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6 2019年7月9日
编辑：诸玲珍 电话：010-88559290 E-mail：zhulzh@cena.com.cn

人工智能作为未来全球产业竞

争力的关键获得全球各国的共识。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2月签发了

名为“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

先地位”的总统令，强调美国必须推

动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要保持美

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英

国秉持稳重、冷静的态度推进人工

智能发展，更注重人工智能基础性

研究。法国政府日前公布国家发展

人工智能战略计划，预定在 2022 年

以前斥资 6.65 亿欧元，将利用法国

在数学研究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人

工智能发展提升到全球最高水平。

日本和韩国相继发布人工智能国家

战略，加快完善人工智能发展顶层

设计。

从产业规模看，根据统计，2018

年全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市场规模

超过555.7亿美元，相较于2017年同

比增长 50.2%。赛迪研究院的数据

显示，截至2019年3月底，全球活跃

人工智能企业达到 5386 家，其中美

国为 2169 家、中国大陆为 1189 家、

英国为 404 家、加拿大 303 家、印度

则是 169 家。全球范围内美国与中

国投资较为密集，其次为欧洲、印

度、以色列。

本报讯 近期，美国注册反欺

诈审查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er-

tified Fraud Examiners，简称“ACFE”）

与全球数据分析领域的领导者 SAS

合作进行的一项跨行业全球调查显

示，约有 25％的组织有意向将在未

来两年内应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来侦测欺诈行为，增幅已近 200％，

但是当前却仅有13％的组织在欺诈

侦测中真正采用了该项技术。因

此，AI 和机器学习必将成为未来反

欺诈解决方案的技术发展方向。

在刚刚发布的反欺诈技术基准

分析报告中，1000多名ACFE成员提

供了有关其雇主使用前沿技术打击欺

诈的相关数据，ACFE的审查师以及

SAS的分析专家对此也进行深入审查。

值得注意的趋势包括：生物识

别 技 术 的 兴 起 。 约 1/4 的 组 织

（26％）在反欺诈项目中使用生物识

别技术；另有 16％预计到 2021 年将

正式部署生物识别技术。

不断增加研发预算。超过一半

的组织（55％）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增

加反欺诈技术的研发预算。

优化数据分析技术。到2021年，

预计近 3/4 的组织（72％）将使用自

动侦测、异常报告和异常侦测技术。

大约一半的组织将使用预测分析及

建模（从30％增加至52％）和可视化

分析（从35％增加至47％）技术。

“随着犯罪分子借用新技术实

施欺诈并给受害者造成大量损失，

反欺诈专业人士必须采用更先进的

技术来阻止他们。”ACFE 总裁兼

CEO Bruce Dorris说道，“但究竟哪

种技术能够有效帮助组织，防范并

阻止愈发频繁的欺诈问题？若能解

决这个问题对于成功实施新的反欺

诈技术而言至关重要。”该项研究共

吸引 67 个组织参与，占全球参与研

究的组织总数的 6％。反欺诈技术

基准分析报告中有数据显示，在所有

亚太区参与研究的组织中，自动风险

预测及商务规则技术最受关注，有超

过60％的组织表示目前已经采用该

项技术实现反欺诈。另外还有21％

的组织表示会在未来2年内进行部

署。此外，异常报告与侦测技术也是

反欺诈的另一个技术主攻方向，超过

半数（55％）的组织表示已经部署并

实施该项技术来应对欺诈问题。

本报讯 7 月 2 日，上海人工

智能发展联盟一届一次理事会在

上海召开，本次会议标志着上海人

工智能发展联盟正式宣告成立。

会上，上海第二批人工智能应用场

景需求也同步发布。

据介绍，此次成立的上海人

工智能发展联盟，以服务上海打

造人工智能高地为总体目标，主

要以会员大会作为决策机构，并

在此基础上设指导委员会、联盟

理事会及专业委员会。目前，已

有 55 家单位加入联盟理事会，百

余家人工智能不同领域的单位成

为联盟会员。为推进搭建政、产、

学、研、资、用资源协同平台任务

的落地，联盟理事会成员不仅包

含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东华

大学、同济大学等一流学府，还邀

请了上海顶尖的人工智能先锋企

业，如科大讯飞、商汤科技、依图、

寒武纪等。下一步，联盟将主要

围绕“赋能、创新、合作”三大愿景

在产业推动、应用使能、人才集

聚、智库研究、资源共享、品牌共

建等六个方面开展相关工作。

上海市第二批人工智能应用

场景需求征集发布以来，吸引近

200个不同行业单位的响应，经筛

选确认，最终有 28 个场景脱颖而

出，其中包括AI赋能上海地铁、公

交、垃圾分类、融媒体发展等。这

些场景主要呈现四方面特征：一是

紧扣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打

造应用场景示范区。二是聚焦涉

及面广、带动性强的应用场景。三

是突出高端引领、打造国际人工智

能应用场景。四是破解痛点问题、

显著提升市民感受度。

本报讯 7 月 3 日 ，“Baidu

Create 2019”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

在北京举办。百度创始人、董事长

兼 CEO 李彦宏表示，人工智能正

在唤醒万物，催生万千产业智能

化。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的融会

贯通，将掀起产业智能化新浪潮。

在活动现场，李彦宏介绍百度

自主泊车解决方案最新进展，并向

观众展示了实景拍摄的自主泊车

过程。据悉，百度自主泊车解决方

案目前已拿到多个车企的合作订

单，今年将实现量产落地，让一部

分人实现“最后一公里自由”。

除了智能交通以外，百度在

智 能 金 融 方 面 也 取 得 了 进 展 。

在活动现场，百度和浦发银行联

合培养的超级员工小浦首次与观

众见面亮相。李彦宏介绍，小浦

能有出色的表现，源于她有一个

超级大脑：她不仅体现了百度 AI

在深度学习、人机交互等领域领先

业内的技术水准，也是百度智能云

在探索AI与产业落地融合中的重

大突破。

对于“数字人”的诞生，李彦宏

表示，随着人们生活的在线化和数

字化，服务的需求量将变得更大，

也更加个性化。未来，在旅游咨

询、医疗健康、移动通信等领域，数

字人都将大显身手。对每个用户

来说，数字人都是为你私人订制并

且终身服务的。“她”不会记错信

息、不会受情绪干扰，不但对所有

业务倒背如流，还会不断充实新的

知识，既能干又让人放心。据悉，

这位“超级员工”将于今年年内正

式发布。

本报讯 近日，以“云数赋能

智领未来”为主题的浪潮 2019 云

数智中国行武汉站峰会举行，此次

活动吸引了1000多名政企界人士

与会。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兴山在

发表主题演讲中表示：“AI成为新

型生产工具，不但是一种技术，更

是各行各业的倍增器。浪潮将不

断完善湖北数字经济产业链和生

态体系，推动湖北新型互联网产

业发展，加快数字湖北建设。”

数字政府和智慧企业是云数

智融合的两大场景，浪潮对此有

着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实践。浪

潮云副总裁颜亮在演讲中表示，云

平台已经成为支撑用户数字化转

型的核心，云、数、智、5G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协同发展、融合创新，

才能推动政府、企业真正实现智能

升级，成就智慧政府、智慧企业、智

慧城市。

由技术创新引领的企业数字

化转型同样势不可当。在浪潮集

团副总裁魏代森看来，企业数字化

转型需要由从“互联网+”到“智

能+”，不断融合新技术打造智能云

ERP。企业应用软件与工业互联网

融通发展将构建新一代云ERP平

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

撑。峰会上，武汉工业控股集团科

技发展部副部长李烈夫分享了武汉

工业控股集团运用浪潮云ERP解

决方案实现数字化转型具体实践。

本报讯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教育联合实验室”近日发布人工智

能教学与实验示范体系。该实验

室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与

中科智能之星（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共建。该成果旨在推进我国人

工智能教育向更加系统化、科学

化、规范化、普惠化的方向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

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

方式，其人才培养、教育培训一直是

业内关注的重点。该联合实验室自

2016年揭牌成立以来，面向智能科

学与技术领域科学教育与传播工

作，凝聚与推动科研机构将人工智

能研究与科普教育工作深度融合。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副总工

程师孙哲南介绍，人工智能教学与

实验示范体系包括人工智能示范

课程、人工智能示范教材以及人工

智能开发实践示范平台。

人工智能示范课程目前包括

中小学版与中高职版两套体系，分

别从不同主体的需求出发进行课

程设计。人工智能示范教材包含

面向小学、中学以及高中阶段的

《AI探秘》系列示范教材和面向中

高职教育的系列《AI 实训手册》。

人工智能开发实践示范平台集成

了当前人工智能应用的一系列实

践开发教学平台与教学设备。

据介绍，系列成果历经三年开

发时间，旨在将中科院自动化研究

所在人工智能前沿的科研成果转

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推动我

国人工智能知识教育的原始创新。

“如何使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与

知识让不同年龄段、不同认知基础

的学生群体愉快地接受，是我们三

年来一直不断尝试、探索的关键。”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董

晶说，人工智能教学与实验示范体

系本着“寓教于乐”的理念，并非让

孩子们深入学习人工智能技术的

理论知识体系，而是培养其对前沿

科技的探索思维和兴趣，为未来适

应智能化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

从“可以用”到“很好用”
人工智能还要迈过许多坎

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
袁振 严佳龙

人工智能（AI）是研究、开
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
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
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被认为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
分支。人工智能的产业化进
程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
2000 年后进入加速发展时
代。2006年以后，随着算法的
进步、全球数据量爆发式增
长，以及计算能力大幅度提
升，人工智能产业将席卷全
球，人工智能的应用产业化也
开始爆发式增长。

未来依然是中美主导全球人工

智能的发展。算法的成熟、大规模

的投入和平台型厂商的推广是 AI

场景化加速的主要原因。在互联网

时代，中美占据了先机，涌现出一批

世界级的互联网和 IT 企业，在“人

工智能+”时代，这些企业依托强大

的平台运营和资源整合能力，依然

是人工智能产业龙头。同时，不论

是机器学习、生物识别，还是自动驾

驶等，都需要庞大的数据作为“训

练”“学习”的支撑。美国在训练的

数据处理基础理论、芯片软硬件水

平方面全球遥遥领先，中国拥有全

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规模、全球最

大的人才储备规模，这些条件其他

国家不具备。

人工智能产业未来的道路布满

了崎岖和坎坷。回顾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历程经历了“三起两落”，两次过高

的预期难以得到实现。目前人工智能

的崛起，更多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突

破，特别是基础技术图像、语音和语

义识别技术。人工智能正处于从“不

能用”到“可以用”的技术拐点，但是

距离“很好用”还有诸多瓶颈。在强人

工智能尚未看到明显希望的前提下，

弱人工智能的本质和前提是通过分

析大量历史数据，从中学习总结相应

的知识，建立相关模型对以往的数据

进行解释并预测未来的数据。AI 企

业商业化道路还处于早期阶段，从全

社会看，AI在企业的渗透率偏低，过

分依赖场景和数据，同时还有很多技

术有待突破。

人工智能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有

赖于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变。当前，

人工智能不断推动经济自动化和社

会智能化。短期内，人工智能将导

致一些重复操作的就业岗位减少。

但是，人工智能减少就业并不是必

然的。人工智能平台通过应用接口

（API）接入大量增值应用（APP），可

以为开发者创造广泛的灵活就业机

会。需要人类来支持人工智能的实

现并监督其应用。人工智能不是完

全消除对工作人员的需求，而是加

强现有的系统和过程。Gartner公司

预测，在两年之内，人工智能将创造

230 万个就业机会，同时只会减少

180 万个就业机会。随着人工智能

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前沿并在实际应

用中快速推进，人工智能在技术能

力层面上对社会治理也提出新要

求：一是如何界定人工智能决策的

带来的责任和义务，二是如何预防

严重依赖人工智能运作的社会系统

带来混乱。在解决一系列法律以及

伦理问题的前提下，人工智能才能

进一步实现健康和持续的发展。

一般而言，人工智能产业链可

以分为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基

础层是整个产业的基础，也是高投

入、高回报的产业，主要是研发硬件

及软件，如芯片、传感器、数据资源、

云计算平台等，为人工智能提供数

据及算力支撑。技术层和应用层门

槛稍低，是众多创业企业的切入点。

美国在基础层和技术层的 AI

企业数量约是中国的两倍，美国的

产业发展从底层技术开始再向上游

应用拓展，而中国则更多在应用侧

进行创新，逐步向底层技术进行渗

透。亚马逊、谷歌、Facebook和 IBM

引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作为互

联网时代的巨头企业，他们拥有更

多的资源来收集数据，从而拥有更

多的数据可供使用。谷歌公司是第

一家大规模开展人工智能研究的公

司，名为“谷歌大脑”的研究项目涵

盖了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理解、机器

学习算法和技术以及机器人技术等

领域。中国的百度、科大讯飞、阿

里、腾讯等企业也在人工智能领域

大展拳脚。

在人工智能产品中硬件产品占

比超过 50%，计算芯片及智能传感

器比重最大。2017年全球传感器市

场为 269 亿美元，预计 2023 年达到

706 亿美元，而 2023 年全球人工智

能芯片市场规模也将达到 108 亿美

元。目前，美国、欧洲、日本依托多

年的积累，在基础层占据明显的优

势。霍尼韦尔、博世、ABB等国际巨

头全面布局了智能传感器，基本处

于垄断地位。在智能芯片领域，英

伟达、高通、英特尔、德州仪器等企

业一直是该领域的核心企业，控制

着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命脉，中国

的华为、地平线、寒武纪等企业在不

断追赶。

目前，全球人工智能的投融资主

要集中在AI+（垂直行业）、计算机视

觉、数据服务和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中国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所属领域分

布中，计算机视觉领域拥有最多创业

公司，旷世科技、云从科技等企业均

从这个领域开始发力，另外一个集中

的领域是服务机器人，其次是语音及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智能医疗、机器

学习、智能驾驶等也是相对比较热门

的领域之一。人工智能驱动经济向服

务化、高端化方向转型，驱动社会向

灵活化、智慧化方向转型。借助人工

智能，传统的商业和行业可以获取额

外的高附加值。

人工智能取得快速发展
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市场规模超过 555.7 亿美元，相较
于2017年同比增长50.2%。

人工智能产品硬件占比超过50%
基础层是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

基础，也是高投入、高回报的产
业，主要是研发硬件及软件。

人工智能距离“很好用”还有诸多瓶颈
算法的成熟、大规模的投入和

平台型厂商的推广是AI场景化加速
的主要原因。

上海人工智能发展联盟

在沪成立

百度AI开发者大会

在北京举办

浪潮云数智技术与应用峰会

武汉站举行

人工智能教学与实验示范体系

正式发布

到2021年欺诈侦测中AI应用量将增至3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