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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深度学习」创造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核心理论 

 

株式会社阿波罗日本  首席科学家顾泽苍（中国籍） 

新一代人工智能超深度学习（ Super  Deep  Learning  SDL）

的创新发展历程是：早在 1991年到 1993年，伴随着大规集成电路

极速发展的时期，大规集成电路的最小面积，最短配线长度，同时

还要考虑电气特性的多目的最佳化解的获得，成为当时科学技术领

域中最为关注的课题。在那个时代，由美国学界提出的导入“熵”

的理论解决最佳化组合问题，这一理论一时也被世界期待。但是，

这个算法同目前深度学习相仿，计算复杂度极高。即使一个最简单

的电路的计算，要花费若干天。面对被世界推崇的理论，我们大胆

的提出了“模糊事件概率测度”理论，通过用模糊事件概率测度判

断组合结果的价值，获得了可以快速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最短配

线长，最小面积以及电气特性的多目的组合最佳化的解的方法。 

其实，当今的深度学习中的“训练”，由于神经网络之间不像

大规模集成电路具有模块之间的连接关系，也不像围棋具有规则，

可以建立棋子之间的连接关系，作为不具有连接关系的神经网络从

组合理论看，就是需要穷举法才可以获得最佳训练结果，黑箱问题

的出现，其原因就是神经网络的训练没有获得最佳解所造成的。 

1994年到 1999年，由于已经知道传统的神经网络的致命问题，

为了同当时的神经网络对抗，我们创建了“概率尺度自组织”的无

监督机器学习理论。在长期的声音识别，手写文字识别，图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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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模式识别领域中进行了大量的应用，证明了概率尺度自组织机器

学习理论的特殊的应用效果。 

2000 年到 2014 年，国际上个人信息法的制定，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由于当时个人信息的 67%是通过纸介质文档流失的，为此

我们在国际上提出了新的代码符号信息记录的方法，由此“具有隐

形结构的第三代条码网屏编码诞生了，可以在 A4 的一张纸上埋入

一本小说的信息被受业界的关注。在这十几年中针对 Google眼镜，

我们还提出了，可以把任何图像直接通过概率尺度自组织的机器学

习的手法，变换成不到十个字节的 1036的代码，就可以把任何图像

作为网络入口，引导从网络上下载各种文件，即 ITC（Image To 

Code）理论，颠覆了当今流行的 AR 技术。在这期间，我们还提出

了“可以统一欧几里德空间与概率空间的距离公式。 

2014 年到 2016 年我们将概率尺度自组织同神经网络理论结

合，提出了分散机器学习的”超深度学习“理论，为人工智能的全

面普及应用给予了理论支持。我们是经历过上一个人工智能的研究

的人，对于当今火热的 AI 热潮，亲身感到上一个人工智能的特点

是知识库，其突出的成果是日本成功的实现了有轨电车的自动驾

驶，由此在控制理论上产生了模糊控制的新理论。本次人工智能的

特点就是机器学习，相信本次人工智能高潮的代表性成果一定是自

动驾驶汽车。因为机器学习可以把人的知识以概率分布的形式进行

记述，大大的简化了知识库的形式，面对复杂的自动驾驶汽车，机

器学习可以将人的知识变成机器的智慧，使复杂的控制简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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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只能记述宏观知识，机器学习在自动驾驶汽车中不仅可以高效率

的学习人的宏观知识，还可以学习微观知识，一个以机器学习理论

为核心的“机智获得”的新的自动控制理论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下面我们重点讨论深度学习所遗留下的问题所在： 

2016 年初，AlphaGo 连续打败人类棋手，推崇深度学习的热

不断的升温。这说明，深度学习是在实际应用中被看好的，应该肯

定走机器学习这条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意

想不到的应用效果，但是，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深度学习目前有很多

关键问题不能解决。虽然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声音识别上确实具

有一定的应用效果，但是，在产业界的应用，特别是在控制上的应

用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必须要指出的是：深度学习的训练结果，是将目标函数信息通

过训练承载到海量的属于欧几里德空间的参数上，即深度学习是函

数映射模型，将概率空间的目标函数映射到欧几里得空间，其结果

需要将概率空间的某一类数据的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用人工标注

后进行接近无限次的训练，例如一个语音识别的数据就需要 2400

万美元的人工标注费用，这是深度学习难于普及的致命问题。 

由于深度学习所构造的神经网络，与大脑的机理又是风马牛不

相干的，因此也不能看到在神经元的方面会起到什么作用。得到的

结论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所产生的训练效果，与所投入的硬件开销

不成比例。例如 AlphaGo 所需要的硬件开销是 1000 个 CPU，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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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GPU，还需要 20 万 W 的电力消耗。这样的硬件开销如何普及？

况且 AlphaGo 的设计者也指出深度学习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只占

30％是次要地位。其实深度学习在如 AlphaGo这种组合理论的应用

中，是否可以起到作用，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 

 

图 1 深度学习需要搞清的几个问题 

深度学习还有需要搞清如图 1所示的目前解释不了的问题。 

首先需要搞清为什么层数越多训练结果的图像越清晰？开始

我们曾认为是承载目标函数的信息的参数数量的提高使记录的信

息的信息量的提高，但是从数学上我们可以证明在同等节点的层与

层的训练中必定可以找到一组参数可使输入信息完全等于输出信

息，这就说明深度学习的层数越多图像越清晰与训练的参数数量无

关，这就剩下一个可以信服的原因，深度学习每一层所训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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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获得的是一组局域最佳解，神经网络可以用一个传递的函数模

型来描述，可以认为每一层训练后的解是比上一层更接近整体最佳

解，所以参数越接近整体最佳解神经网络的传输率越高图像就越清

晰。因此用这个现象来解释深度学习中间层越多应用效果越好不是

一个严谨的科学性的解释方法。所以包括发明人 Hindon 在内并没

有人能在数学上证明深度学习具有突破性应用效果的真实机理。 

那么，深度学习的黑箱问题是怎么回事？这里所谓的黑箱问题是

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度学习的不可分析性，出现问题不能

依据一定的理论进行分析，这是因为深度学习属于函数映射模型，映

射结果很难反向推理。对于深度学习模型的原理实际上是很清楚的，

至于人们把“深度学习”的应用效果好的机理作为“天知”，我们在

后面会专题讨论。 

深度学习出现黑箱问题的主要原因：其实深度学习所训练的机理就

是在一个海量的数据空间里进行组合，黑箱问题就在于在海量数据空间

里进行穷举时，会出现无穷的局域最佳解，其局域最佳解的分布曲线通

过数学方法无法计算出，人为的实验也是目前图灵机所做不到的，因此

在训练中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参数稍微改变输出结果会突然崩溃，或者是

所训练的结果并不是按照我们想象的结果进行展开。在组合空间中所获

得的局域最佳解出现在某一个情况下突然出现令人费解的状态是正常

的，我们在通过规则解决最佳组合的 NP 问题中经常会出这种现象，往

往是通过程序的规则的不断堆积来实现，对于深度学习要通过重新改变

参数，寻求另一个局域最佳解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只要是知道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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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练是数据最佳化组合的过程的特点，就不难理解深度学习的黑箱问

题。特别是作为概率空间的目标函数的随机性会引发黑箱问题的发生。

再有就是在“深度学习”的层与层之间节点的连接中，为了获得非线性

的分类结果，导入了激励函数(Activation Function)。这也是引发

黑箱问题发生的重要隐患。 

下面的问题就是在模式识别的应用上，是特征向量的质量重要，

还是通过学习进行分类重要？回答很简单没有好的特征向量的质量

再好的深度学习也是无济于事的，在许多文章中都把深度学习可以直

接抽取特征量作为深度学习的一大特点。其实深度学习在特征映射的

方法上简直是极其传统的处理方法，而且并没有考虑图像信息并不只

是灰度信息，所以深度学习在模式识别上的应用特点只能停留在大量

的学习的作用上，下一代的机器学习模型在特征向量抽取质量上努

力，也一定会产生更好的突出效果。 

    最后需要搞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深度学习的应用效果好的机理

是什么？为使我们所提出的模型可以超越“深度学习”，我们对“深

度学习”的应用效果好的机理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将目标函数映射到

大数据集上后，数据分类中的有效距离被扩大了，比如人脸识别，被

认为是导入深度学习后应用效果最明显的案例，人脸的位置的特征信

息充其量不过几百个，传统的模式识别的效果所以不如深度学习，这

是因为两个最接近的特征向量的总体距离与概率分布的范围之间的

差是固定的，但是如果把人脸位置图像信息通过深度学习的函数映

射，大数据集可以“放大”几百个人脸位置特征向量所构成的距离，



7 
 

由于“深度学习”模型每增加一个中间层，复杂度为Ｏ（ｎｎ）就是

一个指数性的提高，所以数据集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增加，因此我们所

提出的的新的模型的复杂度Ｏ（ｎ
2
）如果是接近线性的，就一定可

以实现超越深度学习的数据集规模的特征数据集，就一定可以在应用

上超越“深度学习”的效果。 

    在“深度学习”被神化的高潮中，欺骗了绝大多数业界的专家

们的一个问题是：深度学习所采用如图 2 所示的对损失函数的 SGD

评价方法，所得到的的训练结果是组合理论中的一个局域的最佳解，

这一点深度学习的研究者在当时并不理解，其实这么一个高次的组合

空间不可能只有一个局域的最佳解。 

 

图 2 随机梯度下降法 SDG 示意图 

其实如图 3 所示，深度学习的训练存在着复数个局域最佳解的事

实，20 多年前已经被一些例如 Hopfild 等的早期人工智能科学家所

认识，力图用组合理论的最短路径访问的方法进行神经网络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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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Hopfild 的联想记忆与最佳组合理论示意图  

遗憾的是神经网络的组合空间规模之大，属于图灵机不可解的

NP 问题，所以这些科学家的努力没能成功，可是清楚的告诉我们

后人传统的神经网络是走不下去的。 

针对深度学习存在的上述问题，超深度学习一举将深度学习所

存在的所有问题全部给予解决。超深度学习的数学基础就是公式 1

所示的一个基于概率尺度的自组织的机器学习算法。 

公式 1 

                  

         

               

                              

这里，给定一个属于集合 G 的一组随机分布的数值 pi 

(i=1,2,…,m)，某一集合 Gn-1 中必然存在一个最大概率值 An-1，以

及可以标定最大概率空间的尺度 Mn-1，如果把最大概率空间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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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集合 Gn，就可以通过迭代，获得最终可以超越统计学公式化

的解，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统计学的结果，我们可以把 An-1称为最大

几率值，把 Mn-1，称为最大几率空间的尺度。这就是概率尺度自组

织的模型。 

    概率尺度自组织在图像识别中，可以从一个小区域的若干个像

素灰度值通过概率尺度自组织得到一个最大几率值，用于表达该区

域的图像特征。概率尺度自组织还具有迁移特性，可以自律的朝着

大概率的方向迁移，当图像移位时可以自动的迁移，这是传统模式

识别所做不到的。 

    图 4 是概率尺度自组织具有向大概率方向迁移的特性。 如图

4 所示，概率尺度自组织在给定的任何地方，只要是初步满足一定

条件，通过迭代就可以自律的朝着大概率的方向迁移，中间遇到小

概率的扰动，也可以跨越小概率的阻挡最终落在大概率的位置上。 

 

图 4 概率尺度自组织具有向大概率方向迁移的特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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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动驾驶的车道线识别与障碍物的 3D 识别的应用中，还可

以验证概率尺度自组织可以无训练的将图像中最大概率分布的目

标图像直接识别出，还可以按照图像中的各个最大概率的分布状态

进行特征抽出，可以得到结构化的特征信息抽出结果，从而实现图

像理解的识别效果。 

    例如图 5 所示进行人脸识别时可以自动的寻找到概率分布最

集中的人的脸部。传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程序搜索方法存在一个严

重的问题是需要对人脸肤色的事先定义，这样不同肤色在程序规则

上就要调整，需要大量的程序进行规则堆积，严重影响人脸识别精

度的提高，采用概率尺度自组织按照人脸图像的颜色分布，在整个

图像中是最大的概率，可以直接通过概率尺度自组织的迁移特性直

接获得人脸位置。 

 

图 5 用概率尺度自组织的迁移特性获得人脸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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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尺度自组织的迁移轨迹，以及最终的结果需要严格的对应

数据空间，用一维的概率尺度衡量二维空间的数据就会产生错误的

结果。另外概率尺度自组织的解也符合最佳化解的特性，迁移路径

与结果具有一定的边界条件。 

在模式识别中需要计算样本数据与学习后登录数据之间的距

离，我们在实际大量应用中所接触的数据证明概率空间一定是存在

于欧几里得空间的，也就是说在欧几里德空间存在着无数个概率空

间，因此如何找到一个跨越欧几里得空间与概率空间的距离是提高

模式识别的关键。这里我们提出了公式 2 的概率空间的距离的定义

方法，设    与    是两个集合的要素，  
  
与  

  
分别是集

合要素  与  的复数个学习数据，通过多次的概率尺度自组织机器

学习所得到的最大几率空间的尺度，则从  的概率空间到  

（j=1,2,…,n）的概率空间的跨越欧几里得空间与概率空间的距离

G 可定义如下： 

公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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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 2 虽然是定义出来的，但是可以严格证明其正确性，因为概

率空间是测度等于 1 的空间，在概率空间中的距离误差是概率密度，

也可以证明最大几率空间尺度就是概率密度的近似值。 

下面具体介绍超深度学习的架构，超深度学习与普通的深度学

习最大的不同是，传统的深度学习是通过层与层之间的复杂连接关

系产生海量数据，这种人为的将问题复杂化恐怕是典型学界的做

法，这种做法可以引起众多的学者们的兴趣，是起到推动人工智能

在理论上的完善必不可少的过程，几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需要这个

过程，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定有人出来从另一条路出发将多年

积累的理论颠覆，产生可以实际应用的新理论。人工智能也一定要

走这一道路。超深度学习就是抛砖引玉引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创出的

理论之一，同深度学习不同的是超深度学习是概率模型，可直接对

数据进行概率尺度自组织机器学习，可以定量的对输入的随机分布

信息进行分析，对数据进行分类，沉淀深层信息，最终产生定量化

的识别与分类，使传统的系统只有通过实际数据的验证才可以知道

识别精度与数据分类精度，成为识别结果的精度可计算性的系统，

从而使模式识别与数据分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超深度学习始终基于最大概率尺度的自组织，所以是一个新的

无监督学习模型，无需海量数据来承载目标函数的信息，是对具有

随机特性的输入数据的直接学习，可以产生非常高效率的处理效

果，无需巨大的硬件支持，一个最低的硬件配置就完全可以实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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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可做到的最佳分类，最佳的模式识别处理结

果。 

 

图 6 超深度学习架构示意图 

超深度学习如图 6 所示；超深度学习的每一个功能单元是由输

入层，脑神经层，以及脑皮层组成的新型神经网络。在输入层与脑

神经层之间的节点与节点之间直接连接着大量的概率尺度的自组织

机器学习，构成了分散机器学习处理系统。 

在超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的层数是与大脑一致，在图像识别时，

提取的是图像最大概率的特征值，判断每一个特征值是否属于某个

已登陆的特征向量，是以最大几率空间的尺度为依据，相当于最大

几率空间的尺度是一个神经元的阀值，所对应的脑神经层的节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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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个脑神经信号输入到脑皮层，以最大几率空间的尺度为基准

值刺激脑皮层，脑皮层被刺激的信号越多越兴奋，依据脑皮层的兴

奋程度决定是否为目标函数信息，这岂不是与大脑的机理非常接近

吗？最大几率空间的尺度就相当于脑神经的阀值，并不是深度学习

中人为定义的参数，因此大脑机理应该建立在概率空间的模型上，

通过超深度学习的架构终于搞清楚了，这也是通过算法仿真生物神

经的机理的一个重要的成果。 

 

图 7 在如何深入上超深度学习与深度学习的比较 

下面读者会问超深度学习只有三层如何深入，当今的潮流是大

模型，大数据，大硬件构成的大系统是主流。如图 7 所示；深度学

习是靠大量的增加层数，由于复杂度是指数性的，其结果使系统很

快就超负荷了。超深度学习是按照导入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空间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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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原理，可以把任何的复杂系统的目标函数映射到任意多的子空间，

针对每一个子空间的目标函数的信息用增加输入层的节点的方法进

行深入，这使超深度学习可以把目标函数的处理无限的深入下去，

却不增加系统的复杂度Ｏ（ｎ２）。利用这个特点可以无限的增加特

征数据集的规模，深度学习的数据集只能几百万个，而超深度学习

可以达到数万以至数亿个以上，随着系统应用的需要可以无限的增

加机器学习的数量，可以预测今后的人工智能系统用的能力指标将

以有多少个机器学习来计算。50 年来的计算机由简单的门电路组成

发展至今原理没有任何变化，使用的门电路的规模却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计算机的性能也出现了惊人的提高，相信未来的人工智能系

统由众多的机器学习组成的，其能力不管如何过高的估计也不会过

分。 

再有在目标函数概率分布模型的优势上，通过小数据的训练可

以获得目标函数的概率分布，可以相当于无穷的函数映射的效果。

这也是深度学习所望尘莫及的。由于超深度学习可以构造比深度学

习还大规模的分散机器学习模型，可以通过小数据的训练获得超过

深度学习的还要大规模的特征数据集，以及无限多的机器学习所构

成的大的分散处理硬件系统，因此超深度学习更加适应时代潮流。 

将任意一个图像通过手机拍照后，通过超深度学习变换成一个 

1036的代码，导入了超深度学习无需通过喷印标记的方式构成光学

可读性二维码，而是靠图像的灰度的自然分布，自组织成一个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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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手机拍摄商品标识，直接生成一个可以连接

网络的二维码，让全世界的商品一夜之间就可连接网络。 

超深度学习的实际应用的例子之一是如图 8 所示； 

 

图 8 超深度学习实现图像变换代码的例子 

超深度学习的图像直接生成代码，是对市场流行的开源程序

AR 图像识别技术的颠覆，AR技术是通过传统的图像轮廓识别，产

生一个将近 10 兆字节识别结果的文件，由于识别结果所占用的容

量，远比图像本身的容量要大，所以一般识别引擎是放到网络服务

器上，用手机将被识别的图像送到网上，网络服务器识别图像后将

网络下载的结果送回手机，这样的应用如果网络环境差，就得不到

很好的用户体验。超深度学习克服了由于手机在不同情况下拍摄的



17 
 

图像所产生的非常大的随机分布信息，通过概率尺度的自组织变换

成一个稳定的代码，这个代码不到十个字节，可以把识别引擎放到

手机上做在线图像变换代码的应用。 

超深度学习与深度学习在机理上的比较表 1. 

 

超深度学习与普通的深度学习的对比如表１所示;首先从方法

上进行比较： 

深度学习是在欧几里得空间里训练出海量的参数，用海量的参

数承载目标函数的信息，超深度学习是直接针对输入的随机分布数

据进行概率空间的自组织机器学习，将随机分布的数据进行去伪存

真的处理，得出定量的并且稳定的最大概率的解，以及可以提炼出

深层的信息。 

    在前面已经讨论了，深度学习是将目标函数映射到数据集的模

型，因此面对具有随机特性的数据，需要数百万次的训练，需要付

出巨大的数据标注费用。超深度学习是概率模型，通过概率分布信

息可以将小数据的训练生成具有无限映射效果的概率分布。 

    在计算复杂度上两种模型具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因此在硬件开

销上差距很大，在相同硬件环境下，超深度学习具有超越深度学习

的应用效果是不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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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学习是把概率空间的数据映射到欧几里得空间的，所以要

对概率空间的随机数据进行全部的训练，致使应用成本巨大不易普

及。 

    特别是深度学习的应用效果是靠数据集的规模所产生的，超深

度学习不仅在概率模型上优于深度学习，在特征集的规模上同样可

以超越深度学习的数据规模，因此超深度学习在应用效果上超越深

度学习是名副其实的。 

超深度学习与深度学习在应用效果上的比较表 2. 

 

如表 2 所示；在神经网络的结构上深度学习是数十层乃至数百

层，这样就使问题的复杂度急剧扩大，造成组合的空间无穷的大，

导致不可能得到最佳组合的解，因此出现黑箱问题等，超深度学习

同大脑的构造近似，只有输入层，脑神经层，以及脑皮层三层，而

且数学模型很接近大脑的机理，证明超深度学习符合大脑的机理。 

再有，在模型能力扩大的方法上深度学习是靠增加隐藏层的数

量来实现的！超深度学习是靠增加输入层的节点的个数，通过将复

杂系统空间的映射，把目标函数变换成若干子空间，并把子空间的

特征分量对应输入层的各个节点，通过扩大节点的个数达到深入学

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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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准备介绍一下我和我的团队正在进行的超深度学习视觉

芯片的开发情况。 

图 9 是超深度学习视觉芯片的构成，这个项目是同由日立，NEC

以及三菱电机，三个公司的半导体事业部剥离组建的日本最大的芯

片公司 RENESAS公司联合开发的，采用硬件加软件的形式。对于非

常占用处理时间的颜色变换，以及为尽可能获取图像的本来信息，

针对图像的空间映射等采用硬件处理，算法用软件处理。超深度学

习独特的两种对抗学习以及无监督学习的算法均在这一款芯片里

搭载，因此，可以使这一芯片在图像感知方面做到传统的算法无

可比拟的天衣无缝的精度与应用效果。 

 

图 9 超深度学习视觉芯片的构成 

我们的超深度学习的研发战略是，首先从算法上布局，既然

已经证实，导入超深度学习可以颠覆传统的统计学的两大参数，

那么与这两大参数有关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等大量的统计学的



20 
 

数学模型，将成为超深度学习的重要架构，这些成果可以分别通过

论文的形式发表。同时将深度学习理论作为一个镜子，逐一的将深

度学习的一些特殊的算法在超深度学习上实现，在应用上从图像感

知，语音感知到预测推论等的应用可视化，在推广上从提供 SDK

程序，SDL 应用电路板，SDL 芯片以及开源平台，联合开发等等分

别进行，我们是原创单位因此不同我们的用户竞争，我们的角色是

技术提供与服务，以及基础性开发，因此不独立的进行具体项目的

开发，可以为从事 AI事业的创业公司进行技术合作以及技术入股。 

作为我们奉献社会的超深度学习，由于不是通过组合方式训练

海量的参数的，是直接对随机分量的数据进行概率自组织的学习，

因此不存在黑箱问题。而且，最大的特点是硬件要求门槛极低，普

通一个芯片，任何一个移动终端都可以立即应用。超深度学习的基

础理论概念清楚，算法简单易懂，是可以大量普及的一个为大众服

务的 AI 算法。人工智能是国家战略，自动驾驶汽车是反映人工智

能的国家水平的标准。为了证明超深度学习的能力，我们在社会的

广泛支持下，正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发上验证超深度学习的应用效

果。目前所有的自动驾驶研发团队，都因为控制过于复杂没有现成

的人工智能模型的支持，而处于停滞不前的现状。我们寄托超深度

学习可以冲破自动驾驶的难关，使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不再是伪命

题。 

我是中国人，我愿意将我发明的超深度学习在中国产业化，为

中国及世界的人工智能发展服务。我现在是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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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系统分会和中国嵌入式系统产业联盟的理事、担任着中国嵌入式

系统产业联盟新一代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职务。为促进超深度

学习在中国的产业化，我已将超深度学习的宣传和产业化的代理授

权给中国嵌入式系统产业联盟的负责人。希望通过中国嵌入式系统

产业联盟的积极组织，加快进行超深度学习的产业化工作。我衷心

的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和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大力支持超深度学习的产

业化。欢迎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的单位及专家、学者、技术

人员加入到超深度学习的研究与推广队伍中来，共同为早日实现超

深度学习的产业化做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