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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需要多久才能开始复苏，何时才能全部回复“正常”？ 

随着全球正从2020年上半年冠状病毒带来的临时停摆，每
个人，不论决策者、企业家或劳动者都思考这个问题。

当各主要经济体在2月和3月
开始进入封锁状态，以试图
减轻迅速传播的病毒造成的
影响并延缓其对全球卫生系
统的影响时，年初公布的非
常乐观的经济预期很快就变
得“十分悲观”。

全球化自身受到了质疑，因
为各国政府意识到病毒可以
非常迅速地从武汉传播到纽
约、伦敦和利雅得。卫生部
长和经济部长们必须应对巨
大的医疗需求和工作场所的
关闭，以及至少从1945年以
来就再未发生过的如此大规
模的经济冲击带来的各种影
响。

短期内，几乎在任何地方都
感到不安穏。2020年，每个
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都将面临
大规模萎缩。只有长期以来
一直作为增长引擎的中国，
在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最新
预测中，勉强维持正的预期
增长数据（低于0.5%）。

该预测预计2020全年全球经
济将下滑5.2%。世界银行表
示：“这将是自二战以来最
严重的衰退，也是自1870年

以来，人均产出出现下降的
经济体数量最多的一次。”

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为
深入的研究，并观察了亚太
地区如何应对此次危机，以
及在2020年下半年将开展哪
些工作来助力复苏。

本期内容还探讨了人工智能
(AI)对商业世界的影响，特
别是在建筑和相关服务领
域。 

在一份特别报告中，我们研
究了AI技术在整合信息以造
福全人类的过程中产生的影
响。项目团队在应对日益复
杂的业务挑战时，将计算机
硬件、软件和数据等各种技
术以激动人心的全新方式进
行组合。

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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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

那么，它对您和您的业务有何

影响呢？预测专家们对全球的

整体情况感到悲观，他们表

示，今年的人均收入将全面减

少，这尤其会对一些贫穷和新

兴的经济体造成十分严重的影

响。 

人们对于2021年出现强劲“反

弹”感到乐观，但人们对于复

苏速度有多快仍存疑问。

世界银行负责公平增长的副总

裁Ceyla Pazarbasioglu称： 

“严重依赖全球贸易、旅游

业、商品出口和外部融资，且

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地区遭

受的打击最大”，他将前景形

容为“非常严峻”。

但尽管如此，世界银行仍预计

2021年的增幅将反弹至4.2%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未

来一年中，大部分经济体都将

完全恢复正常。 

那么经济复苏将从何而来？ 

我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最明

显的一点是在主要经济体中推

出的各种刺激计划。 

中国已发出信号，表示其“一

带一路”(BRI)政策将继续快

速发展，为亚洲以及其他地区

的基础设施支出提供支持。 

在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地

区，针对铁路、可再生能源和

海水淡化厂等关键能源和服务

合同的支出继续保持着不同水

冠状病毒疫情：  冠状病毒疫情：  
对您的业务有何影响？对您的业务有何影响？

中国已发出信号，表示
其“一带一路”政策   

将继续快速发展，为亚洲
以及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

支出提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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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石油价格下跌减缓了该地
区的支出，而油价下跌又是由
全球经济放缓导致需求急剧下
降而引发的。 

北美和欧洲等成熟经济区面临
着灾难性的衰退，这将对全球
产生巨大影响。世界银行预计
美国经济将下跌6.1%。除了
病毒的影响外，在11月之前，
美国总统大选都将一直吸引人
们的关注，其不可预测性可能
会同时影响经济复苏。

欧洲的情况可能更糟，世界
银行预计仅欧元区就会下跌
9.1%。英国按照目前的计划
将于年底前退出欧盟，届时可
能发生的“无协议脱欧”的代
价尚无准确的估计。

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
话说，局势依然“非常不确
定”。“经济影响取决于以难
以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因
素，包括疫情途径、控制措施
的强度和效果、供应中断的程
度、全球金融市场状况急剧紧
缩的后果、开支模式的变化、
人们避开购物中心和公共交通
等行为变化、信心效应和商品
价格波动”IMF总结道。

目前，受疫情影响最明显的是
旅游业。航空和酒店业这两个
重要行业受到疫情拖累，实际
已陷入停滞。尽管这两个行业
在亚洲部分地区出现了上涨趋
势，但在其他地区受疫情影响
依然很严重。同时，像东京奥
运会和迪拜世博会这样的重大
活动已被推迟到2021年，这两
个活动都伴随着可观的基础设
施和建设支出。 

旅游业是重要的现金来源，政
府将承担压力，在形势安全的
情况下重新开放旅游服务。 
这就是为什么压力在于控制病
毒并限制进一步感染的原因所

在，这样能使受感染的人数减
少，或者能够拖到开发出疫苗
并在全球大批量生产。

如果有关当局继续坚定不移地
应对疫情，他们将能够成功地
让病毒复制率或“R”率保持
在较低水平，之后便能接受更
多航班，并让酒店和餐馆恢复
正常营业。这一成果将确保在
建设领域持续投资。

世界银行认为，现在也该提前
计划并支持对那些随着病毒的
不断发展而成为人们关注焦
点的关键领域的投资了。世界
银行在六月的报告中称：“疫
情突显了对健康和经济政策举
措的迫切需求，包括全球合作
以减轻疫情影响，保护弱势群
体，并增强各个国家/地区在
未来预防和应对类似事件方面
的能力。”

世界银行认为，现在也该
提前计划并支持对那些随
着冠状病毒的不断发展而
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关键

领域的投资了。 

全球经济



5 2020 年 6 月 洞察洞察

www.curriebrown.com  

在疫情导致的一段长期大范围
封锁之后，中国已经开始复工
复产，第一个迹象就是中国经
济的走势可能在未来一年重回
其熟悉的“增长曲线”。

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其他地区能
在多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 
中国经济非常依赖于其出口客
户，而这些客户中有很多在6
月仍处于不同的停工阶段。

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在内的国际预测机
构一致认为，冠状病毒疫情之
后将出现全球经济萧条。近几
个月以来，2020年的经济数据
都进行了向下修正，甚至于在
过去十年间从未停下增长脚步
的亚太地区(APAC)也出现了
萎缩。

作为第一个出现冠状病毒疫情
的国家，中国最初的反应可能
令人质疑，但其对城市采取了
严格的封锁措施，很快就遏制
住了病毒的传播。因此，制造
业在三月下旬得以复工，工业
生产在一个月内恢复了增长，
国内汽车销量也有所增加。

出现这种逆转的原因可能是由
于中国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以及在移动设备等国际产品的
制造中占据优势地位这一实际
情况。但是，其在众多全球产
品供应链中的地位将受到全球
衰退的阻碍，特别是在复苏乏
力的情况下。

亚太经济体争相在        亚太经济体争相在        
未来一年恢复增长未来一年恢复增长

区域经济

这些困难反映在亚太地区的其
他地方，世界银行表示：“国
内限制和外部溢出导致消费、
投资、生产和贸易往来急剧减
少，从而使大多数国家/地区
的经济活动出现了自亚洲金融
危机以来的最大幅减少”。

世界银行预计，就整个亚太地
区而言，2020年的增长率将
为-1.2%，到2021年将回升至
5.4%。预计泰国的情况将非常
困难，增长率估计为-5%。尽
管政府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实施
和放宽了限制，但依赖外国游
客的旅游业几乎面临崩溃则是
最明显的原因。

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
预测机构一致认为， 
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将 
出现全球经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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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最近几个月吸引了包括苹
果和谷歌在内的美国制造商，
并于3月份迅速恢复到“正
常”水平，似乎已经扭转了不
利趋势。以致于《金融时报》
于6月报道说，该地区的胡志
明市和曼谷等城市在封锁后已
经“轰然复活”。

但预测专家们却总结说：“疫
情会削弱投资和供应链，从而
进一步使该地区的潜力放缓，
而它们是过去十年来提高生产
率的一个重要渠道”。“如果
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升级，该地
区的前景将显著恶化。”

最后一点尤其引起了中国的共
鸣。美国总统大选即将于11月
进行，关于中国的言论 — 其
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甚至是
新冠病毒的源头 — 随着特朗
普总统寻求连任而不断增加。 
不过，一切顺利的话，世界银
行预测，中国经济明年的增长
率将反弹到6.9%。

中国的建设项目仍在继续。澳
大利亚、新加坡和韩国等其他
主要经济体正处于经济活动复
苏的不同阶段，但短期内的需
求仍然较为疲软。

中国的反应似乎较为乐观。在
2020年第二季度，电子、电
信、甚至航天项目等各种资
本支出项目都在继续进行。 
尽管疫情肆虐，但“一带一
路”(BRI)计划仍然表现活
跃。包括苹果在内的各跨国公
司的供应商已恢复运营，并宣
布与其他公司达成了交易，其
中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
拉，该公司正加速在中国推出
4,000个“超级充电站”。

四月份，在线零售巨头阿里巴
巴确认了一项价值280亿美元
的承诺，计划在三年内扩大其
云计算业务的影响力。这家庞

大的公司直接与亚马逊和微软
竞争，并计划增加其运营的数
据中心的数量，以支持业务的
发展。彭博社称，为在这个不
断增长的行业中获取市场份
额，阿里巴巴很可能会保本运
营服务，该业务目前在其收入
份额中占比最大。

随着五月成功发射了一枚新火
箭，中国正在继续推进其在
2022年之前建成载人空间站的
计划。被美国排除在太空合作
项目之外的中国决定运行自己
的空间站。最近的任务 — 计
划还有4次 — 使用的飞船最
多可搭载6人。

中国政府决定向全世界发出 
“一切如常”的信号。习近平
主席批准了一系列技术投资项
目，据说要在六年内投资1.4
万亿美元。中国希望华为这
样的公司加快推出5G电信业
务，以实现自动驾驶汽车、工
厂自动化和大规模监控系统。 
2020-21年度基础设施支出计
划将超过5,600亿美元。 

随着澳大利亚逐渐摆脱疫情困
扰，其政府也发出信号表示基
础设施支出将大幅增加。当地
媒体报道说，堪培拉计划遵循
IMF的建议，即各政府部长利
用创纪录的低利率借入更多资
金，投资于从维修乡村道路到
确保饮用水供应的各个领域。

随着官员们开始审核潜在的投
资项目，目前涵盖10年基础设
施支出的700亿美元预算可能
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增加。IMF
以澳大利亚为例，说明各个国
家/地区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应
对疫情对工作和经济的影响。 

“提高公共投资领域的支出是
值得的，因为考虑到目前的低
利率，所得资产的价值很有可
能会超过所产生的债务。这反

世界银行预计，就整个
亚太地区而言，2020年
的增长率将为-1.2%， 

到2021年将回 
升至5.4%。

过来又增加了公共部门的净资
产”IMF称。

“当供给中断出现缓解时，维
修保养可以作为一种广泛的刺
激措施而迅速扩大规模。”

对运输的投资将是整个亚太地
区经济体基础设施支出的关键
组成部分。泰国仍计划在今年
晚些时候确认曼谷-呵叻高铁
线路的合同。世界银行正在促
成南亚和中亚之间的新铁路线
路，最近还刊登了广告，邀请
顾问进行可行性研究。

在新加坡，韩国公司GS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赢得了一项价值4.62亿美元的
合同，将在新加坡大士(Tuas)
前Raffles Country Club的一
处50公顷的场地上建造新加坡
的第一个地下铁(MRT)测试设
施。这是东南亚地区的首个此
类设施，将对MRT系统进行全
天候系统测试。

疫情带来的一个正面影响是让
各国政府明白了如何从中汲取
教训，以及是否会因此加大
对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务领
域的投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
化，经济学家们正在观察这种
变化是否会对决策带来长期影
响。

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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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成本 – 2020 年第一季度
建筑面积 平方米建筑面积 平方米

澳大利亚（澳元）（澳元） 中国（人民币）（人民币）

布里斯班布里斯班 墨尔本墨尔本 悉尼悉尼 北京北京 上海上海 深圳深圳

写字楼写字楼 高层 3,460 - 4,460 3,700 - 4,320 4,500 - 5,600 8,000 - 11,000 7,600 - 10,300 7,500 - 11,000

中层 3,280 - 4,203 3,500 - 4,140 3,900 - 4,500 6,500 - 8,000 6,000 - 7,500 5,500 - 7,500

低层 3,060 - 3,980 3,270 - 3,890 3,450 - 3,900 5,200 - 6,500 4,800 - 6,000 4,500 - 5,500

零售商场零售商场 2,260 - 3,650 2,345 - 3,280 2,500 - 3,765 7,000 - 11,000 6,800 - 11,000 7,000 - 11,000

住宅住宅 高层 3,209 - 4,390 3,425 - 4,175 3,550 - 4,250 5,000 - 7,500 5,000 - 8,000 5,000 - 7,000

中层 2,850 - 3,630 3,025 - 3,675 2,950 - 3,550 3,500 - 5,000 3,800 - 5,000 3,500 - 5,000

联排别墅 1,560 - 3,580 1,500 - 2,700 1,350 - 2,450 5,000 - 7,500 5,500 - 8,000 5,500 - 8,000

别墅/住房 1,910 - 3,980 1,400 - 2,700 1,300 - 2,450 7,500 - 12,000 7,500 - 10,500 7,500 - 11,000

酒店酒店 五星级 4,150 - 5,750 4,500 - 5,900 4,900 - 6,150 10,000 - 15,000 10,000 - 15,000 11,000 - 15,000

四星级 3,650 - 4,680 3,745 - 4,580 3,900 - 5,150 8,000 - 10,000 8,000 - 10,000 8,500 - 11,000

三星级 2,950 - 4,210 3,510 - 4,025 3,550 - 4,150 6,000 - 8,000 5,800 - 8,000 7,000 - 8,500

五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875 - 1,100 900 - 1,100 950 - 1,100 600 - 800 500 - 650 550 - 700

四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725 - 950 700 - 950 750 - 950 350 - 600 300 - 500 350 - 550

三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550 - 700 550 - 750 550 - 750 200 - 350 200 - 300 200 - 350

工业楼房工业楼房 825 - 1,250 950 - 1,495 975 - 1,450 3,000 - 4,200 3,000 - 4,500 3,500 - 5,000

数据中心数据中心 5,120 - 9,850 5,500 - 10,000 5,500 - 10,000 18,000 - 25,000 18,000 - 27,000 18,000 - 28,000

香港（港元） 日本（日元） 新加坡（新元） 泰国（铢）

香港香港 东京东京 新加坡新加坡 曼谷曼谷

写字楼写字楼 高层 23,000 - 32,500 500,000 - 625,000 2,790 - 3,100 32,000 - 37,750

中层 17,500 - 23,500 450,000 - 500,000 2,120 - 2,720 27,000 - 35,200

低层 15,500 - 19,500 325,000 - 425,000 1,710 - 2,020 24,500 - 31,650

零售商场零售商场 24,000 - 35,000 不适用 2,930 - 2,020 28,550 - 35,750

住宅住宅 高层 23,500 - 34,000 不适用 2,120 - 4,340 35,000 - 75,000

中层 16,500 - 19,500 不适用 不适用 24,500 - 40,000

联排别墅 21,500 - 28,000 不适用 2,520 - 3,130 22,000 - 25,000

别墅/住房 48,500 - 60,000+ 不适用 3,130 - 4,140 26,550 - 38,000

酒店酒店 五星级 35,000 - 45,000 550,000 - 700,000 3,830 - 4,840 58,000 - 75,000

四星级 32,000 - 35,000 450,000 - 550,000 3,230 - 4,040 54,000 - 58,000

三星级 27,000 - 32,000 350,000 - 450,000 3,000 - 3,300 46,000 - 52,000

五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含 100,000 - 130,000 含 11,250 - 18,000

四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含 80,000 - 100,000 含 8,700 - 13,250

三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含 60,000 - 70,000 含 6,650 - 9,000

工业楼房工业楼房 12,000 - 17,000 225,000 - 325,000 1,110 - 1,970 17,000 - 24,000

数据中心数据中心 不适用 1,150,000 - 1,300,000 8,080 - 12,120 120,000 - 185,000

注： 注：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工业楼房设有 PCC 架构，不包括办公室配置。

澳大利亚、中国和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和新加坡： 成本不包括消费税/增值税。        

办公室办公室： 价格采用著名CBD标准。       
数据中心数据中心： 成本取决于千瓦的成本。       
工业工业： 不包括设备。       
酒店酒店： 不包括OS&E成本。       

成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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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走向大众化 正在走向大众化 
的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

焦点

无论您是赞同将人工智能(AI)
视为为人类赋权和增强提供无
限机会的观点，还是持更加悲
观的看法，比如智能机器不受
控制并最终毁灭人类，都很难
回避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科幻
小说通常将AI 描绘为具有卓
越认知和身体技能的智能机
器人。毫无疑问，我们最终会
实现这个目标，但目前我们身
边使用AI的例子越来越多，例
如家用数字助理、自动驾驶汽
车、业务和制造的效率提升，
以及从对大量数据的深入分析
中获得新的知识。我们甚至会
声称“使用AI来驱动路灯”，
尽管有人可能会冷嘲热讽地认
为这种说法毫无说服力，但这
正说明了围绕AI的营销炒作多
么的异想天开。

那么，AI到底是什么？让我们

从回答它不是什么开始。它不
是一种新事物！而且在30年前
就已经不是新事物了，当时有
种类似的狂热说法，即AI将解
决所有能想到的问题。如今，
用于同样神秘的“深度学习”
且听起来晦涩难懂的“人工神
经网络”可以追溯到70年前
的SNARC — 这是由Marvin 
Lee Minsky和Dean Edmonds
打造的一款随机神经模拟强化
计算器。由于AI无法兑现其雄
心勃勃的承诺，之前的热情已
逐渐消退。那么，目前的复兴
是否会重复30年前的经历？这
种复兴是否会再次退回到学术
殿堂中？也许会。也许不会。
有一些关键因素可能会让这次
复兴有所不同。但在考虑这些
因素之前，我们还是必须要对
AI 进行一下定义。

关于机器智能发展的  
观点可分为几种流派，
但从根本上来讲，仍然
要归结为数学算法。



9 2020 年 6 月 洞察洞察

www.curriebrown.com  

撇开学术定义不谈，一个简单
的方法就是它是关于对我们
自身的复制。这可能会让人
联想到上面提到的智能机器
人，因为它体现了所面临的挑
战 — 机器人技术（实际存
在）、计算机视觉（查看和解
释）和自然语言处理（听、理
解和沟通）。这一切的基础都
是智能（知识、推理、学习）
的概念 — 本身是必需的，并
且还用于探索机器人、视觉和
语言组件。关于这种机器智能
的发展，存在几种流派，分别
基于逻辑/哲学、神经系统科
学、进化生物学、统计学和心
理学。但从根本上讲，仍然归
结为数学算法。

那么，对于充斥这那么，对于充斥这AIAI的的
未来而言，与未来而言，与30年前年前
相比，现在有哪些方面相比，现在有哪些方面
有所改进？有以下这几有所改进？有以下这几
点：点：

硬件硬件 — 现在，计算机硬件的
功能大大增强。并不是通常只
提供给政府、大公司和资金充
裕的学术机构的超级计算机 
（现在性能也明显强大得多）
，而是办公室和家里普遍供个
人使用的计算机和其他设备，
这些设备现在也可以运行AI。

软件软件 — 现代硬件更强大的功
能明显提供了一个平台，让软
件可以更快地执行。但是，软
件本身的效率和选择也在不断
变化发展。已经开发出了大量
AI软件库，可以将AI功能封装
为“黑盒子”，在一端输入数
据，在另一端获得“结果”，
整个过程无需了解复杂的内部
原理。

数据数据 — 数据收集量呈指数级
增长，已经存在的数据数量十
分庞大，难以想象。蕴藏着无
数等待挖掘的知识。

教育和培训教育和培训 — 以及大量针对
AI的学术和专门商业课程、大
量MOOC（大规模开放式在线
课程）让希望了解这一学科的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整个领域。

经济经济 — 以上所有内容的基础
都是最基本的经济因素。计算
机硬件处于商品级别 — 价格
低廉且选择众多。许多软件编
译器、解释器、开发工具和数
据库系统都是免费的。许多之
前昂贵的专有AI算法库现在也
免费了（“开源”）。虽然出
于商业和其他原因，许多数据
都是专有的，但AI 机器学习软
件可以免费获取和处理海量此
类数据。

虽然这可以让AI更易于使用，
但并不会降低学科的复杂性
或解决其中涉及的技能短缺问
题。亚马逊、谷歌、IBM和微
软等主要技术公司在一揽子解
决方案方面更进一步。这些措
施有助于让AI大众化 — 使其
更易于使用。这些措施包罗万
象，从供经验丰富的数据科学
家使用的工具到几乎是“黑盒
子”的打包式解决方案，允许
您提交数据并获得“结果”。 
正如我们将会在下文中讨论的
那样，这种表面上吸引人的路
线需要谨慎，因为简单的解释
可能会引起误解。但首先让我
们来看一下该领域的一项服务 
— 微软的认知服务。

微软的认知服务部门提供了越
来越多的打包式AI组件，这些
组件可以与基于云的数据源和
本地数据源以及其他软件工具
集成。

焦点

亚马逊、谷歌、IBM和
微软等主要技术公司在
一揽子解决方案方面 

更进一步。 

资料来源： 微软

认知服务

愿景愿景 语音语音

语言语言
知知
识识搜索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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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下表显示了功能示例（功能范围在不断扩大）：

提供的这些各类服务应促使从
业人员考虑如何将其应用到自
己的问题中。智能自动搜索功
能可以监控竞争对手的网站，
忽略无关的内容，“收获”具
有潜在相关性的材料。类似的
技术可用于监控社交媒体，对
自己所在的组织和其他组织进
行“情感分析”。在法律分
析/纠纷解决工作中，往往须
评估大量文件。可以快速执行
关键短语、重复主题和实体识
别，从而留出更多时间进行审
核与评估。可以用类似的方式
处理大量电子邮件，这些邮件
通常会构成分析的一部分。 
甚至还可以实现语言翻译。 

在建筑领域，开展更多的定量
分析可能会十分有益 —很少
能够通过招标分析直接比较费
率。一种形式的异常检测可以
确定提交内容出现偏差的位
置。成本基准测试工作一般都
会收集历史数据、应用某些参
数，如历史通货膨胀率、离散

在建筑领域，开展更
多的定量分析可能会   
十分有益 — 很少能
够通过招标分析直接   

比较费率。 

位置因素和商品价格预测，然
后进行推断以估算预计成本。 
使用AI技术对此进行完善可以
增加另一个考虑因素，即在成
本建模中包括定性和外部（例
如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
因素。

下面的例子只是做了一些浅显
的说明。动力必须来自那些

资料来源： 微软

愿景愿景

对象、场景和活动检测

人脸识别与辨识

名人与地标识别

情感识别

文本和手写识别(OCR)

视频元数据、音频和关键
帧提取与分析

暴露或冒犯性内容审核

自定义图像识别

语音语音

语音转录（语音到文本）

语音合成（文本到语音）

实时语音翻译

发言人识别和验证

用于转录和翻译的自定义
语音模型

自定义声音

语言语言

语言检测

文本情感分析

关键词提取

实体识别

拼写检查

暴露或冒犯性内容审
核，PII检测

文本翻译

可自定义的文本翻译

语境语言理解

知识知识

从非结构化文本中提取常
见问题解答

通过常见问题解答集创建
知识库

知识库的语义匹配

可自定义的内容个性化
学习

搜索搜索

无广告的网络新闻、图片
和视频搜索结果

视频、新闻趋势

图像识别、分类和知识
提取

识别相似图像和产品

命名实体的识别和分类

命名实体的知识获取

搜索查询自动建议

创建无广告的自定义搜
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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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解决方案时遇到问题的人
（无论是解决一个难题、提高
耗时难题的效率，还是其他方
面）。但需要谨慎。如上文所
述，简单的解释可能会引起误
解。只要以适当的格式呈现数
据，机器学习算法就会“起作
用”。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提供
的“解决方案”一定是正确的 
— 相关性并不一定能确定因果
关系。正确程度通常可以通过
统计方法评估，但要获得最佳
解决方案，则需要许多处理步

骤，并且要了解哪些学习算法
可能最适合该问题。微软（和
其他公司）的“一揽子”解决
方案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选择
合适学习算法的问题，但并没
有满足对数据进行适当预处理
的要求。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上
文针对关键短语、实体识别等
进行文本分析的情况。典型过
程概述如下：

上图中的前两步通常很耗时，
并且需要对问题领域有深入的
了解。接下来的两步是由AI解
决方案提供的。最后一步还是
取决于专家的分析和审核。可
以使用CRISP-DM（数据挖掘
的跨行业标准过程）方法来概
括该过程，该方法涉及业务和
数据理解，以及对此类数据的
准备、建模、评估和部署。这

有助于将AI应用于适当的环境
中，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微软认知服务（及该公司的其
他AI 产品）提供的AI功能范
围不断扩大，并且亚马逊、谷
歌、IBM等公司的产品也是如
此。这些措施可归功于帮助AI 
实现大众化。通过一定程度的
教育和培训，可以利用它来解
决许多非常复杂的日常问题。 

将AI集成到业务职能中仍然存
在着挑战，但随着技术方面的
挑战得到缓解，创新的采用者
应抓住并利用这个机会。未来
已经与过去想象的不同，企业
及其客户可以切实获得业务效
率、成本节省、竞争优势、声
誉提升和差异化方面的回报。

将AI集成到业务职能中
仍然存在着挑战，但随
着技术方面的挑战得到
缓解，创新的采用者应
抓住并利用这个机会。 

资料来源： 微软

高级分析高级分析 可视化可视化标记化标记化初步格式化初步格式化数据源数据源

词干提取词干提取

无用词删除无用词删除

（以及其他基本文字处理操作）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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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 
+61 7 3835 8540 
墨尔本墨尔本
+61 3 9691 0000
悉尼悉尼
+61 2 9252 4420

海峡群岛
泽西泽西
+44 1534 720 326

中国
北京北京
+86 10 6523 1550
长沙长沙
+86 731 8281 2560
成都成都
+86 28 8200 8618
重庆重庆
+86 23 8672 9088
广州广州
+86 20 3877 3990
上海上海
+86 21 6426 3883
沈阳沈阳
+86 24 3109 9079
深圳深圳
+86 755 8301 8156
武汉武汉
+86 27 8580 2996

哥伦比亚
波哥大波哥大
+571 358 2646

法国
巴黎巴黎
+33 173 015 100

香港
香港香港
+852 2833 1939

印度
班加罗尔班加罗尔
+91 80 4116 2435
金奈金奈
+91 44 4553 6506
孟买孟买
+91 86 5574 9551
新德里新德里
+91 11 2612 4372

意大利
特雷维索特雷维索
+39 042 227 7705

日本
东京东京
+81 3 3442 6642

沙特阿拉伯
利雅得利雅得
+966 11 494 0049 

墨西哥
墨西哥城墨西哥城
+52 55 52 81 5588 

阿曼
马斯喀特马斯喀特
+968 2439 1947

秘鲁
利马利马
+51 1758 9740

卡塔尔
多哈多哈
+974 4042 9847

爱尔兰共和国
都柏林都柏林
+353 1284 3300 

新加坡
新加坡新加坡
+65 6221 7288

西班牙
马德里马德里
+34 91 391 3544

台湾
台北台北
+886 2 2555 5886 

泰国
曼谷曼谷
+66 2 632 6500

阿联酋
阿布扎比阿布扎比
+971 2 671 6265
迪拜迪拜
+971 4 295 5198 

英国
阿伯丁阿伯丁

+44 1224 602972 
贝尔法斯特贝尔法斯特

+44 2890 765 959 

 

伯明翰伯明翰

+44 121 647 6220
布里斯托尔布里斯托尔

+44 117 926 0785 
剑桥剑桥

+44 1223 454 500
加地夫加地夫

+44 29 2083 9180
爱丁堡爱丁堡

+44 131 313 7810 
埃克塞特埃克塞特

+44 1392 813 040
格拉斯哥格拉斯哥

+44 141 342 2120
海沃兹希思海沃兹希思

+44 144 471 9020
利兹利兹

+44 113 244 2069
伦敦伦敦

+44 20 7061 9000
曼彻斯特曼彻斯特

+44 161 832 9497
密尔顿凯因斯密尔顿凯因斯

+44 1908 59 2020
纽卡斯尔纽卡斯尔

+44 191 223 6621
诺维奇诺维奇

+44 1603 666 433
普利茅斯普利茅斯

+44 1752 278 100
南安普顿南安普顿

+44 23 8021 3500
特鲁罗特鲁罗

+44 1872 306 038

美国
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 （菲尼克斯） 

+1 609 9337541

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洛杉矶）

+1 213 793 5297 

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

（旧金山）（旧金山）

+1 562 221 8847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1 612 263 9793

明尼苏达州  明尼苏达州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阿波利斯）

+1 612 263 9793

内华达州 (里诺)内华达州 (里诺)

+1 503 916 9915 

新泽西（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

+1 609 759 7000 

新墨西哥（阿尔伯克新墨西哥（阿尔伯克

基）基）

+1 562 221 8847

纽约纽约

（纽约市）（纽约市）

+1 646 460 3791

俄勒冈（波特兰） 俄勒冈（波特兰） 

+1 503 567 5028

犹他州（盐湖城）犹他州（盐湖城）

+1 801 877 2699
华盛顿州（塔科马）华盛顿州（塔科马）

+1 253 267 0637

伟历信办事处

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