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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人类认知的基石

瞬时记忆
(多通道感知)

持续时间：< 5 sec

工作记忆
(直觉、顿悟、因果等推理)

持续时间：< 30 sec

长期记忆
(先验、知识等)

持续时间： 1 sec--lifelong

Alan Baddeley, Working memory: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4, 829–839, 2003

知之在人者谓之知
知觉：人所固有认识外界客观
事物本能，如视觉、听觉和触

觉等能力

知有所合谓之智 智慧：知觉对外界事物的认知

所以能之在人者为
之能

本能：人身上所具用来处置事
物能力

能有所合谓之能 智能：对外界所产生的认知和
决策

《荀子. 正名》



记忆单元之间及其与环境的交互是提升智能能力的重要途径

瞬时记忆
(多通道感知)

持续时间：< 5 sec

工作记忆
(直觉、顿悟、因果等推理)

持续时间：< 30 sec

长期记忆
(先验、知识等)

持续时间： 1 sec--lifelong

环境：强化学习

Human-level control through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Nature,  518:529–533, 2015

Your ability to remember

something doesn’t just

depend on the strength of

the memory, it depends

on the state that you’re in



从分段学习到“端到端”学习：以自然语言翻译为例

 word2vec

 Paragraph2vec

 Node2vec

 path2vec

语法

语用

语义

编码

解码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Hidden Markov Model



从分段学习到“端到端”学习：以视觉分类和理解为例

 Two stream model

 Region-CNN

 Mask R-CNN

Detection Classification Understanding

输入端 输出端：高层语义(what)端到端学习，利用卷积、池化和误差反
向传播技术，强调特征学习

黑盒子
(多粒度语义在中间层丢失)



从分段学习到“端到端”学习

分段学习

端到端学习



从图灵机到神经图灵机：利用外在记忆体中的知识

A.M.Turing, 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 Proceedings of 

the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 Ser. 2, Vol. 42, 1937

Alex Graves, et al., Hybrid computing using a neural network with 

dynamic external memory, Nature 538, 471–476,2016 



弦外之音、画外之意：
利用外在记忆体的深度神经推理

 Jason Weston(facebook), et al., Memory Networks, arXiv:1410.3916

 Retrieval induces adaptive forgetting of competing memories via cortical pattern suppression, Nature Neuroscience, 18, pages582–589 (2015)

 A neural algorithm for a fundamental computing problem, Science , 358, Issue 6364,793-796, 2017

记忆的激活：
哈希索引的相似度搜索

记忆的可塑性维持、用尽废退：
强化学习中记忆的形成、巩固和遗忘

利用外在记忆体中的知识进行可计算推理



one shot learning

 Adam Santoro,et al., Meta-Learning with Memory-Augmented Neural Networks

 Chenjun Xiao, et al., Memory-Augmented Monte Carlo Tree Search

 Emilio Parisotto, et al., Neural Map:Structured Memory for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onte Carlo Tree Search Structured memory

外在记忆体中的知识的不同利用方式



有效利用当前数据、已有知识和未知交互

Shallow models Deep models 备注

Language model Neural language model

 不只是单纯追求将浅
层模型拓展到深层模
型。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
个转变过程中，巧妙
融合数据、知识和交
互经验，多种手段和
方法的综合利用。

Bayesian Learning Bayesian deep learning

Turing Machine Neural Turing Machin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Generative Model Deep Generative Model

X Deep or Neural + X



记忆激活机制

交互更新手段

 逻辑、描述、事实型知识的表示
方法，从离散符号到分布式向量
表达，为深度神经推理打下基础

 编码（形成新的记忆）以及记忆
检索（回想过去）的机制，即实
现模式分离和模式完成。

 通过人-机交互、机-机交互等形式，

或者利用认知模型、或者借助自
我博弈，进行知识更新

知识表达模型

交互

记忆

数据

对推理过程逐渐松绑，使推理逐步走向对思维广泛模拟：跨媒体综合推理

有效利用当前数据、已有知识和未知交互的挑战



知识涌现

经验探索推理学习

跨媒体
综合推理

数据驱动中归纳

知识指导下演绎 行为强化内规划

跨媒体综合推理

有机协调“知识指导下的演绎”、“数据驱动中的归纳”和“行为强化内的规划”等理论模型
和方法手段，建立知识、数据和反馈于一体的人工智能理论和模型



多个源头、多种数据、三向交互的综合推理机制

跨媒体综合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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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基础科学问题

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及应用(第194期双清论坛，
2017.12.2-3,长沙)

1. 场景理解过程中的跨层次关联

2. 视觉知识表示和推理

3. 场景理解中的触类旁通能力的学

习

4. 视觉与语言的交互机制

5. 脑机理认知

6. 类脑可计算模型

7. 计算架构与能力

8. 多源碎片化知识的表示

9. 多源碎片化知识推理与发现

10. 多源碎片化知识的适配

11. 人工智能的自动推理

12. 非合作博弈数学模型

13. 从记忆中提取答案

14. 无时不刻的预测

15. 基于常识的推理

16. 语言和知识

17. 对新问题如何提出解

决方案

18. 开放动态环境中机器

学习面临新的挑战：

分布偏移、类别可增、

属性变动、目标多样、

环境变迁

19. 神经形态器件

20. 神经处理器

21. 神经计算机基础软件

22. 神经网络的记忆机制



194期双清论坛归纳整理后的科学问题

脑与认知

• 脑观测与脑认知

• 神经网络的记忆机制

• 类脑可计算

• 脑观测

机器学习

• 知识表示与推理

• 动态环境下机器学习

• 记忆的学习方法

• 视觉、语言与学习

工具与平台

• 神经形态器件

• 神经处理器

• 神经计算机基础软件



2018人工智能2.0：理论与应用
 人工智能基本理论问题，如可解释

性深度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类脑学习，如脉冲神经网络和记忆

增强推理

 人在回路智能学习

 创意智能应用，如社交聊天机器人

（即小冰）和自动语音识别

 卡耐基梅隆大学Raj Reddy博士分享

了他对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看法，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郁彬教授主张在

人机协作中使用统计概念以提升智

能，中国科学院程健研究员等综述

了深度神经网络加速方法。



时序增强的知识记忆网络在问答中的应用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语出《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时序增强的知识记忆网络在问答中的应用

用户在凝练答案过程中不仅会理解问题本身，同时也会理解先前已有答案，之后在此基础上对
自己所给出回答进行修正和补充，进而给出质量更高的答案。



时序增强的知识记忆网络在问答中的应用

进一步引入知识记忆网络(knowledge memory network)，利用外部知识来加强问答学习性能



你说我画：从认知到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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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指挥家Clive Wearing：
 因 herpes simplex virus（单纯疱疹病毒）侵蚀大脑hippocampus（海马体）而患上

anterograde amnesia （顺行性遗忘症）
 海马体是将短期记忆传递成长期记忆的重要器官

他的记忆，和金鱼一样，只要“七秒”就会消失。他的生命是一段又一段的空白，没有过去，没有
未来。

仅有短期记忆的人生



数据驱动的机器学
习方法

先验与知识引导

从浅层计算到深度神经推理

从单纯依赖于数据驱动的模型到数据驱动与知识引
导相互结合

从领域任务驱动智能到更为通用条件下的强人工智
能（从经验中学习）

Yueting Zhuang, Fei Wu, Chun Chen, Yunhe Pa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rom Big Data to Knowledge in AI 2.0, 

Frontier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2017,18(1):3-14

实现可解释、更鲁棒和更通用的人工智能
数据利用、知识引导与能力学习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