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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息服务从无到有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

时候，我们的生活与信息获取习惯发生了巨大

的改变。现在人们开始有了更高的要求：从有

到更好。当我想不好怎么表达我的意思的时候，

能不能帮我推荐出相关的查询？世界这么大，

信息这么多，有哪些是最值得我关注的事情？

网上购物眼花缭乱，可以不可以只给我看符合

我的品味和需要的东西？朋友聚会去找个地方

吃饭吧，去哪里好呢？请给我推荐一下距离、

环境、口味都合适的餐馆吧…… 当我们开始期

待契合“自己”的需求的时候，个性化推荐技

术就自然又必然地来到我们的面前，并越来越

多地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继续改变着我们的

生活与习惯。

然而，这并不容易。如何理解一个人或

者一群人的潜在的需求与品味？如何加以描

述和表示？如何建立有效的模型，将用户的

需求与信息的特性完美地匹配起来？如何表

达和评价用户的满意度？……要真正做好个

性化推荐，不仅需要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还往往需要将心理学、

经济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加以

交叉融合。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课题，也是

一个有趣的课题。

因为篇幅有限，我们精心选择，邀请了来

自中国、美国和新加坡的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

的研究者们，从研究与实际应用的角度，从推

荐模型、用户画像、学科交叉以及实际应用四

个方面，介绍推荐领域的一些前沿技术与最新

进展。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希望给大家展现

出这一领域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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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信息爆炸时代，个性化推荐系统

是面向用户的互联网产品的核心技术，可

以帮助用户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改善信息

超载的问题。推荐系统的技术核心是对用

户历史、物品属性和上下文等信息进行建

模，以推断出用户兴趣，并向用户推荐感

兴趣的物品。在信息大数据时代，要有效

地利用海量用户历史信息和物品信息，机

器学习技术必不可少。近年来深度学习技

术迅猛发展，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

成果，包括语音处理、计算机视觉、自然

语言处理等。本质上说，深度学习可以对

数据特征进行复杂的映射，从而有效地学

习出特征表示，并发现数据中蕴藏的规律。

作为一种较为通用的数据建模方法，深度

学习技术近年来在推荐系统领域也被广泛

地应用。本文对推荐技术和深度学习在推

荐系统上的研究进展进行简要介绍。

1 推荐技术简介
早期互联网产品主要以静态网页为主，

用户与产品的交互较少。因此早期推荐系统

形态主要是个性化程度较低的基于内容的

推荐（content-based recommendation）——

在用户浏览物品时，根据当前物品属性推

荐其他相似物品。现代互联网产品提供许

多方式以方便用户与产品的交流，内容提

供商可以轻易收集到大量的用户历史，如

点击、购买、打分、评论等。因此现代推

荐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挖掘用户与

产品的交互记录，以实现高度个性化的推

荐， 也 就 是 协 同 过 滤 技 术（collaborative 
filtering），奠定了现代推荐系统的基础。

在实际应用中，除了海量的用户与产品

的交互历史，还有丰富的用户画像（如年龄、

性别、兴趣爱好等）、物品属性（如物品类别、

描述、价格等）和上下文信息（如当前会话

何向南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与推荐系统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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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位置等）。因此，实用的推荐算法需

要有很强的扩展性，以轻易融合各种辅助信

息（side information）。在通用的机器学习

框架下，这些辅助信息可以被统一表示为

特征向量（feature vector）作为算法的输入，

因此称这一类通用推荐算法为基于特征的

推荐（feature-based recommendation）。本

章节简要介绍主流的协同过滤技术和基于

特征的（浅层学习）推荐技术。

1.1 协同过滤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简单来说，协同过滤是指在预测一个用

户对物品的喜好程度时，不仅仅依赖于该

用户的历史记录，同时也要考虑其他用户

的历史记录。其基本假设是兴趣相投、拥

有共同经验的群体未来会喜欢相似的物品。

协同过滤建模主要使用用户对物品的历史

交互数据，也称为反馈数据。根据交互行

为是否反映用户对物品的喜好程度可以把

反馈数据分为两类：① 显式反馈（explicit 
feedback），通常是指评分，直接反映用户

对物品的喜好程度，例如豆瓣网提供用户

对电影 1~5 的评分；② 隐式反馈（implicit 
feedback），例如点击、购买、看视频、听

音乐等行为，其不能直接揭示用户是否喜

欢一个物品，但能侧面反映出用户对物品

的兴趣。

● 显式反馈

早期较为常见推荐系统任务是评分预

测 (rating prediction)[1]。输入为三元组集合

<u,i,yui>，代表用户 u 对物品 i 的打分 yui。

所有历史数据可以表示为一个二维矩阵 Y，

其中行、列和值分别代表用户、物品和打分。

由于互联网产品中用户和物品的规模通常

很大（百万级甚至更多），而用户通常只

对少量的物品有打分，因此Y矩阵高度稀疏。

评分预测的任务可以表示为预测打分矩阵

中的缺失数据（missing data）。

Netflix 大赛1 将基于显式反馈的评分预

测任务的研究和探索推向了高潮。解决评

分预测的通常做法是针对 Y 矩阵中的观察

数据进行建模，以达到最小化模型预测打

分和实际打分的错误率：

                  (1)

其中， 代表模型对 <u,i> 打分的预测，也

称为预测模型（prediction model）；y 代表

Y 矩阵中所有的观察到的 <u,i> 打分记录。

在众多预测模型中，如基于最近邻的 [2]、

基于图的 [3] 和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等，矩阵

分解模型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实战效果，

并被报告为是 Netflix 大赛中最好的单一模

型 [4]。其基本思想是把用户和物品表示为同

一个隐空间 (latent space) 的向量，然后将

评分预测为用户隐相量和物品隐向量的内

积 = pT
u qi，其中 pu 和 qi 分别代表 u 和 i 的

隐向量。通过优化目标函数式 (1) 可以估计

出模型参数。该基本模型被广泛扩展，如考

虑时间因素 [4]、用户邻居 [1]、物品类别 [5] 等。

值得一提的是，分解模型的核心是使用

向量内积的方式建模用户和物品之间的交

互关系，而向量内积可以表示为神经网络

模型的一种单层操作 [6]（见图 1）。因此，

分解模型可以认为是一种浅层的学习模型。

此外，基于显式反馈的评分预测系统只优

化 Y 矩阵中的观察数据，而完全忽略缺失

数据。虽然这种做法极大降低了模型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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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复杂度，并在预测未知评分任务上可

以取得较低的错误率，但在以排序为主的

Top-K 物品推荐（item recommendation）任

务上表现较差 [7], 甚至弱于非个性化的基于

物品流行度的排序 [8]。其主要原因是观察数

据中有较强的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

而且缺失数据中含有丰富的负样本信息 [9]。

因此，在构造实际的 Top-K 物品推荐系统时，

传统评分预测模型完全忽略缺失数据的做

法并不可取，考虑对缺失数据的建模异常

重要。缺失数据的建模在基于隐式反馈的

推荐方法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使用。

 图 1  将矩阵分解表示为 NCF 神经网络框架下的一个特例

● 隐式反馈

相比于显式反馈，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更

容易获得隐式反馈，例如电商 / 视频网站可

以从服务器日志中直接获得用户的点击 / 观

看历史。由于不需要用户显式提供打分，隐

式反馈中的选择偏差较小，而且其规模相

对较大。因此近三年对推荐系统算法的研

究更集中在隐式反馈 [6,10-17]。

与显式反馈类似，可以将隐式反馈数

据描述为一个二维矩阵 Y；不同的是这里 Y
中的每一个元素不是一个具体的打分，而

是代表用户是否选择了某一物品 2：1 代表

选择，0 代表没有选择。因此，建模隐式反

馈更像是一个二分类问题——预测用户选

择一个物品的概率。在推荐系统相关的文

献中，隐式反馈推荐算法的评测方式通常

以物品推荐为主，也就是对每个用户生成

一个物品排序，根据用户未来对商品的选

择行为来评测排序列表的质量。图 2 简述

了显示反馈和隐式反馈数据上的区别。

图 2  显式反馈和隐式反馈的区别 [13]

对于隐式反馈，观测数据（observed 
data）仅携带正样本信息，而未观测数据（矩

阵中的 0 元素，也称为缺失数据）中含有

丰富的负样本信息。因此，考虑缺失数据

对基于隐反馈的推荐算法异常重要，在机

器学习框架下，根据优化目标函数的不同

可以将隐反馈推荐算法分为两大类。

(1) 单值学习排序（Point-wise Learning 
to Rank）拟合模型预测值和 Y 中的实际值

相近。常用的目标函数有两种，基于回归

的平方差损失（square loss） [16,19] 

                 (2)

和基于分类的对数损失 [6,12,20] 

(a)  显式反馈，矩阵中的 
 每个元素 1~5 代表用 
 户对物品的喜好程度

(b) 隐式反馈，矩阵中每个 
 元素 1 或 0 代表用户 
 是否选择某一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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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y- 代表负样本集合；wui 代表训练样

本 <u,i> 的权重。注意对于对数损失，预测

模型 需要经过概率函数转化以确保预测

值在 (0,1) 范围，例如 sigmoid 函数。在这

里引入训练样本权重，主要是为了平衡正

负样本的数量 : 由于缺失数据的数量远大于

观测数据的数量，采样越多的负样本时需

要相应地降低其权重。

(2) 比较对学习排序（Pair-wise Learning to 
Rank）的基本思想是对观察数据的预测值要

尽可能大于对缺失数据的预测值。常用的

目标函数有基于回归的平方差损失 [21-23]

     (4)

和 基 于 分 类 的 对 数 损 失 [11,15]（ 又 称 为

Bayesian Personalized Ranking loss）
        (5)

其中，yu 和 yu
- 分别代表对用户 u 的观测数

据和负样本集合；σ 代表 sigmoid 函数。

还有少量工作探索了列表学习排序

（list-wise Learning to Rank）优化推荐模型，

例如文献 [24]。由于其目标函数通常可以转

化为比较对学习排序的形式，这里暂不展开

讨论。对于单值学习排序，通常从缺失数据

中采样越多的负样本会有较好的结果 [6]，与

此同时需要更长的训练时间。对于基于回归

的平方差损失，近期文献 [13] 提出了一个通

用的基于坐标下降 (Coordinate Descent) 的算

法，针对满足 k-separable 特性的线性模型（如

矩阵分解和分解机 [25] 等），可以在不提高

实际计算复杂度的情况下，训练所有缺失数

据。该算法不仅适用于文章描述的所有缺失

数据统一权重的情况，而且适用于基于物品

的非统一权重的情况 ( 见文献 [16])。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基于显式反馈的预

测模型 ( 如 SVD++[1]、timeSVD[4] 等 ) 对于

隐式反馈同样适用，前提是一定要调整其

优化目标函数，以适当的方式将缺失数据

考虑进来。

1.2 基于特征的推荐 (Feature-based 

      Recommendation)
协同过滤只考虑用户与物品的交互历

史，本质上是用 ID 表示一个用户或物品。

基于特征的推荐方法旨在融合各种其他辅

助信息，以提高推荐的准确度。该类算法

将用户 (ID 及其属性 )、物品 (ID 及其属性 )
和上下文信息统一表示为特性向量作为输

入，用于预测目标评分值。图 3 为一个输

入数据表示的实例。

图 3  基于特征的推荐方法数据表示实例 [26]

在将数据表示为特征向量到目标值的

映射之后，传统的有监督学习算法，如逻

辑回归、神经网络或支持向量机可以直接

使用。但数据高度稀疏的问题使得这些传

统机器学习方法效果较差——在对用户 ID

(a) 输入数据 < 用户 ID,  
 物品 ID, 用户性别 , 一 
 起观看的朋友 , 评分 >

(b) 经过 one-hot 编码转 
 化后的特征向量 , 作为
 算法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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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品 ID 等类别变量进行了 one-hot 编码

之后，特征向量的维度较高且稀疏。为了

解决该问题，受矩阵分解思想（在隐空间

中以向量内积的方式建模实体之间的交互）

的启发，Rendle 于 2010 年提出了分解机

模 型（Factorization Machine，FM）[15,26]。

FM 将特征向量中的每一个特征表示成一个

隐向量，在隐空间中考虑所有非零特征之

间的交互 

      (6)
其中，x 代表特征向量；w0 + wTx 为线性回

归项建模评分数据中的偏差；vi 和 vj 分别

代表第 i 和 j 个特征的隐向量表示。不难发

现，如果特征向量 x 为用户 ID 和物品 ID，

FM 则成为基于矩阵分解的协同过滤模型。

此外，FM 的表示能力很强：通过设计不同

的 x，FM 可以拟合出一系列多元线性模型，

如 SVD++ 和张量分解等 [15]。因此，FM 被

广泛应用于工业界实际的推荐系统和广告

点击预测系统中。

实际上，FM 可以看作是一种浅层的

神 经 网 络 [27] 和 表 征 学 习（representation 
learning）的方法，与近年来流行的分布式

表示模型思想一致 [28]。与 FM 类似的浅层

线性模型还有 SVDFeature[29] 和 Field-aware 
FM[30] 等；其他常用的基于特征的推荐方法

还有基于张量 [31] 和图 [8] 的建模方式，这里

不展开介绍。

2 深度学习在推荐系统的应用

深度学习指代多层级的人工神经网络，

近年来在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

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32]。根据深

度学习技术在推荐系统中的应用方式，将相

关工作大体分为两类：① 作为一种基于数据

的表征学习的方法，深度学习技术可以从语

义较为丰富的输入数据（如语音、图片、文

本等）中抽取出有效的特征表示，以方便下

游应用，如检索和推荐等 [11,14,17,33-40 ]；② 作
为一种通用的数据建模方法，深度学习对数

据进行多层非线性变换，可以拟合出较为复

杂的预测函数。推荐系统中的核心算法是协

同过滤，其目标从机器学习的角度可以看成

拟合用户和物品之间的交互函数（user-item 
interaction function），因此近期一系列的工

作也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学习协同过滤的

交互函数上 [6,12,20,23,27,41-44]。

本章主要探讨以上两类基于深度学习

的推荐系统预测模型。模型的优化目标函数

和已有推荐系统工作基本一致（见 1.1 节）。

2.1 深度特征抽取(Extracting Side Features 

       with Deep Learning) 

图 4 总结了一系列工作使用深度学习进

行特征抽取，并用于协同过滤的基本框架。

介于深度学习技术抽取出的特征通常是相

对较短、稠密的向量（也称为嵌入式表示，

embedding），可以和基于隐向量的矩阵分

解方法无缝结合，因此这类工作大都采用

矩阵分解模型进行协同过滤。例如，文献

[33] 在音乐推荐任务中，采用卷积神经网络

（CNN）从音乐的原始特征中抽取出音乐

表示，优化目标函数式 (2) 获得用户的隐向

量；文献 [36] 在电影推荐任务中，采用去

噪自动编码模型（DAE）从用户和电影的

原始特征中抽取隐向量表示，优化目标函

数式 (1) 学习模型参数；文献 [34] 在新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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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任务中，采用多层感知机（MLP）从用

户的原始特征（如查询文本和点击记录等）

和新闻的原始特征（如文本描述和类别信

息等）中抽取出隐向量表示；文献 [39] 在

图片推荐的任务中，采用卷积网络 AlexNet
抽取出较为抽象的图片表示。

  图 4  使用深度学习进行特征抽取并用于协同过滤

   （矩阵分解）的基本框架

考虑到从辅助信息中抽取出的深度学

习特征向量（p0
u 或 q0

i）和基于协同过滤的

隐向量（pu 和 qi）有一定的互补关系，为了

提高模型表示能力，一些工作不直接使用深

度学习特征替换隐向量，而是将两者通过相

加的方式结合起来。例如，文献 [35] 在贝叶

斯深度学习框架下，首先采用多层 DAE 从

物品文本中生成文本表示，然后生成物品

隐向量（也称为 item offset vector）；最后

将两者相加作为物品的最终表示，与用户

隐向量进行内积操作，获得模型预测。类

似的方式也在文献 [11] 中使用：首先将物

品映射到知识图谱以获得物品丰富的信息，

然后利用 TransR、DAE 和 CAE 分别从物

品的结构数据、文本和图片信息中抽取出

深度学习特征，并与物品的隐向量相加以

获得物品的最终表示。文献 [17] 在 POI 位

置推荐的任务中，将用户的上下文信息和

隐向量通过一层 MLP 转化后相加获得用户

的最终表示。

以上方法使用了辅助信息，可以看成

结合协同过滤和内容过滤的混合推荐系统

（hybrid recommender），因此可以较好地

处理冷启动问题（cold start）[14,33,38]。在预

测一个 时，用户 u 的评分历史是一种较

为特殊的辅助信息。现有工作通常采用两种

方式：① 通过自动编码模型（AutoEncoder）
从评分历史中抽取出用户特征 [37,40]。由于

自动编码模型在抽取特征时的目标是重建

输入，其抽取出的特征带有一定的协同过

滤的效果。文献 [37] 提出了 AutoRec, 在从

用户评分历史抽取出用户特征向量后，与

物品隐向量进行内积操作获得模型预测值；

文献 [40] 将抽取出的用户特征向量和用户

隐向量相加，获得用户最终的表示。② 将
评分历史中所有物品的表示聚合成用户表

示，例如 SVD++ 采用平均的方式聚合物品

的表示；近期，文献 [14] 采用基于注意力

机制（attention mechanism）的加权平均方

式，可以区分不同物品在聚合时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方法均采用向量

内积作为用户和物品的交互函数 ，也就是

矩阵分解的基本模型。我们发现向量内积

的方式尽管在协同过滤的任务上简单高效，

但在建模实体之间的相似度时有一定的局

限性，尤其是在考虑实体之间的排序时 [6]。

考虑到神经网络有极强的近似连续函数的

能力 [32]，一个可行的改进方案是使用神经

网络从数据中学习该交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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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深度交互函数学习 (Learning Interaction 
         Function with Deep Learning)

作为早期使用神经网络进行评分建模

的代表性工作，文献 [42] 使用限制玻尔兹

曼机（RBM）学习交互函数，但该方法的

近似优化算法较为费时 [28]，且不易扩展到

有辅助信息的情况。近期，我们在 WWW 
2017 上 [6] 提出了一个简单通用的基于神经

网络的协同过滤框架（Neural Collaborative 
Filtering，NCF）。其基本思想是将用户和

物品表示为隐空间的低维向量后，使用多

层神经网络从数据中学习交互函数。图 5
展示了 NCF 的基本框架。

图 5  Neural Collaborative Filtering[6] 的基本框架

输入层是对用户和物品原始数据进

行 one-hot 编码后的特征向量；在没有辅

助信息时，原始数据可以仅为用户 ID 和

物品 ID。随后是表示层，以获得用户和

物品的隐向量表示。然后用户通道和物品

通道的隐向量一起输入到一个多层神经网

络，用于学习用户和物品之间的交互函数；

该交互网络的最后一层通过全连接层输出

模型预测分数。NCF 是个通用的框架——

通过设计输入数据和每一层的操作，NCF
可以表示出许多现有的推荐模型。图 1 展

示了如何将矩阵分解模型表示为 NCF 的

一个特例；在此基础上，如果将用户通道

的输入数据表示为用户评分历史（去除

当 前 交 互 物 品 i）， 该 模 型 为 FISM 模

型 [ 21 ]； 如果将用户通道的输入表示为用

户 ID 和评分历史的拼接向量，该模型则

为 SVD++ 模型 [1]；如果将用户通道和物

品通道的输入设计为 ID 和属性，该模型

则为 SVDFeature 模型 [29]。

除 表 示 现 有 推 荐 模 型 之 外， 多 个 新

的 基 于 NCF 的 深 度 学 习 模 型 被 提 出。

例 如， 文 献 [6] 提 出 NeuralMF， 在 隐

含层组合矩阵分解模型和多层感知机模

型，其中多层感知机使用与矩阵分解不

同的表示层，用于建模用户和物品之间

的非线性交互关系。该模型有较强的表

示能力和泛化能力，在 Top-K 物品推荐

中有较好的效果。近期，文献 [23] 提出

了 属 性 敏 感 的（attribute-aware）NCF
变种，重点考虑不同属性之间的交互。

图 6 展 示 了 该 模 型。 其 中， 主 要 不 同

于 NCF 的 地 方 在 于 Pooling 层 的 操 作：

图 6  属性敏感的 NCF 变种 [23]

NCF 默认采取 average pooling，假设所有

属性的表示是独立的；而该模型使用一种



科技前沿

09

新的 bilinear pooling 方式，受启发于分解

机模型 [25]，可以考虑 ID 与属性，以及所有

属性对之间的交互。该模型在跨域的物品

推荐 (cross-domain recommendation) 中展示

了较好的效果。

近期，来自于谷歌和微软的研究人员

也分别发布了基于特征的深度学习推荐系

统 [12, 20,44]。 其 中 Wide&Deep[12] 的 Wide 部

分采用线性回归模型，Deep 部分采用基

于特征表示学习的多层感知机模型。Deep 
Crossing[20] 用于在线广告的点击率预测，但

该模型架构同样可以用于推荐系统中（需

加入用户 ID 和物品 ID 作为输入以学习协

同过滤效果）。图 7 描述了 Deep Crossing
的模型架构，其中与 Wide&Deep 的主要

区别在于使用了残差网络的部件（residual 
component）[45]，可以防止加深网络时梯度

消失的问题。

图 7  Deep Crossing[20] 的模型结构 

值 得 一 提 的 是，Wide&Deep 和 Deep 
Crossing 在模型底层融合多个特征的表示向

量时，均采用了向量拼接（concatenation）

的操作。由于该操作不考虑向量之间的交

互，使得模型完全依赖于之后的多层感知

机学习特征之间的交互。虽然深度网络被

证明有极强的函数学习能力，但其同样也

难以训练，例如过拟合、退化和对初始化

高度敏感等问题 [45]。而且在我们最近实

测中 [27]，基于深度学习的 Wide&Deep 和

Deep Crossing 的预测结果反而弱于浅层的

分解机模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

最近的 SIGIR 2017 的工作中 [27] 提出了一

个新的深度学习模型，在 Wide&Deep 基础

上将底层的向量拼接操作替换为新提出的

Bilinear Interaction Pooling 操作

             (7)

该操作考虑了所有特征表示向量之间

的 pair-wise 交互关系。如果将 pooling 层

直接输出到预测值，该模型则和分解机

模型相同，因此称之为深度分解机模型

（Neural Factorization Machine，NFM）。

在上下文敏感的推荐任务中 (context-aware 
recommendation)，仅加深一层的 NFM 显著

提高分解机 7%，其准确度不仅超过了 3 层

的 Wide&Deep 和 10 层的 Deep Crossing 模

型，而且 NFM 架构相对简单，训练起来更

容易更高效。在随后的工作中 [41]，我们进

一步扩展了 NFM 模型，将注意力机制引入

pooling 操作中，用于学习每个特征交互的

权重，改进了模型的表示能力和可解释性。

3 总结与展望

本文中简要介绍了推荐系统的核心技

术，以及关于深度学习在推荐系统上的最

新进展。可以看到，目前深度模型在推荐

系统上的应用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28]，

尤其是技术上的发展较慢于计算机视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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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关于未来工作有如下

三点展望。

（1）在线学习与增量学习。在实际产

品中，用户数据实时到达，为了更好地提

供服务，推荐系统模型需要能够实时、有

效地刷新推荐列表，这对模型的在线学习

和增量学习带来挑战。现有的工作主要考

虑矩阵分解等浅层模型的在线学习 [13,16]，

对于深度模型的研究较为稀疏。

（2）关于时间的建模。时间是影响用

户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现有的推荐系

统文献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本文对推

荐算法的讨论也忽略了时间因素。文献 [10]
探索了在用户匿名的场景下基于 session 的

推荐，采用了循环神经网络 (RNN) 对用户的

访问序列进行建模。文献 [46] 考虑了电商场

景中预测用户的下一个购物篮，将用户最近

一次购物记录作为当前的上下文进行建模。

在实际应用中，用户的长期兴趣会随着时间

缓慢变化，而短期的兴趣会随着某些事件的

发生剧烈变化。如何平衡用户长期和短期的

兴趣是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3）模型的复杂度和可解释性。深度

学习模型通常较为复杂，虽然有较多的模

型参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参数都有意

义。为了使深度模型更加实用，并能够快

速处理现实中海量的用户数据，降低模型

复杂度并增加模型的可解释性非常重要。

我们最近的工作 [27,41] 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

尝试，通过设计更有效的神经网络操作降

低了对模型深度的依赖，并使用注意力机

制提高了模型的可解释性。未来方向还包

括采用模型压缩技术和哈希学习 [47] 进一步

提高模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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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信

息量的惊人膨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虽然

大量的有用信息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价值，

但是信息的泛滥也意味着为了寻找合适的

信息必须付出更大的成本。个性化推荐技

术能够在这个被信息淹没的时代，把用户

最感兴趣的内容直接呈现在用户面前。个

性化推荐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层境界，以

电商推荐场景为例，第一层境界是你购买

过什么，能够给你推荐类似的商品；第二

层境界推荐的是你需要并且也适合你的其

他商品；第三层境界，也就是最高的境界，

应该是能够基于你的性格、兴趣等个人特

性，为你推荐从来没有想过却正中心意的

能够带来惊喜的商品。目前主流的个性化

推荐算法，主要包括协同过滤推荐算法和

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还只能达到前两层

境界，有可能会产生过于盲目的“精准推

荐”，从而使得用户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

个性化推荐技术想要更上一层楼，必须对

用户的个性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并且有

效地融入推荐模型中；另一方面，在心理

学中，性格反映了个体之间最为稳定和持

久的差异，用户性格的研究正是对用户个

性最为严谨和深入的理解。

当性格遇见个性化推荐，会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应用。剑桥

大学的 Sandra[1] 等人在 Facebook 上的实验

证明了性格能够被用来帮助广告投放。首

先设计师根据内向人格和外向人格的典型

特征设计出了如图 1 所示的针对这两种个

性的广告。然后研究者们把这些广告同时

投放给两组用户，一组用户具有典型的内

向人格，而另一组用户具有典型的外向人

张富峥，谢幸

微软亚洲研究院

读懂你            的个性化推荐“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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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外向型广告和内向型广告

格。从图 2 中可以看到，对于内向人格的

用户来说，内向型广告的投资回报率（ROI）
接近 2 倍于外向型的广告；类似的，对于

外向人格的用户，外向型广告的 ROI 也比

内向型广告高出 30% 左右。由此可见，基

于性格的推荐能够有效地提升广告的投资

回报率。更进一步，性格分析还能被用来

助 力 美 国 大 选。Trump 在 2016 年 6 月 聘

请了一家名为 Cambridge Analytica 的公司

来帮助他竞选，而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Alexander 正是 Trump 的数字战略主管。这

家公司立刻就从各种地方购买个人数据，

比如土地登记信息、汽车数据、购物数据、

优惠券、俱乐部会员，你读什么杂志、去

哪个教堂、Facebook 点赞等，再把这些数

据与选民名册整合到一起，然后用模型把这

些美国成年人分成了 32 种不同的性格。紧

接着，Alexander 联系广告公司在 Facebook
这个平台上发布了 17.5 万个各不相同的宣

传 Trump 观点的广告。Alexander 说 :“不

同的人看到的广告标题、内容，甚至连颜

色和字体都是不同的，这种广告能覆盖哪

怕最小的受众群体，甚至具体到个人。” 
以枪支使用为例，Alexander 展示了如何对

特定的选民提供适当的政治讯息：如果是

神经质型和严谨型观众，就要突出入室抢

劫的威胁，显示政策应该保证业主持枪，

所以可以让他们看看这种画面——抢劫者一

只砸窗户的手；另一边，要是封闭的亲和

型人，他们关心传统、习惯和家庭，不妨

给他们看类似大人带着孩子站在夕阳下举

枪打野鸭的画面。可以看到，基于性格的

广告与目标受众是如此的贴合，以至于改

变了很多美国选民的投票意向，甚至可以

说这就是一场心理操纵。

图 2  内向型广告和外向型广告针对内向人群和外向

             人群的投资回报率

心理学中的性格定义与测量       

性格，也常常简称为人格（personality），

在现代心理学中，性格的定义跟语言的使

用有着紧密的关系。每当我们试图对人物

的性格特征做出描述时，总会去寻找一些

我们心中自认为恰如其分的词语，比如描

绘一个人物是冷静的、客观的、负责任的。

基于这些观察，性格理论的先驱 Allport 和

Odbert 于 1936 年对英语词汇进行了艰难而

又系统的调查研究，并按照个人特质、暂

时的情绪或者行为，以及智力与才干这四

个类别列出了大约 18 000 个单词，其中大

约 5 000 个“可能存在的用于描绘个体特质

的中性词汇”得到了众多心理学家的特别关

注 [2]。然而，用这些成千上万的词汇来定义

性格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为了能够系统地区分和比较不同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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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上千上万的词汇进行归类以便建立

性格的分类法（taxonomy）就显得非常必要。

因此，心理学家开始采用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3] 技 术 对 Allport 及 Odbert 的 单

词表进行分析，从而得到了数量较小的相关

单词群组，每个单词群组可以认为是性格的

某一方面特征。因素分析是一种统计方法，

根据大部分人对一系列题目的回答之间的

相关性，将相关的项整合为“因素集合”，

其中每个因素可以认为是与之相关的所有

词汇的高度概括。例如，某种性格定义的

某一因素可能与外向性有关，这个外向性

因素就是与之高度相关的所有词汇的概括。

近 20 年来，性格研究者关注与支持最多的

定义是五因素模型，也常常被称之为“大

五人格”。大五人格包括了五个高度概括

的人格因素——外向性 （extraversion）、

尽 责 性 （conscientiousness）、 神 经 质 
（neuroticism）、随和型（agreeableness）
和开放性（openness），以及每个人格因素

下的一些细分特质（比如外向性下包括了是

否经常参加活动、是否热心肠等）。在以使

用英语词汇为对象的研究中，五因素模型确

实表现出了惊人的可重复验证性，至少有 10
多名研究者通过不同的样本发现了这五个因

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五因素结构每 10
年就会被重复验证一次，说明了它具有跨时

间的稳定性，而且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也得

到了充分的验证。大五人格的建立，使得性

格理论研究领域得到了统一。

在心理学研究中，测量性格的主流方法

包括了访谈和调查问卷。访谈需要经过严

格训练的人格心理学研究者与个体进行对

话，在个体积极配合的情况下获取个体的

性格信息。访谈法能够灵活地照顾到个体

的差异并且能够应对特殊情形，但是非常

依赖优秀的专业测评人员，因此难以广泛

使用。调查问卷方法需要个体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回答问卷上的问题，然后根据答

案的分数对应到相应的性格特征中。调查

问卷的优点是易于管理和应用，容易推广，

答案分数的计算方法客观并且可以直接获

取检测对象的回答。但是调查问卷的局限

性也很明显，测验对象可能对自身并没有

深入的了解，在回答问题时他们可能会尝

试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也可能会尝试根

据自己的期望和愿望作答，所以很难得知

他们在完成调查问卷时是否精神集中和足

够谨慎。尽管存在主观性等局限，调查问

卷仍然是心理学中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

性格应用于推荐算法      

融合用户的性格到推荐算法中，开启了

进一步提升个性化推荐境界的大门。按照

用户性格获取的方式，目前该领域的研究

工作，主要分为基于调查问卷的性格推荐

算法和基于模型的性格推荐算法。

基于调查问卷的性格推荐算法
此类算法常常分为两步，首先使用心理

学中的调查问卷工具来测量用户的性格特

征，然后把用户的性格特征融合到传统的

推荐算法中。代表性的工作来自洛桑联邦

理工学院的 Rong 和 Pearl，他们在协同过

滤的框架中引入了性格特征。如图 3 所示，

根据用户的评分数据以及心理学中的 TIPI
量表测量得到的大五人格数据，他们使用

皮尔逊系数来分别计算两个用户的评分相

似性和性格相似性。他们发现，这样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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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融合性格相似性和评分相似性的推荐模型

联式混合模型最终取得了最好的推荐效果：

当用户 - 商品矩阵稠密时，则通过评分相似

的用户所购买的商品来进行推荐；而当用

户 - 商品矩阵非常稀疏时，则通过相似性格

的用户所购买的商品来进行推荐。图 4 展

示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其中 RPBC-5 是最

终采用的级联式混合模型，RPBL 是另外一

种线性的混合模型，RB 和 PB 分别是只基

于评分相似性和只基于性格相似性的模型，

横轴上从左到右表示数据越来越稠密。可

以发现，级联式混合模型的效果在不同配

置下都明显优于其他基准算法，并且在数

据稀疏的情况下优势更加明显，说明了融

入性格特征的协同过滤算法能够很好地解

决推荐里面常常遇到的冷启动问题。

图 4  级联式混合模型和基准算法在不同稀疏性配置

             下的性能比较

互联网上的服务，特别是音乐和电影类

的网站，由于跟用户性格有强烈的相关性，

也开始尝试使用性格来进行个性化推荐。

例如在电影推荐网站 Whattorent1 上，系统

会要求用户回答关于性格测量的 20 个问题，

然后根据用户的性格来推荐相关的电影。

Gifts2 是一个礼物推荐的电商网站，系统会

用一套心理学量表来测量礼物接收者的性

格，然后根据接收者的性格来筛选合适的

礼物。

基于模型的性格推荐算法
用户填写调查问卷需要花费一定的时

间，而且难以避免调查问卷中存在的主观

性等问题，因此基于调查问卷的推荐算法

在互联网的个性化服务中存在着难以避免

的屏障。而基于模型的性格推荐算法希望

跨过调查问卷这道屏障，从用户的行为数

据中挖掘用户的性格特征，并直接融入到

推荐算法中进行推荐。这个领域的工作刚

刚起步，研究成果还较为少见。笔者进行

了初步的尝试，探索了从用户的行为数据

中如何挖掘猎奇性和消费冲动性等性格特

征，并且用于餐馆推荐和商品推荐等场景。

具体而言，在餐馆推荐的场景中，需

要为用户产生在下一次就餐时的餐馆推荐

列表。在传统的电商和新闻等推荐任务中，

所推荐的物品主要是用户之前没有购买的

商品或者之前没有阅读过的新闻，所以协

同过滤等模型主要关注用户对新物品的偏

好。而在餐馆推荐中，用户下一次就餐时可

能去之前光顾过的餐馆，也可能去一个新

的餐馆。图 5 统计了用户就餐次数和去新餐

馆的概率，可以看到，即使一个用户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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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户就餐次数和访问新餐馆的概率关系

次就餐之后，有接近 40% 的概率去一个新

的餐馆就餐。因此，为了区分是推荐去过

的餐馆还是推荐新餐馆，笔者从用户的历

在另外一个推荐应用中，笔者发现用户

的消费行为会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 [5-6]。如

图 7 中的例子所示，在习近平就餐庆丰包

子铺的事件后，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

相关信息，而随后有大量的用户到该店铺

消费。消费数据和社交媒体上相关信息的

强关联性，表明了很多用户很可能是受到

社交媒体上信息的刺激才去消费的，而用 图 7  庆丰包子铺的消费热度和社交媒体上相关信息的强度

史就餐行为中学习用户对新餐馆的偏好，

而这正是用户性格中的猎奇特性（novelty 
seeking）；然后在下一次餐馆推荐时，

首先预测用户是否会选择新餐馆，针对

新餐馆和去过的餐馆分别设计不同的推

荐算法 [4]。如图 6 所示，若预测用户会去

新餐馆时，使用基于环境信息的张量分解

算法进行推荐；若预测用户可能会去之前

去过的餐馆，则使用隐马尔科夫模型进行

推荐。笔者使用大众点评中的餐馆签到数

据进行了实验，发现所提出的猎奇推荐算

法明显好于协同过滤等基准算法。 

图 6  基于用户猎奇特征的餐馆推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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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对刺激的反应程度正是由心理学中的消

费冲动性格来刻画的。因此，笔者设计了

如图 8 所示的基于消费冲动性格的推荐模

型：① 首先计算一段时间内社交媒体上的

信息和商品的相似性，也即是该商品在社

交媒体上对用户的刺激程度。② 把每个用

户的消费冲动程度设计为一个隐变量。③ 使
用图模型对用户消费行为进行建模，当用户

的冲动状态处于较高的值时，用户更容易被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所刺激，选择一个刺激信

息较强的物品去消费，而忽略掉自己本身对

这些物品的喜爱程度；而当用户的冲动状态

处于较低的值时，用户处于较理性的状态，

此时用户更易于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物品。

笔者针对移动消费数据和在线购物数据进行

实验，一方面发现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测量

的用户消费冲动程度（跟调查问卷的结果存

在较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模型也具有良

好的推荐性能。

图 8  基于物品刺激程度和用户消费冲动的推荐模型

结束语

随着心理学和计算机研究的不断进展，

以及两者的深度融合，如何有效地测量用

户的性格特征并融入到个性化推荐场景中

很有希望成为主流的研究方向之一。一方

面，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被动收集

的大量用户行为数据为性格测量提供了新

鲜的血液，使得不再局限于通过访谈或者

调查问卷方法；另一方面，基于性格的个

性化推荐算法的研究仍然处于初步阶段，

虽然相关研究证实了其在部分应用领域的

潜力，比如笔者基于微博异质信息测量用

户大五人格的工作 [7]，应用于聊天机器人微

软小冰中（见图 9），并在求职类节目中被

图 9  微软小冰测量用户大五人格

用于测量应聘者和面试官的性格匹配程度

（见图 10），服务于职场推荐等应用场景。

图 10  根据微软小冰测量的性格匹配应聘者和面试官

但是目前的研究基础理论不完整，技术方

案尚未成体系，应用尚不够广泛，意味着

该领域的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些挑

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 需要克服调查

问卷的依赖性，直接根据用户行为对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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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的有效性是该领域需要突破的关键性

研究问题。② 用户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甚

至国家，目前的研究工作还不能很好地考

虑到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比如在不同的

文化背景下，同样的行为是否反应同样的

性格，以及是否应该进行类似的个性化推

荐。③ 可解释性是个性化推荐技术很重要

的一个评价指标，基于性格的推荐算法如

何更好地解释用户对物品的偏好也是该领

域的关键性问题。

最后，作为一个交叉学科，这个领域的

成功需要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

学家们一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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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系统有很大的不同：在空间上，网络经

济系统的范围几乎是无限的，可以很容易

地突破地理和交通的阻隔；在时间上，网

络经济系统更加高效，能够依赖互联网的

速度有效的运行。

伴随着这些联系和不同，有很多关乎互

联网经济系统的根本性问题有待我们去研

究和回答，其中包括：古典经济学理论如

何能够适用于大规模线上经济系统；计算

机科学中各种成功的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

技术如何能够用于建模线上经济；以及是

否有可能在互联网经济系统上实现经济学

家长期以来的梦想——建立一个公正、平

衡、高效的线上经济系统。本文中，我们

将会把基础经济学理论与机器学习、数据

挖掘技术相结合来回答这些问题，并介绍

在这一领域已经获得的初步研究成果及未

来的研究预期。

随着人类活动不断由线下到线上的迁

移，互联网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个信息发

布、获取与搜索的平台，而是一个涉及

各种人类经济行为的统一的线上经济系

统。例如，人们可以在淘宝、京东、亚

马逊等电子商务网站上网购；在猪八戒

网、亚马逊  MTurk 等在线自由职业网站

上工作并获得收入；在  P2P 借贷服务中

进行网上投资；或者在 Airbnb、滴滴打车、

Uber 等众多分享经济应用中完成在线租

房和打车等任务。

自从亚当●斯密（1776）以来，经济学

家已经在探究人类实体经济的本质方面进

行了几个世纪的努力，并建立了系统的经

济学理论，从宏观和微观等各个方面研究

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然而就在最近几年，

互联网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在线经济系

统，它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都与传统经

张永锋

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融合           原理的个性化推荐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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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济系统的基本问题

正如线下经济系统一样，互联网经济

系统的基本问题是在线资源分配（Online 
Resource Allocation, ORA）——将在线商

品和服务等从服务提供商（生产者）那里

分配到用户（消费者）处。例如在电子商

务网站中，来自零售商的商品被分配给消

费者；在自由职业网站中，来自雇佣方的

工作任务被分配给自由职业者。然而，由

于用户拥有自由选择权，这种分配不能以

强制的方式实现，而通常以个性化推荐或

搜索的技术形式实现，即我们通常可以建

议消费者从生产者那里购买或消费某一个

特定的商品或服务，而不能强迫消费者必

须采用这种商品或服务。

基于用户在互联网应用中所积累的大

量个性化行为信息，例如购买记录、评论

文本等，可以对用户构建个性化的偏好模

型，并整合经济学理论和机器学习技术，

基于协同过滤、情感分析、表示学习等模

型设计智能在线资源自动分配算法，从而

实现互联网资源公平高效的分配。

如何恰当融合经济学理论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可以从最基本

的经济学概念——效用（Utility）和福利

（Surplus）出发。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这两个概念分别用来衡量消费者或生产者

的偏好（通过“效用”来体现）和收益（通

过“福利”来体现）。在最近的研究工作中，

研究人员提出了基于经济原理的个性化推

荐的基本概念 [1]，并通过最大化生产者和消

费者双方总的社会福利来寻找最优的生产

者 - 消费者匹配，并基于这一匹配给出个性

化推荐，从而提高互联网经济系统的社会

效益。

在这项研究中，各种各样的线上系统

（例如电子商务、P2P 贷款、自由职业网站

等）都可以被形式化到一个统一的产消者

（Prosumer，即生产者 - 消费者）模型中。

为了量化系统中每个用户的效用和福利，

采用“最后一单位消费的零收益原则”来

对电商网站的真实购物数据进行建模，并

基于最大似然估计进行模型参数学习，从

而估计出每一个消费者对每一个产品的效

用曲线。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计算特

定分配方案下系统所能够实现的总福利，

并通过总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来计算最优的

分配方案，从而基于这一分配方案为每一

个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商品推荐。在实际系

统中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一推荐方法可以

同时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从而提

高整个互联网经济系统的总福利。 

用户的偏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发生变化，例如在电子商务网站中的化妆

品领域中，消费者通常在夏季更关注抗紫

外线产品（如防晒霜），而在冬季则更关

注营养产品（如保湿产品）。为了模拟用

户偏好的动态性质，文献 [2] 研究了电子商

务背景下用户偏好时间序列的经济学特性，

并提出了天级别分辨率的用户偏好预测模

型，从而对用户在不同产品和产品属性上

的关注程度进行天级别的动态预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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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研究中，通过采用在电子商务

网站中收集的不同产品被同时购买的信

息，将机器学习理论与经济学中的离散

选择理论相结合，从而最大化消费者购

买一个产品组合的总效用，并自动学习

出任意一对产品的无差异曲线参数（见

图 3）。无差异曲线有助于分析现实世界

产品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进而基于

用户已有的购买记录为该用户推荐未来

可能购买的产品。  

图 1  基于经济学中常用的时间序列分析技术，可以在

    电商系统中实现天级别的用户偏好和行为预测

从静态上来说，很多微观经济理论都是

基于效用和福利这两个最基本的经济学概

念的；从动态上来说，可以模拟互联网经

济系统的很多时序动态性质，因此有希望

更进一步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互联网经

济系统在资源分配问题上的研究。

计算机科学所起的作用

上述关于效用和福利估计的工作表明，

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处理技术可以帮助我们

量化互联网经济系统。基于很多成熟的机

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理论，我们甚至可以更

进一步探索互联网的经济性质。

基于大数据的无差异曲线自动估计和

产品组合推荐研究 , 是迈向这一目标的一个

重要尝试 [3]。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使用

无差异曲线（见图 2）作为许多重要经济问

题的研究工具，例如在消费者选择理论中

用于分析消费者对产品组合的满意度，或

者在 Edgeworth 分析中研究如何有效地在

消费者之间进行有限资源的分配等。然而，

传统的研究往往预设无差异曲线的数学形

式，并基于小数据进行曲线参数估计。如

何利用网络上的大规模非结构化消费者交

易记录自动估计无差异曲线，并用来对互

联网商品或服务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进

行研究，是互联网经济系统中的一个重要

且基本的问题。

      （a）一般情况下的无差异曲线            （b）完全可替代产品的无差异曲线          (c) 完全互补产品的无差异曲线

图 2  无差异曲线示例，其中横纵坐标分别表示两个商品的购买量 ( 图中同一曲线上商品组合的效用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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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从大规模用户购买历史记录中自动估计出来的

             无差异曲线示例

为了更好地说服用户接受我们的推荐，

从而使得算法给出的最优分配方案能在真

实系统中更好地实现，我们提出了可解释

性推荐模型 [4-6]，为被推荐的商品自动生成

直观解释。同时为此开发了一个短语级情

感分析工具包 [7-8]，可以自动从非结构化自

由文本评论中，自动提取产品属性词和用

户情感词，并构建“属性 - 情感”词对及情

感极性标注。将其与多矩阵分解技术相结

合，从而实现可解释性推荐。这一系列研究，

显示了将机器学习、优化理论、自然语言

处理等计算机研究的最新成果应用到互联

网经济系统中的可行性。

未来展望

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的研究课题，数个

世纪以来已经积累了成熟的研究成果和理

论，而计算机科学相对而言是一个新兴且快

速发展的学科，并在方方面面深入影响着我

们的日常生活，这在互联网上尤其如此。丰

富的用户行为记录、广泛存在的大数据，以

及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使得有希望将

这两个主题在互联网经济系统的背景下结合

起来，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未来研究空间。

互联网福利经济学：互联网经济系统

福利问题的研究还是一片巨大的研究蓝海，

其中包括网络上的供需均衡、网络上的动

态定价和价格歧视、网络预算控制、互联

网福利分配的博弈、互联网经济中的垄断

问题等。基于这些和更多其他的研究课题，

可以更好地了解福利在不同情况（如自由市

场或垄断市场）下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

的产生和分配，从而进一步有助于我们为

特定的业务目标给出明智的营销策略。在

这个跨学科研究方向上的工作将不断涌现，

并逐步构建起互联网福利经济学（Internet 
Welfare Economics）的研究方向。此外，

由于互联网经济理论对大多数线上经济系

统的普遍重要性，未来将带来各种与企业

合作的研究潜力。

个性化推荐和搜索：在以前的研究任

务中，我们主要以个性化推荐作为技术形

式来实现和评估算法所给出的在线资源分

配策略。然而，在线资源分配的另一个重

要应用形式是个性化搜索，这种场景往往

发生于消费者（部分地）知道他 / 她想要的

搜索目标时发生。个性化搜索旨在为用户

给出个性化的商品排序，以便控制网络上

的资源分配结果。考虑到各种互联网应用

程序中搜索系统的广泛存在性，将在线资

源服务分配技术应用于个性化搜索将是一

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其中一个重要命题是

如何在给定的搜索结果下进行个性化排序，

从而最大化搜索列表潜在的经济福利。

用户行为分析：在线下的物理世界之

外，互联网已经是人类进行日常活动的

主要平台之一。除了上文所考察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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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人们还可以在互联网中与好友进

行联系、阅读新闻、观看视频、听音乐

或在线游戏等。社会行为分析和社交网

络科学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坚实的理论，

使得我们对网络上的人类行为有了深刻

的认识，而其中许多发现可以从经济理

论中找到相应的经济基础。研究互联网

用户行为背后的经济学基础将是一个可

观的研究方向，它使我们不仅知道用户

如何行为，而且更进一步知道用户为什

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自动经济决策：经济学与机器学习结合

的一个长远愿景是建立自动经济决策系统。

不断增长的计算资源，大量可用的结构化

和非结构化数据，以及快速发展的机器学

习理论——特别是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的深

度学习理论——已经为我们给出了这种自

动经济决策系统的可能性。它将帮助收集、

处理和分析各种异质数据，并为决策者提

供直接可靠的经济决策方案或有参考价值

的经济建议，而这一领域的持续研究将使

我们一步步地接近这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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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从 PC 端向移动端转移的过程

中，因为移动端的小屏化、浏览时间碎片

化的特点，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中仅能向

用户呈现有限的内容，因此对 APP 内容提

供者的推荐算法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在

电商购物环境下更有其自身的特点，如用

户需求动态变化、商品种类数量繁多、促

销活动频繁等，在此，我们从手机淘宝的

实践中，选取若干具有创新性的案例和技

术，进行分析与讨论。

图 1 是结合电商特点，由实际需求驱动

的一个三层推荐系统架构图，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层是 item（可以是商品、店铺、

内容等）相关的选品设计：根据各无线产

品的定位，我们为特定人群选择他们所需

要的优质商品。

第二层是用户与 item 的匹配层：它包

含以协同过滤为主的算法，考虑用户短中

长期兴趣和需求的变化，以及空间时间上

下文的变化，从海量 item 库中找出最可能

满足其当前需要的物品。

图 1  电商三层推荐系统架构

第 三 层 是 精 确 排 序 层： 基 于 经 典 的

Learning to Rank 技术来进行精准推送；同

时，为了更早、更准确地捕捉用户意图的

变化，在计算层引入流式计算引擎，并研

发了在线学习框架。

袁泉，江鹏，彭鹏

阿里巴巴

电子商务中的              推荐技术剖析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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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三层推荐系统构建的技术体

系，我们得以支撑电商中数百个应用场景

和产品，包括最具技术挑战的“双 11”场景。

我们在这些场景中做出了大胆的产品和技

术创新。下面选择三个原创性的算法和技

术，逐一进行分析和讨论。

1. 基于人生阶段建模的商品推荐

经典的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通常结

合用户近期行为，给用户推送已知范围内

的商品。随着用户对推荐系统和产品期望

的提高，也需要向其呈现部分他们需要，

但自己尚不清楚的领域的产品。用户的人

生阶段建模及基于它的推荐算法就是针对

这类问题研发的。它利用半监督马尔可夫

建模技术，利用少量的标注数据，根据用

户有行为的类目，去精准预测用户所处的

人生阶段，以提供当前或未来所需要的

商 品。 详 细 算 法 见 KDD’15 上 我 们 发 表

的 文 章“Life-stage Prediction for Product 
Recommendation in E-commerce”。这一算

法首先应用在淘宝母婴行业，通过严格的

离线和线上 A/B 分桶实验证明了其有效性；

同时，它还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如家装、

婚庆等可动态划分成若干阶段的行业。

2. LTR 在推荐中的应用－匹配学习

电商推荐通常使用“商品协同过滤”，

作为一种主要的实时召回技术。但是基于

全量用户点击行为计算的商品关联数据存

在多个问题：① 推荐场景众多，各场景存

在显著的差异性，而同样一份商品关联数

据难以满足众多场景的需要；② 由于衡量

商品间相关性的方法很多，如何从多种相

似度数据中提取得到某场景最需要的 i2i 数

据；③ 针对目标进行优化问题。传统的商

品协同过滤是一种无监督学习过程，没有

考虑针对特定目标进行优化。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研发了匹配学习

（LTM，Learning to Match）方法。该方法

可以根据场景反馈和多个相关性特征学习适

合不同场景的商品相关性（见图 2）。该技

术在几乎所有推荐业务带来显著的点击率提

升，另外场景间推荐的差异性变的更明显。

图 2  LTM 在推荐相似商品中的创新应用

整体来说，首先以全网用户行为，以及

由此在场景内的触发的相似商品推荐结果，

根据用户在场景内的反馈和优化目标标注

生成训练数据。接下来便可以使用最小化

损失函数为目标进行优化，学习排序模型

的相关参数。在预测节点，输入原始的商

品相似矩阵，以及其他特征到排序模型中，

得到最终的相关度分数进行排序。这个框

架可以复用成熟的 LTR（Learning to rank）

框架进行实现，大大地降低了研发成本。

3. 活动会场的个性化方案

电子商务中的一大特定就是营销活动

频繁，基本是每月都有，当然重头戏就是

每年的“双 11”购物节。“双 11”中最能

体现个性化推荐能力的莫过于淘宝／天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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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主会场。 2015 年，基于三层推荐

系统的架构，创造性地提出了“双 11”主会

场个性化方案（即“天坑一号”）项目，极

大地降低了会场流失率，促进了成交转化。 

“天坑一号”包括三个层次（见图 3），

即楼层顺序个性化、楼层内坑位个性化和坑

位入口图素材个性化，自顶向下，在用户体

验上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案。其中楼层顺序个

性化使得女神看到的楼层顺序可能是女装、

美妆、天猫国际等；欧巴看到的楼层顺序可

能是男装、旅行、数码等。楼层内坑位内容

个性化，使得在同一个楼层内，不同用户看

到的商品或店铺是不同的，比如同样都是美

食控，喜欢辣味的用户可能看见麻辣牛肉干，

图 3  2015 年“天坑一号”个性化主会场示意图

喜欢甜味的用户则是巧克力。坑位内容素材

个性化，使得同一个楼层、同一个坑位，即

便算法预测两个用户都需要巧克力，但一个

喜欢费列罗、一个喜欢德芙，也会在入口图

上展示不同的品牌。这三级个性化中涉及到

多策略推荐算法、排序学习、合图技术等多

团队协作，时间紧任务重，是多团队辛勤工

作、紧密协作的心血结晶。

在 2016 年“双 11”中，面对更为复杂

的个性化需求，全面升级后的个性化推荐

在 2016“双 11 主”会场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如图 4 所示，2016 年的“双十一”主会场

图 4  2016 年升级版“天坑一号”个性化主会场示意图

与 2015 年的“天坑一号”主会场极其相

似。其中，在主会场中使用的最具代表性

的技术包括将 GBDT+FTRL、Wide & Deep 
Learning 用于在线模型训练，以及实时预测

上。GBDT+FTRL 的思路是通过 GBDT 模

型对原始特征进行抽取，获得了线性相关

性更强的组合特征，并配合 FTRL 模型在线

学习这些特征的权重，生成了快速更新的

在线模型。而 Wide & Deep Learning 则是

将当下最火热的深度学习技术融入到传统

的个性化推荐算法中，使得个性化排序模

型同时捕捉用户中长期，以及实时的偏好

特征，准确地向用户推荐他们喜好的内容。

个性化推荐能够更好地适应业务的多样性。

经过 2016 年“双 11”的洗礼，我们相信这

些新技术为个性化推荐的未来持续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下转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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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 • 赫拉利写的一本

书《人类简史》最近在技术界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书里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现代人类的祖先非

洲智人在大约七万多年前发生了一次认知革命，

这场认知革命以后，传说、神话、宗教等虚构

的事物在智人群体里出现，虚构让智人能够拥有

想象，即便是陌生人之间也可以因为虚构而形成

大规模协作，正因如此，智人最终在七万年前走

出非洲，战胜了其他直立人种并统治了世界。

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工智能的第三次崛

起，计算机技术领域也正在经历一场认知革命。 

2011 年 2 月，IBM 超级计算机沃森 (WATSON) 

在美国《危险边缘》电视智力问答节目中战胜

该节目历史上两位最优秀的人类选手，赢得了

比赛，人工智能技术在对话和问答方面取得了

质的突破。2016 年 3 月，AlphaGo 与围棋世

界冠军、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进行围棋人机大

战，以 4 比 1 的总比分获胜，自从 1997 年深

蓝计算机战胜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卡斯帕罗夫之

后，人工智能在最复杂的围棋上再次取得了突

破。这两件标志性事件的发生，推动人工智能

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于前

两次的人工智能浪潮， 这一轮认知技术的迸发

来源于三个方面的进展： 一是大数据的应用；

二是云计算的发展；三是深度学习的突破。

在这次认知技术专栏里，我们有幸邀请到

了国内学术界和产业界在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们。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张航研究员 , 北京云知声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梁家恩博士和刘升平博士，新

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王真峥博士，搜狗搜索

许静芳总经理和刘明荣技术总监，北京文安智

能公司王天树博士。他们从技术研究与实际应

用的角度对相关前沿作了详细的展开，希望对

读者有所启发。

 前   言

博士。IBM 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总监，大数据及认知计算研究方向首席科学家。目前是南

开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APEX 实验室客座教授、IBM 大中华区技术专家委员会主

席、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在中国研究院先后参与了文本分析、企业搜索、元数据管

理、数据集成 、社会化计算及信息可视化等方面的研究。所领导的多项技术研发被 IBM

软件产品采用，并在国际以及国内的多次技术评估中得到第一名，也因此数次获得 IBM

全球研究技术成就奖，在 2008、2010、2014 及 2016 年度获得 IBM 全球研究杰出技术成

就奖；2007 年被评为 IBM 发明大师，担任研究院专利评审委员会主席。迄今为止已在国

际顶级会议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50 余项发明专利及专利申请。
 

苏 中

认知技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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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当时新兴的

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影响，心理学界开启了

一场认知科学革命 [1]。先前占主导地位的行

为主义只关注刺激与行为之间的联结，以

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后者亦

称为“强化学习”）为代表。认知科学则

强调刺激与行为之间的信息加工过程，在

感知觉、注意、学习、记忆、语言、推理

和决策等领域都提出了信息加工模型，进

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认知科学进一步与快速发展的无创脑成像

技术相结合，形成了认知神经科学，极大

地深化了我们对于人脑与人类行为的理解。

也正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工智

能开始萌芽 [2]。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

人工智能在机器视觉、自然语言理解和策略

性游戏等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在特定

的任务中能够接近甚至超越人类的绩效。一

方面，人工智能的设计借鉴了认知和神经科

学中的发现。例如，人类视觉系统的层级化

组织、选择性注意的机制、强化学习等。另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也给我们对于人脑

和人类行为的理解带来了启示。例如，强化

学习的概念源于心理学，指的是人类和动物

会习得受到奖赏的行为，而避免受到惩罚的

行为。计算机科学家将这个概念发展为一系

列算法，可以有效地解决高维的控制或序列

决策问题 [3]。作为计算机算法的强化学习，

反过来又被引入神经科学，用于理解人类和

动物在复杂任务中的学习 [4]。 

然而，人工智能的终极梦想——在整体

上接近人类智能的通用人工智能——仍未实

现。不同于只适用于某个特定任务场景的专

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像人类

一样具备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学习和判断能

张 航

北京大学

人类作为“               ”

——效用函数、情绪和社会偏好

情感
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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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那么，人类的通用智能又从何而来？例

如，人们在试图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时怎样

决定，是继续还是放弃，或者另辟蹊径？

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 Marvin Minsky
在晚年写下了《情感机器》[5] 一书，将人类

比作“情感机器”，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

点：情绪系统是人类智能不可或缺的重要部

分。 虽然情绪对于生存（例如面对危险是战

是逃）和人际交流的意义很早就被认识到，

情绪系统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平行于人类的理

性思考的“非理性”系统 [6]。研究者虽然尝

试让人工智能理解人类的情绪，但似乎并不

认为，人工智能本身拥有情绪是必要或有益

的。Minsky 提出，某个特定任务的特定阶

段需要特定的认知模块的参与，而人脑正是

通过情绪系统实现了不同认知模块之间的协

调。他从哲学的角度剖析了各种情绪对于认

知活动的影响，例如，对当前行为的羞愧感

会促使人们重新设定行为的目标。

本文将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综述使

人类智能有别于专用人工智能的一些必不

可少的“非理性”成分——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情绪（Emotion）和社会偏好

（Social preference）。过去 10 多年里，神

经经济学——神经科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

科——的发展 [7]，使我们对于效用函数、情

绪和社会偏好相关的计算和神经机制有了

相当程度的认识。

效用函数

效用函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客

观事物到主观价值之间的映射关系，最初由

数学家 Daniel Bernoulli 在 1738 年引入，用

于解释人们在风险决策中的不理性倾向 [8]。 

描述人类决策行为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

大多建立在效用函数之上 [9]。效用函数随个

体而异，不同个体可能赋予同一事物不同

的主观价值，正所谓“彼之蜜糖，吾之砒霜”。

21 世纪初，研究者首先在非人灵长类

动物的脑中 , 发现了表征主观价值的神经信

号 [10] 。Padoa-Schioppa 和 Assad 让干渴的

猴子在味道和数量不等的两种饮品之间作

出选择（例如 5 滴水对 1 滴果汁），用心

理物理学方法测量出每只猴子对于不同味

道饮品的效用函数（例如 1 滴果汁的主观

价值＝ 2.4 滴水的主观价值）。他们在猴子

的眶额皮层 , 发现了发放频率随选项的主观

价值单调变化的神经元。随后，研究者在

人脑中也发现了表征主观价值的神经信号，

主要脑区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 [11]。

生物体能够在不同种类的奖赏之间作

出权衡。人类自不必说，有人舍生取义，

有人见利忘义；甚至猴子也可以为了多看

一眼喜欢的图片而少喝一点果汁，或是为

了得到更多的果汁去观看不喜欢的图片 [12]。

这可以理解为，效用函数将世间万物都映

射到了同一数轴——主观价值，即不同种

类的事物的主观价值是可比的。有研究表

明，金钱、食物和饰品等几种不同的奖赏

的主观价值都在人类的同一脑区——腹内

侧前额叶皮层——得到表征 [13]。

下面将会看到，效用函数不仅适用于实

体的奖赏——特定的情绪（如后悔）或社

会偏好（如公平），也有相应的效用函数。

情 绪

虽然有早期理论认为，情绪系统有着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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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认知系统的解剖结构，实证证据表明

情绪和认知所涉及的脑区难以截然分开 [14]。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情绪和认知之间存

在着广泛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情绪调节

着认知功能。例如，脑中与情绪唤起密切

相关的杏仁核可以通过释放去甲肾上腺素

增强记忆的巩固 [15]。另一方面，认知也调

节着情绪的发生。例如，让个体重新评价

一个刺激的意义，可以改变这个刺激所引

发的情绪反应，其中涉及到前额叶皮层对

杏仁核的调节作用 [16]。

关于情绪和决策之间的关系，一个对我

们有启发的理论是 Antonio Damasio 提出的

躯体标记假说 [17]。Damasio 认为，在复杂

的场景中，人们需要借助情绪系统的帮助

来权衡利弊以作出决策。情绪及其相关的

躯体反应（所谓的“躯体标记”）扮演着

次级强化物的角色：奖赏或惩罚分别会引

发正性和负性的情绪和躯体反应。个体会

从以往经历中形成对特定行为将要引发的

情绪和躯体反应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会影

响个体之后的决策。情绪和躯体反应的习

得及其对决策的影响可能都是无意识的。

躯体标记假说可以解释某些有情绪障碍

的病人的决策障碍 [18]。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

正常人在对不同选项形成有意识的偏好之前

就在躯体反应中显示出了偏好；而某些病人

从未表现出躯体反应的偏好，同时，他们错

误地选择了给自己带来净损失的选项。

社会偏好

社会偏好指的是个体对他人收益的态

度，可以通过博弈任务来评估 [19]。例如，

在独裁者游戏里 [20]，其中一个玩家（独裁

者）有权决定怎样在自己和另一个玩家（接

受者）之间分配一笔奖金；接受者没有任

何的决定权。如果独裁者仅仅考虑最大化

自己的收益，他可以将全部金额留给自己。

然而，在大部分人类实验中，独裁者会将

15%~50% 的金额分配给接受者 [21]。

如何解释独裁者没有最大化自己的收

益？一个代表性的理论是 Fehr-Schmidt 不公

平回避模型 [22]：当自己的收益少于他人时，

会对他人产生嫉妒；当自己的收益多于他人

时，会对他人产生同情。某个选项所引发的

嫉妒或同情都会进入效用函数，减少这个选

项的主观价值。因而，人们倾向于在自己的

收益和公平之间作出适当的权衡。

换言之，公平感是社会奖赏的一种，

其大小取决于自己收益与他人收益的差别。 
特定个体对于特定社会奖赏的效用函数可

以通过实验来测量。与实体的奖赏类似，

对社会奖赏的主观价值的表征也存在于腹

内侧前额叶皮层之中 [19]。

社会偏好可能是人类社会实现合作互

惠的重要基础。例如，公平感不仅会驱使

人们牺牲自己的部分收益惠及他人，而且

会使人们愿意牺牲自己的部分收益去惩罚

破坏公平的个体 [23]。然而，正是这种看似

不理性的动机，可以帮助人们在囚徒困境 [21]

这样的博弈问题中走出双输的困境，实现

合作共赢 [19]。

结 论
人脑拥有统一的效用函数系统，不仅能

计算实体奖赏的主观价值，也能计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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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和社会偏好相对应的主观价值。这样的 价值系统可能是通用人工智能未来需要实现的。 

张航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麦戈文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已在 Nature Neuroscience 和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要关注知觉、注意

和运动控制中的决策问题以及经济决策，通过行为实验、计算建模和无创脑成像技术

来理解人类决策的计算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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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含 5 个方面。

图 1  智能语音技术框架

（1）语音降噪与增强技术。解决复杂

真实场景下的语音回声消除、语音测向、

波束形成、去混响、分离、降噪和增强等，

提升真实应用场景下的语音信噪比；同时

与后端声学模型的适配，是实现高精度语

音识别和唤醒的基础。

智能语音技术的发展现状和挑战

智能语音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

累，经历了模板匹配、统计方法和深度学

习方法阶段。在模板匹配和统计学习阶段，

主要是根据发音机理和听感特性，设计语

音特征提取和归一化方法，根据特征距离

或分布概率计算语音的帧级匹配度，结合

动态规划算法搜索最优序列。在深度学习

阶段，特征提取和帧级匹配度计算统一用

深度神经网路 ( DNN) 建模，极大地提高了

建模精确度。目前，智能语音技术已经形

成了相对完备的技术体系，如图 1 所示，

梁家恩，刘升平

北京云知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与产业应用展望智能
语音

摘要：本文结合云知声过去 5 年在智能语音技术产业化的实践经验，对智能语音技术及其产业应

用的现状、挑战和发展趋势作一个分析和展望。智能语音技术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

研究如何利用机器实现人类自然语言的“听”和“说”能力。随着 2006 年深度学习技术的兴起，

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大数据积累，语音在降噪、识别、理解、合成等技术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进入了产业化阶段。与此同时，物联网智能终端的高速发展，也为智能语音技术提供了一个广阔

的产业应用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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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性能低功耗语音唤醒技术。语

音唤醒技术对解放双手和双眼，实现自由

语音交互具有关键性作用。其最大的挑战

在于，在保证复杂真实场景噪声、复杂用

户口音、较高语音唤醒率的情况下，要同

时将系统的误唤醒率和资源、功耗降低到

极低程度。

（3）高精度语音识别技术。主要解决

复杂真实场景噪声、用户口音、垂直领域

下的把语音转化成文字的问题，需要快速

定制或自适应用户，以提升用户体验。

（4）高自然度和个性化情感语音合成

技术。传统的以信息传达为目的的语音合

成已经不成问题，最大的挑战在于适应用

户对合成音质、音色、情感韵律，以及快

速模拟特定说话人的需求，对交互系统的

用户体验而言至关重要。

（5）口语理解、对话管理和生成技术。

结合说话人现场、上下文、用户画像、领

域知识库等语境信息，理解用户语言的会

话含义，根据对话管理策略，获取外部内

容或服务，生成自然语言应答，这属于认

知计算的范畴。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缺乏

统一和有效的框架，需要针对特定垂直领

域进行专门的定制优化。

智能语音技术是语音产业应用的基础，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演进和大数据积累，性

能指标会持续提升。目前端到端深度学习

算法，在语音识别 [1] 、语音合成 [2]、机器

翻译 [3] 和对话系统 [4] 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未来需要突破的主要技术点包括如

下 4 个方面。

（1）小数据机器学习或自适应方法。

通过少量样本数据，实现既有模型对特定

说话人、环境噪声、应用领域的快速自适应。

（2）轻监督和无监督机器学习方法。

从少量数据的有监督学习转向利用海量数

据的半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将模型训

练的数据规模，从人工标注规模的有限数

据，扩展到无需人工标注的超大规模数据；

从简单分类任务判别模型转向生成模型，从

而取得显著的模型覆盖度和性能指标提升。

（3）结合多种语境信息的语用计算。

在人机对话过程中，要正确理解用户话语

的含义，不仅要看字面含义，还要在语用

的层次上理解，即要结合多种语境信息以

理解其会话含义。这些语境信息包括一些

说话现场的语境，如说话的时间、地点、

场所、设备传感器获取到的信息；也包括

我们常说的言语语境，也就是话语的上下

文；还包括知识语境，如背景知识、领域

知识、用户画像信息、设备角色设定信息等。

（4）知识图谱和深度学习的融合。即

让深度学习模型有效利用大量存在的先验

知识 [5]。相较于一般分类器神经网络内部

具有一定的记忆特性，深度神经网络隐藏

层还具有一定的抽象能力，因而把神经网

络引入自动问答及相关领域（如阅读理解）

有利于问题的优化和简化，同时使得知识图

谱和阅读理解系统具有一定的推理能力和

泛化能力。此外，神经网络直接访问记忆库

（内存）、知识结构等外部依据，大大拓

展了神经网络的用途，从记忆网络 (Memory 
Network) [6] 到可微神经网络计算架构 (DNC) 
[7] 的技术变革，使得神经网络不在局限于基

于最大似然概率的拟合和特征抽取，转而

向全新的拟人计算机蜕变，驱动知识、数据、

逻辑分析与计算能力的融合 , 甚至促进真正

的通用智能发展。

智能语音产业应用的现状和挑战

智能语音产业应用，基本上都是从语音

控制、语音识别和语音交互作为切入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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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的，根据不同的定位和形态，目前

主要分为以下 4 类。

（1）APP 类纯软语音应用。如 Apple 
Siri 和 Microsoft Cortana 等， 在 手 机、 平

板或 PC 上以软件方式解决操作和聊天等问

题，内置各种搜索、问答和对话服务。

（2）软硬一体的语音交互应用。如智

能音箱 Amazon Echo、智能电视、智能语

音空调等应用，语音成为主要交互手段，

实现控制和相关内容服务获取。

（3）垂直领域的语音转写应用。如医

疗语音病例录入、法律语音转写、语音客

服数据分析等，将语音数据进行实时或离

线转录，后期做结构化分析。

（4）基于语音识别的口语评测等应用。

对用户口语语音进行发音、流利度、韵律

等评估，并检测口语发音、语法等错误，

帮助用户提升口语水平。

智能语音产业应用，目前还面临着用

户普及率、认可度和活跃度不够高的问题，

原因是多样的，这些挑战主要包括下面 4
个方面。

（1）基础技术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

特别是复杂应用场景、噪声、口音和专业

领域的语音识别稳定性和适应性，是扩大

实用范围的关键，更多的是针对具体应用

问题进行优化，提高准确度；与此同时，

还要提高语义理解和容错能力，减少用户

人机交互过程出错的影响。

（2）统一的智能语音交互设计标准和

规范。语音是新兴人机交互方式，与传统

的触屏交互相比，优势在于表达丰富和快

速一键直达的能力；劣势在于不像 GUI 所

见即所得那么直观，还有一定出错率，会

给用户造成一定的交互心理障碍。

（3）高集成度的智能语音交互方案。

除了手机、平板之外，智能设备普遍没有

录音功能，降噪更难解决，开发者对语音

相关引擎的优势、局限理解不清晰，加上

用户对语音交互的认知还缺乏统一规范，

高集成度的智能语音交互方案，对快速落

地就特别重要。

（4）标准和开放的内容和服务接口。

智能语音交互方案，解决的是用户以更加

快捷和自然的方式获取内容服务的问题，

但内容和服务本身，需要针对智能语音交

互方式进行优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智能语音技术和产业应用的发展趋势

智能语音交互逐步成为智能终端设备

的重要交互手段，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语

音交互适合在解放双眼和双手情况下，解

决设备的高效交互问题，对长尾和复杂信

息查询优势更加明显。但机遇语音交互技

术当前的状态，以及用户交互习惯形成、

内容服务配套等原因，产业应用还需要一

定的努力，才能实现规模化落地。

（1）软硬一体解决方案成为必然趋势。

高性能、低功耗、集成化的智能语音交互

方案，对降低智能终端设备语音交互的技

术门槛，起到关键性作用。

（2）交互与内容服务的深度结合。优

质的内容服务是用户真正的需求，不因为

人机交互方式的改变而降低质量要求。在

语音交互场景下，内容和服务的个性化和

呈现方式，需要做相应的调整，例如减少

大段文字播报反馈的方式等，才能更符合

用户的语音交互习惯。

（3）大数据的价值挖掘。语音交互携

带更多个性化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口音、

声纹、情绪等，可以建立更精准的用户画像，

从而提供更为精准和个性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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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知声从 2012 年成立以来，经历了开

放语音云服务（AI Service），到提供语音

语义一体化的智能语音交互方案（AIUI），

再到打造具有远讲降噪功能的低功耗软硬

一体化解决方案并进行芯片化（AI Chip），

形成了“云端芯”一体化产品解决方案，如

图 2 所示。目前，在家居、车载、医疗、教

育等领域都取得了产业化落地成果。

结论
深度学习和大数据技术极大加速了智

能语音交互技术的实用化进展，但当前阶

段，技术仍需要持续突破，以提高在真实

图 2  云端芯产品体系及其应用

应用场景、噪声和口音情况下的语音交互

的可靠性、鲁棒性和适应性，并与内容服

务深度结合，形成软硬一体的交互解决方

案，才能更好地实现规模化的产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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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面临的挑战或许不来自“智

能”的部分，而来自“人”。由于我们对

自身感知万物、产生情感、理解世界的机

制尚不完全清楚，要让机器完成不完整信

息条件下复杂任务的规划和推理更是难上

加难。

从上世纪 60 年代到当下的人工智能浪

潮，研究最多、也最受关注的就是下棋。

然而，不管是国际象棋还是围棋，都是抽

象的表达，描述棋局的对弈状态与精确表

征自然界相比过于简单：棋盘的位置是有

限的，下棋的动作也是有限的，没有感知

和动作执行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人工智能的赛道上，强大的

计算与数据收集能力只负责起跑，感知

与认知能力才是整个赛程。已有专家指

出：“感知能力是智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提高机器的感知能力依赖于器件和新

型传感技术的进步。” [1] 2015 年 11 月，

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在国内第一次

尝试用生物传感技术表达观众参与文化

艺术活动的感觉，这就是“战马袭心”

实验。

情感计算 : 了解观众的真实感受

舞台剧《战马》（见图 1）以“一战”

为背景，讲述了英国小男孩儿与马之间的

故事，既有温暖细腻的情感场面，也有惊

心动魄的战争场景。2007 年首演于伦敦后，

在全球已上演过 4 000 多场，观剧人次超过

600 万。2015 年，由中国国家话剧院联合

英国国家剧院制作的中文版《战马》问世。

主创人员非常想了解这匹载誉全球的战马，

是否能被中国观众认可。然而，如何了解

到普通观众的真实体验？

王真峥

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

我懂你所感
战马
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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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舞台剧《战马》剧照

人类参与艺术活动需要积极调动自身

的感知与认知系统，“看戏”是人处理的

一个极为复杂、饱含各种情感的认知计算

“任务”。即使是艺术工作者，要用语言

精准地表达对一出戏的感受也并非易事，

更何况普通的观众。传统的调查问卷就受

限于此，很难“说出我的感觉”。而调查

问卷还有滞后性、主观性、不便于搜集等

特点，很难反映观众看戏时的真实体验。

我们试图采用生物传感技术解决这一

问题，见图 2。观众只需在观看时佩戴我们

自主研发的皮肤电传感器，就能在演出过

程中即时被后台获取数据。

图 2  剧场中皮肤电数据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到电脑

根据之前的研究，皮肤电能够反映用

户关注度的结论，是被广泛接受的 [2-5]。它

测量的是用户由于自主神经系统活动所引

起的皮肤电阻的变化。在观演过程中，用

户的各种情绪状态可以通过大脑边缘系统

的巴贝兹回路（Papez circuit）引发皮肤的

自主神经反应，比如出汗、毛细血管收缩、

立毛肌收缩等。这些反应会引起皮肤电阻

的变化，从而被皮肤电传感器检测出来。

皮肤电传感器采集人体生理变化数据，经

过算法处理后，通过“唤醒度”数值直观

反映观众的体验。当观众被演出吸引、深

受打动时，数值会攀升；当观众感到疲倦、

注意力分散时，数值会下降。

相对于传统的观众反馈调查方法，使用

皮肤电传感器的好处在于：① 数据是实时

且连续的，每秒反馈一个数值。也就是说，

观众在观演过程中的生理反馈数据可以和

整个表演中的每一个场景对应。② 数据的

收集是在用户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不会

打扰观众的观演过程。

在《战马》实验中，根据中国国家话剧

院的需求，研究组共招募了 150 名不同性

别、年龄、专业的观众。通过对不同群体

数值的比较，来了解到他们不同的感受与

偏好。例如在前期沟通中，中文版《战马》

的项目负责人中国国家话剧院海外中心主

任李东说：“中国的戏剧观众有 70% 是女

性，一般都是母亲带着孩子进剧场。”所以，

他们很想了解女性对这出戏的感受，她们

容易被哪些场景打动。这些信息不但有助

于制作方进行有效的推广营销，也为他们

接下来的定制化创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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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对比女性与男性对下半场演

出的生理反馈图（见图 3）。从关注度的曲

线图可以发现，女性与男性对演出的关注

度都较高；而女性被演出“唤醒”的次数

更多、持续时间更长。两者之间既有共性，

又有区别。

(a)  下半场女性观众 P-Value 图

(b)  下半场男性观众 P-Value 图

图 3  女性与男性对下半场演出的生理反馈图

图 3（a）中，横轴为时间，纵轴为 P 值。

红线为 P=0.05，低于红线部分为观众关注

度显著升高的部分。颜色标记处为男性与

女性观感明显有区别的区间。对照时间坐

标及情节就可以得知，两性分别青睐哪些

场面。

除了男性 / 女性的比较，还有成人 / 儿

童、男童 / 女童等样本组别。内容创作者拿

到这些数据，就可以有针对性地为不同群

体定制产品。心理学、神经认知学方面的

专家则可以采用这些数据，结合剧的内容

和个人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心理学领域，用皮肤电获取被试的生

理数据并不新鲜，而此次实验的意义在于：

① 实验在真实场景而非实验室中进行，为行

业应用提供了可能性；② 硬件支持大规模群

组实验，提高精准度的同时降低了实验成本；

③ 看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知过程，包含着

很多种情感，实验收集到不同人群的大量有

效数据；④ 多学科交融及跨文化的研究。

行业应用 : 从视听体验到消费体验

我们从 2014 年开始研究生物传感技术

与戏剧影视相结合的行业应用，到 2016 年

已经独立研发出从硬件到软件，包括可视

化界面的整套评测系统，并不断地优化算

法。这两年，我们观察到全球范围内出现

越来越多的同行者。

2016 年 1 月，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集

团联合硅谷的光波公司（Lightwave）利用

生物传感技术，对电影《荒野猎人》进行

观众体验评测，评测结果如图 4 所示。图中，

15 代表平均每个人受到“惊吓”的次数；

14 代表观众的心跳在整个观影过程中出现

大幅攀升的次数；4 716 则说明在整个观影

过程中，平均每个观众有 4 716 秒保持完全

静止的状态，这通常意味着观众已经完全

沉浸在影片当中了。道琼斯旗下媒体“市

场观察”称：“用于艺术和娱乐领域的生

物评测分析，将成为下一个大事件。”

图 4  光波公司评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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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杜比实验室让一名女性

头戴 64 极的脑电波帽，手腕套着测量心率

和皮肤电反应的跟踪仪，还有一个热成像

相机拍摄，抓取她观看影视节目时的生理

反应，如图 5 所示。该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Poppy Crum 和他的团队收集多种原始数据

进行处理，用来影响媒体生产内容的决策

过程。Crum 表示，这是杜比为“更好理解

人类体验”做出的努力。

 图 5  杜比实验室传感实验示意图

除了这些技术公司，以尼尔森为代表的

调研公司也开始从神经科学角度研究消费者

行为、评估广告效果。2016 年年底，eBay
在伦敦的门店联合 Lightwave 公司，通过传

感器识别用户的情绪并推荐圣诞礼物。

可见，在电影、广告、快消等诸多行业

中，利用生物传感技术获取用户体验数据，

从而对产品进行评价和改进、优化消费流

程已渐成趋势。我认为在生物传感技术进

入行业应用的过程中，有三个方面需要特

别注意。

一是要考虑特定的应用场景。大部分传

感器目前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并不能在真实

发生的场景中使用。例如脑电传感器的佩戴

比较复杂，多种传感器同时使用耗费的时间

和需要处理的数据量都过大，眼动仪需要投

入的成本较高等，这是硬件的问题。

二是要考虑算法的精准度和可靠性。绝

大部分情感计算的算法都是在实验室环境

中得出的，并不能代表用户在真实环境下

的反馈。开发者必须获取大量的真实数据

来校准算法，才能投入商用。以我们正在

开发的疲劳驾驶算法为例，就需要先期搜

集驾驶员在城市、山区、高速等不同真实

路况下的生理数据。

三是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性。目前实验

室和市场上的生物传感设备主要采用蓝牙

和无线网络传输，都不具备同时收集群体、

海量数据的能力。采用什么样的通信技术

和网络进行大规模的传感数据传输，是物

联网时代要面临的最大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采用生物传感技术

进行影视戏剧评测领域，我们研发的皮电

传感器和整套数据采集、传输、分析系统，

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开展大规模群组实验、

投入行业应用的。

 “战马袭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方便、

直接地获取人的生理数据，从感知追问认识，

从而更好地了解“人”，让机器感知“人的

感知”。当机器获得人对真实世界的感知数

据后，也就拥有了感知世界的又一入口。  

参考文献

[1] 郑南宁 . 人工智能面临的挑战 . 自动化学报 ,2016,42(5): 641-642.



科技前沿

41

[2]  Wang, C., Geelhoed, E.N., Stenton, P.P. and Cesar, P. 2014. Sensing a live audience In: CHI ’14., pp. 1909–1912.

[3]  Latulipe, C., Charlotte, C., Carroll, E. a and Lottridge, D. 2011. 
[4]  Love , Hate , Arousal and Engagement : Exploring Audience Responses to Performing Arts. Performing arts., 

pp.1845–1854. 
[5]  Dmochowski, J.P., Bezdek, M.A., Abelson, B.P., Johnson, J.S., Schumacher, E.H. and Parra, L.C. 1AD. Audience 

preferences are predicted by temporal reliability of neural processing. Nature Communications. 5, pp.1-9.

王真峥
博士，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研究员，生物传感电影评测实验室首席研究员。曾负

责国内首个剧场传感实验。主要研究方向为情感计算、艺术与科技创新。

个性化推荐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

在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中的应用处于起步阶

段，还有非常多有价值的问题有待深入，如

推荐的惊喜性如何量化、交互式产品与算法

的协同设计、长中短期业务指标的平衡等，

以及与经济学博弈相机结合，满足用户需求

的同时对卖家的效用也能最大化等问题，充

满了挑战和希望。 我们以上述若干实例，向

读者抛砖引玉，鼓励大家打开思路，踊跃投

身到推荐新时代的学习、研究、应用中去。

袁泉
阿里巴巴前资深总监，推荐算法研究员。2012—2016 年负责手机淘宝、天猫推荐算法，

带领团队打造了有好货、猜你喜欢、“双 11”个性化等知名应用。2006 年开始在 IBM

中国研究院从事推荐算法研究，长期担任 ACM RecSys 审稿人。

江鹏
博士，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负责手机淘宝猜你喜欢推荐业务，长期从事手淘各场

景的个性化推荐的研究和开发。博士期间从事文本情感分析相关研究。毕业后加入惠

普中国研究院从事文本挖掘相关工作。2013 年 6 月加入阿里巴巴从事推荐和广告相关

业务。在 KDD、ICDM、WSDM 等国际会议发表多篇论文。

彭鹏
博士，目前在阿里巴巴工作。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深度强化学习以及多智能体协作。

（上接第 27 页）



科技前沿

42

眼睛是动物和人类感受世界的关键器

官之一。通常认为，人类获取的外界信息

中视觉要占到 70%~80% 的部分；同时与视

觉相关的部分占据人类大脑皮层功能分区

里最大的一块面积。能充分理解眼睛和与

之相关的视觉处理机制，是发展人工智能

的关键步骤之一。因此长期以来，不同领

域的研究人员都开展了面向人眼和视觉机

理的研究工作。

视觉机制非常复杂。作为接受光学感受

输入的人眼本身也是一个极其精密的器官。

人眼通过由虹膜、瞳孔、晶状体等组成的

光学成像机构将外界图像映射到视网膜上。

视网膜再把感受到的光学信号转化为电刺

激，通过视神经发送给大脑皮层。大脑皮

层对应于视觉处理等可分为不同的层次，

见图 1。按照当前通行的说法视觉皮层可分

为从 V1~V6 的 6 层。

 

 
图 1  大脑的视觉分层处理

如果要模仿人眼建立人工视觉，也需要

包含类似的组成部分。这包括支持成像的

光学镜头，关键的感光器件——光学传感

器 ccd/cmos，以及对传感器产生的光电信

号进行处理的一系列软硬件。因为主要讨

论视觉算法，本文忽略光学成像和传感器

部分，只讨论计算机制，也就是计算机视觉。 

回顾历史，计算机视觉的创立应归功于

MIT 的天才人物马尔（David Marr）。直到

王天树

北京文安智能公司

沿着            的道路前进

——视觉计算的前世今生

Ma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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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计算机视觉国际大会（ICCV）给评

选的最佳论文颁发的马尔奖，这是计算机

视觉研究可获得的最高荣誉。马尔提出的

视觉计算理论和框架，至今还对计算机视

觉的研究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马尔在去世前的最后一年 , 把自己的研

究工作总结为一本名为《视觉计算》的书。

严格地说 , 这本书在他去世时还没有写完，

部分内容是由其合作者和学生补充整理完

成的 , 首次出版于 1982 年。马尔在书中提

出了视觉计算框架，并在序言中指出，视

觉计算的关键是如何表示 (representation)。 
他认为，人类视觉主要完成的工作就是从

外部世界投射得到内部表示。对应于人类

视觉，提出视觉计算框架应分为初级视觉、

中级视觉和高级视觉三个层次，组成一个

自底向上的流水线。初级视觉主要是从图

像中提取一些基本的表示，也就是所谓特

征；中级视觉是如何把这些基本的元素组

合成不同部分，这涉及到分割；而高级视

觉是从分割结果中得到物体的三维表示。

在马尔提出视觉计算框架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期，不管是传感器，还

是计算处理能力都十分有限。因此当时的

视觉研究工作主要是面向初级视觉，而且

主要是面向静止图像。初级视觉研究如何

有效地提取特征，比如如何实现边缘检测。

Canny 算子就是这个时期的突出工作。 

另一方面，受到实际应用需求的刺激，

模式识别单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内的一个

重点研究方向。模式识别包含对目标抽取

特征，并且进行分类和识别的通用方法。

同样的方法可以应用在语音、图像和文本

识别等不同的领域。模式识别的每一次算

法突破，比如早期的线性分类器、隐马尔

科夫模型，后来的神经网络、支撑向量机，

到更晚的 Ada Boost，以及最新的深度神经

网络，都会推动不同应用领域的技术发展。 

与模式识别的算法相结合，利用提取

出来的图像初级特征对图像进行分类，就

可以解决很多应用问题，特别是医学领域。

因此，随后图像处理，包括医学图像的处理，

因为广泛的需求，独立成为一个和计算机

视觉交叉关联的研究领域。 

马尔的视觉计算框架目标是，恢复现实

世界中的三维物体结构。为此研究工作者

开展了多种研究，比如模仿人眼，利用双

目 / 多目相机就可以通过视差恢复三维。而

实际上也可以从单个相机的运动中恢复三维

（Structure from Motion）。其实如果场景是

静止的，SFM 和双目 / 多目相机是等价的，

都是相机出现在了不同位置。为了解决三维

恢复的问题就需要建立描述相机的模型，这

需要对实际工作的相机进行标定，纠正相机

与小孔成像理想模型之间的偏差；同时建立

相机的模型，还包括建立数学模型描述相机

投影机制，以及多个相机的对应关系。这促

进了 90 年代三维视觉和投影几何等理论研

究工作。以法国 Inria 为首的研究人员，构

建了三维 / 立体计算机视觉这个分支。

从图像中提取出来的特征初级视觉，到

恢复现实世界的三维场景高级视觉，中级的

连接就是马尔计算框架的中级视觉，这就需

要做好分割，特别是还要处理多个相机或者

图像序列的对应关系。通常中级视觉被认为

是计算机视觉中最难的一环，因为问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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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高度病态问题，也不存在唯一解。在缺

乏统一理论指导的情况下，研究人员提出了

一系列数据驱动的方法，包括各种不同的聚

类方法、基于鲁棒统计的方法等。 

马尔的计算视觉框架清晰明了，因为恰

当地利用分层结构将复杂的视觉任务拆分

成一系列子任务，长期主导着计算机视觉

领域的发展。几乎就在马尔视觉框架理论

提出的同时，就有人认识到人的视觉形成

机制 , 并不只是一个简单被动接收的表示过

程。人与环境是多种互动的，比如探索和

注意力转移，其中包含除了自底向上的被

动计算 , 还有意识的参与 , 以及自顶向下的

指导和主动行为。对应于此，计算机视觉

发展出了主动视觉的分支。主动视觉的研

究和机器人技术紧密关联。在当前机器人

越来越广泛应用的前提下，这一分支的研

究也会有很大的提速。

在 2010 年《视觉计算》这本书再版，

马尔当年的合作者，目前仍是 MIT 教授的

Tomaso Poggio 颇有先见之明地在新版中的

视觉计算框架下，补充了一个学习层；并

且认为，学习是视觉计算高层表示中非常

重要的成分。这样对整体框架的修正就能

更好地呼应机器学习的研究进展，也恰好

匹配了当前机器学习研究的热潮。

理论通常是基于问题，先于工程实践提

出，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视

觉计算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考虑到可实

现性，计算机视觉的理论发展一直受到计

算能力限制的影响。幸运的是，因为计算

能力的发展有摩尔定律，大约 18 个月计算

能力翻倍。比照马尔提出理论框架的 1980

年，今天的计算机处理能力已经增加了数

百万倍，有更多的计算资源可以用来支持

在当年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研究。

以马尔计算框架的第一层——初级特

征提取为例，提取特征的目的之一是在图

像中找到区隔点，而特征应当包含不变性。

在研究早期，主要是通过专家分析图像中

的边缘、角点等特征，并提出对应的算法。

随着计算能力的发展，特征提取法从简单

的线性算子发展为基于鲁棒统计特性提出

的算法，比如著名的 SIFT 特征。这比之前

的简单特征稳定，但是以增加数倍的计算

量作为代价。而在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出现

之后，只要能提供大量数据，无需专家的

这一部分人工参与，机器能够通过训练自

动找到比人工总结更好的特征表示，这是

以成百上千倍的计算量增加为代价的。 

更具体来说，深度神经网络算法从计算

机制上，与早在 80 年代就提出的基于反向

传播（BP）训练的多层神经网络并无很大区

别。80 年代的神经网络被用于识别数字和文

本字符。受计算资源所限，一个网络通常只

包含几千个节点和 2~3 层，这时训练时就已

经很慢。在面向更为复杂的任务时，因为计

算不支持，无法增加更多节点和层次，结果

也不好。热潮退去后，主流的研究工作者不

再关注，只有少数人还在坚持。直到 2010
年在语音、2012 年在图像上的两次突破，又

重新引起学术圈直到现在广泛重视。这与当

前计算能力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今天的网络

可以包含数千万节点，深度可达数千层。图

2 示出了 2012 年获得 imagenet 识别冠军的

Alexnet 深度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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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度神经网络应用成功和研究火爆

的表象之下，也有不少学者担忧，他们认

为当前与 80 年代类似，仍然缺乏解释网络

和能够指导神经网络训练的理论框架。通

常深度神经网络在应用中只是被当作一个

黑箱，需要指定输入和输出进行训练，得

到结果，而不能控制和理解网络的学习过

程。也许在当前可做的问题被解决之后，

面向更复杂的一般任务，深度神经网络方

法又会碰到新的瓶颈。 

比如，马尔的计算框架目标是实现从输

入图像中恢复出物体的三维表示。在实践

中，无法用一个神经网络黑盒，通过训练

就能从图像中直接恢复出三维物体。这可

以被简单解释成这样的任务过于复杂，数

据量不够，计算资源不够；但同时也说明，

当前算法的效率和能力仍然很有限，因为

人类的大脑可以轻松做到。 

深度学习被广为诟病的问题，除了需

要大量的计算，并且学习一个新对象需

要提供大量的数据之外，还有目前只支

持离线训练，无法进行在线学习。与人

的学习机制不同，深度学习网络到目前

为止还不能很好地渐次学习新的分类。

综合起来，人类儿童借助一两张书本上

的图片就可以认识一类新事物的能力，

深度神经网络还遥不可及。  因此，如何

更好地模仿人类的视觉机制，仍然是包

括深度神经网络在内的计算机视觉研究

有待突破的方向。

本文之前提及人脑中负责视觉计算的

皮层可以分为 6 层 V1~V6。其中，只有

第一层 V1 是被研究透彻的。通过研究细

胞对光照的反应，可以理解到这一层细

胞是对特定方向的明暗变化，也就是边

缘敏感。其中，简单细胞只对特定区域

的边缘敏感；复杂一点细胞可能对全范

围的特定方向边缘敏感，也可能对特定

长度范围的边缘敏感。在边缘的基础上，

对 形 状 的 感 知 在 V2~V3 层，V4 层 已 经

被证明与颜色感知强相关，v5 与运动感

知强相关。但这只是当前研究发现的已

知功能，这些层还有大量的神经元功能

未知。图 3 为人脸识别网络分层提取到

的特征表示。

 
  图 2  2012 年获得 imagenet 识别冠军的 Alexnet 深度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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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视觉皮层可以被理解为感知过

程，主要是从现实世界中抽取特征，转化

为内部的表示。马尔的理论框架的核心就

是建立这一映射。马尔提出的内部表示是

要得到 3 维的物体模型，这是一个高难度

的任务，至今也未解决，有待进一步研究。

而深度神经网络的当前进展可以被理解为

部分解决了初级和中级问题。对于更高层

的抽象，依靠当前的黑盒网络训练方法可

能还无法触及。未来的突破需要打开黑盒，

提出更有效的网络学习机制。

最后，神经科学中对大脑的视觉认知过

程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视觉活动并不仅限

于视觉计算皮层， 还会和大脑皮层的其他

部分（比如记忆和语言）相关的机制共同

作用。计算机视觉只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

个分支，计算机视觉的核心是从图像中获

取表示，这个表示应当和其他智能过程（比

如记忆、自然语言）结合起来，这也将是

计算机视觉未来的重要探索方向。

图 3  人脸识别网络分层提取到的特征表示（原图来自 nvidia 的公开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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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搜索引擎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

了极大帮助，目前仍是网民获取信息和知

识的重要工具。通常使用搜索引擎的典型

过程包括三个步骤，首先用户将自己的需

求以自然语言查询的方式表达，并提交给

搜索引擎；然后搜索系统返回与用户查询

相关的若干条网页链接；最后用户通过点

击这些候选链接，浏览对应网页并从中寻

找真正满足自己需求的内容。不难看出，

这种典型的获取知识的过程是由机器和人

工共同完成的，可以说是一种半自动的过

程，尤其是点开链接从跳出的网页中寻找

信息的过程，往往比较耗时。我们希望这

个过程变得更加简洁高效，让上述过程的

第二步和第三步由机器自动完成，减少人

工参与成本，将用户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过

程变成一问一答的方式。即用户向系统提

交自然语言查询，系统直接返回满足用户

需求的答案。这个过程是搜索向精准化演

变的过程，包括搜狗搜索在内的国内外主

流搜索引擎，正在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

图 1 示出了搜索向精准化演变的过程。

图 1  搜索向精准化演变

许静芳，刘明荣

搜狗公司

: 从搜索到问答
搜狗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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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款具备智能问答能力的机器人，

最近搜狗汪仔机器人（简称为“汪仔”）

亮相江苏卫视的《一站到底》节目，引发

了不少关注。汪仔是搜狗公司研发的一款

机器人，它能听、会说、会看、善思考（问

答和聊天），其背后集成了搜狗的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图像识别、深度问答和人机对

话等多项 AI 技术。

本文将对汪仔的功能和背后相关技术

作出较为详细的描述，重点关注其智能回

答的能力，并进一步介绍支撑汪仔智能回

答能力的立知系统。这套具备回答开放领

域各类问题的问答系统，已经成功应用到

搜狗搜索引擎提升搜索效果。最后对搜索

引擎未来更加深入走向问答的方向和意义

作简要分析。

搜狗汪仔——具备问答能力的

机器人

电视节目《一站到底》是国内排名第一

的知识问答类节目，其主要内容是选手之

间的知识问答淘汰赛。搜狗汪仔因为具有

较强的问答能力，所以每期节目中人类选

手最后的胜者会与汪仔 pk 问答。汪仔在节

目中能够通过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两路通

道接收问答题目，然后利用深度问答系统

找到答案，再通过语音合成技术播报答案。

同时利用人机对话技术，汪仔和主持人、

选手能够有些简单的交流，活跃现场气氛。

根据当前状态的感知，汪仔还有一些简单

的肢体动作和表情。今年，大家每周都能

在节目中看到汪仔的表现。从目前已播出

的十几期来看，汪仔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

人类，在节目开播 5 周年庆这期节目中，

汪仔也轻松地战胜了都是往年冠军的选手。

可以说 ，汪仔已经具备在这个竞赛中战胜

人类的能力。

提到知识问答的人机大战，多数人首先

想到的是 IBM Watson，它在 2011 年参加

了美国著名的知识问答节目《危险边缘》，

并战胜了当时的人类冠军。很多人都好奇

汪仔与 Watson 的区别，这里我们通过分析

图 2 所示的汪仔与 Watson 的区别来介绍汪

仔背后的原理。

图 2  搜狗汪仔机器人

1. 汪仔与 Watson 的差异

(1) 语言不同

语言不同这一点显而易见。《危险边缘》

是美国的节目，使用的语言是英语；《一

站到底》是中国节目，使用的语言是中文。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且语言的发展比文

化的发展更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语言不断演进变化，成为非常复杂的一种

系统。而所有从事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者

都清楚，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与英文有较明

显的差别，无论是从语言的特点、词法、

句法上都有显著的差异。在相同的任务上，

例如词法、句法的分析，中文集合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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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通常都比英语集合上低 10% 左右。

即使使用深度学习这种端到端的处理方法，

这种中英语言处理性能上的差异仍然存在，

足以说明中文自然语言处理的难度。而汪

仔是使用中文的知识问答竞赛中首个战胜

人类的机器人，仅从语言的差异上可以说

难度就比 Watson 参加《危险边缘》要大。

(2) 问题的输入方式不同

Watson 当时不具备语音识别、图像识

别的能力，所以参加《危险边缘》时，节

目组给 Watson 一个特殊的输入，直接对

Watson 输入文本。而汪仔使用的是与人完

全一致的输入方式，即靠“听”主持人念

题和“看”题板，通过语言识别和图像（这

里主要是 OCR）技术，将其感知的语音和

图像转换成文字后再处理。这一点首先体

现了两者所处的年代不同，随着技术的发

展，特别是深度学习技术的爆发，语音识

别和图像识别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才使得

机器人在这方面取得了与人相当的能力。

当然在一些嘈杂环境下，机器的识别能力

与人还有差别。此外，由于语音识别和图

像识别有一定的错误率，识别的错误会直

接传递给问答系统，这将进一步加大问答

的难度。

(3) 赛制不同

这里的赛制重点强调是否有“抢答”

这个问题。《危险边缘》中，赛制明确规

定，只有主持人读题结束后，选手才能抢

答，抢到者优先作答；但如果题目未结束

就抢答，选手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也就是

说，当读题结束后，选手去争夺回答问题

的优先权。在《一站到底》节目中，只要

开始念题，在任意时间点选手都可以抢答；

而高手之间的较量，通常都在题目未完成

之前推理出完整的题目并作答，比拼的是

推理的时机和抢答的比率。所以，Watson
是用完整的问题作答。汪仔在《一站到底》

的赛制下，具备根据部分题目推理全部题

目并作答的能力。一方面题目的推理较难；

另一方面推理的错误率会和问答形成级联

错误，进一步加大问答的难度。汪仔的抢

答能力也是投入精力较大的一块，从无到

有，最终抢答比率甚至超过了人类冠军。

(4) 问题的范畴不同

《危险边缘》中共有历史、科学、政

治等六类问题 , 每个问题也有明确的所属类

别。《一站到底》不限定任何的问题范围，

且每题也没有明确的所属类别。可以说，《危

险边缘》是一种封闭域测试，而《一站到底》

是一种开放域测试。同时，从技术实现来说，

问题所属的类别在 Watson 和汪仔中都属于

重要信息；不同的是 Watson 是给定类别，

而汪仔是自己计算得出类别。

(5) 计算方式的不同

Watson 当时用了 90 台 IBM Power 750
的服务器集群，并把它们搬到了节目现场，

在独立的局域网环境中使用。汪仔的语音

识别、图像识别和语音合成功能，以及部

分基于知识图谱的问答均在节目现场完成，

而基于搜索的问答是联网后利用搜狗搜索

的线上服务完成检索后再计算。这其中的

原因更多是基于成本的考虑，汪仔将参加

一年的节目，独立的集群只为节目录制服

务，从成本上来说很浪费；另一方面，公

网链路的延迟、稳定性，以及于商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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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的检索服务，对资源的抢占都相对独

立的局域网集群服务带来了很多工程问题，

同时给抢答时间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因

此，Watson 的不联网与汪仔的联网，更多

是成本的考虑。

(6) 闲聊

汪仔在节目中还展示了闲聊能力，这是

Watson 当时所不具备的。当然，闲聊机器

人近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也和所处年

代有关。除了通用的闲聊外，为了参加节目，

汪仔也对节目的背景知识，例如主持人、

选手、节目等做了针对性的学习，这点和

人类一样。

这里先介绍搜狗汪仔的问答系统，图 3
为事实类问答系统流程图。主体来说，搜狗

的问答系统从技术实现上分为两大类，一类

是基于知识图谱的 KB-QA；另一类是基于

搜索的 Web-QA。这两种方法在汪仔中均有

使用，用于回答不同的题目。KB-QA 是将

挖掘得到的知识，利用知识图谱（通常是

三元组）表示、存储，问答时利用 sematic-
parsing 的技术，将问题解析成结构化查询

语句，查询知识库并回答问题。这种方法

是与人学习知识并运用知识回答问题相类

似的，也是理想的机器问答方式。但是受

目前技术水平的限制，知识图谱在完备性、

时效性和推理、sematic parsing 的实用性等

问题还面临较大挑战，所以目前 KB-QA 能

够回答的问题还非常有限。Web-QA 是一种

基于搜索的问答，利用全网无结构化信息，

搜索与问题有关的所有信息（网页、问答

对和垂直知识库等），并从相关信息中抽

取精确答案。其中为了找到准确的相关信

息及准确抽取相应答案，运用到了非常多

的自然语言处理、检索、语义匹配、信息

抽取、机器学习等技术。同时由于深度学

习近来在文本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所以

在汪仔中，深度学习的应用也非常广泛，

这点也与 Watson 有较大差别。Web-QA 如

果与人相比，有点像人的“死记硬背”，

只不过机器的存储和计算都比人要快很多。

图 3  事实类问答系统流程图

2. 机器与人在问答和抢答的能力分析

可以看到，汪仔背后的技术方案都可以

在人的思考方式找到相同地方，那么机器

和人对战，胜算如何？我们分下面两个方

面分析。

(1) 问答能力，即给定完整问题下，回

答的精度与召回

在这个问题上，人的优势在于理解能力

强，有常识，掌握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劣

势在于单个人的知识面有限，且在竞赛过

程中人的情绪易受波动。相比之下，机器

的优势在于，存储无穷，发挥稳定；劣势

是语言的理解、推理差。以 Web-QA 为例，

它在搜索的基础之上，又新增问题的理解

和答案提取等工作。这件事对人来说很简

单，但对机器来说难度不小。 例如 “电视

剧上海滩之中冯晋骁的人物原型是哪位上

海滩流氓大亨？” 如果将问题作为查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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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能够返回较多的相关网页，但如

何从搜索结果摘要或网页内容中，直接提

取出答案“杜月笙”这件事，对人简单，

他们有正常的阅读理解能力就行，但对机

器则比较难。实际上机器很容易误回答为

“黄金荣”，因为它也是上海大亨之一。

单个人掌握的知识面是有限的，如果问

题属于人的知识盲区，那么他即使完全理

解这道题，也完全不会回答，所以人欠缺

的还是机器的存储和检索能力。例如对于

问题“按照传统，历届美国总统就职时会

用手抵哪本书进行宣誓？” 可能绝大部分

的人都知道答案；对于问题 “唐代画界有‘韩

马戴牛’的说法，分别是指善于画马的韩干

和哪位善于画牛的名家？”，能掌握“韩马

戴牛”这个知识点的人可能就很少了。 但这

两个问题对于机器来说，可能难度相当。

另一方面，人的情绪波动也很有趣。

在搜狗汪仔的研发工作中，曾经有几次线

下与人类高手测试，其中有一位叫徐圣明

的选手，是《一站到底》的历史战神，答

题水平很高。他与机器挑战的过程中，如

果他的比分暂时领先，他的状态比较放松，

往往也是坐着答题；但如果他的比分暂时

落后了，他就比较紧张了，会下意识地由

坐着改为站着，精神高度集中，答题的能

力也相应增强。这都是人的下意识反应，

不同状态下有着不同的答题能力，而机器

显然是没有这样的情绪波动影响的。

(2) 抢答能力

前面介绍《一站到底》的赛制中可以

看出答题的速度是制胜的关键点分两方面，

首先在获取相同信息下答题的速度要快；

其次答题的时机要尽量提前，即答题所需

获取的题干信息越少越好。关于第一个问

题，我们做了不少工程工作，包括网络速度、

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做流式增量识别、检

索速度优化等，基本做到接收一段新的语

音音频（通常 100 ms 左右一个语音包）后，

可在 200 ms 内完成一次问答，这个耗时人

很难察觉出来。然而考虑到人的正常语速，

主持人大约 1 分钟说 120 字，那么说一个

字耗时 500 ms，如果能够提前对手 1 个字

推理出问题并作答则具有绝对优势。所以，

在汪仔的研发过程中，利用尽可能少的信

息去回答问题是一个重要挑战。

人和机器在推理上的能力也有很大差

异。如人机测试中，问题“鹿鼎记中哪种

毒药让瘦头陀变得身材臃肿非常矮小？”，

当时人类选手非常快的正确回答“豹胎易

筋丸”，而机器却要慢一些。为什么？ 后
来在与选手交流过程中得知，选手具备一

个背景知识，即鹿鼎记中只有一种毒药，

所以当题目念到“鹿鼎记中哪种毒药”这里，

人就可以推理出答案，正确作答。这种背

景知识的获取和推理，对机器来说还是非

常困难的。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反映人

类思维的模式，即考诗词的上下句。经过

多次测试，我们发现，如果给定诗词上句，

考下句，通常人回答较快，基本是直觉反应，

非常快；而反过来，如果给定下句考上句，

人就需要相对长的时间来反应，而机器能

够稳定作答，则胜出。

通过多种算法和工程的优化，在《一

站到底》的设置下，汪仔答题的精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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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0%，召回率约为 90%；而历史人类冠

军，答题精度相当约为 90%，而召回率约

为 70%。有趣的是，根据 Watson 的公开资

料，Watson 当时的精度和召回率约为 90%
和 70%，它也战胜了当时的人类冠军。由

此看出，几年过去了，人类在不同的语言

环境下答题能力相当，变化不大；而机器，

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其能力又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未来同样值得期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比赛中设置的

题目，其答案基本是实体、数字等简短文

本，然而从真实用户提交给搜索引擎的日

志看，还有大量用户需求是较为复杂的问

题，其答案通常需要较长的一段文本来表

述。为了回答更加真实、更加广泛的问题，

我们研发了更加通用的问答系统——搜狗

立知系统。

搜狗立知系统

真实用户需求分布和电视节目中的问

题分布差异非常大，我们根据用户向搜索

引擎提交的真实查询请求，分析统计出用

户问答类需求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搜索用户提交的问题分类与
                           各类比例及示例                              % 

问题类别 搜索请求占比 问题举例

事实类 2 中国有多少个省、顶的网络意思

分析类 20
交首付款注意事项、网速突然
变慢的原因

观点类 3
初级消防员国考难吗、三星 s7
和苹果 6s 哪个好

我们将用户的问题类型分为三大类，第

一类是事实类问题，例如“中国人口最多的

城市是哪个”，这类问题的答案是实体、数

字或短语等，通常是10个字以内的简短文本，

该类问题占搜索请求的比率为 2% 左右；第

二类是分析类问题，例如“北京公积金提取

流程”，这类问题寻求的是某种事物的方法、

原因或经验等，其答案需要数十到数百字，

甚至更长的一段文本来描述，该类问题占搜

索请求的比率达到 20%；第三类是观点类问

题，即寻找人们对某件事物的看法，通常是

互斥的两种或多种观点，这类问题占搜索请

求的比率约 3%。从用户提交给搜索引擎的

问题来看，大部分用户的问题属于分析类。

显然，从实际需求出发，一个实用的问答系

统需要具备回答上述三类问题的能力。

1. 立知系统概要
立知系统的目标是针对上述各类问题返

回相应答案，其总体架构如图 4 所示。整个

系统根据问题类型设计成事实类问答子系

统、分析类问答子系统和观点类问答子系统

三个子系统，分别处理相应类别的问题。系

统接收请求后，根据意图分析模块，将问题

分发给相应子系统，子系统处理后直接返回

问题的答案。其中事实类问答子系统很好地

支撑了搜狗汪仔参加问答比赛，下面重点介

绍分析类问答子系统，以及观点类问答子系

统的关键功能模块和数据处理流程。

图 4  搜狗立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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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类问答系统
分析类问答系统解决的是答案为非实

体的问答需求（见图 5），这类问答的难点

在于用户对于问题的自然语言描述方式复

杂多样，需要的答案也是条例清晰、内容

完整的自然语言文本，没有确定的答案类

型辅助；很多情况下也并非有“唯一”正

确的答案，而是要从多个可以回答问题的

文本中，选择或重组织一个尽可能精准、

完整、权威度高的回答。

 图 5  分析类问答系统流程图

针对这类问答需求，我们的解决方案是

从搜索引擎结果中获取高质量候选答案篇

章，利用 NLP 技术对查询和候选篇章进行

意图理解和语义分析，计算用户问题和候选

答案的匹配程度，挑选出最能回答问题的段

落或句子，并利用自动摘要技术进行答案生

成，最终返回给用户精准完整的答案。涉及

到的关键技术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1) 海量网页问答文本挖掘

我们实现了一套从网页数据中，自动

挖掘高质量分析类问答数据的流程。首先，

基于页面结构分析自动抽取出候选问答文

本对。其基本思想是通过页面解析获得每

段文本对应的标签和样式，根据标签和样

式对页面中的文本段进行聚类，针对每一

类进行模板特征和规则评分，获得候选问

题，对候选问题进行分类并截取对应的答

案文本（列表型和一般文本段落型）。该

方法无需人工分析页面和配置抽取模板，

适用于全网数据。然后，对抽取出的候选

问答对进行语义分析。通过主题模型、分

散式语义表示、文本聚类和相似度计算、

页面质量和站点质量打分等，去掉不是问

题或者答非所问的数据，保留问题比较明

确、答案较为相关、来源较为可信的数据。

(2) 基于语义匹配的候选答案排序

在借助网页搜索获取候选答案文本的

基础上，问答系统重点解决的是对用户意

图的判断和对候选答案的排序。基于大规

模搜索引擎数据和用户点击反馈学习的问

答意图模型，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识别出

用户的问答需求，例如查询“外地人北京

买房资格”，并不包含疑问词，但是反映

了用户对相关答案的需求，属于典型分析

类问答。对于识别出来的问答需求查询，

我们利用文本匹配和深度语义匹配方法计

算查询和候选结果网页标题、抽取问题，

以及答案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意图分析

和文本分类技术，找到针对该问题需求的

比较优质权威的站点结果，生成多种特征，

利用机器学习排序模型进行候选答案排序。

(3) 对最佳答案文本的自动摘要展现

精准问答不仅要求给出答案，还需要

答案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在移动搜索环

境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因此我们会对选出

的答案文本进行自动摘要。主流的自动摘

要方法一般是进行内容表示、权重计算、

内容选择和内容组织，针对问答这一场景，

还需要在进行上述一系列步骤的同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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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给定问题（或用户查询）的变量；对于

列表型的答案文本，还加入了样式的约束。

最后生成的答案是从原文本中摘选出的，

具有语义连贯性和表意完整性的最小句子

集合。同时，我们也在尝试和研究引入注

意力机制的端到端的答案生成方法。

便捷地获取知识是问答需求的本质，基

于通用搜索和机器阅读理解的答案生成将

 图 6  观点类问答数据挖掘

在未来为用户信息获取效率的提升带来极

大价值。

3. 观点类问答系统
构建观点类问答系统的重点有两大块，

即观点数据的挖掘，以及用户查询和观点

的匹配，其中查询和观点数据的匹配方法

类似在分析类问答系统中的处理流程，这

里简要介绍观点数据的挖掘流程（见图 6）。

问答数据提取
（问题和答案）

网页库

问题句法
分析

答案特征抽取

问题主干
抽取

相似问题聚合
互斥问题
识别

同义词挖
掘

问题语义
分析

答案正负向判别

Pat t er n特征

统计特征

上下文特征

答案聚合

 

系统首先依据用户查询需求的分布，

从网页库中抽取优质问答站点的问答数据，

并通过查询分析技术识别一个问题是否属

于互斥类问题，例如“孕妇能否吃榴莲”。

对于识别出的互斥类问题，进一步细分其

互斥类型，包括好不好、能不能、真假、

选择问等多种类型。接下来对语义相同的

问题进行聚合，并采用情感分析技术对聚

合内的全部答案进行正负向情感判别。最

后是答案聚合和排序，将表达相同观点的

回答聚合在一起，形成优质的观点问答数

据库，作为后续响应用户查询的基础。

观点数据来自互联网页面，通过观点挖

掘可以获取网民对某件事物看法的综合表达，

因此挖掘得到的观点聚合数据是针对特定事

物网民群体智慧的集中体现和清晰展示。

集成上述三个问答子系统形成的立知

系统，具备回答通用领域各类问题的能力，

从系统的运作方式不难看出，目前这套立

知系统深度依赖互联网海量数据提供的基

础，以及包括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

语义计算和情感计算等在内的多项人工智

能核心技术。同时，作为一套通用问答系

统，立知系统可以很自然地接入搜索引擎，

为互联网用户提供更加方便的搜索服务。

搜索的未来

业内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未

来的发展方向是认知智能，包括推理和决

策能力，而智能问答是认知智能水平的重

要体现，本身具有很强的产业价值和社会

意义。搜索引擎是当前人们获取信息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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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入口，将智能问答融入搜索引擎提升用

户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效率，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图 7 显示了接入立知系统的搜索服务，

可以看出，对于问答类查询，直接提供答

案的方式相比传统提供网页链接的形式可

以更加直接有效地满足用户的搜索需求。

  

  
 
图 7  搜索引擎以精准答案的方式满足用户搜索需求

“搜索的未来将走向问答机器人。用户

的搜索行为会从输入若干关键词，变成表

达一个完整的句子，让机器找出其中的含

义；同时，搜索引擎返回的内容，也将从

简单的多条链接转向直接给出答案或者是

建议”。搜狗汪仔是“问答机器人”这一

理念的具象形态，其背后的核心技术立知

便是搜狗在智能问答领域的一项重要创举。

搜索未来向问答这种形式的演进，将对大

众的习惯形成新挑战，甚至引发重大变革。

未来，人们不再需要为了适应机器而刻

意改变自己的需求表述方式，也不需要浪

费精力从包含大量无关信息的网页中仔细

筛选出所需要的部分内容。大家可以用更

自然流畅的语言向机器提出各种复杂需求，

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过程，将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的不断突破变得越来越高效便捷。

许静芳
搜狗搜索总经理，负责搜狗搜索的技术研发，在信息检索、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

自动问答等方向有着丰富的研发经验。2016 年带领团队开发搜狗汪仔机器人，在中文

知识问答上首次战胜人类。

刘明荣
搜狗搜索技术总监，负责搜狗搜索基础效果优化和立知问答系统开发，在信息检索、自

然语言处理和问答系统等领域长期从事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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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互联网搜索引擎是人们获取网络信息

的主要工具，它试图在用户需求空间与网络

数据空间架设一座桥梁，帮助用户从海量

的网络数据中快速高效地找到自己所需要

的信息资源。众所周知“大数据”成了当

下的时代特征，但是对互联网搜索引擎而

言，其实它早就步入了大数据的时代，这

既体现在搜索引擎索引的网络数据的“大”

（据报道 Google 在 2008 年索引的网页数

据量已经达到 1 万亿），也体现在搜索用

户的“大”（据报道 Goolge 在 2012 年每

天处理的搜索请求就已达到 30 亿次）。这

两个“大”特点，对互联网搜索技术而言

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数据内容的

庞大、异构、嘈杂，用户需求的庞大、细微、

模糊，以及这两种数据内在的差异，导致

这两个空间的匹配与映射计算复杂度高、

计算精度差；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查询数据、

网页数据、交互行为数据又为机器学习算

法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通过对这些数

据深入的挖掘与使用，将有可能更好地理

摘要：互联网搜索系统旨在解决用户需求与网络数据之间的信息鸿沟，为用户提供高效的信息获

取服务。然而，互联网搜索引擎在组织、刻画海量网络数据内容，理解、匹配复杂多样的用户信

息需求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技术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性问题，我们从对用户需求、网络数据与匹

配关系的深入理解与建模入手，在查询理解与处理、文本内容建模和信息排序三方面形成了一系

列新颖的机器学习模型与算法；进一步也在深度学习与信息检索的结合方面展开了前沿的探索。

关键词：信息检索；查询理解；文本建模；排序学习；深度学习

郭嘉丰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互联网搜索技术的 前沿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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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用户需求与网络信息，大幅提升用户的

搜索体验。

高质量的互联网搜索离不开对三个方

面的核心问题的解决，即用户理解、资

源建模与结果匹配。我们的研究工作也

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包括用户查询

理解与处理、文本内容建模，以及信息

匹配与排序。首先，用户查询是用户表

达信息需求的主要手段，要理解用户意

图，就需要对用户查询进行深层次的理

解与处理，这是决定检索成功的第一步。

但用户查询简短、语义模糊、形式不规

范等特点，给查询理解与处理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其次，尽管网络数据对象异

构多样（包含文档、图片、音视频等），

传统的信息检索技术还是主要围绕文本

展开（例如图片搜索通常也是通过相关

文本信息实现），所以我们重点关注对

海量网络文本内容的建模。但网络文本

数据高维稀疏的特点，使得提取高质量

的语义信息更加困难。最后，信息匹配

与排序主要是对检索模型的研究，在这

个方向上，排序学习技术由于其坚实的

理论基础、灵活的建模方式和优异的排

序性能，成为了学术界和工业界主流的

检索模型，但是在标注、建模和评价体

系上，传统的排序学习方法仍然存在很

大的改进空间。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重点介绍我们

在用户查询理解与处理、文本内容建模以

及信息匹配与排序方面取得的一些研究成

果。在此之后，简要介绍当前我们在深度

学习与信息检索结合方面所做的一些探索。

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与对未来的展望。

1 用户查询理解与处理

用户查询理解与处理旨在通过对用户输

入查询的建模、分析和处理，理解用户查询

的意图，提高信息检索的质量和用户体验。

用户查询通常表述简单、文字不规范、语义

也十分模糊，使得理解非常困难，但同时，

搜索引擎积累的大规模用户查询日志又为深

层次理解用户查询意图提供了基础且宝贵的

资源。我们的研究工作从单个查询、多个查

询以及查询序列逐层展开，研究了查询的表

达与解析 [1-2]、查询关系度量 [3-4]，以及搜索

效用建模 [5]，提出了适用于简短模糊查询的

概率图模型，逐层深入地理解用户的查询意

图。代表性的成果有如下几个方面。

1.1 查询表达优化
针对不规范、模糊的用户查询进行机器可

理解的优化处理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体化

区分式查询优化模型——CRF-QR[1]，可利用

大规模查询日志一体化实现多种优化操作。具

体的，CRF-QR 方法将查询优化看成是一个结

构化预测问题，即给定一个输入序列 x，要预

测最优的输出序列 y*，满足 y*= argmaxy Pr(y|x)
（如图 1(a) 所示）。该问题面临两个难点：

① 如何有效利用数据中的复杂特征进行建模；

② 如何高效地实现高维输入空间和输出空间

之间的映射。CRF-QR 模型核心思想是将优化

操作变量引入到条件随机场模型中（如图 1 (b)
和 (c) 所示）。模型具有两大优点：① 通过区

分式模型直接利用查询日志中的复杂特征进行

预测，避免传统产生式模型建模复杂特征产生

过程的难题；② 通过引入操作变量进行“约

束映射”，使得预测空间的维度降低了 2~3 个

数量级，大幅提高了模型学习的效率。



百家论坛

58

1.2 查询相关关系度量

在查询关系度量方面，由于查询词语义

模糊和用户检索意图的多样性，传统采用单

一尺度的查询相似性度量无法准确刻画查询

的语义相关性。针对这一难题，我们提出了

基于检索意图感知的查询相似性度量（Intent-

aware Query Similarity）[2]，将查询相似度的计

算定义在检索意图之上，建模了检索意图的多

样性和不确定性，避免了传统单一尺度度量准

则的不足。具体而言，该方法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利用检索结果及查询点击日志数据，通

过正则化话题混合模型来建模和学习用户的潜

在检索意图。在理解意图的基础上，抽取出基

于不同检索意图的查询表达，即意图感知的表

达（Intent-aware Representation），最终实现基

于意图感知的查询相似度计算。该方法 [3] 长

文发表于 ACM CIKM 2011 上，在所有录用的

134 篇长文中，被评为唯一一篇最佳论文（Best 

Paper Award）。

2 文本内容建模

对网络文本内容的建模，重点需要解决

                   (a)  原始 CRF             (b)  引入约束映射的 CRF-QR        (c)  处理多任务的扩展 CRF-QR

图 1  区分式查询优化模型

文本数据内在复杂关联的语义特征，以及

网络文本特征稀疏和语义稀疏并存的难题。

针对这些挑战，我们研究了单词、话题和

篇章的语义表达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多关

系约束的文本语义表征模型 [6-8]，通过引入

稀疏性、显著性等多种约束目标，提升不

同层次文本语义表达的质量。代表性成果

如下所述。

2.1 联合关系建模的单词表示学习
单词表示是文本建模的基础问题。分

布式表达将单词表示为低维连续实数向

量，可以很好地捕捉单词间的语义规则

性。单词表达学习算法大体都基于同一

个假设——分布式假设，即单词的语义

由其周围的上下文决定。实际上，单词

之 间 存 在 着 横 向（syntagmatic） 和 纵 向

（paradigmatic） 两 种 关 系（ 如 图 2 所

示）。其中，横向关系主要关注的是词与

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而纵向关系则关注的

是词与词之间的替代关系。现有模型通常

只考虑一种关系，如隐式语义索引（latent 

semantic indexing，LSI）建模了横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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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Word2Vec 建模了纵向关系。我们提出

了两种新的单词表达学习模型 [6]，以并列

（PDC 模型）或层次（HDC 模型）的方

式同时建模两种共现关系，以得到更好的

单词表达。我们发现，这两个模型在单词

类比、单词相似度等任务中都取得了最好

的（state-of-the-art）结果。

图 2 单词建的横向与纵向关系示例

2.2 建模稀疏特性的话题模型
对网络文本的话题建模，有助于提取

其中重要的语义信息用于信息检索和内容

分析。但是，传统的话题模型（如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在面对网络文本，特

别是大量的短文本数据（如微博、微信等）

时，面临着特征稀疏和语义稀疏的双重挑

战。特征稀疏是指文本数据非常简短，导

致用于建模话题的词共现信息非常少；而

语义稀疏是指虽然整个文本数据集包含的

话题数量庞大，但是单个文本包含的话题

数量极少。传统模型在这两种情况下难以学

得有效的话题表达。针对特征稀疏的问题，

我们提出了双词话题模型 [7]( 如图 3 所示），

它通过直接建模词语共现模式，以及利用

文档集全局信息来解决单个短文本特征稀

疏的难题，该模型在主题内聚性、分类准

确率和内存开销上均显著优于传统话题模

型；针对语义稀疏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基

于成组约束的编码模型 [8]（如图 4 所示），

它通过直接对词进行稀疏编码，利用成组

lasso 约束有效控制学习得到的主题模型的

稀疏性，在获得具有显著语义话题的同时，

大幅提高了模型的学习效率和存储效率。

图 3  基于双词共现的话题模型示意图

图 4  基于成组约束的编码模型

3  信息匹配与排序

针对用户需求和网络数据的匹配，排序

学习技术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进行结果排

序，是当前搜索引擎主流的解决方案。然而，

传统的排序学习技术依赖于对全集样本的

多级标注和学习，标注可信度低且不能很

好地体现检索中关注位置的特点；同时传

统的排序学习技术建立在文档独立性假设

之上，难以建模多样性等问题。我们提出

了 Top-k 排序学习 [9-10] 和关系排序学习框

架 [11-12]，突破了传统的基于分级标注体系，

以及文档样本独立性假设，能更好地适用

于互联网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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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op-k 排序学习框架
传统排序学习框架通常建立在绝对标

注基础上，这种标注方式不仅误差大，而

且未能体现排序关注 Top 结果的特点。针

对该问题，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

析了基于 Top-k 序的局部学习与基于全序的

全局学习的关系，并从理论上证明了局部

学习的损失函函数与全局学习的损失函数

相比，是常用的检索评价指标基准损失的

一个更近的上界（如图 5 所示），从而从

优化评价指标基准损失的角度证明了 Top-k
学习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 [9]。基于这一发

现，我们提出了一个完整的 Top-k 排序学

习框架 [10]，包括 Top-k 标注策略、Top-k 排

序模型和 Top-k 评价准则三部分。其中，

Top-k 的标注策略摒弃绝对标注，以相对标

注方式为基础，使用堆排序的策略实现；

Top-k 排序模型将重点放在对前 k 个文档的

学习上；Top-k 评价准则更加符合用户重视

前 k 个位置的搜索需求。该框架的优点包括：

① 采用相对标注方式，能以较低代价更加

精确地反映排序相关性；② 将有限的计算

资源用在对相关性影响大的数据上学习，

从而提升排序性能，更加符合排序的实际

需求。Top-k 排序学习框架 [7] 长文发表在

ACM SIGIR 2012 上，被评为当年唯一一篇

最佳学生论文 (Best Student Paper Award)。
 

图 5  基于 Top-k 序的局部学习与全局学习的关系

3.2 关系排序学习框架

传统的排序学习模型通常假设文档之

间是相互独立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独

立性并不成立，例如要考虑排序结果的多

样性，则必须考虑文档之间的相互关系。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关系排序学习

框架 [11-12]，打破了传统排序学习模型依赖

的独立性假设，从而能够同时建模排序中

的相关性和多样性目标。具体的，我们将

打分函数建模为自身的相关性得分与基于

已选文档的多样性得分，其中相关性得分

与传统排序学习类似，多样性得分可以具

体表达为一些文档关系特征的线性组合的

形式。特别的，我们使用 Plakettt-Luce 模

型来建模排序的顺序过程，从而能自然地

捕捉到排序结果中文档的相互关系。实验

证明，我们的方法对比与当前主流的多样

性排序模型，可以取得显著的性能提升。

4 深度学习与信息检索

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在图像、语音、

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突破，

已经开始延伸到信息检索领域。深度学习

模型强大的表达能力和学习能力，可以为

信息检索中语义信息表征、相关性推理决

策，以及复杂交互过程的建模提供良好的

支撑。然而，目前已有的结果显示，深度

学习应用于检索并不是其他领域深度学习

模型的简单移植，而是需要结合信息检索

的固有特征、领域知识和独特模式来构建。

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较早地开展了探索，并

形成了一些前沿的结果 [13-15]。

例如针对信息检索中查询 - 文档的相

关性匹配，我们提出了一个深度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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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 配 模 型（Deep Relevance Matching 
Model） [13]（ 如 图 6 所 示）。 这 个 模 型

的特点包括：①  能够从原始的查询与文

档词匹配信号，自动学习丰富的相关性

特征；②  模型结构特别针对检索相关匹

5 结束语

互联网搜索技术的研究已经有了很长

的历史，很多技术已经进入到了相对成熟

的阶段，我们也有幸在这个研究历程中取

得了一些创新的理论成果。当前随着移动

终端、智能设备越来越普及，传统的基于

PC 端的搜索模式将发生改变，随之而来对

配，它与传统语义相似匹配的差别在于，

对精确匹配信号、查询词重要度和多样

的匹配模式的建模。实验表明，该深度

检索模型排序性能在多个公开标准测试

集上超越传统检索模型。

信息检索技术的需求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在新的搜索场景下，人们希望搜索系统能

够更加的智能，包括对用户复杂信息需求

的理解、提供更直接的信息答案、实现自

然的交互模式等。这些需求有可能导致传

统检索架构、检索模型和检索模式的颠覆，

正如近年来神经网络搜索（NeuIR）的兴起，

带来搜索体系全新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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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问答 (QA) 是指利用各种技术

和数据对用户提出的自然语言问题直接给

出问题答案。QA 任务根据所依赖的数据形

态可以分成三类，分别是基于知识库的问答

(KB-QA)[1-9]、基于文档的问答 (DB-QA)[10]

和社区问答 (C-QA)[11]。其中，基于知识库

的问答是指在结构化的知识库中寻找自然

语言问题的答案；基于文档的问答是指在

非结构化的文档集合中寻找与自然语言问

题最匹配的语句或者段落，然后通过抽取

的方式来确定答案；社区问答则是由人工

参与的问答，社区中的用户可以提出问题

或回答别人的问题，系统本身也可能推荐

相似的问题或答案，典型的社区问答包括

百度问答、知乎和 Yahoo Answers 等。

本文主要介绍面向知识图谱的问答系

统。知识图谱是目前知识库的一种常见的表

达形式，是以图形（Graph）的方式来展现“实

体”、实体“属性”，以及实体之间的“关

系”。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概念与技术的兴起，知识图谱和 KB-QA 相

关的研究工作和工业应用逐渐引起重视。

例如由 Amazon 收购的 EVI 系统（原名为

TrueKnowledge）[12]，就是一种面向开放领

域的结构化知识的问答系统；在其 2010 年

发表的论文中提出通过模板的方式将用户

输入的自然语言问题转换成结构化查询语

句，从而得到查询结果。Facebook 定义的

Facebook Social Graph，用于连接社交网络

的用户，用户分享的照片、电影、评论，

甚至包括通过 Facebook 定义的 Graph API
所链接的第三方的关于社交用户知识图谱

数据。在所构建的 Social Graph 基础上，

Facebook 推出了 Graph Search（图搜索）

功能，即将用户的自然语言问题，转化为

面向 Social Graph 上的图搜索问题，从而回

答用户的自然语言问题。另外越来越多的

面向知识图谱的            问答系统

邹磊，胡森

北京大学

自然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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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bot（聊天机器人）产品中也引入了面

向知识图谱的问答功能，使得 chatbot 和人

交互时用户可以获得更多知识方面的回答。 
IBM 的 Watson 系统在参加智力问答节目《危

险边缘》(Jeopardy) 的比赛时，也同样采用

DBpedia 和 Yago 知识图谱数据来回答某些

自然语言问题 [13]；相比于传统基于文档的

问答方法，基于知识图谱的问答其准确度

更高，但是这样方法所能回答的问题相对

较少。例如图 1 显示，IBM 的 Watson 系统

利用知识图谱检索可以回答问题的覆盖面

小于传统利用文本搜索的覆盖率，但是利

用知识图谱进行问答其精确度要高得多。

图 1  IBM 的 Watson 系统参加 Jeopardy 挑战的实验数据 [13]  

面向知识图谱问答的关键在于，如何跨

越自然语言的问题语句和结构化知识库之

间的语义鸿沟。目前来讲，KB-QA 的方法

有两大类，即基于信息检索的方法 [1-4] 和基

于语义解析的方法 [5-9]。信息检索式的方法

一般不生成作为中间结果的结构化查询语

句，而是直接从知识图谱中检索候选答案，

再通过对候选答案进行打分或者排序，从而

返回最终的问题答案；而语义解析式的方法

则是通过对自然语言问题进行语义解析，将

问题转化成给定知识库相应的查询语言再进

行查询，将查询结果作为答案返回。

1 信息检索式的知识库问答

信息检索式的方法通常先确定问题的

中心实体，继而生成问题的若干候选答案，

再使用打分、排序等方式找出最适合原问

题的答案。这类方法的整体框架比较简洁，

对于简单问题有较好的效果。

1.1 确定中心实体
信息检索式的方法通常假设问题足够

简单，大多数系统认为问题中有且仅有一

个实体，这个实体被称作中心实体 (Topic 
Entity)，这是用户输入自然语言问题的核心，

同时假设问题答案在知识图谱中离中心实

体足够近，例如在离中心实体 θ 步以内（θ
通常取 2）。例如问题“What is the budget 
of Resident Evil? ”的中心实体是 Resident 
Evil，疑问词是 What。对于较复杂的问题，

这类方法通常使用启发式规则和模板将复

杂问题分解成若干简单问题，依次处理简

单问题再对各答案集合求交集。

确定中心实体的本质任务是实体识别

(Entity Recognition)，其目标是检测出自然

语言问题中代表实体的短语，并进一步将

这些短语映射到特定的实体上。后一步工

作常被称作实体连接 (Entity Linking) 或者

实体消歧。若识别出多个实体，通常选择

其中置信度最高的实体，或依次作为中心

实体进行后续步骤。

在确定中心实体后，自然语言问题就在

知识图中有了一个定位。由于问题规模有

限，通常假设答案在知识图中离中心实体

的距离足够近。这样，一种简单直观的方

法就是将中心实体 θ 步之内的邻居节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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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候选答案 (θ 通常取 2)。

1.2 问题答案排序
确定中心实体，以及候选答案后，需要

给各候选答案进行评分或排序，从而决定

最终的结果。这是基于信息检索方式的问

答系统重要阶段。评分或排序的方法包括

基于特征抽取的方法 [3]，也包括基于深度学

习的 Graph Embedding 的方法 [4]。

用来计算答案最终得分的特征多种多

样，这些特征通常从实体、关系和答案三个

角度出发。与实体相关的特征主要包括实

体链接的置信度，实体的表征短语和实体

之间的单词重叠数等。与关系相关的特征

主要包括关系抽取的置信度，关系两侧可

以接受的类型等。与答案相关的特征主要

包括答案的数目、答案的类型等。除此之外，

不同的问答系统还可能考虑各自独有的特

征。在计算出候选答案的特征之后，需要

使用某种排序模型进行排序，以选择最合

适的结果。排序学习 (Learning to Rank) 在

信息抽取 (Information Retrieval) 领域中已

经受到广泛关注和系统研究 [14]，主要分为

单文档方法 (PointWise Approach)、文档对

方法 (PairWise Approach) 和文档列表方法

(ListWise Approach)。其中文档对方法将排

序问题转化为分类问题，在 KB-QA 任务中

的表现较好，一些较成熟的算法可以直接

使用，例如 SVM-rank[15]。

另一方面，一些系统利用神经网络和各

类 Embedding 的方法，直接评价候选答案

与原问题之间的匹配程度。文献 [1] 将候选

答案和原问题分别向量化，再使用多通道

卷积神经网络 (MCCNN) 计算候选答案与原

问题之间的相似度。文献 [2] 将候选实体生

成与关系抽取 (Relation Extraction) 结合起

来，利用原问题的上下文信息，使用卷积

神经网络为候选实体对应的关系进行打分。

文献 [4] 将候选答案周围的边和节点一同作

为子图进行 Embedding，再与原问题的向量

做点乘作为得分 ( 如图 2 所示 )。

图 2  基于图向量 (Graph Embedding) 的方法 [4]

2 语义解析式的知识库问答

基于语义解析 (semantic parsing) 的方

法是指先利用语义解析理解自然语言问题

的语义，将问题转化为具备相同语义的逻

辑形式，再通过查询引擎对生成的逻辑形

式进行查询处理，得到最终结果。上述过

程分别对应语义解析和查询执行两个主要

阶段。这类方法的优点在于如果解析成功，

则能完整获得提问者的意图，从而精确地

返回查询结果。与此同时，将生成的逻辑

形式展示给用户可以让用户检验系统是否

理解正确，哪一步解析发生了错误，从而

利用用户反馈进一步改善系统的精度。因

此这种方法是一种“可解释”的面向知识

图谱的自然语言问答方法。语义解析式的

问答系统所生成的逻辑形式一般与对应数

据库的查询语言相同，例如 RDF 知识库对

应的 SPARQL 语言；或者是通用的逻辑表

达式，例如 Lambda 表达式；也有系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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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逻辑形式，例如查询图等。

作为基于语义解析的问答系统中最重

要的阶段，语义解析 ( 问题理解 ) 一般可以

分解为三个任务，分别是短语检测、资源

映射和语义组合。

短语检测

短语检测的目标是将问题中蕴含有

效信息的短语抽取出来，这些短语被称

作表征短语。蕴含有效信息是指能够对

应到知识库中的特定元素 ( 实体，概念，

关 系 )。 例 如， 图 3 中 的 短 语 film 对 应

知识库中的概念 ( 类型 )dbo:Film，短语

directed by 对应知识库中的谓词 ( 关系 )
dbo:director。

图 3  语义解析的一般流程

短语检测的难点在于冲突处理。例如

在句子“The lyrics of April in Paris”中，

短语“April in Paris”对应到知识库中的一

首歌曲，短语“Paris”对应知识库中的一

座城市，二者之中只能有一个被选作表征

短语。较常被使用的应对策略是“最长覆

盖原则”[16]，即优先选择那些更长的短语

而抛弃有冲突的较短短语。文献 [17] 提出

了一种将冲突问题转化为带权极大团问题，

再利用经典算法解决的思路。

资源映射

给定自然语言问题中的若干表征短语，

资源映射的目标是将各短语映射到知识库

中的特定元素。根据映射元素的不同种

类，资源映射可以被分为实体链接 (entity 
linking) 和关系识别两个主要任务 (relation 
extraction)。这两个任务在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被广泛研究。

实体链接的难点在于如何消除歧义。

知识库中的实体在自然语言中可能有多

种表述形式，自然语言短语也可能指代

不同的实体。例如“Obama”既可能是指

“Barack_Obama”，也可能指“Michelle_
Obama”。如何选择合适的实体需要考虑

到上下文环境、字符及语义层次的相似度，

以及实体本身的流行度等相关因素。 

关系识别的任务目标是将自然语言关系

短语映射到知识库中的谓词。解决方案主要

包括依赖于预定义的模板进行匹配、根据

构建好的短语关系复述词典进行识别 [8]、通

过神经网络模型进行相似度计算 [9] 等。关

系识别的难点在于隐式关系和复杂关系，

例如“Chinese actor”隐藏着国籍的关系，

“grandson”对应知识库中一条路径而不是

一个简单谓词。文献 [5] 提出了一种基于规

则的桥接（bridging）方法来补充上述隐式

谓词的情况。

语义组合

将自然语言问题中的表征短语抽取出

来，并将它们与知识库中的实体、谓词等

元素对应起来。语义解析的最后一步就是

将这些元素组合成对应的逻辑形式。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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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问题，一般只包含单一实体和关系，

只需要将其相连即可。对于复杂的问题，

可能包含多个实体和关系（例如图 3 所

示），则需要考虑各实体和关系之间如何

配对组合。

文献 [6-7] 等工作通过模板匹配的方式

来进行逻辑形式的构建。文献 [6] 预先定义

了若干 Lambda 表达式的模板，先根据模板

生成问题 N 的若干候选 Lambda 表达式，然

后对于每个表达式生成若干复述语句，再

通过语言复述模型 (Paraphrase Model) 来比

较这些复述语句和 N 的相似度，从而选择

最合适的表达式。文献 [7] 针对特定数据库

Freebase 和评测集 WebQuestions 设计了三

个查询模板，覆盖了其中将近 95% 的问题。

由问题 N 匹配到查询模板时，获取 N 中每

个实体在知识库中两步内所有符合模板限

制的查询图作为候选，再经过特征提取和

排序选择其中最好的作为最终查询。总的

来说，基于模板的结构化查询生成的方法，

被广泛应用到工业界的知识库问答系统中，

例如前面提到的被 Amazon 收购的 EVI 系

统，就是通过人工定义模板的方法 [12] 来生

成面向知识库的结构化查询。

文献 [9] 提出了一种查询图生成方法

STAGG（见图 4），基于识别出的实体和

关系定义了若干操作和状态。查询图最初

由只包含一个实体的状态开始，通过不同

操作进行扩展 ( 状态转移 )。对于每一种状

态由状态评估模型给出置信度，每次操作

优先作用于当前置信度最高的状态。当所

有候选都扩展完毕后，选取全局得分最高

的状态作为最终查询图。

 

 

 图 4  STAGG 查询图生成 [9]

当问题被转化为结构化的逻辑形式时，

只需要使用相应的数据查询引擎执行查询

就可以了。对于没有直接生成 SPARQL 查

询的 RDF 问答系统，利用一些简单规则

将生成的逻辑形式进一步转化成 SPARQL
语 言， 再 利 用 现 有 的 SPARQL 查 询 引 擎

(Virtuoso[18]、GStore[19] 1 等 ) 进行查询，得

到最终结果。

3 GAnswer 系统 2

KB-QA 中的难点之一是“歧义”问

题，不同于传统的语义解析的方法，我们

设计实现了一个新颖的面向知识图谱的问

答系统 gAnswer[8]。一方面，我们提出一

种新的逻辑形式语义查询图，使用数据驱

动的方式解决实体和关系的歧义，将消歧

操作后推到查询执行阶段，从而提高识别

精度。此方法的核心是将自然语言问题转

化一个语义查询图 QS，回答自然语言问题

就是找到语义查询图 Q 在知识图谱 RDF
图 G 中的匹配。所谓“歧义后推”的方法

是指，在产生语义查询图 Q 时我们并不做

消歧的工作。如图 5 中短语 Paul Anderson
可 能 对 应 Paul S. Anderson、Paul W. S. 
Anderson 等实体，在语义解析产生查询

图 QS 阶段保留这些歧义 , 即允许问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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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Anderson”对应多个候选的实体；

当进行查询图匹配时，我们发现不能找到

包含 Paul S. Anderson 在内的匹配子图，

则可以自然地抛弃这一候选实体，从而消

3.1 GAnswer 中的语义解析

GAnswer 首先对问题进行语义解析，

构建语义查询图。第一步是节点识别。对

于自然语言问题 N={w1,w2,…,wn}，其中 wi

是 N 中第 i 个单词、wij 是 N 中的一个短语。

节点识别的目标是在 N 中抽取若干 wij 并产

生 wij 的候选实体 / 概念列表。根据各节点

对应的元素类别，还需要对其进行标注，

图 6 是节点识别的样例。不同于传统方法

只识别实体等常量，我们还识别变量并进

行共指消解，提高了问题理解能力。

图 6  GAnswer 节点识别

在得到节点集合后，我们需要知晓哪

些节点之间有关系，需要进行连边。给出

图 5  GAnswer 系统流程

除歧义。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提出了

不依赖模板的语义组合方法，能够处理包

括隐式关系在内的复杂问题，同时具备很

好的鲁棒性和可扩展性。

两个节点 u 和 v，可以调用关系抽取模型判

定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并找到候选谓词

列表。关系抽取模型有两部分，第一部分

利用 u 和 v 在语法依存树 (dependency parse 
tree) Y 上的最短路径同关系短语复述词典

进行匹配；第二部分是隐式关系推测，是

直接将 u 和 v 映射到知识库中，并进行路径

挖掘，得到最可能的候选谓词集合。有了

关系抽取模型，最朴素的想法是对任意两

个节点 u 和 v，判断它们之间是否有关系，

但这样做的时间复杂度较高。

为了提高效率，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假

设：对于两个节点 u 和 v，它们之间存在关

系当且仅当 u 和 v 在 Y 上的最短路径 P(u, v)
中不存在第三个节点 w。这是由于如果 u 和

v 之间存在节点 w，那么 u 和 w 之间应该比

u 和 v 更亲密，那么 u 应该和 w 连边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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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经过实验证明，该假设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是正确的，少数错误的情况是由于关系

依存树 Y 本身的错误。

在通过上述假设确定哪些节点之间有

关系之后，就得到了语义查询图的基本结

构。再对每一对 u 和 v 调用关系抽取模块和

实体识别模块，即得到完整的语义查询图。

传统方法在生成逻辑形式时已经进行语义

消歧，为此花费额外的算法开销并可能丢

失正确解。而我们在构建语义查询图时保

留歧义，并在查询阶段根据数据匹配的情

况进行消歧。另一方面，由于语法依存树 Y
本身可能存在错误，所以语义查询图也可

能存在某些错误边，例如图 7 中 v3 和 v4 之

间的边即是不应该存在的。这些错误边在

对语义查询图进行查询时也会被消除掉。

图 7  GAnswer 构建语义查询图

3.2 GAnswer 中的查询执行

若我们在语义查询图 QS 各边 / 点的候

选关系 / 实体列表中选择一个确定的关系 /
实体替代原来各边 / 点的标签，则 QS 转化

为标准的查询图 Q，即可使用现有的子图匹

配算法进行查询。与信息检索式方法类似，

我们定义了匹配的得分并返回得分最高的 k
个匹配作为最终结果。

为了提高效率，一方面将子图匹配算法

进行扩展，使之支持对多标签的查询图进行

子图匹配。基于图遍历算法，我们将实体节

点对应的各实体作为它的候选，类似于原算

法中的变量；将各边作为原算法中的节点看

待，为它们建立候选列表。同时，建立代价

模型 (cost model)来评估各遍历顺序的花销，

找到预估代价最小的方案来执行算法。

另一方面，由于 QS 可能存在错误边，

正确的语义查询图 QC 是 QS 的一个生成子

图。鉴于枚举所有生成子图再进行匹配的

开销十分巨大，我们设计了自底向上的贪

心算法。初始从一个节点出发，每一步优

先选择置信度更高的边加入查询图，并不

断进行匹配来确保当前的查询图可以找到

解。当匹配失败的时候标记错误边并通过

回溯选择其他边，最终将找到的匹配排序

并返回得分最高的 k 个匹配。

3.3 GAnswer 在 QALD 比赛中的表现

QALD(Question Answering over Linked 

Data)[20] 是一系列开放领域问答比赛，从

2011 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七届。我们的系统

参加了 QALD-6 的评测 (QALD-6 是 ESWC 

2016 会议举办的评测任务之一 )，如表 1 所示，

以 0.86 的 F-1 值排名第二 [20]。排名第一的

系统 CANaLI[21] 并不是全自动的自然语言

问答系统，它需要人工指定各短语所对应

的实体和谓词，相当于要求用户自行解决

消歧问题，并不适合直接与其他自动问答

系统进行比较。KWGAnswer 是我们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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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在已经训练好的机器学习组件（主要

是 GloVe 词向量）上进行实验，我们发现，

文化的刻板印象已经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

广泛传播。

在展示我们的研究结果之前，首先讨论

文章涉及的关键术语并描述我们使用的工

具。术语因学科而异；这些定义是为了文

章能够清晰的表述。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领域，偏差（bias）一般指的是先验信息，

这种先验信息是智能活动的必要前提 [4]。然

而，如果这些信息来源于引起有害行为的

我们发现，标准的机器学习可以从反映

人类日常文化的文本数据中学习到刻板偏

见。从文本语料库中获取包括文化刻板印

象和经验关联在内的语义的想法，虽然在

语料库语言学领域已为人们所了解 [1-2]，但

是我们的发现从三个方面补充了这一想法。

首先，我们用词向量方法 [3]——一个强大

的工具来提取文本语料库中获取的语义关

联；这种方法实质上放大了原始统计信息

中的信号。其次，我们对已有文献记载的

人类偏见的复现可能会产生研究人类偏见

态度和行为的工具和见解。最后，由于我

观
点
交
锋

包含类人的偏见

摘要：机器学习是一种通过发现现有数据的模式来获得人工智能的方法。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证

明将机器学习应用于普通人类语言会产生类人的语义偏见。我们采用被广泛使用的纯统计机器学

习模型，利用内隐联想测试的测量方式，复现了一系列已知的偏见，这些统计机器学习模型都是

从一个标准的万维网语料库中训练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文本语料库包含可重现且准确的偏见

印记，这些印记包括对昆虫或者鲜花的中立观点，或者对种族或性别的有问题的态度，甚至是对

职业或姓名的性别分布现状的简单验证。我们的方法将有助于识别和处理文化乃至技术中存在的

偏见。

陈慧敏，刘知远 译

清华大学

从           中习得的语义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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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那么这种偏差将会是有问题的。

这篇文章中，我们把这种偏差叫做“刻板

印象（stereotyped）”，基于这种偏差做出

的行为称为“偏见行为（prejudiced）”。

内隐联想测验（IAT）是人们定量检测

和记录人类偏见的主要来源。IAT 表明，当

对象被要求匹配两个他们认为相似的概念

时，相较于匹配两个他们认为不同的概念，

在反应时间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提出了

我们的第一种方法——词向量联想测验

（WEAT），它是一种类似于 IAT 的统计测试，

我们将其应用到 AI 领域里广泛使用的词的

语义表示上，也就是词向量。基于词的上

下文，词向量把每个词表示为向量空间中

的一个约 300 维的向量。我们将一对向量

之间的距离（更准确的表述是它们之间的

余弦相似度——一种测量关联性的方法）

类比为 IAT 中的反应时间。WEAT 方法对

Greenwald 等人通过对他们认为在人类

中普遍存在而没有引起社会关注的偏见的

研究，引入和验证了 IAT[5]。我们为了同样

的目的，复现了这些无害的结果。具体而言，

表 1  词向量联想测验的总结。我们使用词向量（行 1~3 和 6~10）复制了 8 个著名的 IAT 调研结果 ; 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第 4 行和第 5 行）
解释了有关雇佣问题的人类偏见行为。每个结果将我们正在尝试学习的目标概念的两组词和两组属性词进行比较。在每种情况下，我
们发现，第一个目标词与第一个属性词具有一致性，第二个目标词和第二个属性词具有一致性。在整个过程中，使用的是我们想要复
现的研究中的单词列表。N——对象的数量；NT——目标词的数量；NA——属性词的数量。我们报告了效应值（d）和 P 值（P，向上
取整），以强调这两组结果的统计和实际意义是高度一致的；并没有表示我们的结果可以直接与那些以人为对象的研究相比较。对于
在线的 IAT 测试（第 6、7 和 10 行），P 值均没有汇报，但已知的是它们都低于有效阈值 10-2。表中的第 1~8 行在文章中都已经讨论过 ; 
为了完整性，表 1 也包括了我们能找到合适的单词列表（第 9 和 10 行）的另外两个 IAT 测试。使用 word2vec 算法，我们获得了类似
的结果。word2vec 是另一种用于构建词向量的算法，它在一个不同的语料库——Google 新闻（见补充资料）上训练。

IAT 中测试过的一系列单词的词向量进行了

比较。我们将在下面对 WEAT 方法作更细

节的描述。

与 本 文 最 密 切 相 关 的 是 同 时 期

Bolukbasi 等人 [6] 的工作，他们提出了一种

给词向量“消除偏见”的方法。我们的工

作是与之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专注的是

严格论证词向量中存在的类人偏见。而且，

我们的方法不需要用代数公式去表示偏见，

而对所有类型的偏见都有一个代数表示也

是不可能的。此外，我们还研究了当代社

会的刻板印象与经验数据之间的关系。

使用上述语义关联的度量方法，已经

能够复现我们测试的每一种刻板印象。我

们选择了研究一般性社会态度的 IAT 测试，

而不是针对一些子群体进行研究，并且这

些测试的目标词和属性词（非图像）列表

都是可以得到的。测试的结果总结在表 1 中。

他们根据人们对四对组合（鲜花 + 令人愉

快的、昆虫 + 令人不快的、鲜花 + 令人不

快的和昆虫 + 令人愉快的）的反应延迟情

况，证明花明显比昆虫更令人感觉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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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wald 等人以 Cohen’s  d 来衡量效应

值。Cohen’s d 计算方式为两个延迟时间（毫

秒记）对数的差值除以标准差。一般 d 的小、

中、大值分别为 0.2、0.5 和 0.8。他们进行

的比较鲜花和昆虫的 IAT 测试有 32 名参与

者，产生了值为 1.35（P<10-8）的效应值。

我们采用我们的方法也进行了测试，观察

到同样的预期关联，效应值大小为 1.50（P 
<10-7）。同样，我们也复现了 Greenwald
等人的发现 [5]，证明乐器明显比武器更令人

愉快（见表 1）。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词向量之所以“了解”

鲜花、昆虫，乐器和武器的属性，并不是根

据对世界的直接体验得到的，而是根据词与

邻近词的共现统计学习得到的隐含信息。

接下来，我们使用相同的技术来证明机

器学习像其他事物一样容易吸收刻板印象。

Greenwald 等人 [5] 发现仅仅通过姓名就可以

发现种族的极端影响。他们发现，与一系

列非裔美国人姓名相比，人们更容易把欧

裔美国人姓名与令人愉快的词语联系起来。

在复现这一结果时，因为一些早期的非

裔美国人姓名出现频率不够高，并没有出

现在语料库中，我们被迫对测试样例作了

微小调整。我们随机删除了相同数量的欧

裔美国人的姓名，以平衡这两种姓名中样

例的数量。我们在关键字列表中列出了省

略和删除的样例（见补充材料）。

在另一个广受瞩目的研究中，Bertrand
和 Mullainathan[7] 给 1 300 份招聘广告发出

了近 5 000 份简历，这些简历除了候选者的

姓名不同，其他并无差别。他们发现，欧

裔美国候选者获得面试机会的概率比非裔

美国候选者提高了 50%。在后续的研究中，

他们认为隐含偏见有助于解释这些影响 [8]。

我们使用词向量为这个假设提供了额外

的佐证。我们测试了他们研究中用到的姓名，

以获得它们和愉悦程度的关联。和之前一样，

我们需要删除一些低频的姓名。我们使用“令

人愉快 / 令人不快”两组不同的样例证实了

这种关联：这些样例来源于最初的 IAT 论文

和后发表的一个较短的修订版本 [9]。

谈到性别偏见，我们复现了一个发现：

与男性姓名相比，女性姓名相较于与职业

词汇的关联，更多地与家庭词汇关联在一

起。这个 IAT 测验是在线进行的，因此拥

有一个更大的主题池，但是有更少的关键

词。不过即使只有这些缩减的关键词集，

我们仍然复现了 IAT 的结果。我们还复制

了一个在线的 IAT 测试，发现男性词汇与

数学词汇关联更强，而女性词汇（例如“女

人”和“女孩”）与艺术词汇关联更强 [9]。

最后，我们还复现了一项实验室研究，表

明女性词汇与艺术词汇关联更强，而与科

学词汇关联较弱 [10]。

在确定了 IAT 记载的刻板印象也存在

于词向量中之后，我们进而研究相同的词向

量如何与性别分布的真实数据相关联。有研

究者发现，隐含的性别 - 职业偏见与职业参

与中的性别差距有关；然而，性别和职业

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们可能是相辅相

成的 [11]。为了更好地揭示这种关系，我们

研究了职业词汇与性别的关联和劳动力参

与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图 1 的 x 坐标轴的

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统计局（https://www.
bls. gov/cps/cpsaat11.htm） 发 布 的 2015 年

数据，该数据提供了职业的类别和在这些

类别下具有确定工作的女性所占百分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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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通过应用我们设计的第二种方

法——词向量事实联想测试（WEFAT），

我们发现 GloVe 词向量与 2015 年美国的 50
个职业中女性所占百分比强相关。

图 1  职业 - 性别关联。Pearson 相关系数 r=0.90, P <10-18

同样，我们研究了性别与中性姓名的真

实关联，中性姓名这里指的是两性都可以

使用的姓名。我们能够找到的与这个研究

相关的最新信息是 1990 年人口普查时的姓

名和性别统计数据。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姓

名数据来源于较早的时期，姓名和性别的

关联弱于 2015 年的职业与性别的统计关联，

但仍然十分显著。图 2 中，x 轴数据来自

1990 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https://www.
census.gov/main/www/cen1990.html），y
轴的数据与前一个测试相同。

图 2  名字 - 性别关联。Pearson 相关系数 r=0.84, P<10-13

词向量是将单词表示为向量空间中的

点 [12]。对于本文中的所有结果，我们使用

当前效果最好的 GloVe 词向量，其中两个

词向量的相似度大体上与这两个词在文本

中共现的词的相似程度相关 [13]。以 GloVe
为代表的词向量算法，通过降维来显著增

强简单共现概率中发现的信号。在与本文

实验相仿的早期实验中（基于自由关联而

不是隐式关联），原始的共现概率方法的

结果非常差 [14-15]。

我们使用作者预训练好的 GloVe 词向

量，不再自己训练词向量。这样做能够确

保公正性，简化了重现我们结果的过程，

也让我们能够复现词向量在机器学习真实

应用中的效果。我们使用了四种语料库中

最大的语料库，即从互联网的大规模爬取

中获得的“Common Crawl”语料库，其中

包含 8 400 亿个词次（也就是词）。这个语

料库中的词是区分大小写的，最终包含 220
万个不同的词项。每个词项对应一个 300
维的向量，这个向量由此词在大小为 10 的

窗口中与其他词的共现次数学习得到。

在补充材料中，我们使用另一个语料库和

对应词向量，也展示了一个大致相似的结果。

下面我们将描述 WEAT 方法的细节部

分。借鉴 IAT 文献里的术语，考虑两组目

标词（如程序员、工程师、科学家；护士、

老师、图书管理员）和两组属性词（如男人、

男性；女人、女性）。这里我们设置零假

设（null hypothesis）：两组目标词之间与

两组属性词的相对相似度没有差异。置换

测试通过计算属性词的随机排列产生观测

的（或比之更大的）样本均值差的概率来

计算零假设的（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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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化地，X 和 Y 是两组相同大小的目

标词，A、B 是两组属性词。cos( , ) 表

示向量 和向量 的余弦值。测试的统计量是

s(X,Y,A,B)= s(x,A,B)- s(y,A,B)

其中

s(w,A,B)=meana∈A cos( , )-meanb∈B cos( , )
也就是说，s(w,A,B) 测量词语 w 与属性词之

间的关联；s(X,Y,A,B) 测量两组目标词与属

性词之间的关联差值。

令 {(Xi,Yi)}i 表示 X∪Y 中任一个两组目

标词大小相同的子集。置换测试的单边 P
值表示为

Pri [s(Xi,Yi,A,B)>s(X,Y,A,B)]
效应值即为

meanx∈X s(y,A,B)-meany∈Y s(y,A,B)
std_devw∈X∪Y s(w,A,B)

这是对两个分布（目标词和属性词之间

的关联）分离程度的归一化度量。这里我

们再次说明，这里的 P 值和效应值的意义

与 IAT 中的意义不同，因为在我们的实验

中“对象”是词语而不是人。

WEFAT 方法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研究词

向量，如何捕获隐含在文本语料库中的关

于世界的经验信息。这里我们考虑一组目

标概念，例如职业，以及与每个概念相关

的且可用实值度量的真实世界属性，例如

相应职业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我们想研

究与一个概念相对应的向量是否隐含了这

些属性的知识，即给定一个向量，是否有

一种算法可以提取或预测其中的属性。原

则上，我们可以使用任何算法，但在这篇

文章中，我们选择仿照 WEAT，对目标概

念与某些属性单词的关联进行测试。

形式上，现在考虑一组目标词 W 和两

组属性词 A、B。每个单词 w∈W 有一个属

性 pw 与之相关联。与每个词向量相关联的

统计量是该词与对应属性的归一化关联分

数，如下所示：

这里的零假设是 s(w,A,B) 和 pw 之间没

有关联。我们使用线性回归分析根据前者

预测后者，来测试这个零假设。

下面我们详细阐述这个成果的深层含

义。在心理学领域，我们通过一个不同的

设定来复现 IAT 测试的结果，增加了 IAT
测试的可信度。此外，我们的方法可能会

产生一种有效的途径，来探索以前未知的

隐式关联。研究人员在推测隐性关联时，

可以在将人类当作被测对象之前，首先在

合适的语料库上使用WEAT方法进行测试。

类似地，给定各个群体创造的大型语料库，

我们的方法可以用来快速发现不同群体之

间的偏见差异。如果 WEAT 通过测试和复

现得到证实，它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探索无

法被测试的隐性关联的途径，例如探索历

史上的人群的隐式关联。

我们已经证明，词向量不仅隐含刻板

印象，而且蕴含其他知识，诸如鲜花令人

产生发自内心的愉悦感，或者职业的性别

分布情况。这些结果支持了语言学中的分

布式假设，即词汇的统计语境捕捉到了我

们表达的语义 [16]。我们的研究也将有助于

Sapir-Whorf 假说 [17] 的讨论，因为我们的工

作表明，行为可以被隐含在语言使用过程

中的文化历史所驱动，而这些历史在不同

语言之间有明显的不同。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复现了每一个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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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的 IAT 记录的关联结果。我们的研究

结果的数量、多样性和实际意义，提高了

所有隐含的人类偏见都被反映在语言的统

计特性中的可能性。这一假设需要进一步

研究来检验，同时，将语言与其他模态数

据（特别是视觉数据）进行比较，以观察

它们是否具有相似的强大解释力，也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提出了一个零假设来

解释人类偏见行为的起源，即语言隐含地传

递群体内 / 群体外的身份信息。也就是说，

在为个人作出有偏见的决定提供一个明确或

惯常的解释之前，我们必须确定这不是一个

简单的由语言吸收的统计学规律再现产生的

结果。同样，在为刻板印象如何实现代际传

递或群体扩散设计复杂的模型之前，我们必

须检查，仅通过语言学习是否足以解释（一

些）观察到的偏见的传播现象。

我们的工作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

会有影响，因为这些技术可能会延续文化

中的刻板印象 [18]。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智能系统，充分学习语

言的属性以便能够理解和使用它，在这个

过程中，该智能系统也将获得历史文化的

关联，而其中一些可能是令人反感的。一

些流行的在线翻译系统已经包含了我们研

究的一些偏见（见补充材料）。随着人工

智能在我们的社会中被赋予更多的代理职

责，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如

果机器学习技术被用到简历筛选过程中，

那么它将会引入文化的刻板印象，可能会

随之导致带有偏见的结果。对此，我们建

议明确指明这些技术导致的哪些行为是可

以接受的行为。在研究机器学习中的公平

的新兴领域中，有类似的方法，它在做决

定时规定和执行没有偏见的数学公式 [19-20]。

另一种方法存在于模块化的人工智能系统 ,
如认知系统中。在这种系统中，统计规律

的隐性学习可以被划分出来，并通过适当

行为规则进行显式指导 [21-22]。当然，在将

无监督机器学习方法构建的模块引入决策

系统时，我们需要谨慎对待。

( 原文：Caliskan, A., Bryson, J.J. and 

Narayanan, A., 2017. Semantics derived 

automatically from language corpora 

contain human-like biases. Science, 

356(6334), pp.183-186. Vancouver, 2017.)

参考文献略

陈慧敏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

刘知远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助理教授。在相关领域著名国际会议或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引用

超过 1 600 次。曾获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钱伟长中文

信息处理科学技术奖青年创新一等奖，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主要研究方向

为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社会计算。



会员园地

78

会
员
园
地

大数据、大模型和大计算使得深度学

习成为继机器学习、表示学习等人工智能

核心技术后，又一新的研究热点。2006 年，

Hinton 提出层次化表示学习，融入逐层学

习机制及精调策略，使得深度学习这一概

念首次得以传播。到目前，这一概念仍高

度活跃在人工智能这一领域中，它颠覆了

语音识别、图像分类、文本理解等众多应

用的算法设计思路，形成从训练数据出发，

经过一个端到端的模型设计，然后直接输

出得到最终结果的一种新模式。另外，随

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 GPU、TPU 等

各种强大计算设备的发展，深度学习如虎

添翼，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海量数据，可以

自动地学习到抽象知识的表达，即将原始

数据表征为某种先验或知识。目前，深度

学习的范畴仍不断地在扩张，既得益于大

数据环境，也促使大模型下的大计算呈现

系统化、高效化，诸多深度学习平台也如

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当下，任务驱动下的

深度学习研究会一直再继续，并会不断地

被完善，就如深度学习中还留着机器学习、

表示学习等的血液一样，其理念也不断地

被完善，直至当前大数据或大计算使得大

模型存在的规则发生改变，则会孕育新的

某种范式，否则，当前一切规则或应用（诸

如端到端设计、无监督学习、小样本学习

泛化、分类及目标检测、识别与追踪等任务、

弱化数据先验、收敛性和鲁棒性等）都是

深度学习量变至完善的过程，即这一概念

的内延容纳诸多外变特性。近年来，这一

量变的过程，使得深度学习面临诸多挑战

和机遇，限于认知水平，总结以下五点。

一、大数据带来深度网络性能提升的同

时，也使得标注数据的代价十分昂贵，进

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无监督学习，毫无疑

《深度学习、优化与识别》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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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多模态信息融合深度网络、无监督策略

优化正焕发着新生的生命力。

二、大模型使得刻画数据的特性不断地

被抽象，但求解网络参数时也会带来梯度

弥散现象。为了克服梯度弥散的有效方式

是模型的压缩（如剪枝、稀疏性、基于奇

异值分解技术两层到三层的扩张获取参数

量降低等）；另外，模型设计与数据拓扑

结构的关系，以及新模型范式（生成模型：

GAN，VAE，DBN 等）和复杂系统下深度

网络间的协同与交互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本书分别在第三章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第

四章稀疏深度神经网络、第六章深度融合

网络给出了模型压缩常见技术的描述。

三、大计算使得深度学习从网络设计

到快速的平台实现成为了可能，从 CPU 到

GPU 的过渡，再到 TPU 的发展，深度学习

面临着计算能力不断的提升与发展，系统

性能也随之大幅度提升。不同计算平台下

共享与分解机制，使得深度学习愈发离不

开大的计算平台的支撑，能否在可移动终

端（如手机）上实现大模型的计算？当前，

LightCNN 做了初步的尝试，但基于大数据

和大模型的可移动、轻量级计算平台仍需

很长的路要走。本书在第十一章深度学习

软件仿真平台及开发环境中给出了五种主

流深度学习平台的介绍及应用举例。

四、关于小数据集到大数据集上的性能

泛化，使得网络模块（例如基于零和博弈

下的生成式对抗网络）及对偶学习机制的

研究将继续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数据

扩充、权值共享（逐层到逐阶段的，从 AE
到 VAE、GAN（如贝叶斯 GAN））等继续

成为深度学习核心技术的焦点。本书在第

七章深度生成网络就数据扩张、逐阶段学

习给出了详细的描述。

五、从感知性任务到决策性任务的过

渡，融合类脑多机制下的深度强化学习、

深度迁移学习、深度主动学习（亦称自省

学习）将继续在以人工智能 / 智慧技术为目

标的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智能诊断、

智能城市（智能交通）、无人驾驶、无人

超市值守、无人勘探。本书在第十章深度

强化学习给出了感知特性下的深度学习与

决策特性下的强化学习的结合及数学分析。

本书由我国首批神经网络系统理论及

应用系列专著（即《神经网络系统理论》、《神

经网络计算》和《神经网络的应用与实现》

亦称神经网络三部曲）作者，国家自然科

学奖获得者焦李成教授及其带领的团队撰

写，作为深度学习的基础教材，它覆盖了

当前理论研究、应用实践中的诸多经典框

架、模型。本书内容安排上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系统地从数据、模型、优化目标

函数和求解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深度学习的

理论及算法，如第一代深度学习网络中的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深度堆栈网络、深度

融合网络、深度复域 / 二值网络等，以及第

二代深度学习模型中的深度生成模型、深

度强化学习等；第二部分基于 5 种主流的

深度学习平台给出了深度网络在自然图像、

卫星遥感影像等领域的应用，如分类、变

化检测、目标检测与识别等任务。另外给

出了深度学习发展的脉络图及最新研究进

展，提供可基于 5 种主流深度学习平台实

现的 47 中深度网络代码，以便有兴趣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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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一步钻研探索。

本书内容系统全面，叙述立场客观，

设计装帧精美；作为深度学习的入门教材，

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对材料及论文进行分析、

加工以及客观介绍。为探索深度学习经验

化背后的数学原理与本质，本书均从模型

产生的本源来介绍，并给出诸多经典模型

之间的相互联系，另外在实践应用部分对

相关任务做了详尽的分析，并给出经验和

调参总结。

当然，深度学习不见得是最完美的框

架，它离我们所期望的人工智能、智慧技术

也还差得很远，而且理论上也没有合理、有

效性的解释。但无论如何，深度学习的研究

浪潮已经势不可挡！从最初的生物视觉（即

腹侧视觉通路和背侧视觉通路）研究开始，

到目前的脑科学研究（类脑计算，或由多个

深度网络所构成的系统，亦称复杂深度网

络），不局限于深度学习下强大的感知能力，

而且基于强化学习的决策能力，以及迁移学

习下的认知能力，三者的有效融合将进一

步倒逼人工智能的本原。当今时代，从信

息 科 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到 数 据

科技（Data Technology）的转化，使得处

理的核心技术也从封闭、人为选取式的（如

特征工程）转变为开放、自适应学习式的（如

特征学习），进一步驱动应用任务下深度

学习科技的研究与理论框架的完善。本书

即是从生物机理、数学分析和物理解释等

三方面对深度学习理论及应用研究工作的

一个初步总结，以期将这一门经验化调参

技术科学化，更好的服务及鼓励科研人在

人工智能这一耀眼的领域继续前行。

（通讯员  赵进）

焦李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现任智能感知与计算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智能感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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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5 000 余篇次，H 指数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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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信息和智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

社会需求的提升，不确切性信息处理显得

愈来愈重要、愈来愈迫切。在智能系统特

别是拟人智能系统中，不确切性信息处理

将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这里的不确切性信息主要指含有笔者所

称的软语言值（Flexible linguistic value）[1-2]

的语言文字信息。

其实，对于不确切性信息处理，许多学

者都在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由美

国的 Lotfi Zadeh 教授所开创的模糊集理论

（Fuzzy set theory）则最为著名。事实上，

自从 1965 年 Zadeh 提出模糊集合的概念以

来，以模糊集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处理技术迅

速发展，并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时至今

日模糊技术中一些重要理论和技术问题却仍

未得到很好解决 [3-7]。为此，有不少学者又

致力于模糊集理论的改进和发展，提出了许

多新见解、新理论和新方法 [6-8]。这些理论

和方法各有千秋，但总体来讲，大家的认识

还未统一，所存在问题还未真正解决 [9]。纵

观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的数十年，虽然已涌现

出不少理论和方法，但还未形成像不确定性

信息处理那样的公认的有坚实数学和逻辑基

础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因此，不确切性信息

处理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摘要：不确切性信息处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在智能系统，特别是拟人

智能系统中担当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Principles of Imprecise-Information Processing: A New 
Theoretical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一书以新的视角和思路，从不确切性信息的由来出发，全

面系统地阐述了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的原理、方法和应用，建立了一个新的有别于模糊技术的不确

切性信息处理理论和技术体系，为相关应用提供了一个技术平台，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不确切性信息处理；人工智能；拟人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

“Principles of Impreci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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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笔者发现，信息

的不确切性源于事物特征量值的连续分布或

变化（或者说事物的均匀连锁相似）现象

和人脑对此的软聚类处理方式。于是便以此

为依据，并结合日常语言中人脑对不确切性

信息的处理方式，全面探讨不确切性信息处

理的原理和方法，结果得到了一系列有别于

模糊技术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初步形成了一

个新的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理论和技术体系。

2009 年 9 月，当时的研究成果被汇总成书，

以《不确切性信息处理原理》为名由科学出

版社出版，并被列入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和科

学出版社的《智能科学技术著作丛书》。之

后，作者在这个方向上又继续探索，并取得

了不少新成果，使得这个新的理论和技术体

系更趋紧凑和连贯。于是，推出该书的第二

版便势在必行。2016 年 7 月，《不确切性

信息处理原理》第二版的英文版（Principles 
of Imprecise-Information Processing: A New 
Theoretical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由 国

际科技图书出版集团 Springer Nature 以电子

书和纸质书两种形式出版。

需要指出的是，不确切性（Imprecision）

是不同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另一种

独立的信息属性，现在在模糊集意义下所谓

的“模糊性（Fuzziness）”实际上更多地表

现为“柔软性（Flexibility）”或者说“弹性”，

因而是一种不确切性。因此，笔者便明确地

提出了不确切性信息与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的

概念，并将不确切性信息处理作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领域来研究。而本书正如其名所示是

一部关于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的专著。

为了使更多的读者能尽快对本书有所

了解，尽快使这一新的理论和技术成果付

诸应用，也为了能尽快与同行交流，特别

是获得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作者便又

撰写了此文。下面就对本书做一简单介绍。

本书的组成与结构

全书有 26 章分为 9 篇（共计 600 余页）。

第一篇概述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第二篇揭

示不确切性信息的形成原理并建立了其数

学模型；第三篇为不确切性信息的数学理

论；第四篇为不确切性信息的逻辑理论；

第五篇阐述基于不确切性信息和知识的推

理与计算原理和方法；第六篇为不确切性

知识的应用与获取技术；第七篇是不确切

性信息的扩展；第八篇阐述和处理不确切

性与不确定性之交叠和关联问题；第九篇

为进一步的工作。从结构上讲，第一篇是

导引，第二篇是源本，第三、四篇是基础，

第五篇是主体，第六篇是应用（接口），第

七篇是扩展，第八篇是交叉，第九篇是前沿。

其逻辑关系和本书的层次结构如图 1 所示。
	  

 

 

 

 

 

 

 

 

 

 

 

 

 

 

 

第六篇 

  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的应用	  

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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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不确切性信息的形成原理和建模 

第三篇  

关于不确切性信息的数学理论 

第四篇  

关于不确切性信息的逻辑理论	  

第五篇 

基于不确切性信息和知识的推理与计算	  

第一篇 

不确切性信息处理概述 

第七篇 

不确切性信息的扩展 

	  

图 1 “Principles of Imprecise-Information 

Processing”一书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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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工作

 (1) 研究了不确切性信息的特征，区别

了信息的不确切性和不确定性，明确地将

不确切性信息处理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2) 辨析了概念的模糊与柔软，提出了

“软概念”和“软语言值”的术语，并将

所谓的“模糊概念”正名为“软概念”；

进而分析了软概念的客观基础和产生原因，

揭示了软概念和软语言值的形成原理，给

出了其一般数学模型和建模方法。

(3) 提出了软集合和软关系的概念，并

建立了相关理论和方法。

(4) 全面研究了软语言值及其相关议

题，得到了一些重要结果，建立了相关理

论和方法。

(5) 提出了软语言函数和相关关系的概

念以及软数和软函数的概念，讨论了相关

议题，并建立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

(6) 引入了真度，建立了真度逻辑基本

理论，发现和提出了相应的推理原理和方

法。

(7) 引入了软语言真值，建立了软语言

真值逻辑基本理论，提出了相应的推理原

理和方法。

(8) 发现和提出了命题的逻辑语义之

说，并基于此建立了二值逻辑和真度逻辑

中复合命题的真值计算模型。还发现和提

出了互否逻辑和互反逻辑的概念。

(9) 全面研究了软规则及其相关议题，

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结果。

(10) 引入了软规则的伴随函数，并给出

了一些求取方法和参考模型。

(11) 研究了关于软规则的推理和计算，

弄清了其逻辑和数学原理，给出了一系列

推理和计算方法。

(12) 研究了软语言函数的近似求值，揭

示了其基本原理，给出了一些方法和思路。

(13) 归纳、综述了涉及不确切性信息处

理的实际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求解技术和

方法。

(14) 探索了不确切性知识发现，提出了

一些方法和思路。

(15) 给出了集合和软集合的几种测度，

并建立了相关理论。

(16) 讨论了可量化硬语言值相关理论。

(17) 浅谈了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的方法

论并探讨了若干应用课题。

(18) 建立了随机软事件的概率理论。

(19) 建立了软命题的信度理论，提出了

相应的信度推理原理和方法。

(20) 用数学观点分析了不确定性信息

的由来，进一步揭示了不确切性信息（处理）

与不确定性信息（处理）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21) 展望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与课题，

并讨论了其内容、方法和思路。

总之，本书以新的视角和思路，全面系

统地阐述了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的原理、方

法和应用，建立了一个新的有别于模糊技

术的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理论和技术体系。

本书的特色

(1) 内容新颖
首先，本书（第一版）首次明确地提出

了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的概念，并将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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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域来研究；本书也是第

一部关于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的英文专著。

其次，书中的内容几乎全都是创新性成

果（这从上一节就可清楚看出）。事实上，

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到整个

理论体系都是作者新提出的，或者是对第

一版内容的发展或改进。

当然，从软集合与模糊集合的关系来

看，本书也可看作是对模糊技术的一种“修

正”。但本书并未沿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在

模糊集理论的已有框架内进行修补，而是

以新的视角和思路，追本溯源，另辟蹊径，

对不确切性信息处理进行研究和探讨。

 (2) 论述全面
本书从不确切性信息的由来出发，全

面系统地阐述了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的原理、

方法和应用，而且还将不确切性信息处理

扩展到可量化语言值信息处理的范畴；进

一步，还揭示了不确切性信息（处理）与

不确定性信息（处理）之间的差异和关联。

此外，还讨论了进一步的工作。

(3) 为相关应用提供了一个技术平台，
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书在理论上澄清了概念，理顺了关

系；在技术上揭示了原理，给出了方法。

书中提出 100 多个新概念，给出 40 多个定

理和 100 多个公式、函数和规则，给出 70
多个具体方法和算法。基于此，读者就可

直接开发相关应用，也可展开进一步研究。

仅从工程应用考虑，就人工智能而言，

本书可用于诸如智能机器人以及控制、识

别、分类、评判、预测、决策、自然语言处理、

机器翻译、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方面智

能系统的开发，特别是，在拟人智能系统、

数 - 语和语 - 数转换接口领域本书的理论

和技术可大有用场。

理论研究方面，在本书的基础上也有许

多题目可做。例如，软概念的脑模型和人

脑定性思维机理、关于不确切性信息的数

学和逻辑理论、基于量子信息技术的不确

切性信息处理原理和方法等等。

 (4) 适用面宽
其实，不确切性信息处理不仅是智能科

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还涉及众

多的学科领域。诸如信息科学技术、计算

科学技术，逻辑学、语言学、脑及认知科学，

以及数理科学等，都与不确切性信息处理

有关。所以，本书的适用面相当宽泛。

优势与效果

由上所述，本书中所建立的这个新的不

确切性信息处理理论和技术体系明显不同

于传统的模糊技术，那么，这个新体系有

哪些优势呢？它的实际效果怎样呢？

从原理看，这个新体系是在不确切性

信息形成原理的基础上用数学和逻辑方法

顺理成章地被建立起来的，因而它有可靠

的事实基础，也有坚实的数学和逻辑依据。

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也决定了这个体系的

合理性和科学性。这是这个新体系的基本

优势。正因为如此，该体系在应用中就表

现出了诸多优点。譬如，书中给出的软语

言值亦即软概念的统一数学模型就最大限

度地降低了实际建模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又如，书中的程度（真度）推理方法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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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际问题的数学背景并遵循相关推理规

则而提出的，其中的数值计算模型和方法

是基于软规则和近似推理的数学本质，并

在规则的逻辑语义和约（偏）真推理规则

的约束下建立的，而不是人为地从“数学美”

或“纯逻辑”的角度给出的，这就不仅提

高了推理的有效性，而且避免了将关于真

实性的推理与关于可信性的推理混为一谈；

再如，本体系中引入的扩展核概念不但抓

住了软语言值的数值模型本质，而且有效

地提高了相关的应用的效率和精度；还有，

本体系中软语言函数近似求值的 AT 方法可

直接由数值得到数值，从而在自动控制应

用中就可省去传统模糊控制中模糊化和去

模糊手续，而且精度更高；进一步，基于

AT 方法的函数逼近器不存在像模糊逻辑系

统所遇到的“精度和可解释性不可两全”[5]

的情形。

关于效果，书中的许多章节都有相应的

论述。特别是，书中的 17.6 节，从理论依据、

效率和效果、研究方法，以及范围和能力

等方面对本书中的近似推理和计算与模糊

推理和计算做了一一比较。由于篇幅所限，

这里不再展开论述。下面仅用几个插图（见

图 2~4）对这个新体系的实际效果作一直观

展示。
 

图 2  对函数 y=sin x 和 y=cos x 的插值效果图（图中

           蓝色圆圈 “○”标示各样例点，红色十字“＋”    

           标示各插值点与对应的函数值的对应）

   (a)  插值前的函数图像             (b) 插值后的函数图像

图 3  对 peaks 函数的密集覆盖性插值效果图

  (a) 插值前的函数图像               (b) 插值后的函数图像

图 4  对三元函数 u= ze-x3-y3-z3

的密集覆盖性插值

   效果图 ( 切片图 )

这三个图是基于本书中软语言函数近似

求值方法的一种插值方法的插值效果图。通

过这些图可直观地管中窥豹地看到这个新体

系的实际效果。反过来，它们也进一步验证

了本书中软语言函数近似求值方法以及软语

言值的数学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结束语

不确切性信息处理是个大课题，而本

人的视野和水平又十分有限，所以，尽管

自己做了很大努力，但书中的不足、欠妥、

甚至谬误之处（包括内容和表达）仍在所

难免。故恳请有关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 也

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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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本书能对不确切性信息处理的研

究、应用和发展有所裨益！即使仅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也将感到莫大的

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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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终评工作已经完成。在终评过程

中，学会邀请了 7 位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专家，认真负责地完成了对入围终评的 18
篇论文的评审。根据《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条例》的规定，经专家

终审及两轮投票，最终确定了 9 篇获奖论文（见附表）。

附表

2017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获奖论文名单

（按作者姓氏拼音排序）

2017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获奖名单

学
会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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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8 日，“智能改变生活”博耳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创客大赛终审工作

已经完成。此次评审本着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邀请了 7 位国内人工智能领

域的知名专家进行评审。12 支队伍和个人现场抽签排序，每个参赛作品进行 10 分钟的

介绍，之后评审专家现场提问，并当场打分。7 位评审专家认真负责地完成了对 12 个作

品的评审，评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现将“智能改变生活”博耳杯·第
二届全国大学生创客大赛获奖名单进行公示（见附表）。

附表

博耳杯 ●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创客大赛获奖名单

“智能改变生活”

博耳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创客大赛获奖名单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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