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顶尖学术期刊《自然》上线了一项有关

癌症诊断的重要研究。

与以往不同的是，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

分校的科学家，通过训练人工智能从血液中鉴定

微生物的遗传物质，不仅可以识别出癌症，还能对

不同类型的癌症做出区分。

“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改变了传统的检

测方法，而且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使得海量的检索

和比对工作得以快速而准确地完成。”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教授徐军评价道。

微生物与肿瘤微环境息息相关

菌群与人体的关系毫无疑问是十分密切的。

有科学家估计，在每个人的身体中细菌的数量占

到了人体所有活细胞的 90%。此外，我们体内还

有许多病毒存在。

这些常驻人体的微生物几乎参与了人体的一

切 生 命 活 动 ，所 以 ，它 们 的 核 酸 片 段（DNA 或

RNA）也就经血液游荡在我们体内。

近年来，许多研究证据显示，人体微生物对多

种类型的肿瘤有“贡献”。科学家猜想，这些微生

物在癌症中所起的作用也许比我们已知的更多。

因为以前的癌症研究工作，忽略了人体癌细胞与

微生物可能有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也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检测癌症的思路：

用正常人血液中与癌症患者血液做对比，其中的

微生物是否会有差别呢？

于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科学家有了

一个大胆的设想：分析血液中来自微生物的遗传物

质，可以根据其特征模式来识别体内的肿瘤。

如果在过去，这种设想真的只能是想想罢了，

“这是因为细菌的数量十分庞大，检测它们的基因

序列将是一个海量工程。”徐军说，但是得益于基

因测序技术的发展，现在测序的费用与时间都在

大幅下降，同时微生物的基因测序也能够运用 AI

技术，效率能大大提升。

徐军告诉记者，疾病的检测、诊断和治疗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借助多方面信息，比如图

像数据、基因数据、分子和蛋白的表达，患者的病

史、遗传背景、家族史等其他数据化信息，以及患

者的临床数据，微生物的核酸特征等等。大数据

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加入，从基因层面、细胞层面、

以及微生物层面展现患者个体化的信息。

“我们对这些问题理解越深刻，治疗疾病的成

功率就越高。”徐军说，在没有 AI 技术之前，尽管

我们能够采集大量的数据，但是由于能力限制，能

够获取的知识很有限。比如尽管我们能够破译人

类的基因，但是目前 90%以上的信息我们还不能

理解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什么作用。

人工智能测癌可靠性有多高

研究人员在几千份样本中找到相应的微生物

特征后，把工作交给了人工智能。通过相应的机

器学习模型来挖掘大量数据，把特定的微生物序

列特征与特定的癌症相匹配。

“机器学习的方式主要有监督学习和非监督

学习，从这个项目公开的信息来看，采用的是监督

学习模式。”徐军分析说，监督学习的特点是人类

会把知识传授给计算机，计算机根据样本的特征

进行学习，接下来就能够自动区分疾病或者健康

的样本。

另一种非监督学习将能够使得机器具备更高

的智能，即人类没有给计算机提示，计算机通过归

纳的样本之间的规律和模式，突破了以往需人类

干预才可学习的局限。

“现在还有一种新的非监督学习模式——对

抗学习，其特点是人类设计出两个模型，一个用于

制造伪装数据，另一个用于鉴别伪装，在你来我往

中实现互赢，最后达到纳什均衡状态。”徐军认为，

我国拥有大量的疾病数据，医学和人工智能领域

之间如果能够长期深入合作，将能够更好地为患

者服务。

从此项研究的结果来看，这套 AI 模型在实际

诊断中是可靠的。科学家让 AI对 100名患者的样

本血浆进行分析，并与 69 名健康无癌个体的血样

进行比较。机器学习模型不仅可以区分患癌和无

癌的样本，还能区分不同类型的癌症：以 86%的敏

感性识别出肺癌患者，对于无肺部疾病的个体没

有出现假阳性报告，并且以 81%的准确率区分出

前列腺癌和肺癌。

“达到这个准确率具备了参考价值，但需要注

意的是，这个结果可能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得到的，

论文作者可能也剔除了许多不规范的样本和数

据。”徐军认为，这还是一项早期的概念验证研究，

应用到临床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专 家 认 为 ，AI 和 大 数 据 的 加 入 ，可 以 完 成

更加复杂的任务。比如基因序列的读取，是人

的眼睛和智力水平基本上无法完成的，而人工

智 能 和 大 数 据 技 术 的 广 泛 使 用 将 能 够 很 好 地

解决这个问题。

徐军告诉记者，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领域得

到广泛的关注，它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建立在

近年来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深度学习技术取得了

巨大突破的基础上。

“2019年，《自然·医学》出版了一期特刊，该特

刊的 12 篇论文全部和人工智能相关，这说明人工

智能技术和医学结合的爆发点已经到来。”徐军

说，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机器能够极大地弥

补人类的不足。

但徐军也指出，人类医生的优势是冷冰冰的

机器无法代替的，机器不具备人对疾病的认知和

理解，同时，治疗的过程不仅仅是数据处理过程，

更重要的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医生

对于患者的关怀和安慰是机器无法做到的，而这

在治疗过程中有时非常关键。因此，未来最好的

模式是机器与医生协同开展工作。

AI又当医生了，这次是通过血液识别癌症

阳春三月，油菜花开，春耕进入大忙时节。

站在田边，老邹打开手机上的“大田物联”APP：“你看，我们基

地上万亩田的翻耕情况都在这，耕作层深度、有无重复和漏耕一目

了然。”

50 岁出头的老邹名叫邹泰晖，过去从事农机生产和销售。

2018 年，他回到家乡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与北京一家物联网公

司合作创办了南昌智慧大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公司+

合作社”的模式流转了 1.5万亩农田种粮。

当不少农民还在努力实现机械化种粮时，老邹已开始智慧化

种粮的探索。

带着记者来到田间，老邹指着一套集太阳能发电板、360度摄

像头、风速仪等于一体的物联网设备说：“这是我们的智慧农情检

测站，它会监测田块的土壤温度、湿度、光照度以及农作物长势等，

每两小时向后台传输一次数据，如果数据与设定的标准值比对出

现异常，后台会自动报警。”

“像这样的智慧农情检测站，我们一共有 50 多个，等以后 5G

技术普及了，传输数据还将从现在的每两小时一次变为实时。”老

邹说。

不仅农田成为“智慧农田”，农机也变身“智慧农机”。记者看

到，老邹用来翻耕农田的旋耕机机身都装有摄像头和小型智能终

端。“我只要打开手机上的 APP，坐在办公室就能看到农机的耕作

轨迹图和作业效果图。”他说。

在老邹看来，今后种田将逐步从“靠经验”转向“靠数据”，实现

标准化生产。“我们基地的农民巡田都要带手机，每巡完一块田都

要打卡、拍照，将信息传回后台，并和监测数据进行比对分析，有针

对性开展田间管理。”

如此多技术投入，会不会推高种田成本？“前期设施投入肯定

更大，但在生产中能稳产、降本、增效。”老邹举例说，过去农民打药

施肥很容易过量，如今他们在对每块田的土壤和作物长势情况进

行监测的基础上，指挥无人机精量喷洒，每块田打药施肥的量不

同，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产量。

“2019 年 4 月 1 日，育苗，人员：胡凤根、邓世武等；2019 年 5 月

15 日，耕地，人员：万开其、谌火根等；2019 年 6 月 11 日，插秧，人

员：何景民、万国春……”拿出一袋基地生产的大米，记者用手机扫

描包装袋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这袋大米的产地信息以及从育苗、

耕地、插秧、植保、施肥到收获的“生产履历”。

老邹说：“智慧化种粮，不仅能帮农民管好田，也让消费者吃得

放心。”

春分将至，田间即将开始插秧。站在田野上，铺展在老邹眼前

的，不仅是一块块承载丰收愿景的水稻田，也是一片智慧化种粮的

试验田。

从“靠经验”到“靠数据”

智慧化种粮帮农民管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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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在接到

清华大学续聘书时，通过直播方式分享了对 AI

可解释性与 AI偏见相关问题的研究与看法。他

提到，AI 就像一个黑匣子，能自己做出决定，但

是人们并不清楚其中缘由。所以，我们目前需要

做的就是将其打开，了解 AI 想表达的意思和可

能会做出的决定。这就需要设计和构建“负责

任”的 AI。

那么，AI 的可解释性指什么？是什么导致

人们无法对 AI的行为进行解释？人工智能如何

做决策？研究人员可以怎样做让这些决策更加

透明？

有人说，不确定性是 AI的特征之一。

所有重大技术突破的出现，往往都伴随着相

同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的可靠。例如，在电子

时代制造和使用电子产品时，人们可以通过技术

资料了解所有的元件构成，从而得以信赖它们。

又如，许多技术和生活场景中有检视清单的存

在，它能指导我们如何合理完成一件任务。然

而，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情况则不然。

“如今，AI 已经可以做决定，这是 AI 过程

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我们仍缺乏对 AI 所做

决定的认知。”沈向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从

某种程度上来讲，你建立一个模型、算法，输

入数据，之后人工智能会产生一个结果。一切

看上去顺理成章，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尚

不能完整解释为何人工智能会得出这样而不

是那样的结论。

沈向洋进一步解释，我们将这种只能看到数

据导入和输出，而无法看到和解读其工作原理的

模型比作‘黑箱’，而将可以知晓内部工作原理的

模型称为‘白箱’。人们需要了解人工智能如何

得出某个结论背后的原因，而不是仅仅接受一个

在没有上下文或解释的情况下输出数据和信息

的结果。”沈向洋指出。

显然，我们不能将明天交付给一个个无可解

释的“黑箱”。“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经常说不仅要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沈向洋表示，人工智

能的可解释性，指的是要“知其所以然”，要了解

背后的原因和逻辑，是能回答“为什么”。

“以决策场景下的模型可解释性为例，端到

端的深度学习，一个广为诟病的问题是其不透明

性或不可解释性，比如说识别一张照片中的物

体，机器做出的判断是基于哪些有效特征，我们

无从得知。”阿里安全图灵实验室负责人、资深专

家奥创认为，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具有可解释性，

以便人类可以理解系统的行为。

研究发现，一个用来判断图片中的动物是狼

还是哈士奇的 AI 模型，在六幅图片中只判断错

了一幅，看起来准确率尚可接受，可其背后有极

大的隐患。因为如果从局部维度观察，发现它识

别出狼的标准，根本不是狼的样子，而是以图片

背景中的雪为标准。如果一头狼走入没有积雪

的家中，却因此被识别为哈士奇，那就可怕了。

显然，我们无法信任这样的模型，这也说明了模

型可解释性的重要意义。

尚无法完整解释决策过程

如今，AI 的规范应用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问

题，去年，欧盟出台《人工智能道德准则》，明确提

出 AI发展方向应该是“可信赖的”，包含安全、隐

私和透明等方面。

“无人驾驶、人脸识别、智慧城市、智能家居

等各类场景中都在运用 AI，但一旦后端控制系

目前的解释说明或损害用户信任

要理解机器学习模型内部如何运行，开发出

新技术，来提供更有意义的透明度，需要对这一

领域开展进一步研究。

来自微软的里奇·卡鲁阿纳等学者提出“提

炼与比较”（Distill-and-Compare）的方法。据沈

向洋介绍，面对许多已被广泛应用的专有或不透

明的模型，这种方法能够在不探测“黑箱”API

（应用程序接口）或预先定义其特性的情况下进

行核验。通过将“黑箱”视作老师，训练出透明的

学生模型，来模拟原本的“黑箱”，并将它与真实

情况进行对比。

而微软研究院有学者提出“‘黑箱’无关”的

思路，当医生无法采纳“黑箱”对病人感染流感率

的预测结果时，一种解决方法是利用特征归属的

办法——根据不同特征之于模型的重要性，为其

赋予权重。其中，解释过程认为“打喷嚏”“头疼”

是指向流感的证据；而没感到疲惫，则是否认流

感的证据。这里权重带有正向或反向的方向性，

同时其权重大小也各不相同，“头疼”的权重要明

显高于“打喷嚏”。对于医生来说，这样的解释要

比简单给出一个“患流感概率 90%”有用得多。

沈向洋表示，随着神经网络模型越来越复

杂，在准确性越来越高的同时，研究人员遇到

一个问题，即不得不在模型的准确性和可解释

性之间做出妥协，因为两者常难以兼顾。尤其

随着在深度学习模型上进一步推进，经常会牵

扯到几百万个乃至数十亿的参数。结果是，有

时候研究人员做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模型，却并

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缘由。如用一个高准确率

的模型来预测病人感染流感的几率，却只能给

医生呈现一个数字，或是“阳性”的诊断，而无

具体佐证，那么，即便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在

医生看来也用处不大——因为医生并不知其结

论是如何被推导出的。

因此，要打造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确保其决

策透明，即“我们能够理解并看到人工智能所做

的决定”，尤其需要开发可翻译、可解释的人工智

能模型，以了解人工智能是如何做出这些决策

的。特别是在事关重大的关键领域中，需要对模

型全面理解，以此避免出现错误。高准确率和高

可解释性的人工智能将有助真正将技术进行广

泛、负责任、有效的应用，造福人类生活。

准确率和可解释性不该是对矛盾

本报记者 华 凌

本报记者 张 晔

新华社记者 郭 强 赖 星

统被攻击，出现规模化、连锁式的崩盘，AI 失控

的后果不堪设想。”奥创指出。

比如，无人驾驶车要通过识别交通信号标志

来决定通行还是停止，而攻击者可以生成一个欺

骗通行标志的对抗样本，在行人眼里是禁止通

行，但 AI系统会识别成允许通行，这足以造成灾

难性的后果。再如，自 2016年以来，很多地方都

推出用于预测未来罪犯的软件，法庭在审判时已

经开始用 AI进行辅助判断。然而，越是如此，人

们越会担心算法是否存在偏见。

沈向洋指出：“‘黑箱’带来的挑战在于，即便

其做出的预测是准确的，我们却仍不知何时可以

信赖它，或者从中学到什么。更进一步说，即便

模型是准确的，在做高风险决策时，也需要知道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

人工智能怎样做决策？“目前有种方法可提

供解释说明，包括人工智能系统如何运行、怎样

与数据进行交互的背景信息，但其最有可能损害

用户以及受这些系统影响的人员的信任。通过

这些信息，人们将会更容易识别和意识到潜在的

偏见、错误和意想不到的结果。仅仅发布人工智

能系统的算法很难实现有意义的透明度。最新

（通常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人工智能技术，例如深

度神经网络，通常没有任何算法输出可以帮助人

们了解系统所发现的细微模式。”沈向洋指出。

鉴于此，人们需要一个更全面的方法，使人工

智能系统设计人员能够尽可能完整、清晰描述系统

的关键组成要件。据了解，微软也在与人工智能合

作组织及其他组织合作开发最佳实践规范，以实现

人工智能系统有意义的透明度。包括通过实践规

范以及各种其他更易于理解的方法、算法或模型，

来替代那些过于复杂且难以解释的方法。

重庆、四川两地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加速复工步伐，力争交出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合格答卷。

图为近日在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焊装车间的
自动化机器人在工作线上忙碌。 新华社发（黄伟摄）

海淀（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展示体验中心日前在北京市海
淀区海淀科技大厦二层落成，该平台共分为城市管理、公共安全、
生态环保、城市交通、“城市大脑”共性平台等几个展区。

图为近日拍摄的海淀（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展示体验中心
内景。 新华社记者 任超摄

图说智能

如今，人工智能已

经可以做决定，但我们

仍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如

何做出的。人们需要了

解人工智能如何得出某

个结论背后的原因，而

不是仅仅接受一个在没

有上下文或解释的情况

下输出的结果。

要取信于人要取信于人，，AIAI得打开决策得打开决策““黑箱黑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