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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工智能 (AI) 作为新兴技术之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包括教育、医疗、金融等不同领域。
然而，尽管人工智能被媒体频繁提及，人们对其的了解仍然不足。如今，青少年成长在智能环境中，他们与机器人、
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互动，科技素养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随着青少年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接触和了解，他们对这
些设备的使用会变得更加缜密和细致。因此，必须从青少年开始普及计算思维和人工智能的思想方法，培养他们对
人工智能研究及利用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浓厚兴趣。

目前，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如机器人、模式识别等）来应对一些危机，包括当前的新冠
肺炎疫情。在人工智能时代，让年轻一代为下一次危机 / 流行病做好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下一代对人工智能技术了
解的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开发出智能解决方案，为处于危机中的人类服务，并维持包括经济、教育和健康活动在
内的多项重要活动正常运行。

基于上述背景，读本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向 9 至 15 岁的青少年介绍人工智能。它用讲故事的方式介绍了一些为
了对抗流行病而开发的、基于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此外，读本还通过向青少年们展示可以在互动编程环境上使用
和实现的简单编程代码，来呈现关于人工智能的实践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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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阅读指南

读本以简单有趣的方式向 9 至 15 岁的青少年介绍人工智能。和一些为了对抗流行病而开发的、基于人工智能
的解决方案的生动故事。此外，读本还通过提供互动编程环境，增加青少年人工智能的实践学习经验。

在读本内容上（章、节和故事）使用了三个年龄标签。每个标签表示该内容的年龄适宜性，说明如下：

• 年龄：9+  标签标注了适合 9 岁以上读者阅读的章节。

• 年龄：11+  标签标注了适合 11 岁及以上读者阅读的章节。

• 年龄：13+  标签标注了适合 13 岁及以上读者阅读的章节。

读本各章、节和故事的年龄适宜性是根据 Coh-Metrix 软件和几位人工智能老师的意见确定的。Coh-Metrix 是
一种计算工具，可以产生文本语言和话语表征的指数（Graesser 等，2004；McNamara 等，2014）。所产生的输
出值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研究交互式图书文本的难度、可读性和心理表征的一致性等。

文中的每个 “粗体字”术语都有一个文本框定义，旨在为读者进一步解释该术语。此外，在每一节的最后，
都以小测验或思考题的形式给出了一个练习，以帮助读者练习该节所获得的知识。

该读本也可以供其他不同年龄段的人阅读，即使他们可能没有任何关于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家长和老师也可
以利用这个读本向青少年介绍人工智能，引导他们与代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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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人工智能 ?

人工智能	

由人们制造或生产的东西，通常是自然
事物的复制品。并通过计算机来产生学
习、思考、理解的能力，以在推理的基
础上做出协助人类决定的能力。

神经网络

由许多相似的部件组成的大系统，如线
路、管道、神经等，它们相互连接，共
同运作。它是一种模仿动物神经网络行
为特征，进行分布式并行信息处理的算
法。

人工智能（AI）不仅仅是像《我，机器人》电影中的机器人所
表现的那样（见图 1)，它的范围比这更大，是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的
研究领域。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人工智能有很多
不同的类型。AI 让计算机等机器变得聪明，并可以模仿人类的行为。

现在，支持 AI 的计算机可以像人类一样阅读和书写文本，这
种技术被称为自然语言处理（NLP）。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
与 “机器 ”进行互动和交流，它们就像我们中的一员。这一技术
又叫做 AI 语音识别。除了语言处理的能力之外，科学家们还让计
算机做了只有人类可以完成的事情，我们称之为 “高阶认知能力”，
比如思考、推理和决策。研究表明，人脑的这些能力主要是源于其
神经元（人脑的基本元素）之间的特殊交互方式。科学家们通过实
现神经网络之间所谓的 “大脑式计算”，使计算机具备这些高阶认
知能力。为了实现这些示例，AI 使用了多种算法分析数据。图 2 展
示了 AI 技术如何模仿人类行动的例子。在图 2 的左边，呈现的是
AI 直接模仿人类行为的案例，例如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
别等。

图 1  电影中的 AI 机器人

数据

所收集的信息，特别是事实或数字，用
于研究、发现事物或做出决定。数据可
以是不同的格式，如文本、图片或音频。

算法

解决问题所需遵循的一系列指令或规则。

年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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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作为我们语言中的一个常用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应用几乎无处不在。例如人工智能在
许多游戏中被用于控制非玩家角色（NPC）或机器人。人工智能甚
至被用于我们的智能手机中，例如与 Siri 对话。事实上，几乎所有
你在任何时刻看到或做的事情都在某种程度上被人工智能所支持。
比如你正在阅读的这个读本，是的，这读本就是一个支持人工智能
的计算机程序的产物。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现代文明每一个产品的整
个生命周期的一部分。请随意指出你此时可能看到的任何东西，我
们确信 AI 技术或环境等一定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这些并不限于你
玩的游戏或者你使用的智能手机。

当初引入 AI 的时候，是为了让人类的工作更加高效。在读本中，
我们举了一些关于 AI 的例子和事实。在危机和流行病爆发期间，AI
实际上正在 “拯救 ”人类的生命，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在这种情况
下，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我们的超级英雄，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保
护我们的安全。因此，要想真正领会 AI，我们需要了解它。通过了
解 AI，你也有可能成为像孙悟空一样的超级英雄，在未来利用人工
智能来拯救生命。然而，作为第一步，我们需要一起了解 AI，并学
习如何通过它成为超级英雄。因此，读本试图用一种简单而有趣的
方式，解释人工智能的基本知识。它还介绍了来自不同国家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阶段应用人工智能的生动故事。 

让我们学习这个读本，准备好成为未来的超级英雄吧 !

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是一大类病毒，可引起动物或
人类疾病。在人类中，已知有几种冠状
病毒可引起呼吸道感染，乃至从普通感
冒到更严重的疾病，如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
最近发现的冠状病毒引起了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图 2  AI 技术模仿人类行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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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那时没有智能手
机，没有互联网。哲学家们将人类的思维描述为一个符号系统。古
希腊人曾有过关于机器人的神话，而埃及人则建立了一些自动化系
统（能自己工作的系统），但那时还没有 “人工智能 “这个词。 
1952 年，阿瑟 · 塞缪尔，做出了第一个电脑下棋的游戏程序，也
是第一个可以自主学习的电脑程序，这让世界为之惊讶。这台计算
机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计算机大得多（见图 3）。经过几年时间，
特别是在 1956 年，”人工智能 “一词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
市达特茅斯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被提出。三年后，麻省理工学院（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建成。后来，在互联网和智能芯片等新技术的帮助
下，人工智能开始变得更加有用，也更加容易被使用。现在，我们
在任何地方（比如医院）和我们每天使用的东西（比如智能手机）
中，都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

图 3  第一个电脑下棋游戏程序

符号系统

一个使用符号进行计算和通信的系
统。

程序

程序是一组可执行的计算机指令。

反思练习

数据挖掘是人工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挖掘”这个词，你几乎可以猜到它的含义。如果你了解
了采煤或采油的过程，请试着提出你自己对数据挖掘的定义，并与教科书上的数据挖掘定义进行比较。

故事	1:	人工智能的历史 年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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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疫情期间，利用人脸识别来确认身份

人脸识别是人类最早拥有的本能之一。婴儿需要从其他面孔中识别出父母，这样他们才能与父母联系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开始盯着父母的脸看（例如，在喂奶期间），直到他们记住了父母的脸。随后，他们就可以开
始看到父母的脸和不熟悉的脸之间的区别。同样，计算机也在模仿人类的行为和智能，它们不使用人类的眼睛，而
是使用传感器（摄像头）来识别人脸。面部识别是基于面部的几何特征（眼睛、鼻子、嘴巴的形状以及它们之间的
几何关系，即它们之间的距离）。

图 4  人类和计算机如何利用感官与传感器来和外界交互

传感器

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
量的信息，并能将信息按一定规律转换
成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

第二章		计算机如何像人类一样认识
世界？

感知系统是人类和一些动物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它是帮助动物（包
括人类）认识物理环境的能力，主要与生物物种有关。不同的动物具
有不同的感知能力。人类的感知能力是指通过感官看到、听到或意识
到周围环境的能力。如图 4 所示，人类用五官（视觉、听觉、嗅觉、
味觉和触觉）来感知世界，而计算机则是模仿或复制人类的智慧，用
不同的传感器（摄像头、声音探测器、震动传感器等）来感知世界，
与人类的感官相似。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 “看 “和 “听 “，是人工
智能的重要成果之一。

年龄：9+

年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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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特征

它们是由正方形、三角形或矩形等形状
组成的视觉特征。

（a）

(b)

图 5  (a) 人脸检测示意图，（b）人脸检测过程

而在目前常用的人脸识别系统中，人脸识别过程包括以下四个步
骤（请参考图 5-a 和 5-b），

• 人脸检测：在图像中找到一个或多个人脸，并用边界框做标
记。

• 人脸对齐：归一化人脸，使其与数据库一致，如几何学和光
度学。

• 特征提取：从人脸中选择可用于识别任务的特征。

• 人脸识别：将人脸与准备好的数据库中的一个或多个已知人
脸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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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体温是正常的，请戴上口罩”，AIMBOT 说。AIMBOT 是一款智能巡逻机器人，它可以报告提问并提醒人们戴口罩，
如图 6 所示。当多人一起进入时，它还可以进行多次人脸检测和口罩识别。它还可以提醒大家不断调整社交距离，以降低
感染风险。AIMBOT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即使是人类，也不能只用眼睛来测量自己的体温。这是因为它除了使用可见光
双目摄像头（就像人的眼睛一样）外，还使用红外线传感器来识别访客脸上的体温，并判断访客是否戴了口罩。

冠状病毒传染性强，人被感染后，病毒在人体内有 14 天左右
的潜伏期。所谓 “潜伏期”，就是指一个人开始出现发烧、咳嗽
等症状之前的时间段。14 天的潜伏期意味着一个人在意识到自己
感染病毒之前，可能已经感染了整整两个星期。你可能会担心，并
问自己：”我怎么知道我身边是否有受感染的人？尤其是在他们没
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有多少人和他们密切接触？”人们的移动轨
迹数据可以告诉我们 ! 轨迹数据可以告诉你，患者去过哪里，你是
否去过那里。比如，北京健康宝小程序通过摄像头检测人脸，随后，
它就会显示出这个人的当前状态。如图 7 所示，绿色字样表示此人
健康状况良好，黄色字样表示此人应该在家隔离。国内很多超市、
公园等公共场所只允许健康宝检测正常的人进入这些场所，以保护
更多的人。

红外线

它是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光，但可以以热
的形式感觉到。

图 6   正在使用的 AIMBOT 照片

潜伏期

从有害细菌或病毒进入人或动物、植物
体内，到出现疾病症状的时间段。

故事 2：在疫情期间使用机器人进行口罩检测

故事 3：在疫情期间，利用人脸识别进行疫情筛查

年龄：9+

年龄：9+

移动轨迹数据

显示某人或某物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
个地方的行经路径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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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AI 也不是万能，在以下的状况会使计算机难以识别人脸。

• 姿势变化：人类有时很难识别他人，例如，当他们从不同角度看朋友时，朋友的头部运动，可以用自我中心旋
转角度来描述，即俯仰、滚动和偏航，或者摄像机改变视角，都可能导致面部外观或形状的重大变化，并产生
个体差异变化，使计算机难以跨姿势自动识别面部。

• 面部表情的变化：一个人做出不同的面部表情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差异。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处于不同的情绪状态
（高兴、愤怒、困惑等）而改变自己的面部表情，如图 8 中。 所以，高效自动地识别不同的面部表情对情绪
状态的评估和自动人脸识别都很重要。

图 7  北京健康宝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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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不同情绪状态的面部表情

图 9  基于不同灯光位置的阴影变化

• 脸部老化：脸部外观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人脸老化造成的，如果每次拍摄图像的间隔时间较长，可能会影
响整个过程。

• 不同的照明条件：有时，当天色有点暗时（例如在晚上），人类很难识别他人。同样，明暗变化大也会降低 AI
识别某个人脸特征的性能。事实上，对于背景或前景的低照度，人脸检测和识别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人脸上
可能会出现阴影，即便是人脸图案可能看起来一样，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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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面的例子类似（见 2.1 节），婴儿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听父
母的声音，并能认出他们的声音。他们能从自己的声音和陌生人的声
音中听出区别，所以他们可能会从父母的声音中获得比陌生人的声音
更多的安慰。然而，与人类不同的是，计算机没有让他们听到声音的
耳朵，也没有让他们理解这些声音是单词或短语的大脑。因此，它们
使用传感器，如语音检测器（就像人类的耳朵一样）来检测语音。具
体来说，语音识别主要涉及三个阶段：

• 预处理阶段：包括将语音转化为计算机可以使用的东西。具体来
说，当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声音在空气中产生振动。然后，计算
机使用模数转换器 (ADC) 将这种模拟波转化为它能理解的数字数
据。为此，它通过频繁地对声波进行精确测量，对声音进行采样
和数字化（见图 10）。

• 识别阶段，计算机必须识别出所说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它开
始分析被称为波的数据（从第一步获得），并将其与已经存储的
其他单词的数据进行比较，以识别用户所说的内容。

• 交流阶段，计算机根据翻译后的输入进行操作。

2.2	在疫情期间，利用语音识别进行电话自动回应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开发了使计算机能够识别并将
口语翻译成文本的方法和技术。例如，
它可以实现对各种装置和设备的免提控
制和自动语音翻译。

ADC:	模数转换器

一种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值的电子集
成电路，用于处理和控制系统，例如，
当我们使用手机的语音记录器时，ADC
会将我们的声音作为模拟信号转化为数
字数据，以便手机识别、保存和处理。

图 10  语音识别过程

年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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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5：在疫情期间使用心理咨询机器人

两名中学生小明和小红正在谈论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发布的新闻（见图 12）。“你听说卡内基梅隆大学正在研究人
类声音的新冠肺炎检测吗？” “啊！这不可能啊！”“不要给技术设限。试想一下，如果能成功，便可以减少感染风险，
而人们出去检测时，当然感染的风险越小越好。”，“好啊，好啊。我很期待”。它通过分析用户的声音，并与感染新冠
肺炎的人的声音特征进行对比，来判断用户被感染的概率。当然，到现在为止，这个应用还不是诊断系统，还没有得到美
国食品健康管理局或疾病防治中心的批准，因此它不能被用来替代健康专家的体检。

故事 4:	人工智能语音应答器在疫情期间帮助呼叫中心

如图 11 所示的 AI 语音应答器，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快速且经济高效的方式，以更好地管理各种呼叫中心的需求，并
在流行病期间保持高水平的客户服务。嵌入人工智能机制的解决方案可以快速接听客户的电话，而不会让客户等待。此外，
它还可以在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动根据主题和紧急程度对呼叫进行分类以及解决常见问题，以便公司能够优
先处理后续问题，以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由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采取的措施，导致全球一些关键业务的呼叫中心暂时关闭，消费者面临着漫长的等待，
企业难以应对激增的呼叫量。这时，人工智能语音应答器就能派上用场了，它能分流高呼叫量，并解答常见的问题，在
没有真人代理的情况下，快速解决常见的支持问题。

例如，百度和科大讯飞公司作为人工智能服务的领先者，其人工智能外呼服务可以让因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而面临
巨大压力的呼叫中心受益。目前，公司的客服对话人工智能平台可以通过电话立即解决问题，改善客户体验，降低成本。

与前几代 IVR（交互式语音应答）不同的是，语音应答器可以理解自然语言，使呼叫者感觉像与活生生的代理人交
谈一样。IVR 系统接受语音电话输入和按键键盘选择的混合方式，并以语音、传真、回拨、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提供相关
的应答。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语音应答器用于帮助用户解决商用产品的基本硬件问题，替代受影响的境外呼叫中心。此外，
人工智能语音解决方案通过提问的方式发现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则会进行
跟踪。

图 11  AI 语音应答器流程

年龄：9+

年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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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卡内基梅隆语音检测器图解

本节将使用 Adam Geitgey 开发的一个广泛使用的人脸检测和操作库 face-recognition，用来检测到人脸周围，
并可以定制不同颜色和边框形状的图像。首先，将有用的库函数导入到我们的 python 代码中。

请在代码文件的同一文件夹中选择名为 SchoolKids.jpg 的图片 ( 你可以选择任何图片 )，或给出图片的正确路
径。选定的图像将由 face-recognition 库的 load_image_file() 方法加载，该方法将把它转换成该图像的 NumPy
数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赋值给变量名 given_image。

使用同一库中的 face_locations() 方法，我们将统计 given_image 中的面孔数量，并打印出在图像中发现的
总面孔长度。

2.3	实践学习体验：人脸识别 年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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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为了在图像上绘制任意形状，我们将使用 PIL.Image 中的 fromarray() 方法将图像转换为 Pillow 库
对象。

然后，我们将运行一个 for-in 循环来打印检测到的人脸的上、左、下、右四个像素位置。

我们将在人脸的周围画一个宽度为 10 的绿色矩形框。

现在，只需使用变量 pil_image 来显示我们的新图像，检测到的人脸周围使用矩形边框。

新的临时图像将在您的计算机上自动打开（如果一切设置正确）。它应该像图 13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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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运行上面的文件，一切正常，你将在编辑器的控制台得到下面的输出。

图 13  在给定图片中进行人脸检测的例子

We found 5 face(s) in this image.

A face is detected at pixel location Top: 1454, Left: 3451, Bottom: 1775, Right: 3130

A face is detected at pixel location Top: 1784, Left: 1904, Bottom: 1939, Right: 1749

A face is detected at pixel location Top: 1818, Left: 2351, Bottom: 1973, Right: 2196

A face is detected at pixel location Top: 1830, Left: 1529, Bottom: 1959, Right: 1400

A face is detected at pixel location Top: 1878, Left: 2445, Bottom: 1967, Right: 2355

请在我们的 jupyter 服务器上测试代码并进行练习，默认账户名 yuanzhuo，
默认密码 yuanzhuo

https://code.yuanzhuo.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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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正确答案是：B和 C）

请选择不正确的说法。

A. 传感器能够检测噪音、心跳。

B. 人工智能能够实现语音识别，不需要将语音输入转换为计算机能够使用的东西。

C. 人脸识别和语音识别都是由 AI 实现的。

D. 语音识别包括口语的识别和翻译。

人脸识别有什么作用？

A. 帮助医生识别个体的未知症状。

B. 在没有已知数据库的情况下，匹配个人的信息。

C. 根据面部特征识别个人。

D. 自动操作整形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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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计算机能像人类一样思考
吗？

人类从经验中学习，这样才能学会如何做决定。例如，为了学会骑自行车，我们从学习如何使用自行车踏板开始，
然后学习掌握平衡，并在需要时使用刹车。经过几次尝试，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刹车，什么时候不刹车，什么时
候快些刹车，什么时候慢些刹车。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研究人员正试图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推理和决策。
知识表示和推理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领域，旨在通过将世界的信息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出来，让计算机能够像人类一
样进行推理和决策，从而让计算机变得智能化。例如，我们可以给计算机提供几个地方的位置（如餐厅、商店等）
作为数据点，然后计算机就可以进行推理，选择从当前位置到用户想去位置的最短路径。

推理的方法有三种，分别是演绎法、归纳法和溯因法。演绎推理从一般规则的论断出发，逐步推理直至得出
可靠的具体结论。演绎推理是从一般规则到具体应用的过程：在演绎推理中，如果最初的断言是真的，那么结论也
必须是真的。例如，数学可以通过演绎推理来体现：

如果 x = 2

并且如果 y = 5

那么 3x + y = 11

归纳推理从具体的、范围有限的观察入手，根据积累的证据，得出可能但不确定的一般化结论。你可以说，
归纳推理是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例如，保罗总是在早上 7:00 离开家去上学，他总是很准时。那么，保罗就会假设，
如果他今天早上 7:00 离开家去上学，他就会准时到校。

溯因推理通常是从一组不完整的观察结果开始，然后进行最可能的解释。溯因推理使得日常决策能够基于手
头的信息做到最好，即便这些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比如说：

前提 1：你到家后惊讶地发现前门是开着的（X）。

前提 2：然而，如果你儿子比你先到家，这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是 Y，那么 X 就不足为奇了）。

前提 3：因此，可以合理断定是你儿子开的门。（因此，推测为 Z）。

年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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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医生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训才能进行专业的诊断。如今，研究人员通过让计算机进行推理和决策，特别
是针对新冠肺炎期间的医疗诊断和治疗，来使计算机变得智能化。现在，通过最新的人工智能识别系统，我们可以
对患者的新型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 ( 简称 CT) 图像进行诊断，对病原体感染的人体细胞进行分析，在医疗专家和设
备不足的医院，我们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对疫情进行诊断。首先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基本的筛查和判断，医生可以在
此基础上做控制和纠正，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同时提高治疗患者的效率。

3.1	利用疫情数据进行医疗诊断

故事6：新冠肺炎疫情的智能胸腔评估系统

智能胸腔评估系统是针对冠状病毒、新冠肺炎的 CT 图像（见图 14）所建立的一套智能评估系统，主要是由美国卡
内基梅隆大学所提供的技术。它可以快速筛查疑似患者，协助医疗机构快速分流患者。包括以下功能：

• 智能检测：传统检测病变部位的方法需要医生手动勾画，效率低下，难以推广，而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实现病变部位
的快速自动检测，大大提高了效率。

• 智能分析：人工智能系统可实现 CT 中全肺病变的动态对比，2-3 秒内定量分析肺炎的严重程度。

• 智能追查：智能随访分析患者病程，精准匹配历史影像，自动分析疾病的转移和发展。

图 14  CT 冠状病毒肺炎

年龄：11+

年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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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7：基于 AI	预测冠状病毒的传播情况的分流和监测系统

故事 8：可预测新冠肺炎患者病情	的 AI 工具

也许你曾想过，能不能在家里就能得到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建议，以减少医院的拥挤？不管你信不信，现在可以了，
这要归功于 AI。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科技初创公司 Diagnostic Robotics 开发了一套分诊和监测系统（见图 15），帮助医
疗服务提供者、支付方和政府机构对抗冠状病毒。他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该解决方案包括远程对患者进行监测、患
者自动查询、面向医疗服务者提供高危患者警报，以及每天定时更新社区和地区层面的疾病传播和进展情况。当然，目前
这套系统还需要更多改进来使其更为高效。

“3 号病房的病人有感染迹象，有空的医生请到本病房来。”这样的广播在医院里经常听到，尤其是在全球性流行
病疫情期间。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就预测到患者是否需要额外的干预，从而进行早期预防以挽救更多的生
命呢？一些医院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实验，这些技术可以从现有的数据中学习，找到类似的模式，然后利用这
些模式对未来进行预测。例如，现在正在开发新的算法来判断哪些轻症患者有可能成为重症患者。在此过程中，这些算法
可能还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早期临床症状，可以预测新冠肺炎的严重病例。主要技术由美国 Conversion 公司所提供。

图 15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患者的监测系统

年龄：11+

年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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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AI 工具预测新冠肺炎的感染程度

增强现实（简称 AR）和 AI 是两种不同的技术，但它们也可以一
起使用，以创造独特的体验。在增强现实中，必须构建世界的 3D 表示，
以允许数字对象与物理对象并存。视觉数据与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一起
使用，以构建世界地图并跟踪其中的运动。这些任务大多还是使用传
统的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完成，并没有使用机器学习。

然而，分开来看，AI 模型已经在许多构建沉浸式 AR 体验所需做
的事情上变得非常出色。深度神经网络可以检测垂直和水平平面，估
计深度并分割图像以实现真实的遮挡，甚至可以实时推断物体的 3D
位置。基于这些能力，AI 模型正在取代一些用于增强 AR 体验的更传
统的计算机视觉方法。

3.2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新冠肺炎病情咨询

增强现实

增 强 现 实（Augmented Reality， 简 称
AR）是将计算机生成的内容叠加在现实
世界的环境中。AR 硬件有多种形式，包
括你可以携带的设备，如手持显示器，
以及你佩戴的设备，如耳机、眼镜。

年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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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9：AI 驱动的增强现实如何在流行病期间提供帮助？

你了解 AR 或 VR 吗？你体验过 AR 或 VR 吗？在这次疫情期间，
你对这些新兴技术有什么看法？ AR 和 VR 技术能够在这个时候作
为新兴的有效解决方案，正因为它们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虚拟连接。
这次疫情也为远程医疗和远程健康平台带来了机会，这些平台不仅
能够提供治疗，同时也为患者和护理人员提供了不同的体验，为用
户、患者和医生提供了参与感。电商巨头京东的子公司京东健康在
疫情期间做了调查，发现其在线健康平台的月咨询量较疫情前增长
了 10 倍。此外，扩展现实和治疗应用的提供商 XRHealth 正在开
发基于 VR 技术的远程医疗支持，以防止病毒的继续传播。因此，
当企业因新冠肺炎的传播而苦不堪言时，沉浸式技术的出现成为他
们的救援方案，帮助他们在疫情期间乃至后危机时代保持和提高业
务盈利的能力。我们强烈建议你尝试这些新兴技术。

虚拟现实

虚 拟 现 实（Virtual Reality， 简 称 VR）
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
相似或不同的模拟环境。与传统的用户
界面不同，用户在屏幕上看到的是环境，
用户将使用头戴式显示器 (VR 眼镜 ) 置
身于 VR 环境中，并与环境中的各个组成
部分进行互动。

在此，我们提供了处理数据网站数据的基本解决方案。其方法是
通过决策树进行决策。什么是决策树？ 

决策树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是它可以很容易地可视化，以便人类
能够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想象一个流程图，其中每一级都是一个有
“是”或“否”答案的问题。最终答案会给你一个初始问题的解决方
案。这就是决策树。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使用决策树来处理大多数琐
碎的任务。机器学习中的决策树能利用甚至成倍放大这种处理问题的
能力，去执行人工处理时面临的复杂的决策任务。

决策树对一个数据集进行分析，以构建一组规则或问题，用来预
测一个类。让我们考虑一个由很多不同动物和它们的一些特征组成的
数据集。这些特征可以用来预测它们的类别。拿一只猎鹰和一只老虎
来说，区分这两种动物的问题是 “这种动物有羽毛吗？”或者可能
是 “这种动物会下蛋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 “否”，就会
被归为老虎，而 “是 “则是猎鹰。这些规则可以被建立起来，以创
建一个可以对复杂情况进行分类的模型。为了扩展动物分类的例子，
考虑需要将一组动物分类为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或昆虫的场景。想了
解如何使用两个简单的问题来分割数据的话，可以看看图 17 所示的

3.3	实践学习体验：使用决策树进行推理

决策树

决策树是最流行、最强大的机器学习算
法之一。它用于确定一组行动或显示一
个统计概率。决策树的每个分支都代表
一个可能的决策、结果或反应。树上最
远的分支代表最终结果。

年龄：11+

年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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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树示例图。这些简单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层层递进，可以对多种动物进行分类。这就是决策树的威力。现在如
果我们给训练好的决策树一个新的动物，比如说蛇，它就会对它进行分类。蛇有脊椎骨吗？有。蛇是冷血动物吗？
是的，所以模型会把它分类为爬行动物，这就是正确的答案 !

图 17  决策树：将动物分为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或昆虫

当人类构建决策树时，问题和答案是基于逻辑和知识的。在数据科学中，这些规则的创建通常是由一个算法
来管理的，它通过分析整个数据集来学习要问哪些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再来举动物的例子，算法会查看所
有的动物，找出所有不呼吸空气的动物都是鱼。相当于在数学上将数据集按其类别进行了分割。这就创造了强大的
算法，可以用任何人都能理解的方式将新数据分类。当多个决策树用来做集成决策时，可以变得更加强大。集成决
策是将决策树组合起来创建更强大模型的巧妙方法。这些集成技术创建了最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在某些情况下甚
至可以超越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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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在 Python 中去实现一个决策树分类器。例如，我们将使用机器学习领域最流行的
数据集，即 UC Irvine Machine Learning Repository 的鸢尾花数据集。首先如上面的代码所示，我们将需要用到
的库导入进来。然后，再参照以下代码，调用相应的模块。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尝试建立一个决策树分类器，来确定给定尺寸的花的种类。用 X.head() 来显示数据
集的前五行内容。

虽然决策树可以处理分类数据，但我们仍然需要用数字来对目标进行编码（即 setosa=0，versicolor=1，vir-
ginica=2），以便在以后创建一个混淆矩阵（也称误差矩阵）。幸运的是，pandas 库已经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方法
来达到这个目的。

后续我们会评估我们模型的性能。因此，我们留出四分之一的数据进行测试。

接下来，我们创建并训练一个 DecisionTreeClassifer 类的实例。我们提供 y 值，因为我们的模型使用的是有
监督的机器学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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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Python 的特性，很多互联网高手都开发了支持各种类型应用的库函数。在实践机器学习算法的过程中，
大部分的数据源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得，这次的流行数据也是如此。因此，用 Python 读取数据的过程演示如下。

其中 pd 为提供的库，命令函数为 read.csv(URL)，例如，直接进入 URL 抓取网络档案 ( 逗号分隔的文本文件 )，
字段名为日期，分类国家为加拿大、德国、英国、美国、法国和中国。

3.4	实践学习体验：疫情数据的可视化

图 18  左边是原始数据，右边是读取后的格式化数据，按日期排序

我们可以通过运行以下代码块来查看我们的模型生成的实际决策树。

年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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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页上的描述，对方提供的 Python 库只需 5 分钟就可以完成程序训练，结果如图 19 所示。整个过程简
单明了。代码行数不到 20 行，数据操作仅用了不到 3 行，其余均为对图片设计的处理。

图 19  数据的可视化 

请在我们的 jupyter 服务器上测试代码并进行练习，默认账户名 yuanzhuo，
默认密码 yuanzhuo

https://code.yuanzhuo.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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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正确答案是：A和 A)

推理的方法是 ________ 。

A. 归纳法、演绎法和溯因法  

B. 演绎法和溯因法

C. 归纳法和溯因法 

D. 归纳法和演绎法

COVID-19 流行病期间，AI 如何应用于医疗临床诊断？

A. AR 和 VR 技术为用户、患者和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提供参与感。

B. AI 可以自动检测和治疗肺部的病变区域。

C. 开发算法，根据虹膜颜色预测哪个健康人可能被感染。

D. 仅通过收集患者个人的呼吸系统疾病史，为患者生成最佳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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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计算机如何像人类一样学
习？

人类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相应的，计算机可以从数据中学习如何执行任务，而不是通过明确的编程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机器学习。机器学习就是使用各种算法，从数据中反复学习，以改进、描述数据和预测结果。例如，
如图 20 所示，在一个在线购物网站中，机器会通过记录某位顾客购买过的产品或浏览的产品来学习他 / 她的喜好
或选择。然后，它将根据这些偏好开始向客户推荐客户可能喜欢的产品。

在机器学习中，可以归结为四种类型的学习。

1. 监督式学习：在这种学习类型中，机器学习模型被提前教授一些知识，使得它可以预测未来的实例。举例说明，
我们希望机器根据以下几点来知道学生 X 是勤奋、优秀还是懒惰的学生。(1) 他 / 她每天花多少时间学习；(2)
他 / 她看电视的时间。正如我们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先教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给它提供以前关于其
他学生的知识（也称为标签数据集），如表 1 所示。在表 1 给出的知识中可以看到，学生的类型是已知的（勤
奋、优秀、懒惰）。机器将首先从这些知识中学习。然后，它将根据任何一个想要预测的新学生（例如，我们
的学生 X）花了多少小时学习和看电视来进行分类。

年龄：13+

图 20. 计算机从购物数据中了解购物者

学生 学习时间 看电视时间 学生类型

张强 5 1 勤奋

李明 3 2 优秀

王正 2 3 懒惰

表 1. 对学生进行分类的知识信息（也称为标签数据集）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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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监督学习：在这种学习类型中，我们不提前教授机器学习模型知识（如第一种情况）。因此，机器将在未标
记的数据上工作，它将根据相似的模式或特征对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或聚类。

3. 强化学习：在这种学习类型中，机器将运行在一个交互环境中，并处于特定的状态。然后，它将利用环境的反
馈，通过试错从自己的行动和经验中学习。我们以狗和主人之间的 “捡球 “游戏为例（见图 21）。狗（机器）
与主人（交互环境）在花园里，主人在花园里扔球（状态）。狗（机器）必须执行一个动作，可能是追球，也
可能不是。如果狗捡到了球（动作），它的主人（互动环境）会通过给它食物来奖励它，通过这种方式，狗（机
器）会知道它正在做正确的动作，它应该继续这样做。如果狗没有追球（动作），它的主人就不会给它食物。
这样，狗（机器）就会知道自己做的动作是错误的，它应该去追球（正确的动作）。

图 21. 狗和主人之间的“捡球”游戏

4. 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一种特殊的机器学习方法，它在连续的层中加入了神经网络，以便以重复（迭代）的方
式从数据中学习。当你试图从非结构化数据中学习到某种模式时，深度学习特别有用。

就像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那样，机器学习可以根据给定的数据进行学习和预测。因此，给机器提供以下数据很
重要：(1) 高质量的数据：准确和正确的数据可以帮助机器做出正确的决策；(2) 大量的数据：可以帮助机器学习到
若干信息以执行动作和决策。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把机器看作是 “汽车”，而数据则是 “燃料”（见图 22）。汽
车没有燃料就不能工作，同样的，机器没有数据也不能工作。另外，如果我们给汽车提供大量优质的燃油，那么发
动机就不会受到伤害，汽车就可以带我们远行。同样对于机器来说，高质量的数据不会对机器造成伤害，从而帮助
它做出正确的决策，而大量的数据可以使它做出精确的决策或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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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数据对于机器学习的重要性

计算机数据

计算机数据是由计算机处理或存储的信
息。这种信息可以是不同的形式，如文本、
音频或图像。计算机数据由计算机的中
央处理单元 (CPU) 处理，可以存储在计
算机的硬盘或在线云端上。

各级医院和相关部门迫切需要建立互动的信息接口与连接，建立各方实时协作和信息共享的平台，使医疗机
构之间、医疗机构与区域行政部门之间能够按照任务规定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为管理和决策提供有效依据。在此
背景下，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个统一的、结构化的数据平台，使医生和科研人员可以方便地获取国际最新数据。例如，
如图 23 所示，中国宁波市医疗卫生委员会在 2020 年初建立了新冠肺炎监测平台，可以对宁波市 4000 家医疗机构
进行监测。所有的数据，如确诊病例、感染者年龄等都来自中国的医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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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宁波市医疗卫生委员会建立的新冠肺炎监测平台，数据来自医渡云

4.1	应用机器学习预测新冠肺炎的传播情况

故事10：预测新冠肺炎病例的	AI 工具

“学校什么时候重新开学？新冠肺炎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疫情会持续多久？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种流行病的趋
势？” 现在很多人都在问这些问题。为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并预测病毒将如何传播，Tuli 等人（2020）建立了一个机
器学习模型，对新冠病例的数量和大流行可能结束的日期进行了很好的超前预测。例如，图 24 所示的模型显示了世界各
地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对应的曲线。

年龄 :13+

年龄 :13+

图 24. 关于新冠肺炎期间全球新病例和死亡人数的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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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流行病疫情期间，AI 可以成为医生最好的朋友，计算机可以用来加速寻找一些疾病的医疗解决方案或
疫苗。例如，通过使用机器学习技术，可以快速对数十亿个化学化合物进行快速筛选，找到相关的候选药物。

4.2	应用机器学习制定疫情医疗解决方案

故事11：应用机器学习帮助加速发现治疗疫情的药物

科学家现在可以应用机器学习来加速新冠肺炎的药物寻找过程。例如，总部位于牛津的 Exscientia 公司现在正在
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来加速寻找有效药物的过程。具体来说，人工智能可以高效学习脱氧核糖酸（DNA）和病毒的结构并
快速分析与药品信息相关的大数据，以确定那些有可能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

年龄：13+

年龄：13+

卷积神经网络 (CNN) 主要应用于计算机视觉领域，并在各种测
试案例上成功达到了最先进的性能。CNN 中的隐藏层一般是卷积层
和池化层（如果不懂的话，可以看做一层就是一个程序模块）。在每
个卷积层中，我们取一个小尺寸的滤波器（也称为卷积核，是一个小
尺寸的权重矩阵），并将该滤波器在图像上移动，进行卷积数学运算，
来达到减少样本数的效果。卷积运算做法就是在过滤器中的数值和图
像中的像素之间进行逐元素矩阵乘法，并将结果值相加。

4.3	实践学习体验：训练机器执行一个动作

CNN:	卷积神经网络

卷 积 神 经 网 络（CNN） 是 一 种 前 馈 神
经网络，一般通过处理网格状拓扑结构
的 数 据 来 分 析 视 觉 图 像。 它 也 被 称 为
ConvNet。卷积神经网络一般用于检测
和分类图像中的物体。

图 25. 卷积神经网络结构

年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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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继续学习池化层。池化层是用来缩小图像大小的。图像会包含大量的像素值，如果逐步缩小图
像的大小，通常可以使网络很容易学习到特征。池化层有助于减少所需参数的数量，因此，这减少了所需的计算量。
有两种类型的池化操作可以完成。

(a) 最大池化——选择最大值； 

(b) 平均池化——将所有数值相加，然后除以数值总数。

代码：

在我们开始编码之前，你需要知道我们要使用的数据集是 MNIST 数字数据集（手写数字专用数据集），我们
将使用 Keras 库和 Tensorflow 框架来建立模型。好了，准备充分之后，让我们来编写代码。

首先，让我们做一些必要的导入。keras 库帮助我们构建卷积神经网络。我们通过 keras 下载 mnist 数据集。
然后，我们导入一个序列模型，这是一个预建的 keras 模型，你可以在其中添加层。接着，我们引入卷积层和池化
层。我们还导入了全连接层，因为它们是用来预测标签的。dropout 层可以减少过拟合，扁平化层可以将三维向量
扩展为一维向量。最后，我们导入 numpy 进行矩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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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代码中的大部分语句都会很琐碎，这里只对一些代码行进行解释。首先我们重构 x_train 和 x_test，因为
我们的 CNN 只接受一个四个维度向量。值 60000 代表训练数据中的图像数量，28 代表图像大小（即长和宽都是
28），1 代表通道数。如果图像是灰度的，通道数设置为 1，如果图像是 RGB 格式的，通道数设置为 3。我们还将
目标值转换为二进制类矩阵。要想知道二进制类矩阵是什么样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我们建立一个序列模型，并在其中添加卷积层和最大池化层。我们还在中间添加了 dropout 层，dropout 会
随机关闭网络中的一些传递数值，从而迫使数据兼顾新的神经传导路径。我们在最后添加了全连接层来整理数值，
最终输出的结果是用来进行类别预测，也就是猜测手写的数值是否为 0 到 9 的数字。

我们建立一个序列模型，并在其中添加卷积层和最大池化层。我们还在中间添加了 dropout 层，dropout 会
随机关闭网络中的一些传递数值，从而迫使数据兼顾新的神经传导路径。我们在最后添加了全连接层来整理数值，
最终输出的结果是用来进行类别预测，也就是猜测手写的数值是否为 0 到 9 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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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得到的输出结果

请在我们的 jupyter 服务器上测试代码并进行练习，默认账户名 yuanzhuo，
默认密码 yuanzhuo

https://code.yuanzhuo.bnu.edu.cn/hub/spawn-pending/ubuntu

测验 :	( 正确答案是 :	D	和	C)

深度学习是如何工作的？

A. 只有当它被教给一些事先被标记的知识时，它才会预测未来的实例。

B. 它根据少量数据预测准确的模式。

C. 只有在交互式环境中，它才会使用非结构化数据来生成新的模式。

D. 它在连续的层中加入了神经网络，以便以迭代的方式从数据中学习。

关于卷积神经网络 (CNN)，哪项说法不正确 ? 

A. CNN 中的隐藏层一般是卷积层和池化层。

B. CNN 主要应用于分析视觉图像。

C. CNN 的池化层是为了增强数据的样本。

D. CNN 利用较小和较简单的模式组装复杂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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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计算机能理解人类并与他们
交谈吗？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计算机已经能够与人类通过对话进行互动交流。很多公司
也推出了他们的智能语音助手（如图 27）。智能语音助手可以通过语音查询和自然语言来回答问题、提供建议，
执行操作。

为了实现自然语言交互并与人类交流，机器会执行下列步骤：(1) 接受人类的输入，如语音；(2) 分析输入 ( 语
音 )，以确定语音内容；(3) 进行推理，以得到准确的答案；(4) 执行回应，回复用户或执行特定任务。

为了提供更加智能的、仿佛是真的是在与人类交互的体验，机器使用到了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图 26
所展示的是人类与智能语音助手之间的交流场景，人类通过语言交流让机器播放特定的音乐。

年龄：11+

图 27. 可以与人类互动的智能虚拟助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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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机器人是一种计算机程序，人类可以使用多种输入方式与它进行交互，如语音、文字、手势和触摸等。
在不同的场景中它有不同的名称，像是对话式人工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人工智能助理、智能虚拟助
理、虚拟客户助理、数字助理、对话式代理、虚拟代理、对话式界面等等。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聊天机器人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聊天机器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
输入的文字进行分析，得出一个最好的回答，并将其反馈给用户。了解一下智能聊天机器人都应该具备哪些能力：

• 智能理解：智能聊天机器人不仅需要正确理解用户的请求，并且还要能够考虑到其他的相关信息，如地理位置
或者用户的对话偏好等，综合提供完整合理的回应。

自然语言处理（NLP）的定义是：将计算技术应用于自然语言和语音的分析。也即利用计算机科学的不同技术
（算法等）来理解和回应人类的语言及语音。自然语言处理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

• 自然语言理解（NLU）。它主要围绕机器理解展开，这是一个对人工智能颇有挑战的问题。一个 NLU 系统需
要以下组件：(1) 词典、解析器和语法规则；(2) 帮助理解的语义理论。

• 自然语言生成（NLG）的目标是生成自然语言。它使用到类似于知识库的机器表示系统来生成自然语言，它就
像是数据和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器。自然语言生成包括三个任务：(1) 文本规划—从知识库中提取相关内容；
(2) 句子规划—选择合适的词，形成有意义的短语，与此同时还需要设定句子的语气；(3) 文本实现—将短语规
划映射为句子结构。

图 28.  人与智能语音助手之间的交流场景—小爱同学播放特定音乐

5.1	智能聊天机器人回答用户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咨询 年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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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在交互过程中允许聊天机器人记住交互相关的某些细节，隐性地了解用户情况，以便在之后对话中重用。
例如，移动助理可能会通过之前的对话了解到用户更喜欢四川菜，因此在之后的交互过程中，用户如果要求推
荐餐厅时将会使用到这一信息。

• 情感分析：聊天机器人应该具备辨识用户语气或情感的能力。对于面向商业客户服务的机器人，这种能力是尤
为重要的。具备识别用户情感的能力，它就可以识别用户对提供的服务是否满意，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应对。除
此之外，情感分析能力也有其他的应用领域，如根据心情推荐特定类型的歌曲等。

• 个性：聊天机器人如果有其独有的个性，会加强用户在交流过程的参与感和对机器人助手的共情。有些公司会
选择使用特定形象来强化机器人个性，在对话中的语气等也可以有效表达个性。

• 多终端同步：为了使用户有更加自然的交互体验，即使更换设备，聊天机器人也可以在上次用户离开的地方接
上对话，实现无缝的人机交互。

• 话题切换：在交流过程中引导用户转向另一个话题，例如在用户询问产品是否有库存时询问支付方式等。此外，
如果用户交互的主要目的没有达成，聊天机器人还应给予用户有效反馈。

故事	12：类人型机器人对医院进行清洁

你能猜到机器人在做什么吗（见图 29）？它正在新加坡亚历山德拉医院进行打扫卫生等工作。当有人靠近它时，
机器人会自动停下来等待用户指令。它在医院可是很受欢迎的哦，有些病人还会向它招手。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它，记得
和它打招呼哦。

图 29. 医院的机器人清洁工

年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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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13：聊天机器人协助自我诊断新冠肺炎

你有没有想过可以通过与一个聊天机器人对话，解决你的健康问题以及相关急救问题？如图 30 所示，美国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开发了一款名为“Clara”的聊天机器人，为人们提供疫情期间的医疗咨询。

图 30. 智能聊天机器人 “Clara”

年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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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的爆发引发了人们的恐慌，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准确也会加剧人们的不安。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和解
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公众情绪，以实施适当的信息传递和政策决策。

自然语言处理可以帮助研究人员监测网络舆情，了解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公共卫生官员也可以使用相应技
术手段追踪疫情相关话题。这可以帮助政府了解公共卫生领域的热点和优先事项，同时减少错误信息的传播，对个
人和群体的健康起到积极作用。

5.2	利用文本分析来了解分析网民对新冠肺炎的关注 Age:	11+

故事	14: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情绪洞察

疫情期间，人们的感受如何？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2020 年 6 月 11 日，美国查尔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通过分
析统计相关卫生组织的推特，得出了疫情特定期间的公众情绪情况。通过使用文本分析和数据可视化手段，他们证明随
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美国疫情的加剧，人们对于病毒的恐惧也逐步攀升（见图 31 和 32）。

图 31：词云在 twitter 数据中的一个实例

年龄：11+

图 32： 一些词云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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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涉及如何处理句子标记和制定文档向量。句子切分（也叫句子划分）是将一段书面语言划
分为句子。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例如在英语以及其他的一些语言中，只要看到了标点符号，就将句子分割开。但
是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如英文中的缩略语可能会存在句号，在处理过程中这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在处理原始文本时，
需要一个包含句号的缩写字典，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句子分割中避免句子边界的切割错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使用
语料库来完成这项工作。

举个例子，我们来看一段关于著名的棋牌游戏“西洋双陆棋”的文字。 “Backgammon is one of the old-
est known board games. Its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nearly 5,000 years to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Middle East. It is a two-player game where each player has fifteen checkers which move between twenty-four 
points according to the roll of two dice.”

5.3	实践学习体验 :	句子切分 年龄：13+

作为输出，我们分别得到三个组成部分的句子 .

基于此，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处理词袋模型（bag-of-word）和统计文档向量。词袋模型（bag-of-word）是我
们在处理文本时使用的一种流行而简单的特征提取技术。它描述了文档中每个词的出现情况。

要使用这个模型，我们需要：

第一步：设计一个已知词的词表（也叫标记）。

第二步：选择已知词语存在的属性。

在词袋模型中，任何关于词的顺序或结构的信息都会被抛弃，只考量词语在词表中的属性。这个模型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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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可以简单地读取文件，并按行分割。

输出是：

2.	设计词表

让我们从四个句子中获取所有独特的单词，忽略大小写、标点符号和单字标记。这些词将成为我们的词表（已
知词）。因此，我们需要对每个文档中的单词进行评分。这里的任务是将每个原始文本转换为数字的向量。最简单
的打分方法是若该单词存在，则用 1 标记，若单词不存在，则用 0 标记。

现在，让我们看看如何使用上面提到的 CountVectorizer 类创建一个词袋模型。

解一个已知的词是否出现在文档中，但不知道这个词在文档中的位置。一般来讲，相似的文档有相似的内容。同时，
也可以通过内容了解到文档的含义，需要两个步骤：

1.	加载数据：我们有一个 review.txt 文件，它是我们的数据，要把它作为一个数组来加载。文件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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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如下所示：

对照一下我们的文本内容，这种学习方式就是 NLP 中自然语言的基本处理方式。

小测 :	( 正确答案是 :	C	和	A)

请选择适当的利用自然语言处理 (NLP) 对抗新冠肺炎的例子

A. 研究人员正在查看与疫情无关的帖子

B. 小爱同学用语音输入告诉交通状况

C. 聊天机器人用语音、文字等多种输入方式回答网友关于新冠肺炎的咨询

D.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收集患者 CT 数据来诊断患者的症状

自然语言过程（NLP）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A. 自然语言理解和自然语言生成 

B. 自然语言配对和自然语言转换 

C. 自然语言理解和自然语言配对 

D. 自然语言生成和自然语言转换

请在我们的 jupyter 服务器上测试代码并进行练习，默认账户名 yuanzhuo，
默认密码 yuanzhuo

https://code.yuanzhuo.bnu.edu.cn/hub/spawn-pending/ubu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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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你的
生活 ?		

AI 可能会对社会、生态和人类自身产生良好的影响，它影响着人类的思维和决策，影响着教育、科学、文化。
人工智能可以为人类提供服务，但也引发了担忧。例如，种族主义问题、歧视、失业以及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带来
的一系列问题等。以下的例子提醒人们在使用 AI 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 在训练 AI 系统识别新冠肺炎的某些系统中，不准确的数据或特定的识别算法可能会导致决策失准。例如，当
某人被感染时，系统可能会误判其未感染。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 使用 AI 系统对人进行服务时，应充分考虑到隐私问题，加强监管，避免数据的滥用。

• AI 系统产生的数据可能存储在不同的服务器中（如医院服务器、机构服务器等），这些数据是属于个人的？——
因为系统使用了他的数据），还是属于开发者 / 公司的？——因为它开发了系统，还是属于第三方（医院、机构等）
的？——因为他们提供了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服务器。数据所有权是人工智能领域应该考虑的一大问题。

• AI 系统的工作方式，包括算法、数据收集和处理的透明度等也应引起重视。

毫无疑问，AI 和机器人技术等，将在未来接管更多工作。AI 也将创造一大批全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岗位需要
诸多新的知识技能，比如计算机相关的网络、编程等。很多的学校正在更新他们的课程，以跟上 AI 技术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就业需求，学习 AI 相关知识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正如读本所述，AI 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医疗领域起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上述一系列社会和伦理
问题。人工智能的应用方式非常复杂，AI 是好是坏，也必须从多个角度进行考虑。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摸索，
谨慎地为未来做出决定。

年龄：9+

小测 :	( 正确答案 :	D	和	B)

请选择正确的说法

A. AI 没有坏的一面

B. AI 产生的数据只能保存在一台服务器上

C. 使用不准确的数据来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会导致不准确的决策

D. AI 会淘汰一些旧的工作，也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

AI 不会带来哪些变化？

A. 社会伦理的变化 

B. 人的面部特征的变化 

C. 国际关系的变化 

D. 就业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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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在好莱坞电影中，AI 通常被表现为末日场景中仇视人类的机器人。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AI 却以超级
英雄的姿态出现，它可以拯救人类于病毒之中，AI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一系列新的应用，正好适时地用于抗击新冠
病毒的相关工作中，大大降低了全球疫情的传播。

读本名为《人工智能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互动读本》，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发布的第一
本动书（ActionBook）。在 AI 时代，让年轻一代为充满挑战的未来做好准备至关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通
过准备相关课程让他们熟悉 AI 的背景知识以及应用技能，这也是“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计划”（元卓计划）的目标。

为了达到互动的目的，读本在 AI 与教育的领域中做了一次积极尝试，主要通过在线交互的形式，面向全球 9 
到 15 岁青少年，以生动有趣的故事和实时交流互动，帮助他们在了解 AI 实际应用的同时，理解其中的基本原理，
学习并尝试使用简单的 AI 代码，体验运用 AI 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激发他们的兴趣以及进一步学习 AI 的意愿。
也许未来新冠肺炎疫情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但我们相信，在大人们积极备战、青少年们准备充分的情况下，任何
的困难与挑战都将无法战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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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 (SLIBNU)

北京师范大学（BNU）的前身是 1902 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该校在中国的高等教
育中开展了师范教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
大学，其主要特征是科学和人文学科，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等基础学科。北京师范大学与
全球教育技术公司网龙网络公司联合成立了智慧学习研究院（SLI）。 SLI 是一个综合性
实验平台，涉及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创新指导。SLI 专注于研究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规律，
打造支持终身学习的智慧学习环境和平台，以切实支持数字一代学习者多样性、个性化和
差异化的学习。

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和科学组织	(ALECSO)

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和科学组织 (ALECSO) 成立于 1975 年。旨在提供关于阿拉伯国家教
育的各个方面专业信息，包括成人教育、文化和科学。为了加深国际联系和合作，正在计
划通过使用互联网来扩大其专业服务。其主要任务包含在信息处理和交流领域，以及与阿
拉伯国家保持合作与协调，以确保信息流通的便捷性和高效率。这一目标还包括使信息工
具阿拉伯化，以促进阿拉伯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国际智慧学习环境协会	(IASLE)

国际智慧学习环境协会 (IASLE) 是面向研究人员、学者、从业人员和行业专业人士的前沿
专业论坛，旨在通过将当前的学习环境向智慧学习环境的转变，来推动教学和学习方式改
革。协会重点关注现有学习环境的局限性、根据使用者的改革需求、新兴教学方法和技术
的创新应用、最佳实践的分享和推广，以及智慧学习环境的发展、设计和实施。

Edmodo

Edmodo 是一家教育技术公司，为 K-12 学校和教师提供交流、协作和培训平台。Edmo-
do 网络使教师能够共享内容、分发测验、作业，并管理与学生、同事和家长的沟通。
Edmodo 的设计和理念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和家长在老师的邀请加入 Edmodo 既可进
行交流与讨论，老师和学生也可在课堂内外免费使用该平台进行教学与学习活动，并提供
丰富的在线教学服务和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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