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聂再清

智联网时代，
人们更加渴求和机器的自然交互

在未来，AI技术将如何改变人生的生活？聂再清认为，
智联网时代，人们更加渴求和机器的自然交互。到了智联网
时代，语音助手将迎来飞速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和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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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80年代，
伴随着“从小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口号
响彻大街小巷，彼时年
幼的聂再清对科技创
新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当时的他没有想
到，自己接下来的人
生，将亲历国内人工智
能的飞速发展，成为人
工智能第三波浪潮尖
上的弄潮儿。

如今的聂再清，已
成为了阿里巴巴人工
智能实验室北京研发
中心负责人。经历过
PC时代、移动互联网
时代技术高速发展的
他，对下一阶段人工智
能的发展又有怎样的
憧憬呢？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
访时他给出了自己的
判断：“PC时代，搜索
引擎是发展重点；移动
互联网时代，手机应用
APP非常厉害；在未来
的智联网时代，语音助
手将为人们打通数字
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
的墙壁，成为每个人离
不开的工具。”

聂再清认为，人机
交互，将为生活带来更
多便利。到了智联网
时代，语音助手将迎来
飞速发展。“在未来，我
们要把低头族减少一
些。”

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完成本科、硕士研究生学习后赴美深造，师从美国人工智能学会前
主席Subbarao Kambhampati教授，于2004年获得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学位。

拿到博士学位后，聂再清就职于微软亚洲研究院，任首席研究员，主要负责微软自然语言理解、实体
挖掘的研发工作。

2017年10月，聂在清加入阿里巴巴，现任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北京研发中心负责人、语音助
手首席科学家，也是教育部人工智能专家组咨询组专家。聂再清带领团队旨在通过远场语音识别、自然
语言理解、个性化推荐等语音助手领域关键算法突破和创新，全面提升人机自然语音交互能力，打造智联
网时代的个人助手全新体验。

聂
再
清

1991年，不少人从未见过、用过电脑，
聂再清那痴迷计算机技术的哥哥，已在不
断给他描述计算机对未来生活的影响。哥
哥叮嘱他，一定要考上计算机系，“电脑能
改变未来”。

就这样，当时对计算机认识懵懂的聂
再清，进入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聂再清
考入的班级，恰好主攻的方向是人工智能。

1993年12月，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
议成立；1994年5月，国家信息化专家组成
立。国家对于计算机信息化的重视程度与
日俱增。

到了1996年，聂再清临近毕业之际，
突然一个好消息传来：国务院于当年成
立了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为组
长，由 20 多个部委领导组成的国务院信
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
调全国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同时清华大
学计算机系在由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持
的全国计算机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在国
内首批获得按一级学科招收和培养研究
生的资格。这让当时年轻的聂再清热血
沸腾，他决定，一定要在清华大学把研究生
读完。

谈“无用的研究”

在学术与实践的交融下，5G 时代，人工
智能将迎来高速发展。

“很多人说中国研究重应用，轻基础研
究，我认为这种观点不能完全反映我们的现
状。”聂再清说，如今很多企业都在“无用的研
究”上投入了很多钱。“无用的研究”指的是长
远的研究，对未来有用的研究，是个褒义词。

聂再清提到，如今国内有的大企业也开
始非常重视理论基础研究，国内的高校实力
也很强劲。上世纪末很多人选择出国留学，
而今信息获取非常方便，这种留学虽有意义，
但已经不再那么必要。

谈“AI利与弊”
2017 年 10 月，聂再清博士加入阿里巴

巴，现任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北京研发

中心负责人，语音助手首席科学家，也是教育
部人工智能专家组咨询组专家。聂再清以阿
里巴巴举例称，如阿里一样的企业，正在改变
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与阿里巴巴的理念相
符，聂再清决定加入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带
领团队在远场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知识
挖掘和问答、用户画像和个性化、语音合成等
方面展开研究。

谈及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聂再清认为，
人工智能是为了帮助人，而不是代替人。他
也不认同人工智能是对人类威胁的说法。聂
再清强调，人工智能是由我们的科学家和工
程师不断迭代创新出来的，发展过程必定会
遵循人类的主流价值观指引。作为开发者能
做的，就是将人类从重复性的物质文明建设
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去从事创造性的精神文
明的建设，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利大于
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越熙

近年来，由于智能家居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人工智能的技术推动，数
字音乐产业以及知识付费产业的成

长，越来越多科技巨头入局智能音箱行业，
其行业规模也随之实现井喷式增长，产业链
基本完善，甚至一度被看作智能家居行业最
佳入口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智
能音箱市场，仅次于美国，市场份额未来仍有
上 升 空 间 。 据 艾 媒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2018-2019中国智能音箱行业及产品竞争
力评价分析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
已经发布智能音箱产品的企业有近50家，还
有至少500家与之相关的硬件企业或技术提
供商活跃在前沿阵线，如众多芯片厂商纷纷
推出新品，方案商不断激增。

自智能音箱市场被亚马逊点燃，百度、
阿里、小米纷纷跑步入场，三家以补贴换市
场，以低价造爆款，把销量及格线拉至百万
量级，产品价格线压到百元以下。智能音箱
市场份额的争夺战依靠财力支持，逼退了众
多中小企业。

智能家居入口争夺战正酣，新一轮的行
业升级正在到来。对于智能家居，如何触达
新用户、开发新需求，并根植于未来科技、互
联网、物联网等实现产品创新，以及在市场
教育和渠道布局上更前瞻、更精准、更高
效？聂再清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一场入口的争夺战
智能音箱下一步走向何方？

相关数据表明，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天
猫精灵 AI 音箱、小米 AI 音箱销量均突破
1000 万台。百度也宣布，2019 百度智能音
箱的出货量KPI是希望超过1000万台。

但巨额的出货量背后，更多的是补贴支
持，让人难以分清智能音箱飞入千万家，是
因为技术驱动，还是低价优势。以天猫精灵
为例，价格从刚上市时的 499 元降低到 99
元，小度音箱也从 249 元调整为 89 元，小爱
音箱原价 169 元最后也落为 99 元。价格断
崖调整背后，补贴金额已经上亿。

表面上这只是一场智能音箱市场的争
夺战，其实不然，作为智能家居流量入口，智
能音箱早已成为一个单独赛道，它所承载的
语音功能可能是未来物联网最重要的操作
系统，可以比拟如今的Android和IOS。

由于未来语音交互方式在智能化物联
化时代具有入口优势性，智能音箱不会是智

能助手的最终形态，用户购买的也将不是单
一智能音箱而是智能入手的配件。可以说，
智能音箱是目前市场上唯一可以复制智能手
机的设备，未来将拥有更庞大的用户和更多
搜索入口，能大大刺激营收和推进AI商业化
落地。

打造家居AI生态
方言成语音识别领域待攻克难题

智能音箱在IOT中的应用被寄予厚望，
商家想以此为入口带来联动家居设备，打造
家居 AI 生态。换句话说，绑定、操作越多台
智能设备，越深入触达用户场景，就越能体现
智能音箱的智能性。

目前，智能音箱的迭代已经从声音发展
到声音+可视化，普通智能音箱拥有语音交
互、万能遥控、语音通话、智能投屏等多重功
能，而带屏音箱则在这些功能的基础上全面
升级，实现视频通话、视频监控、视听体验、游
戏互动等更多功能选择，为智能助手深入用
户生活场景向前迈了一大步。

在落地语音助手覆盖全场景过程中，方
言智能识别是躲不过的一关。聂再清告诉记
者，中国方言文化十分丰富，这也给精准语音
识别制造了一些阻碍，如何识别和普通话差
异较大的方言和口音，是目前智能语音识别
领域需要攻克的难题。

尽管近些年很多商家都推出过具备方言
识别功能的人工智能电视，但受制于“识别准
确率”，相关技术仍不太成熟。解决方言用户
的问题，才能让智能家居成为边远城镇居民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产品真正实现
下沉。

聂再清提到，天猫精灵作为一款语音交
互产品，正在尝试以技术手段实现方言交互
可能性，并赋予语言更多的功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越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越熙

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
北研中心负责人聂再清：

2010年，Siri 等移动端个人助手进
入大众视野，科幻小说中人类想象的
语音控制成为了现实。与此同时，中
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与科研实力，
吸引了全球顶尖企业的注意力。2017
年，谷歌在北京开设了人工智能研究
院。也就是在那一年，聂再清决定离
开微软亚洲研究院，加入中国企业阿
里巴巴。

2018 年 谷 歌 开 发 者 大 会 上 ，
Google Assistant的一句“嗯哼”，引发全
场轰动。个人助理的拟人程度，上升到
了一个新的层次。对于机器而言，只有
真正理解文字，并产生自己的情感，才能
给出这样的语句。这在过去是一件难以
做到的事情。

相关数据统计，2018 年，全球人工
智能核心产业市场规模超过 580.3 亿美
元。数据显示，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呈
现以中国、美国及欧洲三足鼎立的局
面。这背后，离不开一大批技术人员的

热血与努力。
目前，聂再清的主要工作是研究远

场语音识别与自然语言交互，落地应用
即天猫精灵。近几年，智能音箱发展如
火如荼，从亚马逊、谷歌、苹果、微软，到
阿里、腾讯、小米纷纷涉足其中。聂再清
常常笑言，语音识别和理解精度，决定了
音箱到底是智能还是“智障”，他想让音
箱不再“智障”。

为了这个，聂再清常泡在实验一
线。“自然语言理解，是人工智能最难的
一环，是真正触碰到智能了。我希望和
广大开发者们一起，建立一个很好的自
然语言交互开发者平台和一个智能的语
音交互入口。”

短短二十年，互联网经历了从PC时
代的搜索引擎，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手
机应用，如今轮到智联网时代的语音助
手大放异彩，智能语音产品留给人们的
想象空间还很大。中国市场，未来的竞
争也将更加激烈。

取得博士学位后，聂再清选择回国，
他来到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启了
人生的又一站。

他在这里的时光，正值互联网数据
挖掘搜索快速变革。也是在当时，聂再
清产生了建立知识图谱做学术搜索网站
的想法。

“当时的论文搜索存在一些问题，搜
索起来重复率高、效率低，如果把它们放
在知识图谱上，会不会改善用户体验
呢？”在这样的想法下，他带领团队做出
了Libra。

Libra所应用的实体提取技术，被微
软亚洲研究院定级为顶级研究成果之
一。在Libra项目启动后不久，谷歌也推
出了自己的学术搜索引擎。再之后，国
内如AMiner、百度国学搜索等垂直领域
的搜索引擎相继诞生，可以说聂再清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实体搜索引擎领域
的领路人之一。

基于知识图谱的 Libra 成功了，聂
再清也想乘势进一步拓展知识图谱的
应用空间。如果知识图谱跳脱学术领
域，建立一个人与人的知识图谱，将产
生怎样的效果？在这样的思想下，人立

方诞生了。
“人工智能后来被应用于理解人的

自然语言，理解人对机器的语音指令，在
国内的研究逐步成熟。”回忆起微软亚洲
研究院的经历，聂再清坦言，那些将研究
机构放在中国的外企，实际上也为国内
人工智能发展输送了很多人才，带动了
国内科研的发展。

2006年，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方
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人们开始进入第三
波人工智能研究的大发展时期。后来谷
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杰夫·迪恩与斯坦
福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吴恩达动用上万台
电脑的计算资源，完成了“猫脸识别”。
这个项目被誉为当时计算机视觉领域的
巨大成功。

而这对于国内，亦是一次激励。“如
果我们站在产业链主导地位上，中国人
工智能就能够在全球有话语权。”科大讯
飞创始人刘庆峰当时备受鼓舞，发出感
慨一定要带领团队勇往直前，让中国AI
在世界立足。彼时商汤科技、百度、旷视
科技、阿里巴巴等国内企业也瞄准了时
机，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国内人工智能
发展掀起新热潮。

可是，聂再清读研那段时间，人
工智能并不是最热门。聂再清的重
点研究方向是专家系统：简而言之即
搭建框架，由领域专家来建立规则，
再用规则进行推理。人们发现，这种
由少量专家构建大量领域规则和特
征的方法效率极低，很难行得通。与
此同时，人人可参与的互联网思维以
及搜索引擎技术，迅速吸引到大量注
意力和科研经费。这，直接导致人工
智能第二次浪潮低谷的到来。

聂再清回忆：“正当专家系统陷入
僵局，互联网出现了，并且越来越火。
1998 年，谷歌成立，谷歌搜索引擎的
出现，不仅标志着全民互联网时代的
来临，更引发了后面的搜索引擎大
战。人们发现搜索引擎这种人人可参
与的模式，比专家系统生命力更旺
盛。于是，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热情在
慢慢褪去。”

在聂再清眼里，互联网的蓬勃发

展，为日后的AI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
的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1997
年左右，国内出现了一次出国留学高
潮。当时，微软、IBM等众多国际巨头
纷纷在我国设立语音研究基地，中文
语音技术和市场几乎全部掌握在外国
公司手中，国内语音专业优秀毕业生
外流现象也很严重。

当时，聂再清正面临毕业，一系列
选择摆在他面前。就在他正在思考人
生方向时，中美签署中国入世双边协
议，中国融入全球贸易圈；国家信息化
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年轻的聂再清决定出国留学。他
下决心先去学技术，再回国运用。

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后，
他继续攻读计算机科学专业博士学
位，师从美国人工智能学会（AAAI）
前主席、人工智能知名专家Subbarao
Kamhampati。

智能音箱入口争夺战正酣
方言语音识别成待攻克难题

家居AI生态之变

他学成回国
创新技术改善用户体验

语音识别与交互
将成为人工智能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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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聂再清在微软西雅图总部的TechFest活动上展示人立方英文版（EntityCube）。

聂再清在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北京办公室工作。

2019年，阿里510家庭日，人工智能实验室比赛跳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