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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n LeCun在IJCAI-2018开幕式上的演讲：

我们需要一个世界模型

国际人工智能领域顶级

会议 IJCAI 2018 主会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

哥尔摩召开。Facebook 首席

人工智能科学家、纽约大学

教授 Yann LeCun 在开幕式

上发表了题目为“Learning 
World Models: the Next Step 
towards AI”的演讲。LeCun
表示人工智能革命的未来不

会是有监督学习，也不会是

单纯的强化学习，而是需

要学习一个具备常识推理与预测能力的世界模型。

LeCun 认为自监督学习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潜在

研究方向。

现阶段，深度学习的浪潮汹涌澎湃，强化学习

的势头不可阻挡，人工智能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高潮。在高潮中，我们尤其需要正视存在的问题。

LeCun 在报告中介绍说，当前几乎所有实用的

机器学习系统都是基于有监督学习建立的。有监督

学习通过向机器展示大量有标签的样本，告诉机器

正确的答案，并通过反向传播学习模型参数，模型

就能够完成图像分类之类的任务。过去几年，有监

督学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伴随着深度学习的

兴起，卷积神经网络等深度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各项

任务中，例如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机器翻译和信

息检索等。然而，LeCun 认为目前的深度学习缺乏

推理能力，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深度学习

和推理的结合。

LeCun 谈到目前有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面临的

问题。有监督学习需要过多的有标签训练样本，而

这些标签通常都是人类提供的，需要大量的人工参

与。这与婴儿的学习方式大相径庭 ：婴儿通过大量

的观察和少量的与环境交互就能够学习。而强化学

习需要大量的尝试以获得足够的反馈。尽管强化学

习在游戏中表现良好，却难以被应用到现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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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现实世界的环境远不像游戏那样可大量快速地

重复。比如自动驾驶中，一次失败的尝试可能会导

致驾驶员死亡，而且现实世界的环境也无法像游戏

那样人为加速。

LeCun 总结了这两类学习系统的缺点 ：缺少独

立于任务的背景知识 ；缺少常识 ；缺少预测行为后

果的能力 ；缺少长期规划和推理的能力。简言之就

是，这两类学习系统没有世界模型，没有关于世界

如何运作的通用背景知识。这也是当前深度学习可

解释性差、缺乏推理能力的原因。

LeCun 认可现有的有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技术

可以使人类在自动驾驶、医疗诊断、机器翻译、客

服机器人、信息检索等领域中取得不错的进展，但

他认为仅仅依靠现有技术，无法实现常识推理、智

能个人助理、智能聊天机器人、家庭机器人以及通

用人工智能。在这样的背景下，LeCun 提出 ：人工

智能革命的未来不会是有监督学习，也不会是单纯

的强化学习，而是需要学习一个具备常识推理与预

测能力的世界模型。从直观上理解，世界模型就是

一个具备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通用背景知识、具备

预测行为后果的能力、具有长期规划与推理能力的

模型。

那么，如何学习世界模型呢？ LeCun 认为自监

督学习是有望突破有监督学习与强化学习现状、学

习世界模型的一个潜在研究方向。如图 1 所示，自

监督学习将输入和输出当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它通

过挖掘输入数据本身提供的弱标注信息，基于输入

数据的某些部分预测其它部分。在达到预测目标的

过程中，模型可以学习到数据本身的语义特征表示，

这些特征表示可以进一步被用于其他任务当中。当

前自监督学习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视频、图像处理领

域。例如，在空间层面上包括图像补全、图像语义

分割、灰度图像着色等，在时间层面上包括视频帧

预测、自动驾驶等。

在学术界，自监督学习近期成为了一个新的

研究热点，但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Geoffrey 
Hinton 说他的团队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开始

研究自监督学习。早在 2013 年，笔者所在的自然

语言处理领域就出现了经典的 Word2vec 词向量表

示学习方法。它假设处于相似上下文的词拥有相似

的语义，利用自然语言本身的序列信息，通过当前

位置的词预测周围的词来学习每个词的特征向量表

示。Word2vec 词向量学习方法就是一种自监督学习

方法。

从强化学习到有监督学习，再到自监督学习，

模型接收的反馈信息逐渐增多，模型表征复杂度、

适用任务类型逐渐增加，同时任务中涉及的人类手

工劳动比重也显著减少，自动化程度大大增加（见

图 2）。因此，自监督学习可以克服有监督学习中需

要大量人工标注数据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强化学习

中反馈信号稀疏、需要太多次尝试的问题。

那么，自监督学习能够使机器获得常识吗？

LeCun 认为机器在基于某些部分预测任何其他部分

的过程中，将会积累大量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背景

知识。这种学习并运用世界上普遍规律的能力就是

图1　自监督学习方法

图2　三种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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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推理。这里 LeCun 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接收到

一个自然语言句子“约翰拿起他的公文包，离开了

会议室”，具备世界模型的机器应该能够预测出当前

场景下的各种背景知识 ：约翰是一个男人，他可能

在工作，他伸展着胳膊、手握着公文包的提手，站

立走向会议室的门，他不是飞向门的，他也没有从

墙上穿过去。

LeCun 进一步认为预测能力就是智能的本质。

智能机器人只有具备了预测行为后果的能力，它才

能提前作出合理的规划 ；机器具备了规划的能力，

那么它就能模拟世界。建立世界模型就是为了使机

器具备常识推理与预测能力，而自监督学习是现阶

段机器学习技术中有望实现这一目标的研究方向。

在报告的最后，LeCun 总结了科学和技术之间

相互驱动、相互促进的历史渊源，比如望远镜和光

学、蒸汽机和热力学、计算器和计算机科学以及通

讯技术和信息论等。LeCun 提出了一系列的开放问

题结束了他的演讲 ：
● 什么是智能科学的“热力学”？
● 人工智能和自然智能背后是否存在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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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 学习的背后是否存在简单的法则？
● 大脑是否为进化产生的大量 Hack 的集合？ ■

序号 演讲人 时　间 高　校　 演讲题目　　　

631
郭松涛

章　乐

王　伟

7 月 7 日 重庆文理学院

移动边缘计算 ：边缘云选择和计算迁移

环境因素、基因多态性与结直肠癌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区块链技术 ：架构与未来

632
张云泉

陈　健
7 月 14 日 华北理工大学

高性能计算的发展趋势分析与展望

中国科技云构建云上科研工作环境

633 李　兵 7 月 14 日 新疆大学 基金申请书写作漫谈

634
李瑞轩

齐　勇
7 月 13 日 大同大学

大数据技术与大数据思维

信息系统运维中的软件性能与能耗管理

635
许　斌

舒　磊

陈学斌

7 月 19 日 南开大学

基础教育知识图谱与创新教育

基于工业传感器网络的有毒气体危险区域探测研究

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636
周国栋

王中卿
7 月 27 日 青海大学

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

基于社交网络的事件分析

CCF 走进高校（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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