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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行业正在风起云涌。来自研
究机构的分析报告称，2010 年前，中国
涉及人工智能及服务的企业不到 20 家，
而去年这个数字已经飞速上升至 709 家。
从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截至 2016 年 11
月，全球范围内总计 1485 家与人工智能
技术有关的公司，融资总额达到 89 亿美
元。来自市场研究机构艾瑞咨询的数字则
显示，未来 5 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的年复
合增长率将达到50%。

人工智能正在向着明天大步流星地前
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
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飞跃表
示，人工智能让我们的时代从“大定律小
数据”向“大数据小定律”转变，“知识
自动化的能力将成为未来社会最重要的实
力”。

然而，我们的生活真被人工智能改变
了吗？这块近乎凭空出现的“大蛋糕”，中
国企业又能分得多少？

黑白十九路之变

人工智能取得了革命性的突
破，在围棋领域引发的关注正是
其快速发展的缩影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围棋。这项古老的
活动在过去一年中与人工智能之间种种

“亲密接触”，正是大势所趋的一个缩影。
比如一日千里的成长速度。2016 年 3

月版本号为“V18”的 AlphaGo 和李世石
对弈时，第四盘曾犯下“业余棋手都不会
犯的错误”，人类棋手在第一盘和第五盘
也有胜机。但9个月之后，12月底横空出
世的 V25 版 AlphaGo“Master”，没有给
任何棋手机会，甚至有两盘棋，因为工程
师操作失误出现了“滑标”，下错一手
后，人工智能仍然获得了胜利。尽管职业
高手胡耀宇表示，这60盘都是20秒或30
秒一步的快棋，对人工智能肯定有利得
多。但大部分职业高手认为，即便人工智
能让先人类，取胜仍会很困难。

比如在应用市场的火热。AlphaGo 并
非唯一涉足围棋的人工智能。活跃在围棋
对弈网站野狐上的，还有据传来自腾讯的

“绝艺”和“刑天”，它们同样实力非凡，
取胜名单中甚至包括古力、柯洁这样的顶
级职业棋手。在2016年11月28日农心杯
比赛的前夜，绝艺甚至在与韩国第一人朴
廷桓的网棋比赛中获得了惊人的五连胜。
而在 Master 现身之后，野狐上又出现了
新的人工智能高手“骊龙”。在中国之
外，日本的人工智能围棋“DeepZenGo”
在 1：2 输掉了与老将赵治勋九段的“电
王战”后，日本又宣布将举办一场新的世
界大赛，邀请中国、韩国、日本各一名代
表棋手和围棋人工智能角逐冠军。

比如对传统行业的指导和变革。“人
机大战”后，顶级职业赛事中，效法 Al-
phaGo的开场布局屡见不鲜，人类高手开
始借鉴人工智能的思路。而围棋软件ZEN
也在发布了新版本后，被棋友和赛事讲解
者们用来判断比赛形势，甚至预测棋手们
下一步的着法。胡耀宇表示：“人工智能
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未来作为工具软
件，可以帮助职业棋手训练，在这方面起
到重要的作用。”古力甚至认为，“因为
Master 的出现，很多我们认为的围棋真

理已经被改变”。
有能量，有应用，这正是人工智能所面

对的现实与未来。

从感知到认知

“感知”让人工智能有了像人
一样的眼睛耳朵，“认知”则让人
工智能真正开始像人一样通过推
理进行决策

你知道吗？淘宝和天猫上为你服务的
客服很有可能并不是真人，而是一个名叫

“阿里小蜜”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去年“双
11”，“阿里小蜜”累计接待消费者数超 632
万，相当于 5.2 万客服小二连续工作 24 小
时，占比超过了客服服务总数的95%。

“阿里小蜜”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语音识
别和语义理解判断出消费者遇到的问题，
再从知识库里找出答案。在创新工场董事
长李开复看来，包括语音识别、语义理解、
图像识别、人脸识别等一系列被称之为“感
知”，解决“是什么”的应用，正是人工智能
应用的第一步。

在人工智能“感知”技术中，语音识别
是其中最成熟的应用，包括科大讯飞的讯
飞输入法、有道笔记的语音识别和亚马逊
的“回声”智能音箱，都已是相当成熟的产
品。被称为“BOT”的智能聊天机器人也成
为最火热的概念之一，“阿里小蜜”就是这
样的应用，能够根据人们的语音来检索答
案，完成指令，而微软小冰、苹果 Siri 语音
助手和网易七鱼这些结合了云计算和大数
据的BOT们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紧随其后的是图像识别和人脸识别，
在 2016 年，支付宝登录页面和招商银行手
机端的大额转账，都引入了人脸识别验
证。百度则把人脸识别闸机投放在了世界
互联网大会的会场。百度深度学习实验室
负责人林元庆介绍说，在 2015 年末时，百
度大脑的图像识别率在 92.0%左右，而现
在则高达 99%，“这甚至高于指纹识别的
95%”。数据显示，语音和图像识别技术成
为国内人工智能市场上最广泛的应用，目
前分别占比60%和12.5%。

“感知”是让人工智能有了像人一样的
眼睛耳朵，而“认知”则让人工智能真正开
始像人一样，通过推理进行决策。Alpha-
Go 令人惊叹，正是因为它能够应对像围棋
这样复杂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推理
是人工智能真正要面对的难点，AlphaGo
解决的问题至少有明确的胜负，而更多的
决策其实只有更好，而没有绝对的对错。”
阿里云科学家初敏告诉记者。

从应用来看，智能投顾、智能搜索和无
人驾驶是人工智能在“认知”层面的三大热
点。智能投顾是人工智能和投资顾问的结
合体，在这一领域，国外出现了 Wealth-
front 等知名平台，国内也出现诸如拿铁财
经、钱景等应用。

在智能搜索方面，搜狗 CEO 王小川告
诉记者，搜索和输入法的未来将走向智能
问答与自动问答，“不再让用户自己总结关
键词输入，而是让搜索引擎能够真正地像
人与人对话一样，懂得用户所想，并为其解
答问题，辅助决策”。他还透露说，搜狗已
耗时 9 个月，耗资 4000 余万元，正在开发
这样的智能问答机器人。

无人驾驶则结合了人工智能在“感知”
和“认知”两个阶段的功能。来自市场研究
机构的数据显示，到 2025 年，自动驾驶车
辆的市场价值可能达到 420 亿美元，到
2030 年，具备无人驾驶和部分人工驾驶功
能的智能汽车市场份额有望超过50%。

夯实发展基础

尽管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人
工智能在不断应用于市场产品之
外，也需要不断夯实未来发展的
基础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人工智能的声名
鹊起，是包括去年春晚机器人舞蹈、Al-
phaGo等在内一系列“明星产品”市场教
育的结果，而在业界看来，人工智能其实
就是“大数据+强计算+新算法”，它的快
速 发 展 ， 也 正 来 自 这 三 个 方 面 的 强 力
支撑。

在数据方面，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

杨旭表示，在万物智能互联的新时代，互联
的物体越来越多、越来越智能，并由此产生
出汹涌而来的数据洪流。“在现在的‘人联
网’时代，每人平均每天产生1.5GB的数据
量，而我们预计到 2020 年将有 500 亿台相
互连接的智能设备，到‘物联网’时代，一辆
无人驾驶汽车一天就能产生 4000GB 的数
据量，这些庞大而复杂的数据，为人工智能
学习提供了基础。”

在计算力方面，优必选人工智能首席
科学家陶大程坦言，2014 年他研究用摄像
机去捕捉和计算人体姿态，“当时估计 10
秒视频需要最好的服务器算 1 个小时才能
做出来，现在只要一块好一点的显卡，完全
能够实时计算。计算能力的提升，让人工
智能真正可以处理海量数据”。

更重要的是算法的提高。深度学习、
神经网络、蒙特卡洛树搜索⋯⋯它们改变
了人工智能的思考方式。百度首席科学家
吴恩达表示，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是人工
智能取得突破的关键。“在这样的模型下，
吸纳越多数据，人工智能会变得越聪明。”

尽管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作为全新的
前沿技术，人工智能在不断应用于市场产
品之外，也需要不断夯实未来发展的基
础。从近期的动向来看，一方面，人才从学
校向产业界的流动成为风潮。去年 10 月，
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学习部门副教授鲁
斯·萨拉赫丁诺夫加入苹果，负责人工智能
技术开发团队；11月，斯坦福人工智能与计
算机视觉实验室主任李飞飞加入谷歌。在
国内，优必选也宣布悉尼大学教授陶大程
加盟，担任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在机器人
运动控制方面则与清华大学教授赵明国开
展了深度合作。

另一方面，在专利储备上，中国企业也
开始后来居上。来自市场研究机构的统计
显示，全球关于人工智能的专利申请数量，
美国、中国、日本位列前三，三国占总体专
利的 73.85%，位列第四的德国人工智能专
利数量仅为中国的27.8%。

不过，尽管人工智能的发展风生水起，
但这一技术目前并不完美。初敏坦言，“人
工智能才刚刚起步，现在不少应用其实是
为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市场相对比较浮
躁。人工智能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必须
用来解决实际需求”。

不久前举办的不久前举办的 20172017 年美国拉斯维加年美国拉斯维加
斯消费电子展斯消费电子展（（CESCES））上上，，各路智能硬件产各路智能硬件产
品和品和““黑科技黑科技””争奇斗艳争奇斗艳。。VR/ARVR/AR 头戴式头戴式
显示器显示器（（头显头显））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硬件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硬件
产品产品，，CESCES20172017上有上有7070多家多家VRVR展示商及展示商及
2020 多家多家 ARAR 展示商展示商，，数量上较数量上较 20162016 年翻年翻
了一倍了一倍。。不难看出不难看出，，VR/ARVR/AR 行业正在延行业正在延
续续 20162016 年年““VR/ARVR/AR 元年元年””的势头的势头，，成为科成为科
技创新和投资的热点领域技创新和投资的热点领域。。

然而然而，，面对这些时髦的面对这些时髦的““头盔头盔””和和““眼眼
镜镜””，，普通消费者恐怕只能回忆起周末和普通消费者恐怕只能回忆起周末和
家人在各种科技展上戴着它玩赛车玩到家人在各种科技展上戴着它玩赛车玩到
头晕目眩的尴尬经历头晕目眩的尴尬经历。。对焦模糊对焦模糊、、配件手配件手
柄连接失灵柄连接失灵、、晕眩感强烈晕眩感强烈、、线缆缠绕等问线缆缠绕等问
题在不少产品中普遍存在题在不少产品中普遍存在，，直接破坏沉浸直接破坏沉浸
式体验式体验，，这显示出行业硬件技术仍处于初这显示出行业硬件技术仍处于初
级水平级水平。。理想的头显产品理想的头显产品，，必须有过硬的必须有过硬的
硬件水准硬件水准，，而这仍然是而这仍然是 VR/ARVR/AR 行业要竭行业要竭
力迈过的门槛力迈过的门槛。。

日前日前，，HTCHTC 发布了全新配件发布了全新配件 VIVEVIVE 追追
踪器和踪器和 VIVEVIVE 畅听智能头带畅听智能头带，，微软首批微软首批
HolographicHolographic VRVR 头显亮相头显亮相，，再加上此前再加上此前
的的OculusOculus RiftRift、、SONYSONY PlayStationPlayStation VRVR、、
GoogleGoogle DaydreamDaydream 等 大 品 牌 的 经 典 产等 大 品 牌 的 经 典 产
品品，，形成了形成了VR/ARVR/AR头显产品的一线阵营头显产品的一线阵营，，
树立了行业标杆树立了行业标杆。。这些产品在研发上锐这些产品在研发上锐
意进取意进取、、快速迭代快速迭代，，又背靠雄厚的资本和又背靠雄厚的资本和
丰富的平台丰富的平台、、行业资源行业资源，，下一代更具革命下一代更具革命
性性、、开创性的产品很可能从中产生开创性的产品很可能从中产生，，值得值得
期待期待。。

基于已有的行业发展基于已有的行业发展，，关于十年后的关于十年后的
VR+VR+、、AR+AR+，，我们也大可以做一番天马行我们也大可以做一番天马行
空的畅想空的畅想——

你戴着你戴着 ARAR 眼镜走在大街上眼镜走在大街上，，目光投目光投
向路边的公交车站牌向路边的公交车站牌，，眼前立即呈现出下眼前立即呈现出下
一班车的性能参数一班车的性能参数、、地理位置和即时视频地理位置和即时视频
等信息等信息；；你留意到公交站广告牌展示了你你留意到公交站广告牌展示了你
喜爱的商品喜爱的商品，，悬浮窗里呈现出商品信息悬浮窗里呈现出商品信息、、
使用评论使用评论，，你眨眨眼睛你眨眨眼睛，，短短几秒就能完短短几秒就能完
成下单成下单、、支付支付；；工作日早上工作日早上，，你和同事在你和同事在
VRVR 虚拟办公室面对面开了一个会议虚拟办公室面对面开了一个会议；；休休
息之余息之余，，你戴上功能强劲的你戴上功能强劲的VRVR头盔头盔，，用十用十
分钟的时间在高楼林立的天际线上欣赏分钟的时间在高楼林立的天际线上欣赏
美景⋯⋯美景⋯⋯

点评点评

VR/ARVR/AR 头显产品销售市场和平台建头显产品销售市场和平台建
设都只处于起步阶段设都只处于起步阶段，，为这个行业的未来为这个行业的未来
发展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发展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但毋庸置疑的是但毋庸置疑的是，，简洁轻巧简洁轻巧、、功能强功能强
大将是大将是VR/ARVR/AR头显产品的发展方向头显产品的发展方向。。毕毕
竟竟，，当人的眼睛被头显产品完全盖住当人的眼睛被头显产品完全盖住，，头头
上还架着大大的上还架着大大的““头盔头盔””，，谁也不想再增加谁也不想再增加
任何负重或不适感任何负重或不适感。。专家断言专家断言，，未来未来 1010
年年，，VRVR头盔的体积会越来越小头盔的体积会越来越小，，最终它将最终它将
变成像一副眼镜一样的东西变成像一副眼镜一样的东西，，成为我们日成为我们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常生活的一部分。。

VR 头显争奇斗艳
本报记者 喻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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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步流星 聚力前行
本报记者 陈 静

围棋、德州扑克、猜谜大赛⋯⋯人工
智能取胜人类顶尖高手已经越来越不是新
闻。无论你是否愿意，人工智能就在大门
的另外一边，而敲门声已经响起。当人工
智能如春风化雨般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一
个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又被再次提及：快
速成长的人工智能将与人类发展出什么样
的关系？

恐慌于“人工智能将统治世界、奴役
人类”，确实杞人忧天。不管是感知类的
人工智能还是认知类的人工智能，都依然
属于弱人工智能的范畴，其基本算法，也

就是学习的方法依然由人类给出，人工智
能也并没有任何自主意识。从根本上来
说，人工智能和汽车、飞机、互联网并没
有区别，都是人类用智慧创造出来、为我
所用的工具。尽管名字中有“智能”二
字，但科幻电影中的场面和现实生活毕竟
天差地别。

不过，突破性的新技术的出现，必将
直接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就像是汽车取
代了马车，电子邮件取代了电报和信件一
样，在可见的未来，人工智能将不仅仅停
留在概念上，它也将对人类社会的传统职

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从人工智能目前的“成长”状况来

看，劳动密集型、重复性强的职业将首先
受到影响，比如已经开始被智能客服取代
的人工客服，和人工智能正在“试水”的
速记、翻译和即时新闻写作。拿速记来
说，在去年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嘉宾们的演讲由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字
幕，虽然在中英文夹杂的部分还略有瑕
疵，但不影响阅读。而在浙江高院，人工
智能程序已经开始替代书记员完成庭审
笔录。

未雨绸缪因此已经十分必要。在职业
培训和高校的学科设置上，应该充分考虑
到技术的演进规律，对那些显然即将被人
工智能取代的职业减少供给，避免“毕业
即失业”的局面出现，以保证就业市场的
平 稳 ， 也 让 宝 贵 的 人 力 能 够 更 有 用 武
之地。

而对于这些职业的从业者，一方面，
要加大宣传力度，让他们能够充分了解人
工智能即将给现有职业带来的挑战，从而
主动提升劳动技能，转换职业角色。另一
方面，也要开始考虑通过各种力量提供继
续教育的机会，帮助他们应对“机器换
人”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毕竟，人工智能
的使用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
对它的使用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进程。

新朋友就在门外，就像互联网对人们
生活和工作的颠覆性改变一样，与人工智
能携手，人类也将迎来崭新的未来。

听，有“智慧”的朋友在敲门
安 之

人工智能的使用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对它的使用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进

程。人工智能必将直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就像互联网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颠

覆性改变一样。与人工智能携手，人类也将迎来崭新的未来。

图① 亚马逊的“回声”智能音箱。 （资料图片）
图② 福田汽车集团研发的无人驾驶卡车。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图③ 在济南西客站候车大厅的智能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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