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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现状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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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度学习增强了人工智能（AI）算法的通用性，近年来催生了 AI 产业的快速发展，但实践表明 AI 技术和算法在产业
领域的落地应用依然面临极大困难；企业用上并用好 AI、学术界和产业界协同以解决算法落地困难等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本文着眼我国 AI 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企业 AI 应用落地的实际案例出发，梳理业界现状、剖析发展挑战、探讨根本原
因、提出应对策略。企业 AI 落地应用的复杂性表现在业务需求、数据、算法、基础设施、配套方案等多个维度，应用成熟
度取决于数据的准备程度及治理水平。在国家宏观层面，有必要构建更友好的 AI 产业生态环境，促进 AI 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以更有力的具体举措支持 AI 产业的技术研发，特别是全栈 AI、AI 基础平台及工具体系、AI 根技术等，提高我国 AI 核心技术
的自主可控能力；鼓励企业积极实施数字化转型，采用 AI 技术进行智能化升级，形成 AI 产业技术研发、企业 AI 落地创新的
强耦合及双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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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 learning has enhanced the versat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lgorithms. In the last decade, the AI industry has
been spawned and developing rapidly. However,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and algorithms in the industrial
field faces huge challenges. Approaches need to be explored for enterprises to properly use AI and for the academia and industry to
effectively collaborate to facilitate algorithm application.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I industry,
and presents several practical cases of AI application, through which we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challenges, and their root causes
pertaining to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AI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he complexity of AI application for enterprises
involve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business requirements, data, algorithms, infra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systems. The maturity
of AI application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data preparation and the level of data governance. At the national level, a friendly ecology
for AI application should be built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and specific measure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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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taken to suppor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ies that focus on full-stack AI, AI basic platform and tool system,
and AI root technology, thus to improve the independence of China’s AI core technologies. Moreover, enterpris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upgrading using AI technologies, thereby forming a strong coupling and
a two-way cycle betwee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ie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enterprise scenarios; intelligent solutions; application; full-stack AI; AI root technology

一、前言

浪潮。① 第一次浪潮（1956—1974 年）是 AI 的诞
生时期，重在让机器具备逻辑推理能力，开发的计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数字化技术驱动产业变革的

算机可解决代数应用题、证明几何定理、学习并使

发展过程，人工智能（AI）、大数据、物联网、云

用英文程序；研发了首款感知神经网络软件和聊天

计算、第五代移动通信等也在重塑创新版图和产业

软件 （即时通讯软件）。② 第二次浪潮 （1980—

链分工。国家高度重视这一发展趋势，发布了《新

1987 年），AI 变得更为实用，可解决某些领域特定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 年），旨在促进 AI

问题的 AI 程序（“专家系统”）开始获得企业应

技术和产业高速发展，加速渗透到更多应用领域，

用；知识库系统、知识工程成为当时研究的主要方

进一步扩大关联产业规模；支持 AI 和实体经济深

向。③ 第三次浪潮（1993 年至今），计算性能的基

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进数字产业

础性障碍被逐步克服，
“智能代理”范式获得广泛

化和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接受；深度学习的理论突破使得 AI 技术发展超越

集群。蓬勃发展的 AI 产业，为 AI 领域“产学研”

了研究人类智能的范畴。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合作创造了机遇，也在技术创新和落地应用方面提

据、芯片、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 AI 技术的发展提

出了新的要求。

供了充足的数据支持与算力支撑，以“AI+”为代

AI 是借由人工制造的计算机来表现人类智慧

表的业务创新模式逐步成熟。从全球学术数据库中

的技术 [1]，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和沉浮。2000 年

遴选出的 2011—2020 年 AI 领域十大热门研究主题

以来，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统计学习方法显著增强

有：深度神经网络、特征抽取、图像分类、目标检

了 AI 算法的通用性，提升了各项基础任务的应用

测、语义分割、表示学习、生成对抗网络、语义网

性能，创造了将 AI 算法应用于大量实际问题的机

络、协同过滤、机器翻译 [4]。

会 [2]；过去 10 年里，AI 技术的革新深刻改变了社

AI 产业可按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进行划

会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催生了 AI 产业。然而时

分。基础层主要指计算平台和数据中心，如云计算

至今日，AI 技术和算法依然面临落地应用方面的种

平台、高性能计算芯片、数据资源等，为 AI 应用

种困难 [3]，也就引发了我们的思考：要想真正让

提供数据支持与算力支撑。技术层指 AI 算法和技

企业用上 AI、用好 AI，让企业的 AI 应用可持续 ，

术，是 AI 产业的核心构成。应用层指面向特定产

学术界、产业界需要聚焦解决哪些事情，应当如何

业和场景专门研发的产品及服务，是 AI 产业的自

协同以有效实现算法落地？

然延伸。制约 AI 产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如数据

本文着眼于我国企业 AI 应用的落地及可持续

质量、泛化能力、可解释性等。本研究认为，企业

发展，就面临的挑战、潜在的解决方案提出构思。

AI 落地应用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制约因素是可

从 AI 应用于生产的实际案例出发，梳理业界发展

解释性。对于传统的机器学习，特征提取由专家或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 AI 产业发展面临的迫切

富有经验的人员手动完成，嵌入了大量的专业知

挑战，据此探讨成因及应对策略，以期为我国 AI

识；虽然提取的特征可能不够全面，但因其良好的

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基础参考。

可解释性而备受学术界的推崇。深度学习的特征提
取则通过神经网络自动完成，因无需专家参与而减

二、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现状和趋势

少了人为干预，对特征的提取通常也更为全面。然
而，以深度学习为主的神经网络模型无法给出合理

（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态势
自 1956 年概念提出至今，AI 的发展经历了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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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解释；如果 AI 不能理解知识或行为之间的
深层逻辑，在采用已有模型去应对未知变量时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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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引起模型崩塌。因此，企业 AI 落地应用的关

于能源（如智能勘探、生产巡检、智慧加油站）、

键在于将长期积累形成的专家知识融入 AI 模型 ，

城市治理 （如智能办公 / 办事、政务智能热线）、

据此构建知识与数据融合的神经网络模型，从而提

交通运输 （如智慧高速、智能网联、城市交通治

高模型的可解释性和泛化能力。

理）、工业制造（如工艺优化、优化控制、工业视
觉）、医药医疗（如医学影像、临床辅助、药物研

（二）人工智能的国内外进展

发）、银行与金融（如智能风控、智能营销、智能

AI 发展的经济社会意义正在成为世界多数国家

双录）等垂直领域。无论是交通运输、工业制造等

的共识，一系列 AI 发展战略和计划相继提出并得到

面向企业的服务，还是智慧医疗、互联网等面向个

快速更新。各国积极设立 AI 研究机构，引导研发投

人的应用，AI 算法都正在或者已经进入核心生产流

入并注重人才培养，建设算力和数据基础设施，提

程，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伴生新的问题，反哺和驱

高平台和资源应用水平，制定行业应用政策法规，

动了 AI 算法研发。

以期为 AI 应用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例如，美国国
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

（一）智能油气勘探

展战略计划：2019 年更新版》[5]，突出了 AI 研发投

智能油气勘探是 AI 算法在能源产业落地应用

资的优先事项，聚焦领域前沿的快速发展。欧盟委

的重要场景之一，可以认为 AI 算法深刻地改变了

员会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提案（2021 年）[6]，旨

这一行业。在智能化，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时代

在构建值得全球信赖的 AI 中心，加强欧盟范围内

背景下，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的智能化转型是能源行

AI 的使用、投资和创新活动。

业极为核心而又无法规避的发展模式 [10]。这是因

在我国，AI 技术持续创新和突破，AI 资源持

为，随着石油资源品质的不断劣质化，油气资源开

续优化整合，AI 产业结构逐渐完善。① 近年来 ，

采的难度持续加大，开采成本逐年攀高；抛弃“储

我国的 AI 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居世界首位，增速明

量为重”的旧观点，树立“数据为重”的新理念，

显高于其他国家 [7]；我国学者在国际一流会议和

加大数据挖掘力度并提升数据价值，是油气勘探开

期刊上的发表论文数稳步增长，成为 AI 社区的重

发面临的新挑战；数据、算力、算法、场景“四位

要贡献力量。② 建立 AI 计算中心和创新中心，面

一体”，共同驱动 AI 技术在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的

向产业需求提供基础数据资源、计算资源、关键算
法服务，显著降低了中小型企业的研发成本和行业

“以点带面”式应用。
近年来，AI 技术已逐步应用于石油勘探开发中

准入门槛，带动了 AI“产学研”协同创新 [8]；国

的沉积储层研究、测井解释、物探处理、钻完井、

产 AI 开源学习框架和开源软件不断丰富，昇思、

油藏工程等多个方向，取得了一定的进展。① 在沉

飞桨等开源框架加速了行业技术创新。③ AI 为企

积储层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借助岩心图像的智能分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源动力，智能产业加速创

析手段实现了沉积储层的精准量化，工业应用效果

新发展，智能机器人、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

良好且应用潜力突出。② 在测井方面，部分石油企

制造等方向发展迅猛，以行业深化应用为众多企业

业、科研机构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在曲线重

带来了实际价值；总结数百个企业项目的实践后发

构、岩性识别、储层参数预测、油气水层识别、智

现，AI 算法进入核心生产系统的比例接近 30%，将

能分层、成像测井等方面完成了基础研究及初步应

AI 引入核心生产系统后带来的效率提升平均超过

用。③ 在物探方面，利用目标检测、图像分割、图

18% [9]。

像分类等计算机视觉技术，实现了构造解释、地震
相识别、地震波场正演、地震反演、初至拾取、地

三、我国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案例

震数据重建与插值、地震属性分析等地震数据处理
解释。④ 钻井方面的 AI 应用，主要体现在井眼轨道

在我国，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演进，AI 算法逐

智能优化、智能导向钻井、钻速智能优化等。⑤ 在

步从实验验证走向企业落地。例如，以华为云计算

油藏工程方面，利用精细分层注水“硬数据”，实现

技术有限公司为代表的 AI 企业，已将 AI 落地应用

了数据驱动下的油气水井智能注水优化，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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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采收率。此外，基于循环神经网络的产量预测、

等情况；相比之下，通用技术领域的数据多为实时

生产措施智能优化等应用点上也取得了初步效果。

采集的大数据，各类公开数据集也为行业建模提供

具体来看，岩石薄片智能鉴定 [11]是计算机视

了丰富的数据来源。在研发生态方面，石油勘探开

觉技术在岩心分析上的代表性案例。传统薄片鉴定

发等特定领域也相对薄弱；近年来开源的多种 AI

依赖于岩矿鉴定专家在显微镜下的目估观察，存在

模型及代码为 AI 建模提供了丰富的预训练模型 ，

鉴定效率低、人员数量不足、鉴定结果不易精准量

但多是针对通用技术领域所构建，较难直接迁移到

化等不足。岩石薄片智能鉴定通过收集并标注海量

石油领域应用。

的薄片图像，建立深度学习所需的标签样本库；利
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构建岩石颗粒分割、矿物成分鉴

（二）智慧城市治理

定、孔隙结构分析、岩石结构分析等智能模型，使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工商业发展的产

鉴定结果更加直观、量化、精准（见图 1）。智能分

物，也代表着人类对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数字时

层注水是 AI 在油气田开发应用方面的另一个典型

代为城市所有物体、服务、空间的数字化提供了基

案例，作为第四代智能分层注水技术，利用注水开

础。然而，不断增加的主体与要素、快节奏的生产

发中的“硬数据”，结合计算几何、形态学等技术

生活方式，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以 AI 算

来优化生产参数，实现数据驱动的油气水井智能注

法为核心的“智慧城市”系统，在大规模算力、大

水优化；形成的水驱油藏流场识别技术，实现了注

数据技术的支持下，能够有效链接建筑、学校、医

水效果的评价、分析、实时监测与智能控制，为注

院、公共交通等城市要素，实现城市中各类场景的

水优化、井网层系调整、深部调剖等提供了可靠的

智能化决策。智慧城市的基本策略是将数据变成城

方案决策依据，显著提高了采收率。

市治理的资源，再应用此资源去赋能基层治理 [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在“十三五”时

智能政务专线、城市交通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典

期建设了认知计算平台 [12]，相应的功能架构如

型应用案例。① 传统 12345 热线的服务范围不断延

图 2 所示。平台实现了多个重点场景应用，如地震

伸，导致客服人员压力增加、服务效率降低。智能

初至波自动拾取、地震层位自动解释、测井油气层

热线方案提取政务法规、文件、内外部通知、工单

识别、抽油机井工况诊断、单井产量及含水规律预

等数据，建立包括事件、时间、地点、责任主体、

测等；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

解决措施在内的知识图谱。利用知识图谱相关算

分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等企业进行了试点应用，

法，智能识别居民来电意图，辅助人工坐席岗与居

取得良好效果，如地震层位智能解释将人工解释所

民进行高效交流，通过分析历史诉求及处置情况来

需约 1 个月的工作量降至一周内，测井油气层智能

智能派单，形成“接得更准、分得更快、办得更

识别将解释符合率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且单井解释耗

实”的热线服务模式。在试点城市，整体派单效率

时从 1 天压缩至 10 min。

提升超过 50%，工单处置周期缩短 20% 以上，大幅

也要注意到，虽然 AI 技术在石油勘探开发领

改善了工单办结的满意度 [9]。② 早晚高峰是城市

域的应用稳健展开并不断取得新进展，但较之于看

交通面临的巨大挑战。为了缓解路网压力增大造成

图识花、动作识别、智能修图等通用技术领域，相

的调度困难，智能调控信控方案利用电子警察解析

应进展仍是较为缓慢的，技术研究与落地应用之间

的结构化数据，分析各路口车流规律并结合交警人

仍存在不小的距离，尚处于“知易行难”的发展阶

工经验进行配时建模；在构建路口流量、绿灯空放

段。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的场景复杂，需要综合利用

等目标函数的基础上，将交通知识的数学描述以约

测井、地震、遥感等手段进行多维度分析，具有系

束条件的形式整合到最优信控配时的建模过程。在

统工程特征，无法仅靠数据驱动的模型来解决问

试点城市，实现了主干道平均车速提升 18%，道路

题，而通用技术领域的业务场景相对简单且所见即

排队溢出次数下降 20%，早高峰提前 10~15 min 消

所得，需要识别的对象也是常见物品。同时，石油

散，显著缓解了早晚高峰的交通拥堵现象 [13]。

勘探开发领域面临严峻的数据质量问题，建模所用

智慧城市治理是 AI 算法面临的极大挑战。城

的数据多是处理解释过的，存在小样本、数据失真

市治理场景复杂且变化迅速，对 AI 算法的高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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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岩石薄片智能鉴定的部分结果

标（如通用性、可迁移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城

制”到其他城市中去。

市治理需要结合图像、语言、语音等多种模态的数
据，也契合了未来 AI 算法朝着多模态方向发展的
趋势。然而，当前的 AI 算法在灵活度、鲁棒性等

四、基于案例实践促成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
若干关键要素分析

方面距离实际应用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往往需要进
行针对性研发以适应不同的场景，导致开发及应用
成本居高不下，也就难以规模化、规范化地“复

（一）人工智能的科学研究和需求驱动同样重要
AI 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现阶段在企业应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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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石油认知计算平台功能架构
注：GPU 表示图形处理器；FPGA 表示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CPU 表示中央处理器。

时产生了新颖而积极的成效 [14]，但也面临着诸多

测方案，摆脱对模型体量的盲目追求，让大模型不

问题和挑战 [3]。目前，AI 算法缺乏规范性，开发

再依赖下游任务而是根据自身对数据的理解能力进

效率较低，这是因为不同行业和企业的数据模态、

行评测，这样才能解决 AI 落地过程中的模型生产

数据体量及质量、硬件环境等均有较大差别。在传

问题。

统的开发模式下，AI 算法在场景之间的迁移能力

从模型的角度看，深度学习的重要障碍在于模

差，开发者往往需要针对不同场景分别设计神经网

型的泛化能力和可解释性 [19]。当模型遇到不在训

络结构、执行特定的优化与部署流程；缺乏统一规

练数据分布范围之内的测试样本时，模型的效果会

范的开发模式，开发出的算法也无法满足泛化性、

显著下降，加之神经网络模型通常无法解释自身推

鲁棒性、安全性、可解释性等要求。解决这些问题，

理过程，使得专业人员对模型预测结果持怀疑态

需要从科学研究、企业应用落地两方面同步着手。

度，也就限制了模型在实际生产场景下的应用。迁

1. 依据企业技术需求进行 AI 算法的迭代演进

移学习 [20]、对抗攻防 [21]、激活单元可视化 [22]

从训练数据的角度看，大数据时代的绝大部分

等技术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距离鲁棒、可

数据都没有标注信息。例如，从互联网公开领域获
取的数据中，具有语义标签的数据占比低于 1% [15]；

泛化、可解释的 AI 算法尚有距离。
鼓励学科交叉研究，推动 AI 与其他学科融合，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数据以提升大模型的质量，需要

以双向互促实现协同发展。将 AI 算法应用于其他学

构建高效的自监督学习算法。虽然学术界提出了针

科的前沿研究（如医学影像 [23]、生物制药 [24,25]、

对图像 [16]、文本 [17]等特定模态的自监督学习算

科学计算 [26]等）潜力巨大，但对 AI 算法提出了更

法，但训练效率有限、训练所得模型的能力难以评

高要求。例如，科学计算区别于与传统的 AI 应用

估。不同模态数据之间存在差异性，也使得从图

场景，AI 算法设计面临输入数据是否完备、数据

像、文本等数据中学习的语义知识难以在同一语义

量是否充足、计算架构是否合理等实质性挑战，解

空间中对齐 [18]。需要设计跨模态的模型训练和评

空间的复杂度极高。因此，AI 算法需要具备处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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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数据的能力并与知识计算 [27]、自动机器学

使用数据进行训练已建立模型；模型评估基于测试

习 [28]等算法相结合，才能辅助各学科的科学家探

数据集对模型进行评估，反复进行调优；应用生成

索未知领域。

对多个模型进行逻辑编排，指定输入 / 输出路径 ；

2. 在技术体系与架构设计中有机结合场景、算
法和平台
基于深度学习的 AI 算法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

应用评估基于业务数据集开展进一步评估；部署推
理包含应用的部署、监控和维护。例如，在监控和
维护阶段发现异常时，系统会将数据回流到数据标

训练成本较高。企业在技术体系与架构设计中，应

注环节，进行难例标注后补充异常数据，重新发起

追求与 AI 行业有机结合，在云端部署大模型，合

算法训练。

理规避基于通用数据训练模型的过程；配合高效

AI 进入企业核心生产环境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工具链，以较低的成本在私有数据上验证大模型，

最重要的环节是行业机理模型与 AI 模型的结合 [30]。

便于将模型部署到端侧和边侧设备，从而降低使

各个行业都有长期的专业积累，形成了涵盖物理、

用成本。这一发展方式才能让更多的企业受惠于 AI

化学、生物等知识表达，数量众多的机理模型。为

算法。

了在不同行业落地应用，AI 算法应结合行业知识、

AI 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关键基础源自计算机

企业专有数据，完成通用到专用的转变。在此过程

科学的细分领域。将 AI 算法落地到企业应用，需

中，应缓解通用数据与行业数据之间的领域鸿沟，

要不同类型的人员紧密配合：具备 AI 专业级技能

支持大模型与各类行业知识库的整合，降低大模型

的算法开发者和架构师，理解 AI 基础逻辑的产品

在各个行业的微调成本 [31]。

经 理 ， 接 受 AI 应 用 理 念 的 企 业 技 术 人 员 。 应 鼓

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开展需求分解、架构

励 AI 培训深入企业，通过实际案例提高企业技术

设计、系统开发、集成验证，形成端到端的解决方

和管理人员对 AI 的深刻认知，从而创造良好的协

案。以某企业落地的工业优化控制项目为例，AI 系

同环境。

统依托云端计算平台，以容器化部署方式对外提供
服务接口；通过边缘应用，完成工厂生产环境下生

（二）以系统性思维推进企业人工智能应用落地
当前，企业界对于 AI 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 ，

产作业系统数据接口的协议转换，由此打通了 AI
系统与工厂生产环境旧系统之间的数据与指令交

许多企业甚至认为“AI 就是算法”，忽略了“基础

互；采取系统工程的可靠性设计方法，确保数据通

设施”“配套方案”，使得 AI 应用落地的复杂度被

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保障企业的安全生产。鉴于

严重低估，往往导致项目应用成效低下甚至失败。

工业生产工况的复杂多变，数据驱动的 AI 模型可

实际场景具有需求多变性、数据多样性的特点，往

能遇到从未“见过”的工况，需要以“边云”协同

往需要结合领域专家的行业知识将多种模型进行组

的系统能力建立反馈回路，从而对 AI 应用的异常

合，才能打通企业的业务生产系统 [29]。企业在实

结果进行监控和迭代。这种 AI 应用系统和企业业

施 AI 应用时，需要建立系统思维，统筹考虑点 /

务系统的组合，可视为 AI 与核心生产系统融合的

面、上 / 下、横向 / 纵向维度的因素，确保“痛点

大型闭环。

清晰、步骤合理、量力而行”。在开发和应用阶段
都需坚持系统性思维，这对 AI 行业与企业的协同
进步是极为必要的。
AI 应用开发的全流程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本

（三）为人工智能落地创造良好的协同发展环境
1. 切入明确的企业应用场景是成功应用的开端
发掘企业应用场景是 AI 落地应用的第一步。

质是将算法开发的流水线进行工程化，形成降本增

为了准确定位行业 AI，需要深刻理解企业需求的场

效的应用场景；通过子流程的密切配合，形成小型

景业务状况，清醒认识 AI 算法的能力及所能解决

闭环（见图 3）。其中，数据标注用于将数据集打上

的问题 [32]。一个持续演进的良性循环反映在：多

标签以支持后续算法的训练；数据处理对异常数据

部门、多类型专业人员协作，针对具体的业务场景

进行清洗和整理，通过数据增强和精炼等方式提高

问题明确 AI 应用落地的边界，以企业内 / 外部的数

数据量；算法训练开发新算法或者选择已有算法，

据治理及资产化水平来评估应用 AI 的可能性及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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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I 应用开发全流程

注：MLOPS 表示机器学习运维。

在价值，以现有的企业知识来优化数据驱动的 AI

求的数据平台和数据资产，随后才能部署 AI 解决

模型，在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实现过程中补充并

方案。以某供热企业的智能化升级为例，AI 上线至

完善更多的数据。

少有 3 个前置条件：① 基础数据的清理，从热源、

企业 AI 应用场景可分为海量重复场景、专家

换热站、机组、单元阀到室内温采等一系列设备的

经验传承场景、多域协同场景。通过场景化问题分

参数，都要系统化地收集和建模；② 至少 1 个供暖

析，可以找到问题边界；通过行业知识引入，可以

季的设备历史运行数据、天气数据等，作为 AI 训

减少落地过程中的弯路，以此提高企业 AI 落地的

练集和验证集；③ 针对历史数据缺失的异常场景

质量。以智能油气勘探为例，地震资料的采集、处

（如数据断连、设备数据异常、阀门异常、极端

理和解释流程涉及数十个工序，而作为基础和关

天气等）进行分析和进一步的仿真，获得更丰富、

键业务环节的地震层位追踪，目前主要采用人工解

更可靠的数据集。以高质量行业数据为代表的前置

释的方式完成；大的地震数据量导致人工解释工作

条件只有足够充分，才能训练形成完整的 AI 调控

十分繁琐，而利用 AI 进行层位自动追踪可大幅减

方案。

少重复性的专业劳动，缩短勘探周期并节省勘探成
本 [33]。
2. 企业数字化是 AI 成功应用的基础
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决定了数据要素的准备程

3. 通过中枢化建设促成 AI 应用场景的互联互
通并实现价值
中枢化建设是 AI 系统工程需要采用的模式。
提前策划在不同部门之间共建 AI 算法和算力，才

度 [34]，这对 AI 应用落地的效果至关重要。以深度

能避免“各行其是”以消除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

学习为主的 AI 技术对数据的依赖性很强，特别是

AI 能力需从单点的算法汇聚至水平互通的中枢引擎

面向行业场景，因公开数据集有限而需企业自身积

层，以实现不同 AI 算法的共性能力复用和高效积

累大量的数据，对信息化、数字化基础能力提出了

累。换言之，通过中枢的算力底座解决物理资源的

较高要求。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的过程

零散问题（如云计算的本质，即是将大量的零散算

中，及时构建统一的行业数据标准，为企业建立数

力资源进行打包、汇聚，实现更高可靠性、更高性

据管理模式及信任机制提供基础依据 [35]；逐步完

能、更低成本的算力），由中枢的引擎层来解决 AI

善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共享机制，避免强中心化

算法的局部性问题。将中枢化的思维和模式同时应

带来的数据孤岛问题 [10]。

用于场景问题定义、AI 平台建设等维度，才能将

数据质量也是重要方面。如果数据管理分散、
规范性不足，则需先期进行数据治理以形成符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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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例，当前的多数问题都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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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复杂关联的局部问题造成的整体问题。AI 在对应

加速 AI 应用落地。

场景中的应用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用场景的

过去的 10 多年，AI 是发展最快的科技领域之

问题定义和建设模式。对于城市交通资源优化，如

一，这得益于业界在技术研究和产业落地之间的良

果局限于解决单一路口的拥堵问题，即使通过 AI

性循环，即技术研究的成果为企业落地创造了可能

算法将问题求解到最优，也很难对城市的整体交通

性，而企业落地的收益反哺了 AI 技术研究。也要

状况、车辆在途率形成根本性的改善。针对这类问

注意到，在深度学习爆发式增长 10 年后，AI 技术

题，需要采取中枢化的建设思维，将视野从局部拓

研究逐渐进入深水区，易于攻克或提升的技术点越

展到整体，才能够将局部优化辐射到全局层面，从

来越少；为了维系良性循环，应深入挖掘技术研究

而驱动整个系统产生更大的价值。具体而言，在设

与产业落地的“结合点”。AI 的应用旨在“减少重

计 AI 算法之前，率先考虑数据、资源、场景能否

复劳动”“扩展人类知识边界”，瞄准这一根本目

互通互联；如果不能，需要优先解决互通问题，才

标，保持技术研究和行业落地的紧密结合，才能兼

能再考虑如何将 AI 应用于优化后的问题及系统。

顾技术实现与社会价值创造 [38]。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36]是代表性的实践案
例。与单一管理部门应用场景不同 ，“一网统管”

五、我国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建议

实质上是中枢化的建设模式，实现了多个管理部门
的互通互联；将原先只能局部闭环的城市问题，通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泛智能时代，在此关键时

过多部门协同寻求了更高效、更优化的处置方案。

期，单项技术的重大突破、单一解决方案的深刻变

针对重新设计后的全局化问题，AI 应用就从原先局

化，都有可能改变各行业的竞争格局。种种迹象表

限于特定事件的感知和发现，拓展到了通过知识图

明，当前正处于 AI 大规模落地应用的爆发前夕。

谱挖掘跨管理部门事件的处置关联性，从而精准推

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尤其是领军企业，普遍重视 AI，

荐事件处置的措施和责任主体，达到处置效率、处

加大投入以紧跟潮流并获得领先优势。如果在布局

置满意度的全局优化。

阶段错失机遇，一旦马太效应形成，后发者可能处
于更为弱势的境地。相应地，我国应高度重视 AI

（四）用发展的思维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挑战
AI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产业发展，积极发布 AI 企业落地配套政策，引导
国产 AI 根技术、基础平台、关键行业应用等层面

如果对 AI 算法缺乏宽容，实际应用时一旦出现问

的协调发展，以更好推动 AI 技术的产业集聚、促

题就导致信任危机，容易遏制技术的迭代和提升，

进 AI 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也就带来 AI 应用落地的额外阻力。宜采用发展的

建议支持 AI 产业链发展，扶持全栈 AI 国产化，

思维来看待 AI 企业落地过程中的问题和挑战：既

完善 AI 基础平台及工具体系，培育国产 AI 根技术，

要给予发展机会和周期，也要在系统、流程、机制

提高 AI 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① 加大底层根

等方面提供支持，促成良性、可持续的能力演进。

技术的研发投入，构建算力、算法、数据三位一体

列车运行故障动态检测系统的应用场景具有代

的 AI 新生态，鼓励企业、高校、社会服务等加速

表性：采用列检设备拍摄货车底部和侧部照片，通

应用 AI 根技术；以核心产业主体多方共建的方式，

过审图判断货车是否存在安全风险。列车速度极

积极构建具有国际有影响力、分布于若干行业的 AI

快、室外环境复杂，加之故障类型多达数百种，AI

根技术应用体系，构筑 AI 企业应用的技术纵深。

系统面临在长尾数据上进行小样本学习的困难。AI

② 支持 AI 根技术持续创新，引导优势企业开展 AI

研发企业与铁路科研单位合作开展了 AI 技术应用，

根技术研发攻关，支持与行业企行示范应用，促进

经过迭代式开发和测试，使得误检、漏检样本快速

国产 AI 大模型、框架、芯片等核心技术突破及产

进入系统，模型能力不断提升，最终达到专家人工

业化落地。③ 鼓励优势 AI 企业加速完善包括端到

判读的水平。在类似的发展过程中，更加开放地优

端的 AI 基础平台、工具链在内的 AI 共性支撑技术

化组织流程，让行业专家与 AI 专家高效配合，应

体系，实质性提高自主可控能力并形成一定的比较

用主动学习等技术提升人工辅助效率 [37]，将显著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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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支持企业积极采用 AI 进行智能化升级 ，
形成技术研发和产业智能创新的双向大循环。企业

yicai.com/news/5432412.html.
[8]

Wang J. Data resources and the urban brain [J]. Office Administra‐

智能化所需的生产要素，如数据、算法、算力等，
通常很难依靠单一企业来构建齐备。应建立科学合
理的算力、数据、算法开放共享机制，持续开放并
积累各行业的算法、模型、数据，促进跨企业的智
能化协作，以要素的规模化提升企业 AI 应用的水

王坚. 数据资源与城市大脑 [J]. 秘书工作, 2020 (1): 75‒77.
tion, 2020 (1): 75‒77.

[9]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 赋能智慧城市白皮书 [R]. 深圳: 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 2021.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AI-enabled smart city: White paper
[R]. Shenzhen: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2021.

[10] 刘合. 石油勘探开发人工智能应用的展望 [J]. 智能系统学报,

平。① 地方政府可借助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机

2021, 16(6): 985.

遇，新建或扩建包括 AI 计算中心（公共算力）、一

Liu H. Prospec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体化大数据中心（数据共享）、AI 创新中心（模型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J]. CAAI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2021, 16(6): 985.

共享）在内的 AI 公共要素体系。② 由企业、管理

[11] Liu H, Ren Y L, Li X, et al. Rock thin-section analysis and identi‐

部门注入数据和应用需求，支持企业开展基于云计

fication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t technique [J]. Petroleum

算、大数据的 AI 应用创新示范；鼓励企业采用 AI

Science, 2022, 19(4): 1605‒1621.
[12] 龚仁彬, 李欣, 李宁, 等. 油气人工智能 [M]. 北京: 石油工业出

进行技术换代、流程再造、服务升级，形成自主技

版社, 2021.

术研发和产业智能创新循环互促的发展格局。③ 制

Gong R B, Li X, Li N,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oil and gas

定相关标准，规范 AI 技术研究，以发展的思维积
极应对 AI 落地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问题；完善与企
业 AI 应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流程制度，促进产业
智能化良性发展，防控潜在技术和社会风险。

[M]. Beijing: Petroleum Industry Press, 2021.
[13]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知识计算白皮书 [R]. 深圳: 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 2022.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Knowledge computing: White
paper [R]. Shenzhen: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2021.
[14] Zhang D, Mishra S, Brynjolfsson E, et al. The AI index 2021 an‐
nual report [EB/OL]. (2021-03-15)[2022-04-15]. https://arxiv.org/
ftp/arxiv/papers/2103/2103.063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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