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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亚洲的人工智能议程》是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开展的研究
项目，赞助方包括ADP、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
管理(IMDA)、Genesys、Splunk和亚洲商学院(Asia 
School of Business)。本项目立足于四个独特视角，
旨在全面审视亚太地区的人工智能(AI)发展:亚洲的人
工智能生态系统、该区域的顶尖用例和 商业应用、人
才发展格局以及有关人工智能和伦理道德的新讨论。
为了编制此系列简报，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
针对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名高管开展了一项调
查，并针对学术界和业界的权威人士进行了一系列访
谈。本研究在编辑方面完全独立，其中所表达的看法
均代表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的观点。

调查
•	 2018年9月和10月，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

对871名高级商业领袖进行了调查，其中29%为首
席信息官、首席技术官或人工智能或分析方面的
负责人。超过半数（53%）为首席和主管级别的
高管。近60%的受访者来自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
的大企业。 

• 调查受访者分布于亚太地区的13个经济体：澳大
利亚、中国、香港、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
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越
南，其中每个经济体至少有50位受访者。

• 受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覆盖以下各领域的超
过50种行业：消费品和零售；金融服务；信息技
术和通信；制造、制药和医疗保健；专业服务；
房地产、建筑和工程；交通和物流。

专家访谈
感谢以下专家在本研究项目上所给予的宝贵时间和见
解：
P. Anandan，瓦德瓦尼人工智能研究所（Wadhwani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首席执行官
Sinuhé Arroyo，Taiger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Jeffrey Ding，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博士、研究员
Will Knight，MIT Technology Review人工智能高级编
辑
Hod Lipson，哥伦比亚大学机械工程与数据科学教授
Tomaso Poggio，麻省理工学院大脑与认知科学系
Eugene McDermott教授
B. Ravindran，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博世数据
科学与人工智能中心教授兼负责人
Hazlina Selamat，马来西亚理工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
人中心（CAIRO）主任
Kenji Suzuki，筑波大学半机器人研究中心与工学、
情报及系统系教授
Toby Walsh，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工智能系杰出教授
王晓刚，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
Jonathan Woetzel，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麦肯锡
咨询公司上海分公司高级合伙人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
Zee Kin Yeong，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数据创新
与保护助理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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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很可能是2018年讨论最为广泛
的技术主题。有关这些大数据、机器学习

（ML）和自动化的新能力将给城市、企业和社会带来
怎样的转变引发了激动人心的预测， 并促使全球各地的
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着手规划以人工智能作为核心能
力的未来。专家们越来越重视科技就绪程度，尤其是把
拥有成熟的人工智能基础视为国家或企业未来竞争力的
决定性因素之一。 

亚洲各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期把握人工
智能时代的领导地位。本白皮书将探讨他们在打造卓有
成效的生态系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些系统将为其
吸引急需的人工智能人才和资本，并使企业能够迅速
有效地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其组织当中。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对871名亚洲高管开展调查以了解他们的
观点，并对该领域的数十名全球专家进行了深度访谈。
本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

•	 出于对巨大效益的预期，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一套

全国性的计划来加快对人工智能的采用  
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新加坡、印度，亚洲各地
的政策制定者都在着眼于制定国家层面的计划，研
究能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加强国内和地区竞争力，而
这其中就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协作。 

•	 亚洲在成为人工智能时代领跑者方面具有可观的

潜力 
亚洲的商业领袖对该地区可利用的人工智能资源均
持积极态度，尤其是数据可用性以及人才素质。对
研发环境的支持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而政府还
可以提供更大的支持。 

•	 中国正在迅速应用人工智能，但基础研究仍然滞后 
充裕的数据、政府坚定推动的决心以及高度创新的
科技企业，为中国在医疗保健和金融等领域及各
种移动平台中应用人工智能带来了独特的优势。然
而，其基础研究有待通过进一步整合私营部门和学
术研发力量来进行加强。

•	 建立数字化经济和数字化社会是打造竞争力的关键 
亚洲各地的本土挑战和行业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
重点。在东南亚，投资初创企业、将商业问题陈
述与研究人才相匹配以及发展广泛的人工智能知识
基础所产生的网络效应正在推动形成面向未来的经
济。   

•	 重大问题包括获取基础资产和管理人工智能的演变 
为了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实现自给自足，亚洲必须
加强其研究环境和基础能力，如芯片制造业和超级
计算能力。此外，政策制定者需要应对各种棘手的
问题，例如如何管理公民（数据创造者）和采集数
据的企业之间的社会契约。 

1.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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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对全球经济强大的潜在推动力，人工智能
在过去20年已成为最热门——也是最被大

肆炒作的技术之一。亚洲有巨大的潜力有待发掘，整个
地区都在加快步伐，力争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和商业化的
全球领跑者。

整体而言，全球在推动人工智能进步方面的活动近
年来大幅增加。如何快速且成规模地发展和采用人工智
能，如今已成为全球各地政府、学术机构和众多企业面
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和优先事项。 

据咨询机构普华永道估算，人工智能在2030年可
能为全球经济贡献高达15.7万亿美元的产值，意味着在
2017年的基础上实现超过14%的GDP涨幅。1 中国可能
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其GDP可能增长26%，并在零
售、金融服务和医疗保健等行业产生可观效益。 

研究与投入
许多领域都能看到全球对人工智能研究、开发和应

用的推动。在学术界，有关人工智能的著作发表速度与
日俱增。AI Index是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百年研究项目
对领域内研究活动进行量化和评估的一项年度成果。该
报告指出，Scopus（据称是全球最大的图书和科学期刊
数据库）上有关人工智能的论文从1996年到2017年增加
了8倍。2 研究生课程和教师职位的数量也在稳步上升。

作为人工智能的诞生地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宣布将设立
一所专门的人工智能学院——麻省理工苏世民计算学院
（MIT Stephen A. Schwarzman College of Computing），
借此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数据科学与其他学科相结
合。该学院计划于2022年开放，并将设立50个新的教
职以及面向研究生的多项奖学金。

私营部门也正在加速投入。以大型科技企业为主导
的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其他基础技术的投资呈现爆
炸性增长态势，IDC估算全球对认知和人工智能系统的
开支到2022年将达到776亿美元，较2018年240亿美元
的预测值增加3倍以上——复合年增长率为37.3%。3 大
型科技企业和其他风险投资机构还将对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企业投入重金。据投资分析机构Pitchbook估算，
人工智能领域在2017年发生了643笔风投交易，实现了
60亿美元的投资额。4 在美国，从事人工智能系统开发
的活跃初创企业数量从2000年的数十家增至2017年的
600多家，而这一数字本身又是自2012年以来翻了一倍
的。5  

第三次浪潮
人工智能的崛起几乎为全球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带来

了希望。一个明显的优势领域将是依托消费者、企业和
机器不断产生的数据，使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交付及改

2.人工智能崛起

图1:	1996–2017年全球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情况，按主题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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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论文 计算机科学论文 所有论文
资料来源：aiindex.org，基于Scopus的数据

 1  www.pwc.com/gx/en/issues/analytics/assets/pwc-ai-analysis-sizing-the-prize-report.pdf
2 http://cdn.aiindex.org/2018/AI%20Index%202018%20Annual%20Report.pdf

 3 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429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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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能力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在企业绩效的几乎每一
项指标上都表现得更快和更有效。对于更广泛的社会应
用而言，未来的前景将是利用智能且自我意识不断增强
的机器，在医疗保健、能源管理、交通和教育等领域实
现具有根本性的新进展。 

这一切看起来虽然颇具新意，但业界观察人士指
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已出现了若干
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指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
为期约40年的研究，引用专门研究具有自我意识的机
器的工程师及科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机械工程与数
据科学教授Hod Lipson的话来解释，是“象征性的人工智
能，受专业系统、逻辑和搜索算法等人类创建的规则所
驱动。” 数据分析定义了第二次浪潮，他指出“即数据廉
价乃至‘充裕’到足以创建可预测股市或天气的系统的时
候。这是机器学习主导的又一个20年，而我们至今仍在
利用它。企业竞争的焦点是谁能拿出更好的分析结果，
但这并不是人工智能的未来。” 

在Lipson看来，其未来要远远超出于人工智能当前
的发展轨迹——第三次浪潮，在现阶段，“深度学习能
帮助我们理解不存在于电子表格中的数据，即图像、
声音和视频。”无论是日本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
或是中国的人脸识别系统，这都是亚洲当前所关注的重
点。尽管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但前路依旧漫漫，“仅仅
在10年前，还没有软件能靠谱地区分猫和狗。” 除此以
外，Lipson还对第四次浪潮进行了描绘，届时机器将拥
有创造力，在设计机械、电子电路和其他由计算机生成
的房屋及建筑图纸等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越人类，并且“
在数秒内生产的数量还可以千计。” 

在第五和第六阶段，机器能更有效地意识到自身内
在的动机，并将面临业界所谓的“具身性问题”。Lipson
表示：“机器在盒子里可以具备非常高的智能，但它们
不能从盒子里走出来，进入真实世界来完成实际的行
为。人工智能在虚拟世界内部无所不能，但即使是当
今存在的最先进的机器人，也依然无法与人类相提并
论。” 

亚洲路线
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研究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最

终的具身性问题，而亚洲（尤其是日本强大的机器人行
业）正在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目前，人工智能的主流
在于利用增强的分析和计算资源来对企业和行业进行重
新设计和革新，并且使其在长期内具备可持续性和竞争
力。对智能算法和预测性分析的利用为“工业4.0”奠定了
基础，这个不断演变的制造业概念框架设想出自动化的
工厂可根据企业数据和市场趋势实时调整生产，并且主
动对流水线进行维修和物资补充。 

这样的未来将成为亚洲人工智能发展的统一愿景。
无论是发达或发展中市场，亚洲的经济规划者数十年来
都在致力于引导全国的投资项目，并且协调国内学术界
和产业界之间的研发，从而大力推动和培育科技产业。
这些举措在以往侧重于培养高价值、以出口为导向的行
业，但亚洲正逐渐将其与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的投
资结合起来，由此还能为该地区数不胜数的社会、经济
和基础设施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4  www.files.pitchbook.com/website/files/pdf/PitchBook_1Q_2018_Analyst_Note_Real_Potential_for_AI.pdf
5  www.aiindex.org/2017-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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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亚洲的人工智能资源

亚洲人工智能资源的质量与其他地区相比如何？
（受访者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调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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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针对亚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解
决方案中处于核心地位。该地区在应对自身

特定挑战方面的独到能力以及针对性的人工智能应用，
将使其未来十年在多项人工智能指标上占据领先位置。 

整个亚洲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立足本土的人工智能
能力。通过从抽象概念到实际应用的转变，人工智能在
马来西亚用于提高农业综合企业的效能，在中国用于改
善交通管理，在新加坡用于促进教育，而在整个地区则
用于为建设智能城市的举措助力。亚洲各地政府正在将
可观的资源投入到人工智能中。布鲁金斯学会指出，
印度政府在2018年将其对“数字印度”创新项目（其中包
含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资金投入增加到了4.77亿美
元，与2017年的预算相比翻了一倍。今年年初，有报道
称中国政府向位于北京和天津的两处人工智能开发设施
投入了超过70亿美元。 

参与我们调查的商业领袖们对人工智能在亚洲所迎
来的机遇也满怀信心。三分之一的调查受访者表示，亚

洲的人工智能资产质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如数据可
用性、研发质量以及政府给予的扶持。近半数受访者认
为，亚洲在可用人才以及解决方案提供商和生态系统的
质量方面与其他地区处于同等水平。因此，超过60%的
受访者相信，亚洲将引领核心深度学习技术的开发，并
有近半数受访者认为该地区将在商业化应用生产方面取
得领先。 

在很多方面，中国在亚洲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在这里，与智能手机有关联的人口规模
十分庞大，其高科技制造业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该国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实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将通过全方位的努力使机器学习技术融入到“中国
制造2025”中，而后者是一项立足长远的计划，旨在对
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经济进行革新。其目标是到
2030年至少达成在该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国的人
工智能初创企业在过去一年吸引了全球大约一半的风投
资本，这也印证了其创新质量和增长潜力。6 

3.人工智能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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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国以外，亚洲其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在
启动相关项目以培育本土人工智能产业，期望借此应对
国内挑战并刺激增长。 

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自给自足的动力源自于该地区
长久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信奉通过自身掌握与国内行
业生态系统相结合的技术，实现最适合于解决国内基础
设施和效率挑战的方案，同时还能产生一类可供出口盈
利的商品和服务。 

两种战略在亚洲推动机器学习创新的举措中均发挥
了作用。第一种是通过汇集现有的技能、行业经验以及
最重要的数据来对资产进行充分利用，从而创建和测试
各种算法，并开展打造智能机器所需的深度神经网络研
究。第二种是充分利用网络，并从全国、地区和全球范
围推动行业、政府及学术界间的横向协作。 

图3:	各地区的人工智能优势

以下哪个地区将在未来十年引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部署？
（受访者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调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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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ww.cbinsights.com/research/briefing/china-in-ai-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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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国

美国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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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图4:	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资金投入份额

资料来源：CBInsights

建立网络和推动协作对许多亚洲经济体而言是一项
天然的优势，因为它们坐拥全球贸易枢纽地位，在利用
资本和创意流动以满足全球需求方面拥有长期的经验。
实际上，作为该地区新兴的人工智能中心之一，新加坡
只有一项真正的人工智能资产，即其在地区和全球范围
内的人员、技术和金融枢纽地位。 

这未必是一项劣势，因为如果不利用全球的最佳实
践、研究、人才和投资，靠单打独斗几乎不可能打造出
领先甚至有意义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以下章节将深入
研究亚洲各地新兴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从中可以看
到，利用全球顶尖人工智能资产的这种能力，正迅速成
为最重要的成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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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强大的科技产业、“移动优先”的社会和宽
松的数据保护方针，中国有望迅速成为人工

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者。然而，其需要将重点进一步放
在基础研究和建立跨行业协作平台上。

如上一章所述，中国的领导者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
划，希望到2030年能建立起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
者地位。这些计划很可能会实现。今年6月，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
报告2018》，其中指出中国和日本的人工智能专利注册
数量在全球分列第一位和第三位。加上排名第二的美
国，这三个国家合计占据了全球所有已发布的人工智能
专利数量的74%。

据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估算，中国的人工智能市场
规模在2017年达到了237亿元（34亿美元），从业企业
有上千家（但仅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的一半），其
中大多数活跃于语音和视觉识别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等领
域。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技术角度而言，中国的体量

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深远且积极的影响，主要原因在
于中国所产生的规模庞大的数字化数据。创新工场的李
开复在为AI Index撰文时表示“最好的数据就是最多的数
据”，他指出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估计到2025年将达到
14亿，网上购物量比美国高出50倍。7, 8 中国人脸识别技
术的先进性基本上被公认为独一无二——这依然得益于
一个包含了13亿多份身份记录数字化图像的全国性数据
库日积月累而成的成果。 

除了庞大的智能手机数量，民众的使用方式在移动
领域也为中国带来了明显的人工智能优势。新南威尔士

大学人工智能教授Toby Walsh表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
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这要得益于中国的微信等平台服
务，这些服务控制了每一条通信、每一笔支付和每一次
购物，而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一种几乎完全无现
金化的经济、在西方闻所未闻的政府和行业对数据的大
规模采集以及芝麻信用分[蚂蚁金服的信用评分和忠诚
度计划]等社会政策也产生了放大效应。”如果某个民族

4.人工智能超级大国   

图5:	2013-2017年美国和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利

中国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已超过美国

资料来源：CB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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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ww.aiindex.org/2017-report.pdf
8  www.gsma.com/mobileeconomy/wp-content/uploads/2018/02/The-Mobile-Economy-Global-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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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人工智能发展为未来的运作模式，就像Walsh描述
的那样“不再有键盘或显示器，并会与设备进行长时间
的交流”，中国无疑会率先实现这一目标。

应用高于研究
进一步审视研究环境会发现，尽管中国的科学论文

发表数量处于整体领先地位，但清华大学的分析表明该
数量掩盖了多元性和商业部门贡献方面的重大缺失。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及该校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
示，在论文发表方面，“中国的主要人工智能企业远远
落后于国外同行。”他指出：“在发表人工智能论文的全
球前20家企业当中，会看到许多熟悉的跨国企业——
IBM、微软、三星和Google，但却没有阿里巴巴、腾讯
或百度等中国同类企业的身影。”唯一跻身前20强的中
国企业是该国的电力巨头——国家电网公司。 

从中美科技企业创造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产权的方
式，就能看出两者之间的路线差异。“人工智能研究分
为两个层面，”前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科学家、中国
最大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晓刚解
释道，“一个是基础层面，另一个是应用层面。你会发
现中国许多人工智能企业都侧重于应用层面，也就是
不同行业或进程域当中的各种场景。”相比之下，美国
主要的人工智能科技企业大多将其研究工作集中于深度
和/或大规模机器学习研究，从而打造可供开发各种工
具和应用的基础平台。 

薛澜认为这种差别是因为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多于重
视基础研究所造成的，“并且在专利申报方面也会发现
相同的现象，在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持有数量排名前20的
企业当中，国家电网公司是唯一上榜的中国企业。在专
长和知识方面，中国企业依然处于追赶阶段，因此可以
理解他们会更为注重应用方面，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夯实
基础。”

中国的研究能力可通过推动学术界与行业，以及中
国与全世界之间的横向协作来予以提升。薛澜表示：“
中国发表的论文仅有不到3%是大学院校和企业合作的
成果，而这一比例在法国是8%，在美国和德国是7%。”

蓝图
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决心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经济

发展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位于上海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院长Jonathan Woetzel指出，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中央政府
牵头的。“政府对于人工智能能为中国带来的改变寄予
了厚望。借助某些国家级项目，政府可利用数据来实现
全国性身份管理计划以及海关系统自动化等目的。”但
其他部分的动力则更多是由系统本身的性质决定。 

人工智能科学家李开复在近期对比中美人工智能发
展实践的著作中指出，“中央政府不是简单地颁布命令
然后立即在全国范围落实。它确实还有能力去挑选一些
长期的目标，然后投入前所未有的资源朝着这一方向推
进……地方政府领导者就像听到赛跑的发令枪那样对人工
智能的兴起做出了响应，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通
过优厚的补贴和优惠政策承诺来争取吸引人工智能企业
和企业家前往他们主政的区域。”9

“在发表人工智能论文数量排名
全球前20的企业当中，会看到
IBM、微软、三星和Google，
但却没有阿里巴巴、腾讯或百度
等中国同类企业的身影。唯一跻
身前20强的中国企业是该国的电
力巨头——国家电网公司。”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世民书院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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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地方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建立起雄心勃
勃的协作关系，正如医疗保健行业所呈现的这种景象一
样。例如，中国最大的保险企业平安集团正与地处西
南的重庆市政府合作，开发可预测不同流感菌株和其
他传染病传播的人工智能模型。10 另一个例子是政府已
为“三大科技巨头”分配了相应的人工智能项目。根据CB 
Insights提供的资料，政府宣布中国第一批开放式人工智
能平台将依托百度开发自动驾驶汽车，依托阿里云建设
智能城市，并依托腾讯打造智能医疗。11, 12

但在其所有的中央规划中，中国同样面临对全球各
地政府和企业构成掣肘的数据孤岛问题。除了网络安全
工程“金盾”或旨在发展半导体产业的909工程等国家级项
目，“中国缺乏足够的数据基础设施，”李开复认为，“可
能存在大量无组织的数据，但却没有足够多的数据池，
也没有开展大量的分析。即使存在[有组织的数据]，数
据的所有者也非常明确——基本上是中国的电子商务和
电信平台。”未来数年，数据管理对于中国将具有关键性
的意义。

清华大学的薛澜对此表示赞同：“当政府机构A想要
自行保管数据，并且不愿意与机构B或C共享，数据探索
还从何谈起呢？公司A可能并不愿意与政府机构B共享数
据？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出于对公民隐私的正当考虑，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则纯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而中
国在规模和人工智能政策协调方面的优势所产生的影响
可能因此被稀释。 

大国重器
美中之间正在持续的贸易战可能对中国在人工智能

方面的抱负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在装备制造
领域拥有无可比拟的领先优势，绝不可忽视的是该国集
中了全球技术供应链中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如复杂装
配和芯片组测试。另一方面，具有更高层次作用的微芯
片开发和其他相关技术基本上仍掌握在美国和东亚其他
国家的企业手中，而近期的紧张态势也意味着中国企业
在获取此类技术时会受到限制。 

部分人工智能行业观察人士预测，假如地缘政治桎
梏持续，则各方都会面临消极的结果。“中国能（人工智
能）取得更快的发展，是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体量，并
且能依托其人口实现这一目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
Woetzel表示，“就这方面而言，它对于全球的产品开发
或许是不可或缺的，”而对于未完全参与到中国人工智能
生态系统中的从业者来说，“在我们看来需要具有全球可
扩展性的解决方案上，他们将很难取得成功。”

MIT Technology Review的人工智能高级编辑Will 
Knight认为，贸易战将促使中国加快步伐以取得在芯
片领域的独立性。“中国似乎正在取得重大进步，”他表
示，“尤其是在针对特定应用的人工智能芯片（设备中
的推理芯片）方面。这方面的证据包括华为最新推出的
麒麟芯片，还有寒武纪和地平线等初创企业所展示的设
备。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想要成为真正的科技超级大
国，就必须掌握先进的芯片制造能力。” 

“中国能使人工智能取得更快的
发展，是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体
量，并且能依托其人口实现这一
目标。对于未完全参与到中国人
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的从业者来
说，在我们看来需要具有全球可
扩展性的解决方案上，他们将很
难取得成功。” 

Jonathan Woetzel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

9    www.aisuperpowers.com
10  www.technologyreview.com/s/611551/ai-as-a-force-for-good/
11  www.cbinsights.com/reports/CB-Insights_State-AI-China-Briefing.pdf
12  www.pandaily.com/baidu-partners-with-local-government-on-self-driving-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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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研究：中国最大的算法提供商

商汤科技试图在其商业模式中引入生态系统元
素，以期解决中国相对缺乏协作的问题。总部位于北
京的商汤科技成立于2014年，目前估值45亿美元，常
被称作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按照联合创始
人王晓刚的说法，这里更像是一座“人工智能铸造厂”
，目前团队拥有600多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其中包
括150名博士。 

与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尤其是偏重于应用的中国
企业）略有不同的是，商汤科技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多
个领域，包括自动驾驶、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智
能城市和医学成像。依托其自身的深度学习框架、超
级计算中心以及在一系列计算机视觉学科方面的专
长，该公司撑起了两个开发“链”。首先是打造各种自
动化行业应用，为复杂、多方参与的生态系统服务，
其次是作为开发枢纽进行运作，使其他人工智能参与
者能够利用商汤科技的框架打造针对自身所在领域的
应用。 

虽然应用层面的进展为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
商业部分带来了推动作用，但王晓刚指出“中国缺乏能
够开展更深层研究的平台，这已经渐渐对发展形成了
挑战。”他所指的正是基础研究和超级计算机集群等辅
助基础设施的缺乏，而他认为这将使中国在竞争中处
于劣势，尤其是在面对美国的时候。商汤科技的“双
链”路线因此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因为“这样能帮助开
发人员非常迅速地获取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深度学习
框架提供了大量的人工智能算法和模型，由此能够很
快设计出解决方案并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特别是
考虑到中国人才紧缺的状况。”

2018年2月，商汤科技宣布将成为加入MIT 
Intelligence Quest项目的首家公司，该项目旨在依托麻
省理工学院在大脑和认知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方面的
优势，推动对人类和机器智能的研究。其发现成果将
应用于诸如材料设计、金融、早期疾病诊断等多个领
域，同时也会深入考虑人工智能在经济、文化和伦理
等方面的影响。

一国两制
商汤科技发端于香港，它的多位创始人（包括王晓

刚）都曾活跃于这个特别行政区的科学界，这揭示了中
国不断演化的生态系统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香港是全球风险资本的一个聚集地（这些资本越来越多
地瞄准了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并拥有整个地区的领先
金融科技集群，丰富的云计算资源以及多所名列前茅的
科技大学院校。 

如此密集的资产理应为香港带来优势，但当地政府
围绕人工智能研发汇集资源和推动行业针对性交流的能
力却并不尽如人意。讽刺的是，这种缺乏重视的情况一
定程度上是因为民众对于科技在香港未来经济发展当中
扮演的角色抱有矛盾的心理。当地智库香港一国两制研
究中心在2018年6月公布的研究成果指出，人工智能和
自动化会危及香港多达一百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包括物
流或金融等重要行业。 

直到最近，这种局面才在发生改变。9月，与政府
存在关联的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阿里巴巴和商汤科技成
立了香港人工智能与数据实验室。该实验室重点面向从
事分析、智能出行和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开发的企业，旨
在为当地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供加速器平台，并已吸引
首个孵化对象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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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机器人和电气工程相结合的日本，正在“机
电一体化”领域形成其独特领地，这可能对

亚洲人工智能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实现更接
近人类的自动化这个目标上。

日本拥有仅次于中国的亚洲第二大人工智能产业，
同样也为其进一步发展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日本人
工智能技术战略委员会于2017年3月启动了一项计划，
其中包含的产业化路线图将利用人工智能来取得三个主
要优先领域的进展：生产力；健康、医疗和福利；出
行。与其他领域交汇的第四个领域是信息安全。该报告
的编著者道出了将人工智能与日本现有工业优势相结合
的重要性：“为了使日本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有必要
基于日本当前在处理本国及全世界直接面对的社会问题
上所具备的优势，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
制定出具有挑战性的产业化路线图。”

机电一体化的领导者
除了雄心壮志以外，日本的人工智能经济却异乎

寻常地规模有限，而且尚未成为主流。据科技研究机
构IDC估算，日本人工智能特定应用的价值在未来4年
将增长一倍以上，到2021年达到250亿日元（23亿美
元）——大约相当于中国当前市场规模的一半。

但是，该指标忽视了在许多人看来人工智能与日本“
机电一体化”行业结合后的协同效应所蕴含的潜力，术
语“机电一体化”被用于描述多关节机器人、自动化过程
强化机械以及日本拥有特定优势的其他电子设备领域。
日本的高级多关节机器人产量仍位居全球首位——每年
超过115,000台，其中有超过75,000台供出口，出口额达
27亿美元，据国际机器人联盟估计，此数字占到全球消
费额的一半以上。日本也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机
器人消费国，2016年到2017年的消费量增长了18%，虽
然其机器人对工人的密度近年来与韩国和新加坡相比有
所下降。13  

如第2章所述，机器人适应各种具有挑战性的实
体环境的能力仍然远远落后于人类。但日本却正在取
得飞速进展。Will Knight为MIT Technology Review撰文
称，Boston Dynamics（2017年被日本投行软银从Google
手中收购）近期推出的一款机器人能够完成“若干令人
惊讶的跑酷动作”，包括看起来毫不费力完成的后空翻
动作。14 作为融合网络和真实世界的典范，日本企业巨
头雅马哈与SRI合作，以实现其打造可自主驾驶摩托车
的类人机器人的愿景。这一成果就是“Motobot 2.0”，这
款可完全自主驾驶摩托车的机器人能驾车以较高速度在
赛道上行驶。15

5.融合数字和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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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6-2021年日本认知/人工智能系统市场预测

资料来源：IDC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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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大学半机器人研究中心与工学、情报及系统系
教授Kenji Suzuki表示，这是机器人与其他相关硬件行业
完美融合的结晶，再结合日本的数据生态系统，或许能
帮助日本实现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总体目标。他在描述日
本旨在使实体空间与社会智能和云智能相结合的举措时
表示：“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医疗记录系统，政府希望借
助该系统，通过一项名为社会5.0的宏伟计划来改进医
疗保健和健康保险。” 

但是，当政府通过各种计划推动建立这个“超级智能社
会”，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时，Suzuki
担心其他社会问题可能产生削弱效应。“在日本，更让
我们担忧的是数据隐私，民众非常害怕个人数据被利
用。”因此日本的信用卡普及率尽管高居全球首位，在
电子商务网站上的使用率却相对较低（2017年不到17%
）。16 他表示：“日本人对数据使用的态度较为保守，因
此大数据方面的发展目前受到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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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04-2016年日本工业机器人的年供应量（估计）

资料来源：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13   www.ifr.org/downloads/press2018/Executive_Summary_WR_2018_Industrial_Robots.pdf
14   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9627/the-year-robots-backflipped-their-way-into-our-hearts/
15   www.bbc.com/future/story/20180126-meet-the-motorbike-racing-robot
16   www.meti.go.jp/press/2016/03/20170308003/20170308003-1.pdf

深度研究：紧跟邻国的步伐

为了实现参与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的目标，韩国正
在努力向中日看齐。极具进取心的时间表、发展目标
以及强有力的政府扶持都与中国的人工智能计划如出
一辙，例如韩国计划到2022年跻身全球人工智能市场
前4名的目标。韩国政府的计划甚至比中国的2030年
时间表还要提前几年。然而，韩国采取的路线与日本
的更相似，其人工智能研究侧重于该国既有和相关的
行业，尤其是过程自动化和机器人。 

今年5月，韩国第四次工业革命总统委员会公布
了多项计划，将向多家人工智能机构投资约20亿美

元，包括新建若干开发机器人和汽车行业人工智能应
用的研究所。韩国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部正努力增强
该国的人工智能人才基础，计划到2022年新培养近
5,000名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家，同时加强国内人工
智能半导体产业。 

韩国私营部门同样也在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产
业。三星在这方面尤为活跃，并已公布若干计划，将
在未来3年向新兴技术领域投资200亿美元，着重于人
工智能研究、自动驾驶和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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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身就多元化的东南亚各国归结为都在采取
同一路线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这样的说

法并不准确。但该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显然都在
利用其在网络经济学方面的丰富经验来开展人工智能领
域的竞争。依托出口以及深度参与全球和地区的贸易体
系，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各市场长期以来积累了切
实的经济价值，能够有效地协调创意源、资本以及对其
具有约束力的监管和政策框架。  

具有前瞻性的新加坡政策制定者已将人工智能纳入
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技术发展环境当中，因此即使国土
面积较小，凭借在该地区金融、物流和其他商业服务供
应的核心地位，依然可借助这样的环境寻求实现增长。
以马来西亚和泰国为代表的其他东盟市场纷纷效仿，侧
重于通过人工智能协作来为其较为成熟的出口导向型
产业打造解决方案，包括食品和能源生产或电子设备
制造。  

这种高度网络化且有指导的人工智能发展路线被认
为有潜力推动东南亚经济体实现转型。麦肯锡全球研究
院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这种“主动型战略”能在
整个地区建立起大约相当于七千五百亿美元的价值池（
按所产生的效率以及新的收入来源计量）。17   

网络化和开源 

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是新加坡各
数字化产业的发展和监管机构，在新加坡举国发展可信
赖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个
城邦国家的各个部门和机构通过良好的协调配合参与到
人工智能方面的举措当中（如国家研究基金会、经济发
展局以及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等行业监管机构），并与学
术界以及规模不断扩大的 本土和跨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
合作。

6.面向未来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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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东盟人工智能池的盈利性和价值创造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

17   www.mckinsey.com/mgi/overview/2017-in-review/whats-next-in-digital-and-ai/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southeast-asias-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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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家地区和大企业都在对人工智能研究进行
大力投入。对于我们这种体量的国家，必须从战略高度
看待问题，并且高度关注我们的研究资金被用在何处，
以及如何从中实现最好的利用。”IMDA数据创新与保护
集团助理首席执行官Zee Kin Yeong如是说。他表示，该
项目的首要目标是“了解在新加坡开展的人工智能研究
能如何渗入到产品以及企业和消费者的手中。一个重要
的特征便是将我们研究机构中的研究人才与具体的行业
问题相匹配。”

“AI新加坡”是旨在发展人工智能能力的国家级项
目，通过“大挑战”（Grand Challenge）计划分5年投入
1.5亿新币（1.09亿美元）资金，用于开发各种人工智能
解决方案，以应对医疗保健、金融和城市问题等该国
最为紧迫的问题。此外还有一项以商业为侧重点的100 
Experiments项目，如Yeong所言，“旨在帮助企业利用人
工智能解决更为日常的棘手问题，如运营效率问题、新
产品特性问题或更好地了解客户。” 

新加坡采取的路线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积累开源的
人工智能资产库，以便企业可以在开发新产品或应用
时加以利用。其中一个例子便是全国语汇库（National 
Speech Corpus）。该语汇库于2018年11月发布，包含
2,000小时的音频及转录文本，其中涵盖新加坡特有的
当地方言、地名和短语。该语料库可供开发人员使用，
使科技企业无须自行开发语音库，即可提供与语音有
关的应用。IMDA还建立了一个面向数据分析的开源算
法库。

打造由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和企业组成的活跃核心是
IMDA战略的另一个目标。主要有四项举措：面向应届
毕业生、为期9个月的AI Apprenticeship Program学徒制
课程；面向IT专业人员和软件开发人员、为期3个月的AI 
for Industry课程；面向学校的AI for Students在线学习课
程；以及AI for Everyone短期课程，该课程将使10,000名
新加坡非科技型劳动者对人工智能如何应用于其工作和
生活建立基本的了解。 

AI吸引力
“新加坡在这一领域的行动非常迅速，这并不是

秘密。”在提到新加坡政府为促进数字化经济而推出
的“SG:D”框架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金融科技人工智能
初创企业Taiger的首席执行官Sinuhé Arroyo如是说。正
是这样的重视促使Arroyo决定从西班牙移居到这里，他
最初是在那里创立了这个为金融机构提供知识工作自动
化解决方案的企业。“我感受到了这里的底蕴以及新加
坡政府希望为我们这样的企业打造坚实基础的决心，目
的就是让我们都能够一步步发展壮大。我曾经在美国待
过两年，此前还在欧洲工作过，我们这个企业最初就是
在那里创立的。我们在那些市场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新加坡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农业，所有能带来帮助的

行业都汇集在这里，并且具备足够的底蕴，使任何企业
都能真正理解这些行业，并根据它们在全球各地的需要
来进行商业化（人工智能应用）—— 从新加坡进而推广
到全球。” 

新加坡作为全球银行业枢纽的地位也产生了重要的
吸引力，这意味着在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就能了解全球从
业者的最佳实践和面临的共同挑战。Arroyo表示：“这正
是我们想要追寻的：其实谁都不愿意裁员，但大家却因
为收入增长乏力以及运营成本居高不下而面临着相似的
压力。”在新加坡，Taiger可在极为便利的学习实验室开
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解决全球各地的银行共同面临的
工作流程问题。

国内和地区优先事务
在马来西亚，国家级应用研发中心MIMOS在其首席

技术官Thillai Raj T. Ramanathan口中承担着“马来西亚创
新经济的成本中心”的角色，他的“任务是创造、开发和
商业化知识产权。”18 MIMOS最初是作为半导体研究机
构成立于1985年，目前通过两个应用研究实验室履行其
职责，其中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软件工程和数据分
析。MIMOS开发的500多项专利已通过马来西亚的众多
科技企业实现商业化，在过去5年总共创造了超过15亿
林吉特（3.68亿美元）的收入。这些应用大多都侧重于
以农业综合企业为主的业务，这是马来西亚一个重要的
出口行业。 

“对于我们这种体量的国家，必
须从战略高度看待问题， 
并且高度关注我们的研究资金被
用在何处，以及如何从中实现最
好的利用。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
将我们研究机构中的研究人才与
具体的行业问题相匹配。” 

Zee Kin Yeong
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数据创新与保护助理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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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理工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心
（CAIRO）主任Hazlina Selamat负责过多个人工智能应
用试点项目。 

“CAIRO一直以来都在与多个政府部门合作——例如
能源、科学、环境与气候变化部以及农业部，以根据我
国的优先事务来进行各种系统和工艺的开发和自动化工
作。”在她看来，“马来西亚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企业应
当专注于满足在本地应用（如棕榈油或渔业）的技术，
以及面向本地和地区性行业的普及型技术，”Hazlina认
为这对于一个超过97%的商业都是由中小企业构成的经
济体来说格外重要。 

 CAIRO的国际协作单位包括日本的东京工业大学和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以及法国勃艮第和南特的
多家大学院校。通过这些合作而制作出的人工智能应
用在马来西亚引起了反响，例如为2016年巴西奥运会
开发的登革热疫情爆发预测系统“流行病学人工智能系
统”（AIME）就有来自马来西亚沙巴大学的研究人员参
与。  

作为一个市场，马来西亚也吸引了中国人工智能领
先企业的高度关注，期望在此找到平台以便实现在地区
内的扩张。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已在吉隆坡设立了其
City Brain（城市大脑，面向智能城市管理、基于云的人
工智能项目，在杭州首次落地）的又一个枢纽。 

马来西亚的人工智能举措侧重于应对实际的挑战，
旨在解决全球工业、农业和社会发展挑战（其中许多难
题在快速崛起的经济体中都普遍存在），这与新加坡着
眼于打造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系统性路线相得益彰。东
南亚很好地诠释了如何利用针对性战略以及对该地区经
济优势的深入理解，使其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产生一加一
大于二的强大效果。  

东南亚很好地诠释了如何利用针
对性战略以及对该地区经济优势
的深入理解，使其人工智能生态
系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强大效
果。

18   https://mit-insights.my/iot-blooms-in-malaysian-agro-sector/
19   www.universitiesaustralia.edu.au/Media-and-Events/media-releases/Internationalstudents-inject--32-billion-a-year-into-Australia-s-economy---boosting-Aussie-jobsand-wages#.XBH1MC97FR0

深度研究：澳大利亚的参与

澳大利亚尽管在距离上与亚洲的大多数人工智能
生态系统相距甚远，却又与该地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贸易和通信联系。正如新加坡和香港一样，澳大利亚
已建立起强有力的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产业，以满足不
断增长的国内和地区性需求，同时其高等教育体系吸
引了来自亚洲各地最优秀的学生。澳大利亚的教育服
务产业在2017年价值超过320亿澳元（230亿美元）
，出口额名列该国第三。19

该国多所世界一流的大学院校目前正与政府项目
开展协作，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稳固的基础。阿德莱
德大学在今年早些时候成立了澳大利亚机器学习研究
所，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去年启动了一个面向“自

主、机构和保障”的研究中心——3A创新研究院，
力争到2022年建立起一套围绕控制论及实体综合系
统的应用科学全面教育课程。 

按照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似路线，澳
大利亚目前侧重于培育与该国核心产业挂钩的人工智
能应用。例如，澳大利亚的出口多以农产品为主，
此外该国独特的生物多样性造就了发达的旅游业，
因此人工智能在保护生态系统方面得以发挥作用，
例如莫道克大学开展了一项试验，利用算法（类似于
人脸识别）来检测入境澳大利亚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
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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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程度上，印度天生就拥有能够媲美中国的
人工智能资产，包括深度的技术研究以及庞

大的人口。但包括发展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性等多种体系
性问题为印度在该领域的进展蒙上了阴影。  

“印度的人工智能仍处于初级阶段，”印度理工学院

马德拉斯分校博世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中心教授兼负责
人B. Ravindran表示，但他很快指出该国本土的技术专长
的确能够发挥一定的基础性作用。“我们拥有全世界最
大的IT服务业，印度企业因此在自动化客服管理系统的
开发和使用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这同样使企业得以开
发各种机器学习流程和印度语言处理——这其中既有印
度企业，也有微软和Google这样的跨国企业。如果跳出
产业范畴，还会看到学术界从事了大量的语言建模和机
器学习理论发展——虽然规模无法与中国相比，但在过
去十年还是取得了稳步进展。”

Ravindran指出，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为人工智能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依然有强化的空间。“印度的一流
研究机构都专注于数学和理论。所以有许多工程师拥有
非常高的数学造诣，但在核心计算领域却未必如此。因
此，这也（为人工智能研究）带来了更大的动力。印度
缺乏的是计算机和数据，没有这两种重要资源，理论性
机器学习的研究就会大打折扣。” 

数据无处不在
由于在数据收集和共享方面缺乏体系和协调性，印

度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发展因此面临重大的障碍。他
表示，虽然印度人口规模庞大，并且能采集到海量的
数据，但记录这些数据的格式并不适合开展共享和使
用。“印度的隐私和安全问题意味着很难获取大量的外
部数据，这限制了印度在人工智能领域可开展的工作。
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来到印度的国际合作
伙伴愿意共享数据，并与本土团队进行合作，”并且有
可能共享云计算资源。 

Ravindran指出，印度的初创企业在很多方面拥有学
术界无法比拟的优势，尤其是那些与亚马逊或微软等全
球云计算巨头合作的企业。他提倡效仿加拿大的发展成
果：“建立全国性的人工智能计算基础设施。全国各地
不同的研究团队可以申请使用时间，而他们获得的时间
取决于他们做出的贡献。” 

许多迹象表明政府越来越有意愿推动开发人工智能
解决方案。“政府不仅仅是感兴趣，更是想要造声势，
并且在我看来基本上是有利的声势。许多部门几年前还
不愿意共享数据，如今却表现得十分急切。我唯一的顾
虑在于印度有太多类似的人工智能任务团队；政府的每
一个部门都在设立这样的机构。必须通过某种整合手段
使它们发挥效力。”

7.寻找适宜之道

“由于在数据方面缺乏体系和协
调性， 印度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的发展因此面临重大的障碍。虽
然印度人口规模庞大，并且能采
集到海量的数据，但[其]记录格
式并不适合开展共享和使用。” 

B. Ravindran
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
博世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中心教授兼负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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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研究：人工智能的积极作用

P. Anandan是瓦德瓦尼人工智能研究所的人工
智能科学家及首席执行官，这个位于孟买的非营利性
研究机构致力于发展人工智能来为社会造福。在他看
来，瓦德瓦尼人工智能研究所的使命——同样也是印
度所有人工智能参与者的使命，就是确定该国人类发
展所面临的挑战的根源，并专注于通过人工智能来实
现具体的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给[印度]经济和工业领域带来的最大
的实质影响并不是过程自动化，而是核心生产力。印
度经济依然高度依赖于人类劳动力，而且鉴于这12
亿的人口规模，也不太可能迅速改变现状。如何使这
些人具备最优的生产力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印
度庞大的农业经济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生产力领域，
其中雇用了印度一半的劳动力。Anandan的团队一
直在致力于为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棉农开发人工智能
工具，这将帮助他们应对害虫防治等生产力相关的
挑战。   

医疗保健对瓦德瓦尼人工智能研究所来说蕴含着
无穷的可能性。根据Anandan的描述，有9亿人通
过由25,000个初级医疗保健设施构成的全国性网络
获得服务，此外还有100,000个次级中心设施位于农
村地区，未配备固定的工作人员。当病例向上转介
后，才会有护士或医生前来诊治。瓦德瓦尼人工智能
研究所曾与姊妹基金会——瓦德瓦尼可持续健康倡
议（WISH）组织合作，后者拥有流程重建和再设计

方面的经验，在拉贾斯坦邦运营过100个次级中心设
施，并于2年后将其移交给了政府。在流程再设计方
面，该团队确定了数十个可供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用
例。其中之一是一款面向医疗社工的分诊应用，旨在
识别与怀孕和产前保健有关的风险，从而优先安排就
诊地点并安排好实地访视顺序。该应用很快将由若干
健康和福利中心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实地测试。 

Anandan认为基础设施是印度面临的第二个根
本性的挑战。“公用事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公路、
铁路、水道，都可以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和更完善的规
划。”第三个挑战“在印度一直以来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其实就是电子商务本身。我们已经看到印度的
中产阶级甚至中低收入家庭都在依赖在线平台来完成
诸多日常购物。”提高数字化商务的效率能为经济创
造出可观的价值。  

虽然存在诸多严峻挑战，包括印度缺乏深层次的
结构化数据池这个问题，但他对前景保持着乐观的态
度。“这些挑战并非无法克服。我们需要一定时间来
找到有关数据采集的决策类型——实际上，为了收集
和共享所有数据和应对隐私和安全问题，仅仅是对基
础设施的大规模测量这种工作，就的确带来了数不胜
数的障碍。但假如我们从具体的问题入手，小规模
地设计解决方案，就像我们的医疗保健项目那样的规
模，我们就能以其为试点，在特定的区域取得成功，
并最终逐步扩展到全国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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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要在未来取得成功，需要利益相关方在满
足国内人工智能优先事务与参与强有力的地

区和全球性生态系统之间达成平衡。
正如本文所探讨的，亚洲拥有丰富的人工智能“资

产”，如资金充裕的研究中心、人口规模庞大且可产生
数据的消费市场以及善于协调价值网络的政府。然而，
在亚洲从事活动的政府、企业家、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
不应一心追求自给自足或闭门造车，虽然近来就可能暴
露出了这样的情况。事实上，他们必须通力协作，打造
可应对共同发展挑战的协作型生态系统。

其中一个潜在的挑战是，一方面需要大规模采集和
获取数据，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护隐私并确保数据得到负
责任且符合伦理道德的使用。这一主题刚刚在整个地区
兴起，并且尚未得出具体的结论。但是，政府在未来
数年将对数据予以密切关注，甚至有可能将其视为国
有资产或国家资源。正如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Walsh
所说，在缺乏足够关注的情况下，“很显然较小的参与
者根本无法与Google这样的公司匹敌，因为后者会通
过争抢各种交易来获取数据。由此，它们[大型科技企
业]将会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而民众开始意识到这一
点了。” 

基础资产
亚洲还需要积累更强有力的资产以开展研究。麻省

理工学院大脑与认知科学系教授Tomaso Poggio表示，“
我们需要的只是取得更多突破，”他警告称，随着我们
进入自动化软件和机器设计当中更新的认知领域，将越
来越难以察觉实现新突破的时间与地点。 

“根据我的猜想，由于我们在过去10年取得的突破都
来自神经科学，因此接下来的一些突破很有可能也会出
现在神经科学领域。我认为，理解人类自己的大脑和智
能，对真正制造出智能的机器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
智能科学，也就是神经科学和生态学很有可能会产生新
的突破。” 

深入观察亚洲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大多数面向应
用的研究都侧重于开发工程解决方案。牛津大学人类未
来研究所研究员Jeffrey Ding表示，“对于中国，我还没有
真正看到能开辟出新领域的基础性突破。”亚洲的生态
系统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成开放灵活的系统，对不断变化
的环境和未来的发展进步做出响应。这并不意味着这些
生态系统在眼下就是封闭的—实际上，其国际协作水平
展现的恰恰是相反的方向。 

8.人工智能新要务

“我们需要的只是取得更多突
破，根据我的猜想，由于我们在
过去10年取得的突破都来自神
经科学，因此接下来的一些突破
很有可能也会出现在神经科学领
域。理解人类自己的大脑和智
能，将对真正制造出智能机器具
有重要意义。”

Tomaso Poggio
麻省理工学院大脑与认知科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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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的研究审视了科学论文中的引用指标，以理解
人工智能学术界的合著者网络，在他看来“尤其揭示了
中国与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之间相当密切的联系。”无论
是国内外还是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加强所有形式的协
作将使亚洲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取得更大的进步。  

实现更宏伟的目标
亚洲各地政府依托人工智能来加速推动实现更宏伟

发展目标（例如新加坡的“智慧国家”，或中国的“中国
制造2025”）的策略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Poggio指
出，与科技巨头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相比，亚洲各国和
地区的政府发挥着更加主导性的作用。 

他表示，在亚洲，“不仅仅是腾讯或百度这样的企业
在发挥作用，它们的行动与国家层面的计划保持着一致
的步调，这一点比美国要明显得多。有时人们会拿太空
竞赛来进行对比，而且美国政府在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
究者提供支持方面当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亚洲着
眼于整合该生态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这种对细节的关
注甚至更有威力。 

Ding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地区整合出了
所有必要的部分。“中国对本土及自主创新的推动很可
能不会取得完全的成功。”尤其是在中国对美国的芯片
仍然存在依赖性的情况下。中国积累基础资产的速度将
关系到亚洲人工智能未来数年的发展轨迹。  



亚洲的人工智能议程

© Copyright 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 版权所有, 2018.

23

本报告是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开展
的研究项目亚洲的人工智能议程 的第一部

分，对该地区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进行了探讨。根据对
近900名高管的调查，以及与地区及全球人工智能专家
的一系列深度访谈，本报告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 亚洲有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跑者。 超过三
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亚洲拥有的人工智能资产基
础由数据、人才、服务提供商和政府扶持构成，整
体要么优于其他地区，要么旗鼓相当。

• 亚洲有望在未来十年占据领先地位。 大多数受访者
认为，亚洲在未来十年将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开发、
应用和商业化的领先地区。 

• 政府的介入一直都是有助于成功的推动力。 将具有
高度针对性的政府人工智能项目与更宏伟的全国性
目标相联系，已经并将继续使亚洲各国和各地区成
为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卓越中心。  

• 解决国内面临的挑战可促进创新。无论是印度的基
础设施缺陷、马来西亚的农业生产力，或是随处可
见的平等医疗供应，亚洲的国内挑战为人工智能创
新者打造新一代人工智能成果指明了研究重点，也
提供了近乎无穷无尽的机遇。 

• 必须继续促进协作和积累本土资产。 亚洲的许多合
作框架并未能充分利用产业与学术界之间或行业参
与者之间的研究。行业利益相关方必须确保避免在
孤立状态下发展人工智能。  

• 数据保护等更重大的问题必须解决。 亚洲的人工智
能架构师需要围绕数据的使用以及数据产生价值的
方式，建立更加以公民为中心的监管框架。随着利
用人工智能实施社会控制（例如中国所谓的“社会
信用”项目）向公民和消费者展现了可能产生的负
面或排斥性影响，这一点将变得愈加重要。若未能
做到这一点，将会破坏数据创造者与利用这些数据
的企业之间的社会契约。 

9.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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