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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 ２１ 世纪ꎬ新一代人工智能逐渐处于多国战略规划之下和快速发展之中ꎮ 对其核心技术和基

础理论特征的深入挖掘发现ꎬ在计算对象的领域划分上ꎬ认知计算已成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构成ꎻ在计算模

型分类上ꎬ出现了非图灵计算和数据集群处理方式上的新型图灵计算ꎻ从计算工具和材料上看ꎬ人机融合计算已

现雏形ꎮ 这些特征进一步确认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的独特性及发展趋势ꎬ其哲学意义表明ꎬ强人工智

能正在获得新的说服力ꎻ对强人工智能的反驳ꎬ事实上已经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实践中被否定ꎮ 除非再提出更

有说服力的新的否证理由ꎬ否则ꎬ强人工智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正在证明ꎬ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天然智能的本质差异

已经难以被弱人工智能学派和非还原论者所坚守ꎮ
〔关键词〕新一代人工智能ꎻ强人工智能ꎻ非图灵计算ꎻ模拟计算ꎻ认知计算ꎻ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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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一代人工智能各国战略规划要览

中国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ꎬ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较早提出和确认新

一代人工智能概念ꎬ并进行相应的研究与制定发

展战略规划的国家ꎮ 目前ꎬ加拿大、日本、英国、
美国、俄罗斯等国已相继发布人工智能国家发展

战略ꎮ 这些国家有的明确地使用了“新一代人工

智能”概念ꎬ并对其核心领域具有一定共识ꎬ如美

国、俄罗斯ꎻ有的则或多或少地接受和使用这个

概念ꎮ
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ꎬ新

一代人工智能的基本特征被列举如下:

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ꎮ 经过 ６０ 多

年的演进ꎬ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

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以及

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ꎬ人工

智能加速发展ꎬ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
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ꎮ 大

数据驱动知识学习、跨媒体协同处理、人机协

同增强智能、群体集成智能、自主智能系统成

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ꎬ受脑科学研究成果启

发的类脑智能蓄势待发ꎬ芯片化硬件化平台化

趋势更加明显ꎬ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ꎮ〔１〕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定义或抽象新一代人工

智能的核心特征ꎬ但是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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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用体系ꎮ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中ꎬ有 ８ 个基础理论被列为重点研究领域:(１)大
数据智能理论、(２)跨媒体感知计算理论、(３)混
合增强智能理论、(４)群体智能理论、(５)自主协

同控制与优化决策理论、(６)高级机器学习理论、
(７)类脑智能计算理论、(８)量子智能计算理论ꎮ
其中ꎬ第(２)(３)(６)(７)与认知计算直接相关ꎮ

类似地ꎬ美国在 ２０１６ 年发布了«国家人工智

能研发战略计划»ꎮ 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美国国防部

开始实施“下一代人工智能”(ＡＩ Ｎｅｘｔ) 〔２〕研发计

划ꎮ 该计划分为 ８ 项战略:(１)在重点投资的基

础理论领域、(２)人机协作方法、(３)伦理、(４)安
全、(５)数据环境和服务保障、(６)技术标准和工

具、(７)队伍建设、(８)合作方式ꎮ 该战略计划分

别对这 ８ 个方面进行了战略规划和投资规划ꎮ
在(１)基础理论战略方面ꎬ重点推进以数据为中

心的知识发现方法ꎬ增强人工智能的感知系统ꎬ
理解人工智能理论能力的局限性ꎬ追求研究通用

的人工智能ꎬ开发可伸缩的人工智能系统ꎬ促进

对类人人工智能的研究ꎬ开发更有能力、更可靠

的机器人ꎬ为人工智能的改进发展硬件ꎬ为改进

硬件创建人工智能ꎮ 美国的战略强调了与认知

相关的理论与技术ꎬ可以说其所有的基础理论专

题都与认知计算直接相关ꎮ 同时ꎬ在战略(２)
“人机协作方法”中ꎬ明显地强调了认知理论与

计算ꎬ２０１９ 年美国国防部将该条更新为“开发能

够增补和增强人类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ꎮ 这一

更新进一步强调了人机协作的优先地位ꎬ在人机

认知、态势感知方面给予了充分强调ꎬ并明确提

出将聚集行为、认知和心理学家参与ꎮ
由此可见ꎬ新一代人工智能在计算模式上的

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认知计算ꎬ这是前期人工智

能所缺少的ꎮ
关于认知计算ꎬ通常的解释将其技术系统类

比于人的认知能力ꎬ而关于人的认知能力ꎬ由认

知科学提供定义ꎬ即认知是人或机器或任何生命

系统或类似系统与其环境或对象的交互性行为ꎬ
这种行为的特征是具有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ꎮ〔３〕

它的意思是说ꎬ行为有诸多种类ꎬ只有具有确定

性的模式(能够被表示)ꎬ与特定的环境或对象

具有特定的关系ꎬ这些行为才能被认知科学研

究ꎬ才是具有“认知”意义的ꎮ 这样ꎬ认知科学成

为与计算机科学类似的学科ꎬ是一个输入、输出

对应的关系模式ꎮ 之所以它与计算机科学不完

全相同ꎬ是因为它面向更为复杂的生命或类似系

统(机器系统)ꎮ 这使得认知科学将处理超出传

统计算系统所处理的单纯的符号系统的状态ꎬ即
认知科学更为全面地实现了生命或机器系统应

对客体的目标———除了实现类似人的高级理性

行为(符号处理)之外ꎬ还纳入了感知ꎬ即大量的

非符号处理或先于符号处理的行为ꎮ 如果那些

符号的处理可以由早先的计算系统加以实现ꎬ那
么ꎬ在认知科学眼中“认知”就成为一种特殊的

计算———即纳入了大数据(难以或无须符号表

征)、多种模量的处理(以适应多量纲种的物理

环境与客体)、非离散变量的处理(以模拟非数

字化表征的物理状态)等ꎬ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处

理ꎬ以区别于经典的符号计算ꎮ 所以一些研究将

认知计算的特征解释为考虑环境的相关性(Ｃｏ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对环境的适应性(Ａｄａｐｔｉｖｅ)、与客体的

交互性(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认知的全面性(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ｆｕｌ)ꎬ〔４〕这些属性描述了认知计算具有的、传
统符号处理系统所缺少的特性ꎬ同时也是生命和

机器系统共有的特性ꎮ 按照对认知这样的理解ꎬ
常见的认知计算被归纳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信

号处理、机器学习、人机交互、数据挖掘等ꎬ是一

些符号主义的人工智能较少涉及的领域ꎮ
这样ꎬ人机交互(包括类似生命感觉系统的

人机交互、多模态的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人机

融合)、非确定性数据处理(大数据、机器学习、
不确定性推理)、自主性机器系统(奠基于包含

感知系统的机器系统ꎬ主要是机器人或智能体

Ａｇｅｎｔ)这些弥补或扩充符号计算的认知计算及

其应用ꎬ已经成为当前上述各个国家在战略上规

划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主要的、具有引领作用的

计算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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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一代人工智能典型技术举例

(一)传感技术

传感可视为是在模仿人的感觉活动ꎮ 传感

技术是指对传感器数据处理与分析的技术ꎬ主要

是传感器信号采集和传输所需的计算技术(包括

设计、生产环节所涉及的计算问题)ꎬ即传感计

算ꎮ
中国国家标准 «传感器通用术语» ( ＧＢ / Ｔ

７６６５ － ２００５)将传感器定义为:“能感受被测量并

按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及装

置ꎬ通常由敏感元件及转换元件组成”ꎮ 敏感元

件(ｓｅｎｓ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是“指传感器中能直接感受

或响应被测量的部分”ꎬ转换元件(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是“指传感器中能将敏感元件感受或响

应的被测量转换成适于传输或测量的电信号部

分”ꎮ〔５〕 按照当前分类ꎬ传感器包括物理量、化学

量、生物量、模拟式传感器ꎬ等等ꎮ
当前ꎬ一个上升最快并且需求极大的传感领

域是物联网传感层ꎬ它由传感器及其附属或辅助

的通信、电力、防护等设施构成ꎮ 传感器是传感

层的核心软硬件设施ꎮ 据分析ꎬ互联网、传感器

和行业产生的专业数据已经成为全球大数据主

要来源ꎮ 可见传感器已经成为人类新时期重要

的数据源ꎬ并处于高速增长期ꎮ 据 ＢＣ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公司估计ꎬ全球传感器市场 ２０２５ 年将达到 ３３２８
亿美元ꎮ〔６〕

在传感器数据进入系统级计算之前ꎬ已经进

行了微元计算ꎬ包括电路级的计算ꎬ其特点是:
(１)存在大量的模拟计算ꎮ 这些计算包括

信号的处理ꎬ如放大、滤波、反馈、比较等ꎬ也存在

数学的模拟计算ꎬ如平方、对数、微积分ꎬ等等ꎮ
(２)存在大量的数字—模拟信号转换过程ꎮ

对于单个传感器元件而言ꎬ可能进行的是模数—
数模转换ꎮ 而在一个传感器系统中ꎬ传感器可能

不止一个ꎬ这样这个传感器系统就将进行多维传

感信号的多维运算ꎮ
(３)数字信号的计算可以脱离中央处理器

和算术逻辑单元ꎬ通过嵌入和固化的逻辑运算装

置计算ꎮ
在传感器技术大规模应用之前(主要是传感

网大规模应用之前)ꎬ通过微型信息处理装置进

行设备交互控制的技术普遍采用嵌入式系统ꎮ
嵌入式系统(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ꎬ是指嵌入于数控

对象或宿主的专用计算机系统ꎬ它与受控器(嵌
入式系统的外部环境)及受控器的外部环境进行

信息交互ꎮ 传统的嵌入式工控系统的典型技术

是可编程控制器(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ꎬ
ＰＬＣ)技术ꎬ它通过嵌入芯片实现处理信息程序

的可编程化ꎬ对数据处理的功能实现有限改进ꎮ
但是 ＰＬＣ 技术的信息采集受限于固定的数字信

号(如用户操作面板)采集方式ꎬ与网络的交互

能力低ꎮ 如果加入动态信息采集ꎬ如点对点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Ｐｅｅｒ ｔｏ ＰｅｅｒꎬＥＰＰ)和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方式ꎬ特别是以传感方式进行动态信息采集(这
时采集的信息更为原始和广阔)ꎬ并将信息加入

网络进行传输和后续处理ꎬ嵌入式系统将成为传

感网的一个节点ꎮ 典型的应用如自动驾驶信息

系统中有大量的嵌入式系统ꎬ进行多信息源和复

杂的网络交互ꎮ 网络化后的嵌入式系统可以实

现 ＴＣＰ / ＩＰ 协议族的网络互联ꎬ以及多种网联网

协议的互联ꎮ 因此ꎬ嵌入式系统逐渐融入物联网

是一个重要趋势ꎬ见图 １ꎮ〔７〕 图中左右同行概念

的外延基本上是重合的ꎮ

图 １　 嵌入式系统与传感器系统的同步进化和融合模式

(二)机器学习

一个广为接受的机器学习的定义是:“增加

知识并改进技能”的机器活动ꎮ〔８〕

机器学习发端较早ꎬ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
陆续产生了不同的机器学习方法ꎬ大致产生了概

念学习、规则学习、决策树学习、归纳学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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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基于实例的学习、神经网络学习、遗传算法

学习、贝叶斯学习、马尔科夫学习、增强学习、图
模型学习、组合学习ꎬ等等ꎮ 应用领域包括语音

识别、图像识别、故障检测、语言模型构建、疾病

诊断、行为模式识别等ꎮ 近一个时期以来ꎬ机器

学习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特点ꎬ总体看来ꎬ以下

趋势是明显的ꎮ
(１)学习方法的综合化ꎮ 如今ꎬ机器学习已

经呈现出学习种类综合运用的趋势ꎬ也可以称为

混合学习的趋势ꎮ 例如ꎬ将归纳学习和分析学习

结合起来ꎬ产生了二者结合的学习方法ꎻ图模型

方法考虑了多个概率相关性节点构成的链条ꎬ特
别是将独立和不独立事件的概率都考虑进来ꎬ相
当于传统单一的概率统计机器学习方法的综合ꎻ
组合学习更是明显组合了多种单一结构的学习

方法ꎬ等等ꎮ
(２)学习函数的复杂、多样化ꎮ 以神经网络

的学习函数为例ꎬ最初的函数设计仅仅是线性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函数ꎬ此后学习函数逐步扩展到高斯函

数、波尔兹曼函数等多种可积函数ꎮ
(３)学习深度加深ꎮ 深度学习是指学习结

果分层次逐步延伸ꎬ特别是网络层的逐层递归ꎬ
以至于学习的结果产生质的飞跃(见表 １)ꎮ 典

型的进展是 Ｈｉｎｔｏｎ 等应用多层神经网络构造不

同维度ꎬ使得机器图像识别的能力大幅度提

高ꎮ〔９〕在此基础上ꎬＧｏｏｇｌｅ 启动了 ＧＯＯＧＬＥ 大脑

计划ꎬ进行机器图像识别ꎬ识别的准确率超过人

类ꎬ并产生多维类人的特征识别结论ꎮ

表 １　 深度学习的特征〔１０〕

(４)生命体认知模式的进一步模拟ꎮ 以神

经网络为典型的机器学习方法借鉴了具有生命

体特征的认知模式ꎮ 神经网络最初从原始网络

开始逐步复杂化ꎬ逐步地建立起多种变量调节的

自适应系统、局部递归系统、模拟进化结构ꎬ直至

近年来建立卷积多层神经网络ꎬ其结果是越来越

接近生物体的认知模式ꎮ 特别是卷积多层神经

网络结构ꎬ模拟了多种神经认知模式ꎬ包括感受

野〔１１〕的神经认知机理ꎬ以及认知神经功能上的集

群化〔１２〕特征ꎬ也模拟了人的学习行为的分层处理

模式〔１３〕和深层参与学习的神经分层处理模式ꎮ〔１４〕

(三)脑机接口

脑机接口细分为脑—机接口(ＢＣＩ)、机—脑

接口(ＣＢＩ)、脑—脑接口(ＢＢＩ)ꎬ是人机融合的一

种形式ꎮ 人机融合是指人体和机器在物理上的

结合或直接交互作用(非传统意义上的键盘输

入)ꎮ 人机融合已经有了多种ꎬ如语音与机器的

交互ꎬ脑信号直接与机器交互ꎬ人体与物体的直

接融合、连接ꎬ人机的入侵式交互(比如电子器件

嵌入人体ꎬ人造肢体的某些神经化ꎬ等等)ꎬ形成

了人机混合体ꎮ
脑机接口是指机器获取脑信号再进行利用ꎬ

如操控另一台机器ꎮ 几个典型的脑机接口成果

列举如下ꎮ
(１)脑波复现视觉图像ꎮ 美国加州大学心

理学系(ＵＣＢＣ)的学者进行了一个实验:当被试

者看某一个图像的时候ꎬ脑电波波形被计算机记

录下来ꎬ对组合的波形分析、模拟ꎬ最后合成的图

像接近被试者看到的图像ꎬ就是说计算机根据人

脑看实物时的脑波形ꎬ重新绘制了该波形对应的

实物图像ꎮ〔１５〕

(２)动物“意念”操纵机械臂ꎮ 通过机器获

取脑信号ꎬ再用此脑信号操控机器肢体的实验已

经成功了ꎮ 如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安德鲁施瓦

茨等人ꎬ对两只短尾猴进行了“意念”操纵机械

臂抓取食物的实验ꎮ 他们在猴子脑部运动神经

皮层植入 １００ 个微小电极ꎬ电极彼此形成网络ꎬ
每个电极与一个神经细胞连接ꎬ这些电极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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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机械臂相连ꎮ 当脑细胞发出某种活动

指令时ꎬ电极会将接收到的脑信号经计算机处理

后传送给三维机械臂ꎬ指挥其完成抓取放在面前

的葡萄等食物的任务ꎮ〔１６〕

(３)脑—脑接口通信ꎮ 该类的一个实验是

将脑电波传递给计算机ꎬ计算机把脑电波解码ꎬ
进行计算机间的通信ꎬ再通过计算机编码合成脑

电波ꎬ传递给第二个脑ꎬ让这个脑产生与第一个

脑类似或对应的思维ꎮ 这个实验是在印度、法国

两地做的ꎮ 身在印度的被试者在意念里“说”了
“ｈｏｌａ”(西班牙语“你好”)ꎬ对应的脑电波被识

别、远程传送给法国ꎬ位于法国的另一个被试者

用意念回答“ｃｉａｏ”(意大利语“你好”)ꎬ印度的被

试者通过脑电波理解了这个问候ꎮ〔１７〕

脑机接口实现了以物理装置接收意识ꎬ或者

以机器制造意识并使人体接受ꎮ 这是意识物理

化、可经验和实证的直观证据ꎬ并在一定程度上

由意识体之间直接交互ꎬ它逐步实现了在图灵和

非图灵计算、人工计算和自然计算、连续变量处

理和离散变量处理方面的高度融合ꎬ并在空间上

实现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生命体之间的ꎬ在细

胞和分子级别上进行通信或物质交换ꎬ以多种方

式突破了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ꎮ

三、新一代人工智能计算模型的创新

(一)计算模型分类方法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ꎬ新一代人工智能在物理

实体、名称术语和学术管理体系方面已经成为一

个独立的人工智能分类ꎬ但是在理论体系上它是

否开创了一个独立的人工智能类别仍然需要更

为坚实的论证ꎮ 人工智能ꎬ作为科学技术的门

类ꎬ其独立特征应取决于理论模型的独特性ꎬ而
人工智能的模型取决于计算模型ꎬ这是由逻辑和

历史决定的ꎮ 从逻辑上看ꎬ人工智能以计算机为

核心技术ꎻ从历史上看ꎬ人工智能以图灵的计算

模型为理论模型ꎬ正因如此ꎬ图灵计算模型的奠

基人图灵也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ꎮ 虽然麦卡锡

等人召开“人工智能夏季研讨会” ( Ｓｕｍｍｅ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的 １９５６
年ꎬ被许多人认定是“人工智能元年”ꎬ但是那是

给人工智能取名字的年份ꎬ取名之前的 “婴

儿”———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实体已经诞生了ꎮ
那么ꎬ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计算模型是否有独立

的特征ꎬ如果有ꎬ是什么? 这些问题需要给予解答ꎬ
这已构成新一代人工智能最基础的理论问题ꎮ

关于“计算模型”ꎬ目前没有一致的定义ꎮ
在此ꎬ该概念被定义为“计算的抽象描述”ꎮ 例

如ꎬ在计算机科学技术中的一个算法ꎬ比如“冒泡

排序”算法(把较小的元素往前调或者把较大的

元素往后调ꎬ以完成一个随机序列的大小次序排

列)是计算过程ꎬ但是其更抽象的计算方法是比

较大小ꎬ即数值的大小关系计算ꎻ再比如一个傅

立叶变换是将周期函数的时域振幅函数转换为

频域函数ꎬ其更抽象的计算方法是积分运算ꎻ再
比如一个互联网的地址链接ꎬ在计算的抽象本质

上看是一个映射ꎬ等等ꎮ 这样ꎬ各种计算将会被

归结为更本质的、具有一般性的计算类别ꎮ 文献

将当前已知的计算模型分为模拟计算和图灵计

算两类ꎬ〔１８〕 这两类可以概括当前计算机和人工

智能的所有运算ꎮ 这是依据变量的种类和计算

方式(对量的最初级的处理方式)进行的分类:
模拟计算处理连续变量ꎬ并以连续变量为计算对

象ꎻ图灵计算处理离散变量ꎬ并以离散变量为计

算对象ꎮ 这样看ꎬ上面举例的“冒泡算法”和链

接背后的映射都是离散变量计算ꎻ而傅立叶变换

是连续变量计算(积分运算)ꎬ可以进行模拟计

算ꎬ也可以以离散(插值方法取样)数值计算的

方式进行离散变量计算ꎬ这也是当前数字计算机

的计算方法ꎬ即对连续变量进行离散化计算ꎬ以
趋近连续变量计算ꎮ 这样ꎬ本文在此给出计算的

分类:
(１)模拟计算(连续变量计算ꎬ即非图灵计算)ꎻ
(２)图灵计算(离散变量计算ꎬ即递归计算ꎬ

亦即 μ －递归计算)ꎻ
(３)数据驱动的图灵计算(图灵计算亚型)ꎻ
(４)模拟、图灵混合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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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一代人工智能中的模拟计算(非图

灵计算)
按照这个计算模型分类分析新一代人工智

能ꎬ可以发现ꎬ大量的模拟计算被应用ꎬ这是以前

的人工智能较少具备的ꎮ 模拟计算主要的应用

领域是传感器领域ꎮ 大量的连续变量在数字化之

前就已经被模拟计算处理了ꎬ主要承担模拟计算

的装置是模拟芯片ꎮ 按照集成电路厂商调查机构

ＩＣ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的 ＭｃＣｌｅａｎ ２０１８ 年的报告预计ꎬ２０１７—
２０２２ 年 ５ 年间模拟芯片年均增长率为 ６. ６％ꎬ从
５４５ 亿美元达到 ７４８ 亿美元ꎮ〔１９〕

模拟计算在计算模式上具有以下三个特点ꎬ
是离散计算所不具备的ꎮ

(１)连续变量处理ꎮ 在数学中极其常见的

微积分运算———几乎占据整个 物 理 学 的 运

算———中的基本运算可以用微分电路和积分电

路实现ꎮ 这种计算使得连续变量处理在数模转

换之前即已完成ꎮ
(２)模量计算ꎮ 模量是多种特性或维度的

一个量化单位ꎬ其基本特征是物理可测量的ꎬ并
可以包含多个物理属性ꎬ而所包含的属性可分析

为单一的或多个物理量纲ꎮ 在模拟计算中ꎬ被计

算的量是可以以模量形式被处理的ꎬ如傅立叶变

换ꎬ可以用分频器电路(硬件)实现时间、振幅、
频度物理量处理ꎮ

(３)物理信号乃至物质载体的直接处理ꎮ 模

拟计算中的信息可以以信号形式存在ꎬ也可能不

只是信息载体ꎬ还是物理世界物质实体的一部分ꎮ
例如ꎬ无线传感网的观察、选择、规划、决策也是基

于信号(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符号)实现的ꎬ这样ꎬ信
息与其对应的物理世界更加不可区分ꎮ

在这三个计算特点中ꎬ特点(１)可以转化为

图灵计算类型ꎬ而特点(２) (３)却是图灵计算较

少处理ꎬ甚至不具备优势的计算类型ꎬ因此ꎬ模拟

计算也可视为非图灵计算ꎮ
(三)新一代人工智能中的数据驱动的递归

计算(图灵计算亚型)
虽然机器学习的算法在不断演进ꎬ但图灵计

算模式下机器学习的计算模型尚缺少一般化的

表示ꎬ即所有机器学习的通用形式的表达式尚未

提出ꎮ
一个机器学习的模式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机器学习流程图

图灵计算模型的一般表达式目前广为接受

的递归函数类别是 μ －递归函数ꎬ这沿袭了哥德

尔 １９３１ 年对递归函数〔２０〕 和 １９３８ 年克林对 μ －
算子的定义ꎮ〔２１〕 递归函数由原始递归函数以复

合方式和递归方式构造而成ꎮ 其中前一种比较

简单ꎬ普遍性不大ꎬ在此不进行讨论ꎮ 具有代表

性的是后一种递归函数的定义:
已知函数 ｇ( )ꎬｈ( ꎬｙꎬｚ) ꎬ其中 是向

量ꎬ称函数 ｆ
ｆ( ꎬ０) ＝ ｇ( ) 　 　 　 　 　 【１】

ｆ( ꎬｙ ＋ １) ＝ ｈ( ꎬｙꎬｆ( ꎬｙ)) 　 　 【２】
是由 ｈ 和 ｇ 经过递归(复合)方式得到的ꎬ其中

即 ｘ １ꎬꎬ ｘ ｎꎮ
递归函数有两个基本特征ꎬ即逐步计算和分

解计算ꎮ 所谓“逐步计算”ꎬ是指 ｆ 的第 ｙ ＋ １ 个

变量的值由 ｆ 的第 ｙ 个变量确定ꎬ一直追溯到初

始变量 ｙ ＝ ０ꎮ 所谓“分解计算”ꎬ是指 ｆ 分解为 ｇ 、
ｈ 两个函数求解ꎬ并且 ｈ 的计算分解为对不同变

量的计算ꎬ ｆ 成为计算 ｈ 变量的函数ꎬ是 ｈ 的一个

局部的计算ꎬ因此也是分解计算ꎮ
现在对比图 ２ 与递归函数的定义ꎮ 图 ２ 中

的循环过程是一个递归过程ꎬ它将上一次的函数

输入(设置结构识别的特征抽取器)调整后进行

输出(结构识别的特征抽取器)ꎬ再作为输入进

行递次操作ꎬ相当于【２】式中

　 ｆ( ꎬｙ) ＝ ｈ( ꎬｙꎬｆ( ꎬｙ ＋ １))
的迭代ꎮ 每次迭代都有一个外生变量 ｙ 或 ｙ ＋
１ꎬ即学习样本参与调正 ｆ ꎬ而迭代的结果使

得函数变异ꎮ 这样ꎬ一个机器学习的数学表达式

可以表示为【１】【２】的变化集合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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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０( ꎬ０)} ＝ {ｇ( )} 　 　 　 　 【３】
{ ｆ２( ꎬｙ ＋ １)} ＝ {ｈ( ꎬｙꎬｆ１( ꎬｙ))} 　 【４】

{ ｆ} ≈ Ｌ({ｇ}) 　 　 　 　 　 【５】
【３】【４】 【５】即为机器学习的一般数学表达式ꎮ
函数族 { ｆ０} 相当于多个【１】中的 ｆ ꎬ它由初始输

入的原始数据ꎬ升维为类似于分类器的分析函数

ｆ０ ꎬ这个分析函数族处于变动之中ꎬ由数个具有

误差调节功能的参数的 ｈ 函数实现ꎻ而 ｈ 的调节

取决于 { ｆ０} 的变化ꎮ 这种迭代的结果是产生多

级 { ｆ１} ꎬ目标是 { ｆ１} 与 {ｇ} 具有模糊的线性关

系 Ｌ (≈表示这种模糊的近似)ꎬ即 { ｆ} 线性模仿

{ｇ} ꎬ即机器学习 {ｇ} ꎮ
在本质上ꎬ【３】【４】【５】是图灵计算模型ꎬ 是

哥德尔递归模型的特殊类型ꎮ 由于每次迭代均

由外生变量集合驱动ꎬ可以称之为“数据驱动的

递归函数”ꎬ即 “数据驱动的图灵计算模型”ꎮ
【１】【２】与【３】 【４】 【５】的根本区别是ꎬ前者对于

每次输入输出的迭代都遵循一个迭代方程 ｆ ꎬ后
者在一般情况下没有这样一个迭代前预设的统

一的、一成不变的迭代方程(这里不是指偏置函

数和阈值函数———它们虽然在迭代过程中保持

不变ꎬ但是它们只是迭代函数如神经网络的局

部)ꎬ而是每次迭代的结果都产生一组迭代方程

{ ｆ} ꎮ ｆ 的确定不只取决于前一次的迭代结果

ｆ －１ ꎬ还取决于外生变量 ｙ 的参与ꎻ确定的结果对

于哥德尔递归函数意义上可能存在的两个函数

个体 ｆ 和 ｈｉ(ａ ∈ ｙ) 不一定构成迭代前后的等式

关系ꎬ但是迭代函数族 { ｆ} 和 {ｈ} 具有一定的模

式化(相对稳定)特征ꎬ这一特征持续保持ꎬ使得

【５】得以形成ꎮ 这样ꎬ{ ｆ ０}ꎬ{ ｆ １}和{ ｆ ２}实际上

是递归函数 ｆ 的水平分裂ꎬ并产生新的量化关系

【５】ꎮ 【５】是哥德尔递归方程中所没有的、机器

学习独有的方程ꎬ也是机器学习理论模型的突出

特征ꎮ
(四) 新一代人工智能中的人机交互计算

(计算模型复合)
人机交互计算的模型应该是模拟计算与图

灵计算的混合ꎬ但是输入数据和计算部件(承载

函数的实体)都可能处于变动之中ꎬ并跨物种ꎮ
可以认为是在数学计算模型上并不独立ꎬ但在技

术上与纯机器或纯生命体都有区别的计算装置ꎮ
由于模拟计算本身即是物质介质或物质本身的

复现(允许复现时有变化)ꎬ因此模拟计算本身

即意味着可能跨物种ꎮ 对于图灵计算而言ꎬ已经

证实数字计算机的计算模型属于图灵计算模型ꎬ
而生命智能行为的递归计算规律也已逐步揭示

出来ꎮ 例如ꎬ文献揭示了脑区存在着递归计算的

“单元”(功能区域)ꎬ当识别两种几何形体(一系

列楼房和脸的对比图像ꎬ都带噪声)的细胞区域

各自的反应强度与第三个独立区域的反应强度

正相关ꎬ证明第三个独立区域是前两者信号强度

的递归(相当于【３】【４】的过程)ꎮ〔２２〕

四、计算模型创新的哲学意义

(一)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的关系

从对上述技术进展和计算模型独特性方面

的分析中可以看出ꎬ新一代人工智能具有独立的

理论和技术特点ꎮ 那么ꎬ这些独立的理论和实践

背后的哲学意义是什么? 本文认为ꎬ新一代人工

智能隐含着一些重要的哲学倾向ꎬ使得强人工智

能的观点拥有了更大的说服力ꎬ并对几个否证强

人工智能的关键理论问题提出了反证ꎮ
支持强人工智能观点的首要代表人物是图

灵ꎬ其他拥趸者还包括功能主义者和若干广义人

工智能的主张者ꎮ
众所周知ꎬ图灵提出了图灵测试ꎬ以假设的

游戏(如下棋)作为测试标准ꎬ认为尽管测试通

过者是机器ꎬ也应视这种行为所体现的智能等同

于人ꎮ 这里涉及测试代表什么特征ꎬ或者是智能

的哪些方面使得能够判定ꎬ机器在智能上等同于

人ꎮ 图灵本人给出图灵测试的特征描述是思维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ꎬ即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与人的思维等

同(不是比喻意义上的ꎬ也不是未来预期的ꎬ而是

他断言已经能够并在原理上实现计算与思维等

同)ꎮ 这是典型的强人工智能的观点ꎮ
类似地ꎬ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普特南认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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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理状态等同于计算机的计算状态ꎬ用计算

机的语言可以描述心理状态ꎬ即心理的功能与硬

件(芯片或细胞)无关ꎮ 只要计算机具有同样的

计算功能ꎬ即可视为与智能的同一ꎮ〔２３〕

当前ꎬ对强人工智能的解释是将人工智能完

全等同于人的心灵或心理ꎮ 例如有如下定义:
强人工智能更多的是哲学而非实际的人

工智能方法ꎮ 它是一个不同的人工智能概

念ꎬ该概念将人工智能等同于人ꎮ 它推定一

个计算机能够由程序实现人的心灵(Ｍｉｎｄ)ꎬ
从而是有智能的ꎬ有感觉ꎬ有信念ꎬ有其他等

等人所具有的感知状态ꎮ〔２４〕

而 ＩＢＭ 的看法是ꎬ强人工智能等同于广义

人工智能ꎬ包括具有意识、能够学习ꎬ等等ꎮ〔２５〕 广

义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ＡＧＩ)
是 １９９７ 年提出的ꎬ〔２６〕提出的直接目标是使人工

智能具有人的各种智能ꎬ后来又提出要设计出达

到人水平的人工智能ꎬ包括感知、记忆、注意、社
会交互、规划、动机、交流、自我建模、推理、情感、
学习、行动力、创作、量化能力ꎬ等等ꎮ〔２７〕

(二)对强人工智能的反驳观点

对强人工智能的反驳以塞尔的“中文房间”
论题为代表ꎮ 由于“中文房间”论证本身也充满

争议ꎬ在此需要对它简单评介ꎮ
“中文房间”被提出者假定为一个场所ꎬ在

房间(“中文房间”)内的电脑打字员是一个懂英

语、不懂中文的实验角色ꎬ处理被送来的三批中

文资料:脚本、故事和问题ꎮ 打字员虽然不懂中

文ꎬ但是依据房间提供的英文写就的规则ꎬ就可以

将汉语的脚本和故事对应汉语的问题作出回答ꎮ
这样在房间外的人看来ꎬ打字员是懂中文的ꎮ

塞尔通过这个假设想反驳人工智能专家的

以下两个论断:
(１)计算机程序是可以理解故事的ꎮ 但塞

尔认为ꎬ在这则假设中ꎬ打字员虽然把故事和脚

本对应了针对故事的问题ꎬ但打字员只是依规进

行了英汉符号转换ꎬ并不懂中文ꎬ因而也不理解

那些中文陈述的故事ꎮ

(２)计算机程序解释了人类的理解ꎮ 但塞

尔认为ꎬ打字员的中文符号转换操作没有意义上

的联系ꎬ只是规则上的联系ꎬ因为打字员不是真

正理解ꎻ类似地ꎬ机器虽然能够处理符号ꎬ但跟那

个打字员一样不理解人类的故事(因为中文写就

的故事背后的意义的存在未被打字员理解)ꎮ
这是塞尔对 “中文房间” 的初步描述ꎮ 此

后ꎬ塞尔讨论了强人工智能学派的反驳ꎮ 塞尔认

为机器不能思维:
因为它们本身所做的形式符号处理没有

任何意向性ꎬ它们是全然无意义的ꎬ它们甚至

不是符号处理ꎬ因为这些符号什么也不代表ꎮ
用语言学的行话来说ꎬ它们只有句法ꎬ而没有

语义ꎮ 那种看来似乎是计算机所具有的意向

性ꎬ只不过是存在于为计算机编程和使用计

算机那些人的心里ꎬ和那些送进输入和解释

输出的人的心里ꎮ〔２８〕

进一步ꎬ塞尔对通常认为是“强人工智能”
观点的普特南提出的“心灵之于大脑ꎬ犹如程序

之于硬件”作出如下反驳:
第一ꎬ区分程序与实现方式会造成这种结

果:同一程序可以用不具有任何意向性形式的各

种稀奇古怪的方式实现ꎮ
第二ꎬ程序是纯形式的ꎬ但是就这种意义而

言意向状态不是形式的ꎮ 意向状态是根据它们

的内容而不是根据它们的形式定义的ꎮ 例如ꎬ正
在下雨的信念不是定义为某种形式外形ꎬ而是定

义为满足条件的某种心理内容、适从方向ꎬ等等ꎮ
第三ꎬ正像前面提到的ꎬ心理状态和心理事

件确实是大脑运作的产物ꎬ但是程序不是同样方

式下的计算机的产物ꎮ〔２９〕

对于问题 “机器能思维吗”? 塞尔的观点

是ꎬ只有一种机器能够思维ꎬ实际上只有一些类

型非常特殊的机器ꎬ即大脑和那些与大脑具有相

同因果能力的机器ꎬ能够思维ꎮ〔３０〕

概言之ꎬ塞尔认为机器程序的运行与思维的

根本差异在于心理内容(特别是意向性、语言的

语义)是机器不具备的ꎮ 这种反驳强人工智能的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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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具有代表性ꎮ
类似于塞尔ꎬ维克菲尔德认为ꎬ塞尔关于在

“中文房间”中的打字员是否懂汉语的论证需要

重新考虑:仅当那个打字员理解操作指令的符号

背后的语义时ꎬ打字员才是真理解中文———指令

或字符的语义包含着不确定的因素ꎬ那是语法不

能完全覆盖的ꎻ仅仅理解语法ꎬ尽管语法标志了

一些语义ꎬ但仍不能视为真正地理解语义ꎮ〔３１〕

(三)新一代人工智能对反驳强人工智能的

观点的实践性否定

针对塞尔和维克菲尔德对强人工智能的否

定ꎬ强人工智能观点持有者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

反驳ꎬ但是ꎬ支持强人工智能的功能主义和结构

主义的观点ꎬ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实践中显现了一

定预见性ꎬ这是值得关注乃至认可的ꎮ
维克菲尔德所指的不确定性是什么ꎬ他没有

详述ꎮ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ꎬ如果这种不确定性在

本质上是随机性ꎬ那么ꎬ它确实是强人工智能所

不能解释的———但是这种状态ꎬ人同样也不能理

解和解释ꎬ即这种纯粹的随机性(混乱状态)既

不在天然智能也不在人工智能所能理解和解释

的范围之内ꎮ 按照塞尔和维克菲尔德的理解ꎬ这
种不确定性状态不仅处于时刻的连续变动之中ꎬ
也处于不能用语言(包括语法)穷尽描述的状态

下ꎮ 尽管如此ꎬ如果承认心理状态完全是在物质

世界之内ꎬ而非笛卡尔二元论主张的心理状态与

物质世界彼此之间是独立的ꎬ 那么ꎬ 心理状

态———哪怕具有一些不确定性ꎬ也应可以还原为

物理状态ꎬ这是符合当今许多哲学家与科学家所

主张的心灵是神经元的状态〔３２〕 的观点的ꎮ 实现

这种可能的一种方式就是以传感器为主的技术

建立了传感功能以仿真感知功能ꎬ它对应了物理

世界中引起主观感受的物质模量(物理量、化学

量等量纲对物理状态的采样或表示)ꎬ成为心理

感受及其物质基础的模拟ꎮ 首先ꎬ模拟量是连续

变量ꎬ在这一特性上等同于心理沉浸的持续特

性ꎻ其次ꎬ量的“内容” 由物质模量及其后果构

成ꎬ它可以与产生心理状态的物质模量相同ꎬ如

产生痛苦的热、力ꎬ及其神经的某些物理状态ꎬ等
等ꎮ 根据这一思想ꎬ机器人专家设计了产生痛苦

与快乐的电路ꎬ〔３３〕 它以连续物理状态模拟人的

心理状态ꎬ即 Ｑｕａｌａ(感觉的质)ꎬ并在状态达到

某一阈值时触发语言表达式(如“疼痛”)来表达

这种状态ꎮ 他们的论证所模拟的物质状态即心

理状态的依据是镜像神经的示例ꎮ 镜像神经是

思维模拟某一物理事件时的心理反应的神经状

态ꎬ它最初是指在实验中的猴子看到人吃饭时激

活了它吃食行为所能激活的神经ꎬ即看吃(想吃

的心理)与吃的真实事件二者的神经反应相同ꎬ
从而证明心理—生理是同一的ꎮ〔３４〕 按照这一思

想ꎬ认知过程中的心理的状态(如塞尔所说的

痛)虽然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ꎬ是语言无法穷

尽的ꎬ也是维克菲尔德所说的“不确定的”ꎬ但
是ꎬ可以存在于产生它们的某些特定物质模式

中ꎬ并具有特定的表征(如“痛”这种语言表征)ꎻ
而这种特定的物质模式及其表征可以被模拟ꎬ这
种模拟正像镜像神经ꎬ从而使得这种物质模式的

模拟等同于心理模拟ꎮ 这也与胡塞尔意识理论

相符ꎬ〔３５〕该理论认为认知底层(初级)功能如感

觉ꎬ直至高级理性功能如推理是与科学实证研究

的原则相一致的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脑机接口技术

实现了心理状态的物质解释ꎬ也印证了心理与机

器可以具有相同状态和相同的表征ꎮ 它将心理

特别是意识的物理信号的模式释读ꎬ触发机器的

确定性行为ꎬ使得心理———塞尔认为不能物理还

原的状态———确定性地还原为一种物理状态ꎮ
因此ꎬ每一个意识驱动的脑机接口事件都是意识

的物理还原的实证ꎬ因而也是心理—生理—机器

状态同一的实证———如果心灵具有不确定性是

与机器一致的ꎬ因而并不能认定机器模拟心灵在

原理上具有永久不可逾越的鸿沟ꎮ
这种同一论哲学也是功能主义所主张的思

想ꎬ如普特南认为“心理状态仅仅与计算机状态

同构”ꎬ〔３６〕符合对普特南的“心理性质与机器的

功能性质等同”评论ꎮ 将心理在本质上和功能上

等同于机器的功能ꎬ而不论实现功能的物质结构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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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质质料差异ꎬ这反映了强人工智能的基本观

点ꎮ 传统的人工智能(符号主义)虽然表明了人

工智能与人的智能的相同之处ꎬ但却被弱人工智

能主张者所否定ꎬ主要针对的是机器不具备感知

能力(如塞尔所说ꎬ机器不能感觉到痛ꎬ〔３７〕 或维

克菲尔德所说的不确定性)ꎬ从而导致机器在功

能上有所欠缺ꎮ 但是ꎬ新一代人工智能宣称感觉

到了痛ꎬ这就反过来需要强人工智能的反驳者进

一步的解释或证否ꎬ可是这一步还没有彻底到

来ꎮ
“机器不具备意识”是塞尔等强人工智能的

反驳者的重要理由ꎮ 由于结构主义的同构心理

模型已经被解释为机器意识模型ꎬ〔３８〕 对此的反

驳已经不是很充分了ꎮ 这种同构模型认为机器

已经可以建立语义ꎬ即“中文房间”论证所宣称

的机器的符号规则处理中所缺少的那个语义ꎮ
其基本理由是ꎬ人的语言中的操作(语法和语

用)可以与机器的运算同构ꎬ而人和机器这两种

操作都可以映射到物理世界ꎬ使得机器的操作及

其映射集合与人的意识同构ꎬ由于人的意识被解

释为与外部世界同构ꎬ因而这个与外部世界同构

的机器功能与人的意识具有等同的效力和地位ꎬ
亦可视为意识ꎮ

虽然塞尔可以反驳这种机器对心灵的物理

解释未必是心理的全部特征ꎬ但是ꎬ人工智能的

本质是创造类人或本质等同于人的智能ꎬ而非全

面模拟人的心理———智能只是心灵的一部分ꎮ
模拟或再现被认为是人的智能的特征ꎬ未必需要

模拟人心理的全部ꎬ而情绪类的心理即使在心理

学中也被视为非智力因素ꎮ

五、结　 论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生了新的技术特征ꎬ这些

特征在技术形态上以传感计算、机器学习、脑机

接口等技术为重要技术构成ꎬ在计算对象划分上

以认知计算为新兴类别ꎬ在计算模型上以非图灵

计算(连续变量计算)和变形的图灵计算(数据

驱动的图灵计算)为突出特征ꎬ并有二者混合的

趋向(如脑机接口中体现的人机混合计算)ꎮ 这

些特征支持了强人工智能的主张ꎬ特别是在具有

连续特征和物理量纲复合特征的心理 /生理模拟

及其不确定量的计算上ꎬ出现了弱人工智能所稀

见的特征ꎬ这是对否定强人工智能的主要论证中

认为强人工智能所缺少的核心特征的补充ꎮ 因

此ꎬ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技术形态、计算模型和哲

学理论上均具有独特性ꎬ是这三个领域的重大进

步ꎬ它倾向于或在理论上支持强人工智能的理论

与实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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