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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专家谈人工智能

AI 是未来网络智能化核心

运营商拥有的数据资产
具有场景来源丰富、覆盖面
全、
实时性强、
真实性高等优
质特征。

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

杨志强

在通信网络中引入人工智能，是通信
网 能 力 升 级 的 重 要 手 段 。通 信 行 业 实 现
“AI+通信”的愿景是将 AI 技术加持、赋能
到通信网络的设计、规划、运营、维护、业务
服务等每一个环节，实现每个环节的优化，
提升网络的能力和服务质量，大幅降低运
维运营成本。
目前我们主要考虑从两个方面开展积

极实践和探索，一是现网的智能化运维，主
要是围绕现网运维和业务服务过程中网维、
网优、市场、客服等领域的工作，针对高度依
赖专家和人力投入的场景，积极引入人工智
能技术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降本增效方
向转变。二是打造下一代的智慧网络，主要
是结合未来网络正在向 5G、NFV、SDN 方向
演进的技术趋势，打造下一代网络的新型智
慧大脑，实现对云化网络的智能编排、调度、
控制、运营等能力。中国移动正在积极布局
下一代智慧网络编排管理系统， 2017 年联
合 AT&T 推出了下一代网管网络编排器的
开源框架 ONAP，现已成为业界最有影响力
的开源社区之一。
下一代网络是运营商的未来，而人工智
能是实现下一代网络智能化大脑最核心、最
根本技术，所以运营商要从未来通信网络行
业生存和立足的战略高度来考虑在人工智
能上的投入。
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会进一步加快网
络朝着基础设施云化、网络功能虚拟化、软
件定义连接和白盒化硬件等方向发展。对现
有通信网络底层的网元、网管、IT 设备和系
统都会产生重要改变。
在生态上，随着 NFV/SDN、云计算、AI
等新兴技术的引入，运营商以往主要围绕
CT 技术形成的运营商、设备厂商、系统集成
商为主的产业链生态上下游和环境，必将随
之发生变化，将有更多的 IT 厂商、AI 厂商加
入到生态环境中。
中国移动聚焦电信行业场景，建设“九
天”人工智能平台，打造开放的人工智能基
础平台和核心能力，并开始在网络智能化、
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智能化等领域开展应

用 。比 如 ，中 国 移 动 自 主 研 发 的 智 能 客 服
“移娃”系统，单月与客户交互超 2 亿次，已
成为全球服务量最大的应答交互系统之
一。随着运营商对 AI 技术的积极引入和 AI
基础能力的建设，AI 技术和专业人才与各
业务环节形成紧密耦合，必将带来更好的
应用效果。
从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机器学习产生
突破性进展、实现由学术界到工业界规模
化应用的过程来看，数据、算法、算力三
要素缺一不可。云计算、X86 分布式集群
所带来的并行计算能力和海量存储能力，
以及 GPU、TPU 等专用硬件的使用，解
决了因算力不足算法无法被大规模数据
训练的困局。事实上，目前各行业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发现制约 AI 算法
训练和应用效果的重要因素是数据本身，
不仅包括所能收集的数据规模，也包括可
用于 AI 算法训练的人工标注的数据集规模
和质量。
凭借得天独厚的用户规模及网络优
势，运营商拥有的数据资产具有场景来源
丰富、覆盖面全、实时性强、真实性高等优
质特征，更重要的是，运营商通过客户服务
等 日 常 服 务 途 径 对 很 多 数 据 完 成 了“ 标
注”，形成了高价值的训练数据集，这些都
是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最核心和最有价
值原料，其价值不言而喻，促进人工智能广
泛应用的机会显而易见。但同时受用户隐
私、数据安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政策
法规未健全等因素的制约，如何使用这些
数据，充分发挥其数据资产的价值，推动人
工智能更好服务产业和社会，仍面临着重
大挑战。

以适用场景迭代化发展 AI
IBM 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电信行业
副合伙人 孙旭山

电信运营商利用人工智能在创造更好
的用户体验、创新业务营收、降低成本、高
效决策等四个方面将带来巨大甚至是颠覆
性的影响。

IBM 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认知业务
副合伙人 马冀

运营商大概十几年前就已经采用各类
数据挖掘技术分析自己的客户，它们在这
些方面的积累和人才的能力，比很多传统
企业有优势。
本报记者

李佳师

人工智能正在席卷全球，赋能越来越
多的行业。人工智能将给电信运营商的数
字化转型带来什么？将给电信运营商的网
络基础设施带来什么变量？将如何赋能电
信运营商？日前，《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
访了 IBM 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电信行业副合伙人孙旭山和 IBM 大中华
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认知业务副合伙人
马冀。
记者：电信行业应用人工智能将带来
哪些维度的改变？将分几个阶段实现这样
的愿景？
孙旭山：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电信
企业，目前很大的一个重点是流量运营，
由于移动终端的普及和视频图像等的高速
发展、物联网的高速发展，给运营商带来
了流量运营的高速发展以及大量的数据。
基于巨量的数据，电信运营商利用人
工智能在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创新业务
营收、降低成本、高效决策等四个方面将
带来巨大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
在客户互动体验方面，IBM 结合人
工 智 能 为电信运营商提供智慧营业厅方
案，在电信运营商的智慧营业厅里有 VR
体验，通过视频以及人工智能，可以根据
客户在营业厅停留时间、兴趣点以及排队
情绪等各种行为数据快速给出用户画像，
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提高客户互动式的
体验。我们利用自然语言的多轮对话能在

客服方面的体验上有更加细腻的服务，不
像原来客户打过来电话，听到的是冷冰冰
的机器人对话。通过视频数据判断客户年
龄与人群以及排队等候情况以及情绪，可
以快速决策是多增加柜台人手还是更多引
导进行自助助手服务。如果是老年人比较
多，则增加柜台客服，如果是年轻人比较
多，则可以引导进行自动柜员服务，快速
识别、快速调整服务等，大大提高营业厅
的效率。
新业务收入方面，基于人工智能实现
大数据变现，现在运营商拥有巨量数据，
这些数据没有人工智能很难挖掘到价值，
有了人工智能可以分出结构化数据、视频
数据等，挖掘创造出新的业务收入点。比
如运营商结合互联网加区块链再加人工智
能食品溯源管理，创造很多新的收入。
降低成本方面，通过人工智能营销更
有针对性，而基站投资方面结合流量，通
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解决网络的布
局、网络故障等，快速降低运营成本。
高效决策方面，运营商领导通过大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的分析能更准确地做出
决策。
记者：目前运营商虽然有很多数据，
但是面临着安全性、合规等严格限制，如
何更好地利用数据？由于体制机制、人
才、技术等方面的问题，运营商在利用数
据上有很大挑战，如何加速释放数据？
马冀： 电信运营商的数据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个人相关的数据。电信运营商的

数据在不违反隐私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恰
当的处理和运营是可以对公共管理、智慧交
通、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等问题的解决带来
很大帮助。比如一个地方人员过度密集、超
过一定限度，通过定位与人工智能就可以快
速判断发出预警，要求紧急疏散等等。
另一类是物联网视频数据。移动运营商
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食品溯源安全管理，
通过物联网采集蔬菜种植数据。物联网数据
经过人工智能转化，再通过大数据分析，有很
多应用。事实上物联网数据有大量的价值，
很多电信企业已经开始做更多的尝试应用。
记者：您觉得目前电信运营商利用数据
遇到的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应该如何推进
利用数据？
马冀：电信企业利用数据最大的挑战是
观念，要转换思维。利用数据变现，并不是直
接将数据拿出去销售，而是将这些数据挖掘
出来与其他行业结合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
孙旭山：运营商需要提高行业深度整合
的能力，将数据与其他行业进行整合，对外
输出更多的行业应用。
IBM 在北欧帮助电信运营商做了一个
项目，帮助他们利用手机信息，结合天气的
信息，去匹配刮风、雨天的数据，指导司机
安全驾驶，提示开灯，适时打开刮雨器，来
给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有一个运营商与 IBM 合作，是在东京
利用不同客户的习惯和移动的位置信息，规
划贩卖机上的物品、贩卖机的物流以及贩卖
机的位置等。事实上移动数据与行业结合有
很大的想象空间。
马冀： 运营商大概十几年前就已经采
用各类数据挖掘技术分析自己的客户，它
们在这些方面的积累和人才的能力，比很多
传统企业有优势。但是不能指望一个 AI 技
术就能给运营商带来很大收入上的变革，我
认为需要一点一滴去尝试、去做，一点一点
去找到应用场景和业务场景。不管是业务优
化还是创造新价值，都需要不断尝试不断去
迭代。
记者：运营商应该如何来推动 AI 战略
落地，如何布局 AI 生态？
孙旭山： AI 是一种能力，它需要逐步
建立，不是说今天找了某一个合作伙伴，做
了 几 个 AI 项 目 ， 这 个 企 业 就 具 有 了 AI 能
力，这是比较短视的行为。运营商构建 AI
战略需要有体系化的思路，逐步去建立。在
人才培养上，一方面要搭建自己的团队，另
一方面要与一些先进企业合作，开拓思维，
逐渐培养整个企业体系。
马冀： 从人才的角度看，AI 未来一定
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所以一定要培
养自己的人。自己培养 AI 应用人才并不如
想象中那么难。运营商研究 AI 并不是一定
要做科学家，而是要尽快让 AI 赋能自己、
服务客户。

开发人工智能
要做中长期规划
扩博智能 Clobotic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 陈丽苹

AI 能够在网络的运维管理自动化、预警
等方面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

扩博智能 Clobotics 解决方案总监

黄晓明

人工智能赋能电信运营商将主要体现
在对内和对外业务两个维度。
本报记者

李佳师

人工智能正在席卷全球，赋能越来越
多的行业。人工智能将给电信运营商的数
字化转型带来什么？将给电信运营商的网
络基础设施带来什么变量？将如何赋能电
信运营商？日前，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了
扩博智能 Clobotic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
营官陈丽苹以及扩博智能 Clobotics 解决
方案总监黄晓明。
记者：您认为电信行业应用人工智能
将带来哪些维度的改变？将分几个阶段实
现这样的愿景？
黄晓明：人工智能赋能电信运营商将
主要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业务两个维度。
从对内来看，人工智能，特别是机器视
觉在网络建设和网络优化方面能够发挥很
好的作用。移动通信网络从 2G 到 3G、4G、
5G，网点越来越密，对频段的要求、带宽要
求越来越高，对网点的选址特别是扇区点
应该放在哪里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随
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特大城市像
上海、北京等对建站的精细化程度要求越
来越高，会遇到以前传统建站碰不到的情
况。过去传统方式是工人到现场爬到一个
制高点或者楼顶，环拍几张照片来了解环
境、高楼、城中村包括璃墙体对信号的反射
等，其实对网络优化的人员来说还是很头
疼的。现在通过无人机、航拍机器视觉三维
建模的应用实现网络优化，能够迅速直观
判断选址。同样，对于已经建成的站址进行
优化也非常便利，因为城镇化加速、扇区日
常用户数随时在变，通过无人机与机器视
觉的结合能够非常便利地进行网络优化。
这样的测量方式是三维实时的，比传统的
二维测量要精准得多。包括清楚排查信号
干扰源等工作，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很方便
查找到干扰源。
从对外来看，运营商有很多行业客户，
比如像公安，如果通过无人机、人工智能就
可以实现自动化巡逻和自动化排查，能够
进行重大节假日、人流密集场所的舆情监
测，实时进行人流动向的预警、疏散以及引
导，就可以更智慧地进行警力安排调度。
无人机拍摄机器视觉应用的实时数据采集
和传输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我们在
很多地方人流密集区进行试验，如果没有
运营商的网络支持，不用运营商的网络，几
乎是无法成功飞行的，效果也不好。这给
运营商带来了新的业务空间，事实上，不仅
仅是在公安，很多行业客户和很多场景都
给运营商未来的新业务带来了新的增值空
间和想象空间。运营商目前正在积极推动
物联网的应用，智慧舆情监测、智慧警力调
度是一个案例。还有在城市管理方面对于
偷盗垃圾的实时监测，利用无人机+人工
智能的方案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
记者：电信运营商要加速应用人工智
能，
应该如何来构建相应的电信 AI 生态？
黄晓明：电信运营商在前端和后端都
需要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后端需要对 AI
的算法以及平台特别精通的合作伙伴，比
如扩博智能是一家专门做机器视觉的公
司，我们对算法有很深的研究。同时我们
也离不开运营商，因为运营商有网络，而且
我们要做的机器视觉方案通常需要的运算
量巨大，单机版很难实现，需要将很多应用
直接部署在云上。所以电信运营商需要
AI 公司，AI 企业也需要电信运营商。
运营商有强大的基础平台能力，前端
运营商有智能终端、智能硬件战略，可以打
造更丰富多彩的泛 AI 的生态圈，带动更多
的产业往前推进。
记者：
电信运营商有大量的数据，
在挖
掘数据、
释放数据价值方面，
电信运营商应

该如何来推进？
陈丽苹：我们与电信运营商的数据团队
有许多探讨，电信运营商手里有大量用户数
据，但要想进行数据运营，什么样的数据可以
拿出来，如何进行脱敏，目前没有一个政策基
调。关于运营商数据，有人说“运营商是守着
一个金矿不能挖，因为也有可能这个金矿下
面是火山”，不能乱动。如果不能做好阻隔，
数据拿出来还是挺危险的。
另外，运营商利用数据还有一个基因的
挑战。互联网思维很多时候是要先动起来，
先试先做，错了再改，再调整。运营商承载的
是重要国家基础设施，它的使命感不一样，对
很多创新不太敢去碰，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
的运营商守着这么多好的数据和机会，都无
法数字化转型成功。所以运营商只能与 ISV
合作，ISV 做一些他们不能做的，以这样的模
式来加速释放运营商的数据资源。
体制机制也是一个挑战，过去几年，运营
商组建了各自的投资公司，
通过入股第三方公
司、
建立合资公司、
参股等方式孵化生态圈，
将
在体制内部能实验的事情在体制外去尝试。
记者：AI 对运营商网络能够带来影响和
改变吗？
陈丽苹：大家不要把 AI 神秘化，AI 能够
在网络的信号、传输等各个方面的运维管理
自动化、预警等方面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是
人为管理的很多倍。
黄晓明：运营商的经营正在从过去的跑
马圈地到今天的精打细算，精打细算其实就
需要机器来辅助人类进行整个的规划，以及
更好地调动资源。整个过程中会用到大量的
算法和大量的人工智能。
记者：电信运营商推动 AI，在人才与体
制、
投资合资等方面应该如何布局？
陈丽苹：AI 人才现在是全行业缺人才，结
果就是人才特别贵，电信公司也会遇到招揽
顶尖人工、智能人才的难题。AI 人才能够在创
业公司、民营企业、BAT 拿其他行业五倍、十
倍的高薪。运营商要大力开发人工智能的话，
可以在非主营业务体制外单独成立核算机
构，用更长远的方式考核和推进，不能采用短
期 ROI 考核业务的方式来考核这个部门。要
做中长期规划投资，找到好的领路人，带着大
家潜心做五年、十年。推进电信业务和生态相
辅相成，做相关的中长期投资，这样能够从运
营、
运维、
业务层面、
生态层面带来改观。
记者：扩博智能目前的业务主要是在电
信领域吗？作为创业公司，现在公司的融资
情况如何？
陈丽苹：扩博智能四个创始人都是微软
公司出来的，现在有 60 多个员工，有十几个
博士，大部分是美国顶尖学校出来的，来自
Facebook、亚马逊、谷歌、华为、三星、百度等
公司。因为是做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公司，
所以我们招人的标准挺高的，有做硬件的又
有做软件的，有来自美国互联网，也有来自国
内互联网公司的。大家能凑在一起做一些踏
踏实实的人工智能落地的项目，销售能力也
比较强，因为我们有一个联合创始人是微软
大中华区负责云计算解决方案销售团队负责
人，投资人也很好。公司成立一年多，各个业
务发展都不错。
扩博智能一共做了两轮融资，
目前还在 A
轮，
第一轮是 GGV 投资首轮融资，
第二轮是去
年年底做的，由 KTB 领投，GGV 和首建投跟
投。扩博智能在融资做法基本上是小步快跑，
看好我们的投资人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谨慎
选择与我们气场契合的、价值观都比较像的
投资人。
“我觉得我们还挺幸运的。
”
电信是扩博智能比较早的行业方向之
一，风电等无人机全自动巡检，以及机器视觉
是新零售业务，但不做无人超市解决方案，主
要是提供企业服务，利用机器视觉去提高销
售执行、零售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