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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三个部分构成，共 150 分，总作答时间 120 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

和准考证号，并用 2B 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在非指定位置作

答或用铅笔作答的，成绩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作答时，不得使用本人姓名，答题中

凡出现本人姓名者作违纪处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

纸留在桌上，在考生座次表对应准考证号、姓名栏内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

一、科技文献阅读题请认真阅读文章，按照每道题的要求作答。（50分）

1997 年，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败给了电脑“深蓝”；2016 年，谷

歌人工智能 Alpha Go 又战胜了韩国棋手李世石。这标志着人工智能终于征服了

它在棋类比赛中最后的弱项——围棋，谷歌公司的 Deep Mind 团队比预期提前了

整整 10 年达到了既定目标。

对计算机来说，围棋并不是因为其规则比国际象棋复杂而难以征服——与此

完全相反，围棋规则更简单，它其实只有一种棋子，对弈的双方轮流把黑色和白

色的棋子放到一个 19x19 的正方形棋盘中，落下的棋子就不能再移动了，只会在

被对方棋子包围时被提走，到了棋局结束时，占据棋盘面积较多的一方为胜者。

围棋的规则如此简单，但对于计算机来说却又异常复杂，原因在于围棋的步

数非常多，而且每一步的可能下法也非常多。以国际象棋作对比，国际象棋每一

步平均约有 35 种不同的可能走法，一般情况下，多数棋局会在 80 步之内结束。

围棋棋盘共有 361 个落子点，双方交替落子，整个棋局的总排列组合数共有约

10701种可能性，这远远超过了宇宙中的原子总数——1080！

对于结构简单的棋类游戏，计算机程序开发人员可以使用所谓的“暴力”方

法，再辅以一些技巧，来寻找对弈策略，也就是对余下可能出现的所有盘面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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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尝试并给予评价，从而找出最优的走法。这种对整棵博弈树进行穷举搜索的策

略对计算能力要求很高，对围棋或者象棋程序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围棋，

从技术上来讲目前不可能做到。

“蒙特卡罗树搜索”是一种基于蒙特卡罗算法的启发式搜索策略，能够根据

对搜索空间的随机抽样来扩大搜索树,从而分析围棋这类游戏中每一步棋应该怎

么走才能够创造最好机会。举例来说，假如筐里有 100 个苹果，每次闭着眼拿出

1个，最终要挑出最大的 1个。于是先随机拿 1个，再随机拿 1个跟它比，留下

大的,再随机拿 1个……每拿一次，留下的苹果都至少不比上次的小。拿的次数

越多，挑出的苹果就越大。但除非拿 100 次，否则无法肯定挑出了最大的。这个

挑苹果的方法，就属于蒙特卡罗算法。虽然“蒙特卡罗树搜索”在此前一些弈棋

程序中也有采用，在相对较小的棋盘中也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在正规的全尺寸

棋盘上，这种方法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缺陷，因为涉及的搜索树还是太大了。

Alpha Go 人工智能程序中最新颖的技术当属它获取知识的方式——深度学

习。Alpha Go 借助两个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价值网络和策略网络）自主地进行

新知识的学习。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使用很多层的神经元，将其堆叠在一起，用于

生成图片逐渐抽象的、局部的特征。对图像分析得越细，利用的神经网络层就越

多。Alpha Go 也采取了类似的架构，将围棋棋盘上的盘面视为 19×19 的图片输

入，然后通过卷积层来表征盘面。这样，两个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中的价值网络用

于评估盘面，策略网络用于采样动作。

在深度学习的第一阶段——策略网络的有监督学习（即从 I 中学

习）阶段，拥有 13 层神经网络的 Alpha Go 借助围棋数据库 KGS 中存储的 3000

万份对弈棋谱进行初步学习。这 3000 万份棋谱样本可以用 a、b进行统计。a是

一个二维棋局，把 a输入到一个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分类，分类的目标就是落子向

量 A。通过不断的训练，尽可能让计算机得到的向量 A接近人类高手的落子结果

b，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模拟人类下围棋的神经网络，然后得出一个下棋函数 F go

（）。当盘面走到任何一种情形的时候，Alpha Go 都可以通过调用函数 F go（）

计算的结果来得到最佳的落子结果 b可能的概率分布，并依据这个概率来挑选下

一步的动作。在第二阶段——策略网络的强化学习（即从 II 中学习）

阶段，Alpha Go 开始结合蒙特卡罗树搜索，不再机械地调用函数库，而类似于

一种人类进化的过程：Alpha Go 会和自己的老版本对弈。即，先使用 F_go（1）

和 F_go（1）对弈，得到了一定量的新棋谱，将这些新棋谱加入到训练集当中，

训练出新的 F_go（2）,再使用 F_go（2）和 F_go（1）对弈，以此类推，这样就

可以得到胜率更高的 F_go（n）。这样，Alpha Go 就可以不断改善它在第一阶段

学到的知识。在第三阶段——价值网络的强化学习阶段，Alpha Go 可以根据之

前获得的学习经验得出估值函数 v（s），用于预测策略网络自我对抗时棋盘盘面

s的结果。最后,则是将 F_go（）、v（s）以及蒙特卡罗树搜索三者相互配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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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F_go（）作为初始分开局，每局选择分数最高的方案落子，同时调用 v（s）

在比赛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就是 AlphaGo 给围棋带来的新搜索算法。它创新性地将蒙特卡罗模拟和价

值网络、策略网络结合起来训练深度神经网络。这样价值网络和策略网络相当于

AlphaGo 的两个大脑，策略网络负责在当前局面下判断“最好的”下一步，可以

理解为落子选择器；价值网络负责评估整体盘面的优劣，淘汰掉不值得深入计算

的走法，协助前者提高运算效率，可以理解为棋局评估器。通过两个“大脑”各

自选择的平均值，AlphaGo 最终决定怎样落子胜算最大。通过这种搜索算法，

AlphaGo 和其他围棋程序比赛的胜率达到了 99.8%。

AlphaGo 的飞快成长是任何一个围棋世界冠军都无法企及的。随着计算机性

能的不断增强，遍历蒙特卡罗搜索树将进一步提高命中概率。大量的计算机专家，

配合大量的世界围棋高手，在算法上不断革新，再配合不断成长的超级计算能力，

不断地从失败走向成功，最终打造出围棋人工智能。在 AlphaGo 击败李世石后，

欧洲围棋冠军樊麾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一个团队的集体智慧用科技的方式战

胜了人类数千年的经验积累。”人和机器其实没有站在对立面上，“是人类战胜了

人类”。

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

1． 判断题：请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相应的题号后填涂作答，正确的涂“A”，

错误的涂“B”。

（1）国际象棋的走法不超过 35×80 种。

（2）结构简单的棋类游戏可以通过对博弈树的“暴力”穷举搜索找出最优

走法。

（3）传统的计算机围棋程序能够完成全尺寸棋盘的蒙特卡罗树模拟并计算

最大胜率。

（4）函数 F_go(n)比 F_go(n-1)的胜率更高。

2. 填空题：请根据文意，分别填补文中Ⅰ、Ⅱ两处缺项，每空不超过 6个

字。

Ⅰ（ ） Ⅱ（ ）

3.多项选择题：备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请用 2B 铅笔在答题

卡相应的题号后填涂正确选项的序号、错选、少选均不得分。

（1）这篇文章开头认为围棋是人工智能在棋类比赛中最后弱项的原因是：

A. 围棋每一步可能的下法太多，无法使用穷举搜索

B. 围棋的规则对于计算机来说过于复杂，无法理解

C. 单一的计算机神经网络难以应对围棋的搜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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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围棋盘面局势的评估缺乏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支撑

（2）下列关于 AlphaGo“两个大脑”的说法正确的是:

A. 价值网络负责评估盘面优劣

B. 策略网络负责判断走法优劣

C. 策略网络能够协助价值网络提高运算效率

D. 价值网络和策略网络共同确定最终的落子位置

4.比较分析 AlphaGo 新算法与蒙特卡罗树搜素的不同之处。

要求：概括准确，层次清晰，文字简洁，不超过 250 字。

5. 请为本文写一篇内容摘要。

要求：全面、准确，条理清楚，不超过 300 字。

二、论证评价题：阅读给定材料，指出其中存在的 4处论证错误并分别说明

理由。请在答题卡上按序号分条作答，每一条先将论证错误写在“A”处(不超过

75 字)，再将相应理由写在“B”处(不超过 50 字)。(40 分）

上世纪 80 年代，M市高温首日经常出现在 6月中下旬至 7月，到 21 世纪，

往往还没到 6月中旬，M市气温就会蹿至 35℃以上，仅有两年的高温日到 7月才

出现。1981 年以来，M市 6-8 月高温日出现越来越频繁。可见，M市首个高温日

的出现时间越来越早，21 世纪后每年首个高温日出现时间肯定早于上世纪 80 年

代。

在 M市，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莫过于 7月。1997 年以来，高温日数逐渐增多。

截至 2018 年 7 月中旬，2018 年 M 市高于 35℃的日子已有 6个，比往年 7月的平

均数还多 2个。可以确定，这一年 M市 7 月的高温日总数将是 1997 年以来最多

的一年。另外据统计，M市 7月的高温日整体多于 6月和 8月，照此趋势，2018

年 8 月的高温日可能不会超过 7月。

近 30 年来，M 市 7月的夜温越来越高，1999 年以来 7 月的夜间最低气温普

遍超过 23℃，所以 2018 年 7 月下旬 M市夜间的最低气温不会低于 23℃。

同样近 30 年来，M 市 6～8月出现持续 3 天以上高温的总次数为 27 次，20

次都是在 2000 年以后出现的。2018 年 6 月和 7 月，M市已经分别出现了一次持

续 3天以上的高温。既然 2018 年 M 市出现 3 天以上的持续高温的次数已经超过

了近 30 年来的平均值，那么 8月份 M市不会出现 3天以上的持续高温天气。

30 年来，M市“城市热岛效应”愈发显著，城区与郊区的平均气温差值越来

越大。2018 年 7 月 M 市各区平均气温偏高，均超过 26.7℃，其中市中心 2 个城

区气温最高，其次是环市中心的其他 4个城区，2个郊区的气温最低。

（注：高温日为日最高气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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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作文题：阅读下列材料，按要求作答。（60 分）

材料一：细菌学家弗莱明的实验室里摆放着许多有毒细菌培养皿。多年来，

他试验了各种药剂，力图找到一种能杀灭这些细菌的理想药品，但一直未能成功。

1928 年的一个早晨，他在检查细菌的变化时，突然发现一个葡萄状球菌的培养

皿里长出了一团青色霉菌，并且其周围原来生长着的葡萄状球菌消失了。他进一

步研究发现，这种青色霉菌对其他多种有毒细菌同样具有杀灭作用，他把这种青

色霉菌分泌的杀菌物质称为青霉素。

材料二：1870 年，英国科学家克鲁克斯在做阴极射线管放电实验时，意外

发现管子附近的照相底片有模糊阴影，他判断是照相的干板有毛病；1890 年美

国科学家古德斯柏德在做相同的实验时也发现同样的现象，他归因于冲洗药水和

冲洗技术有问题；到了 1892 年，德国有些物理学家也观察到这一现象，但当时

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研究阴极射线的性质上，对此并没有警觉。直到 1895 年，

这一奇特现象才被德国物理学家伦琴敏锐地抓住，他反复研究实验，最终发现了

X射线，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材料三：丹麦文学家第谷三十年如一日观测天象，记录了 750 颗星相对位置

的变化，纠正了以往星表中的错误。但第谷不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科学抽象和概

括，终究未能揭示行星运动规律。临终前，他把自己所有的材料交给了学生开普

勒，要求他继续研究行星运动的理论。起初，开普勒以第谷宇宙体系为基本框架

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毫无所获，于是转而以哥白尼日心体系为基本框架展开研究。

他精于理论思维和数学推导，根据老师留下的大量一手资料，最终发现了天体运

动的三大定律，被誉为“天空立法者”。

参考给定材料，以“科学发现中的偶然”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

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鲜明，论证充分，条理清晰，语言流畅，字数 800～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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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考“事”信息、时政热点、真题演练，敬请关注华图教育事业单位公众号！

您对这份资料满意吗，扫码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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