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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琳

1 9 9 6 年，凭借超强
的计算能力，深蓝与国际
象棋的世界冠军加里-卡
斯 帕 罗 夫 ( G a r r y
Ka sp a r o v )进行了一场世
界瞩目的对决，以 2 ： 4
落败。 1 9 9 7 年，卡斯帕
罗夫以 2 . 5 比 3 . 5(1 胜 2
负 3 平)输给了 IBM 的计
算机程序“深蓝”。

在其著作《深度思
考》中，卡斯帕罗夫是这
么说的——— 计算机可以轻
松执行在人类看来极其困
难的计算任务，但却完全
无法胜任人类凭直觉就能
做到的常识性任务(这种现
象被称为莫拉维克悖论)。
产业界和学术界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发展选
择：为了快速获得结果，
实验室放弃了基于学习、
可通用化的方法，为了利
用机器的计算速度，选择
了难以扩展的硬编码解决
方案。

专注于暴力破解有其
积极一面。这种做法或许
没能实现人们对通用人工
智能的期望，但的确打造
出了非常强大的国际象棋
引擎，不久之后便在大众
中普及开来。如今，所有
人都可以与比最伟大的人
类国际象棋大师还要强大
的软件免费对战，让全世
界的国际象棋爱好者们都
能获得顶级训练。在深蓝
出现之前，悲观主义者预
计，机器打败世界国际象
棋大师将会导致国际象棋
的消亡。事实上，据世界
国际象棋联合会统计，在
今天，下国际象棋的人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
“ AI 不会取代人类，而
是会启迪和丰富人类。”

2 0 0 6 年，浪潮天梭
超级计算机挑战人类象棋
大师一役，在最终的巅峰
对决中，当时的中国象棋
第一人许银川与浪潮天梭
两战皆和。赛后他说，
“人在劣势的局面下心理
压力会非常大，所以面对
进攻很多时候会心理溃败
导致对局的失败。电脑却
没有心理压力，而且由于
它的计算能力强大，所以
反弹能力也非常强，会在
劣势的局面下反弹出来，
这一点非常的可怕。”

2 0 1 6 年 3 月，李世
石与 AlphaGo(阿尔法狗)
的围棋人机大战中，阿尔法狗(A lphaGo)最终以
4 ： 1 战胜了他。“我非常吃惊，我没想到会输，
AlphaGo 的实力居然如此强悍。”李世石说道。
在后来出席一些会议时，他又说，跟“阿尔法狗”
下棋没有感情上的交流，困难超出想象。下棋的时
候，因为要考虑布局等等，人会有些心理的动摇，
每局心情会不一样，机器却完全不会动摇，如果再
跟“阿尔法狗”对弈会非常艰难。

2017 年 2 月，历经 20 多天的鏖战， 4 名顶
尖德州扑克选手终于还是输了。这一次，击败他们
的“赌神”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开发的人工智
能“ L i b r a t u s ”。参加的选手这样告诉媒体，
“这太难了。它(Libratus)不仅不留空子给我钻，

而且我真的觉得它在钻我空子”；“在第 10 比赛
日的时候，我还乐观心很大，想把那 A I 拉下
马”。他们绞尽脑汁，每天比赛后都开会到深夜，
但想出的战术没一个管用的。“是啊，我们就是完
败，还能说啥呢。”

然而，尽管在“计算”这样的单项面前，我们
不是 AI 的对手，但是聪明、冷静、不留后路，在
这样的绝对理性面前，人类的感性显得如此美妙和
难得。

以下为近半月的其他重要科技新闻———
改变：“千亿基金会否重构高科技版图”———

外媒消息称，日本软银集团和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5
月下旬启动了全球最大的科技基金软银愿景基金
(SoftBank Vision Fund)，目前已筹集 930 多亿美
元的资金，将投资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等
领域。这笔基金主要用于收购未上市企业以及上市
企业的股权，投资对象包括创新型科技公司和规模
达到数十亿美元的大型企业。

定 势 ：“柯洁对战阿尔法狗，胜负无悬
念”——— 明日(27 日)柯洁将和阿尔法狗进行第三局
对战，“曾经我认为围棋是人类智慧的盛典，不会
有机器能够击败人类棋手，但是现在 AlphaGo 改变
了整个棋手的生态环境。”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对
战，输赢却都是人类的胜利。

入场：“谷歌发布 TPU2 . 0 ，入场争夺刚刚
开始”——— 被称为科技界“四大春晚”之一的谷歌
开发者大会 5 月 18 日正式开幕， 80% 时间放在介
绍人工智能(AI)上，更是彰显了其将战略由移动
优先(Mob i l e F i r s t )转移到了人工智能优先(AI
First)。同时，其重磅发布了 2016 年专门为机器
学习定制的专用芯片 TPU(张量处理单元 )第二
代——— 云端 TPU ，向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 GPU
发起挑战。

出局：“最高法向试验数据造假开刀”——— 上
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
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首次将临床数据造假骗取药品批文纳入刑事
处罚。这份 117 号公告也被称为“史上最严”药
政新规。

双周科事

聊天机器人“进化论”：从陪你聊到懂你心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重要推动力
专访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负责人、谷歌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面首席科学家李飞飞

新华社洛杉矶电（记者郭爽）“人工
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是
结合计算、硬件和数据的一个重要结合
点。”全球人工智能著名专家李飞飞近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李飞飞是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
负责人，目前还担任谷歌云在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方面的首席科学家。她说：“从
健康医疗、交通出行、销售消费、金融服
务、媒介娱乐、生产制造，到能源、石
油、农业、政府……所有垂直产业都将因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受益。”

李飞飞认为，让人工智能普及到这些
领域的关键，是使尽可能多的人接触到这
项新技术。“也许你并不知道什么是人工
智能，或者完全不了解其背后的算法，但
这些都没关系。”人工智能研发者会尽可
能多地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让更多企
业、更多用户参与这个领域。

现在人工智能早已不只是象牙塔中仅
供科学家研究的前沿课题。李飞飞说，学
术界更重视基础研究，而在产业界，许多
领域都在受到人工智能的驱动而发生巨大
变化。

此前，人类社会经历了蒸汽技术、电力
技术、信息技术三次影响深远的技术革命，
有观点认为近来又在发生以工业智能化为代
表的第四次革命。李飞飞认为，在这次技术
革命中，许多产业会因为人工智能而发生大
规模变化。

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可能
带来的风险，许多著名人物有不同看法，比
如霍金等人认为“不要太快”，马克·扎克
伯格等人认为要“加速前进”。对此，李飞

飞认为，技术发展终将为人类服务。
“我们知道，工具和技术可以让人类

受益，也可以用于彼此纷争，甚至造成极
为恶劣的后果。可以说，如何使用技术，
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责任。”“关于人
工智能未来的讨论，我希望硅谷的业界领
袖、院校的教授学生、立法者、政策制定
者……所有人都能加入进来。”

李飞飞提到，人工智能的英文缩写
AI ，正好是中文里“爱”这个字的拼音。

她认为爱能帮助人类驾驭人工智能，她
笑着说：“我相信，爱是终极力量。”

李飞飞出生在中国，小时候随父母赴
美，今年初曾回到中国。她在谈到中国之
行时说，从“飞机一落地”就感受到人们
对人工智能的积极态度。“从政界到业
界，从企业家到技术研发人员，整个中国
都对人工智能充满热情。这太棒了，因为
这种能量会转化为许多创新。”

李飞飞认为，数据是中国推动人工智

能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中国拥有大量人
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有许多数据可供人
工智能研究应用，会促生大量创新产品。

作为一名女性科学家，李飞飞也谈
到了人工智能领域多元化的问题。比如
在某杂志刊登的一张全球顶尖科技“大
咖”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观点图片中，
没有女性的面孔。李飞飞认为这是一个
极为重要的问题。“在人工智能领域，
以及其他技术领域，目前仍是男性主
导。我们需要让女性、少数族裔加入进
来。”她说，每一个人工智能论坛都需
要一定比例的多元背景的人员。

多元化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前人工
智能的研发还相对集中在少数公司和顶
尖高校中。李飞飞认为，如果人工智能
研发主体过于单一，就容易构建有偏见
的体系，且影响将难以扭转。她说：
“每个人都有责任确保人工智能的多元
化发展。”

最后，对于近来人工智能受到的大量
关注，李飞飞认为研发者需要保持清醒。
“人工智能听上去性感迷人，但归根结
底，这是一种精深的数学工程技术。对于
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来
说，这种技术与噪音和泡沫无关，无论外面
把它炒得多么热，我们都必须脚踏实地、头
脑冷静，将关注点聚焦于技术研发。”

对于人工智能什么时候能进入“收获
期”，李飞飞说：“技术发展如同生命循
环，没有单纯收获，或者单纯播种。在我们
从早期深度学习等技术研发中收获成果的同
时，我们也正在为未来创新播下新的种
子。”

本报记者彭茜

如今想找个机器人聊天已不是难事，从
小冰、小娜这样的萌妹子，再到无厘头的小黄
鸡，或是喜欢故作深沉的龙泉寺“闲二”机器
僧，你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款。

不过，随着市场上各种聊天机器人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人们对它们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仅仅谈谈天气、讲个笑话，已远远不够。尤
其当你提出的问题超越了机器人已有的知识
库模版，它冷冰冰地回答一句“对不起，我不
太明白你的意思”，你便立刻想把它弃之如敝
履。

幸好在闲聊之外，全球的聊天机器人们
开始朝着知性属性进化。一方面，它们知识性
更加丰富，不仅能成为人的好助手，更可以胜
任专家的角色；另一方面，它们更加善解人
意，也越来越有性格。

从机器助手到“渊博”专家

智能客服

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有一个十分大胆的预
测：聊天机器人将是下一代人机交互平台。

日常生活中，人和手机的交互是典型的
人机交互场景。可是，有没有发现越来越难从
眼花缭乱的 app 中找到想打开的那一个？或
者干脆每天只使用固定的几个，其他成了摆
设？未来以聊天机器人为主的人机对话系统，

或许会取代 app 成为一个新的交互平台。
逐渐成为各大手机厂商标配的语音助手

已显示出交互的便捷。我们不再需要通过点
击触摸屏打开 app 完成交互，而是说一句话
就能实现。比如，询问苹果的 Siri 如何在下班
高峰尽快回家？它会打开导航为你设置出规
避拥堵的路线。而按下华为的智灵按键，说句
“我饿了”，手机助手会自动打开大众点评
app ，并筛选好附近餐厅。

而助手型聊天机器人和物联网结合起来，
就可以为智能家居、车载设备等智能终端提供
聪明的大脑，让机器听懂人话。比如内嵌人工智
能语音助手的 Alexa、亚马逊的 Echo，可完成
开关家用电器、播放音乐、网购下单、定外卖等
任务。

智能客服则是当下聊天机器人在具体行业
落地的热门案例，银行、零售、通信等多个领域

的在线客服系统都加入了智能客服界面。
“未来五到十年，智能客服将广泛应用在

很多重要领域，一定有很大部分重复工作会
被智能客服替代，并与人工客服完美结合，使
得客服效率大幅度提高。”微软亚洲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周明在近日召开的 2017 全球人工
智能技术大会上说。

据介绍，微软的智能客服最近已经在美
国上线，它像人工客服一样，一步一步可以帮
人解决很多微软产品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
可以马上连入人工客服。

“人机对话系统的角色在不断演进过程
中，助手是用户说什么，它做什么；而下一个
进化阶段就是有知识的专家，用户表达浅层
需求，具体怎么做由专家来决策和执行，还可
以根据用户喜好主动推荐。”云知声人工智能
实验室技术专家刘升平博士说。

刘升平认为，这样的专家型聊天机器人
在知识问答、个性推荐和教学方面都有广泛
应用，这需要背后庞大的知识图谱做支撑。未
来的专家型聊天机器人，将可以帮助用户完

成从聊天，到推荐、消费的交易闭环。

从明白语义到理解情感

中文更难

聊天机器人在我们的“苛求”下进化得
越来越完美，看似简单的功能实现背后有
着复杂的技术驱动。

和机器人交流，最重要的是要把人的自然
语言翻译成机器能听懂的指令，这就需要自然
语言理解。不理解，机器人就会答非所问，即便
有再多的知识库和词库，也只会“瞎聊”。

人工智能创业企业三角兽联合创始人
马宇驰说，在语音识别技术壁垒被突破后，
人工智能领域下一轮可能兴起的创业热就
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今年年底到明年将
会是一个爆发期。”

三角兽的商业模式是提供对话式的人
机交互解决方案，主打多轮对话、开放领域
聊天和中控决策，所以语义分析是他们的
技术主攻点，即把人的口语文本进行分词

识别和切割，转化成机器任务。比如他们为
锤子手机做的“大爆炸”功能，可以从句子
中自动切分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关
键词，机器人就能根据此分析出用户意图。

除了理解人语言的字面意思，中国人
工智能领域的创业者也在致力于挖掘语言
的“弦外之音”，希望机器人能更好地理解
人的情感，并作出同理反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罗莎琳德·皮卡
尔教授曾在 1997 年提出了“情感计算”的
概念。而国内一家名为竹间智能的创业公
司正在和她展开多模态情感计算的深度合
作研发。创始人简仁贤的愿景十分“科幻”，
希望将电影《她》中所描绘的具有丰富情
感，能读懂、看懂、听懂、有记忆的人工智能
带入现实世界。

“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
语义层面，‘理解’的核心恰恰是意图和情
感。”曾任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副院长的
简仁贤说。所以，他希望做出一个情感机器
人，做到对“谈话者”在谈话过程中表达的
情绪、情感的识别与理解，进一步了解人的
意图和需求，达到情感和认知交互。

不过，在简仁贤看来，相对英文的理
解，中文的自然语言理解尤其难做。国际上
大多数该领域的研究论文都是关于英文
的，就连中国高校许多自然语言的研究对
象也是英文。中文的结构和语言学基本无
法迁移到单一的机器学习模型中，中文的
自然语言理解无法复用许多已经成熟的深
度学习模型。

竹间的做法是采用类脑结构，建立多
个人工智能模块，每个模块用最合适的机
器学习、深度学习和语言学甚至认知科学
来开发。比如意图理解和情感理解是用深
度学习做的；语义理解则是语言学、认知模
型加深度学习；最后加上决策模型和对话
策略，就形成了竹间的情感机器人。

爱奇艺旗下首款 VR 一体机的人工智
能虚拟女友“双儿”就是竹间智能的创造，
她可以识别“你”说话当下的情绪状态，以
及“话中有话”，然后拟人地做出高兴、伤
心、安慰、鼓励等反应，使聊天顺利进行。

“在 2020 年以前，我们与世界绝大多
数的沟通都将通过机器人来完成。”简仁贤
说。

李彦宏：人工智能使“唤醒万物”成为可能
创业者必须将自己的思维方式调转到“AI 频道”，才能拥抱时代变革

要么“Think AI”，要么 Say Goodbye 。百
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在 2017
百度联盟峰会上表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
“新一代技术革命”正在掀起 ，成为人类社
会又一次全新变革与发展的开端 ，创业者
必须将自己的思维方式调转到“AI 频道”，
才能拥抱时代变革。

“互联网只是前菜 ，人工智能才是主
菜”。在 2017 百度联盟峰会上，李彦宏提出
了人工智能的划时代意义。他表示，在互联
网出现之前，人与人可以交流，人与物却无
法沟通，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提高了人与人
的沟通效率，但人工智能时代却从根本上解

决了人与万物交流的问题，使“唤醒万物”成
为可能。

李彦宏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进入尾
声，百度正在全力转型，将人工智能作为自己
的核心战略。与此同时，Facebook 、Google
等巨头也不约而同地提出“AI First”的战略
转变。“当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无可抵挡，所有
人都必须‘Think AI’才能拥抱新的时代，不
被时代浪潮所抛弃，找到自己迎接‘AI 红利’
的正确方式。”李彦宏说。

峰会现场，百度展示了最近一年人工智
能领域的突破进展：从抛弃遥控器“动口不动
手”地看智能电视到“身无分文”即可刷脸购

物支付；语音技术不再局限于手机使用而是
拓展到日常家居，视觉技术也终于从线上走
向线下，人工智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席
卷普通大众的生活。李彦宏说，对于百度来说
“用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不止于此，从
让无人车“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阿波罗”计划
到百度寻人帮助走失家庭快速团圆，都在印
证着百度的新定位，也意味着属于人工智能
的未来已经到来。

“未来已来，而你却不是未来的一部分，
那会怎样？”面对创业者的典型焦虑，李彦宏
分享了自己在 AI 时代下新的思维方式。

李彦宏说，手机还会长期存在，但移动

互联网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后来者仅仅基
于手机做一些“常规做法”已跟不上新的时
代；From think mobile to think AI ，
思维方式截然不同 ；软硬结合，唤醒万物，
PC 和移动时代，互联网公司更注重软件，
但在 AI 时代更需从技术和体验角度进行
思考 ；数据秒杀算法，算法推动社会进步，
AI 时代，“干净”的数据越多，AI 的深度学
习能力就越强；用 AI 思维做互联网产品，

就实现了降维攻击，比如与打字输入相比，
语音输入就是降维打击。李彦宏表示，尽早
转变思维方式，就能站在时代的最前列。

(记者周文冲)新华社重庆电

▲ 5 月 23 日，中国棋手柯洁九段和围棋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狗”(AlphaGo)的首场对决在
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举行，“阿尔法狗”执白以四分之一目战胜柯洁。 新华社资料照片

▲诞生初期曾受众人瞩目的苹果 Siri，如今在大量赶超者面前已“泯然众人”。新华社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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