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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算子“划拳大师”
划4分钟胜率60%

黑色机器臂，白色手指，自带语
音播放功能，划起拳来的反应速度胜
过人类新手玩家。统计显示，此机器
人与人类新手玩家交手时，4分钟能
战20回合，胜率在70%至80%。而与熟
练的高手玩家对战时，同样的时间，
胜率在60%。

这款智能划拳机器人是电子科
技大学通信学院大三的谈雪彬和他
的小伙伴研发的，虽然目前它只能
划“三国拳”，但“机灵”程度可不容
小嘘。他说：“我们给它设计了传统
玩法，玩家边喊数字边出拳，划拳机
器人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对人类玩家
的历史出拳进行分析并制定出招策
略，并控制机械手出拳与人游戏。”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划拳机器
人，还有一个“军师”，被团队小伙伴
称为裁判机器人，它负责识别人类
出拳手势和语音口诀，并评判游戏
的胜负结果。谈雪彬介绍，当划拳机
器人与人类玩家交战时，这个裁判
机器人会通过摄像头和麦克风识别

玩家的出拳和喊出的口诀，并对胜
负进行判诀，再将识别结果反馈给
划拳机器人作为新一轮决策的依
据。观察和计算人类玩家出拳规律，
并进行统计整理，再将结果传送给划
拳机器人，最终由划拳机器人进行决
策并与人类对战。

听得懂四川话
划得赢“老玩家”

“又一个人工智能战胜人类的
实例。”谈雪彬笑开玩笑地说，“如果
这是一个酒局，凭神算子‘划拳大
师’的‘智慧’，恐怕得让多名玩家喝
醉。目前它交手过的玩家，基本都是
惨败。”据了解，划拳机器人的智能
来自人工智能决策算法，通过元学
习算法将强化学习算法与反事实遗
憾算法融合，保证了其在游戏中的
速度和决策优势。

你以为这神算子“划拳大师”只
会普通话？作为本土研发的机器人，
自然要能听得懂四川话。不过，前提
是你的四川话得够标准，不要混杂
太过生僻的“川普”和英文，偶尔来

句“巴适得板，我们继续。”划拳大师
还是能识别出关键词。用团队成员
的话说，“它听得懂四川话，划得赢
老玩家，不怕输你就来挑战。”

据介绍，该机器人还可运用在
博彩预测、股票预测以及网络安全
防御上。“小样本，大博弈。”谈雪彬
表示，通过人工智能决策算法，在网
络安全方面，此机器人能通过大量
算法预测网络病毒，并为用户提供防
御攻略。目前，团队正通过大数据等
算法，完善和提高团队在人工智能方
面的研究，并希望研发出更多有意思
且利于人类生活的科研产品。

智能手语交互系统
1秒内将手语转化为语音

除了神算子“划拳大师”，此次
比赛中获一等奖的另一支队伍也来
自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团队研
发的智能手语交互系统，致力于解
决聋哑人和正常人之间的沟通交流
问题。据了解，该系统配有一个传感
器手环作为检测工具，系统通过机器
学习，语音识别等关键技术，实现对聋
哑人手语手势识别和正常人的语音信
息的检测识别。

“目前系统能识别120个手语手
势，都是日常用语和交通出行、旅游等
内容。”团队负责人韦仕才介绍，该系
统录入了10位盲人的手语，并通过语
音合成模块，将手语识别的结果进行语
音合成表达给正常人听。如果是正常人
想与聋哑人交流，语音识别的结果将通
过文字显示在便携的显示屏上。

“手语转换有1秒的延迟，速度
还是比较快，能满足正常的交流。”
韦仕才表示，团队目前正为设备做
进一步完善，“希望能对更多聋哑
人进行数据录入，以提高设备准确
率。让交流无障碍。”

成都商报记者 赵雨欣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近日，由成都市教育局主办，
成都大学菁蓉（创业）学院承办的

“蓉城创响”创新创业大讲堂第一
季圆满结束。6位极具代表性、具有
行业话语权、拥有丰富创新创业经
验的创业者，以生动而具体的形
式，结合亲身创新创业经历，分享
创新创业的经验，成都各区（市）县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市属高校、
职业学校师生代表们逾3000人次
参与讲座。

“蓉城创响”创新创业大讲堂第
一季邀请的6位主讲嘉宾，包括成都
创新创业标杆企业董事长王春波，
成都特色川菜传奇人物“大蓉和”创
始人刘长明，“大国工匠”代表人物
之一胡双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
战略先行者戴旭，女性创业典范杨
蓉及创新创业导师丘锡彬。主讲嘉
宾们以紧扣创新创业的时代主题，
以生动而具体的形式，结合亲身创
新创业经历，分享创新创业的经验，

带来一场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启
智之旅，开启师生对创新创业教育
的思考。

“蓉城创响”创新创业大讲堂第
一季的启发和引导作用，使得第二
季备受瞩目和期待。据主办方介绍，
第二季将进一步做好创新创业沟通
共享平台的能效作用，营造更好更
积极的创新创业氛围，为青年学子
们的创新创业鼓足干劲，提供经验
分享和方向指导。 （樊英）

“单刀赴会、三请孔明、七擒孟
获……”4分钟50个回合，一个自
信的划拳高手，就这样败给了一支
智能机器手臂，并且战况惨烈，人
类三国拳的划拳高手胜率仅在
40%。

所以，你可别小看这台划拳机
器人，不久前，它可是在2018年全
球“英特尔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大学生
科技竞赛中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
一）中，拿下了二等奖。

此外，另一个获一等奖的“智能
手语交互系统”也颇具特色，它能在
1秒内将手语转换为语音，让正常人
听见聋哑人“说话”。据悉，本次大赛
共吸引来自全球包括新加坡、美国、
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77所高
校共164支队伍参加。电子科技大
学共斩获一等奖3项、二等奖1项，获
奖数量位居全球参赛高校第一，并
创造了该项赛事举办以来单所高校
所获一等奖最多的记录。

划拳牛人们，
敢和这台机器比吗？

直播课大时代
作业帮一课内容技术双赋能

在前段时间《南方都市报》所发布的《独角兽亲密指数》中，作业帮在用户调研中颇受欢迎，成为了公众
极熟悉的在线教育企业，且在用户依赖度和综合测评用户亲密指数中皆处于榜首。回看2014年就成立的作
业帮，不知是否是巧合，那一年刚好也是在线教育的“元年”，已经走过了将近第五个年头的作业帮就在刚
不久又拿到了3.5亿美金的D轮融资。

这五年的时间里，作业帮的业务已经从拍照搜题、同步练习，延伸至1对1在线答疑和在线直播课，作业帮
也从单纯的学习工具发展成为一个集教、学、测、练、评等各种学习功能和教学服务于一身的在线教育平台。

据作业帮方面介绍，作业帮一课作为作业帮在线直播课堂产品，从上线至今，已经推出超过32000个在
线课程，共有超过500万名付费学员在作业帮一课上学习，作业帮一课主讲教师的好评率达到了95%以上，
覆盖全国。作业帮创始人侯建彬在发布会上说：“作业帮的题目存量超过1.8亿，是目前业内最大的题库数
据。”他举了一个例子，“1.8亿的题目存量意味着我们在市场上随便买一本教辅书和随便买一套试卷，95%
的可能性，这里面的题目已经在作业帮的题库里做了准确的标注和存档。这是我们分析和掌握用户的需求
基础，题库越大，分析就越准确，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在题库建设上持续投入。”

侯建彬介绍，中国是一个人
口大国，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这
12个学年中，同期在读的中小学
生一共超过了1.8亿，而根据教
育部的报告统计，全国只有不到
1200万的老师。而就是这些不到
1200万的老师还要被分配到语
文、数学、外语、化学、地理、生物

等等各个学科。所以就全国范围
平均来说，平均一个单科老师要
照顾一百个学生。

在目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注定一个老师分配在一个
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
有限的，且地区差异非常大。尤
其是对于三四五线城市，教育资

源严重不均衡。为什么要做“作
业帮一课”？“因为学习改变命
运，而我们希望通过技术进步
改变学习。我们希望能够以技
术进步的力量，整个资源用优
质的教育在不同用户中触手可
及 ，这 就 是 作 业 帮 一 课 的 初
心。”侯建彬说。

地域和时间的难题，也只有交给
科技来解决。作业帮一课作为实时的
在线直播课堂，不仅实现了师生的实
时交流，同时为了打破线上线下的互
动不便而降低学习效率，更高地贴近
于面对面教学的便利性，在技术研发
和教研方面也不断创新。

在作业帮一课的在线直播课堂
中，每位学员都配备三位老师——

“主讲老师、辅导老师、班主任”，充
分保证孩子的学习效果，同时在互
动玩法上，还开发了如：随堂测验、
互动答疑（包括一对一问答和集体
讨论），甚至还有趣味红包等这样符
合寓教于乐的活泼形式。让线上课
堂与线下课堂一样，实现满足想象
的互动和交流，甚至完成线下无法完
成的创意形式，来帮孩子爱上学习。

直播是互联网时代极为热门且
经用户检测后互动性极强的方式，
将直播作为形式载体，将教育作为
内核，一方面保证着学员使用直播
课学习时，在高互动强参与的玩法
中保证学习效果，另一方面也将优
质内容通过更短平快的方式覆盖到
各个地区，真正实现的了底层触达，
让知识无疆，让教育无界。

在今年7月份的发布会上，作业
帮正式推出了作业帮一课2.0版本，
正式推出三端联动的教学产品。包
括：作业帮一课独立APP，作业帮一
课小程序，作业帮一课的WEB，三端
功能全部打通，提供了包括三师模
式、阶段检测、分层教学、互动答疑、
离线回放和退费保证在内的六大课
程服务。

而教育行业都知道，作为一款
在线教育直播产品，课程内容、学生
的注意力、师资力量、产品的稳定性
每一方面都是一个难题。那作业帮
一课将如何改变这些困境？为此作
业帮给出了答案。

1、海量数据分析，给出专业指
导预测。作业帮一课的2.0版本是建
立在作业帮过去四年摸索经验之
上，对于课程内容的打磨以及学生
的需求点，是基于海量的数据基础
之上。作业帮最新的数据显示：2018
年，作业帮的月活用户已超过7000
万，每天至少1.5亿次用户的求助数
据。而这些数据每一次访问，产品内
部会按照年级、学科、地域等维度做
分析和萃取。通过足够多的样本可
以清楚的了解不同学部的孩子的特
点和需求，甚至能够利用去年同期
的数据来预测今年即将发生的用户
行为和考试需求。因此作业帮一课在
课程内容的和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
生兴趣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积累，可
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2、极低教师录取率，保证师资
力量行业领先。对于整个教育领域，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好的老师永远
都是稀缺资源。据作业帮介绍，作业
帮一课在师资配备上可以用“苛求”
来形容，创下了教育行业老师招聘
录取率最低的记录。90%的老师来自
985、211等重点高校以及师范类院
校，但这仅仅是开始。对于教师的选

拔，首先包括5层筛选：1）全国名校
毕业；2）达到5年以上教龄；3）学科
功底测试；4）3轮业务面试；5）2轮课
程试讲。筛选之后，还要经过公司的
教学培训，指导授课技巧与方法。在
正式授课过程中，学生好评率达到
95%以上，通过一对一导师、教研团
队团队考核之后，才会被正式录用，
达到通过率2.6%的恐怖数据。优秀
的师资力量往往集中在一二线城
市，师资上不足和地区资源分配不
均，让家长们不得不为了孩子去“争
抢”有限的资源，把孩子的起跑线划
得越来低。在家长焦虑的背后，其实
是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
作业帮一课将优秀的老师筛选出
来，通过互联网技术解决师资不足
和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从根本上
缓解了家长背后的焦虑。

3、技术与内容双重打磨，保证
教学品质和产品稳定。作业帮一课
从一开始就将内容与技术打磨提到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作业帮
教研团队在作业帮中占比高达40%，
同时他们制定了严苛的教研标准和
流程。在平台1.8亿庞大的自建题库
支持下，将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K12
的所有教育内容进行了更为精细化
的体系重塑。据介绍，目前作业帮一
课的完成在线课程超3万节，形成了
作业帮一课品牌课程体系。一方面
打造多样化课程建设，紧贴当下教
材大纲和考试要求，不断丰富平台
上的课程品类和内容，更创新性地
利用AI等先进技术，把不同的课程
以不同的力度个性化推荐给不同地
区不同水平的学生；另一方面重视
素质教育，老师以多样的授课形式
与学生趣味高效互动，并推出一系
列文学、国学类课程，帮学生拓展兴
趣、打开视野。

作业帮一课的核心成员大多来

自于百度，极为擅长处理大流量和
高并发的问题，作为在线辅导类直
播课堂，首要保障的是满足数十万
用户同时在作业帮一课上享受直播
授课不卡顿的服务，深厚的技术能
力成为了平台安全稳定运营的先决
条件。此外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技术，作业帮一课真正实现了“定制
化”辅导服务。

通过公开数据了解到：目前教
育投资市场已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从教育细分领域来看，在过去四年
的融资规模中，教育科技领域占
24.8%，而教育信息化领域占9.8%，
二者合计融资达教育行业整体的三
成以上。同时，在教育培训行业中，
最为显著的趋势是教学服务与线上
直播技术、学习场景与移动化的融
合趋势。作业帮创始人侯建彬也敏锐
地观察到了这一点，选择了聚焦K12，
他对媒体表示：“我的判断是，K12竞
争非常激烈，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因
此作业帮一课成为了作业帮重点发
展的方向之一，2017年下半年开始，
同期在读的班课学员达到了10万人
次，而且其中的高付费用户占了较大
多数，给作业帮贡献了很大的营收。

作业帮在刚刚获得这次融资之
后，不止一次对外表示，将利用本次
融资的资金，继续加大对技术和教
研产品的投入，吸引更多人才，同时
加强对新模式、新业务的探索。在作
业帮发布作业帮一课2.0后，有投资
人发信息给侯建彬说表示很欣喜地
看到尽管已经到了如此体量的作业
帮还在不断创新，也有投资人对侯
建彬说做教育行业一定要有耐心。

的确，不要怕慢，走得稳才走得
长久，做教育的人总得给社会留下
点什么，即使竞争再激烈，带着严苛
的行业标准负重前行，每一步都会
走得铿锵有力。

教育资源存在不均衡现象，可以依靠科技的力量

直播课堂：用科技实时连接异地教与学

“作业帮一课”通过技术与内容双重打磨，树立行业新标准

六位行业大咖齐聚成都大学 分享创新创业经验

作业帮CEO侯建彬介绍“一课”

电子科大大学电子科大大学
生在生在20182018年全球年全球““英英
特尔杯特尔杯””大学生电子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中斩获多设计竞赛中斩获多
项大奖项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