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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存储器增强神经网络。编码器人工神

经网络适于接收输入并基于所述输入提供已编

码的输出。提供了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每

个适于接收已编码的输入并基于所述已编码的

输入提供输出。存储器可操作地耦合到所述编码

器人工神经网络和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

络。所述存储器适于存储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

络的所述已编码输出，并将所述已编码输入提供

给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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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系统，包括：

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其适于接收输入并基于所述输入提供已编码输出；

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每一个都适于接收已编码的输入并基于所述已编码的输入

提供输出；以及

可操作地耦合到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和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的存储器，

所述存储器适于

存储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的所述已编码输出，以及

将所述已编码的输入提供给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对应于

多个任务之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在一个或多个任务上被

预训练。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预训练包括：

结合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共同训练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预训练包括：

结合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共同训练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的子集；

冻结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

结合所述已冻结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分别训练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

一个。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存储器包括单元阵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适于接收输入序列，并

且其中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适于提供与所述输入序列的每个输入相

对应的输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适于接

收辅助输入，并且其中所述输出进一步基于所述辅助输入。

9.一种方法，包括：

与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相结合，共同训练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其中

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适于接收输入并基于所述输入将已编码的输出提供给存储

器，以及

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都适于从所述存储器接收所述已编码的输

入，并基于所述已编码的输入提供输出。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对应

于多个任务之一。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在一个或多个任务上被

预训练。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预训练包括：

结合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共同训练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预训练包括：

结合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共同训练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的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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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

结合所述已冻结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分别训练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

一个。

14.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存储器包括单元阵列。

15.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由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接收输入序列；以及

由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的每一个提供与所述输入序列的每一个输入相对应

的输出。

16.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接收辅助输入，其中所述输出进一步基于所

述辅助输入。

17.一种方法，包括：

与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相结合，共同训练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的子集，其中

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适于接收输入并基于所述输入将已编码的输出提供给存储

器，以及

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都适于从所述存储器接收所述已编码的输

入，并基于已编码的输入提供输出；

冻结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并且

结合所述已冻结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分别训练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

一个。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对应

于多个任务之一。

19.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由所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接收输入序列；以及

由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的每一个提供与所述输入序列的每一个输入相对应

的输出。

20.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由所述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接收辅助输入，其中所述输出进一步基于

所述辅助输入。

21.一种计算机程序，包括程序代码装置，所述程序代码装置适于在所述程序在计算机

上运行时执行权利要求9至20中的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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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器-解码器存储器增强神经网络架构

技术领域

本公开的实施例涉及存储器增强神经网络，并且更具体地，涉及编码器-解码器存储器

增强神经网络架构。

发明内容

根据一方面，提供了神经网络系统。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适于接收输入并基于该输入

提供已编码的输出。提供了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每个神经网络适于接收已编码的输

入并基于已编码的输入提供输出。存储器可操作地耦合到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和多个解码

器人工神经网络。存储器适于存储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的编码输出，并将已编码的输入提

供给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

根据另一方面，提供了用于操作神经网络的方法和计算机程序产品。结合编码器人工

神经网络，共同训练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适于接收

输入并基于该输入将已编码的输出提供给存储器。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适

于从存储器接收已编码的输入，并基于已编码的输入提供输出。

根据另一方面，提供了用于操作神经网络的方法和计算机程序产品。结合编码器人工

神经网络共同训练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的子集。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适于接收输入并

基于该输入将已编码的输出提供给存储器。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适于从存

储器接收已编码的输入，并基于已编码的输入提供输出。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被冻结。结合

冻结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分别训练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

附图说明

现在将参考附图仅以示例的方式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其中：

图1A-E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一组工作存储器任务。

图2A-C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神经图灵机单元(neural  Turing  machine  cell)

的架构。

图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神经图灵机在存储-召回(store-recall)任务中的应

用。

图4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编码器-解码器神经图灵机在存储-召回任务中的应

用。

图5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编码器-解码器神经图灵机架构。

图6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以端对端的方式在串行召回(serial  recall)任务

上训练的示例性编码器-解码器神经图灵机模型。

图7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以端对端的方式在串行召回任务上训练的示例性编码

器-解码器神经图灵机的训练性能。

图8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在逆向召回任务(reverse  recall  task)上训练的

示例性编码器-解码器神经图灵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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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示例性编码器在处理和最终存储器映射期间的示例

性写入注意(write  attention)。

图10A-B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示例性存储器内容。

图11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以端到端的方式在逆向召回任务上训练的示例性编

码器-解码器神经图灵机模型。

图12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在串行召回和逆向召回任务上共同训练的示例性

编码器-解码器神经图灵机模型的训练性能。

图1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用于串行和逆向召回任务的联合训练的示例性编码

器-解码器神经图灵机模型。

图14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序列比较任务的性能。

图15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相等任务的性能。

图16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单任务存储器增强编码器-解码器的架构。

图17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多任务存储器增强编码器-解码器的架构。

图18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操作神经网络的方法。

图19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计算节点。

具体实施方式

人工神经网络(ANN)是分布式计算系统，其由通过称为突触的连接点互连的许多神经

元组成。每个突触编码一个神经元的输出与另一个神经元的输入之间的连接强度。每个神

经元的输出由从与其连接的其他神经元接收到的聚合输入确定。因此，给定神经元的输出

基于前一层已连接的神经元的输出以及由突触权重确定的连接强度。通过调整突触的权

重，使ANN经过训练以解决特定问题(例如，模式识别)，以使特定类别的输入产生所需的输

出。

神经网络中可以包括各种改进，例如门控机制(gating  mechanisms)和注意

(attention)。另外，可以使用外部存储器模块来增强神经网络，以扩展其解决各种任务的

能力，例如，学习上下文无关的语法、记住长序列(长期依赖)、学习快速吸收新数据(例如，

单样本学习(one-shot  learning))和视觉问题解答。此外，外部存储器也可用于算法任务，

例如复制序列、排序数字和遍历图。

存储器增强神经网络(MANN)提供了分析这些模型的功能、泛化性能和局限性的机会。

虽然某些配置的人工神经网络可能会受到人类存储器的启发，并链接到工作或情景存储

器，但它们并不限于此类任务。

[0009] 本公开的各种实施例提供了使用神经图灵机(NTM)的MANN架构。这种存储器增强

的神经网络架构可以进行转移学习并解决复杂的工作存储器任务。在各种实施例中，神经

图灵机与编码器-解码器方法组合。该模型是通用的，能够解决多个问题。

在各个实施例中，MANN架构被称为编码器-解码器NTM(ED-NTM)。如下所述，系统地研究

了不同类型的编码器，显示了多任务学习在获得最佳编码器方面的优势。该编码器使传输

学习可以解决一组工作存储器任务。在各个实施例中，提供了针对MANN的转移学习(与在分

离中学习的任务相反)。训练后的模型也可以应用于相关的ED-NTM，这些ED-NTM能够使用适

当的大存储器模块处理更大的顺序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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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的实施例解决了工作存储器的需求，特别是关于认知心理学家采用的任务，并

且被设计为避免工作存储器和长期存储器的混合。工作存储器依赖于可以适应解决新问题

的多个组件。但是，有些核心能力是通用的，并且在许多任务之间是共享的。

人类在许多认知领域都依赖工作存储器，包括计划、解决问题、语言理解和生产。这些

任务的共同技能是在处理或转换信息时在短时间内记住信息。保留时间和容量是区分工作

存储器和长期存储器的两个属性。除非主动进行演练，否则信息会在工作存储器中保留不

到一分钟的时间，并且根据任务的复杂性，其容量限制为3-5个项目(或信息块)。

各种工作存储器任务阐明了工作存储器的属性和潜在机制。工作存储器是一个多组件

系统，尽管不断进行操作或分散注意，但仍可以主动维护信息。心理学家开发的任务旨在测

量工作存储器的特定方面，例如在可能涉及处理和/或分散注意的不同条件下的能力、保持

力和注意控制。

一种工作存储器任务类别是跨度任务，其通常分为简单跨度和复杂跨度。跨度是指某

种序列长度，可以是数字、字母、单词或视觉图案。简单的跨度任务仅需要存储和维护输入

序列，并测量工作存储器的容量。复杂的跨度任务是交错的任务，需要对信息进行操作并在

干扰期间(通常是第二项任务)强制进行维护。

从解决此类任务的角度出发，可以定义对工作存储器的四个核心要求：1)将输入信息

编码为有用的表示；2)在处理过程中保留信息；3)控制注意(在编码、处理和解码过程中)；

4)解码输出以解决任务。这些核心要求是一致的，而不管任务的复杂性如何。

第一个要求强调了编码表示在解决任务中的有用性。对于串行召回任务，工作存储系

统需要对输入进行编码，保留信息并解码输出，以在延迟后重现输入。此延迟意味着从编码

的存储内容中复制输入，而不仅仅是回显。由于存在多种信息编码方式，因此编码的效率和

有用性可能会因各种任务而有所不同。

在计算机实现中提供保留(或信息的主动维护)的挑战是防止存储器内容的干扰和破

坏。与此相关，控制注意是一项基本技能，大致类似于计算机存储器中寻址的模拟。编码和

解码都需要注意，因为它决定了信息的写入和读取位置。此外，存储器中项目的顺序通常对

于许多工作中的存储器任务很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存储事件的时间顺序，就像情节

存储器(一种长期存储器)一样。同样，与长期语义存储器不同，在工作存储器中没有基于内

容的访问的有力证据。因此，在各种实施例中，默认情况下提供基于位置的寻址，并且基于

逐个任务提供基于内容的寻址。

在更复杂的任务中，需要对存储器中的信息进行操作或转换。例如，当解决诸如算术问

题之类的问题时，输入被临时存储、内容被操纵并且由于牢记目标而产生答案。在某些其他

情况下，可能会执行交错任务(例如，主任务和干扰任务)，这可能会导致存储器干扰。在这

些情况下，控制注意非常重要，这样与主要任务相关的信息将始终处于注意重点，而不会因

干扰而被覆盖。

参照图1，示出了一组示例性工作存储器任务。

图1A示出了串行召回，其基于在短暂延迟之后以与输入相同的顺序召回和再现项目列

表的能力。这可能被视为短期存储器任务，因为没有信息处理。然而，在本公开中，任务被称

为与工作存储器有关，而没有基于任务复杂性来区分短期存储器。

图1B示出了逆向召回，其需要以相反的顺序再现输入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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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C示出了奇数召回(Odd  Recall)，其目的是再现输入序列的每个其他元素。这是迈

向复杂任务的一步，这些任务需要工作存储器来召回某些输入项而忽略其他输入项。例如，

在读取跨度任务中，受试者读取句子，并应按顺序重现每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单词。

图1D示出了序列比较(Sequence  Comparison)，其中需要对第一序列进行编码，将其保

留在存储器中，然后在接收到第二序列的元素时产生输出(例如，相等/不相等)。与先前的

任务不同，此任务需要数据操作。

图1E示出了序列相等(Sequence  Equality)。这项任务比较困难，因为它需要记住第一

个序列，逐项比较各项并将中间结果(无论连续项是否相等)保存在存储器中，最后产生单

个输出(这两个序列是否相等或不相等)。由于监控信号在两个长度可变的序列的末尾仅提

供一位信息，因此输入和输出数据的信息内容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均衡，这使任务具有挑战

性。

参照图2，示出了神经图灵机单元的架构。

参照图2A，神经图灵机200包括存储器201和控制器202。控制器202负责通过输入和输

出与外部世界进行交互，以及通过其读取头203和写入头204(类似于图灵机)访问存储器

201。头203…204两者都执行两个处理步骤，即寻址(结合基于内容的寻址和基于位置的寻

址)和操作(对于读取头203进行读取，或者对于写入头204进行擦除并添加)。在各种实施例

中，寻址是由控制器产生的值来参数化的，因此控制器有效地决定将其注意集中在存储器

的相关元件上。由于控制器是作为神经网络实现的，并且每个组件都是可区分的，因此可以

使用连续方法来训练整个模型。在一些实施例中，控制器分为两个相互作用的组件：控制器

模块和存储器接口模块。

参照图2B，示出了当将NTM应用于顺序任务时的时间数据流。由于可以将控制器202视

为控制输入和输出信息的门，因此两个图形上不同的组件实际上是模型中的同一实体。这

样的图形表示说明了模型在顺序任务中的应用。

在各个实施例中，控制器具有在每个步骤中都被变换的内部状态，类似于循环神经网

络(RNN)的单元。如上所述，它具有在每个时间步长中读写存储器的能力。在各种实施例中，

存储器被布置为单元的2D阵列。列可以从0开始索引，每列的索引称为其地址。地址(列)的

数量称为存储器大小。每个地址都包含一个具有固定维数的值向量(向量值存储单元)，称

为存储宽度。在图2C中示出了示例性存储器。

在各个实施例中，提供了内容可寻址存储器和软寻址。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提供了对地

址的加权功能。这些加权函数可以存储在存储器本身的专用行中，从而为此处描述的模型

提供通用性。

参照图3，示出了将神经图灵机应用于串行召回任务。在该图中，控制器202、写入头204

和读取头203如上所述。提供输入序列301{x1…xn}，其导致输出序列302{x′1…x′n}。 表示

跳过的输出或空(例如零向量)输入。

基于上述，NTM单元在输入期间的主要作用是对输入进行编码并将其保留在存储器中。

在召回过程中，其功能是操纵输入、与存储器结合、并将结果表示解码为原始表示。因此，两

个不同组件的作用可以被形式化。特别是，提供了一个模型，该模型由两个单独的NTM组成，

分别扮演编码器和解码器的角色。

参照图4，示出了编码器-解码器神经图灵机，其应用于图3的存储-召回任务。在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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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供了编码器级401和解码器级402。编码器级控制器404和解码器级控制器405对存储

器403进行寻址。通过读取头406和写入头407，编码器级401接收输入序列408，并且解码器

级402生成输出序列409。与传递读/写入注意向量或控制器的隐藏状态相反，此架构提供了

内存保留(将内存内容从编码器传递到解码器)。这在图4中通过使用实线表示前者，并使用

虚线表示后者来表示。

参考图5，示出了一般的编码器-解码器神经图灵机架构。编码器501包括控制器511，其

经由读取头512和写入头513与存储器503交互。解码器502包括控制器521，其经由读取头

522和写入头523与存储器503交互。在编码器501和解码器502之间提供存储器保留。过去注

意和过去状态是从编码器501传送到解码器502。这种架构是被应用到不同的任务，包括本

文描述的工作存储器任务一般足够。由于解码器502负责学习如何实现给定任务，因此编码

器501负责学习将帮助解码器502完成其任务的编码。

在一些实施例中，训练通用编码器，其将促进由专用解码器掌握各种任务。这允许使用

转移学习-从已经学习的相关任务中转移知识。

在ED-NTM的示例性实现中，具有Tensorflow的Keras被用作后端。实验是在配置有@

3.40GHz的4核Intel  CPU芯片以及单个Nvidia  GM200(GeForce  GTX  TITAN  X  GPU)协处理

器的计算机上进行的。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输入项的大小固定为8位，因此序列由任意长度

的8位字组成。为了公平地比较各种任务的培训、验证和测试，为所有ED-NTM固定了以下参

数。存储在每个存储器地址中的实向量是10维的，足以容纳一个输入字。编码器是具有5个

输出单元的单层前馈神经网络(one-layer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s)。被给定较小

的尺寸的编码器的作用仅是处理计算逻辑，而存储器是唯一的输入已编码的位置。从一项

任务到另一项任务解码器的配置都不同，但最大的是2层前馈网络，其中隐藏层为10个单

元。这样就可以执行诸如序列比较和相等等任务，其中对8位输入执行逐元素比较(这与XOR

问题密切相关)。对于其他任务，单层网络就足够了。

最大的训练网络包含少于2000个可训练参数。在ED-NTM(通常和其他MANN)中，可训练

参数的数量不取决于存储器的大小。但是，存储器的大小应固定，以确保ED-NTM的各个部

分，例如存储器或读写磁头的软焦点)具有一定的描述范围。因此，可以将ED-NTM视为代表

一类RNN，其中每个RNN通过存储器的大小进行参数化，并且每个RNN可以采用任意长的序列

作为其输入。

在训练期间，固定了一个这样的存储器大小，并使用对于该存储器大小来说足够短的

序列进行了训练。这产生了可训练参数的特定固定。然而，由于可以针对任何存储器大小的

选择来实例化ED-NTM，因此对于更长的序列，可以从对应于更大存储器大小的不同类别中

挑选RNN。当使用较小的存储器进行训练时，ED-NTM以这种方式进行概括的能力还允许针对

存储器大小具有足够大的较长序列进行概括，这被称为存储器大小概括。

在示例性训练实验中，存储器大小被限制为30个地址，并且在3至20之间选择了随机长

度的序列。该序列本身还由随机选择的8位字组成。这确保了输入数据不包含任何固定的模

式，因此训练有素的模型不会记住模式，并且可以跨所有数据真正学习任务。(平均)二进制

交叉熵(cross-entropy)被用作自然损失函数，以便在训练过程中最小化，因为所有任务

(包括具有多个输出的任务)都涉及原子操作，即将预测输出与目标进行逐位方式的比较。

对于所有任务，除了序列比较和相等性之外，批次大小均不会显著影响训练性能，因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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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任务的批次大小固定为1。为了进行相等和序列比较，选择了批次大小为64。

在训练过程中，定期对一批次64个随机序列执行验证，每个随机序列的长度为64。存储

器大小增加到80，因此编码仍可适合存储器。这是存储器大小概括(memory-size 

generalization)的一种温和形式。对于所有任务，一旦损失函数降至0.01或更小，则验证

精度为100％。但是，在为更大的序列长度测量存储器大小概括时，这不一定导致完美的准

确性。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会发生，训练一直持续到损失函数值是10-5或以下的所有任务。关

键指标是达到此损失值所需的迭代次数。那时，培训被认为已经(非常)收敛。数据生成器可

以产生无限数量的样本，因此训练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在达到阈值的情况下，收敛将在20,

000次迭代内发生，因此，仅当训练没有在100,000次迭代中收敛时，训练才会停止。

为了测量真实的存储器大小概括，在长度为1000的序列上测试了网络，这需要大小为

1024的更大的存储器模块。由于生成的RNN的大小很大，因此对较小的大小为32的批次进行

了测试，然后平均100多个这样的包含随机序列的批次。

参照图6，示出了以端对端方式在串行召回任务上训练的示例性ED-NTM模型。在该示例

性实验中，如图6所示构成ED-NTM模型，并以端到端的方式在串行召回任务中对其进行了训

练。在这种设置下，编码器ES(来自串行编码器)的目标是对输入进行编码并将其存储在存

储器中，而解码器DS(来自串行解码器)的目标是再现输出。

图7显示了这种编码器设计的训练性能。此过程花费约11000迭代训练收敛(10-5的损

失)，同时实现对长度为1000的序列存储器大小概括完美的准确性。

在接下来的步骤中，训练编码器ES被重新用于其它任务。为此，使用了转移学习

(transfer  learning)。具有冻结权重的预训练ES与新初始化的新解码器连接。

图8示出了用于逆向召回任务的示例性ED-NTM模型。在此示例中，模型的编码器部分被

冻结。对编码器ES进行了串行召回任务的预培训(DR表示倒档解码器)。

表1示出了使用在串行召回任务中预训练的编码器ES的ED-NTM的结果。即使是用于预

训练编码器的串行召回，训练时间也减少了近一半。而且，这足以处理正向处理顺序任务，

例如奇数和相等。为了进行顺序比较，训练没有收敛，损失函数值只能小到0.02。但是尽管

如此，存储器大小概括约为99.4％。对于逆向召回任务，训练完全失败了，验证准确性没有

比随机猜测更好。

表1

为了解决逆向召回的训练失败，进行了两个实验以研究ES编码器的行为。第一个实验

的目的是验证每个输入是否被编码并恰好存储在一个存储器地址下。

图9显示了正在处理长度为100的随机选择的输入序列时的写入注意。存储器有128个

地址。如图所示，训练后的模型实际上只使用严格注意来写入存储器。此外，每个写操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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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存储器中的不同位置，并且这些顺序发生。对于在随机种子初始化的不同选择下尝

试的所有编码器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在某些情况下，编码器使用了存储器的下部，而在这

种情况下，使用了存储器地址的上部。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单独的训练情

节)，编码器已经学会了将头地址向前移动，而另一地址向后移动。因此，第k个元素的编码

是与第一个元素被编码的位置相距k-1个位置(以循环方式查看存储器地址)。

在第二个实验中，向编码器提供了一个序列，该序列由相同的元素组成，并在整个过程

中重复进行。图10示出了在存储由相同元素与不同元素组成的序列之后的存储器内容(正

确的内容是期望的内容)。在这样的任务中，优选的是，编码器决定写入的每个存储器地址

的内容应该完全相同，如下面描述的编码器的图10B所示。如在图10A中示出了当编码器ES

是可操作的，不是所有的位置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编码和存在所述存储器位置之间的轻微变

化。这表明每个元素的编码也受序列中先前元素的影响。换句话说，编码具有某种正向偏

置。这是逆向召回任务失败的明显原因。

为了消除正向偏置，使得每个元素彼此独立地被编码，提供了一种新的编码器-解码器

模型，该模型以端到端的方式从头开始在逆向召回任务上进行训练。该示例性的ED-NTM模

型在图11中示出。编码器ES(来自逆向编码器)的作用是对输入进行编码并将其存储在存储

器中，并且训练解码器DR以产生逆向序列。因为在ED-NTM的这种设计中不允许无限制的注

意转移，所以增加了一个附加步骤，其中在处理输入结束时，将解码器的读取注意初始化为

编码器的写入注意。这样，解码器可能可以通过学习以相反顺序转移注意来逆向恢复输入

序列。

通过该过程训练的编码器应该没有正向偏置。考虑一个完美的编码器-解码器，以产生

所有长度序列的输入逆向。让输入序列对于任意的n是x1，x2，…，xn，其中n对于编码器事先

是未知的。假设类似于编码器ES的较早情况，此序列已编码为z1，z2，...，zn其中针对每个k，

对于某些函数fk来说zk＝fk(x1，x2，...，xk)。为了没有正向偏置，必须证明z仅取决于x，即z

＝f(x)。然后对于假设序列x1，x2，...，xk中，由于序列的长度不是预先已知的， 的编码将

仍然等于zk。对于此假设序列，解码器通过读取zk开始。由于必须输出xk，因此唯一的方法是

在xk集与zk集之间存在一对一的映射。因此，fk仅取决于xk，并且没有正向偏置。由于k是任

意选择的，因此该主张适用于所有k，这表明所得的编码器应无正向偏置。

上述方法取决于完美学习的假设。在这些实验中，解码输入序列的正序和逆向顺序(串

行和逆向召回任务)的验证精度达到100％。但是，训练没有收敛，最佳损失函数值约为

0.01。由于训练损失如此之大，因此存储器大小概括适用于长度最大为500的序列，从而实

现了完美的100％精度(具有足够大的存储器大小)。但是，超过该长度后，性能开始下降，长

度为1000时，测试精度仅有92％。

为了获得能够处理正向和逆向顺序任务的改进的编码器，应用了使用硬参数共享的多

任务学习(MTL)方法。因此，建立了具有单个编码器和多个解码器的模型。在各种实施例中，

它不是共同完成所有任务。

图13示出了用于联合训练串行和逆向召回任务的ED-NTM模型。在此架构中，联合编码

器1301位于单独的串行召回和逆向召回解码器1302之前。在图13所示的模型中，编码器(来

自联合编码器的EJ)被明确实施，以产生同时对两者有利的编码序列(DS)和逆向召回任务

(DR)。这种形式的归纳偏置可用于为其他顺序任务独立地构建良好的解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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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示出了在串行召回和逆向召回任务上共同训练的ED-NTM模型的训练性能。在大约

12,000次迭代后获得10-5的训练损失。与训练第一个编码器ES相比，训练损失需要更长的时

间才能开始下降，但与编码器ES相比，总体收敛时间仅长约1000次迭代。然而，如图10B所

示，存储在存储器中的重复序列的编码在所有位置上几乎是均匀的，这表明消除了正向偏

置。

该编码器应用于进一步的工作存储器任务。在所有这些任务中，编码器EJ被冻结，仅训

练特定于任务的解码器。汇总结果可在表2中找到。

表2

由于编码器EJ的设计目的是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两个任务(取决于对求解器的注意程

度)，因此通过单独端到端地训练它们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逆向召回的训练非常快，而串

行召回的训练比编码器ES更快。

在上述奇数任务的示例性实施方式中，EJ编码器配备有仅具有基本注意转移机制(能

够在每个步骤中转移至多1个存储器地址)的解码器。事实证明，这不能很好地训练，因为对

编码的注意需要在每个步骤中增加2个位置。训练根本没有收敛，损失值接近0.5。在为解码

器增加了通过2个步骤将注意转移的附加功能之后，该模型在约7200次迭代后收敛了。

序列比较和相等任务的示例性实施例都涉及将解码器的输入与编码器的输入进行比

较。因此，为了比较他们的训练效果，两个任务使用相同的参数。特别是，由于附加的隐藏层

(带有ReLU激活)，这导致可训练参数的数量最多。由于相等性是一个二元分类问题，所以小

批量时会导致训练过程中损失函数的巨大波动。选择更大的批处理数量64可以稳定此行

为，并允许训练在序列比较中在约11,000次迭代后收敛(如图14所示)，在相等性方面在约

9,200次迭代后收敛(如图15所示)。尽管挂钟时间(wall  time)不受此较大批处理量的影响

(由于有效利用GPU)，但需要注意的是，数据采样的数量确实比其他任务的数量大得多。

由于在该批次中仅对64个以上的值进行损失的平均，所以相等任务在训练的初始阶段

表现出较大的波动。它也收敛得更快，因为培训器可用的信息仅是相等任务的一小部分。发

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实例在相等性问题上的分布是这样的：即使在单个比较中出现少量错误

时，也存在一个无错误的决策边界来分离二进制类。

应当理解，本公开适用于工作存储器任务的附加类别，例如存储器分散任务。这种双重

任务的特点是能够在解决主要任务的过程中转移注意，以暂时解决其他任务，然后返回主

要任务。在本文所述的ED-NTM框架中解决此类任务需要中止主要输入的编码，将注意转移

到存储器的可能的另一部分以处理代表干扰任务(distraction  task)的输入，最后将注意

返回到编码器被暂停的位置。由于干扰可以出现在主要任务的任何地方，因此需要动态编

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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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公开适用于视觉工作存储器任务。这些要求对图像采用适当的编码。

通常，可以根据数据如何流过MANN来描述如上所述的MANN的操作。依次访问输入，并与

输入串联的输出被顺序生成。让x＝x1,x2,…,xn表示元素的输入序列，并且y＝y1,y2,…,yn

表示元素的输出序列。可以假设不失每个元素属于一个共同域D的一般性。D可以确保足够

大以应付特殊情况，例如，特殊符号可分割输入、创建虚拟输入等。

对于所有时间步长t＝1,2,3,…,T：xt是在时间步长t期间访问的输入元素；yt是在时

间步长t期间产生的输出元素；用q0作为初始值，用qt来表示控制器在结束时间t时的(隐藏)

状态；用m0作为初始值，用mt表示结束时间t时的存储器内容；rt表示在时间步长t期间要从

存储器中读取的读取数据，即值的向量；ut表示在时间步长t期间要写入存储器的更新数

据，即值的向量。

rt和ut这两个的尺寸都可取决于存储器宽度。但是，这些尺寸可能与存储器大小无关。

在下面描述的转换函数具有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结果是对于固定控制器(意味着神经网络

的参数已冻结)，可以根据要处理的输入序列的长度来确定存储器模块的大小。在训练此类

MANN时，可以使用短序列，并且在训练收敛后，可以将相同的结果控制器用于更长的序列。

支配MANN背后的动力系统的时间演化的方程式如下：

rt＝MEM_READ(mt-1)

(yt，qt，ut)＝CONTROLLER(xt，qt-1，rt，θ)

mt＝MEM_WRITE(mt-1，ut)

函数MEM_READ和MEM_WRITE是不具有任何可训练参数的固定函数。对于所有存储器大

小，都需要明确定义此功能，而存储器宽度是固定的。函数CONTROLLER由神经网络的参数确

定，用θ表示。参数的数量取决于域大小和存储器宽度，但需要是独立的存储器大小。这些条

件确保MANN与存储器大小无关。

参照图16，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单任务存储器增强编码器-解码器的一般架

构。任务T由一对输入序列(x，v)定义，其中x是主要输入，而v是辅助输入。任务的目标是以

顺序的方式计算一个函数，也通过使用表示法如T(x，v)来表示，其中x第一个被访问，接着

依次顺序访问v。

主输入被馈送到编码器。然后，在处理x结束后，编码器传输存储器，以向解码器提供存

储器的初始配置。解码器获取辅助输入v并产生输出y。如果y＝T(x，v)，则说明编码器/解码

器解决了任务T。关于输入上的某些分布，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允许一些小的错误。

参照图17，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多任务存储器增强编码器-解码器的一般架

构。提供一组任务 多任务存储器的增强编码器-解码器被提供用于在

的任务，其学习嵌入在控制器中的神经网络的参数。在各种实施例中，应用多任务学习范

例 。在 一 个 示 例 中 ，与 上 述 任 务 并 行 ，工 作 存 储 器 任 务

这里的域由固定宽度的二进制字符串组成，例如8位输入。

对于每个任务 一个合适的编码器-解码器用于确定T使得所有的任务的编码器

的MANN具有相同的结构。在一些实施例中，基于 中任务的特征来选择编码器-解码器。

对于工作存储器任务，编码器的合适选择是神经连续机(NTM)，其具有用于存储器访问

和内容寻址的连续注意机制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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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召回，解码器的一个合适的选择可以是相同的编码器。

对于奇数，合适的选择是NTM，其允许将其注意转移到存储位置上2个步长。

一种多任务编码器-解码器系统然后可以被内置以训练任务 在图17中示出了这样

的系统。该系统接受所有任务公共的单个主输入以及用于各个任务的单独的辅助输入。在

处理公共主输入之后，公共存储器内容被传送到各个解码器。

如下所述，可以使用具有或不具有转移学习的多任务训练来训练多任务编码器-解码

器系统。

在多任务训练中，在公共域D中提供了一组任务 对于每个任务

一个合适的编码器-解码器被用于确定T使得所有的任务的编码器的Mann具有相同

的结构。如上所述，基于用于各个任务的编码器-解码器来构建多任务编码器-解码器。确定

中每个任务的合适的损失函数。例如，二进制交叉熵函数可以用于使用二进制输入的

中的任务。确定合适的优化器以训练多任务编码器-解码器。获得 中的任务的训练数据。

训练样本应确保每个样本都包含一个用于所有任务的通用主输入以及用于每个任务的单

个辅助输入和输出。

确定适当的存储器大小以处理训练数据中的序列。在最坏的情况下，存储器大小在训

练数据中主要或辅助输入序列的最大长度上是线性的。使用优化器对多任务编码器/解码

器进行训练，直到达到训练损失到可接受的值为止。

在联合多任务训练和迁移学习中，合适的子集 被确定只是在使用多任务训练过

程的编码器训练中使用。这可以通过使用类 的特性的知识来完成。相对于工作存储器任

务，设置{召回，逆向}可以用于 按照 中的任务定义构建多任务编码器/解码器。与上面

概述的方法相同的方法用于训练此多任务编码器/解码器。一旦训练收敛，编码器的参数就

如收敛时那样被冻结。对于每一个任务 构建了与 相关的单任务编码器/解码器。

实例化并冻结所有编码器-解码器中每个编码器的权重(设置为不可训练)。现在分别对每

个编码器-解码器进行训练，以获得各个解码器的参数。

参照图18，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操作人工神经网络的方法。在1801，与编码器

人工神经网络结合来共同训练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的子集。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适于

接收输入并基于该输入将已编码的输出提供给存储器。多个解码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每一

个适于从存储器接收已编码的输入，并基于已编码的输入提供输出。在1802，编码器人工神

经网络被冻结。在1803，与冻结编码器人工神经网络相结合地分别训练多个解码器人工神

经网络中的每一个。

现在参考图19，示出了计算节点的示例的示意图。计算节点10仅是合适的计算节点的

一个示例，并且无意于暗示对本文所述实施例的使用范围或功能的任何限制。无论如何，计

算节点10能够被实现和/或执行上文阐述的任何功能。

在计算节点10中，存在计算机系统/服务器12，其可与许多其他通用或专用计算系统环

境或配置一起操作。可能适合与计算机系统/服务器12一起使用的众所周知的计算系统、环

境和/或配置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个人计算机系统、服务器计算机系统、瘦客户端、胖客户

端、手持式或便携式计算机、膝上型设备、多处理器系统、基于微处理器的系统、机顶盒、可

编程消费电子产品、网络PC、小型计算机系统、大型计算机系统以及包括上述任何系统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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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分布式云计算环境，等等。

可在由计算机系统执行的计算机系统可执行指令(例如程序模块)的一般上下文中描

述计算机系统/服务器12。通常，程序模块可以包括执行特定任务或实现特定抽象数据类型

的例程、程序、对象、组件、逻辑、数据结构等。可以在分布式云计算环境中实践计算机系统/

服务器12。在分布式云计算环境中，任务由通过通信网络链接的远程处理设备执行。在分布

式云计算环境中，程序模块可以位于包括存储器存储设备的本地和远程计算机系统存储介

质中。

如图19所示，以通用计算设备的形式示出了计算节点10中的计算机系统/服务器12。计

算机系统/服务器12的组件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或处理单元16、系统存储

器28以及将包括系统存储器28的各种系统组件耦合到处理器16的总线18。

总线18代表几种类型的总线结构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包括使用各种总线架构中的任

何一种的存储器总线或存储器控制器、外围总线、加速图形端口以及处理器或本地总线。作

为示例而非限制，这样的架构包括工业标准架构(ISA)总线、微通道架构(MCA)总线、增强型

ISA(EISA)总线、视频电子标准协会(VESA)本地总线、外围组件互连(PCI)总线、外围组件互

连快速总线(PCIe)和高级微控制器总线架构(AMBA)。

计算机系统/服务器12通常包括各种计算机系统可读介质。这样的介质可以是计算机

系统/服务器12可访问的任何可用介质，并且它包括易失性和非易失性介质、可移动和不可

移动介质。

系统存储器28可以包括易失性存储器形式的计算机系统可读介质，例如随机存取存储

器(RAM)30和/或高速缓冲存储器32。计算机系统/服务器12可以进一步包括其他可移动/不

可移动、易失性/非易失性计算机系统存储介质。仅作为示例，可以提供存储系统34以用于

读取和写入不可移动的非易失性磁性介质(未示出并且通常称为“硬盘驱动器”)。尽管未显

示，但磁盘驱动器用于读写可移动的非易失性磁盘(例如，可以提供一种用于从诸如CD-

ROM、DVD-ROM或其他光学介质的可移动非易失性光盘读取或写入的光盘驱动器。在这种情

况下，每个都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数据介质接口连接到总线18。如将在下面进一步描绘和

描述的，存储器28可以包括至少一个程序产品，该程序产品具有被配置为执行本公开的实

施例的功能的一组程序模块(例如，至少一个)。

具有一组(至少一个)程序模块42的程序/实用工具40可以作为示例而非限制地存储在

存储器28中，以及操作系统、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其他程序模块和程序数据。操作系统、一

个或多个应用程序、其他程序模块、程序数据或它们的某种组合中的每一个可包括联网环

境的实现。程序模块42通常执行本文所述的实施例的功能和/或方法。

计算机系统/服务器12还可以与一个或多个外部设备14进行通信，例如键盘、指示设

备、显示器24等；一个或多个使用户能够与计算机系统/服务器12交互的设备；和/或使计算

机系统/服务器12与一个或多个其他计算设备通信的任何设备(例如，网卡、调制解调器

等)。这样的通信可以经由输入/输出(I/O)接口22发生。然而，计算机系统/服务器12可以与

一个或多个网络通信，诸如局域网(LAN)、通用广域网(WAN)和/或通过网络适配器20的公共

网络(例如Internet)。如所描绘的，网络适配器20与经由总线18的计算机系统的其他组件

服务器12通信。应当理解的是，尽管未示出，可以与计算机系统/服务器12结合使用其它的

硬件和/或软件组件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微代码、设备驱动程序、冗余处理单元、外部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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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阵列、RAID系统、磁带驱动器和数据档案存储系统等。

本公开可以体现为系统、方法和/或计算机程序产品。该计算机程序产品可以包括其上

具有用于使处理器执行本公开的各方面的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是有形设备，其可以保留和存储由指令执行设备使用的指

令。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是例如但不限于电子存储设备、磁存储设备、光存储设备、电

磁存储设备、半导体存储设备或前述的任何合适的组合。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的更具体示

例的非穷举列表包括以下内容：便携式计算机软盘、硬盘、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只读存储

器(ROM)、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或闪存)、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便携式光盘

只读存储器(CD-ROM)、数字多功能磁盘(DVD)、存储器棒、软盘、机械编码设备，例如打孔卡

或凹槽中的凸起结构，上面记录了指令以及上述内容的任何适当组合。本文所使用的计算

机可读存储介质不应被解释为本身是瞬时信号，例如无线电波或其他自由传播的电磁波、

通过波导传播的电磁波或其他传输介质(例如，穿过光纤电缆的光脉冲)或通过电线传输的

电信号。

本文所述的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可以从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下载到相应的计算/处理

设备，或者通过网络(例如，互联网、局域网、广域网、区域网和/或无线网络)下载到外部计

算机或外部存储设备。该网络可以包括铜传输电缆、光传输光纤、无线传输、路由器、防火

墙、交换机、网关计算机和/或边缘服务器。每个计算/处理设备中的网络适配器卡或网络接

口从网络接收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并转发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以存储在相应的计算/处

理设备内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

用于执行本公开的操作的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可以是汇编程序指令、指令集架构

(ISA)指令、机器指令、机器相关指令、微码、固件指令、状态设置数据或任一以一种或多种

编程语言(包括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例如Smalltalk，C++等)和常规过程编程语言(例如

“C”编程语言或类似编程语言)的任何组合编写的源代码或目标代码。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

可以完全在用户计算机上、部分在用户计算机上、作为独立软件包执行、部分在用户计算机

上并且部分在远程计算机上或完全在远程计算机或服务器上执行。在最后一种情况下，远

程计算机可以通过任何类型的网络(包括局域网(LAN)或广域网(WAN))连接到用户计算机，

或者可以与外部计算机建立连接(用于例如，通过使用Internet服务提供商的Internet)。

在一些实施例中，包括例如可编程逻辑电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或可编程逻辑阵列

(PLA)的电子电路可以通过利用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的状态信息来执行计算机可读程序指

令来个性化电子电路，以执行本公开的方面。

在此参考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方法、装置(系统)和计算机程序产品的流程图和/或

框图描述了本公开的各方面。将理解，流程图图示和/或框图的每个框以及流程图图示和/

或框图中的框的组合可以通过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来实现。

可以将这些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提供给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

理设备的处理器以产生机器，使得该指令经由计算机或其他处理器执行可编程数据处理设

备，创建用于实现流程图和/或框图方框中指定的功能/动作的装置。这些计算机可读程序

指令也可以存储在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该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指导计算机，可编

程数据处理装置和/或其他设备以特定方式起作用，从而使得其中存储有指令的计算机可

读存储介质。包括制品的制品，该制品包括实现在流程图和/或框图方框中指定的功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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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各方面的指令。

计算机可读程序指令还可被加载到计算机、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或其他设备上，

以使得在计算机、其他可编程设备或其他设备上执行一系列操作步骤以产生实现的计算机

处理过程，以使在计算机、其他可编程装置或其他设备上执行的指令实现流程图和/或框图

方框中指定的功能/动作。

附图中的流程图和框图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各种实施例的系统、方法和计算机程序产

品的可能实现的架构、功能和操作。就这一点而言，流程图或框图中的每个方框可以代表指

令的模块、片段或部分，其包括用于实现指定的逻辑功能的一个或多个可执行指令。在一些

替代实施方式中，方框中指出的功能可以不按图中指出的顺序发生。例如，取决于所涉及的

功能，实际上可以基本上同时执行连续示出的两个框，或者有时可以以相反的顺序执行这

些框。还应注意，框图和/或流程图的每个方框以及框图和/或流程图的方框的组合可以由

执行指定功能或动作或基于特定目的的基于硬件的专用系统来实现或执行特殊用途的硬

件和计算机指令的组合。

已经出于说明的目的给出了本公开的各种实施例的描述，但是这些描述并不旨在是穷

举的或限于所公开的实施例。在不脱离所描述的实施例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许多修改

和变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里使用的术语是为了最好地解释

实施例的原理，对市场上发现的技术的实际应用或技术上的改进，或者使本领域的其他普

通技术人员能够理解这里公开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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