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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源自米歇尔多年来对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真实状态的记录，她在书中通过 5 个部分揭示了“现在的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以及在未
来几十年我们能从它们身上期待什么”。在描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之后，作者通过对视觉识别、游戏与推理、自然语言处理、常识判断这
4 大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应用的发展现状和局限性的探究，厘清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书中关于人脸识别、无人驾驶、机器翻译等
方面的案例分析都充满了巨大的启示！而这些，都是当下人工智能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人工智能想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所必须重新思考的。看
懂这本书，你将对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全景式的认知。

“GEB”作者侯世达曾逐章审读本书，并为每一页都写满了意见！ 《AI 3.0》是智能觉醒的启蒙，将掀起第三波人工智能热潮！ 《AI 3.0》所
要传达的观点是：我们人类倾向于高估人工智能的进步，而低估人类自身智能的复杂性。目前的人工智能与通用的、人类水平的智能还相距
甚远。 我们应该感到害怕的不是智能机器，而是“愚笨”的机器，即那些没有能力独立做决策的机器。 相比于机器的“智能”，我们更应关注如
何规避“愚笨”机器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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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仍离不开“你”的大数据

深度学习需要大数据，这已经不是什么秘
密了，比如 ImageNet 上超过百万张已标注
的训练图像。这些数据从哪里来？答案当然是
你以及你所认识的每个人。现代计算机视觉
应用程序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归功于互联网
用户已上传的、有时带有说明图像内容的文本
标签的数十亿张图像。你是否曾在 Facebook
上发布过一张朋友的照片并进行评论？
Facebook应该对你表示感谢！该图像及其文
本可能已被用于训练他们的人脸识别系统了。
你是否曾在Flickr 上传过图片？如果是，那么
你所上传的图像可能已成为 ImageNet 训练
集的一部分了。你是否曾通过识别一张图片
来向某个网站证明你不是一个机器人？你的
识别结果可能帮助了谷歌为图片设置标签并
被用于训练其图片搜索系统。

大型科技公司通过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为
你提供许多免费服务：网络搜索、视频通话、电
子邮件、社交网络、智能助理，诸如此类。这些
对公司有什么用处呢？答案你可能已经听说
过，就是这些公司真正的产品其实是其用户，
例如你和我，而他们真正的客户则是那些获取
我们在使用这些免费服务时的注意力和信息
的广告商。还有另外一个答案：在使用大型科
技公司如谷歌、亚马逊和 Facebook 等提供
的服务时，我们会以图像、视频、文字或语音等
形式直接为这些公司提供样本，这些样本可供
公司更好地训练其人工智能程序，这些改进的
程序能够吸引更多用户来贡献更多数据，进而
帮助广告商更有效地定位其广告投放的对象。
此外，我们提供的训练样本也可被公司用于训
练程序来提供企业服务，并进行商业收费，例
如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服务。

关于这些大公司在没有通知或补偿用户
的情况下，使用用户所创造的数据来训练程序

并用于销售产品的道德问题，已有许多相关探
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主题，但超出了
本书的范围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依
赖于收集到的大量已标注的数据来进行训练
是深度学习不同于人类学习的另一个特点。

随着深度学习系统在物理世界实际应用
的激增，很多公司发现需要大规模的新标记的
数据集来训练DNN。自动驾驶汽车就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例子，这类汽车需要复杂的计算机
视觉功能，以识别车道、交通信号灯、停车标志
等，以及辨别和追踪不同类型的潜在障碍物，
如其他汽车、行人、骑自行车的人、动物、交通
锥、翻倒的垃圾桶、风滚草，以及其他任何你可
能不希望汽车会撞到的对象。自动驾驶汽车
还需要学习这些对象在晴天、雨天、下雪天、有
雾的日子，以及白天和黑夜时看起来的样子，
还要学会判断哪些对象可能会发生移动，而哪
些则会留在原地。深度学习将有助于这项任
务的实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但这同
样需要大量的训练样本。

自动驾驶汽车公司从安装在真实汽车上
的摄像头所拍摄的海量视频中收集训练样本。
这些行驶于高速公路和城市街道中的汽车可
能是汽车公司用来测试的自动驾驶车辆的原
型，而对特斯拉而言，这些汽车就是由客户驾
驶的汽车，在客户购买特斯拉汽车时，需要接
受该公司的数据共享条款。

特斯拉车主并未被要求对他们的汽车拍
摄的视频中的每个对象进行标注，但有人在做
这些事。2017 年，《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称，“大多数研究这项技术的公
司位于印度等国的离岸外包中心并雇用了数
百至上千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教自动驾驶汽车
识别行人、骑自行车的人以及其他障碍物。这
些工作人员需要手动标注长达数千小时的视
频片段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且通常是逐帧进行
标注”。提供标注数据集服务的新公司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例如，Mighty AI 公司提供训练
计算机视觉模型所需的标注数据，并承诺：
“我们是知名的、专攻自动驾驶数据的、经过
认证的、可信的标注者。

长尾效应常常会让机器犯错

这种需要大型数据集和大量人类分类员
的监督学习方法，至少对自动驾驶汽车所需的
某些视觉功能是有用的，许多公司也正在探索
利用类似于视频游戏的模拟驾驶程序来强化
有监督的训练。那么对于生活的其他领域呢？
几乎所有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人都认同，监督
学习方法并不是一条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可
行途径。正如著名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吴恩达
所警告的：“对大量数据的需要是目前限制深
度学习发展的主要因素。”另一位知名的深度
学习专家约书亚·本吉奥表示赞同，他说：“实
事求是地讲，我们不可能对世界上的所有事物
都进行标注，并一丝不苟地把每一个细节都解
释给计算机听。”

这一情况由于“长尾效应”的存在而进一
步恶化，所谓的“长尾”，就是指人工智能系统
可能要面临各种可能的意外情况。遇到红灯或
停车标志等都是常见的情况，被评定为具有高
可能性；中等可能性的情况包括遇到碎玻璃或
者风吹过来的塑料袋，这些情况并非每天都会

遇到，但也不是不常见，这取决于你驾驶的区
域；不太常见的情况是自动驾驶汽车遇到了被
水淹没的道路或被雪遮挡住的车道标志；而在
高速公路的中央遇到一个雪人，则是更加不常
见的情况了。

我想出了上述这些不同的情况，并对其相
应的可能性进行了猜测，我相信你可以想出更
多自己的猜测。任何一辆单独的汽车都可能是
安全的，毕竟，总体来说，自动驾驶的测试车辆
已经行驶了数百万千米，也只发生了很少的交
通事故，尽管其中确有一些备受关注的伤亡事
故。然而，一旦自动驾驶汽车普及开来，真实世
界中有如此多种可能的情况，尽管每个单独
的、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极少发生，但是面对
如此多数不清的可能场景以及巨大的车流量，
总会有某辆自动驾驶汽车会在某个时间、某个
地点遭遇其中的一种情况。

“长尾”这个术语来自统计学，其中包含
的各种可能事件的概率分布的形状类似于图
6-1：这一长串可能性低，但却可能发生的情
况被称为该分布的“尾巴”，尾巴上的情况有
时被称为“边缘情况”。人工智能在现实世界
的大多数领域中都会面对这种长尾效应：现实
世界中的大部分事件通常是可预测的，但仍有
一长串低概率的意外事件发生。如果我们单纯
依靠监督学习来提升人工智能系统对世界的
认识，那么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尾部的情况并
不经常出现在训练数据中，所以当遇到这些意
外情况时，系统就会更容易出错。

举两个真实的案例。2016年 3月，天气预
报称美国东北部将出现大规模暴风雪，推特上
有报道称发现特斯拉汽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
把车道标记和高速公路上为预防暴风雪而铺
设的盐线弄混了。2016年 2月，谷歌的一辆无
人驾驶汽车在右转弯时，为避开公路右侧的沙
袋不得不左转，致使车辆的左前方撞上了一辆
在左车道行驶的公共汽车。这两辆车都预判对
方会进行避让，其中公交车司机可能认为，人
类司机会害怕体积更大的公交车从而选择避
让，没想到这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从事自动
驾驶技术研究的公司敏锐地意识到了长尾效
应，他们的团队围绕可能的长尾情境展开了头
脑风暴，积极创造更多的训练样本，并针对他
们能想到的所有不太可能的场景编写了相应
的应对策略，但是，他们显然无法穷尽系统可
能遇到的所有场景。

一种常见的解决方案是：让人工智能系统
在少量标注数据上进行监督学习，并通过“无
监督学习”来学习其他所有的内容。无监督学
习是指在没有标记数据的情况下学习样本所
属类别的一系列方法。常见的例子包括：基于
相似度来对样本进行分类的方法，或者通过与
已知类别进行对比来学习新类别的方法。正如
我将在后面章节中介绍的那样，对抽象事物的
感知以及类比是人类擅长的，但目前还没有成
功的人工智能算法来实现这种无监督学习。杨
立昆承认：“无监督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暗物
质。”换句话说，对于通用人工智能，几乎所有
学习都应该在无监督方式下进行，然而，还没
人提出过成功进行无监督学习所需各种算法。

人类总会犯错，特别是在驾驶时，如果是
我们处在前文例子中为躲避沙袋而要转向的
场景，我们也有可能会撞上那辆公交车；但是，
人类具有一种当前所有的人工智能系统都缺

乏的基本能力：运用常识。我们拥有关于这个世
界的体量庞大的背景知识，包括物质层面及社
会层面。我们对现实世界中的事物会如何行动
或变化有充分的了解，无论它是无生命的还是
有生命的，我们广泛地运用这些常识来决定如
何在特定情况下采取行动。即使从未在暴风雪
天开过车，我们也能推断出道路铺设盐线的原
因。我们知道如何与其他人进行社交互动，因此
能够使用眼神、手势和其他肢体语言交流来应
对电源故障期间交通信号灯无法使用的情况。
我们也知道，应该尽量避让大型公共汽车，即便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拥有路权。这里我举的
只是汽车驾驶方面的一些例子，其实人类通常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本能地运用常识。

机器“观察”到的与我们截然不同

几年前，我的研究团队的一名研究生威
尔?兰德克尔（Will Landecker），训练了一
个可以将图像分为“包含动物”和“不包含动
物”两种类别的 DNN。网络在图像上进行了
训练，并且在测试集上表现得非常好，但网络
实际上学到了什么呢？通过仔细研究，威尔发
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网络学会的是
将具有模糊背景的图像分到“包含动物”这一
类别，无论该图像是否真的包含一只动物。这
是由于训练集以及测试集中的图像遵循了一
项重要的摄影规则：聚焦在目标对象上。当图
像的目标对象是一只动物时，动物将成为焦
点，而图像的背景是模糊的。当图像本身就是
一种背景时，则图像中没有任何地方是模糊
的。令威尔感到很懊恼的是，他的网络并没有
学会识别动物，而是使用了与动物图像统计特
征相关的更简单的线索，如模糊的背景。

这是机器学习常见现象。机器学到的是它
在数据中观察到的东西，而非我们人类可能观
察到的东西。如果训练数据具有统计性关联，
即使这些关联与机器要解决的任务无关，机器
也会很乐意学习这些内容，而不是学习那些我
们希望它学习的内容。如果机器在具有相同统
计性关联的新数据上进行测试，它将表现得像
是已经成功地学会了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然
而，机器在其他数据上运行可能会出乎意料地
失败，就像威尔的网络在无模糊背景的动物图
像上的表现一样。用机器学习的术语来说，威
尔的网络“过拟合”（overfitted）了特定的
训练集，因此无法很好地将其学到的知识应用
到与训练集特征不同的那些图像上。

近年来，一些研究团队调查了在 Ima-
geNet 和其他大数据集上训练的 ConvNets
是否同样会在其训练数据上过拟合。有一个研
究团队表示：如果ConvNets 是在从网络下载
的图像上进行训练的，那么在由机器人用照相
机在房屋中移动拍摄出来的图像上，它们就会
表现得很差。其他研究团队表明，图像表面的
变化，如使图像模糊一点或给图像加上斑点、
更改某些颜色或场景中物体的旋转方向等，这
些扰动不影响人类对其中对象的识别，却可能
导致 ConvNets 出现严重错误。ConvNets 和
其他那些在目标识别方面“超越”人类的网络
的这种意想不到的脆弱性，表明它们在其训练
数据上出现了过拟合，而且学到了一些与我们
试图教给它们的不同的东西。

（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