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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抓手ꎬ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ꎮ 然而欲

充分发展人工智能促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ꎬ就必须弄明人工智能的工作机理ꎬ把握其局限性ꎬ这样才能理性地

发展人工智能ꎬ扬长避短ꎮ 人工智能有三种基本的工作机理ꎬ即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ꎮ 这三种基本的

工作机理各有优长ꎬ也各有局限性ꎮ 人工智能的发展ꎬ一方面可沿着各自的工作机理加以发展、完善和创新ꎬ另
一方面这三种基本的工作机理可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组合、相互渗透、相互补充ꎮ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是两种不

同的智能ꎬ两者有交集ꎬ相互之间既能形成替代关系ꎬ也能形成互补关系ꎮ 充分利用两种智能的替代关系和互补

关系ꎬ有助于扩展智能ꎬ促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ꎮ 在发展人工智能促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同时ꎬ需要加强

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ꎬ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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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重要驱动力量ꎬ发展人工智能属于中国国家战

略ꎮ 然而ꎬ欲使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行稳致远ꎬ就
必须弄明人工智能的工作机理ꎬ把握其局限性ꎮ
人工智能〔１〕 有三种基本的工作机理ꎬ即符号主

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ꎮ 这三种基本工作机理

可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组合、相互渗透、相互补充ꎬ
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向深度和广度发展ꎮ

一、人工智能符号主义的工作机理及其局限性

(一)人工智能符号主义的工作机理

符号主义〔２〕 (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ｉｓｍ)又可称为逻辑主

义(ｌｏｇｉｃｉｓｍ)、心理学派(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ｍ)或计算机

学派(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ｓｍ)ꎮ 人工智能符号主义具有三

大特点ꎬ一是思维模式上的还原论理性主义ꎬ二
是方法论上的演绎逻辑主义ꎬ三是理念上的强计

算主义ꎮ
１９３６ 年ꎬ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

根据数理逻辑原理提出了图灵机 ( Ｔｕｒｉｎｇ ｍａ￣
ｃｈｉｎｅ)概念ꎬ用于描述智能行为ꎮ １９５６ 年ꎬ当被

誉为人工智能之父的约翰麦卡锡、西摩尔帕

普特、赫伯特西蒙、艾伦纽厄尔和马文明

斯基等人在达特茅斯学院组织的学术研究会上

正式提出“人工智能”概念时ꎬ他们率先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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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存在于物理符号之中的观点ꎬ并且把计

算机系统的存储能力和符号运算能力看成是制

造出智能系统的必要条件ꎬ把衡量该系统智能水

平的标准定位于计算机系统是否具有在复杂场

景中实现规定目标或完成指定任务的卓越能

力ꎮ〔３〕

在人工智能符号主义者看来ꎬ事物都由其本

质规定支配ꎬ本质规定都可以还原成明晰的规

则ꎬ规则都可以被清晰定义或形式化ꎬ因此可以

“用一套符号系统来模拟整个世界”ꎬ甚至认为

“世界是可数字化的”ꎮ 人工智能符号主义者崇

尚苏斯命题:宇宙是一部计算机ꎮ〔４〕 人类是宇宙

的组成部分ꎬ“从根本上来说ꎬ我们本身就是计算

机”ꎮ〔５〕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的ꎬ智慧

是可以被清晰定义或形式化的ꎮ 因此ꎬ只要给计

算机建立完备的逻辑运算体系ꎬ按照演绎逻辑的

原理就可以使计算机模拟出人类的智能ꎮ
符号主义的代表性成果有启发式程序 ＬＴ 逻

辑理论家———机器定理证明ꎬ〔６〕 它证明了 ３８ 条

数学定理ꎬ后来又发展出了启发式算法、专家系

统以及知识工程理论与技术ꎬ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取得很大发展ꎮ
(二)人工智能符号主义工作机理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符号主义自 １９５６ 年提出以后的较

长一段时期曾经一枝独秀、风光无限ꎬ但因其无

法成功地处理“常识问题”等内在的局限性ꎬ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ꎬ代之而

起的是人工智能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ꎮ
人工智能符号主义工作机理的局限性可从

其三大特点来阐述:一是还原论理性主义思维模

式的局限性ꎬ二是演绎逻辑方法的局限性ꎬ三是

强计算主义理念的局限性ꎮ
还原论理性主义思维模式ꎬ间接渊源于古希

腊理性主义思维ꎬ直接渊源于牛顿力学的还原论

世界观ꎮ 还原论包括质还原为量ꎬ宏观还原为微

观ꎬ整体还原为局部ꎬ复杂还原为简单ꎮ〔７〕虽然牛

顿力学及其还原论世界观对后世自然科学甚至

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ꎬ但还

原论世界观的局限性也一直受到诟病ꎮ １８ 世纪

之后出现的量子力学、涌现理论、系统理论等ꎬ都
说明许多宏观现象、整体现象不能还原为微观现

象、局部现象的叠加ꎮ〔８〕譬如ꎬ水的许多特性不能

从其分子构成的氧原子和氢原子的性质中得到

说明ꎬ人的行为也不能完全从人的基因中得到说

明ꎮ 人工智能符号主义的还原论理性主义思维

模式ꎬ采用简单的线性分解法会使得系统复杂性

遭到破坏ꎬ因而无法有效地解决复杂性问题ꎮ〔９〕

演绎逻辑方法的局限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

面ꎮ 一是就逻辑学本身而言ꎬ逻辑既包括形式逻

辑ꎬ也包括辩证逻辑ꎮ 形式逻辑包括演绎逻辑和

归纳逻辑ꎮ 人工智能符号主义着重于演绎逻辑

方法ꎬ其局限性不言而喻ꎮ〔１０〕

二是逻辑系统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ꎮ
仅就演绎逻辑方法本身的有效性而言ꎬ它依赖于

演绎的前提———规则或公理的完备性ꎮ 哥德尔

不完备性定理指出ꎬ不论给出什么公理系统ꎬ我
们总是能找到一个命题ꎬ这个命题在这个公理系

统中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ꎬ即永远都会有

公理以外的东西ꎮ 换言之ꎬ在一个系统内不管列

出多少条规则ꎬ总有内容不能被囊括其中ꎮ 人类

和人工智能都可以视为一种形式系统ꎬ根据哥德

尔不完备性定理ꎬ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形式系统ꎬ
其完备性的阶位比人类这种形式系统更低ꎮ 因

此ꎬ其演绎逻辑的内涵不可能比人类更丰富ꎮ〔１１〕

三是确定性思维的局限性ꎮ 笛卡尔依据传

统逻辑思维ꎬ认为:“任何科学都是一种确定的、
明确的认识”ꎮ〔１２〕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ꎬ混
沌理论的内在随机性、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
概率论中的贝叶斯定理等成果都显示出客观世

界的线性确定性是有限的ꎬ而非线性的不确定性

更为根本ꎮ 对于不确定性ꎬ通常有两种理解:其
一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缺乏一一对应关系ꎬ其二是

不能确切预言某事件或者现象的必然结果ꎮ 前

者是从事物自身的特性来把握不确定性ꎬ表明不

确定性是事物的本质ꎬ是客观存在的ꎬ原因与结

果之间的多重可能性是平权和对等的ꎻ后者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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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认知能力上来把握不确定性的ꎬ这种不确定

性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足造成了信息的缺乏ꎬ
导致后果的不可预知ꎮ

由于人工智能符号主义的基础是数理逻辑ꎬ
具有形式化与确定性的特点ꎮ 为了模拟人类智

能ꎬ主要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尽可能地完善逻辑

规则ꎬ根据逻辑规则从公理开始进行符号演算ꎻ
二是尽可能地完善数据库ꎬ提供各种可能的问题

及其解决方法ꎬ采用穷举法来提供可能的答案ꎮ
由此会导致两大问题:一是为了更好地模拟现实

和解决问题ꎬ驱使人工智能有效运行的模型会越

来越复杂ꎬ并呈爆炸式发展趋势ꎬ导致计算机运

算量越来越大ꎬ不堪重负ꎻ二是为了解决人工智

能机器翻译的不准确性问题ꎬ需要构建巨大数据

库以对付“语义障碍”ꎬ导致数据库不断膨胀ꎬ人
工智能运行效率下降ꎮ〔１３〕 事实上ꎬ人的思维不完

全依赖于逻辑思维ꎬ还依赖于经验积淀和具身体

验ꎬ正如明斯基所指出的:“几代以来ꎬ科学家和

哲学家都试图用逻辑原理来解释普通的推理ꎬ但
几乎没有成功ꎮ 我怀疑ꎬ这些努力的失败是因为

它看错了方向:常识有时很管用并不是因为它是

对逻辑的近似ꎻ逻辑仅仅是我们将事物串联起来

时所使用的各自不同、有用的方式这一巨大财富

积累中的一小部分”ꎮ〔１４〕 譬如ꎬ人工智能要正确

地识别一只狗ꎬ需要对它输入成千上万张狗的照

片ꎬ在对狗的照片进行特征归纳ꎬ并建立逻辑演

绎模型的基础上ꎬ才能对一只狗进行有效的识

别ꎮ 而一个三岁的小孩子ꎬ只要看过几张狗的照

片ꎬ就能轻易地从动物园众多动物中识别出

狗ꎮ〔１５〕逻辑思维只是人类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ꎬ
人类还大量地依赖非逻辑思维ꎬ〔１６〕 依赖非逻辑

思维能够轻易地对常识加以判断ꎬ而人工智能依

赖逻辑思维对常识问题的处理困难重重ꎮ
强计算主义理念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ꎬ坚信

世界可数字化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可计算

的ꎬ因而也是可以被模拟而再现的ꎮ 然而ꎬ根据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图灵机和“判定问题”以

及约翰塞尔提出的“中文屋”思想实验等理论

和思想ꎬ可以证明“强计算主义”不正确ꎮ
与“强计算主义” 相对应的是 “弱计算主

义”ꎮ 弱计算主义认为ꎬ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有广

泛的不可计算的存在ꎬ可计算的世界仅仅是我们

所能理解的世界的一部分ꎬ而且即使是可计算的

部分ꎬ其计算过程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完备

性、不可判定性和不可计算性的领域ꎮ 在弱计算

主义者看来ꎬ强计算主义的“宇宙就是一部计算

机”的苏斯命题是不成立的ꎮ〔１７〕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冯哈耶克的“理性不及”观点认为ꎬ人
类只能有限度地认识宇宙及其包括人本身的各

种事物ꎮ〔１８〕迈克尔波兰尼指出ꎬ人类除了拥有

可工具化、可物化的言传知识以外ꎬ还拥有大量

的与身体不可分割的不可言传的知识ꎬ这些不可

言传的知识是无法数量化的ꎮ〔１９〕

二、人工智能联结主义的工作机理及其局限性

由于符号主义存在诸多的局限性ꎬ难以处理

大量的常识问题ꎬ因而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开

始ꎬ联结主义逐渐兴起并走向兴盛ꎮ
(一)人工智能联结主义的工作机理

联结主义(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又称为仿生学派

(Ｂｉｏｎｉｃｓｉｓｍ)或生理学派(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ｍ)ꎬ其主要

原理为神经网络及神经网络间的联结机制与学

习算法ꎮ 联结主义认为ꎬ智能产生于人脑的结

构ꎬ〔２０〕通过对人脑结构的模仿ꎬ可以使人工智能

获得与人类一样的智能ꎮ 联结主义提出结构主

义的大脑工作模式ꎬ用于取代符号主义的符号操

作的电脑工作模式ꎮ
人工神经网络研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达到巅峰ꎬ随后迅速衰落ꎬ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严重受挫ꎮ 人工

智能专家在研究中发现ꎬ随着网络层数的增加ꎬ
最终网络的输出结果对于初始几层的参数影响

甚微ꎬ导致无法保证整个网络训练过程的收敛

性ꎮ 直至 ２００６ 年ꎬ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技

术瓶颈获得突破ꎬ网络训练过程的收敛性问题得

到了有效解决ꎮ 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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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获得突破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计算能

力得到空前增强ꎬ二是数据的数量得到空前扩

大ꎮ
目前ꎬ深度人工神经网络的层数不断加大ꎬ

涉及的参数达到数十亿ꎬ需要训练的样本数往往

达到数千万甚至于上亿个ꎬ它需要在大规模、高
性能计算机集群上运行数月ꎬ有效运行需要非常

庞大的计算资源的支持ꎮ 计算机芯片性能的大

幅度提升ꎬ特别是 ＧＰＵ 的迅猛发展ꎬ为人工神经

网络深度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持ꎮ
数据越多越广越全ꎬ越有利于深度学习水平

的提高ꎮ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以及智能手机

的广泛使用ꎬ使得规模庞大的结构化数据、半结

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能够被广泛地采集ꎬ上
传到云端ꎬ集中存储加以处理ꎬ这为深度学习提

供了坚实的大数据基础ꎮ
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可区分为有监督的

学习和无监督的学习两种方式ꎮ 有监督的深度

学习是根据输出结果与理想输出之间的偏差程

度ꎬ调节神经网络中各个神经元的权重ꎬ促使输

出结果逐渐接近于理想输出ꎮ 经有监督的学习

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属于“专家型”的人工智

能ꎬ具有专用性ꎬ不能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ꎬ不具

有推理能力和通用性ꎮ 无监督的深度学习是预

先赋予人工智能一定的能力ꎬ然后使它在与环境

的互动中进行自主学习ꎮ 研究者开发出了无监

督深度学习算法、强化深度学习、进化计算、深化

算法等ꎬ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基于神经网络的多

目标演化优化算法ꎬ这些学习算法旨在让机器学

习技能而不是学习知识ꎬ从而使人工智能拥有一

定的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ꎬ〔２１〕 具有一定的通用

性ꎮ
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进展与三个方面

的因素有关ꎮ 一是需要大数据的支撑ꎮ 二是深

度学习网络初始化的选择ꎮ 传统神经网络采取

随机初始化网络的方法ꎬ学习过程漫长ꎬ而且容

易陷入局部最优而难以实现全局最优ꎮ 当前前

沿的深度学习采用非监督数据来训练深度神经

网络模型以实现自动提取特征ꎬ有选择性地初始

化网络ꎬ促进了学习过程的快速收敛ꎬ提高了学

习效率ꎮ 三是优化方法的改进ꎮ 深度学习技术

不断改进优化方法ꎬ当前随机梯度下降方法的应

用有效地提高了收敛速度和系统的稳定性ꎬ而且

新的更有效的优化方法不断涌现ꎮ
联结主义至今主要在四个方面取得了成就:

一是图像识别ꎮ 微软亚洲研究院(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ｉａ)利用其开发的深度残余学习模型ꎬ头
部五个类别的识别错误率创造出了 ３. ５７％ 的新

低ꎬ低于一个正常人的大约 ５％ 的错误率ꎮ 二是

语音识别ꎮ 百度开发的汉语语音识别机器ꎬ识别

错误率只有 ３. ７％ ꎬ低于一个五人小组的集体识

别错误率的 ４％ ꎮ 三是艺术创作ꎮ 在视觉艺术

领域ꎬ人工神经网络可以将一幅作品的内容和风

格区别开来ꎬ一方面向艺术家学习艺术风格ꎬ另
一方面把艺术风格转移到其他作品中ꎬ综合不同

艺术家的风格刻画同样的内容ꎮ〔２２〕 四是游戏和

棋类ꎮ 谷歌 ＤｅｅｐＭｉｎｄ 团队开发的深度 Ｑ － 网络

ＤＱＮ 在 ４９ 种 Ａｔａｒｉ 像素游戏中ꎬ有 ２９ 种达到乃

至超过人类职业选手的水平ꎻ该团队开发的

ＡｌｐｈａＧｏ 也屡次战胜人类围棋顶级高手ꎮ〔２３〕

(二)人工智能联结主义工作机理的局限性

如果说人工智能符号主义主张“认知就是计

算”ꎬ那么人工智能联结主义就是主张“认知是

脑神经元运动的经验结果”ꎮ〔２４〕 联结主义认为ꎬ
智能产生于大量单一处理单元的相互作用ꎮ 单

一处理单元依据一定的结构组成网络ꎬ形成三个

基本层次ꎬ即输入层、隐藏处理层和输出层ꎬ这三

个基本层次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智能ꎮ 由于联

结主义的成效依赖于人类对大脑神经系统的认

识程度ꎬ目前人类对大脑神经系统的认识十分有

限ꎮ〔２５〕 联结主义只能通过有限程度的模拟人类

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来实现对人类智能行为

的模拟ꎬ其方法是设定信息传递规则、基本层次

间连接权重以及阈值进行运算ꎮ 动态调整连接

权重以及阈值ꎬ通过不断地训练ꎬ逐步提高对情

境的认知效率ꎮ 因此ꎬ“深度学习对人来说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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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解释的黑箱”ꎮ〔２６〕 况且ꎬ人类对事物的认

知不仅仅是依赖于人脑的神经网络ꎬ〔２７〕 还与身

体的其他器官相关ꎮ〔２８〕

深度学习抓取事物或人的特征采取抽象归

纳的方法ꎬ而人类则不完全采取这种方法ꎬ可以

有多种方法选择ꎮ 譬如ꎬ对人的特征的抓取ꎬ深
度学习会把人的身体图像加以解剖ꎬ设置成千上

万个参数ꎬ通过成千上万张图片的学习训练ꎬ获
得特征数据ꎬ然后依据特征数据对人加以识别ꎮ
而人在抓取特征时ꎬ常常会根据经验加以选择ꎮ
譬如ꎬ人类可以把耳朵、眼睛、鼻子、嘴、下巴等进

行经验特征化ꎬ而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

人只能把这些东西符号特征化ꎬ这就是经验特征

化与符号特征化的差异ꎮ 譬如ꎬ耳朵破损了ꎬ人
类依靠经验特征化仍然能够轻易地识别它ꎬ而智

能机器人依靠符号特征化就无法识别它ꎮ 再譬

如ꎬ当一只猫走进屋内ꎬ人和智能机器人都看见

这只猫ꎬ当猫走到床底下只露出尾巴ꎬ人很容易

知道它还是那只猫ꎬ但欲使智能机器人产生这种

看似轻松的“直觉”则相当困难ꎮ 在把事物特征

化方面ꎬ人类比智能机器人至少多了经验特征化

的优势ꎮ
目前包括无监督的学习在内的联结主义仍

然是功能性的模拟ꎬ而不是机制性的模拟ꎬ它要

实现对人类智能的完全模拟还任重道远ꎮ

三、人工智能行为主义的工作机理及其局限性

行为主义(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ｍ)又称为进化主义( 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ｍ)或控制论学派(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ｉｓｍ)ꎬ其原理

为“刺激—反应”型或“感知—行为”型控制论系

统ꎮ ２０ 世纪末期ꎬ行为主义正式提出了智能取

决于感知与行为ꎬ以及智能取决于对外界环境的

自适应能力的观点ꎮ
(一)人工智能行为主义的工作机理

人工智能行为主义的思想源于控制论ꎮ 控

制论是 ２０ 世纪的伟大科学成就之一ꎬ１９４８ 年维

纳的奠基性著作«控制论»出版ꎬ成为控制论诞

生的标志ꎬ此后控制论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思

潮ꎬ它影响了约翰麦卡锡、西摩尔帕普特、赫
伯特西蒙、艾伦纽厄尔和马文明斯基等早

期的人工智能研究者ꎮ
人工智能行为主义根据“感知—行为”型控

制系统模拟人对行为的控制与实现ꎬ认为只要有

相同的行为表现就具有相同的智能水平ꎬ并不需

要知识、演绎与推理ꎬ所以对于认知活动ꎬ人工智

能行为主义采取对外界环境“感知—行为”的反

应模式ꎮ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的人工智能研究工

作重点是模拟人在受控过程中的智能行为ꎮ 譬

如ꎬ对自适应、自镇定、自组织、自寻优和自学习

等控制论系统的研究ꎬ并进行控制论动物的培

育ꎮ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ꎬ上述这些控制论系

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ꎬ播下了智能控制和智

能机器人的种子ꎬ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诞生了智

能控制和智能机器人系统ꎮ ２０ 世纪末开始ꎬ人
工智能行为主义作为人工智能新学派逐渐引起

人们的广泛关注ꎮ 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当首推罗

德尼布鲁克斯开发的六足行走机器人ꎬ它被看

作是新一代的控制论“动物”ꎬ它是基于“感知—
行为”型控制系统模拟昆虫行为的控制系统的结

果ꎮ
行为主义主张行为模拟ꎬ利用感应器对外部

情景进行信息感知ꎬ然后模拟生物体在同样情景

条件下的行为反应ꎬ从而探索从感知到行为的映

射规律ꎮ 行为主义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ꎬ它对智

能的模仿ꎬ不会出现符号主义那样的遭遇无限形

式系统的尴尬ꎬ以及面对非逻辑问题的无奈ꎬ也
不会面临像联结主义那样难以模拟人体结构的

局限性ꎬ〔２９〕 以及缺乏休伯特德雷弗斯所说的

“身体—情景—心智”的整体性观念ꎮ〔３０〕 它只需

要智能体通过“感知—行为”型控制系统ꎬ采取

进化计算或强化学习的方法ꎬ通过对外部感知而

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进行学习和改进ꎬ同时寻找

恰当的协调机制对智能体内部各模块进行自我

协调与主体间协调ꎬ避免主体间发生死锁或活锁

现象ꎬ促使智能体自适应并逐步进化ꎮ〔３１〕

人工智能行为主义的成功例子有人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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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智能机器人等ꎮ
(二)人工智能行为主义工作机理的局限性

如果说人工智能联结主义是依赖“功能—结

构”对人类大脑思维的模拟ꎬ“对人来说依然是

不能解释的黑箱”ꎬ那么可以说人工智能行为主

义依赖“感知—行为”型控制系统模拟人类的行

为ꎬ其工作的原理是经验主义的ꎬ而不是机制性

的ꎬ同样“对人来说依然是不能解释的黑箱”ꎮ
人工智能行为主义的局限性还表现在ꎬ感知

与行为之间往往不是直接对应的:由于人类行为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ꎬ一方面对于同样的来自外部

情景的感知ꎬ不同的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行为ꎻ
另一方面同样的行为ꎬ可能是不同的外部情景的

感知带来的ꎮ 因此ꎬ人工智能行为主义要完全模

拟人类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ꎮ
通过上述对符号主义、联结主义、行为主义三

大工作机理及其局限性的分析ꎬ可以归纳成表 １ꎬ
以便直观对比ꎮ

表 １　 符号主义、联结主义、行为主义三大工作机理的对比

　 　 人工智能三大工作机理各有优劣ꎬ为了促进

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必须取长补短ꎮ 从理论角

度而言ꎬ有两种理论试图弥合三大工作机理之间

的裂隙ꎬ一是机制主义、二是 ＡＯＲＢＣＯ 模型ꎮ〔３２〕

机制主义认为ꎬ智能的生成都遵循 “信息—知

识—智能”的转换原则ꎬ通过这一转换机制ꎬ符号

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三大工作机理可以实

现完美的互补与统一ꎬ即经验性知识经过验证生

成规范性知识ꎬ规范性知识经过普及生成常识性

知识ꎮ 在 ＡＯＲＢＣＯ 模型中ꎬ主要包括具有主观

能动性的事物 Ａｇｅｎｔ、被动事物 Ｏｂｊｅｃｔ 以及事物

间互相联系性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ꎮ 首先ꎬ ＡＯＲＢＣＯ
模型能够描述 Ａｇ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 以及 Ａｇｅｎｔ 与 Ｏｂｊｅｃｔ
之间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组成ꎬ通过对关系的搜索来

完成推理ꎬ因此具有符号主义所需的知识表达能

力ꎬ即 ＡＯＲＢＣＯ 模型包括了符号主义ꎮ 其次ꎬＡ￣

ｇ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 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随着系统的演化而变

化ꎬ从而引起整个系统的功能改变ꎬＡｇ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
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的变化与神经网络的演化具有共

同的特性ꎮ 因此ꎬＡＯＲＢＣＯ 模型包括了联结主义

的思路ꎮ 再次ꎬＡｇｅｎｔ 间的相互作用、Ａｇｅｎｔ 对

Ｏｂｊｅｃｔ 的操作ꎬ对应于行为主义的“感知—行为”
观点ꎬＡｇｅｎｔ 与 Ｏｂｊｅｃｔｓ 的作用可以认为是与周围

环境的交互作用ꎬ因而具有行为主义的特点ꎮ 但

目前机制主义和 ＡＯＲＢＣＯ 模型仍不尽如人意ꎬ
处于发展和完善之中ꎮ

从实践角度而言ꎬ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

为主义三大工作机理之间的界线正在被打破ꎬ努
力实现相互之间的融合ꎮ 譬如ꎬ人机接口技术ꎬ
通过将人脑神经细胞的“碳基”同人工智能的

“硅基”联结从而实现“人机合一”ꎬ〔３３〕 延展了人

类的认知ꎬ这可以视为是行为主义与联结主义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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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成果ꎻ模糊逻辑算法与遗传神经网络算法的

融合获得了比原来各自算法更好的性能ꎬ这可以

视为是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融合的成果ꎮ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ꎬ即便可以有效

地弥合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三大工作

机理之间的界线和裂隙ꎬ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智能

仍然会存在显著的区别ꎮ〔３４〕 正如潘云鹤院士指

出的:“如果讲ꎬ６０ 年前的人工智能是用计算机

去模拟人的智能行为ꎬ那么经过 ６０ 年发展越来

越多的人工智能专家已经认识到ꎬ机器的智能和

人的自然智能是不同的ꎬ他们是两种本质上完全

不同的智能ꎮ 机器的智能在有些方面可以比人

更聪明ꎬ比如阿法狗ꎬ但人的智能在某些方面是

机器智能很难替代的”ꎮ〔３５〕人类研究人工智能不

是为了完全替代人类ꎬ而是为了帮助人类解决在

劳动和生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ꎬ从而造福

人类ꎮ 譬如ꎬ人类研究人工智能的视觉ꎬ是为了

让人工智能看得见、看得准ꎬ解决人类不能持续

地看ꎬ有时或有些场景看不见、看不准的实际问

题ꎬ而不是替代人类的眼睛ꎮ 研究表明ꎬ人工智

能不可能完全替代人类ꎬ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在可

预见的未来都是不可替代的ꎮ〔３６〕

四、结　 语

人工智能有三种基本的工作机理ꎬ即符号主

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ꎮ 这三种基本的工作机

理各有优长ꎬ也各有局限性ꎮ 人工智能的发展ꎬ
一方面可沿着各自的工作机理加以发展、完善和

创新ꎬ另一方面这三种基本的工作机理可以不同

的方式相互组合、相互渗透、相互补充ꎬ促进人工

智能向深度和广度发展ꎮ
从上述人工智能的工作机理及其局限性的

阐述中ꎬ可以清晰地看出ꎬ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

是两种不同的智能ꎬ这两种智能具有交集ꎮ 因

此ꎬ相互间既存在替代关系ꎬ也存在互补关系ꎮ
无论是从技术发展角度ꎬ还是从利用人工智能为

人类谋福利角度ꎬ都既要充分发展两者之间的替

代关系ꎬ也要充分发展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ꎮ 从

发展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角度而言ꎬ人类还远没

有从繁重的体力和智力劳动中解放出来ꎬ因此大

力发展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替代性技术ꎬ有助

于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和智力劳动中解放出来ꎬ
使每个人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想做、能做的事

情ꎮ 从发展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角度而言ꎬ一方

面ꎬ由于人的时空和能量是有限的ꎬ而人工智能

可以超越时空和能量的限制趋向于无限ꎬ因此人

机结合可以实现有限与无限的有机统一ꎬ扩大或

增强人类的能力ꎻ另一方面ꎬ人工智能与人类智

能存在差异ꎬ发展人工智能ꎬ可以丰富智能的内

涵ꎬ扩展智能的外延ꎬ增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的能力ꎬ充分利用两种智能的互补效应ꎬ形成

人机融合ꎬ实现智能的耦合效果ꎬ完成人工智能

或人类无法单独完成的一些事情ꎮ
与此同时ꎬ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ꎬ人工智

能的出现并不全是给人类带来福音ꎬ它也会给人

类社会带来风险和挑战ꎮ 人工智能会导致失业

风险、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风险、加剧市场垄断风

险、对消费者实施价格歧视风险以及国际经济风

险等经济风险ꎮ 人工智能会导致国家安全风险

以及权力向掌握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知识的群

体集中的风险等政治风险ꎮ 人工智能会导致隐

私泄露风险、模糊社会边界风险、伦理道德风险、
暴力扩散风险、种群替代风险等社会风险ꎮ 人工

智能会导致意识形态风险、降低人类艺术创作动

力风险和增加知识产权纠纷风险等文化风险ꎮ
因此ꎬ我们既要充分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为人类

谋福利ꎬ同时也要研判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

的风险和挑战ꎬ未雨绸缪地寻求对策措施ꎬ确保

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ꎮ 我们坚信ꎬ人类有智

慧创造人工智能ꎬ也会有智慧化解人工智能带来

的风险和挑战ꎮ

注释:
〔１〕人工智能存在不同的界定ꎬ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ꎬ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ꎮ １９５６ 年人工智能概念刚被提出时ꎬ

人工智能被界定为“研究与设计的智能体( ａｇｅｎｔ)”ꎬ智能体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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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能够适应环境的机器ꎬ或称之为智能机器人ꎮ
〔２〕符号学是由瑞士作家、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

逻辑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提出ꎬ经由

美国哲学家、现代“符号学”创始人之一的查尔斯莫里斯的发

展ꎬ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进一步完

善的一种研究符号的本质、意义、变化规律的学说ꎮ 因为强调符

号的作用与本体论地位ꎬ符号学发展出了符号主义ꎮ 符号主义

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研究纲领ꎬ其主旨在于以逻辑推理为

工具来模拟人的智能ꎮ
〔３〕〔英〕玛格丽特博登:«人工智能哲学»ꎬ刘西瑞、王汉

琦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１４３ － １４５ 页ꎮ
〔４〕Ｋｏｎｒａｄ Ｚｕｓｅꎬ“Ｒｅｃｈｎｅｎｄｅｒ Ｒａｕｍ”ꎬ Ｅｌｅｋｔｏｎｉｓｃｈｅ Ｄａｔｅｎｖｅ￣

ｒ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ｇ ꎬ１９６７ꎬ(８)ꎬｐｐ. ６４９ － ６５０.
〔５〕ＨａｕｇｅｌａｎｄꎬＪ. ꎬ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Ｉｄｅａ ꎬＭａｓ￣

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５ꎬｐ. ２.
〔６〕参见吴文俊:«数学机械化»ꎬ北京: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ꎮ
〔７〕吴国盛:«什么是科学»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２１２ 页ꎮ
〔８〕恩格斯曾经批评过拉普拉斯的简单、绝对决定论ꎮ 可参

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有关论述ꎮ
〔９〕〔２９〕王广赞、易显飞:«人工智能研究的三大流派:比较

与启示»ꎬ«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１０〕 Ｌｏａｓｂｙ Ｂｒｉａｎ Ｊ. ꎬ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Ｉｎｓｔｉｔｉｎｔｉｏｎｓꎬ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ꎬ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ｎｔｅｄｇｅꎬ１９９９ꎬｐ. ５６.
〔１１〕但由于人类脑力的能量和逻辑演绎的速度弱于人工智

能ꎬ因此人工智能演绎逻辑的数量和速度会强于人类ꎮ
〔１２〕〔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ꎬ管震湖译ꎬ北

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４ 页ꎮ
〔１３〕林艳:«人工智能的符号主义纲领及其困境»ꎬ«求索»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１４〕Ｍａｒｖｉｎ Ｍｉｎｓｋｙꎬ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ｄ 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ꎬ１９８６ꎬｐ. １６７.
〔１５〕这种现象可称之为“莫拉维克悖论”ꎬ即人类独有的高

阶智慧能力只需要非常少的计算能力ꎬ而无意识的技能和直觉

却需要极大的运算能力ꎮ
〔１６〕这种现象就是人类认知方面的“波兰尼悖论” (Ｐｏｌａ￣

ｎｙｉ’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ꎬ即英国著名物理化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

发现的“我们知道的可能比我们能够明确说出来的要多”ꎮ
〔１７〕齐磊磊:«从强计算主义到弱计算主义———走出“万物

皆数”之梦»ꎬ«学术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ꎮ
〔１８〕程承坪:«大力开发服务型人工智能的情能»ꎬ«武汉科

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１９〕〔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

学»ꎬ许泽民译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４０５ 页ꎮ

〔２０〕这本质上与人工智能符号主义一样也属于还原论思维

模式ꎮ
〔２１〕成素梅:«人工智能的几个认识论问题»ꎬ«思想理论教

育»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２２〕 Ｇａｔｙｓ Ｌ. Ａ. ꎬＥｃｋｅｒ Ａ. Ｓ. ꎬ ａｎｄ Ｂｅｔｈｇｅ Ｍ. ꎬ “ Ｎｅｕｒａｌ －

Ｓｔｙｌ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ｇｉｔｈｕｂ. ｃｏｍ / ｊｃ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ｎｅｕｒａｌ － ｓｔｙｌｅ.
〔２３〕顾险峰:«人工智能的历史回顾和发展现状»ꎬ«自然杂

志»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２４〕刘晓力:«认知科学研究纲领的困境与走向»ꎬ«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ꎮ
〔２５〕蒲慕明、徐波、谭铁牛:«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概述»ꎬ«中

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ꎮ
〔２６〕蔡恒进:«行为主义、联结主义和符号主义的贯通»ꎬ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２７〕成素梅:«人工智能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发展前景»ꎬ

«哲学动态»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２８〕程承坪:«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极限及对策»ꎬ«上

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３０〕Ｈｕｂｅｒｔ Ｌ. Ｄｒｅｙｆｕｓꎬ Ａｌｃｈｅｍｙ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ꎬ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１９６５ꎬｐ. ８６.
〔３１〕徐心和、么健石:«有关行为主义人工智能研究综述»ꎬ

«控制与决策»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ꎮ
〔３２〕冯媛、蔡增玉、张志锋、甘勇:«统一人工智能的研究与

进展»ꎬ«科技通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３３〕余乃忠:«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人工智能的类本质»ꎬ

«学术界»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ꎮ
〔３４〕Ａｉｌａｍａｋｉ 等人指出:“除人脑以外ꎬ没有任何一个自然

或人工系统能够具有对新环境与新挑战的自适应能力、新信息

与新技能的自动获取能力、在复杂环境下进行有效决策并稳定

工作直至几十年的能力ꎮ 没有任何系统能够在多处损伤的情况

下保持像人脑一样好的鲁棒性ꎬ在处理同样复杂的任务时ꎬ没有

任何人工系统能够媲美人脑的低能耗性ꎮ”参见 Ａｉｌａｍａｋｉ Ａ. ꎬＡｌ￣
ｖａｎｄｐｏｕｒ Ａ. ꎬＡｍｕｎｔｓ Ｋ. ꎬｅｔ ａｌ. ꎬ“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ｒａ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 Ｒｅ￣
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ꎬ２０１２ꎮ 程承

坪、彭欢:«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机理及中国对策»ꎬ«中国软科

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ꎮ
〔３５〕潘云鹤:«实用机器人应当模拟人的智力而非行为»ꎬ

新浪网ꎬｈｔｔｐ: / / ｔｅｃｈ.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ｉｔ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７ / ｄｏｃ － ｉｈｋａｈｙ￣
ｈｙ０９１５９６６. ｓｈｔｍｌ? ｃｒｅ ＝ ｔｉａｎｙｉ＆ｍｏｄ ＝ ｐｃｈｐ＆ｌｏｃ ＝ ２６＆ｒ ＝ ０＆ｄｏｃｔ ＝
０＆ｒｆｕｎｃ ＝ ５５＆ｔｊ ＝ ｎｏｎｅ＆ｔｒ ＝ ０ꎮ

〔３６〕程承坪:«人工智能最终会完全替代就业吗»ꎬ«上海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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