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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1 编写目的   

深思围棋是一款引用 AI 引擎的智能围棋软件。用于帮助学棋者和棋友们提高围棋

布局和中盘水平的一款 AI 围棋软件。本说明将描述深思围棋 AI 软件的运行环境和具体

使用说明。介绍软件的功能说明。  
 

二、软件概述  

2 .1 主要特点  

深思围棋 AI 智能版采用 LEELAZERO 围棋 AI 引擎，通过分布式云端服务方式 ，将花费大

量计算功能的功能模块放置在云端服务器之上，而客户端只是做直接演示和操作功能。

大大降低了对终端客户硬件配置的要求，在客户端不需要 GPU 硬件支持，甚至在较低

配的计算机上都可以快速运行。进一步扩大了受益人群，或者大大降低了围棋老师升级

AI 教学的成本。 
 
 

 
 

1. AI 智能 CNN 要点提示 ：权重相当于电脑的感觉，权重要点的信息提示 
2. AI 深度思考 ：通过 AI 的计算，加深计算的深度，数据分析的越深，结果就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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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3. AI 棋局分析 ：对实战时棋局 黒白胜率趋势的变化 
4. AI 复盘研究 ：对已经对局完毕的棋局，作分析研究 
5. 支持对弈平台现场追踪和 AI 要点提示 ：现支持野狐，弈城，棋魂，KGS，IGS。 
6. AI 自学习功能，AI 水平棋力提升 （老师版） 
7. 人机对弈：支持 GNU GO 人机对弈。老师版增加了 AI 对弈引擎 里拉 LeelaZero 和 

金毛 PhoenixGo 的对弈。  
 

2 .2 软件运行   

本软件运行在 PC 及其兼容机上，支持 Windows XP, WINDOWS 7，Windows 10，需

要 64 位 WINDOWS 系统，不在支持 32 位系统。 
 

本软件采用云端计算，需要保持网络的畅通，需要安装互网络的连接。 

 

学生版：只需要 2G 以上内存 （若运行其它程序较多，需要更大的内存容量 ） 

老师版：需要 4G 以上内存  
 
如果是解压安装版，安装完毕后会在桌面创建一个快捷方式，直接点击相应图标，就可

以打开深思围棋的主界面，进行需要的软件操作。 
 
如果是解压压缩版：需要用户自已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并拖动到电脑桌面。 
 
注：如果要在 MAC 上运行，可安装 WINE 工具就可在 MAC 平台上运行深思围棋。，但第三方平台追踪功能将无法使

用。 

注：深思软件最好别装在系统启动的 C 盘，因它有大量缓存，最好装在有空闲空间的盘上。 

注：深思围棋自带内存检查，当发现内存不够的时候会强制关闭 一些功能。 （比如 深思功能，当内存消耗过多，当

打开深思功能，系统会自动关闭该功能，或者 自动重启程序） 

三、系统介绍 

3.1 用户信息和系统配置设置  

3.1.1 软件登录 

安装完毕后，第一次登录 进入软件登录界面，详细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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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通行证号 和密码 确定后即可进入深思围棋的主界面 
 
开通需要购买 深思围棋 有效的通行证和密码 ，没有通行证和密码的可上网订购  
https://deepthinkgohelper.com  , 也可联络我们开通试用帐号。 
 

 
 

3.1.2 密码修改 

点击  用户 菜单 ，出现下拉菜单 ，点击 密码修改  进入密码修改弹出 
窗口。就可对重新设置 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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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密码的输入，输入上次成功登录本系统所输入的密码即可。 
新密码的输入，输入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密码即可。 
输入完成后选择确定以确认修改。 
 

 

3.1.3 用户信息 

点击  用户 菜单 ，出现下拉菜单 ，点击 用户信息  进入用户信息提示 
窗口 
 

 
 
将显示用户的姓名和开始日期和截止日期。 点击 关闭 即可关闭该弹出窗口。 
 

3.1.4 用户设置  

点击  用户 菜单 ，出现下拉菜单 ，点击 用户设置  进入用户习惯设置 
窗口 
 



深思围棋 AI 版 V7.2 

 

 
可修改： 
 

● 复盘自动演示时，每步时间间隔 （毫秒)  
● 复盘时每步深度思考的秒数  
 
可选择： 
 

● 落子声音 
● 提示声音 
● 显示下一步提示点 
● 显示棋盘坐标  
● 显示图形棋盘边框 
● 增强棋盘边框 
 
棋盘窗体风格：（共有三种模式可选，并可设置 棋盘亮度 值） 
 

● TOM 
● STONEBASE 
● 简洁  
 

窗体风格 - TOM （默认） 



深思围棋 AI 版 V7.2 

 

 
 
窗体风格 - STONEBASE 

 
 
窗体风格 - 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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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配置（第三方）参数  

目前已支持电脑自动配置 踪追 第三方对弈平台的一些设置 ，不在需要手工设 
置 
 

 
 
 
目前支持追踪的对弈平台：野狐，弈城，棋魂，KGS 和 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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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显示最优路径  

可显示当前场景中 AI 电脑演示的 一些场景提示 
 

 
 
 

3.1.7 保存最优路径  

保存当前电脑选择的最优路径 
 
 

3.1.8 保存当前场景 

以 SGF 文件格式，保存当前的棋局 
 

3.1.9  语言支持 -- 中文  

设置当前软件系统语言 ，软件会根据系统的语种设置 选择成默认语言，如果是中文系

统，则会显示成中文（简体或者繁体），设置完毕需要退出程序，重新启动深思围

棋，则会显示中文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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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语言支持 -- 英文  

设置当前软件系统语言 -- 英文，设置完毕需要退出程序，重新启动深思围棋，则会显

示英文界面 
 
 

3.1.11 AI 辅助练习模式  

默认打开 使用 AI 辅助练习 

 
 

3.1.12  考试模式  

关闭 AI 辅助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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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置顶窗体  

将深思围棋窗口 放置在其它窗口的最上面。  
 
 

 

3.2 主界面 

3.2.1 主界面介绍 

进入系统主界面，详细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系统界面分为四个区域： 
1. 棋盘主界面区：主棋盘上在 AI 辅助打开的情况下，直接按权重大小顺序 以英

文字母 ABCDE 的顺序显示在棋盘之中  
2. AI CNN 权重要点信息区：具体显示 各权重要点的 CNN 数值 
3. AI 深思工作区：该功能没有打开时，该区合并一起，当功能打开时，分成上下两

个区 （如上图左下角）， 上区显示具体的深度思考胜率的结果分析，下区则

以小棋盘模式显示变化。 
4. 主棋盘下部是趋势胜率的变化图，随着对局进行，胜负趋势的变化。如果当中有

出现具大的趋势变化，往往这前面会是问题手或者好手筋出现。 
 
一进入主界面，就可在 AI 辅助下进行练习了： 
 

● 棋盘上会根据目前对局状况，而显示出当前应对的一些比较合适的选点位置 ，

非常直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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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根据深思模式的 CNN 权重值 显示着棋要点：A,B,C,D,E , 

 
下面我们对 AI 的辅助功能会进一步介绍 
 

3.3 主要功能介绍 

 

3.3.1 清空棋谱文件（Ｎ） 

清空主棋盘区域，重新开始研究。 
 
 
 

3.3.2 打开棋谱文件（O） 

打开保存的 SGF 文件进行复盘研究 ： 支持 SGF，SGG 格式 
 
注：SGG 为深思低版本棋谱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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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保存棋谱 

保存当前棋局 在 SGF 文件格式   
 
 

 

3.3.4 人机对弈 

支持和电脑 AI 的对弈 。 （AI 对弈需要 GPU 硬件支持） 
 
学生版 ：仅支持 GNU  GO （不需要 GPU 硬件支持） 

老师版：除了 GNU GO，还增加了 AI 对弈引擎里拉 LeelaZero 和金毛 PhoenixGo 的对

弈。  
 

 
 

3.3.5 复制第三方场景  

这个功能现在已经不在需要，用来拷贝第三方对弈场景 。 
 

3.3.6 保存棋盘图像  

保存当前研究的棋局 - bmp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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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编辑 SGF 棋谱 （multiGO)   

调用外部程序 MultiGO 进行棋谱的编辑功能 
 

 

 
 

3.3.8 退出 

退出 深思围棋  
 
 



深思围棋 AI 版 V7.2 

 

3.4 电脑 AI  

 

3.4.1 电脑单步摆棋（G）  F8 

 
由电脑随机走子 （注：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走法，只不过是电脑随机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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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电脑重新摆棋  Alt+Enter 

回到最开始研究 的位置，重新摆棋研究  

 

3.4.3 电脑自动摆棋  Ctrl+Enter 

老师版 带有的功能，电脑 AI 自动对弈，自学习提高的过程。（有空就可让机器自学习，

深思围棋经过一段时间自学习，可达 8D+水准。 

3.4.4 打开要点提示(电脑感觉） Ctrl+K 

控制电脑 AI 的提示 ： CNN 模型提示。 勾选中则会打开，不选中会关闭要点的显示。 

 

3.4.5 电脑深度思考  Ctrl+D 

电脑 AI 深度思考开关。 （或者 深思窗口区的 深思

按 键） 

 

当打开时，则会显示小棋盘深度思考显示 AI 深度思

考的一些变化，可通过 深思 旁边的按键来显示未来

趋势不同的变化 。 

 

点击 未来趋势 会在深思小棋盘下面显示出未来的趋

势变化 。 

 

切换思考窗：则将关闭或者显示 CNN 权重要点显示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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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自动追踪（第三方）场景 Ctrl+K 

当在第三方对弈平台下棋的时候 ，点开这个开关，第三方对弈平台的对局画面会显示在

深思围棋的主棋盘中，并会显示相应的  CNN 要点提示。 

 

随着对局的进行，深思围棋中同步对弈的画面。 并附有 AI 的 权重要点提示 

目前支持对弈平台有：野狐，弈城, 棋魂，KGS，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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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它功能 - 编辑  

3.5.1 悔棋 ( R )   Alt+Backspace 

悔棋 回退一步 
 

3.5.2 标记死子 

标记棋局中的死子 

 

3.5.3 点算胜负 

点算胜负 

3.5.4 棋子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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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替走子(A) :棋盘上交替

放黒白子 

● 添加黑子(B): 在棋盘上只

添加黒子 

● 添加白子(W)：在棋盘上

只添加白子 

 

 

 

 

 

标记棋子： 

● 字母 ： 按字母顺序标记棋子 

● 圆圈 ：将棋子加上 O 标记 

● 交叉 ：将棋子加上 X 标记 

● 方块 ：将棋子加上方块标记 

● 三角  ：将棋子加上 三角 标记 

● 删除标记：删除相应的标记 

 

3.5.5 对局控制 

● 第一手： Ctrl+home 

● 快退 : Ctrl + Left 

● 上一手： Left 

● 下一手：Right 

● 快进： Ctr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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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手：Ctrl+End 

 

3.5.6 自动控制 

控制对局的自动 演示  

 

3.5.7 研究模式 

● 开始研究 ：新加的棋子会标记顺序 1,2,3,4 …….  

● 重新研究 :  重新开始研究 

● 研究结束：结束研究状态 

 

 

 

3.6 视图 -- 控制显示 

3.6.1 工具栏和停靠窗口(T) 

● 控制工具栏 的显示  

● 控制电脑提示窗口的显示 : 控制信息

提示窗口的显示 

● 自定义：用户可自行设定系统的一些

快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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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Keyboard，处可设置 相应的快捷按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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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形势判断栏 (W) 

 

控制 ：最顶部 - 黒白胜负形势 的判断 概率 （显示与否） 

3.6.3   历史形势走势栏(H) 

 

控制： 下方的 历史形势是否显示 
 

 
 

3.7 帮助(H) 

3.7.1 深思围棋主页 (M) 

● http://deepthinkgo.cn 
 

3.7.2 深思围棋海外主页 (O) 

● https://deepthinkgohelper.com 
 

3.7.3 关于 深思围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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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工具栏 

 

从左到右： 

 
● 3.8.1 清空棋局  

● 3.8.2 打开棋局  

● 3.8.3 电脑自我学习  

● 3.8.4 自动追踪第三方  

● 3.8.5 棋盘显示控制 - 回到最开始 

● 3.8.6 棋盘显示控制 - 快退 

● 3.8.7 棋盘显示控制 - 回退 

● 3.8.8 棋盘显示控制 - 前进 

● 3.8.9 棋盘显示控制 - 快进 

● 3.8.10  棋盘显示控制 - 回到最后一步 

● 3.8.11  棋盘显示控制 - 自动演示 

● 3.8.12  棋盘显示控制 - 悔棋一步 

● 3.8.13  棋盘显示控制 - 回到最后一步 

● 3.8.14  显示最优路径 

● 3.8.15  开始研究 

● 3.8.16  重新研究 

● 3.8.17  结束研究 

● 3.8.18  关于深思 ： 点击下拉 可以定义 快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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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见问题解答  

４.１棋盘上的图标含义 

有时棋盘上会出现 一些 X，三角方框，园点 

● 三角是 深度思考达到 10000 步的选点建议。 

● X 是 比深度思考还要深的 大数据分析建议。（ X 的信息来源于 电脑自动

摆棋的 训练结果， 这个供参考。 可以看成是 一种变招） 

● 小方块是： 深度思考时 用 CNN 构建博弈树的 最优选择点。 

● 园点：一般为急所 

４.２AI 围棋的水平取决于两点： 

● 1. CNN 模型准确度。 

● 2. 深度思考的 构建速度和精度。 

 

简单的比喻是 CNN 打到 x 环。深度思考打到 x.y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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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深度思考中的含义 

 

黒方形势 – W:44.610% – (V:6904 S:42.786%) 

注：（A)前面的 W46.600%是最初第一步时的 胜率评估，W:46.030%是 未来走 n 步后

的胜率评估 

● v: 访问次数。 

● S: 评分，以胜率为基础。 基于基准的偏差值，越大越好。 

● D: 深度 

● W: 终端节点胜率。 

深度思考信息的选点应该根据结果从上到下排除法选择。但如果结果预期不好，那么你

就会选后面 预期结果好但可信度低的 选点。 

用户可以根据这几个数字综合考虑。v 越大，可靠性越大 （计算的深度越深，花费的时

间越多，占用服务器计算的资源也会越多)。 

 
 

４.４小棋盘很长时间没有变化，突然一下又出现了变化？ 

这是深思在做进一步深度分析时，如果它认为的最优解没变化，不会动，一旦最优解变

了，则跟着变化。深度思考第一行的 V 有没变化，这是总思考次数。（通常会一直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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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没有变化就说明服务器端计算被 卡住了，或者网络连接出现问题得不到及时的信

息反馈) 

 

４.５ Windows Installer 安装错误 

在 Win7 系统中安装软件的时候，出现无法访问 Windows installer 服务，windows 

installer 没有正确安装软件安装不上，遇到这样的错误要如何解决呢？故障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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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Windows Installer 安装详情 http://www.winwin7.com/JC/Win7JC-6991.html 

４.６ 出现系统文件丢失 api-ms-win-crt-heap-l1-1-0.dll 

电脑系统比较旧，可参考百度文章   无法启动此程序，因为计算机中丢失 api-ms-win 出

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本地 api-ms-win-crt-runtime-l1-1-0.dll 版本过低或者不存在。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for Visual Studio 2015 安装包的官方下载地址：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４.７ 系统安装后输入密码配置不对。 

● a.检查 INTERNET 网络是否正常连接 

● b. 检查系统安装目录 是否是安装在系统目录下面，有时程序设置了系统管理身

份限制，在系统目录下面不能修改 添加文档 user.ini . 请将程序安装在非系统区

域硬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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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自学习的数据是否可共享？  

深思围棋系统目录下的 deepthinking 和 thinking 子目录下面是电脑自学习所下载的信息，

尤其是老师版平时可通过这个功能，自我练习，提高分析的准确度和反应速度。 

如果安装到新机器，可在这两目录下面的文件 转 COPY 过去（文件通常会占用很多空

间会 较大） 

 

４.９深思围棋现在能达到什么水平，对使用者有什么要求？ 

AI 深思围棋 V7 需要对围棋有最基本的了解，知道如何行子，了解一些基本的吃子技巧

和做活手段，就可通过深思围棋参与使用和学习。 

对官子手筋的训练 V7 不在提供，可以参考 低版 V3.1 中当时有不少这方面的训练题目。 

● 目前学生版 （前教育版）： 可以达到 野狐 5~6D 水平。 

● 老师版（前标准版）：通过自我学习一段时间后，可达到野狐８D+水平  

水平也和 LeelaZero AI 引擎的版本有关，目前采用的 LeelaZero 为版本 LZ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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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软件下载  

软件 可通过我们的国内和国外官网下载  
 

● http://deepthinkgo.cn 
● https://deepthinkgohelper.com 

 
 

联络： 

 
● market@deepthinkgohelper.com 
● register@deepthinkgohelper.com 

 
微信： 

 国内：smartfish_liu 
 国外：toronto_johnliu 

 
五、服务订购 
 
零售可通过在线商城订购或者微信订购。 
 

https://deepthinkgohelper.com/?post_type=product 
 
批发请联络我们。欢迎 围棋老师采用深思围棋扩展 AI 教学模式。 
 
 

感谢您的使用，欢迎您参与 AI 围棋的推广和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