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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 智 能 与 艺 术 设 计

　 前言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是指机器像人一样拥有智能能力，是一门融合计

算机科学、统计学、脑神经学和社会科学的前沿综合学科，可以代替人类实现识别、认知、分

析和决策等多种功能。人工智能涉及心理学、认知科学、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和生

物科学等多门学科，目前已在多个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并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９０年代，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与“深蓝”计算机决战，“深蓝”获胜，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２０１６年，韩国围棋国手李在石与围棋程序ＡｌｐｈａＧｏ对弈中首战失利，再

一次将人工智能拉入了公众的视野，人工智能成为话题度最高的科技和最流行的媒体语言。

中国政府将人工智能列为重点发展战略，２０１９年，教育部批准３５所高校增设人工智能本科

专业。人工智能教育建设已经掀起热潮。

近些年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人工智能产品已经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扫地机器

人、智能保姆等进入家庭生活，智能社会、智能城市已在发达城市成为现实，５Ｇ技术的应用、

无人驾驶等高科技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虽然它们还没有《终结者》中描述得那么先进，但

以前遥不可及的人工智能概念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却是不争的事实，政府和学界正密切关

注人工智能的现状。

《人工智能与艺术设计》全书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学科内涵、学科历史及发展，人类智能的

生理基础；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理论，以及模式识别系统，人工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重点讲述它的应用，包括人体行为与智能机器人、智能系统与智能社会，人工智能与艺术设

计的知识内容和发展。本着顺应时代，努力为教育建设添砖加瓦的思想，解密人工智能在艺

术领域的应用，为艺术类大学生、艺术爱好者提供帮助。

作　者

２０１９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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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　概　　述

　

１　概　　述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的英文缩写为ＡＩ。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拓

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近年来，“人工智能”逐渐

成为热点话题。人工智能是一门极富挑战性的科学，研究人工智能首先必须要懂得计算机

科学、心理学和哲学。人工智能是一门十分广泛的科学，涉及不同的领域，如机器学习、计算

机视觉等。总的来说，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

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这种“复杂工作”的理解是不同的。

１．１　人工智能的学科内涵

１．１．１　学科概念

人工智能的定义可以分为两部分，即“人工”和“智能”。“人工”比较好理解，争议性也不

大。有时我们会考虑什么是人能够制造的，或者人自身的智能程度有没有高到可以创造人

工智能的地步等。但总的来说，“人工系统”就是通常意义下的人工系统。

关于什么是“智能”，问题就很多了。这涉及其他诸如意识、自我、思维（包括无意识的思

维）等问题。人唯一了解的智能是人本身的智能，这是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

“智能”概念最早可追溯到１７世纪莱布尼茨有关智能的设想。首先是对“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的一种重要区分，即强调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数学和生物学（泛指应用科学、技术、工程）等语

境下的“智能”，如机器智能、类人类（水平）智能，并非仅仅是心理学范畴下的“智力”或自然

智能。

《计算机与通信词典》（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对“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一词做

出了科学规范的概念解释：（１）源于各种资源汇集而成的信息；（２）有用的、确证的、经处理

过的以及在时效基础上可实现的信息。这一解释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指向信息本体，技术背景

下的“智能”在本体论上是信息处理的一种特殊形式。

从自然意义上而言，自然智能即指人类通过自身智力，收集和处理不确定信息并输出新

信息以改变基本生存需求，是人类在本体（或近体环境）上实现自身智力的信息处理过程，是

人对人本身的信息反馈。

从技术意义上而言，智能虽然同样需要人类通过自身智力对信息源进行处理，但是其输

入、输出对象不再是人类本体，而是无生命的机器或者类生命体。这要求人们对自身智力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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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认识，能够将这种全面的认识赋予机器或者类生命体，创造出智能机或者智能体，实

现人机或机机交互的智能表现。就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对认知能力的挖掘，技术智

能实现正走向类人或无限接近人类水平的智能体。

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尼尔逊（Ｎｉｌｓｓｏｎ）教授对人工智能下了这样

一个定义：“人工智能是关于知识的学科———怎样表现知识以及怎样获得知识并科学地使用

知识。”而另一名著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Ｗｉｎｓｔｏｎ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

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的工作。”这些说法反映了人工智能学科的基本思想和基

本内容。即人工智能是研究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构造具有一定智能的人工系统，是研究如

何让计算机去完成以往需要人的智力才能胜任的工作，也就是研究如何应用计算机的软硬

件来模拟人类某些智能行为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

１．１．２　学科定位

人工智能作为研究机器智能和智能机器的一门综合性高技术学科，产生于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它是一门涉及心理学、认知科学、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和生物科学等多学科

的综合型技术学科，目前已在知识处理、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博弈、自动定理证明、自动

程序设计、专家系统、知识库、智能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并形成了多元化

的发展方向。

１．１．３　学科功能及相关性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分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被称为世界三大尖端技术（空

间技术、能源技术、人工智能）之一，也被认为是２１世纪三大尖端技术（基因工程、纳米科学、

人工智能）之一。人工智能在很多学科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逐

步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自成一个系统。

人工智能是研究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推理、思考、规

划等）的学科，主要包括计算机实现智能的原理、制造类似于人脑智能的计算机、使计算机能

实现更高层次的应用。人工智能涉及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哲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可以说几

乎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计算机科学的范畴，人工智能

与思维科学的关系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人工智能处于思维科学的技术应用层次，是它的一

个应用分支。从思维观点看，人工智能不仅限于逻辑思维，要考虑形象思维、灵感思维才能

促进人工智能突破性的发展。数学常被认为是多种学科的基础学科，不仅在标准逻辑、模糊

数学等范围发挥作用，数学也进入语言、思维领域，同样，数学也进入了人工智能学科，人工

智能学科也必须借用数学工具，它们将互相促进从而更快地发展。

当我们讨论智能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谈及智能的特点和标准在哪里的时候，但凡有科学

技术背景的研究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提起“艾伦·图灵”这个名字，其在智能科学技术领域的

地位已无须多言。一般来说，人们对图灵机的创造以及图灵检验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即智能

的标准。在现代智能概念形成的初期，图灵在其最重要的文章中写道：“我建议来考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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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机器能思考吗？”图灵的真正目的是找到一个可操作（关于智能存在）的标准（当然这

个标准至今依然被认为是唯一的可行标准）：如果一台机器“表现得”和一个能思考的人类

一样，那么我们就几乎可将之认定为是在“思考”的。如此，智能概念的意义从人的智能延伸

到了机器表征，使其通过信息处理和计算分析与人的智能相互联系。

“机器学习”的数学基础是统计学、信息论和控制论，还包括其他非数学学科。这类“机

器学习”对“经验”的依赖性很强。计算机需要不断从解决一类问题的经验中获取知识，学习

策略，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运用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并积累新的经验，就像普通人一样。我

们可以将这样的学习方式称为“连续型学习”。但人类除了会从经验中学习之外，还会创造，

即“跳跃型学习”，这在某些情形下被称为“灵感”或“顿悟”。一直以来，计算机最难学会的就

是“顿悟”。或者再严格一些来说，计算机在学习和“实践”方面难以学会“不依赖于量变的质

变”，很难从一种“质”直接到另一种“质”，或者从一个“概念”直接到另一个“概念”。正因为

如此，这里的“实践”并非同人类一样的实践。人类的实践过程同时包括经验和创造，这是智

能化研究者梦寐以求的东西。

人工智能在计算机领域得到了愈加广泛的重视，并在机器人、经济政治决策、控制系统、

仿真系统中得到应用。

１．２　人工智能的学科发展历史

自古以来，人类就力图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当时的技术条件，试图用机器来代替人进

行部分脑力劳动，以提高人类自身征服自然的能力。公元８５０年，古希腊就有制造机器人帮

助人们劳动的传说。在我国，公元前９００多年，也有歌舞机器人传说的记载，这说明古代人

类就有人工智能的幻想。随着历史的发展，１２世纪末至１３世纪初，西班牙的神学家和逻辑

学家ＲｏｍｅｎＬｕｅｅ试图制造能解决各种问题的通用逻辑机。１７世纪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Ｂ．Ｐａｓｃａｌ制成了世界第一台会演算的机械加法器并投入实际应用。随后德国数学家和哲学

家莱布尼茨在这台加法器的基础上发展并制成了进行全部四则运算的计算器。他还提出了

逻辑机的设计思想，即通过符号体系，对对象的特征进行推理，这种“万能符号”和“推理计

算”的思想是现代化“思考”机器的萌芽，因而他被后人誉为数理逻辑的第一个奠基人。接

着，英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Ｂｏｏｌｅ初步实现了莱布尼茨关于思维符号化和数学化的思想，提

出了一种崭新的代数系统，这就是后来在计算机上广泛应用的布尔代数。１９世纪末，英国

数学家和力学家Ｃ．Ｂａｂｂａｇｅ致力于差分机和分析机的研究，虽因条件限制未能完全实现，

但其设计思想为当年人工智能的最高成就。

１．２．１　人工智能的萌芽

进入２０世纪后，人工智能相继出现若干开创性的工作。１９３６年，年仅２４岁的英国数学

家（Ａ．Ｍ．Ｔｕｒｉｎｇ）在他的一篇《理想计算机》的论文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机模型，１９４５年

他进一步论述了电子数字计算机的设计思想，１９５０年他又在《计算机能思维吗？》一文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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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机器能够思维的论述，可以说这些都是图灵为人工智能所做的杰出贡献。１９４６年，美

国科学家Ｊ．Ｗ．Ｍａｕｃｈｌｙ等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ＥＮＩＡＣ，随后又有不少

人为计算机的实用化不懈奋斗，其中贡献卓著的应当是冯·诺依曼（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目前

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计算机依然是冯·诺依曼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是许多代人

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这项划时代的成果为人工智能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一时

期，美国数学家Ｎ．Ｗｉｅｎｅｒ创立了控制论，美国数学家Ｃ．Ｅ．Ｓｈａｎｎｏｎ创立了信息论，英国生

物学家Ｗ．Ｒ．Ａｓｈｂｙ设计的脑模型等，这一切都为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做出了理论和实验

工具上的巨大贡献。

１．２．２　人工智能的积累

１９５６年夏季，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Ｃｏｌｌｅｇｅ），由青年数学助教Ｊ．Ｍｄａｒｔｈｙ

和他的三位朋友 Ｍ．Ｍｉｎｓｋｙ、Ｎ．Ｌｏｃｈｅｓｔｅｒ和Ｃ．Ｓｈａｎｎｏｒ共同发起，邀请ＩＢＭ 公司的

Ｔ．Ｍｏｒｅ和Ａ．Ｓａｍｕｅｌ，ＭＩＴ的Ｏ．Ｓｅｌｆｒｉｄｇｅ和Ｒ．Ｓｏｌｏｍｏｎｆｆ，以及ＲＡＮＤ公司和卡内基·

梅隆大学的Ａ．Ｎｅｗｅｌｌ和Ｈ．Ａ．Ｓｉｍｏｎ等人参加夏季学术讨论班，历时两个月。这十位学者

都是在数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信息论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者，

在会上他们第一次正式使用了ＡＩ这一术语，从而开创了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这次历史性

的聚会被认为是人工智能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从此在美国形成了以人工智能为研究目标

的几个研究组，如Ｎｅｗｅｌｌ和Ｓｉｍｏｎ的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ＲＡＮＤ协作组，Ｓａｍｕｅｌ和Ｇｅｌｅｒｎｔｅｒ的ＩＢＭ

公司工程课题研究组，Ｍｉｎｓｋｙ和Ｍｃｃａｒｔｈｙ的ＭＩＴ研究组等。

这一时期人工智能的主要研究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１９５７年，Ａ．Ｎｅｗｅｌｌ、Ｊ．Ｓｈａｗ和

Ｈ．Ｓｉｍｏｎ等人的心理学小组编制出一个称为逻辑理论机（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Ｔ）

的数学定理证明程序，当时该程序证明了Ｂ．Ａ．Ｗ．Ｒｕｓｓｅｌｌ和Ａ．Ｎ．Ｗｈｉｔｅｈｅｎｄ和《数学原理》

一书第二章中的３８个定理。后来他们又揭示了人在解题时的思维过程大致可归结为三个

阶段：（１）先想出大致的解题计划；（２）根据记忆中的公理、定理和推理规则组织解题过程；

（３）进行方法和目的分析，修正解题计划。

不仅解数学题时的思维过程如此，解决其他问题时的思维过程也大致如此。基于这

一思想，他们于１９６０年又编制了能解十种不同课题类型的通用问题求解程序 ＧＰ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另外他们还发明了编程的表处理技术和纽厄尔 肖 西蒙

（ＮＳＳ）国际象棋机。和这些工作有联系的Ｎｅｗｅｌｌ关于自适应象棋机的论文和Ｓｉｍｏｎ关于

问题求解和决策过程中合理选择和环境影响的行为理论的论文，也是当时信息处理研究

方面的巨大成就。

１９５６年，Ｓａｍｕｅｌ研究的具有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能力的西洋跳棋程序是ＩＢＭ小组

进行的颇具影响力的一项工作，这个程序可以像一个优秀棋手那样，向前看几步来下棋。它

还能学习棋谱，在分析大约１７５０００盘不同棋局后，可猜测出书上所有推荐的走步，准确率达

４８％，这是机器模拟人类学习过程卓有成就的探索。在１９５９年这个程序曾战胜设计者本

人，在１９６２年还击败了美国一个州的跳棋大师。１９５９年，ＭＩＴ小组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发明的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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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处理ＬＩＳＰ（ＬＩ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语言，成为人工智能程序设计的主要语言，至今仍被广泛采

用。１９５８年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建立的行动计划咨询系统以及１９６０年Ｍｉｎｓｋｙ的论文《走向人工智

能的步骤》，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外，１９５６年Ｎ．Ｃｈｏｍｓｋｙ的文法体系，

１９５８年Ｓｅｌｆｒｉｄｇｅ等人的模式识别系统程序等，都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这

些早期成果，充分表明人工智能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茁壮成长。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人工智能的研究活动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揭示智能的有关原

理，研究者们相继对问题求解、博弈、定理证明、程序设计、机器视觉、自然语言理解等领域的

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四十多年来，不但对课题的研究有所扩展和深入，而且还逐渐搞清

了这些课题共同的基本核心问题以及它们和其他学科间的相互关系。

１９７４年，Ｎ．Ｊ．Ｎｉｌｌｓｏｎ对人工智能发展时期的一些工作写过一篇综述论文，他把人工智

能的研究归纳为四个核心课题和八个应用课题。这四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核心课题是：

（１）知识的模型化和表示方法；（２）启发式搜索理论；（３）各种推理方法（演绎推理、规划、常

识性推理、归纳推理等）；（４）人工智能系统结构和语言。而八个应用课题是：（１）自然语言

理解（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２）数据库的智能检索（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３）专家咨询系统（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４）定理证明（Ｔｈｅｏｒｅｍ

Ｐｒｏｖｉｎｇ）；（５）博弈（ＧａｍｅＰｌａｙｉｎｇ）；（６）机器人学（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７）自动程序设计（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８）组合调度问题（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这些课题的新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人工智能应用课题的研究。这一时期学术交流的发展

对人工智能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１９６９年，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成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并

举行了第一次学术会议———ＩＪＣＡＩ ６９。随着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１９７４年又成立了欧洲人

工智能学会ＥＣＡＩ（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并召开第一次会议。此

外，许多国家也都有本国的人工智能学术团体。在人工智能刊物方面，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发行

了《国际性期刊》（犃狉狋犻犳犻犮犻犪犾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爱丁堡大学还不定期出版杂志 犕犪犮犺犻狀犲

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还有ＩＪＣＡＩ会议文集，ＥＣＡＩ会议文集等。另外许多国际知名刊物也刊载了有

关人工智能的文章。

１．２．３　人工智能的成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人工智能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这一方面是因为人工智能在理论

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另一方面是因为计算机硬件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计算机速度的不断

提高，存储容量的不断扩大，价格的不断降低，以及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原来无法完成

的工作现在已经能够实现。因此，人工智能研究也就进入繁荣期。目前人工智能研究的三

个热点是智能接口、数据挖掘、主体及多主体系统，其中某些技术已经得到实用。技术的发

展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从目前的一些前瞻性研究可以看出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朝以下几

个方面发展：模糊处理、并行化、神经网络和机器情感。人工智能一直处于计算机技术的前

沿，人工智能研究的理论和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方向。今天，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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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工智能研究的成果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将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会给人们的

生活、工作和教育等带来更大的影响。

１．３　人工智能的学科展望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ＯＳＴＰ）相继发布了两份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

《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研究战略计划》（犜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狉狋犻犳犻犮犻犪犾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犮犘犾犪狀）及《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犘狉犲狆犪狉犻狀犵犳狅狉狋犺犲犉狌狋狌狉犲

狅犳狋犺犲犃狉狋犻犳犻犮犻犪犾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标志着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发达国家的美国，开始了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努力。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划时代的技术都会对文明的演

化产生深刻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１．３．１　人工智能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ＡＩ涉及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神经心理学、哲学及语言学等多个学科，是一门新

理论和新技术不断出现的综合性边缘学科。ＡＩ与思维科学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属于思维

科学的技术应用层次，延伸人脑的功能，实现脑力劳动的自动化。

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人工智能，ＡＩ在机器学习、模式识别、机器视觉、机器人学、航空

航天、自然语言理解、Ｗｅｂ知识发现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学术

流派、理论知识非常丰富，应用领域十分广泛。

ＡＩ的知识体系（见表１ １，表１ ２）从思维观点上看，ＡＩ不仅仅限于逻辑思维，同时需

要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ＡＩ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包括众多的基础理论、重要的成果及算

法、学科分支和应用领域等。如果将ＡＩ家族作为一棵树来描述，智能机器应作为树的最

终节点。可将ＡＩ划分为问题求解、知识与推理、学习与发现、感知与理解、系统与建造等

五个知识单元，该划分总结了ＡＩ家族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学科、理论基础、代表性成果

及方法。

表１ １　人工智能及分类

人工智能 研究内容 研 究 方 法 内　　容　　描　　述

符号智能

知识模型化

及表示

谓词逻辑 以逻辑表示知识，利用逻辑进行推理

产生式表示 通过产生式规则表示知识

语义网络 通过概念和语义关系网络化表达知识

框　　架
采用语义网络的节点、槽和值

结构化表示知识

搜索理论
盲目搜索 不采用启发信息的穷举式搜索

启发式搜索 采用领域相关的启发性知识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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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人工智能 研究内容 研 究 方 法 内　　容　　描　　述

符号智能

自动推理
归结推理 通过消解从父辈子句中推导出新的子句

规则演绎推理 从规则的ＩＦ部分向ＴＨＥＮ部分推理，或反之

不确定性推理

确定性推理 前提证据和结论的确定性，决定推理结果

主观Ｂａｙｅｓ方法 依据概率统计理论，结合Ｂａｙｅｓ公式和主观经验

证据理论 经典概率论扩充，将证据的信任函数与概率上下值联系

知识组织和管理 专家系统 专家知识存入知识库、通过推理问题求解

符号学习 决策树、ＩＤ３ 以符号运算为基础，获取概念及规则

计算智能

进化计算 遗传算法、进化算法 获取优良后代，种群进行随机搜索

模糊逻辑 模糊推理 基于不确定性知识模糊规则的推理方法

神经计算 神经网络学习 通过学习调节网络内的权值，使知识蕴含在权值内

统计学习 支持向量机 通过类别相邻处的支持向量产生判别函数

表１ ２　人工智能知识体系

知识单元 相关学科 理论基础 描　　述 成 果 及 算 法

问题求解
图搜索 启发式搜索 问题空间中进行符号推演 博弈树搜索、Ａ算法

优化搜索 智能计算 以计算方式随机进行求解 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

知识与推理

学习与发现

机器学习

符号学习
符号数据为输入，进行推理，

学习概念或规则

决策树、机械学习、类比学习、

归纳学习

连接学习
通过学习调节网络内部权

值，使输出呈现规律性
ＢＰ算法、Ｈｏｐｆｉｅｌｄ网络

统计学习 将学习性与计算复杂性联系 支持向量机

知识发现

数据挖掘

机器学习、智

能计算、粗集

和模糊集

用搜索方法从数据库或数据

集中发现的知识或模式

分类、聚类、关联规则、序列

模式

感知与理解

模式识别 机器学习

提取对象类特征，机器学习

产生分类知识，对待识别模

式进行类别判决

通过模式、判别函数、统计、神

经网络等方法识别指纹、人

脸、语音及文字等

自然语言

理解

知识表达

推理方法

通过关键字匹配、句法分析、

语义分析等方法进行理解
机器翻译、语音理解程序

机器视觉

图像处理、模

式识别、机器

学习

由低层视觉提取对象特征，

通过机器学习理解视觉对象

３Ｄ景物建模与识别、机器人

装配、卫星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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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知识单元 相关学科 理论基础 描　　述 成 果 及 算 法

系统与建造

专家系统 产生式系统

专家知识放入知识库，推理

机对用户提问进行推理和解

释，中间数据放入数据库

基于规则、基于模型和基于框

架专家系统

Ａｇｅｎｔ系统

知识表示、推

理、机器学习、

模式识别

Ａｇｅｎｔ是封装的实体，感知

环境并接收反馈，运用自身

知识问题求 解。与 其 他

Ａｇｅｎｔ协同

Ａｇｅｎｔ理论、多 Ａｇｅｎｔ协同

系统

智能机器人 Ａｇｅｎｔ理论
具有感知机能、运动机能、思

维机能、通信机能
智能机器、自动导航无人飞机

１．３．２　人工智能的发展瓶颈问题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人工智能取得进展，进入它的辉煌时期。这种辉煌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利用符号表示逻辑推理的方法，通过计算机的启发式编程

（Ｈｅｕｒｉｓｒ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成功地建立了一种人类深思熟虑行为（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的智能模型，表明用计算机程序的确可以准确地模拟人类的一类智能行为，这是一个突破；

与此同时，人们运用同样的模型，成功地在计算机上建造了一系列实用的人造智能系统（专

家系统），其性能可以与人类的同类智能相匹敌，表明通过计算机编程的确能够建造人工智

能系统，这是另一个突破。这两项突破表明，以逻辑为基础的符号计算（处理）方法，无论在

智能模拟上，还是在智能系统建造上都同样能成功。这样人工智能进入了它的兴盛时期，我

们暂且称它为传统人工智能时代。在这段时期，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各种

各样的专家系统在工程、医疗卫生和服务等行业得到实际应用。人工智能研究经费充足，以

经营人工智能产品为业的公司纷纷成立，ＡＩ研究人员猛增，比如出席第１０届国际人工智能

会议（ＩＪＣＡＩ８７，米兰）的人数为５０００～６０００人，人工智能界一派乐观情绪。在这种情绪支

配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先后制订了一批针对ＡＩ的大型项目，其目的

是为了实现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突破。其中大家熟知的有，日本的“五代机”计划和美国的

ＡＬＶ（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ＬａｎｄＶｅｈｉｃｌｅ）计划等。

可惜，这些计划的多数执行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时，就面临重重的困难，已经看出不

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进一步分析便发现，这些困难不只是个别项目的制订问题，而是涉及人

工智能研究的根本性问题。总的来说，是两个根本性问题，第一，交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问题，即

传统方法只能模拟人类深思熟虑的行为，而不包括人与环境的交互行为。因此根据这种模

型建造的人工智能系统，也基本上不具备这种能力。显然，这类系统很难在动态的和不确定

的环境中使用。美国的ＡＬＶ计划就是试图建造一种能在越野环境下自主行驶的车辆，这种

车辆必须具备与环境的交互能力，以适应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动态变化。可是，依据传统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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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方法，难以建立这样的系统，这也是ＡＬＶ计划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第二，扩展

（Ｓｃａｌｉｎｇｕｐ）问题，即传统人工智能方法只适合于建造领域狭窄的专家系统，不能把这种方

法简单地推广到规模更大、领域更宽的复杂系统中去。日本“五代机”计划的不成功，其原因

也在于此。正是由于这两个基本问题以及其他的技术困难，使ＡＩ研究进入了低谷。

ＡＩ研究出现曲折，迫使人们进行反思。人们从对传统人工智能时代的反思中发现，过

去３０年里，以逻辑为基础，以启发式编程为特征的传统人工智能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

别是建造出一批实用的专家系统），使ＡＩ在工业、商业及军事等各应用领域表现出它的价

值，引起广泛的重视。但是如果从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上看，它的成就则是非常

有限的，因此ＡＩ要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这一局限性。

１．３．２．１　犃犾方法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ＭＩＴ的Ｂｏｒｏｋｓ等人为代表，对传统的ＡＩ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研

制了一批小型的移动机器人，这批机器人与ＣＭＵ研制的移动机器人形成强烈的反差，ＣＭＵ

使用的是大卡车，上面装备的是高速计算机、激光雷达、彩色摄像机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ＧＰＳ）等大型设备。ＭＩＴ用的是玩具车（铁昆虫），上面装的是单板机、红外传感器和接触开

关等小器件。于是，一场关于谁是“真正”机器人的争论在他们之间展开了。ＣＭＵ批评

ＭＩＴ的机器人说，“那只是一只小玩具，供表演罢了”。ＭＩＴ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说，

“ＣＭＵ的机器人固然很大，但离实用更远，因此不过是大玩具而已”。ＭＩＴ认为自己能够用

比ＣＭＵ简单得多的设备做出智能相当的移动机器人，这一点比ＣＭＵ高明。当然，争论的

最后结果只能是平局，因为他们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智能观和研究路线。ＣＭＵ代表的是

传统的ＡＩ观，他们建造的移动机器人系统，采用的是“环境建模—规划—控制”的纵向体系

结构，其机器人的智能表现在对环境的深刻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深思熟虑的推理和决策，因

此它需要强有力的传感和计算设备来支持复杂的环境建模和寻找正确的决策方案。Ｂｒｏｏｋｓ

则遵循另外的路线，即感知一动作（控制）的横向体系结构，他认为机器人的智能应表现在对

环境刺激的及时反应上，表现在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复杂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因此Ｂｒｏｏｋｓ称

自己的思想为“没有推理”的智能。Ｂｒｏｏｋｓ的探索性工作代表了人工智能一个新的研究方

向———现场ＡＩ的诞生。传统ＡＩ强调的是人类深思熟虑的行为，它的智能行为来源于启发

式搜索。现场ＡＩ强调智能体应该工作在它的环境中，它的智能行为来源于环境信息的反

馈，通过与环境的交互表现增长它的智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路线与方法，我们这里

将着重讨论现场ＡＩ给ＡＩ研究带来的影响。传统ＡＩ研究和模拟的只是人类深思熟虑的行

为，从内容上讲，有很大的局限性。现场ＡＩ强调智能体与环境的交互，为了实现这种交

互，智能体一方面要从环境获取信息（感知），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动作对环境施加影响。

显然，这些行为的大部分不是深思熟虑的，而是一种反射行为（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即智能

体在接受外界信息刺激后，如何迅速采取行动的问题，或者当预定的行为失败之后，如何

立即改变行为的问题。这里，人类行为的模式与传统ＡＩ所研究的模式不完全一样。现场

ＡＩ的提出，扩展了人类思维研究和模拟的范围。其实，早在数年前，钱学森和戴汝为教授

在论述思维的形式中，已经提到人类除了逻辑思维之外，还存在形象思维及顿悟等思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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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并强调研究其他思维形式及其模拟的重要性。近年来，由于现场ＡＩ的提出及盛行，国

际上已普遍开始重视人类其他思维形式的研究。Ｈ．Ａ．ｉｓｍｏ在他的获奖特邀报告中，以

“解释说不清现象———ＡＩ关于直觉、顿悟和灵感问题”为题，专门谈及这些智能中“说不

清”的现象及其模拟问题。根据他的意见，目前计算机程序已经有可能模拟这个现象。当

然，他只是就这些行为的计算机程序模拟而言，如果考虑到智能体与环境的交互，问题恐

怕要复杂得多。

从方法上讲，传统人工智能方法也有其局限性。传统方法根据人类的先验知识，采取构

造的方法，构造一个启发式搜索的问题求解模型，这是一个无反馈的孤立系统，对推理和学

习都适用。传统ＡＩ方法的核心是使用先验知识和搜索技术，因此当先验知识丰富且易于表

达时，问题求解（搜索）就十分容易；反之，我们就会面临计算（搜索）量大的困难。从本质上

讲，传统方法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掌握知识（知道）的多少及精确的程度，从这一点来看，传

统方法在处理不确定性、知识不完全性以及学习等问题时必将遇到许多实质性困难，这就不

难理解几十年来机器学习进展缓慢的原因。其实，机器学习与推理一样也是一种搜索，即搜

索待学习的概念和知识，不同的只是在学习中先验知识更少一些。机器学习需要更多的搜

索，因此势必带来计算量（搜索量）指数爆炸的困难。传统ＡＩ需要先验知识，即使对于学习

也是一样，这就造成一种困难：机器要借助“已知”进行学习，而“已知”又需要通过学习来得

到，那么最初的“已知”只能由教师（人）给予机器，这就不难理解，传统方法难以实现机器自

我学习的原因，要使ＡＩ技术向前发展，需要考虑同其他领域和技术的结合，现场ＡＩ为此提

供了可能性。

现场ＡＩ也促使传统符号处理机制与连接机制的集成，目前这种集成也正在发生中。大

家知道，当传统的ＡＩ方法出现困难的时候，以神经网络为代表的连接机制正在崛起。因为

知识在神经网络中是以准符号方式表示的，所以接受感知信息比较容易，从而容易与环境交

互，人们开始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以为在许多方面可以取代传统的方法。不过，经过十年多

的实践，人们发现神经网络固然有许多特点，但在解决复杂问题时，也同样存在扩大规模的

基本问题。当神经网络规模扩大时，学习复杂性也出现指数爆炸现象，所以唯一的出路，是

寻找结合的途径。目前来讲，两个方向的渗透都在进行之中，一个是把神经网络机制引入传

统ＡＩ，特别是把它的自学习机制和大规模并行计算引入ＡＩ的传统方法；另一方面是将符号

表示和处理引入神经网络，即把先验知识和构造性方法引入神经网络的设计和学习过程，通

过相互渗透使两种机制结合起来。

现场ＡＩ，不能只把它简单地看成是对传统ＡＩ的否定，或者把它与传统ＡＩ对立起来，简

单地评判谁是谁非，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传统ＡＩ的发展和补充，它使传统ＡＩ无论在研究的内

容以及研究的方法上都有了新的扩展。同时，把ＡＩ研究推向现场，使ＡＩ研究更加实用化，

这些都是ＡＩ研究的进步。

１．３．２．２　智能系统的构成

怎样构造复杂的智能系统，以达到ＡＩ研究扩大规模的目的呢？换句话讲，复杂智能系

统是由怎样的部件组成，而这些部件又如何组成智能系统的？为解决上述问题，近年来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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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和主张：（１）综合集成；（２）智能体。

综合集成这个概念先后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出现并使用过，但含义不尽相同。今天人工

智能所提出的综合集成概念，则有更深、更广的意义。戴汝为教授等对综合集成已进行了很

全面的论述，具体地把综合集成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类：（１）研究能集成不同学科的方法；

（２）人机集成方法；（３）创造新的表达、推理和学习方法；这很有指导意义。近年来，对于前

两种集成，国际上的讨论已经多起来，虽然各自的主张和理解不完全相同，但大家的共识是，

综合集成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中国学者对于人机集成这方面的讨论更多也更深入，并具

体划分了几个不同的层次，如机帮人、人帮机、人机协作等。事实上，在国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初，人们一度热心于全自主机器的研制，如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ＣＭＵ）的ＡＬＶ计划，其目

标是要实现一个越野的自主车。不过，之后人们发现这是一项极难的研究任务，短期内很难

完成。近年来，ＣＭＵ推出一项极为成功的实验，这就是一辆他们研制的视觉导引小汽车，实

现了从美国匹兹堡（校园所在地）到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的“自动”驾驶实验。它成功地横穿全

美国，日夜兼程，风雨无阻，行程２８４９英里①。这项实验得到了大汽车公司的赞助，并在美

国报纸上详细报道，广为宣传，说明大家对此十分感兴趣。这里，我们需要分析该实验是在

什么条件下完成的。首先，高速公路是一个半结构化的环境，条件要比越野简单，易于实现；

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并不是完全自动驾驶，车上仍有人监视，紧急情况下，可给予干预。实验

的结果是，自动驾驶占里程的９８．２％，人工干预只占里程的１．８％，这当然很成功。不过，这

个１．８％很重要，说明关键时刻，还需要人的帮助，这是典型的“人帮机”模式。说明目前高速

公路上的自动驾驶“人帮机”模式可以在实验条件下实现。如果实际应用，据说只能采取“机

帮人”的模式，即主要靠人驾驶，机器只作为人的帮手，在驾驶员疲劳或注意力不集中时，提

出警告，帮人一把。汽车公司感兴趣的正是这种模式，即提供一种汽车自动报警系统实现

“机帮人”。如何创造一种新的表示和推理方法，实现不精确处理与精确处理的综合集成，是

人工智能的关键问题之一。首先，分析一下人类为什么善于把精确处理与不精确处理结合

起来，从而能方便地解决复杂的困难问题；相反，求解同一问题，对机器来讲，却往往十分困

难。原因之一是，人类善于从不同层次（不同分辨率）上观察同一问题，并能在不同分辨率的

空间上进行推理、分析，并自如地往返于不同表示空间之间。相反，机器通常只能在单一分

辨率（粒度）空间上求解问题，因此计算复杂性高、困难大。比如，一座城市，我们可以从很高

的分辨率（细粒度）上去观察它，于是我们看到许多细节，如道路、建筑物、车辆等。于是可以

说，我们对该城市有了精确的定量知识，如哪一条道路有多长、多宽等。如果观察手段有限，

信息不完全，我们只能从很低的分辨率（粗粒度）上去观察它，得到一些不精确的定性知识，

比如只知道从甲地到乙地有道路相通，但并不知道道路具体有多长、有多宽、在哪里拐弯等。

如果我们的任务是选择一条通路从甲地旅行到乙地，当我们同时具备精确（定量）与不精确

（定性）知识时，我们可以采取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处理办法，即先从定性不精确知识中，粗

略看一下，甲地到乙地究竟有没有道路，有几条，通路的大体走向如何等，并从中选择出一条

１ １

① １英里≈１．６０９千米。



人工智能与艺术设计

　

来。然后再根据精确的定量知识，最后确定如何从甲地旅行到乙地。然而，机器处理问题的

办法完全不同，它只能在精确的城市地图上一步步地搜索，考虑所有的细节。如果发现哪一

条道路走不通，则需要另选一条重新开始，这就是机器解决问题效率不高的原因，因为它只

能在单一精确的（细粒度）层次上解决问题。为使机器具备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处理能力，

需要找出一种能做不同分辨率表示的方法。近十年来，我们研究了一种问题分层求解的商

空间理论，它通过代数中的商空间理论，来表示不同层次的知识，并使不同分辨率表示之间

的转换十分简单。理论分析表明，运用这种方法后，机器求解问题的效率会大大地提高。以

上述的路径规划为例，城市的精确表示可以采用一般的几何方法（地图），对于不精确的定性

表示，可采用拓扑的方法（如特征网），它只要表示哪些地区是连通的，即是否有路可通。于

是我们的规划可分为两层：先是在拓扑空间中进行定性的规划，找出一条大致的通路。然

后是几何空间中的定量规划，具体地找出一条几何通路。显然，采取这种多分辨率的求解方

法，搜索工作量要降低很多。当然，其关键是要找到这两种表示的联系，正如我们所知，拓扑

学中的同伦等价变换，可以把定性的拓扑空间与定量的几何空间联系起来。有了这种办法，

精确与不精确处理的综合集成就有了可能。

１９７７年，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当ＭＩＴ的ｄｅｌＫｅｅｒ提出定性建模与定性分析的概念时，许

多人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人们希望机器具有这种能力。ｄｅｌＫｅｅｒ采用的例子是实数空

间，他把该空间做了最粗略的划分，分为（－，０，＋）三个区域，他又把算术运算（加、减、乘、

除）引到这三个量的运算中，得到一个最简单的定性处理模型。他利用这种模型去分析电子

电路中的电压、电流变化，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定性结果，引起人们对定性处理的广泛兴趣。

由于定性知识信息量很少，单纯依靠定性处理，推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信息衰减现象，一般

很难获得有意义的结果。１９８８年，Ｓ．Ｓ．Ｍｕｒｔ做出了补充，提出了多分辨率定性推理的概

念，使单纯定性推理摆脱了困境。他的基本思路是，所谓定性、定量对实数轴来讲只是代表

了不同分辨率的划分，把实轴粗划分为三个区（－，０，＋），我们得到的是定性描述，划分得细

一点，就是定量。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可以把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当信息不完全，知

识有限时，我们只做定性处理，有了进一步的信息，则进入更细的空间做处理，相互补充，定

性与定量结合，就可获得更好的结果。因此多分辨率表示和处理方法，是解决综合集成的一

个重要方法。

关于认知、模型与计算等之间的综合集成，我们称之为纵向学科集成。而人工智能、计

算机与自动化等学科之间的集成，我们称为横向学科（信息科学内部）集成，两者统称为多学

科（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集成。怎样才能实现学科之间的综合集成？各个学科有自己的研究重

点，有自己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如上所述，传统人工智能注重的是搜索，自动控制论侧重的

是反馈，如何实现搜索与反馈技术之间的综合集成？这里关键的一步是，先要实现学科之间

的交叉与渗透，反馈理论渗透到人工智能中去，引起传统ＡＩ的变化，ＡＩ的基本理论：搜索、

规划、推理和学习等发生了变化。它们再也不能只是在完全信息假设下进行研究和发展了，

而要考虑不完全信息，考虑资源限制，考虑具有信息反馈的动态环境。于是传统ＡＩ被改造

了。同样，ＡＩ方法也向控制理论渗透，符号处理被引入传统控制理论，“反馈”受到规划和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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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引导，因此传统控制理论发展成为新的智能控制理论。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有可能创

立一种新的综合集成的方法。

１．３．２．３　复杂智能系统

复杂智能系统应由什么样的部件组成？我们知道，一般的智能系统，如专家系统，是由

各个功能模块组成的，如推理模块、知识库模块和解释模块等。复杂智能系统是不是具有相

同的结构，由各功能模块组成，还是只要数量更多、功能更复杂就行了？近年来，人工智能研

究表明，要解决智能系统的规模扩大问题，单元模块的概念必须彻底更新，要从模块推广延

伸为智能体，模块是被动的构造单元，它的功能是不变的，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系统或用

户在运行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用所需的模块，达到复用的目的。模块化的概念在系

统设计和运行中起到重要作用，它简化了系统的设计，提高了系统的性能。发展到复杂智能

系统，被动的功能模块已经不够用了。比如，计算机互联网到１９９４年５月为止，已经联结

３１０００个子网，２００万台计算机，超过２０００万人在上面工作。此外，每１０分钟有一个新网

联进来，信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为了有效地使用这种网络，通过用户或系统调用有关模块

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用了，人们正在把智能体的概念引进来，使每个信息模块成为智能体，

各自具有自主性、适应性和智能水平，能够根据用户的要求，主动提供优质的服务。整个网

络成为一个多智能体的智能分布系统。最近智能体的概念备受重视，被各个领域反复使用，

于是出现了像软件智能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ｇｅｎｔ）、自治智能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Ａｇｅｎｔ），以及

Ｓｏｆｔｂｏ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ｏｂｏｔ）等。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把社群（Ｓｏｃｉｅｔｙ）和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等作为智能系统可供选择的体系结构。

１．３．２．４　人工智能与控制论

人工智能在它的发展初期和控制论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在提起ＡＩ的发展史时，通常并

没有忘记控制论的贡献。可是到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当符号推理机制在ＡＩ中占主导地位

后，启发式编程变成人工智能的同义语，计算机专家成为ＡＩ研究的主力，人们几乎把控制论

忘了。近年来，人工智能走向了现场，又一次向控制论靠拢，于是控制界掀起一股智能化的

热潮。建立智能控制这一新学科的任务在世界范围内酝酿着，但是应该怎样建立这样一个

新学科？对控制界来讲，多数人并没有仔细考虑过，目前人们只是急于把各个新领域，如人

工智能、神经网络、模糊逻辑中的新工具移植过来，以解决传统控制所遇到的困难。但人们

开始认识到这种做法已经不够了，最近美、俄两国的控制论专家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建立

智能控制问题。他们回顾了人类科学史上三次科学思想方法的大转变：（１）最早的科学思

想方法是亚里士多德建立的，他们崇尚知识，而科学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依靠知识的扩充；

（２）工业革命后，牛顿法占统治地位，人们追求简单的数学定律，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还

原主义；（３）进入信息时代，概率统计起了主导作用。今天，当人们进入复杂的信息处理时

代时，必须实现第四次科学思想方法上的转变。那么智能控制应采用什么方法呢？他们认

为那将是一个多分辨率的知识表示时代，这个时代应该以符号学为特征。这种主张有一定

道理，Ｋ．Ｇｏｄｅｌ说过：“没有一个在特定分辨率层次上形成的知识系统，能够完全解释那个层

次，必须具有一个高层元知识才能完全解释它。然而，当我们着手去构造这个更一般的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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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时，它也要求更高一层的元知识去解释它。”因此我们需要多分辨率（多层次）表示方法。

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要建立智能控制这一新领域，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体系，这

个体系不是简单地把某几个领域叠加起来，而是多种表示的综合集成；其二，人工智能在智

能控制形成中应占主导地位。

１．３．３　人工智能的伦理与哲学问题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困扰与不安，尤其是在奇点理论提出后，很

多人质疑机器的迅速发展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险，随之而来的很多机器事故与机器武器

的产生更加印证了人们的这种印象。机器伦理、机器道德的问题成为热点。

１．伦理的概念

伦理一词，英文称为“ｅｔｈｉｃｓ”，这一词源自希腊文的“ｅｔｈｏｓ”，其意义与拉丁文“ｍｏｒｅｓ”差

不多，表示风俗、习惯的意思。西方的伦理学发展流派纷呈，比较经典的有叔本华的唯意志

主义伦理流派、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伦理学流派、斯宾塞的进化论伦理学流派还有海德格尔的

存在主义伦理学流派。其中，存在主义是西方影响最广泛的伦理学流派，始终把自由作为其

伦理学的核心，认为“自由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在我国，伦理的概念要追溯到公元前６世纪，《周易》《尚书》已出现单用的伦、理。前者

即指人们的关系，“三纲五伦”“伦理纲常”中的伦即人伦。而理则指条理和道理，指人们应遵

循的行为准则。与西方相似，不同学派的伦理观差别很大，儒家强调“仁、孝、悌、忠、信”与道德

修养，墨家信奉“兼相爱，交相利”，而法家则重视法治高于教化，人性本恶，要靠法来相制约。

总的来说，伦理是哲学的分支，是研究社会道德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研究是很有必要

的。因为伦理不但可以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通过一种潜在的价值观来对

人的行为产生制约与影响。很难想象，没有伦理的概念，我们的社会会有什么人伦与秩序可言。

２．人工智能伦理

其实在人工智能伦理一词诞生以前，很多学者就对机器与人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并发表

了自己的意见。早在１９５０年，维纳在《人有人的用途：控制论与社会》一书中就曾经担心自

动化技术将会造成“人脑的贬值”。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德雷福斯曾经连续发表文章《炼金术与

人工智能》《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从生物、心理学的层次得出了人工智能必将失败的结论。

而有关机器伦理（与人工智能伦理相似）的概念则源自《走向机器伦理》一文。文中明确提

出：机器伦理关注机器对人类使用者和其他机器带来的行为结果。文章的作者之一安德森

表示，随着机器越来越智能化，它们也应当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并具有伦理观念。这样可以

帮助人类以及自身更好地进行智能决策。无独有偶，２００８年英国计算机专家诺埃尔·夏基

教授就曾经呼吁人类应该尽快制定机器（人）相关方面的道德伦理准则。目前国外对于人工

智能伦理的研究相对较多，如２００５年欧洲机器人研究网络（ＥＵＲＯＮ）的《机器人伦理学路线

图》、韩国工商能源部颁布的《机器人伦理宪章》、美国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对“机器人伦理

学”进行的资助等。而且国外相关的文献也相对丰富，主要集中在机器人法律、安全与社

会伦理问题方面。国内方面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不如国外系统全面。但是近些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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