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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Go的基本原理

继 AlphaGo 于 2015 年 8 月以 5:0 战胜三届欧洲

冠军樊麾、2016 年 3 月以 4:1 击败世界顶级棋手李

世石后，今年 1 月，AlphGo 的升级版本 Master 横扫

各路高手，取得 60:0 的惊人战绩。20 年前 IBM 深

蓝 (Deep Blue) 计算机击败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

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短短 2 年时间，人工智能在围

棋领域又创造了人机对抗历史上的新里程碑。

根据谷歌 DeepMind 团队发表的论文 [1]，我们

可以窥探到 AlphaGo 的基本设计思路。任何完全信

息博弈都无非是一种搜索。搜索的复杂度取决于搜

索空间的宽度（每步的选择多寡）和深度（博弈的

步数）。对于围棋，宽度约为 250，深度约为 150。

AlphaGo 用价值网络 (value network) 消减深度，用

策略网络 (policy network) 消减宽度，从而极大地缩

小了搜索范围。 

所谓价值网络，是用一个“价值”数来评估当

前的棋局。如果我们把棋局上所有棋子的位置总和

称为一个“状态”，每个状态可能允许若干不同的

后续状态。所有可能状态的前后次序关系就构成了

所谓的搜索树。一个暴力的搜索算法会遍历这个搜

索树的每一个子树。但是，其实有些状态是较容易

判断输赢的，也就是评估其“价值”。我们把这些

状态用价值表示，就可以据此省略了对它所有后续

状态的探索，即利用价值网络削减搜索深度。

所谓策略，是指在给定棋局，评估每一种应对

可能的胜率，从而根据当前盘面状态来选择走棋策

从AlphaGo的成功说起

略。在数学上，就是估计一个在各个合法位置上下

子获胜可能性的概率分布。因为有些下法的获胜概

率很低，可忽略，所以用策略评估就可以消减搜索

树的宽度。 

更通俗地说，所谓“价值”就是能看懂棋局，

一眼就能判断某给定棋局是不是能赢，这是个偏宏

观的评估。所谓的“策略”，是指在每一步博弈时，

各种选择的取舍，这是个偏微观的评估。AlphaGo

利用模拟棋手、强化自我的方法，在宏观（价值评估）

和微观（策略评估）两个方面提高了探索的效率。

在具体算法上，AlphaGo 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CNN) 来训练价值网络和策略网络。棋盘规模是

(19×19)，棋盘每个位置编码 48 种经验特征。把这

些特征输入模型进行训练，经过层层卷积，更多隐

含特征会被利用。

基于类似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AlphaGo 先做

策略学习（学习如何下子），再做价值学习（学习

评估局面）。策略学习也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有监

督学习，即“打谱”，学习既往的人类棋谱。第二

步是强化学习，即“左右互搏”，通过程序的自我

博弈来发现能提高胜率的策略（见图 1）。 

先说“打谱”（有监督学习）。AlphaGo 学习了

KGS 网站上 3000 万个落子位置。它先随机选择落

子位置，利用既往的棋谱来“训练”，试图预测人类

最可能在什么位置落子。如果仅用落子历史和位置

信息，AlphaGo 的预测成功率是 55.7%。如果加上

其他特征，预测成功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到 57%。在

数学上，打谱是用一种梯度下降算法训练模型。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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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lphaGo的成功说起

定一个棋局和一个落子方式，为了计算人类棋手会

有多大概率采用这种下法，AlphaGo 用一个 13 层的

卷积网络来训练这个概率的评估。这也是神经网络

应用的经典做法，即基于梯度下降来逼近一个函数

的学习，这里函数就是棋手如何落子的概率。 

再说“左右互搏”（强化学习）。这是在打谱的

基础上，让不同下法的程序之间相互博弈。强化学

习的策略网络和有监督学习（打谱）的网络结构一

样，也同样利用梯度下降的学习方法。区别在于用

一个“回报”（赢棋是 1，输棋是 -1）来奖励那些会

导致最终获胜的策略。 

价值网络的学习和策略网络类似，也用类似结

构的卷积神经网络。区别在于网络的输出不是一个

落子的概率分布，而是一个可能获胜的数值（即“价

值”）。这个训练是一种回归 (regression)，即调整网

络的权重来逼近每一种棋局真实的输赢预测。 

如果只是简单地让程序之间自由博弈，可能会

导致过拟合 ：对训练的数据（棋谱）效果很好，但

是对于没见过的棋局效果欠佳。这是因为一盘棋内

不同的棋局之间是有依赖关系的，而价值函数并不

考虑这些关系。解决方法是用来自不同对弈过程的

棋局的落子位置进行训练，避免来自同一棋局的状

态之间的“信息污染”（相关性）。

有了策略网络和价值网络，就可以进行策略的

搜索了。AlphaGo 使用了蒙特卡洛树搜索 (MCTS)

算法。所谓搜索，就是给定一个棋局，确定下一步

的落子位置。这分为“往下搜”和“往回看”两个

环节。在“往下搜”的环节，对给定的棋局，程序

选择最可能获胜的落子位置，然后如此类推，直到

搜索树上能分出结果的“叶子”节点。在“往回看”

的环节，一个棋局各种不同的演化可能性被综合评

估，用于更新搜索树对棋局的评估。

为了提高训练效率，

AlphaGo 利用图形处理器

(GPU) 运行深度学习算法

（训练价值网络和策略网

络），利用中央处理器 (CPU)

运 行 树 搜 索 算 法。 因 为

GPU 适合做大吞吐量、低

逻辑判断的工作，适合深度

学习这种数据量大而逻辑简

单的算法。CPU 则恰恰相

反，适合蒙特卡洛树搜索这

种逻辑复杂的算法。 

AlphaGo为什么
能赢

拆开看 AlphaGo 算法

的每个部分，其实都是已有

的成熟技术，创新之处是将

这些技术进行组合，并在具

体的问题上进行优化。

人工智能是如何打败图1　策略网络和价值网络的训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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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棋手的？核心是机器在策略学习中的高效率

和因此带来的超越人类的策略的突破。与其说 Al-

phaGo 和 Master 标志着机器对人类的胜利，不如说

是科学家联手工程师对行业专家的胜利，是通用计

算基础和理论框架日益臻熟的体现。这已不是第一

次机器的胜利，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和当年的国际象棋程序深蓝相比，AlphaGo 有

哪些进步？它可以用策略网络更“聪明”地选择应

对，用价值网络更“精确”地评估局面。另外，它

不再单纯依赖于手工构造的评估函数，而是利用了

深度学习的特征学习能力，仅仅使用通用的监督学

习算法和强化学习就实现了领域建模，降低了对人

类专家的依赖。

从表面上看，AlphaGo 的成功取决于对暴力搜

索效率的提升。但在大规模效率提升的基础上，从

量变到质变，计算机甚至可以下出人类从来没有想

过的下法。人在围棋中引以为豪的大局观、棋感，

可能恰恰是有限计算量限制下的无奈之举。计算机

却可以跳出这些限制来开创。中国棋手柯洁在与

Master 对弈后说：“人类数千年的实战演练进化，计

算机却告诉我们人类全都是错的。我觉得，甚至没

有一个沾到围棋真理的边。从现在开始，我们棋手

将结合计算机，迈向全新的领域达到全新的境界。”

简明人机对抗史

目前，在人机对战类游戏中，人工智能解决得

比较出色的基本上都是零和游戏。其中，比较出名

的人工智能机器有 ：深蓝 [2]、Watson[3]、AlphaGo[1]

和最近刚刚拿了德州扑克比赛第一名的 Libratus[4]。

深蓝是 IBM 研发的一款针对国际象棋对战的计

算系统。1997 年，深蓝以 3.5:2.5 的比分战胜了当时

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帕斯卡罗夫。深蓝能够取得这

个巨大成功，主要归功于 IBM 当时为之设计的高性

能超级计算机。这台计算机拥有 32 个 IBM RS/6000 

SP 核， 256 个处理器，能够在一秒钟内完成对 200

万个状态的分析。即使深蓝使用的是接近“暴力搜

索”的算法，这种计算能力对于深蓝在分析国际象

棋局面上已然足够。

2011 年，由 IBM 团队研发的智能问答系统

Watson 在问答游戏“危险边缘 (Jeopardy! )”中击

败了之前的人类赢家布拉德·鲁特 (Brad Rutter) 和

肯·詹宁斯 (Ken Jennings)。Watson 是问答系统技

术的集大成者，其中关键的技术创新有 ：一套复杂

的证据可信度评估系统，让机器从数万种可能的选

择中发现最可能的答案 ；运用新兴的语义网技术和

结构化知识库，融合常识知识 ；综合运用基于知识

库和基于信息检索的技术，降低知识获取和表达的

成本。

在很长一段时间，围棋被认为是在游戏对战人

工智能中，人类智慧守护的最后一片土地。MoGo[5] 

在 2008 年的美国围棋公开赛上，第一次在 19×19

的全尺寸棋盘上击败了职业选手（与 AlphaGo 不同，

这位职业选手让了 9 个子）。到 2016 年，AlphaGo

以 4:1 的战绩击败职业九段选手李世石，以及之后

Master 更以快棋 60 赢 0 负的惊人战绩横扫线上围

棋平台。就如本文之前提到的，在围棋中，由于搜

索的复杂度，单纯的“暴力搜索”的算法已然不再

适用。

2017 年 1 月，由卡内基梅隆大学 (CMU) 教授

桑德霍尔姆 (Sandholm) 带领开发的 Libratus 又为人

工智能攻克了一个战场 ：德州扑克。扑克不同于围

棋，是非完整信息博弈。Libratus 采用的方法里包

括了博弈论。大量的经济学、金融、政治和社会问

题都可以在博弈论的框架下建模，因此，Libratus

的成功打开了在诸多新领域应用人工智能的大门。

从深蓝到 Libratus， 人机对抗中部分关键项目和

算法的回顾如表 1 所示。

下一个赛点会在哪里

可以看到，目前人工智能所攻克的棋牌类游戏，

基本属于动态双人非合作的零和博弈，存在前提假设

是参与者有明确的策略空间和收益函数，并且都是与

时间无关的。这里参与者策略空间是在当前的牌局或

者棋局下可以采取的行为。收益函数指当所有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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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采取某种策略后，当前参与者所获得的收益。零和

意味着参与者胜 / 负 / 平的游戏结果简洁明了。在这

样相对封闭的游戏空间中，给定明确参数，相对较短

时间，通过海量轮次的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人工智

能技术可能会发现一些人类没有发现的特征，找出一

些人类没有意识到的相关性，走出一些人类没法理解

的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AI 棋”。

当探索人工智能所能征服的下一个领域的时

候，将面临如下挑战 ：

1. 面对多人合作博弈，策略空间和收益函数都

难以确定。

2. 面对非零和博弈，强化学习所依赖的回报函

数难以确定。

3. 面对开放的领域空间，时间维度因素对强化

学习的影响难以确定。

为了应对这些情况，人工智能可能采取的策略

表1　人机对抗中部分关键项目和算法

关键项目/技术 推出时间 问题场景 里程碑 核心算法 背后团队/作者

Monte Carlo Go 1993 -
蒙特卡洛方法第一次被应用于对
弈程序

蒙特卡洛方法 Brügmann[7]

Deep Blue 1996-1997 国际象棋
计算机第一次在国际象棋比赛中
击败世界冠军

alpha-beta剪枝，专用国际象
棋芯片

IBM [2]

MCTS算法 2006 -
蒙特卡洛方法在游戏树搜索的应
用并命名为蒙特卡洛树搜索

蒙特卡洛树搜索 Coulom  [6]

UCT算法 2006 - UCT算法
Upper Confidence Bound 1 
applied to trees, 基于2002出
现的UCB1算法

Levente Kocs i s, 
Csaba Szepesvári [8]

MoGo 2008 围棋

MoGo在九路围棋中达到段位水
平; 在2008年的美国围棋公开赛
上，第一次在19×19的全尺寸棋
盘上击败了职业选手

上限置信区间算法(UCT) Gelly [9]

Fuego 2008 围棋
2008年, Fuego程序开始在九路围
棋中战胜实力强劲的业余棋手

蒙特卡洛树搜索
Markus 
Enzenberger, Martin 
Mūller [10]

Watson 2011 问答 击败“危险边缘”人类冠军 DeepQA IBM [3]

ZEN 2012 围棋
2012年1月，Zen程序在19路围棋
上以3:1击败二段棋手约翰·特朗普
(John Tromp)

蒙特卡洛树搜索 Yoji Ojima

Cepheus 2015
德州扑克，
两人有限注

第一个基本解决两人有限注德州
扑克的计算机程序

反 事 实 遗 憾 最 小 化
(C o u n t e r f a c t u a l  r e g r e t 
minimization, CRF+)

阿 尔 伯 塔 大 学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Alberta ) [11]

AlphaGo 2016 围棋
2015年8月AlphaGo以5:0战胜三届
欧洲冠军樊麾、2016年3月以4:1
击败世界顶级棋手李世石

使用价值网络和策略网络减
小搜索空间, 并使用MCST进
行搜索

谷歌, 
DeepMind [1]

Dark Forest 2016 围棋
2016年1月的KGS围棋比赛中取
得第三名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进行模式
匹配结合蒙特卡罗树搜索

脸书

Master 2017 围棋
2017年1月初AlphGo的升级版本
Master横扫各路高手取得60:0的惊
人战绩

未知
谷歌, 
DeepMind

DeepStack 2017
德州扑克，
两人无限注

在3000局的比赛中击败了几位职
业玩家

反事实遗憾最小化, 连续分
解(Continuous Resolving)

阿尔伯塔大学

Libratus 2017
德州扑克，
两人无限注

在“一对一不限注”的扑克比赛
中，击败了一组世界级的德州扑
克职业选手

未知 卡内基梅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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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领域抽象建模，设定前提条件，构造封闭问题

空间，实现对真实领域的映射。这个过程必然会依

赖人类的智慧，也是将人工智能技术扩展到其他领

域的关键瓶颈所在。

那么，未来可能突破的领域会有怎样的特点

呢？我们用金融投资领域作为例子。这里的金融投

资是指对公司价值进行分析判断来进行的投资活

动，而非日内交易型的投机活动。在该前提下，参

与者的策略空间和收益函数是经过系统研究的，有

一系列的价值策略投资理论作为支撑。对于金融投

资，结束条件的界定可以进行分类处理，比如单笔

交易、时间周期和投资的计量结果是“可微分的”。

回报函数可以抽象为在某种具体某种类型的投资约

束条件下的盈亏。时间维度问题，可以依靠金融和

法律知识去构建一个局部的单一时间维度的场景，

也可以通过算法去把不同时间维度标准化。对这样

的领域，尽管存在领域知识要求非常高、信息不完

备、非封闭世界等困难，我们是可能融合 AlphaGo

和 Libratus 的方法论，开发出优于初级人类分析师

的 AI 程序的。

人工智能技术在向其他领域扩展的时候，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对该领域的建模和抽象。大众对

人工智能技术好奇，核心关注点往往是人工智能是

否摆脱人类影响，是否具有自由意识和思维等。这

里涉及到人工智能的诸多哲学问题，包括概念框架

问题、常识表征问题和现象意识问题等。AlphaGo

在过去一年的成功，引发了媒体和很多领域对人工

智能的强大兴趣和一些不必要的担心。现在的人工

智能，离这种担心所对应的强人工智能，还有很远

的距离。给定目标问题求解的能力，和可以自主寻

找问题、设定目标的能力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技术

落地的设计、工程化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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