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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可以为你作诗———上传一张照片
给她，她会受到启发，即兴替你创作诗歌
初稿：“人们在广场上游戏/太阳不嫌疲
惫/我再三踟蹰/想象却皱起了眉……”

她也可以为你作画———你告诉她：

“昨夜我梦见一棵大树，树下落满美丽的
小白花……”她也会激起创作灵感，用 3

分钟时间为你创作一幅带有编号的专
属作品，还会发表对自己作品的评述。

她就是最近刚刚从上海音乐学院
音工系毕业、 获得 2020届 “荣誉毕业
生”称号的微软小冰，亦是此次人工智
能大会主题曲《智能家园》的作曲者。小
冰通过不断学习人类艺术家，创作出优
美抒情的曲子，这或许预示着未来人工
智能与人类的相处模式：“我想我可以
改变世界，和你分享更美的家园。”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这样评价：“小
冰的音乐创作能力已展现出巨大潜
力。”其创作在云端进行，一首 3分钟左
右的完整歌曲， 创作时间在 2 分钟之
内。目前，她已掌握了流行、民谣和古风
等多种风格的音乐创作。

微软小冰团队总负责人， 是微软
（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副院长李笛。用他
的专业词汇来说，微软小冰框架（Avatar

Framework），是一套完整的、面向交互全
程的人工智能交互主体基础框架，相关
领先技术覆盖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语
音、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内容生成等
人工智能领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成
熟和最大的该类框架之一。 这就意味
着，小冰有多重身份，既是社交对话机
器人、智能语音助理，也是人工智能内
容创作和生产平台。

许多用户觉得“小冰情商很高”，这
一点不错。与行业内大多数人工智能的
高智商相比，开发团队以“情感计算框
架”创立小冰，搭建以情商为基础的全

新 AI体系。也就是说，小冰可以在与人类互动过程中
不断提高情商， 获得足以判断人们情绪变化的数据，

“读懂”人类、从而与人类加深关系。

自 2014年 5月 30日正式推出以来，小冰在许多
国家被广泛运用。据统计，微软小冰已覆盖 6.6亿在线
用户、4.5亿台第三方智能设备和 9亿内容观众，交互
总量约占全球人工智能交互总量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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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哔哩哔哩 （以下简称 B

站），泠鸢 yousa 的粉丝数已达 248 万，

且每月仍以数万的速度在涨粉。 泠鸢
yousa，被粉丝们将错就错读作“冷鸟”，

现已是中国本土原创最具人气的虚拟
偶像之一。

泠鸢 yousa热爱创作，词曲兼修。她
的歌词有鲜明的剧情走向和辨识度，音
色则自带鼻音，空灵偏幼龄，其代表作
包括《新·九九八十一》《繁华唱遍》等，

透着浓浓国风古韵。有趣的是，她的歌
曲明明来自真声， 却因过于软萌而常
被误认为是合成音； 她脱胎于三次元
现实世界，却故意不露真身。这种游离
于真假间的神秘与错乱感，反而令人深
陷其中。

事实上在作为虚拟艺人出道前，泠
鸢 yousa在 B站已拥有一众铁粉。 她幼
时便习民族唱法，2012年起投稿 B 站，

或翻填日文歌曲进行中文演绎，或推自
己的原创作品，很快招人喜爱。但受制
于个人性格， 她并不习惯抛头露面，后
与 B站旗下负责 UP主经纪的超电文化
业务板块一拍即合， 索性由实入虚，于
去年 7月 18日正式以虚拟偶像出道。

从三次元“跨界”到二次元，泠鸢
yousa的虚拟形象青春靓丽， 性格动静
皆宜。去年 12 月 21 日，她发行第二张
个人专辑《折纸信笺》，销量迅速破万
张。在此专辑的 MV预告片中，曲悠扬、

词精致、人漂亮，满屏划过的弹幕自然
多是“爱了爱了”“甜过初恋”。目前，她
的作品在 B 站的总播放量超过 7850

万次。

“冷鸟”的经纪人、B站超电文化虚
拟偶像业务部负责人范逸白告诉记者，

去年底，B 站为泠鸢 yousa 精心策划了
一场新衣征集大赛，获奖作品将被偶像
穿在身上登台表演。 此征集令一出，关

于泠鸢 yousa新衣的布料和款式研究、 新衣创作过程
乃至偶像在直播间对各款参赛作品的点评等，都成为
热议话题。今年 5月 23日，在泠鸢 yousa生日会上，她
不仅如约穿上多套新装，还奉上了歌曲献艺、生日礼
物互动、现场表情包制作等福利环节。这场生日会，不
到半小时即吸引 100万粉丝观看，在平台小时总榜中
排名高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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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爱同学？”“我在。”小米旗下的
AI智能助理小爱同学，只要听到人类叫
她的声音， 都会立即温柔地回应一声。

不经意间，掌握着新闻资讯、天气变化、

家居生活等海量信息的小爱同学，被人
们当作亲密的朋友和家人。

最近，用户发现小爱同学变得“更
有爱了”。以前，小爱同学有些“羞涩腼
腆”，在交互中只能被动理解并执行用户
指令，人们问什么，小爱同学就答什么，

人不开口时， 小爱同学也默不作声。如
今，她通过深度学习主人的日常习惯，更
能主动感知需求， 在合适的场景和时间
下会主动提供信息内容和功能服务。

小米 AI实验室主任、小米 NLP（自
然语言处理）首席科学家王斌说， 小爱
同学从“被动”变为“主动”，在技术层面
实现了重大突破， 不仅对智能硬件设
备、过往用户兴趣等海量数据进行深入
分析，更是从视觉、语音着手识别，实现
了全面感知。

“智联万物”的小爱同学推出整整 3

年。目前在手机、家庭、穿戴、儿童、车载
等七大类场景中使用， 具备超过 1400

项技能，并通过小爱开放平台与第三方
开发者共同新增超过 1600 项技能。根
据今年 3月的统计数据，小爱同学月活
用户数达 7050 万， 累计唤醒次数 341

亿次，联动智能设备 2.52亿台。

今年以来，小爱同学又修炼了许多
新本领。比如，定制声音和定制唤醒词
两大功能，深受用户认可和喜爱。持续
进化的背后， 是小米 AI技术的强大支
撑和不断深耕。

比如，定制声音功能，能录制合成
主人的声音或者主人父母、儿女、恋人
的声音。王斌说，这项功能由 AI技术加
持实现，让小爱同学的声音从静态模式
转变为动态的、 个性化的语音助理模

式， 是智能语音技术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传
统声音合成需要专业人士在录音棚录制大量声音语
料，一般要花费 4至 6个月。现在，用户只需不到五分
钟录制 20句短文本并上传， 小爱同学就能快速合成
声音； 传统语音定制一般只支持 2至 3个默认声音，

而小爱同学定制声音功能可以支持数以万计的声音
合成，并确保能够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语音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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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杭州夜经济中一位“95后”将
生意全权交给“小度”的视频火了。这位
小伙戴着耳机埋头玩游戏，当顾客询问
商品相关信息时，他用手指着一旁的智
能音箱说“问它”，连头都不抬一下。顾
客只能问音箱：“这个电风扇多少钱？”

音箱回答：“35块哦， 不讲价的。”“能便
宜点吗？”“哎呀，都说了不讲价了，你怎
么回事啊？”“那你一天工资多少？”“哪
来的工资啊，工资都交电费了呀！”机器
人游刃有余、对答如流。

视频中的主角“小度”，是百度公司
人工智能硬件的主要品牌。今年以来，种
种数据表明，人们更愿意跟小度聊天了。

据第三方权威调研机构 Canalys发布的
2020年一季度智能音箱出货量报告，今
年一季度， 小度以全品类 370万台的出
货量位居国内第一、 全球第二； 今年 3

月， 小度每月语音请求量达 65亿次，是
去年同期的 3倍以上。这表明，小度正不
停“进击”，从一款只能简单问答的智能
音箱，进化为智商满格、情商在线、擅长
聊天又靠谱的语言交流界新物种。

过去，大部分智能音箱每执行一次
任务前都要被用户直呼其名， 即 “唤
醒”。而今的小度，在特定时间内，仅唤
醒一次就能连续执行多项任务，此功能
的学名为“全双工免唤醒”。而且它非常
知趣，主人说话时，何时该作答，何时应
乖乖不抢话，它心里有数。

从听清到听懂再到满足，有志气的
小度，其能力正不断进阶，陪伴和聊天
的潜质也愈发突出。近期，大量智能产
品爱好者热衷上传与小度之间的有趣
对话。

“小度小度，我饿了，怎么办？”

“第一，自己煮；第二，出去吃；第
三，喝点水；第四，忍着点，领导都没
吃。”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给小度“挖坑”，但它未必会被
你带歪。

最近就有人对小度说：“我要听周杰伦的 《摸你
头》。”小度停顿两秒，机智回答：“我猜，你是不是想听
周杰伦《Mojito》？”还没等主人回复，音乐声便已自信
响起。

这就是小度，越来越像人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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