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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场景
赋能相关产业

在这 15 个平台中，涉及到细分
行业领域的有交通领域自动驾驶、
城市服务行业城市大脑、金融、教
育、智能家居及智慧医疗等，基本
涵盖了一级行业领域。而这些面向
行业的人工智能开放平台之所以能
够入选，和它们在行业市场的影响
力息息相关。

例如京东构建的智能供应链平
台，“知其所想，投其所好”，在未
来的零售场景中，将不再是一句口
号，只需戴上京东 AI 与悉见科技共
同打造的“超级眼镜”，将实现智能
导 购 的 信 息 可 视 化 。 以 “ 超 级 眼
镜”为代表的智能供应链平台将为
现代供应链的生产、流通、消费三
大应用场景助力。京东将依托人工
智能技术与供应链系统，通过创新
创业、全产业链合作，打造智能供
应链产业生态，构建多方参与的中
国智能供应链开放平台，推进智能
供应链战略发展和产业升级。

阿里云构建的城市大脑成果引
人注目。在杭州萧山，一辆救护车
从曹家桥地铁站附近出发，几十分
钟里，没有遇上一个红灯。这是城
市大脑“一键护航”功能测试时的
场景，通过协调救护车、120 指挥
台、交通队和道路信号灯信息，数
据和科技能在人命关天的时刻抢回
宝 贵 的 时 间 。 紧 急 车 辆 “ 一 键 护
航”是阿里云城市大脑的重大核心
原创成果之一。

阿里云数据智能事业部产品总监
朱金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阿里
云城市大脑自推广以来，在不同领域
创造着诸多新的价值。目前已经落地
的案例包括交通优化、高速自由流收
费、社区安全、旅游体验优化、航空
优化、智慧城管等，这些都是非常具
有发展潜力的应用场景，未来10年城
市大脑将实现城市的全面智慧治理。”

小米智能家居大大丰富了用户
家庭应用场景，并因此走入千家万
户。听音乐、查天气、定闹钟、打
电话、搜索信息，同时与空气净化
器、扫地机器人、电饭煲、台灯、
空调等物联网智能设备联动，通过
小米人工智能助理“小爱同学”，这
一切可轻松实现。小米已经将自己

的领地推进到了智能客厅、卧室、
卫生间、厨房、个护、运动出行、
影音文娱、生活方式等场景。小米
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小米人工智
能开放平台是一个以智能家居需求
场景为出发点，为用户、软硬件厂
商和个人开发者提供智能场景及软
硬件生态服务的开放创新平台。

“此次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更加注重人工智能应用的重点
细分领域，与产业相结合并赋予其
生命力。未来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落地将更为丰富，也更为多元，如
在农业、工业等方面，人工智能还
大有可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
研究所人工智能部主任孙明俊表示。

“AI+”驱动
推进普惠社会

以上这些场景是人工智能赋能百
业的一个缩影，也是智能时代的全新
开端。

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认为，
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清
晰，人工智能向着人类智慧继续靠
近，从“专才”向“通才”发展。
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日益融合，人
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给我们带来以

“AI+”为标志的普惠型智能社会。
腾讯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目前，腾讯已建立四大
AI实验室，涵盖AI从全面基础研究到
多种应用开发，同时还建立了前沿科
技探索的实验室矩阵，涵盖机器人、
量子计算、5G、边缘计算、物联网
等，打造面向未来的“科技引擎”。

在教育领域，好未来集团首席
技术官兼开放平台事业部总裁黄琰
表示，智慧教育国家开放创新平台
建设，将面向教育改革创新和教育
行业发展的需求，为行业中的教育
教学机构、教育科技企业、教育从
业者等各参与方提供从技术、解决
方案到产业化应用的全场景、全过
程、全周期智慧教育服务支持。开
放平台将分为三个部分：智慧教育
技术赋能平台、智慧教育解决方案
开放平台和智慧教育产业开放平台。

平安集团是唯一入选的金融机
构，这一次，AI等技术的突破拓展了
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促进金融服
务更加智能化和个性化。提及普惠金

融，最突出的问题是小微融资难、融
资贵等。截至2019年上半年，平安普
惠已经服务了超过1100万小微为主的

普惠金融人群。“AI+金融”使得金融
机构的服务触及到更多尚未覆盖的群
体，同时降低金融机构的服务与运营

成本，进一步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此次花落华为的“基础软硬件

平 台 ”， 主 打 的 则 是 “ 全 栈 全 场
景” 概念。华为人工智能基础软硬
件平台，总体分为 AI 基础硬件层、
AI 基础软件层、AI 开发服务层，主
要是依托华为自研的芯片、板卡、
基础算子库、基础框架软件，进行
全栈优化，并提供全流程的、开放
的基础平台类服务。

“人工智能时代是由大量的数据
驱动的，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支撑起
全行业的智能化改造，所以开放平
台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平台的开
放不仅能够汇聚更多的数据，而且
核心技术能力的开放同样能够汇聚
产业相关企业发挥其创新能力，在
平台和生态之上打造自身的价值，
为社会带来福利。”赛迪顾问人工智
能产业研究中心分析师杜欣泽对本
报说。

规划加速
助力转型升级

面向未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开放创新平台将着重建设哪些方
面？

今年8月，科技部印发了《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工
作指引》。根据 《指引》，“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建设原
则包括：应用为牵引、企业为主体、
市场化机制、协同式创新。其重点任
务为：开展细分领域的技术创新、促
进成果扩散与转化应用、提供开放共
享服务、引导中小微企业和行业开发
者创新创业。

科大讯飞作为首批入选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成员，其
智能语音平台为我国AI产业转型升级
持续发力。2010年，科大讯飞发布了
以智能语音和人机交互为核心的人工
智能开放平台——讯飞开放平台，并
基于该平台相继推出讯飞输入法、讯
飞听见等示范性应用。2017 年 12 月
11 日，依托科大讯飞的认知智能技
术，科技部批准建设了我国首个认知
智能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大讯飞 AI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刘聪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说：“近两
年来，实验室在认知智能技术的多
个方面研究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比如在面向认知计算的深度学习共

性技术方面，提出了多项领先的核
心技术。相关技术已经应用于讯飞
翻译机、讯飞听见等热门产品中，
服务于博鳌亚洲论坛等。”

据悉，伴随着智能语音核心技
术的持续提升，目前，讯飞输入法
累计终端用户数超过7亿，活跃用户
数 超 过 1.4 亿 ， 通 用 语 音 识 别 率
98%，支持方言种类 23 种，输入法、
翻译机等自有产品持续发展。

明略科技的“智能营销”平台
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客户关系
管理等技术，从多源异构的海量信
息开始，帮助企业在数据中发现规
律，实现智能决策。

明略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吴明
辉对本报表示：“入选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意味着我们
要在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人工智能服
务并建立相应的可持续机制和生态
方面做出更大努力。”明略科技首席
科学家兼明略科学院院长、营销智
能国家平台负责人吴信东认为，将
消费者千人千面、动态变化的个性
化、碎片化需求同企业的生产营销
和品牌建设相结合，营销智能的社
会和经济价值不可限量。“我们希望
携手将这个平台建设成为一个一流
的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依图科技则表示，将依托其先进
的芯片设计及世界级算法，建设“视
觉计算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平
台”，促进芯片设计与人工智能的结
合，推动视觉计算生态体系的建设，
提高人工智能落地的广度和深度。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是中国人工智能战略和生态的重
要基础设施，作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供应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依图科技
将充分发挥技术和产品优势，推动视
觉计算领域形成上层应用的开发生
态，围绕视觉计算方向打造开发合作
联盟，支持我国人工智能行业的技术
深耕和独立自主的软硬件核心研发，
运用科技创新解决世界级命题。”依
图科技首席技术官颜水成博士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

“未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将由点及面，更广范围地覆
盖社会的生产生活领域。基于创新平
台形成全新的生态协作方式和商业模
式，利用平台的架构之力，引领我国
人工智能茁壮健康发展，加速我国全
行业全领域的智能化转型升级。”杜
欣泽表示。

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
推动世界从互联信息时代进入智能信息时代，
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颠覆性影响。人工
智能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将给人类社会发
展进步带来强大新动能，实现创新式发展。

从科学层面看，人工智能跨越认知科学、
神经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具有高
度交叉性；从技术层面看，人工智能包含计算
机视觉、机器学习、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
等多个领域，具有极强专业性；从产业层面
看，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医
疗、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具有内

在融合性；从社会层面看，人工智能给社会治
理、隐私保护、伦理道德等带来新的影响，具
有全面渗透性。目前，在边界清晰、规则明
确、任务规范的特定应用场景下 （如下围棋、
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设计出的智能体表现出
较好的专用智能。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从
专用人工智能、人机共存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
转变。可以预见，通过科学研究的牵引、应用
技术的交叉，人工智能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实现
创新式发展。

人工智能为人类认识世界引入新范式，
增强科学发现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是相

关学科不断交叉融合、遵循不同范式的发展
过程。从符号主义、逻辑推理、知识工程到
连接主义，从大数据驱动小任务到小数据驱
动大任务，从神经形态类脑智能到量子计算
智能，人工智能的新范式不断增强人类认识
世界的能力。传统的科学研究引入新范式
后，研究效能得到了极大提升。

人工智能为人类理解世界创造新工具，
扩展外界认知能力。人工智能创造各种技术
帮助人类理解复杂的拥有巨量信息的世界。
计算机视觉技术利用感知世界的每一个像
素，增强人们观察场景的敏锐度。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通过深度语义分析，改善人和机器
的交流互动。知识计算引擎与知识服务技术
帮助我们搜集获取海量知识，进而挖掘关
系，形成新的知识图谱。自主无人系统可以
利用其不怕热、不怕冷、不怕压等特性，涉
足人类无法到达或难以忍受的极端环境，帮
助我们探测未知世界。

人工智能为人类改造世界形成新业态，
增强产业发展能力。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
融合，不仅能提高产业发展的效率，更可以
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新业态，构成新
的创新生态圈，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工智能为人类管理自身构建新模式，
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社会规范有序是人类的
共同愿望，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是实现这
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消除
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时预测和
感知突发舆情；通过对汇聚到一起的多种传
感器感知到的社会公共情况进行连续监测，
智能预警各种公共安全事件。需要强调的
是，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在推行过程中，也要
解决其和固有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数据使
用的隐私保护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发展带来
了新的机遇。为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全
世界的人工智能领域参与者应坚持共创、共
享、共赢理念，共同创造知识，共同分享技
术，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共赢。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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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茶座

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
国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再添生力军——

在前期批准百度、阿里云、腾讯、科大讯飞、商汤等
建设5个平台的基础上，新一批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名单公布，依图、明略科技、华为、中国
平安、海康威视、京东、旷视科技、360、好未来、小米
等10家公司入选。

专家认为，从5家扩充到15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开放创新平台的扩容，将促使人工智能在更多应用场景
中落地，以创新为驱动赋能百业，降低传统产业智能化转
型升级的门槛，从而加快推进产业的供给侧改革。

这些入选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建设
进展如何，又各有何特色和侧重点？对此，本报对其中部
分平台进行了探访。

10月 12日，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实验小学，老师在自然课上指导学
生使用多功能VR（虚拟现实） 桌面一体机。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10月 12日，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实验小学，老师在自然课上指导学
生使用多功能VR（虚拟现实） 桌面一体机。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10月12日，参加在山东青岛举行的2019中国智能机器人大赛格斗赛的
选手在比赛中操控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10月10日，2019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在京举行。
会场上，工作人员用人工智能假手现场表演书法。 陈晓根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