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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 AI 时代的“操作系统”—

TensorFlow 
事件：根据 Google 官方报道，谷歌于中国北京时间 2 月 16 日凌晨 2 点在加利福

尼亚州山景城举行了首届 TensorFlow Dev 峰会，会上 Google 宣布正式发布

TensorFlow 1.0 版本。 

 

 TensorFlow 究竟是什么？TensorFlow 实质上是一个编程系统，官方说法是一

个使用数据流图(data flow graphs)技术来进行数值计算的开源软件库。只要计

算任务可以表示为一个数据流图，我们就可以使用 Tensorflow 来构建数据流

图来描述计算任务，TensorFlow 则提供有用的工具来帮助用户组装“子图”

（常用于神经网络）。一旦输入端的所有数据准备好，节点将被分配到各种

计算设备完成异步并行运算。 

 

 TensorFlow 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带来了哪些好处？第一，TensorFlow 可以用来

计算包括神经网络在内的任何可使用数据流图来描述的任务，用户可以方便

地根据需要来构建数据流图，TensorFlow 提供大量工具组装和调用。第二，

TensorFlow 可以在任意具备 CPU 或者 GPU 的设备上运行，开发人员可以专

注于实现自己的想法，而不用去考虑硬件环境问题。第三，TensorFlow 可以

提升开发者所研究的东西产品化的效率，并且可以方便与同行们共享代码。

第四，能够帮助开发者充分利用硬件资源，最大化计算性能。 

 

 从开源一年多的成果来看 TensorFlow 开源的意义：对于谷歌自身来讲，其

开源 Tensorflow 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对比其他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工具，TensorFlow 已遥遥领先。对于产业界而言，Tensorflow 降低了行业准

入门槛，激发了大批创新应用。 一个 TensorFlow 典型应用是一名研究生 

Brett Kuprel 成功训练了一个可以在智能手机上实现诊断皮肤癌的算法，相关

论文《Dermatologist-level classification of skin cancer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s》

已经发表在 Nature 上，并成为了封面文章。 

 

 投资建议：Google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巨擘，其开源人工智能系统 Tensorflow

无论对于自身还是产业界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Tensorflow 1.0 的发布

更是代表这一人工智能时代“操作系统”正走向成熟，而基础软件的成熟往

往会带动产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拐点。我们继续强烈看好这一方向，重点推

荐科大讯飞、同花顺、东方网力、北部湾旅、思创医惠、浙大网新、和而泰

等。 

 

 风险提示：人工智能行业应用拓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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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于中国北京时间 2 月 16 日凌晨 2 点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举行了首届 TensorFlow 

Dev 峰会，会上 Google 宣布正式发布 TensorFlow 1.0 版本。 

 

这是谷歌在 2015 年 11 月宣布开源人工智能系统 TensorFlow（详细分析参见我们 2015 年

11 月的深度报告《谷歌来了，风更大了》http://dwz.cn/5jaVsY）之后的首次重磅发布会，在

一定程度上标志了 TensorFlow 这一人工智能时代“操作系统”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大部分

投资者可能对于 TensorFlow 究竟是什么、能够实现什么功能、未来如何发展仍然比较困惑，

本文将尝试从这几个角度入手，与大家共同探究这一人工智能时代的"安卓"系统。 

 

1. TensorFlow 究竟是什么？ 

 

TensorFlow 实质上是一个编程系统，官方说法是一个使用数据流图(data flow graphs)技术

来进行数值计算的开源软件库。只要计算任务可以表示为一个数据流图，我们就可以使用

Tensorflow 来构建数据流图来描述计算任务，TensorFlow 则提供有用的工具来帮助用户组装

“子图”（常用于神经网络）。一旦输入端的所有数据准备好，节点将被分配到各种计算设备

完成异步并行运算。 

 

图 1：数据流图中这些数据“线”可以代表传输多维数据数组，即“张量”

（tensor），张量从图中流过的直观图像是这个工具取名为“Tensorflow”的

原因 

 
资料来源：谷歌，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 TensorFlow 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带来了哪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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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TensorFlow 可以用来计算包括神经网络在内的任何可使用数据流图来描述的任务，用

户可以方便地根据需要来构建数据流图，TensorFlow 提供大量工具组装和调用。 

 

第二，TensorFlow 可以在任意具备 CPU 或者 GPU 的设备上运行，开发人员可以专注于实

现自己的想法，而不用去考虑硬件环境问题。 

 

第三，TensorFlow 可以提升开发者所研究的东西产品化的效率，并且可以方便与同行们共享

代码。 

 

第四，能够帮助开发者充分利用硬件资源，最大化计算性能。 

 

3. TensorFlow 的发展历程 

 

2011 年 

TensorFlow 的前身 DistBelief 诞生。它是谷歌推出的第一代内部深度学习系统，能够帮助谷

歌利用自家的数据中心构建大型的神经网络，可以应用于语音识别、图片搜索等等。但是，

DistBelief 本身存在一些限制：DistBelief 仅仅专注于神经网络算法，而且与谷歌内部的基础

架构联系紧密，该系统“几乎不可能与外部共享研究代码”，而且使用起来比较难设臵。 

 

2015 年 11 月 

谷歌正式开源了其第二代人工智能系统 TensorFlow。按某些标准计算，TensorFlow 的运行

速度相当于 DistBelief 的 3 倍。此次开源的 TensorFlow 仅是单机版，其最大特点分布式计算

能力无法发挥。 

 

2016 年 4 月 14 日 

Google 发布了分布式 TensorFlow，版本号为 0.8，这是 TensorFlow 发布之后的比较重大的

版本更新。该版本支持异构设备分布式计算，它能够在各个硬件平台上自动运行模型。Google

的博文介绍了 TensorFlow 在图像分类的任务中，在 100 个 GPUs 和不到 65 小时的训练时

间下，达到了 78%的正确率。 

 

图 2：分布式 TensorFlow 可以加快训练生成网络的速度，使用 100 个 GPUs 能达到 56 

倍 

 
资料来源：谷歌，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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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TensorFlow 发布对 iOS 的支持的新版本，版本号为 0.9。 

 

图 3：TensorFlow 0.9 版本实现了对多个软硬件环境的支持 

 
资料来源：谷歌，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017 年 2 月 

TensorFlow 1.0 版本正式发布。TensorFlow 1.0 除了速度、灵活性都有了大幅提高之外，更

是集成了集成了最热门的机器学习框架之一 Keras 以及可视化工具 TensorBoard。  

 

图 4：TensorBoard 可以用来学习如何可视化 TensorFlow 图形、监控训练性能，以及探索模

型如何表示数据等等 

 
资料来源：谷歌，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4. 从一年多的成果来看 TensorFlow 开源的意义 

 

对于谷歌自身来讲，其开源 Tensorflow 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从下图可以看到，对比

其他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工具，TensorFlow 已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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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自从 2015 年底 Tensorflow 开源后其评分一路上升，目前已经遥遥领先其他人工智能平台 

 
资料来源：谷歌，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对于产业界而言，Tensorflow 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激发了大批创新应用。 一个 TensorFlow

典型应用是一名研究生 Brett Kuprel成功训练了一个可以在智能手机上实现诊断皮肤癌的算

法，相关论文《Dermatologist-level classification of skin cancer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s》

已经发表在 Nature 上，并成为了封面文章。 

 

图 6：使用 tensorFlow 实现可以在智能手机上实现诊断皮肤

癌的算法 

 
资料来源：谷歌，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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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建议 

 

Google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巨擘，其开源人工智能系统 Tensorflow 无论对于自身还是产业界

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Tensorflow 1.0 的发布更是代表这一人工智能时代“操作系统”

正走向成熟，而基础软件的成熟往往会带动产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拐点。我们继续强烈看好

这一方向，重点推荐科大讯飞、同花顺、东方网力、北部湾旅、思创医惠、浙大网新、和而

泰等。 

 

6. 风险提示 

 

人工智能应用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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