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之梦人工智能之梦人工智能之梦人工智能之梦？？？？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AI的传说和八卦的传说和八卦的传说和八卦的传说和八卦

Miner，2009.04

http://www.douban.com/group/swarmagents_AI/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swarmagents_ai/





� 一一一一、、、、梦的开始梦的开始梦的开始梦的开始

� 控制论之父维纳, 人工智能之父图灵, 现代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

� 二二二二、、、、梦的延续梦的延续梦的延续梦的延续

� AI五十年：从1956年Dartmouth会议到2006年AI@50纪念会议

� 三三三三、、、、群龙问鼎群龙问鼎群龙问鼎群龙问鼎

� 符号主义、逻辑主义、连接主义、行为主义、统计学派

� 四四四四、、、、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

� 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

� 五五五五、、、、梦醒何方梦醒何方梦醒何方梦醒何方？？？？

� “人工”人工智能、强AI与弱AI之争、AI需要情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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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梦的开始梦的开始梦的开始梦的开始 –三个数学家三个数学家三个数学家三个数学家
�维纳与Cybernetics（控制论）

�图灵与图灵测试

�诺依曼与AI的诞生

�二二二二、、、、梦的延续梦的延续梦的延续梦的延续

�三三三三、、、、群龙问鼎群龙问鼎群龙问鼎群龙问鼎

�四四四四、、、、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

�五五五五、、、、梦醒何方梦醒何方梦醒何方梦醒何方？？？？

OutlineOutline



维纳维纳 [1894 [1894 --1964]1964]
Cybernetics(Cybernetics(控制论控制论))之父之父

�� 1948, 1948, 《《CyberneticsCybernetics》》出版，出版，CyberneticsCybernetics诞生。诞生。
�� Cybernetics Cybernetics ---- 源于希腊词源于希腊词““掌舵人掌舵人””

�� Cybernetics Cybernetics ！！=  =  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

�� Cybernetics Cybernetics 首先讨论了机器与人的统一性，揭示了用机器模拟人首先讨论了机器与人的统一性，揭示了用机器模拟人
的可能。的可能。

�� 主要思想：目的论主要思想：目的论 、反馈、功能模拟（黑箱方法）、反馈、功能模拟（黑箱方法）

�� 1946 1946 –– 19531953，梅西会议，梅西会议
�� 主席：主席：McCullochMcCulloch

�� 19431943，和，和PittsPitts提出神经元模型提出神经元模型

�� 生理学家、计算机设计者、数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生理学家、计算机设计者、数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
学家学家

�� 最初目的最初目的 –– 研究心理学和脑科学的交汇部分研究心理学和脑科学的交汇部分

�� 促使了促使了CyberneticsCybernetics和以后的认知科学的形成和以后的认知科学的形成



图灵图灵 [1912[1912--1954]1954]
人工智能之父人工智能之父

�� 19311931年进入剑桥大学，开始研究量子力学、概率论和数理年进入剑桥大学，开始研究量子力学、概率论和数理
逻辑。还是现代语言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班上最出色的学逻辑。还是现代语言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班上最出色的学
生。生。

�� 19371937，，《《论可计算数机器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论可计算数机器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
�� 理想计算机的数学模型理想计算机的数学模型 –– 图灵机图灵机

�� 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基础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基础 ((冯冯··诺依曼说他的诺依曼说他的““存储程序存储程序””的思想主的思想主
要来自图灵要来自图灵))

�� AIAI方面的探索方面的探索
�� 1949, Manchester1949, Manchester大学大学, , ‘‘The Mind and the Computing The Mind and the Computing 

MachineMachine‘‘ 讨论会讨论会

�� 假设智能活动主要是由各种各样的搜索行为构成、机器学习假设智能活动主要是由各种各样的搜索行为构成、机器学习

�� 设想：机器可能替人做越来越多的事情，人类的兴趣可能越来越设想：机器可能替人做越来越多的事情，人类的兴趣可能越来越
转移到哲学问题转移到哲学问题... ... 



图灵测试图灵测试

�� 1950 "1950 "计算机器与智能计算机器与智能" " 

�� 问题：机器能思考吗？问题：机器能思考吗？ 如如

何检验计算机是否具有智何检验计算机是否具有智
能？能？

�� 对从意识出发论点的反驳：对从意识出发论点的反驳：
�� ““机器能思考吗？机器能思考吗？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

定义不清定义不清

�� 为什么要对机器采用比对人为什么要对机器采用比对人
类更高的标准？类更高的标准？



LoebnerLoebner奖奖
与与““人工愚蠢人工愚蠢””

�� LoebnerLoebner发起，设立于发起，设立于19911991年，奖励通过图灵年，奖励通过图灵

测试的机器人。测试的机器人。

�� 20082008，获奖者，获奖者 ElbotElbot ---- 使使1212名裁判中的名裁判中的33名相信名相信

它是人类。它是人类。

�� 被被AIAI研究者批判：规则不规范、裁判不专业研究者批判：规则不规范、裁判不专业 ……



冯诺依曼冯诺依曼 [1903 [1903 -- 1957] 1957] 
现代计算机之父现代计算机之父

�� 早期，理论数学研究早期，理论数学研究
�� 集合论与数理逻辑、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等集合论与数理逻辑、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等

�� 后来，应用数学研究后来，应用数学研究
�� 计算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计算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ENIAC）、自动机理论、）、自动机理论、
计算流体力学、经济学与博弈论等计算流体力学、经济学与博弈论等

�� 19581958，，《《计算机与人脑计算机与人脑》》

�� 人工生命研究的先驱人工生命研究的先驱
�� 19481948年年99月，月， ““脑行为机制脑行为机制””讨论会，发表了一篇关于自讨论会，发表了一篇关于自
复制自动机的论文复制自动机的论文
�� 激起了一个研究生的极大兴趣，开始尝试在计算机上模拟人的激起了一个研究生的极大兴趣，开始尝试在计算机上模拟人的
智能。智能。19491949年他向冯年他向冯··诺伊曼谈了自己的想法，后者极表赞成诺伊曼谈了自己的想法，后者极表赞成
和支持，鼓励他搞下去和支持，鼓励他搞下去…………



John McCarthy [1927.9.4 - ]



19561956，，Dartmouth Dartmouth 会议会议

�� 标志着标志着AIAI作为学科的正式诞生作为学科的正式诞生
�� 44个发起者：个发起者：

��McCarthyMcCarthy、、MinskyMinsky、、RochesterRochester（（IBMIBM公司）、公司）、
ShannonShannon（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

��参与者：数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信息论、参与者：数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信息论、
计算机计算机
�� IBMIBM公司的公司的MoreMore、、SamuelSamuel，，MITMIT的的SolomonffSolomonff、、
SelfridgeSelfridge，还有，还有SimonSimon、、NewellNewell等等

�� McCarthyMcCarthy提议使用提议使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一词来概括这个一词来概括这个
研究领域。研究领域。



� 一一一一、、、、梦的开始梦的开始梦的开始梦的开始

� 二二二二、、、、梦的延续梦的延续梦的延续梦的延续

� 名字的由来

� 什么是AI

� AI简史：从Dartmouth会议到AI@50

� 三三三三、、、、群龙问鼎群龙问鼎群龙问鼎群龙问鼎

� 四四四四、、、、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

� 五五五五、、、、梦醒何方梦醒何方梦醒何方梦醒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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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AI –– 命名命名

图灵：
机器智能

西蒙：
复杂信息处理

McCarthyMcCarthy：：：：：：：：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计算心理学

自动推理 计算机智能



AI AI ---- 定义定义

�� 1.  1.  理解智能理解智能理解智能理解智能理解智能理解智能理解智能理解智能 –– 认知学科认知学科

�� 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
�� 以信息加工观点研究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以信息加工观点研究人的高级心理过程 ----注意、知觉、表象、注意、知觉、表象、
记忆、思维和语言等记忆、思维和语言等

�� 脑神经科学（神经生物学、计算神经科学脑神经科学（神经生物学、计算神经科学 ））

�� 计算心理学计算心理学

�� 2.  2.  制造智能机制造智能机制造智能机制造智能机制造智能机制造智能机制造智能机制造智能机 –– 计算机学科计算机学科

�� 智能模拟（增强人的能力）智能模拟（增强人的能力） –– 弱弱AIAI

�� 实现真正的（人的）智能实现真正的（人的）智能 –– 强强AIAI



早期的乐观，早期的乐观，5050年代～年代～6060年代后期年代后期

�� 人们以为计算机只能做算术，人们以为计算机只能做算术，AIAI研究者实现了研究者实现了
�� 下跳棋下跳棋

�� 几何定理证明几何定理证明

�� 问题求解问题求解

�� …………

�� 方法：符号表示、逻辑推理方法：符号表示、逻辑推理

�� 19651965，西蒙，西蒙
�� 2020年内，机器将能做人所能做的一切年内，机器将能做人所能做的一切

�� 19671967，明斯基，明斯基
�� 在一代人之内，创造在一代人之内，创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问题将会基本解决的问题将会基本解决”” 。。



陷入困境，陷入困境，7070年代年代

�� 缺乏知识、组合爆炸、计算机能力的限制缺乏知识、组合爆炸、计算机能力的限制

�� 19731973，英国政府终止资助除两所大学之外，英国政府终止资助除两所大学之外
的所有大学的的所有大学的AIAI研究研究

�� 1974.1974.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局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局((DARPADARPA) ) 

基本终止了对基本终止了对MITMIT、、CMUCMU、、StanfordStanford的的AIAI研研

究的资助究的资助



知识工程，知识工程，8080年代年代

�� 1969, 1969, FeigenbaumFeigenbaum 开始开发专家系统开始开发专家系统

��专家知识专家知识 + + 逻辑推理逻辑推理

�� 专家系统热专家系统热

�� 19821982，第一个成功的商用专家系统投入使用，第一个成功的商用专家系统投入使用

�� AIAI成为工业：成为工业： 19801980几百万几百万 –– 19881988几十亿美元几十亿美元

�� 8080年代末年代末 ---- AIAI冬天冬天

��知识获取的困难知识获取的困难

��过高的期望过高的期望 –– 投入产出不成正比投入产出不成正比



新的尝试，新的尝试，8080年代后期开始年代后期开始

�� 不再限于传统的符号主义与逻辑主义不再限于传统的符号主义与逻辑主义

�� 神经网络（连接主义）回归神经网络（连接主义）回归

�� 行为主义的尝试行为主义的尝试

�� 对统计概率的接纳（贝叶斯网）对统计概率的接纳（贝叶斯网）



现在现在
�� 普及应用普及应用

�� 博弈博弈 –– 击败世界冠军击败世界冠军
�� 视觉视觉 –– 汽车自动驾驶、监视海滩和泳池防溺水、虹膜指纹识别汽车自动驾驶、监视海滩和泳池防溺水、虹膜指纹识别

�� 机器人学、自动程序设计机器人学、自动程序设计
�� 专家系统专家系统 –– 医学诊断、银行的防交易诈骗系统医学诊断、银行的防交易诈骗系统
�� 自然语言理解自然语言理解 –– 搜索引擎、情报分析搜索引擎、情报分析
�� 智能控制智能控制 –– 洗衣机、冰箱、马桶洗衣机、冰箱、马桶…………

�� 规划调度规划调度 –– 航空航天、军事航空航天、军事
�� 1991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使用了自动后勤规划和调度工具年海湾战争，美军使用了自动后勤规划和调度工具DARTDART，美国，美国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DARPA）称此一项应用足以补偿）称此一项应用足以补偿DARPADARPA在在
AIAI领域领域3030年的投资年的投资

�� …………

�� 学科分化学科分化
�� 当某个子领域逐渐成熟，就迫不及待地与当某个子领域逐渐成熟，就迫不及待地与AIAI划清界限划清界限



2006, 2006, 

DartmouthDartmouth

AI@50AI@50

�� 5/10 19565/10 1956年会议的参加者年会议的参加者

�� TrenchardTrenchard More, John McCarthy, Marvin More, John McCarthy, Marvin 

MinskyMinsky, Oliver Selfridge, and Ray , Oliver Selfridge, and Ray SolomonoffSolomonoff

�� http://www.engagingexperience.com/ai50/http://www.engagingexperience.com/ai50/



AI@50 AI@50 -- PollPoll

�� 计算机什么时候能模拟人的全部智能计算机什么时候能模拟人的全部智能? ? 

�� ““5050年以上！年以上！””

�� ““永远不能！永远不能！””

～～ 40%40%

～～ 40%40%



� 一一一一、、、、梦的开始梦的开始梦的开始梦的开始

� 二二二二、、、、梦的延续梦的延续梦的延续梦的延续

� 三三三三、、、、群龙问鼎群龙问鼎群龙问鼎群龙问鼎 –主要派别主要派别主要派别主要派别
� 符号主义与“深蓝”

� 逻辑主义与专家系统及语义网

� 连接主义与大脑模拟

� 行为主义“机器虫能变成人吗”

� 统计学派一统天下？

� 四四四四、、、、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

� 五五五五、、、、梦醒何方梦醒何方梦醒何方梦醒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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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主义符号主义

�� 1955 1955 年末年末, Newell, Newell和和SimonSimon，，““逻辑理论家逻辑理论家””程序程序..

�� 许多人认为是第一个许多人认为是第一个AIAI程序程序..

�� 将每个问题都表示成一个树形模型将每个问题都表示成一个树形模型,,然后选择最可能得然后选择最可能得

到正确结论的那一枝来求解问题到正确结论的那一枝来求解问题

�� 19561956年，年，Samuel Samuel 研制了跳棋程序研制了跳棋程序

�� 19571957年开始，年开始， Newell Newell 、、Shaw Shaw 和和 Simon Simon 等人开等人开
始研究一种不依赖于具体领域的通用解题程序始研究一种不依赖于具体领域的通用解题程序
GPS GPS （（General Problem SolverGeneral Problem Solver），经过），经过1010年努年努

力，结果不令人满意。力，结果不令人满意。



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物理符号系统假设

�� 物理符号系统具备智能行动的能力，同时物理符号系统具备智能行动的能力，同时
一般智能行动也需要物理符号系统一般智能行动也需要物理符号系统

��将问题的解表述为符号系统将问题的解表述为符号系统

��用启发式搜索求解用启发式搜索求解

�� 通用领域的失败，特定领域的成功通用领域的失败，特定领域的成功

�� 典型成功应用典型成功应用

��计算机博弈计算机博弈



计算机博弈计算机博弈
�� 19581958年年, Herbert Simon , Herbert Simon 预测预测1010年内计算机会成为国际象棋冠年内计算机会成为国际象棋冠
军军 （（ 结果用了结果用了4040年）年）
�� 19881988年，年，IBM IBM ““深思深思”” ---- 每秒计算每秒计算 7070万步棋万步棋
�� 19911991年，年，IBMIBM的的““深思深思IIII””以以1:11:1平澳大利亚国际象棋冠军约翰森平澳大利亚国际象棋冠军约翰森
�� 19961996年，卡斯帕罗夫年，卡斯帕罗夫4 4 ：：22战胜深蓝战胜深蓝
�� 19971997年，深蓝年，深蓝3.5 3.5 ：：2.52.5击败了卡斯帕罗夫击败了卡斯帕罗夫

�� 每秒计算每秒计算22亿步亿步
�� 100100年来几乎所有国际特级大师的开局和残局下法年来几乎所有国际特级大师的开局和残局下法
�� 四位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做它的四位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做它的““教练教练””

�� 背景：背景：IBMIBM的困境，的困境，19931993年亏损年亏损8080亿美元亿美元
�� ““人机大战人机大战””作为营销手段作为营销手段
�� 历史：历史：19621962，，Samuel Samuel 的的跳棋程序跳棋程序打败了美国州冠军，打败了美国州冠军，IBMIBM股票升值股票升值15%15%

�� 结果结果
�� 为比赛共投入资金为比赛共投入资金10001000万美元，万美元，110110万美元作为比赛的奖金，胜者万美元作为比赛的奖金，胜者7070万，败万，败
者者4040万万

�� 比赛结束第二天，比赛结束第二天，IBMIBM股票价格上扬股票价格上扬3.63.6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 22亿美元收益。亿美元收益。
�� 此外，此外，IBMIBM估计节省了估计节省了11亿美元的广告费亿美元的广告费



AIAI的胜利的胜利 or  or  大型计算机的胜利大型计算机的胜利??



逻辑主义的典型应用逻辑主义的典型应用 –– 自动定理证明自动定理证明
�� 19591959，王浩用电脑证明了罗素和怀特海的名著，王浩用电脑证明了罗素和怀特海的名著《《数学原理数学原理》》中的所有中的所有
谓词逻辑定理。谓词逻辑定理。

�� 1976 1976 ，美国的，美国的 AppelAppel 等证明了四色定理（传统证明等证明了四色定理（传统证明++电脑辅助计算电脑辅助计算 ））
�� 19841984年，吴文俊发表年，吴文俊发表《《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基本原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基本原理》》
�� 20052005年，年，GonthierGonthier建立了四色定理的全部电脑化证明。建立了四色定理的全部电脑化证明。

“一个好的数学证明应当像是一首诗，而这纯粹是
一本电话簿！”

——对1976年四色定理证明的一则著名评论

2007年，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
“对一个证明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应当能够被任何人清晰的理解。在这

一前提下，在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学证明中计算机的作用最好只限于确认一些显而
易见的事实，比如某个方程的某个孤立解或者某个宽泛条件下参数的存在性，而

不是用来证明一些从人类的思维过程中闪现出来的本质上非同寻常的结论。如果
计算机证明的论断在人类看来是完全直观的，那用电脑来确认一下这些结论的逻
辑严密性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是基于人的阅读和理解的证明过程总是必要的。”



机器人代替科学家？机器人代替科学家？
http://http://science.solidot.org/article.pl?sidscience.solidot.org/article.pl?sid=09/04/03/169242=09/04/03/169242

�� ““根据发表在最新一期根据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摘要），杂志上的论文（摘要），
科学家设想实验室中的机器人或能部分替代研究人员。威科学家设想实验室中的机器人或能部分替代研究人员。威
尔士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和剑桥大学科学家开发了机器人尔士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和剑桥大学科学家开发了机器人
ADAMADAM，它不但能做酵母菌代谢的试验（无需或很少需要，它不但能做酵母菌代谢的试验（无需或很少需要
人对该实验进行干预），而且还能对实验结果进行思考并人对该实验进行干预），而且还能对实验结果进行思考并
计划下一步要做的实验。计划下一步要做的实验。

�� 在另一篇论文在另一篇论文((摘要摘要))中，科内尔大学的中，科内尔大学的Michael SchmidtMichael Schmidt和和
HodHod LipsonLipson利用算法去自动搜寻可解释诸如钟摆运动、谐利用算法去自动搜寻可解释诸如钟摆运动、谐
波发生器等多种物理系统行为的数学公式，但科学家仍需波发生器等多种物理系统行为的数学公式，但科学家仍需
要介入并识别以数学形式所表述的物理定律并对其含义进要介入并识别以数学形式所表述的物理定律并对其含义进
行解释。在演示中，算法发现了哈密顿函数、拉格朗日算行解释。在演示中，算法发现了哈密顿函数、拉格朗日算
子，和其它几何和动量守恒法则。子，和其它几何和动量守恒法则。””



专家系统专家系统

�� 通用方法的失败通用方法的失败 �� 使用领域知识使用领域知识
��推理中心推理中心 �� 知识中心知识中心

�� 专家系统：知识库专家系统：知识库++逻辑推理逻辑推理

��六十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了两个著名的专家系六十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了两个著名的专家系
统：统：DENDRALDENDRAL（（FeigenbaumFeigenbaum等，能够根据质等，能够根据质
谱仪测量所得的数据，得出被测试高分子的分谱仪测量所得的数据，得出被测试高分子的分
子结构）和子结构）和 MYCINMYCIN（（ShortliffeShortliffe等，能够诊断一等，能够诊断一
个病人是否患有血液病，并开出处方）。个病人是否患有血液病，并开出处方）。

��问题：领域知识获取的困难、维护的困难问题：领域知识获取的困难、维护的困难

��现状：普遍使用现状：普遍使用 + + 限定功能限定功能



语义网的野心与困境语义网的野心与困境

�� 互联网之父蒂姆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伯纳斯--李李
19981998年提出年提出

��给互联网上的文档添加语义标给互联网上的文档添加语义标
签，使之能够被计算机理解签，使之能够被计算机理解

�� 问题问题
�� 人们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不同人们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不同
�� 普通人不知如何添加普通人不知如何添加
�� 各种规范难以统一和分享各种规范难以统一和分享
�� 长尾长尾 –– 无法穷尽的常识概念无法穷尽的常识概念
�� …………



连接主义连接主义
�� 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来模拟人的大脑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来模拟人的大脑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来模拟人的大脑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来模拟人的大脑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来模拟人的大脑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来模拟人的大脑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来模拟人的大脑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来模拟人的大脑

�� 1943  McCulloch1943  McCulloch和和 PittsPitts提出第一个神经网提出第一个神经网
络数学模型络数学模型

�� 19511951，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研究生Minsky Minsky 
建造建造第一台神经网络计算机第一台神经网络计算机

�� 19195757. Rosenblatt. Rosenblatt 的单层神经网络的单层神经网络 –– 感知机感知机

�� 1969. 1969. MinskyMinsky 和和 PapertPapert 发表发表《《perceptronperceptron》》。。
神经网络的研究停滞了十年神经网络的研究停滞了十年

�� 8080年代的复兴年代的复兴

�� 符号主义符号主义陷入困境陷入困境

�� 19861986年，多层前馈网络的反向传播算法（年，多层前馈网络的反向传播算法（ BP BP 
算法）算法）

�� 1987 1987 年年 6 6 月，第一届国际神经网络会议召月，第一届国际神经网络会议召
开，会上提出了开，会上提出了““人工智能已死，神经网络万岁人工智能已死，神经网络万岁””
的口号。的口号。

�� 现在：机器学习中常用的模型之一现在：机器学习中常用的模型之一



大脑模拟大脑模拟大脑模拟大脑模拟大脑模拟大脑模拟大脑模拟大脑模拟

�� 硬件模拟硬件模拟 ---- FACETS FACETS 

�� Fast Analog Computing with Fast Analog Computing with 

Emergent Transient States Emergent Transient States 

（（http://facets.kip.unihttp://facets.kip.uni--heidelberg.de/heidelberg.de/））

�� 用硬件创造一个具有大脑功能的并行计算系统。用硬件创造一个具有大脑功能的并行计算系统。
�� 计划连接数以千计的芯片，创造一个包含计划连接数以千计的芯片，创造一个包含1010亿神经元和亿神经元和
10^1310^13突触的回路（其复杂性相当于人类大脑的十分之一）。突触的回路（其复杂性相当于人类大脑的十分之一）。

�� 软件模拟软件模拟 –– 蓝色大脑蓝色大脑
�� http://bluebrain.epfl.ch/http://bluebrain.epfl.ch/

�� 2005, EPFL(2005, EPFL(瑞士洛桑理工学院瑞士洛桑理工学院 ) and IBM ) and IBM 

�� 逆向工程人脑，计划逆向工程人脑，计划20152015年开发出一个虚拟人脑年开发出一个虚拟人脑



行为主义行为主义

�� 智能不需要知识智能不需要知识智能不需要知识智能不需要知识、、、、不需要表示不需要表示不需要表示不需要表示、、、、不需要推理不需要推理不需要推理不需要推理智能不需要知识智能不需要知识智能不需要知识智能不需要知识、、、、不需要表示不需要表示不需要表示不需要表示、、、、不需要推理不需要推理不需要推理不需要推理

�� AIAI可以象人类智能一样逐步进化可以象人类智能一样逐步进化可以象人类智能一样逐步进化可以象人类智能一样逐步进化可以象人类智能一样逐步进化可以象人类智能一样逐步进化可以象人类智能一样逐步进化可以象人类智能一样逐步进化

�� 强调与周围环境的交互强调与周围环境的交互强调与周围环境的交互强调与周围环境的交互强调与周围环境的交互强调与周围环境的交互强调与周围环境的交互强调与周围环境的交互

�� 向向向向向向向向Cybernetics(Cybernetics(控制论控制论控制论控制论控制论控制论控制论控制论))的回归的回归的回归的回归的回归的回归的回归的回归

��又称为又称为又称为又称为又称为又称为又称为又称为””控制论学派控制论学派控制论学派控制论学派控制论学派控制论学派控制论学派控制论学派””



�� William Grey Walter William Grey Walter 

机器龟，机器龟， 19481948

�� Rodney BrooksRodney Brooks，，MIT MIT 

AI LabAI Lab

六足机器虫，六足机器虫，19881988

机器虫能变成人吗？机器虫能变成人吗？



BrooksBrooks的清洁机器人和军事机器人的清洁机器人和军事机器人

�� 【【VideoVideo】】

�� TED 2003TED 2003，，Rodney BrooksRodney Brooks，，How robots will How robots will 

invade our livesinvade our lives



Brooks Brooks 的的 iRobotiRobot公司公司

�� 清洁机器人清洁机器人RoombaRoomba

�� 20022002，发布，发布

�� 20082008，售出，售出250250万万

�� 军事机器人军事机器人PackBotPackBot

�� 19981998，，DARPADARPA资助研究资助研究

�� 20082008，，20002000个，应用地个，应用地
点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点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



�� 【【VideoVideo】】2008, 2008, BigDogBigDog

�� Boston DynamicsBoston Dynamics公司设计制造公司设计制造

��能为士兵运送弹药、食物和其他物品能为士兵运送弹药、食物和其他物品

�� 2009, 2009, 据称五角大楼正在阿富汗战场部署据称五角大楼正在阿富汗战场部署““大狗大狗””

负重机器人，以对抗塔利班武装。负重机器人，以对抗塔利班武装。





� 我们这些对于控制论这个新的科学有所贡献的人，因此都处在一个道义

的位置上，这个位置，至少是不很安适的。我们促进了一个新的科学的

发轫，这门新科学，我已经说过，其技术发展具有为善和作恶的巨大可

能性。我们只能把它交给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世界，也就是德国贝尔森

集中营和广岛的世界。我们甚至无法制止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它们属于

这个时代。我们之中任何人所能做的最高限度的努力，是制止把这方面

的发展交到那些最不负责和最唯利是图的工程师的手中。我们最多只能

指望广大公众了解目前这项工作的趋势和方向，把我们个人的努力限制

在诸如生理学和心理学这样的远离战争和剥削的领域里。我们已经看

到，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希望，从控制论得到的对人和社会更深刻的理

解的这一好处，将能预测并胜过控制论对权力集中方面所起的偶然的作

用（权力，由于其存在条件本身，常常集中在最鲁莽的人手里）。我是

在1947年写这些话的，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希望。

------ 维纳，《控制论》，1948

� 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危险，但是善良愿望的种子也在生根发芽，所以我

现在不象本书初版的时候那样地感到完全悲观失望了。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第二版)，1954



� 香农先生曾经提出几个理由，说明他的研究(下棋)为什么比起仅仅设计一种只能使博奕者感
到兴趣的玩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些理由之中，他指出了这样一点：这种机器可以成
为制造用来估计种种军事情势并决定其中任一特殊阶段的最优行动的机器的前身。……

� 我讲过，现代人，特别是现代美国人，尽管他可以有很多“懂得如何做”的知识，但他的“懂得
做什么”的知识却是极少的。他乐意接受高度敏捷的机器决策，而不想较多地追问一下它们背
后的动机和原理为何。他这样做，迟早是要把他自己置身于贾可布斯的《猴掌》一书中那位
父亲的地位上的，这位为父者企望得到一百金镑，结果只是在他家门口碰到他儿子工作的那
家公司的代理人，给他一百金镑作为他儿子在厂里因公死去的抚恤金。……

� 我讲的是机器，但不限于那些具有铜脑铁骨的机器。当个体人被用作基本成员来编织成一个
社会时，如果他们不能恰如其分地作为负着责任的人，而只是作为齿轮、杠杆和连杆的话，
那即使他们的原料是血是肉，实际上和金属并无什么区别。作为机器的一个元件来利用的东
西，事实上就是机器的一个元件。不论我们把我们的决策委托给金属组成的机器抑是血肉组
成的机器（机关、大型实验室、军队和股份公司），除非我们问题提得正确，我们决不会得
到正确的答案。肌肤骨骼组成的猴掌就跟钢铁铸成的东西一样地没有生命……。时已近矣，
善恶抉择之机已经迫在眉睫了。

� 我已经讲过，科学不可能没有信仰。我讲这话并不意味着科学所依赖的信仰在本质上就是一
种宗教信仰，或者说它也要接受一般宗教信仰中的任何教条，然而然而然而然而，，，，如果没有自然界遵守规如果没有自然界遵守规如果没有自然界遵守规如果没有自然界遵守规
律这样一种信仰律这样一种信仰律这样一种信仰律这样一种信仰，，，，那就不能有任何科学那就不能有任何科学那就不能有任何科学那就不能有任何科学。。。。自然界之遵守规律，这是不能证明的。因为我们大
家都知道，世界在下一刹那可能变得象《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槌球戏那样，在这个游戏
里，用活的刺猬当球，球门乃是走向球场的其他地方去的兵士，而游戏的规则则是根据女王
时时刻刻随心所欲的命令来制定的。在极权主义的国家中，科学家所必须适应的正是象这样
的一个世界，不管这些国家是右的还是左的。马克思主义的女王的确是很任性的，法西斯主
义的女王则是她的好对手。……

� 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
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
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 ……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



统计方法的广泛应用统计方法的广泛应用

�� 背景背景

��网络的发展网络的发展 –– 数据量越来越大数据量越来越大

��数据搜集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廉价数据搜集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廉价

��计算机计算能力的发展计算机计算能力的发展 –– 允许使用复杂的模型允许使用复杂的模型

��统计学中，贝叶斯方法直到统计学中，贝叶斯方法直到9090年代才进入主流年代才进入主流

�� 应用应用 –– AIAI的各个方面的各个方面

��知识表示、推理、学习知识表示、推理、学习…………



Daphne Daphne KollerKoller
http://http://ai.stanford.edu/~kollerai.stanford.edu/~koller

�� 获奖获奖

�� 20012001，，IJCAIIJCAI计算机与思维奖（计算机与思维奖（AIAI领域领域3535岁以下岁以下

青年学者的最高奖项）青年学者的最高奖项）

�� 20042004，麦克阿瑟天才奖，麦克阿瑟天才奖

�� 20072007，第一届，第一届ACM Infosys ACM Infosys 基金会奖基金会奖

�� 贝叶斯学习贝叶斯学习

��将传统的关系逻辑与贝叶斯网结合进行概率推理将传统的关系逻辑与贝叶斯网结合进行概率推理



Josh Josh TenenbaumTenenbaum
http://http://web.mit.edu/cocosci/josh.htmlweb.mit.edu/cocosci/josh.html

�� 主要研究方向：人类学习和推理的计算模型主要研究方向：人类学习和推理的计算模型

��如：用贝叶斯模型解释人的归纳学习如：用贝叶斯模型解释人的归纳学习

�� 其他人的相关研究：用贝叶斯模型解释语言学其他人的相关研究：用贝叶斯模型解释语言学
习、视觉感知等等习、视觉感知等等

�� 贝叶斯模型可以解释所有学习机制吗？贝叶斯模型可以解释所有学习机制吗？

�� NoNo



�一一一一、、、、梦的开始梦的开始梦的开始梦的开始

�二二二二、、、、梦的延续梦的延续梦的延续梦的延续

�三三三三、、、、群龙问鼎群龙问鼎群龙问鼎群龙问鼎

�四四四四、、、、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两个难题

�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言理解

�五五五五、、、、梦醒何方梦醒何方梦醒何方梦醒何方？？？？

OutlineOutline



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视觉

�� Marvin Marvin MinskyMinsky

�� 1966 1966 年指派给一个学生的暑期项目年指派给一个学生的暑期项目

�� 任务：对图象进行理解（单幅、多幅图象、视频）任务：对图象进行理解（单幅、多幅图象、视频）

�� 现在：只在特定领域成功现在：只在特定领域成功

�� 交通监控、面部识别、医学图像分析、机器人视觉交通监控、面部识别、医学图像分析、机器人视觉

在一幅图像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而且事实上所有的事情也都在图像中发生了



Marr Marr 的视觉计算的视觉计算

�� 英国人，英国人，19731973年应年应MinskyMinsky和和PapertPapert之邀到之邀到MITMIT组组
建视觉研究小组建视觉研究小组

�� 观点：仅研究羽毛不可能理解鸟为什么会飞观点：仅研究羽毛不可能理解鸟为什么会飞

�� 方法：方法：
�� （（11）输入的二维图像；）输入的二维图像；

�� （（22）初始简图：提取出明显的轮廓和边缘信息）初始简图：提取出明显的轮廓和边缘信息;;

�� （（33））2.52.5维简图：提取图像中物体在维简图：提取图像中物体在3D3D世界中的深度世界中的深度
信息和其表面各处的方向信息；信息和其表面各处的方向信息；

�� （（44））33维表示：得到场景的三维几何信息。维表示：得到场景的三维几何信息。

�� MarrMarr的计算视觉框架至今仍是主流理论的计算视觉框架至今仍是主流理论



David Marr [1945 David Marr [1945 -- 1980]1980]

�� 剑桥，数学硕士剑桥，数学硕士

�� 神经生理学博士神经生理学博士

�� 受过神经解剖学、生物化学、心理学的严格训练受过神经解剖学、生物化学、心理学的严格训练

�� 在在MITMIT做视觉研究的同时是心理系教授做视觉研究的同时是心理系教授

�� 十年的计算机经验十年的计算机经验

�� 19771977年底，得知患白血病，年底，得知患白血病，““不得不比原计划提前不得不比原计划提前
几年动手写几年动手写”” 《《视觉计算理论视觉计算理论》》

�� 未完成，未完成，19821982年由同事学生整理出版年由同事学生整理出版



为什么要做自然语言理解？为什么要做自然语言理解？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
他他 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 所建造的城和塔。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

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 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 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变乱之意变乱之意〕〕 。。

----–– 圣经圣经 -- 创世记创世记 -- 1111

重建巴别塔重建巴别塔重建巴别塔重建巴别塔？？？？



7070年代年代

�� 双语词典双语词典 + + 语法规则语法规则

�� ““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心心

有余而力不足有余而力不足””

�� ““英→俄英→俄”” ““俄→英俄→英””

�� ““The vodka is good but the meat is rotten.The vodka is good but the meat is rotten.”” ““伏伏
特加酒是好的特加酒是好的,,可肉已经坏了可肉已经坏了””。。

�� 有人挖苦说，美国花了有人挖苦说，美国花了20002000万美元为机器万美元为机器
翻译建立了一块墓碑。翻译建立了一块墓碑。



道格拉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亚当斯亚当斯亚当斯亚当斯，，，，亚当斯亚当斯亚当斯亚当斯，，，，19791979

《《《《《《《《银河系漫游指南银河系漫游指南银河系漫游指南银河系漫游指南银河系漫游指南银河系漫游指南银河系漫游指南银河系漫游指南》》》》》》》》(H2G2)(H2G2)

“巴别鱼，”《银河系漫游指南》轻轻
朗读着，“体型很小，黄色，外形像水

蛭，很可能是宇宙中最奇异的事物。
它靠接收脑电波的能量为生，并且不
是从其携带者身上接收，而是从周围
的人身上。它从这些脑电波能量中吸
收所有未被人察觉的精神频率，转化
成营养。然后它向携带者的思想中排
泄一种由被察觉到的精神频率和大脑
语言中枢提供的神经信号混合而成的
心灵感应矩阵。所有这些过程的实际
效果就是，如果你把一条巴别鱼塞进
耳朵，你就能立刻理解以任何形式的
语言对你说的任何事情。你所听到的
解码信号就是巴别鱼向你的思想提供
的脑电波矩阵。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 NLP NLP 这门学科的最大魅力在于这门学科的最大魅力在于

---- 5050年以后我们还在研究同样的问题年以后我们还在研究同样的问题

�� DARPADARPA投资研究的便携式翻译器已经在伊投资研究的便携式翻译器已经在伊

拉克投入使用。拉克投入使用。

��虽然翻译的准确率可能低至虽然翻译的准确率可能低至50%50%，但这个设备，但这个设备
还是赢得前线部队的好评。还是赢得前线部队的好评。



�� 计算机视觉与自然语言处理的共同难点？计算机视觉与自然语言处理的共同难点？

----常识！常识！

�� 常识构建的两个途径：常识构建的两个途径：

��人工设定？人工设定？

��机器学习？机器学习？



� 一一一一、、、、梦的开始梦的开始梦的开始梦的开始

� 二二二二、、、、梦的延续梦的延续梦的延续梦的延续

� 三三三三、、、、群龙问鼎群龙问鼎群龙问鼎群龙问鼎

� 四四四四、、、、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

� 五五五五、、、、梦醒何方梦醒何方梦醒何方梦醒何方？？？？--三个讨论三个讨论三个讨论三个讨论

� “人工”人工智能

� 强AI与弱AI之争

� AI需要情感吗

OutlineOutline



人肉搜索引擎人肉搜索引擎



““人工人工””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Human computationHuman computation

�� 通常：人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通常：人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

��人把形式化的问题描述提交给计算机，得到解人把形式化的问题描述提交给计算机，得到解

�� ““人工人工””AIAI：计算机要求人解决问题，再将解：计算机要求人解决问题，再将解

搜集集成解释搜集集成解释

��可以解决单独人或单独计算机都无法解决的问可以解决单独人或单独计算机都无法解决的问

题题



WikipediaWikipedia

�� 2001, Jimmy Wales2001, Jimmy Wales

疯狂的想法疯狂的想法

�� 现在，第现在，第77大网站大网站

��英文版就含有英文版就含有280280万篇文章，万篇文章，
是大英百科全书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55倍多。倍多。

��迫使微软放弃迫使微软放弃EncartaEncarta服务服务

�� 国内类似服务：百度百科、知道国内类似服务：百度百科、知道



搜索搜索Jim GrayJim Gray

�� 19981998年图灵奖获得年图灵奖获得
者，者，Jim GrayJim Gray

�� 20072007年年11月月2828日早上独日早上独
自乘船离开自乘船离开San San 
Francisco BayFrancisco Bay，随后，随后
失踪失踪

�� http://www.helpfindjimhttp://www.helpfindjim
.com/.com/

��组织自愿者检查了组织自愿者检查了
560,000 560,000 幅卫星图像幅卫星图像



reCAPTCHAreCAPTCHA ----帮助电子化图书
http://recaptcha.net/



Google image labelerGoogle image labeler

2006， 5000 5000 个用户可以在两个月内标注所有个用户可以在两个月内标注所有GoogleGoogle图像图像



Verbosity Verbosity ---- 搜集常识搜集常识



Luis von Luis von AhnAhn [1979 [1979 -- ]]

http://http://www.cs.cmu.edu/~biglouwww.cs.cmu.edu/~biglou//

�� reCAPTCHAreCAPTCHA、、Google Image LabelerGoogle Image Labeler、、 VerbosityVerbosity等技术的等技术的
开创者，开创者，

�� 20052005年博士论文首先使用年博士论文首先使用 "human computation"human computation““

�� 20062006年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年获麦克阿瑟天才奖

�� Human Computation (Google Human Computation (Google TechTalkTechTalk, 2006), 2006)
��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82464639809766351438246463980976635143

�� Q: Q: 你做的很有趣也有用，但那是科学吗？你做的很有趣也有用，但那是科学吗？

AA：是的，并且我的研究论文在一份名叫：是的，并且我的研究论文在一份名叫《《ScienceScience》》的刊物上的刊物上
发表了发表了☺☺

我不确定计算机科学是否是我不确定计算机科学是否是””ScienceScience””，但是，但是““Who caresWho cares””



Luis von Luis von AhnAhn ---- http://www.gwap.com/gwap/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8246463980976635143



�� ““Human computationHuman computation”” 在中国的在中国的

应用前景？应用前景？



强强AIAI与弱与弱AIAI之争之争

�� 赛尔的中文屋赛尔的中文屋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 （（19311931））

�� 11）任何包含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如果是无矛盾）任何包含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如果是无矛盾
的，则一定是不完备的的，则一定是不完备的

�� 22）如果这种形式系统是无矛盾的，那么这种无矛）如果这种形式系统是无矛盾的，那么这种无矛
盾性一定不能在本系统中得到证明盾性一定不能在本系统中得到证明

�� 19891989年，彭罗斯年，彭罗斯《《皇帝新脑皇帝新脑》》
�� 人类的直觉可以解决的问题计算机不能解决，所以计人类的直觉可以解决的问题计算机不能解决，所以计
算机永远不可能具有人脑的能力。算机永远不可能具有人脑的能力。

�� 哥德尔：很可能大脑的功能像一台数字计算机，哥德尔：很可能大脑的功能像一台数字计算机，
但是有与物质相分离的心。但是有与物质相分离的心。



�� 计算机能否有自由意志计算机能否有自由意志//目的性目的性//灵魂灵魂//心？心？

�� 人有没有自由意志人有没有自由意志//目的性目的性//灵魂灵魂//心？心？

�� 【【VideoVideo】】TED2007TED2007，，HodHod LipsonLipson，，Robots that Robots that 
are selfare self--awareaware

�� 是否让人恐慌：是否让人恐慌：““我们只要拔掉机器人的插销就好了，还我们只要拔掉机器人的插销就好了，还
有好多眼前的事情比这个更值得我们担心呢。有好多眼前的事情比这个更值得我们担心呢。””

�� 最新工作：最新工作：””机器人代替科学家机器人代替科学家??””所描述的所描述的““利用算法去自利用算法去自
动搜寻物理公式动搜寻物理公式””



�� AIAI作为实验手段作为实验手段作为实验手段作为实验手段？？？？作为实验手段作为实验手段作为实验手段作为实验手段？？？？

逻辑推理

定理证明
自然语言处理

视觉处理

……

……

……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情感计算情感计算

�� 赋予计算机或机器人以人类式的情感，使赋予计算机或机器人以人类式的情感，使
之具有表达、识别和理解情感的能力之具有表达、识别和理解情感的能力

�� 可以吗？可以吗？

��行为主义的实现行为主义的实现
��【【VideoVideo】】TEDTED 20032003，，Rodney BrooksRodney Brooks，，How How 

robots will invade our livesrobots will invade our lives

��【【VideoVideo】】many_people.avimany_people.avi

�� 必要吗？必要吗？



�� 维纳，维纳，《《人有人的用处人有人的用处》》,1950,1950

�� ““那种被我们主观地称之为情绪的现象，也许并那种被我们主观地称之为情绪的现象，也许并

不单纯是神经活动中的一种没有用处的附带现不单纯是神经活动中的一种没有用处的附带现
象，它很可能控制着学习过程中的以及其他类象，它很可能控制着学习过程中的以及其他类
似过程中的某一重要阶段。似过程中的某一重要阶段。””

�� Marvin Marvin MinskyMinsky，，20062006《《The Emotion The Emotion 

MachineMachine》》

�� http://http://web.media.mit.edu/~minskyweb.media.mit.edu/~minsky//

��情感不是理智的对立面，它们都是思维方式情感不是理智的对立面，它们都是思维方式



神经科学家神经科学家 Antonio Antonio DamasioDamasio

�� 理性决策并不仅仅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还需理性决策并不仅仅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还需
要情绪与感受的支持要情绪与感受的支持
��情绪和感受的缺失不仅会影响理性，它甚至可情绪和感受的缺失不仅会影响理性，它甚至可
以摧毁理性，使明智的决策变得不再可能以摧毁理性，使明智的决策变得不再可能

�� 书书
�� (1994). Descartes(1994). Descartes‘‘ Error. Error. 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
人脑人脑

�� (1999).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and (1999).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感受发生的一感受发生的一
切：意识产生中的身体情绪切：意识产生中的身体情绪

�� (2003). Looking for Spinoza: Joy, Sorrow and the (2003). Looking for Spinoza: Joy, Sorrow and the 
Feeling Brain. Feeling Brain. 寻找斯宾诺莎寻找斯宾诺莎



��脑科学的研究能给脑科学的研究能给AIAI带来新的启示吗？带来新的启示吗？



We can only see a short distance We can only see a short distance 

ahead, but we can see plenty there ahead, but we can see plenty there 

that needs to be done. that needs to be done. 

我们目光所及，只在不远的前方，但我我们目光所及，只在不远的前方，但我
们知道那里还有大量的事要做们知道那里还有大量的事要做

----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Alan TuringAlan Turing，，19501950



声明声明

�� 本本slidesslides所用的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人不所用的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人不

拥有版权拥有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