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专题

智能+未来：
我们用实验激发变革
探访埃森哲深圳全球创新研发中心
访 王若霈

提要

面对人机共融共生时代，企业需要在思想
和行动上做好充足准备，协同“人的智慧”
和“机器的能力”，实现非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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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智能+未来：我们用实验激发变革

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AI）飞速发展，企业利用AI驱动创新已

成大势所趋，人机协作的工作环境将成为未

来可期的场景。面对这场历史上最重大的劳动力转型，
管理者亟待厘清和解决一揽子问题：未来人机协作的工

作模式是什么？企业应该如何重构业务和组织模式？企

业需要建立何种组织文化？如何培训员工适应未来的工
作模式？如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创新规模化？

在2019年4月落成的埃森哲深圳全球创新研发中

心，来自埃森哲深圳技术研究院的人工智能研发团队将

针对这些问题重点开展应用技术研发。他们将应用尖端

的AI技术，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知

识图谱，探索如何采用全新方法解决企业的关键业务问
题。为此，
《展望》专访埃森哲深圳技术研究院总监阮

大卫博士（David Nguyen），探讨了如何利用人工智
能，培育智能化创新，并实现创新落地。

《展望》：每个埃森哲技术研究院都有重点研究课题，
落地在中国深圳的研发中心为何重点关注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技术？

阮大卫：首先，人工智能是我们当下所看到的最具变革

性的技术，毫不夸张地说，人工智能将承载甚至在某些

新兴领域超越人类智慧的生产力。以大数据作为能力

来源、计算能力作为核心资源，AI可以帮助企业提升组
织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如果AI与我们所谈论的其他重

要科技趋势比如量子计算、扩展现实、区块链等结合，
能够产生更大的聚合效应。埃森哲一直致力于为企业客
户应用最新技术，以打造全新业务优势，人工智能是我
们的必然之选。

其次，随着中国政府提出“智能+”，人工智能作为

基础设施与产业融合、加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

国家战略，中国势必会成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
用以及相关人才培养的领先者，这为埃森哲研究和应用
阮大卫（David Nguyen)

埃森哲深圳全球创新研发中心总监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优渥土壤。

最后，深圳集聚了一系列来自本土和全球的高端制

造业和高科技企业，它们既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

应用者，也是推动者，是埃森哲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合作伙
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推进，深圳的创新区位优

势会更加明显，对于埃森哲来说，这里是研究人工智能
与机器人技术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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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人工智能在企业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阮大卫：人工智能之所以关键，是
因为它可以在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
各个阶段、业务领域发挥作用。在
生产制造环节，人机协作小组正在

改变工厂车间面貌；在后台操作环
节，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过滤和

分析各种来源的信息流，使单调乏
味的重复性任务实现自动化操作，

为人机协作，人类以灵感指导，AI
承担设计方案迭代的繁琐任务。

《展望》：您认为中国企业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达到什么程度？

阮大卫：中国企业的AI应用程度比
大家意识到的更高。日本日经发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8年共计

申请3万项人工智能公开专利，大
约较五年前增长10倍，专利领域的

并且提升人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在

增长主要来自电子商务、数据搜索

个研发阶段⸺观察、假设生成、

专利达到了1.6万项。从刷脸支付、

创新研发过程中，人工智能在每一
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提升研发效
率、显著改善结果；在市场营销和

销售部门，机器学习技术使像亚马
逊、苹果的智能语音助手成为这些

和语言处理等领域，其中图片处理
美颜相机到无人车/无人机配送，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甚至已经渗透到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过，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已经

者认为，他们的企业没有准备好迎
接AI时代。因此，为了解决AI人才

配备不足的问题，企业应该持续投
资，在现有员工团队进行在职培训
和转岗。

《展望》：AI技术五花八门，企业
研发部门应该如何起步？

阮大卫：人 工智能 是 一系列 先 进

技术的 集合，使 机 器能 够 感 知、
理解、行动和学习。虽然我们正在

研究讨论的是非常前沿的技术，
但在我心中，答案很简单，起步都

是Lo-Fi测试（编者注：Lo-Fi是指

低技术水平，明显优势就是极低成
本，非程序员也可以参与其中）。

假设你所处的公司完全没有

知名品牌的用户界面和数字化身。

无处不在，AI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

将聊天机器人应用于员工人力资源

著提升工作的效果和效率。举例来

化质量控制检查，到利用AI技术完

使用这类AI服务，最佳方法就是去

即使是简单应用，AI也可以显

说，如果你试图通过大量的房地产

数据预测未来成本，过去你会聘用

仍有很多尚未开发的潜力。从自动

全重新规划产品设计周期，仍有很

多机会，AI技术在交通、能源、金

大数据科学家帮助你建立和训练

融等领域的应用也还有很长的路

把数据上传到AI服务平台，AI就会

埃 森 哲 的 一项 研 究 发现，有

人工智能模型，而现在，你只需要

要走。

自动构建预测模型，它在某些能力

28%应用过或正在应用AI技术的

此外，AI会彻底改变企业的工

部分应用”。这个数字并不令我惊

领域甚至优于数据科学家。

作方式和业务流程，重点是将人类

从枯燥繁琐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
出来，实现人与智能协同工作、各
施所长。但如何具体协作呢？我们

称之为“缺失的中间地带”，在这
里仍然有很多创新机会。比如说，

过去设计师设计一把椅子，会先选
择设计维度，比如椅子靠背高度、

材料 等，然 后 组合所有维 度 的多

企业表示它们将AI技术“作为实验

讶。不可否认的是，实验是企业提

高对AI能力认知和应用的最佳方

业马上去购买并开始训练一个聊
天机器人。我可能先设置一个假机

器人⸺它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一个
真正的人，然后试图回答一些基础

问题，类似于“多少人会使用聊天
机器人”
“它是否有效”
“它将解决
哪些问题”“它的可行性如何”，
等等。

基 于 这 些 信息，你可以 编 写

一个相当具体的商业用例，据此你

决方案实际上需要非凡的管理，而

型、设定切实的回报预期、制定合

仅是概念验证的一部分，完整的解

缺乏这一点恰恰是创新项目失败的
常见原因。

企 业 智 能 化 创 新 尚 待 开发

的另一 个原因，是 A I人才配 备不

足⸺他们应该既了解业务问题，

的AI系统，就可以将设计过程转变

调 研显 示，超 过 三分之 二的受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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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和学习。但是，我并不主张企

法之一，但是训练AI是第一步而且

种选择，这个过程相当乏味。但由

Autodesk开发名为Dreamcatcher

服务的经验，你想了解员工是否会

又接受且了解应用AI。埃森哲一项

可以确定 AI技术的使 用领域和类

理的部署方式，而且还没有在技术
解决方案上有任何花销。

《 展 望 》：当企 业 开 始应 用AI 技
术，需要关注哪些基础问题？

阮大卫：基于对应用高级AI技术的
前沿公司的观察，埃森哲发现了五

智能+未来：我们用实验激发变革
个关键的管理措施，虽然我们仍然

还要大力关注人才战略。事实

处于人工智能驱动企业转型的初期

上，现在企业最大的挑战就是找到

一条前行的道路。这“五大关键原

术的引入会产生许多新的工作责任

据和技能。

例如，在开发下一代无人驾驶汽车

阶段，但这些措施可以为企业提供

则”是思维模式、实验、领导力、数
我想要强调，实验永远是第一

位⸺企业应该积极地进行人工智
能实验，以便快速了解如何通过技

术改革流程，以及改革哪些方面可
以扩大流程的规模和范围，而且如

之前所说，很多时候实验方法并不
涉及前沿技术。

其次，超前决策。最具竞争力

的公司在应用AI初期就考虑AI将如
何改变员工工作方式、组织应该如

何工作以及现在可以将什么产品推
向市场。

最后，保持责任感。很多人从

内心里对技术不信任，而且担忧工

作被人工智能取代。企业应该意识

合适的AI人才，同时应该注意 AI 技

和岗位，企业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时，日产有一个团队，其中包括汽

车设计师、工程师和AI科学家。除

此之外，团队还有人类学家，他的

职责是了解人，培训机器（例如AI
司机) 与人合作。

《展望》：企业应该如何在“缺失

的中间地带”帮助员工与AI协同
共生？

阮大卫：毫无疑问，AI将会颠覆人

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很多领域的劳
动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程度

的冲击，有些岗位可能会被人工智
能取代。但是，如果企业负责任地

采取行动，那么应用AI技术将产生

《展望》：深圳全球创新研发中心
将如何整合资源帮助客户应用AI？

阮大卫：这个研发中心跨地域、跨
行业地开展工作，这使我们拥有整

合生态系统中所有合作伙伴的独
特优势。我们与埃森哲全球创新架

构紧密合作⸺除了我带领的埃森
哲技术研究院，我们还有埃森哲商

业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可以帮助发
掘行业趋势、数据驱动洞察；而埃

森哲的高科技风投部门，可以帮助
我们参与到包括新兴企业在内的
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中；数字工作室

则可以快速敏捷地验证技术解决
方案。

在埃森哲深圳全球创新研发

中心，我们寻求客户激励，构思新

的方法，并与我们的客户一起在创
新项目中注入活力。

完全积极的影响。实际上，我们认

埃森哲深圳全球创新研发中心

AI解决方案。

行柜员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

埃森哲商业研究院—结合行业知

《展望》：哪些做法是区分AI应用

员的减少，但是随着银行分支机构

到这一点，帮助员工与人工智能融
洽相处，并且负责任地开发、应用

领军者和其他企业的关键？

阮大卫：优良的数据是人工智能技
术 取得进 展的首要基 础 。数 据是
推动人工智能 的基 本燃 料。如 果

企业想要成功应用AI实现创新规
模化，就 要 把数 据的获 得 看作是

整个企业共同捕获、清理、整合、
策划和存储信息的动态过程。企业
必须获得丰富、庞大的数据，并应
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同时，还要

规范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使所有
步骤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和可衡

量性。持续投资创新，建立创新文
化，专注于挑战现状，并设置实验
来不断测试和学习。

为机器会推动长期的就业增长。银
机器在引进初期确实导致银行柜

增加、运营效率提升，带来了更多
就业机会。

那 些 会 被 A I 所 取代 的工作

是机械、重复、枯燥的工作，换言
之，AI将人类从中解放出来，回归

人性，使人类员工有更多时间去做

人类擅长的事情，比如人际交往、
社交、决策等。负责任的企业会重
新设计员工角色、技能，并持续投

资帮助员工重构能力。在未来，人

机会有更紧密的协作。现在人类和
机器比较像主仆关系，未来可能更
像合作关系，共同探索、完成不凡
的任务。

汇集了：

识和先进的研究技术，揭示中国
市场的重要商业趋势和洞察；

埃森哲技术研究院—通过对颠覆

性技术进行应用研发、培育新概
念，帮助客户开创未来；

埃森哲高科技风投—作为连接全
球创新生态的桥梁，通过促进客
户与一流初创企业的合作，助其
加速转型，开辟增长机遇；

埃森哲数字工作室—帮助企业通
过快 速 开发软 件应 用 和 原 型 打
造，将概念转化为实际业务解决
方案。

王若霈
埃森哲《展望》期刊执行主编
常驻上海
ruopei.wang@accen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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