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专栏

责编 孙晨钟 编辑 余小红 美编 刘笠丽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国际 09
2016年3月10日

星期四

9 日，正在韩国观战的中国
围棋队总教练俞斌透露，他们得
到谷歌内部消息并没有外界普
遍的乐观，“谷歌工程师估算，李
世石胜出的可能性为0。”

俞斌在赛后表示“震撼”，他
说，换了中国棋手柯洁也难说一
定能赢，而相较于人类来说，电脑
最大的优势在心态。

AlphaGo的强大在于模拟人
类大脑的神经元结构，如何结合
深度学习与强化学习两套神经网
络。尽管这场比赛有5盘，然而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看来，Al-
phaGo并不需要拿下整场比赛，甚
至在5盘中拿下1盘其实就取得
了胜利。超人类主义哲学家尼克·
博斯特罗姆在接受《卫报》采访时
也表示：“这将使过去几年机器学
习领域的成果变得戏剧化。”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人
工智能哲学专家徐英瑾则认为，
即便李世石输掉比赛，这并不意
味着人工智能已比人类聪明。

曼彻斯特大学的计算机科学
教授凯文·柯伦表示：“人类能够
辨认并区分现实世界中的事物、
明确地理解对话内容。但最优秀
的人工智能也只能在理想的应用
情境中实现以上功能的一部分。”

比赛似乎说明了电脑可以击
败人脑，这个结果无疑对整个围
棋界甚至所有人的震撼都是巨大
的。不过，AlphaGo 是人类研发
的，从这一点上说，它的胜利同样
是人类的胜利。

技术本身没有善恶，只是人
类需要谨慎考虑其带来的法律和
伦理风险。

对局中，虽然AlphaGo下了两三手的
怪棋，但一直保持序盘的优势。

AlphaGo在开局出乎意料的厉害，12
时30分，双方陷入激战。“中国职业围棋第
一人”柯洁九段表示，通过AlphaGo的布子
可以看出，其确实要比2015年10月和欧洲
冠军、职业围棋二段樊麾比赛时强很多。

13时，在黑子第4手时，李世石下得
比较急，出现较大失误。

比赛开始两个小时后，李世石所执
黑子有了明显的优势，这个时候AlphaGo
出现了明显的短板，职业围棋选手古力
九段称：“AlphaGo有着明显的优势和短
板，AlphaGo在局步上很少出错，但是在
棋面的判断上缺点还是很明显的。”

就在大家判定这场比赛李世石赢定之
时，AlphaGo上演惊天大逆转，成功突围。14
时29分，AlphaGo所执的白子追赶上来。

双方胶着半个小时后，AlphaGo优势
越来越明显。15时31分，李世石宣布认输。

“‘阿尔法围棋（AlphaGo）’，
比想象中厉害。”韩国棋手李世石
在9日首局人机大战告负后说。

AlphaGo（Alpha对应希腊语
的首字母，Go 是日语中对围棋
的称呼，有人根据发音亲昵地叫
它“阿狗”）与李世石五盘棋比赛
中的第一局9日下午1时在首尔
四季酒店举行，经过4个半小时

的对弈，DeepMind 公司开发的
人工智能 AlphaGo 以 186 手，执
白中盘胜战李世石。

李世石赛后说：“我对Alpha-
Go的表现感到吃惊。事实我一直
认为不会输掉。但它下得那么完
美，真没想到。我认为因为序盘布
局的失败，黑棋一直处境艰难。”

当天，在现场讲棋的金成龙

九段说：“作为一名职业棋手输掉
棋受到的冲击不小，AlphaGo 完
全以与职业棋手不一样的方式来
下棋，它对自己失误非常冷静，几
次失误都没有在大势上落后。”

李世石说：“我对阵AlphaGo
时，有两个方面很吃惊：第一个是
序盘布局能力比想象厉害；第二个
是它会下胜负手。今天的比赛是双

方都很难的一场对局，但它算法能
力比较强，实战中它下了人类想不
到的一手，让我大吃一惊。”

当被问到是否后悔接受挑
战时，李世石回答说：“虽然首局
败给了 AlphaGo，但我今天下得
很高兴。我还期待以后的对局。
经历了第一局，我认为后面的对
局还是五五开。” 据新华社

打败李世石的这份荣耀不
仅仅该归功于人工智能，更应
该属于它的背后设计者——
DeepMind 公司创始人 39 岁的
德米斯·哈萨比斯。

他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希望AlphaGo能与高水平
的棋手对弈，比如柯洁。

创始人有华人血统

哈萨比斯是移民后代，母
亲是新加坡华人，父亲有希腊
族塞浦路斯人血统。

20岁时他在剑桥大学计算
机科学系获得了两门学科优等
成绩。22 岁时他创建了自己的
电子游戏公司Elixir。23岁时他
赢得了智力奥运会的比赛，并
连续5年夺冠。

2014年，他将自己创立才两
年多的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
以6.2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谷歌。

单从长相上来说，哈萨比
斯十分平凡，是那种扎在人堆

中不容易一眼辨认出来的人。
习惯戴黑框眼镜、穿黑色上衣、
普通裤子和鞋，若是在公司里
碰到，一脸书生气的他很容易
被误认为是实习生。但他举止
温和，面容谦逊。

软件借鉴海马体

2005年时，哈萨比斯重返学
术界，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神经
科学博士，主要研究人脑活动。
正是在这段期间内，他研究了海
马体。海马体是人脑的一个区

域，对方向感、记忆调取和未来
事件的想象至关重要。他与埃莉
诺·马圭尔教授密切合作，后者
做出的一项发现是，伦敦出租车
司机的海马体比常人更大。

在DeepMind公司，哈萨比
斯开始着手建立一套能够学习
完成许多不同任务的通用算
法。这套软件借鉴的发现之一
是，海马体将记忆牢牢印刻在
人脑中，是通过在人睡眠期间
高速播放这些记忆实现的。哈
萨比斯成立 DeepMind 公司的
目标就是，“解决智能问题”。

这次打败顶级棋手李世石
的人工智能AlphaGo，其最显著
的特点就是可以自行学习，而且
可深度学习。它在令人很难想象
的拥有庞大计算能力的谷歌云
端，不停地练习、练习、再练习，
每一秒每一天都在进步，因为它
学习的唯一方法就是永不停歇。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综合参
考消息、新华网、东方早报

AlphaGo创始人哈萨比斯：
下个对手希望是中国柯洁

今天（9日，编者注）这盘比赛我觉
得李世石还是输在了大意上，在中盘
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下最终被翻盘。之
前其实圈内包括科技界大多数人还是
看好李世石，但是今天AlphaGo一亮
相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AlphaGo的下
棋风格和我很像，在面对选择时，哪边
利益大就会选择哪边，它主次分得很
清楚。地方不利的地方会拼，越到后面
计算就越精准。

接下来的四盘比赛结果很难预
测，个人觉得李世石和AlphaGo还是
五五开。我在微博上说就算 AlphaGo
战胜了李世石，但它赢不了我。之所
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李世石和Al-
phaGo是五五开，而我现在和李世石
下是八二开，因此我相信我能够战胜
AlphaGo。我现在没有接受任何软件
机械的挑战，等到真正接受的那一
天，我会第一时间在微博公开发布消
息。我也看到消息说AlphaGo方面想
要找我，如果时间合适的话，我愿意
接受挑战。

哈萨比斯

李世石首局认输：它下了人类想不到的一手
今日将与人工智能再战一盘，“胜负五五开”

人类输，输了？
李世石输了，这个结果震惊世界。
科技又一次展示了爆炸性的发展速

度和力量。尽管整个比赛仍胜负未分，但
谁都会承认，围棋这个“最后的智力运动
堡垒”被“机器”彻底攻破只是时间问题。

根据日程安排，余下的4局将于3月10
日、12日、13日和15日举行

即使一方率先取得3胜，也要下满5盘
比赛采用中国规则，执黑一方贴7目

半，各方用时为两小时，3次60秒的读秒

观战指南

它赢不了我
柯洁（职业九段、围棋世界冠军）

面对人机大战，在李世石认输的
一瞬间，我竟然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半年前，李喆六段刚刚才让六子战胜
了电脑。职业圈中还在侃侃而谈：电脑
想要战胜人脑，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
今天（9日，编者注）就颠覆了我们的感
官。计算机的实力已经不可置疑了。我
们圈内有个想法，就是邀请AlphaGo参
加国内高等级比赛，更好地检验其水
平。刚听谷歌员工说，自从上次赢了樊
二以后，AlphaGo自我学习的速度非常
快，每过三天，它就可以100%打败三天
前的自己。按照这个速度，他们内部对
这次九段赛比较有信心。

我有一种失落感
李亮（职业五段、四川围棋队主教练）

接下来还有四场比赛，李世石能否捍
卫人类尊严就看这四场了。从今日中午12
点开始，通过成都商报新闻客户端、官方
微博和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取）将可
以对比赛结果进行竞猜，猜对结果将有机
会获得丰厚的奖品。

AlphaGo已经1比0领先，为了丰厚
的奖品，你会怎么选择？首先，读者们先站
好队！选择支持李世石，或选择支持Al-
phaGo。静待成都商报开通投票抽奖通
道！届时只要您轻轻
一点，便可随机抽取
参与奖：由得益绿色
和加多宝提供的相关
奖品。当然，投票的重
点还是预判胜负，猜
对胜负将获得更大奖
项。在猜对输赢结果
的投票读者中，还将
产生惊喜巨奖。最终
通过抽奖，我们将诞
生终极大奖 1 名，奖
品是 40 英寸的小米
电视2 。同时，还将产
生优胜奖 3 名，奖品
是由去哪儿提供的
1000元订机票酒店现
金抵用券。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它对自己失误非常冷静，几次失误都没有在大势上落后
我有两个方面很吃惊：第一个是序盘布局能力比想象厉害；第二个是它会下胜负手

赢一盘就是
人工智能的胜利？
“谷歌估算李世石获胜可能性为0”

复盘复盘

李世石大战“阿狗”
快来猜结局赢大奖！
人机大战竞猜活动上线
众多奖品等你来拿

围观围观

李世石
是怎么输掉的？

柯洁

李世石（右）与AlphaGo（左侧电脑）对弈 新华社发 李世石执黑186手中盘负于AlphaGo

商报微博

商报微信

商报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