疑是人类智能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因而应该是任何以

实现人工人类智能（本文用此名词以区别人工智能所实现的

动物智能）为目标的计算智能系统都具备的必不可少的功

能。说一个没有具备推论能力的计算智能系统实现了人工

人类智能，显然有言过其实之嫌。尽管推论及其自动化曾经

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科学中最活跃的研究课题，但关于

推论的基本性质还有许多未解决问题需要探究，关于推论在

计算机上的有效实现也还仍然有许多重要课题需要实践。

2 何谓逻辑学？
在上述有关推论的一般哲学定义中，尽管说推论的前提

要为其结论提供证据，但一个具体推论的前提是否实际上真

正有效地为其结论提供了证据是独立于一般定义的另一件

事，也就是说，确实提供或者实际没有提供都是可能的。因

此就需要某种确切标准来区分鉴别正确、有效推论和不正

确、非有效推论。逻辑学正是研究推论正确性或有效性学问

的学科。逻辑学首先是关于推论（推理）的学问，它探索和研

究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正确、有效的推论，探索和研究用于区

分鉴别正确、有效的推论和不正确、非有效的推论的一般原

理和标准，探索和研究如何进行正确、有效推论而避免不正

确、非有效推论的一般方法论。因此，历史上，逻辑学从来就

被称之为“科学之科学，技艺之技艺”（司各脱，13世纪）、“所

有其他科学之基础”（塔斯基，1941）、“先于所有其他科学，以

其思想和原理支撑所有科学之科学”（哥德尔，1944）。
另一方面，在各种各样推论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可以有多

种不同种类的证据关系存在，而对不同的证据关系的认同与

否就可以引导出不同的正确有效性标准。任何科学都是基

于一些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一旦其中某个假设

或原理被一个新的假设或原理所替换，可能会给予该门科学

巨大影响，以至于产生一个全新分支 。逻辑学也不例外，关

于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的不同哲学动机可以引导出不同的

逻辑有效性标准和逻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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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智能社会的智能交通系统面向未来智能社会的智能交通系统
发展策略发展策略
陶永 1，闫学东 2，王田苗 1，刘旸 2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191
2.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100044
摘要摘要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交通与信息、传感器、电子控制等先进技术相融合，进

一步拓宽和深化了未来智能交通系统的内涵，并有望对人类未来智能生活的理念和模式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分析了智能交通系

统的国际前沿和发展趋势，介绍了智能交通系统的大数据挖掘、无人驾驶、电动汽车、车联网等关键技术，指出了智能交通系统的

发展重点，对智能交通系统助力智能社会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智能社会；智能交通；交通大数据；无人驾驶；电动汽车；车联网

智能社会是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

广泛深度融合、技术全面更新换代、产

业系统升级、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调整演

进而成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融

合、协同、共享、共治是其鲜明特征，对

人类生产、工作、生活方式将带来新的

深刻变革。智能交通系统通过打造一

种能公平、高效、安全、便捷、环保的交

通运输系统，从而满足不断增长的民众

出行与物资运输需求。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 transpor-
tation system，ITS）是未来交通系统的

发展方向，将先进的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传感器、数据通信、电

子控制、运筹学、自动控制技术等有效

地集成运用于交通运输、服务控制和车

辆等整个地面交通管理系统，加强车

辆、道路、使用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

一种保障安全、提高效率、改善环境、节

约能源的综合运输体系，建立一种在大

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

确、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图

1）[1]。

智能交通是当今世界交通运输发

展的热点和前沿，在现有交通基础设施

和运输工具的基础

上，通过对现代信

息、通信、控制等技

术的集成应用，以

构建安全、便捷、高

效、绿色的交通运

输体系为目标，充

分满足公众出行和

货物运输多样化需

求，是现代交通运

输业的重要标志[2]。

智能交通不仅

是技术革新，更是

未来出行等生活方

式的革新[3]。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

术的不断创新，智能交通技术的发展也

正在孕育着重大变革。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移动互连等技术在交通领

域的应用，对智能交通系统的模式、理

念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交通运输部

在面向未来30年的交通运输发展纲领

性文件《Beyond Traffic》中展望，到2045
年，亚洲将实现电动巴士在城市各处穿

梭，无线充电技术使其每时每刻都可以

提供便捷的服务；欧洲将实现无人驾驶

汽车在道路上畅行无阻，安全控制技术

使事故率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智能交

通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革新，更是生活方

式的革新。

目前，国际智能交通领域的车路协

同系统、公众出行便捷服务、物联网、车

联网、无人驾驶、电动汽车等领域，都在

广泛研究和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

互联等新技术[4]。如何从多源异构的实

时海量信息中挖掘出改善交通系统运

行效率与服务水平的信息情报和知识

图1 智能交通系统构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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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张季，姚洪斌. 双色脉冲场量子调控H+2的光电离动力学[J]. 科技导报, 2016, 34(7): 90-93;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7.007

双色脉冲场量子调控双色脉冲场量子调控 H+
2 的光电离动的光电离动

力学力学
张季，姚洪斌

新疆工程学院新能源材料重点实验室，乌鲁木齐 830091
摘要摘要 利用精确求解核与电子运动的三维含时量子波包法，理论研究了双色激光脉冲场（790-395 nm）量子调控 H+

2 的光电离

动力学方案。与单色场790 nm和395 nm相比，H+
2 在双色脉冲场（790-395 nm）中的电离几率明显增强。通过改变双色脉冲

场的初始相位差，H+
2 的光电离产物的空间非对称性分布几率可达52%。该调控方案的理论机理是通过精确操控激光场的瞬间

波形，使其电场强度在正、负方向上的非对称性达到最大值，进而达到对光电离动力学过程的高效调控。通过系统分析活跃电子

在强场缀饰势阱中的运动，阐明了 H+
2 的光电离几率和产物空间分布随电场强度的变化关系。该研究结果将为后续的量子调控

光电离动力学实验提供科学的理论预测和指导。

关键词关键词 量子调控；含时波包法；光电离；激光场

随着强场技术的飞速发展，利用超快强激光脉冲场量子

调控分子体系的核与电子动力学已是当前强场动力学领域

的热点之一，其在物理化学、光化学、量子光学等诸多领域有

着巨大的应用前景[1~3]。在众多的研究对象中，类氢分子离子

（H+
2 、HD、D+

2）通常是研究强场量子调控技术的典型分子，它

不仅具有便于实验和理论研究的简单构型——2个原子核外

加 1个电子，更重要的是它在强激光场作用下会展现出许多

重要的量子现象，例如，分子键的软化和硬化[4]、阈上解离和

阈下解离[5]、阈上库仑爆炸电离[6]、电荷共振增强电离[7]、直接

多光子电离[8]等。2004年，Zhang等[9]对H2及其同位素（D2、HD
和它们的离子）的解离能和电离能进行了超高精细测量，其

测量的解离能与第一性原理的计算结果符合很好。针对类

氢分子离子体系动力学特性的研究，理论和实验工作者们提

出了多种强场量子调控方案，主要是通过改变激光场的波长[10]、

峰值强度[11]、脉冲宽度[12]以及采用延迟的双脉冲激光场[13]来控

制核与电子的动力学过程。

近年，人们发现当激光脉冲场的持续时间小于 10 fs时，

脉冲场的初始包络相位是一个很好的调控参数，已广泛应用

于量子调控分子体系的光解离和电离动力学 [14,15]。例如，

Kling等[16]首次利用超短脉冲场的初始包络相位量子调控了

D2分子的解离性电离的产物空间分布。通过改变激光脉冲

场（波长760 nm、脉冲宽度5 fs）的初始包络相位，D2分子在解

离性电离过程中电子的空间非对称性分布几率可以达到

20%；随后，Kling等[17]通过改变激光脉冲场（波长 730 nm、脉

冲宽度5 fs）的初始包络相位量子调控了 H+
2 的光解离产物的

空间分布。该调控方案的理论机理是利用超短脉冲场的初

始包络相位控制激光场的瞬间波形，使其电场强度在正、负

方向上不对称，进而达到对核与电子动力学过程的量子操

控。但是，通过改变脉冲场的初始包络相位来控制激光场的

瞬间波形有其局限性，譬如调控参数单一，并且对电场强度

的非对称性调控率非常有限，进而导致了调控效率不高。

本研究基于分子的光电离动力学与激光场瞬间波形的

内在联系，提出了一种利用双色脉冲场量子调控H+2的光电离

几率和产物空间分布的研究方案。为了增强电场强度在正、

负方向上的非对称性，提升分子的光电离调控率，叠加了一

束基准脉冲（波长790 nm）及其二次谐波（波长395 nm）。通

过改变基准脉冲场790 nm与其二次谐波场395 nm的初始相

位差，可以精确地操控激光场的瞬间波形，使其电场强度在

正、负方向上的非对称性达到最大值。系统地研究活跃电子

在缀饰双势阱中的运动，得出了双色脉冲场量子调控H+2光电

离动力学的理论机理。

1 理论方法
H+

2 在强激光场中的含时薛定谔方程（原子单位制）：

i ∂∂tψ(R,r, t) =[H0 +W(t)]ψ(R,r,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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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葵杂交种耐盐性鉴定及幼苗对油葵杂交种耐盐性鉴定及幼苗对
盐胁迫的生理响应盐胁迫的生理响应
张艳芳 1，孙瑞芬 2，郭树春 2，侯建华 1

1. 内蒙古农业大学农学院，呼和浩特 010019
2.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呼和浩特 010031
摘要摘要 以油葵杂交种P6、P29、P65、S13和P50为试验材料，采用土培300、350和400 mmol/L 3个不同浓度NaCl和水培100、
120和150 mmol/L 3个不同浓度NaCl胁迫处理的植株进行形态观察，并对水培120 mmol/L NaCl胁迫处理第9天的植株进行

耐盐性鉴定；水培 120和 150 mmol/L NaCl胁迫处理，测定P50和P29的可溶性蛋白含量、Pro含量、MDA含量、SOD活性和

POD活性5项耐盐相关生理生化指标，探讨不同油葵杂交种间对盐胁迫的响应差异。结果表明：1）5个油葵杂交种幼苗的耐盐

性表现为P50＞P65＞P6＞S13＞P29。其中P50和P65的盐害指数分别为0和5.83%，为极强耐盐类型；S13和P6的盐害指数

分别为40.28%和51.39%，为中度耐盐类型；P29的盐害指数为80.83%，为盐敏感类型。2）P50和P29品种间比较，5项指标呈

现极显著差异；3）同一品种的不同浓度间比较，5项指标呈现极显著差异，不同浓度NaCl胁迫下，随处理时间的延长，P50的可

溶性蛋白含量呈现升高的趋势，P29呈先升后降的趋势；P50和P29的Pro含量、SOD活性和POD活性的变化趋势相似，呈现先

升高后降低的趋势；P50和P29的MDA含量呈现升高的趋势。研究表明，盐逆境对油葵幼苗的生长有明显伤害，但P50与P29
受到的伤害差异程度达极显著，整体上P50表现出对盐胁迫具有较强抗性。

关键词关键词 油葵；盐胁迫；耐盐性；生理生化指标

全世界盐渍土面积约 897.0万 km2[1]，根据农业部第二次

土壤普查资料统计，中国盐渍土面积约有35万km2，约占国土

总面积的 3.6%[2]。盐胁迫是自然界中主要的非生物胁迫之

一，非生物胁迫给农业带来巨大的损失，目前已经严重影响

到世界范围内许多重要作物的产量。土壤中过多的可溶性

盐会使植物吸收水分的能力受限，使植物在形态、生理、生化

上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植物生长受阻。盐胁迫可能是由离子

胁迫和渗透胁迫导致的氧胁迫等的二次胁迫[3]。在进化过程

中，植物形成了许多应对盐碱胁迫的能力，包含生理、生化以

及分子水平上的响应等，这是绿色植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生

理生化过程。植物的抗氧化作用是植物自身适应性调节的

一个重要方面，植物对盐碱的耐受能力可以通过许多指标来

评价。人们在许多作物上进行了耐盐方面的深入研究，例如

甜菜、黄瓜、棉花、茄子、小麦等，这些研究揭示了植物耐盐是

个复杂的现象，依赖许多相关因素。

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L.）生长对土壤要求不严，对

盐碱有较强的耐性，被誉为盐渍土上的先锋作物，经济价值

高，是生物治理盐碱及开发盐碱地的首选作物之一。因此，

向日葵耐盐相关研究对揭示植物的耐盐机理可以起到举足

轻重的作用。郑青松等[4]发现向日葵对盐分的适应主要取决

于盐分在根系和茎秆的积累。颜宏等[5]研究发现NaCl胁迫处

理可不同程度地减少向日葵叶片、茎、根中的K+含量，增加

Na+的吸收，有效诱导向日葵中游离脯氨酸（Pro）积累来参与

渗透调节。王桂芹等[6]认为杂交油葵比食用葵具有更强的耐

盐碱性，杂交油葵的耐盐碱性与其根部外皮层栓质化，茎叶

中的通气组织密切相关。张俊莲等[7]研究发现盐逆境对向日

葵叶面积的影响大于对株高的影响，使质膜特有的选择性功

能丧失。低盐胁迫伤害主要是气孔因素造成的，高盐胁迫伤

害则主要来自非气孔因素。岳云等[8]认为丙二醛、膜透性可

以反映油葵受盐胁迫的生理状况，株高、叶面积可以作为油

葵植株受盐胁迫时的表型指标。油葵耐盐能力强，可以在土

壤盐含量 8.5 g/kg以下的环境中生长，但土壤中盐含量大于

5.5 g/kg时产量下降显著。孔东等 [9]认为油葵苗期对盐分较

敏感，全生育期土壤盐分含量高于5 g/kg时，严重抑制作物生

长，最高减产率可达45.15%。唐奇志等[10]利用海水处理向日

葵幼苗发现，它对植物的影响是渗透作用、营养作用和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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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西沙群岛西科南海西沙群岛西科11井上新统井上新统--全新统全新统
碳酸盐岩微相分析碳酸盐岩微相分析
李晓 1，刘娜 1，吴仕玖 2，刘才 2，徐守立 2，刘立 1，赵爽 1，于亚苹 1

1. 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长春 130061
2.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研究院，湛江 524057
摘要摘要 西科1井为全取心科学钻井。采用定量微相分析方法，通过精细的岩芯观察和系统的薄片分析，对西科1井上新统－全新

统碳酸盐岩微相进行精细研究，以阐明各组分类型和微相类型的纵向分布特征。研究表明，研究区碳酸盐岩表现出颗粒含量高，

基质和胶结物含量低的特点。根据碳酸盐岩组分的显微特征，识别出19种微相类型，主要为生屑泥粒灰岩、生屑粒泥灰岩、珊瑚

骨架灰岩和苔藓动物粘结灰岩。碳酸盐岩微相纵向分布表明：乐东组经历了动荡水沉积—强动荡水与动荡水交互沉积—动荡水

与弱动荡水交互沉积。莺歌海组经历了强动荡水沉积、动荡水与弱动荡水交互沉积—动荡水沉积。

关键词关键词 南海；西沙群岛；西科1井；生物礁动；碳酸盐岩；微相

碳酸盐岩储层中油气储量巨大，油气产量约占世界油气

总产量的60%，油气探明产量占47%以上[1]，在国内外石油勘

探中有重要意义。南海是中国油气勘探的重要地区，目前已

发现的30多个生物礁油气田，使生物礁油气田的勘探开发成

为南海油气勘探的巨大亮点[2]。

南海西沙群岛新近纪以来广泛发育生物礁，西沙生物礁

是全球少见的海侵型生物礁，沉积厚度大，连续性好[1]，为生

物礁油气储层的研究提供了极佳场所。该区已完成了西永 l、
西永2、西石1、西琛1等4口钻井，开展了岩石学特征研究[3,4]、

成岩作用研究[5~7]、白云岩成因研究[8,9]和生物礁储层研究[10]，但

对碳酸盐岩微相的研究相对薄弱，仅张明书等[3]划分出骨屑

灰岩、砂屑灰岩、礁砾屑灰岩、生物礁格架灰岩、泥晶灰岩、叠

层石泥晶灰岩和核形石泥晶灰岩，几乎未进行系统的微相研

究。微相分析是研究沉积环境及其变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同

样为储层研究提供基础地质信息，对储层评价有着重要的经

济意义。西科1井为全取心科学钻井，总长1268 m的岩心为

碳酸盐岩微相的连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本文基

于0~374.95 m岩心的岩石学系统研究，采用定量微相分析的

方法，揭示碳酸盐岩微相特征。

1 地质背景
西沙群岛位于中国南海西北部陆坡区，主体部分位于北

纬 15°43′至 17°07′，东经 111°11′至 112°54′，岛屿总面积 8
km2[11]。西沙群岛海底地形表现为东西部较高，中间较低[12]。

分为沙岛、礁平台和水下斜坡，其中，礁平台是构成西沙群岛

的主体，由珊瑚礁和钙藻类构成[13]。西科 1井位于西沙群岛

永兴岛东北部的石岛东侧（图1），全取芯深度达1268 m，按照

最新的地层划分，0~374.95 m为上新统-全新统乐东组和莺

歌海组地层[14]。

2 材料和方法
采用定量微相分析的方法，对西科1井上新统-全新统地

层展开研究。通过 981片铸体薄片分析和 374.95 m岩心观

察，探讨研究区碳酸盐岩微相特征。

根据镜下识别出的颗粒类型的含量，将其划分为常见（>
10%）和少见（<10%）。然后，根据岩石类型的划分结果，按照

1∶1000比例尺合层，根据合层结果，将各类颗粒划分为常见

（>50%的薄片中发育）和少见（<50%的薄片中发育）。

选取代表性视域，采集镜下照片，进行组分统计。依据

Riding[15]的划分结果，确定待统计组分类型为颗粒（S）、基质

（M）、胶结物（C）3类。其中，颗粒包括生物格架、生物碎屑和

内碎屑。对于泥晶化的颗粒、残余泥晶套以及新生变形的骨

架都划分为颗粒组分 [16]。基质为泥晶方解石和重结晶方解

石。胶结物为亮晶方解石和文石。本次组分统计采用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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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采油田不同区块储层物性特征及难采油田不同区块储层物性特征及
分类评价分类评价
田潇 1，杨正明 2，储莎莎 2，赵国梅 3，魏成章 3

1. 中国科学院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廊坊 065007
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065007
3. 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敦煌736202
摘要摘要 以柴达木盆地3个难采区块为例，针对其储层物性差、注水效果差、微观结构认识不深入等问题，应用恒速压汞、核磁共振

及非线性渗流等室内实验技术，对研究区3个主力区块储层的物性特征及微观孔隙结构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低渗透油田储

层分类系数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加入表征裂缝发育程度的的评价参数——脆性指数，形成了符合难采油田开发现状的六元分类

系数评价方法。研究表明：难采油田储层整体属于典型的低孔、特低渗透储层，不同区块储层物性特征与孔喉特征参数的差异，

均归因于储层微观孔隙结构的差异。开展柴达木盆地难采油田相对富集区块的开发潜力分析评价，其分类结果与油田实际开发

生产效果相吻合。

关键词关键词 柴达木盆地；低渗透难采油藏；微观孔隙结构；岩石脆性指数；储层评价

柴西地区的难采油田，在青海油田探明的石油地质储量

和产量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己成为青海油田的主要产油

区。但目前该油田在试采和开发过程中，存在着采出程度

低、采收率低、注水难度大的问题，严重制约着该油田的有效

开发 [1]。本文以柴西地区A、B、C这 3个区块为主要研究对

象，利用核磁共振、恒速压汞和低渗透物理模拟等实验手段，

研究目标区块的微观孔隙结构特征、可动流体百分数以及非

线性渗流特征等。同时，在低渗透油田储层分类系数评价方

法[2,3]的基础上，加入了表征裂缝发育程度的评价参数—脆性

指数，形成了符合难采油田开发现状的六元分类系数评价方

法，对难采油田 3个区块的开发潜力及开发难易程度进行分

析评价，为柴达木难采油田的有效开发提供理论指导。

1 不同区块微观孔喉结构特征
1.1 孔渗关系分析

表 1为难采油田 3个主力区块 201块岩心物性资料统计

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A 区块孔隙度变化范围 2.48%～

24.07%，平均孔隙度为10.46%，峰值集中分布在10%～15%，

渗透率变化范围 0.1×10- 3～40.67×10- 3 μm2，平均渗透率为

9.66×10-3 μm2，属于低孔、特低渗透储层；B区块孔隙度变化

范围4.61%～17.70%，平均孔隙度为9.31%，峰值集中分布在

5%～10%，渗透率变化范围0.1×10-3～21.84×10-3 μm2，平均渗

透率为 2.72×10-3 μm2，属于特低孔、特低渗透储层；C区块孔

隙度变化范围 6.55%～22.98%，平均孔隙度为 14.62%，峰值

集中分布在 10%～25%，渗透率变化范围 0.1×10-3～50.36 ×
表1 难采油田储层孔渗统计表

Table 1 The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of the reservoir

区块

A

B

C

孔隙度/%

最小值

2.48

4.61

6.55

最大值

24.07

17.70

22.98

平均值

10.46

9.31

14.62

渗透率/10-3 μm2

最小值

0.1

0.1

0.1

最大值

40.67

21.84

50.36

平均值

9.66

2.72

3.50

储层评价

低孔、特低渗

特低孔、特低渗

低孔、特低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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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渗油藏体积压裂井压力特征分析低渗油藏体积压裂井压力特征分析
廖新维，陈晓明，赵晓亮，王欢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摘要摘要 体积压裂技术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多个油田进行了大型水力压裂尝试，其中最典型的是长庆油田实施的分段多

簇压裂技术。体积压裂渗流理论发展相比工艺具有滞后性，目前尚未有完善的用于现场指导的渗流理论体系。本研究以矿场体

积压裂直井的微地震测试资料为依据，建立了可以描述其渗流规律的数学模型：首先将渗流过程分为油藏到主裂缝的流动和主

裂缝内部流动；然后利用达西渗流理论描述主裂缝稳态渗流过程，利用源函数与叠加原理描述油藏渗流过程；最后在主裂缝壁面

处进行油藏渗流与主裂缝渗流的耦合。经过数学求解后得到了该模型井底压力的特征曲线，并且分析了各种因素下该特征曲线

的变化规律。对该数学模型和数值模型的结果进行比对，证实了该模型的准确性。

关键词关键词 体积压裂；渗流；格林函数；叠加原理；双重孔隙；径向复合

美国页岩气产量的大幅度上升得益于储层体积改造技

术的发展。2006年，Mayerhofer等[1]第一次给出了储层改造体

积的定义：储层改造体积是指通过微地震技术监测到的储层

毛面积与蓓蕾页岩厚度的乘积；2008年，Mayerhofer等[2]总结

了微地震的相关知识，提出了改造体积的计算方法以及获得

最好改造效果的关键。2010年开始，国内学者陈作 [3]、吴奇

等 [4~6]开始探索页岩气体积改造技术的技术内涵与核心理论，

界定了“狭义”和“广义”体积改造技术的异同，并从优化设计

等关键技术角度提出了国内低渗油藏运用体积压裂技术的

可能性。

针对体积改造区域渗流过程的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2008年，Medeiros等[7]建立了非均质油藏中压裂水平井在

考虑不同压裂情况下的半解析模型，并进行了压力和产能分

析；2010年，Clarkson等[8]提出了水平井开发致密油藏时井筒、

裂缝形状和油藏组合的 8种类型，其中以双重介质作为缝网

描述方法的占据 4种；2011年，Brown等[9]将近井地带改造区

理想化为双重介质，提出三线性流模型以预测页岩气藏多级

压裂水平井的压力响应特征；同一时期，Brohi等[10]建立了多

级压裂水平井线性耦合模型，内区用双重介质模拟，外区油

藏用单孔介质油藏线性流求解，两区接触面处压力和流量连

续；2012年，Zhou等[11]对微地震监测到的裂缝进行离散化处

理，提出了模拟复杂缝网渗流的半解析模型；2013年，Xu等[12]

对Ozkan模型进行了修正，将未改造区油藏也视为双重介质。

以上研究大部分针对的是体积改造区内的渗流过程，并

未涵盖非改造区，并且这类模型多适用于致密气藏。针对国

内低渗透油藏的体积压裂井，目前尚未见合适的渗流模型。

本研究以矿场微地震资料为基础，对Cinco-Ley和Meng的模

型[13~15]进行推广，将裂缝井、双孔介质、复合储层相结合，建立

一种描述体积压裂直井渗流特征的模型，并对井底压力动态

特征进行分析。

1 物理模型
体积压裂旨在通过压裂使天然裂缝不断扩张、脆性岩石

产生剪切滑移等破坏，形成人工裂缝与天然裂缝相互交错的

裂缝网络，从而形成一个高导流能力的渗流条带或者区域。

裂缝的形态与储层的各向异性程度、天然裂缝的发育状态、

压裂液对储层的影响有关。长庆油田体积压裂直井的微地

震资料显示，储层改造的主导方向呈现以井筒为中心的对称

方向；而老井体积压裂试井资料的分析结果表明了薄层、高

渗的储层均有利于网络裂缝的形成[16]。

综合矿场上结果，直井体积压裂措施后在近井区产生的

裂缝结构既与传统两翼缝存在差别，又不同于理想的裂缝网

络，而是在产生具有方向优势裂缝的同时，实现了人工裂缝

与天然裂缝的有效沟通。本文以此为依据，用两翼缝方法描

述方向优势裂缝，用双重介质表征改造区内的储层，非改造

区仍为原地应力下的均质特征，建立了体积压裂的渗流物理

模型（图1）。
该模型的基本假设：1）单相微可压缩液体在无穷远储层

中进行平面径向渗流；2）忽略重力、毛管力；3）流体流动满

足线性达西渗流；4）改造区存在双重孔隙介质：裂缝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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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致密砂岩气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致密砂岩气
储层物性特征储层物性特征
范俊佳 1,2，柳少波 1,2，张喜 3，郑永平 1,2，刘瑞兰 4，李秀丽 1,2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中国石油集团盆地构造与油气成藏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3.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北京 100010
4. 新疆油田公司开发公司，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摘要 在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大北地区地质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显微镜观测、激光共聚焦显微扫描、高压压汞分析及孔渗测试

等方法，研究了致密砂岩气储层物性特征。结果表明，库车坳陷的致密砂岩气储层孔隙类型以槽型孔、溶蚀孔为主；致密砂岩气

储层排驱压力一般在5 MPa以上，孔隙分选性差，孔喉半径较小；致密砂岩气储层孔隙度小于5%时，孔隙度与渗透率之间的相

关性较差，表现为孔隙度低而渗透率高，推断是微裂缝的发育提高了砂岩的渗透率；致密砂岩气储层岩石类型以长石岩屑质石英

砂岩为主，胶结作用以方解石胶结为主，裂缝改造作用明显。

关键词关键词 致密砂岩气；储层物性；孔隙结构；库车坳陷

中国的致密砂岩储层分布广泛，连续性强，致密砂岩气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1~4]。然而，尽管致密砂岩气资源丰富，

但由于储层物性条件差，气水关系复杂，勘探开发仍面临较

大的挑战[5]。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依奇克里克构造带是

塔里木盆地重要的天然气聚集带，1998年已发现大型常规砂

岩储层的克拉 2大气田，近年来致密气藏也取得重要进展。

致密砂岩气藏主要分布于克拉苏构造带—依奇克里克构造

带的克深、大北地区深层的白垩系和依南地区的侏罗系，目

前已发现大北1、大北3、克深1、克深2、克深5、依南2和迪北

气田（藏）。已有的研究表明，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致密砂

岩气藏主要具有低孔隙度、低基质渗透率的特征，符合致密

砂岩气藏的标准，而且这种致密砂岩气藏完全或部分受构造

控制，部分气藏具有底水或边水（如大北和克深气藏），部分

气水倒置（如迪北气藏）[6,7]。此外，与其他地区致密气藏相

比，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致密气藏产量高，大北气田试井

单井天然气日产量最高达百万m3，日产量远高于四川盆地广

安气田，后者日产量一般为几千m3至几万m3。这与致密储层

的物性特征，包括孔隙形态、孔隙结构、孔渗特征及成岩作用

密切相关。本研究在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地质研究的基

础上，利用显微镜观测、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扫描、高压压汞测

试及孔渗测试等方法，对克拉苏构造带大北地区致密砂岩进

行分析，研究致密砂岩气储层的物性特征。

1 致密砂岩的地质特征
库车坳陷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北依南天山造山带，南

接塔北隆起带，是发育于塔里木板块北部古生代地台边缘的

一个中、新生代陆相沉积坳陷[8]。受晚新生代印度板块与欧

亚板块碰撞的影响，塔里木盆地北部与南天山的盆山过渡带

总体上表现为强烈挤压变形的构造格局，发育一系列的逆冲

断层（或走滑逆冲断层）和线性褶皱构造。按照目前塔里木

油田采用的构造单元划分方案，库车坳陷可进一步划分为 7
个次级构造单元，即北部单斜带、克拉苏构造带—依奇克里

克构造带、乌什凹陷、拜城凹陷、阳霞凹陷、秋里塔格构造带、

南部斜坡带等。这些构造单元均为NEE向的带状展布，宏观

上构成两凸一凹两斜坡的新生代盆地结构特征，如图 1所示

图1 库车坳陷构造单元及油气藏分布

Fig. 1 Structural units and hydrocarbon reservoir
distribution in Kuqa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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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COCO22对不同煤阶煤储层渗透率变化对不同煤阶煤储层渗透率变化
的影响的影响
郭慧，王延斌，张崇崇，陈叶，陶传奇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研究CO2注入煤层后与煤中不同矿物发生反应引起的渗透率变化规律，能够为提高煤储层导流能力提供实验支撑。通过

对中、高煤阶煤样（屯兰矿、寺河矿）进行氮气吸附实验、矿物成分及渗透率的测试，探讨了注CO2后，煤中不同矿物与其反应的渗

透率变化规律以及渗透率改善效果；基于对初始渗透率、反应时间、改善后渗透率的非线性回归分析，建立渗透率变化模型。研

究结果表明：注入CO2后，由于发生CO2-水-岩石相互作用，中、高煤阶煤渗透率均随注气时间增加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规律，

寺河矿煤样先达到渗透率最大值，屯兰矿较滞后，寺河矿煤样渗透率改善效果比屯兰矿好。煤层中注入CO2对初始渗透率过大

或过小的煤层都不利于渗透率改善，只有渗透率在0.2×10-3～0.4×10-3 μm2的中等渗透率范围内，改善效果较好，渗透率变化模

型经实验数据验证较可靠。

关键词关键词 煤层气；不同煤阶；渗透率；矿物；注CO2

煤储层导流能力是影响煤层气产出量大小的重要因素

之一。利用煤对CO2的吸附能力高于甲烷的特点，可将吸附

在煤层中的甲烷置换出来[1~3]，在深煤层注入CO2不仅可以降

低CO2排放量，还可以提高煤层气采收率[4~6]，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国内外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煤储层孔裂隙多被矿物充

填，孔隙、裂隙之间连通性较差[7~9]，影响煤储层渗透率。在煤

层注CO2气体后，会引起煤的基质膨胀，并与煤中矿物发生溶

解/沉淀，改变煤储层的导流能力[10]。因此研究CO2注入煤层

后渗透率的变化规律对煤层气的开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沁水盆地南部无烟煤地区通过注入CO2提高煤层气采收

率已达到一定效果 [11,12]，所以以沁水盆地煤层为研究对象具

有实践意义。一些学者通过对煤样注入不同条件下的CO2进

行室内实验研究，发现煤样渗透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3,14]，

但针对煤层中CO2-水-岩石相互作用以及对中、高煤阶煤样

注入CO2后渗透率长期变化规律研究甚少。为了探究中、高

煤阶煤注入CO2后的渗透率变化规律，本研究对屯兰、寺河煤

样酸化前后渗透率进行测试，得出其变化规律，以期为中、高

煤阶煤层气开发提供技术支持。

1 实验样品及方法
本次实验大块煤样采自山西晋城寺河煤矿井下的下二

叠统山西组3号煤层以及太原屯兰煤矿下二叠统山西组3号

煤层。每一个矿区的煤样钻取4个圆柱状煤芯，实验室中按φ

25 mm × 50 mm 圆柱进行加工，编号分别为 SH1~SH4、
TL1~TL4。煤样的煤质分析结果和矿物成分分析结果分别见

表1和表2，寺河煤样为无烟煤，屯兰煤样为焦煤，主要矿物成

分均为黏土矿物，寺河煤样中碳酸盐矿物含量较高。根据低

温液氮实验，屯兰、寺河煤样均以小孔、中孔为主（表3），屯兰

表1 煤样煤质分析结果

Table 1 Coal quality analysis

煤样

号

屯兰

寺河

空气干燥基

水分/%
5.71
1.76

空气干燥基

灰分/%
13.12
14.74

空气干燥基

挥发分/%
11.97
5.63

镜质体最大

反射率/%
1.59
3.07

表2 煤样矿物成分分析测试结果

Table 2 Mineral compositions of coal

注: 屯兰煤矿煤样测试中含有伊利石/蒙脱石混层、绿泥石/蒙脱石混层矿

物，均换算为单一矿物。

样品
来源

屯兰

寺河

矿物成分含量/%
方
解
石

4
5

钾长
石

4
1

白云
石

0
7

石
英

2
9

高岭
石

72
3

绿泥
石

0
13

蒙脱
石

0
35

伊利
石

13
27

赤铁
矿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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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尺度水环境污染风险评估流域尺度水环境污染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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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洞庭湖科学观测研究站，北京1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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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针对流域水环境风险问题，辨识了其影响因子及其风险源，发现主要影响因子为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因素，污染源主要

为面源和点源。根据流域特征，从富营养化、有机物、重金属3个方面，对流域风险等级评估及方法等进行了探讨，认为目前中国

流域水环境安全处于一般水平。对流域水环境污染风险的防治，建议加强流域水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建立流域水环境风险防

控系统，以减少流域水环境污染的发生机率或降低其污染损害。

关键词关键词 流域尺度；水环境污染；风险评估

近几十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发生了莱茵河

污染事件（1986年）、松花江流域污染事件（2005年）、无锡水

污染事件（2007年）、湖南重金属砷污染事件（2011年）等诸多

重大水环境事件[1,2]。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中国突发环境

事件发生次数居高不下，每年数百起，其中约一半为水环境

事件。水环境事件易发多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3]，

其影响深远，教训沉痛，已引发公众关注。

流域是复杂的体系，包含着众多元素，孕育一方土地，但

研究表明中国流域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而目前对流域水环

境的风险多从单一物质出发，有片面性，因此亟需制定流域

水环境风险评估的科学体系[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

上便有学者从水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频率及其对人类的危

害等方面关注流域水环境风险管理问题，提出了环境保护重

点应由环境突发事故管理转向生态和健康的风险管理，由环

境污染治理转移到污染物进入环境之前的环境风险预防管

理[5]。特别是，2014、2015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专门指出

要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并且在新制定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简称“水十条”）中明确指出建立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

力监测评价体系，实行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加强水环境风险

管理。

本文针对流域水环境风险问题，根据流域特征分析风险

源及其影响因子，探讨流域重点污染物氮磷、重金属、有机物

对流域水环境的风险及其等级评估，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 流域水环境风险源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流域是水体污染物的受纳体，污染风险较大。许多学者

研究了湖泊流域水环境风险，通过对太湖 40个点的调查，可

知太湖各区域在富营养化程度和重金属污染分布上存在明

显差异，主成分分析法和富集因子法判断沉积物中主要污染

物，结果显示：Cr，Sr的富集因子分别为 3.7和 0.4，表明Cr具
有较高的环境风险[10]。对南四湖的研究表明，该湖区沉积物

中总磷质量分数为2471.02 mg/kg，属于重污染；Cr，Zn的富集

系数分别达8.3和9.6，污染程度较重[11]。

流域水环境的风险源主要有两方面：点源和面源。其中

点源风险主要由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事故排放引起，这些

废水尤其是工业废水含污染物多，成分复杂，其变化规律难

追溯[6]，对流域水环境构成大风险；面源污染极复杂，包含污

染物成分复杂，可通过径流进入水体而污染水环境。近年

来，中国湖泊流域污染态势有加重趋势，据对太湖、滇池等湖

泊的调查[7]，面源污染对水体污染的贡献率超过70%，随着点

源污染得到一定的改善，面源污染已成为流域水环境污染的

主要来源。农业面源污染是面源污染的最主要部分，据估

算，农业面源污染负荷超过污染总量的 50%，对流域水环境

污染的贡献较大，其来源主要有种植、养殖、农村生活及垃圾

处理系统的场地径流等[8]。充分考虑多重影响因子对流域水

环境的贡献，包括人口、水资源总量、化肥施用量、畜禽养殖

量、精养鱼塘面积、耕地面积及各污染源排污量等，可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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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新兴卫星互联网星座的发展国外新兴卫星互联网星座的发展
刘悦，廖春发

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6
摘要摘要 2015年，以OneWeb和SpaceX为代表的“新兴卫星互联网星座”不断涌现。本文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卫星互联

网星座”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时期各个星座的发展特点，探讨了影响卫星互联网星座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从市场定位、盈

利方式、卫星制造、发射、融资等方面分析了新兴互联网星座的优势和风险，并预测了其未来可能的机遇与挑战。分析表明，新兴

互联网星座的发展不会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将对未来卫星通信产业、卫星运营、卫星制造和传统航天企业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结合中国卫星通信产业发展情况提出了相关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卫星互联网星座；低轨通信卫星星座；通信卫星产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智能移动终端功能日渐丰

富、成本不断降低、各类应用蓬勃发展的今天，建设融语音、

数据、视频为一体，覆盖广泛、经济实用的互联网，成为世界

各国为推动经济增长而大力构建的重要基础设施。例如，美

国“恢复与再投资计划”拨款72亿美元用于国家宽带建设；加

拿大拨款2.25亿美元用于发展卫星宽带；欧洲拨款13亿美元

用于填补“数字鸿沟”；中国大力推动“互联网+”战略等[1,2]。

2015年，在谷歌（Google）等互联网巨头的推动和支持下，

一网公司（OneWeb）、太空探索公司（SpaceX）、三星（Sam⁃
sung）、低轨卫星公司（Leosat）等多家企业提出打造由低轨小

卫星组成的卫星星座，为全球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3~6]，在短

期内迅速聚集人气，引发全球强烈关注。然而，提供互联网

服务的卫星星座并不是一个新事物，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

涌现提供通信和网络服务的卫星星座，有些至今尚未实施，

有些部署实施后遭遇破产，有些虽然发展至今，但应用空间

仍非常有限。

本文所述的“新兴卫星互联网星座”，指新近发展的、能

提供数据服务、实现互联网传输功能的巨型通信卫星星座。

新兴卫星互联网星座具有以下特点：从星座规模看，是由成

百上千颗卫星组成的巨型星座；从星座构成看，是由运行在

低地球轨道（LEO）的小卫星构成；从提供的服务看，主要是宽

带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从发展卫星互联网星座的企业看，主

要是非传统航天领域的互联网企业；从项目发展的起始时间

看，是在2014年底至2015年初这段时期。

本文针对2015年发展卫星互联网星座这一情况，在总结

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讨新兴卫星互联网星座的创新

点和发展机遇。

1 国外卫星互联网星座近30年发展
在太空通过卫星提供通信服务的尝试早已有之。20世

纪90年代，有多家企业提出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如果将提

供互联网服务的范畴扩大到话音通信服务（最早的互联网都

是通过“拨号上网”进行的），卫星互联网星座的发展历史还

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摩托罗拉公司发展的铱星（Irid⁃
ium）系统。

与导航和部分对地观测的天基系统不同，从近30年的发

展历史看，卫星互联网星座均是由商业企业发展、以盈利为

目的的商业项目。从人类航天技术的角度看，技术并不是主

要问题，决定卫星互联网星座成败的关键因素还是市场和用

户。从更大的范畴看，卫星通信与地面通信同为电信产业的

组成部分，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在相互竞争、相互补充与合

作中发展前进。因此，过去30年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的成败

主要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如果按照卫星与地面通信的竞

争合作关系对卫星互联网星座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主要可

以分为3个历史阶段：

1）第1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2000年）：以铱星（Iridi⁃
um）、全球星（Globalstar）、轨道通信（Orbcomm）、“泰利迪斯”

（Teledesic）和“天空之桥”（Skybridge）系统为代表，力图重建

一个天基网络、销售独立的卫星电话或上网终端与地面电信

运营商竞争用户。

2）第 2阶段（2000—2014年）：以新铱星、全球星和轨道

通信公司为代表，既为电信运营商提供一部分容量补充和备

份，也在海事、航空等极端条件下的面向最终用户提供移动

通信服务，与地面电信运营商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但主要

还是作为地面通信手段的“填隙”，规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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