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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 your place now!
www.spectrum-summit.com

Challenges of network deployment and future spectrum access for 5G 
Moderation:  Saul Friedner, Associate Director Spectrum Services, LS telcom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regulation and spectrum
Moderation:  Martin Sims, Managing Director, PolicyTracker

DTT of the future – more or less?
Moderation:  Richard Womersley, Director Spectrum Services, LS telcom

Don’t miss our Post-Summit Workshops on July 6th!

In Association with

Bespoke training courses
in spectrum policy, telecoms
and broadcasting

PolicyTracker

Topics 
■ Making the most of the digital dividend
■ Introduction to spectrum management
■ Understanding modern spectrum policy
■ Preparing for spectrum auctions 
■ Introduction to telecoms regulation
■ Systems for managing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spectrum
■ Managing public sector spectrum
■ The economics of spectrum management
■ Planning for cognitive radio
■ Policies for the unlicensed sector

(Please note: Agenda and speakers are subject to change)

“Driving Wireless Innovation“
Join us for Europe´s largest Spectrum Summit on July 5th 2017 to hear about:   



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造福社会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

人工智能终于到来并迅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

分。人工智能已经被纳入许多产品 — 从谷歌的搜索和

翻译到阿里巴巴的实时交通预测，到特斯拉的无人驾

驶汽驾车。随物联网应用产生的大量数据需要依靠人工智能分析

来充分发挥其潜力，人工智能对于科技行业发展越来越重要。

人工智能还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如果人工智能的规模化能力

得以正确利用，可以迅速加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

实施进程。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根本改善，本期《国际

电联新闻》特刊将做详细的介绍。

然而，人工智能的变革力量也带来了复杂的挑战，从伦理问

题到安全隐患，到对就业的颠覆性影响。

探索这些挑战可能与提供解决方案来造福社会同样的困难，

两者都需要前所未有的协作。人工智能专家强调，围绕人工智能

社会影响的讨论不应局限于专家。事实上，每个政府、每个公

司、每个学术机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考虑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

我们的未来。

这就是国际电联将与X奖（XPRIZE）于2017年6月7日至9日在

日内瓦举办首届“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的原因。峰会旨

在通过关键的利益攸关方讨论如何最好地支持遵守全球伦理、规

则和标准的人工智能创新，来加速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汇聚有助于设计重要议题的人工智能领域顶尖

人物的思想领导力和洞察力，，共同努力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

术改善生活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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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社会公益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可以如何推进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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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

(解决方案与机遇)
4	 通过人工智能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Stephen Ibaraki，REDDS执行合伙人，风险投资合伙人

10	 下一个前沿在此：3项关键人工智能能力
Neil Sahota，IBM沃森（Watson）业务拓展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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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poverty 
with predictive 

Big Data analytics
Increas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alyse vast 
amounts of 

healthcar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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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voltaic 

energy 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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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intelli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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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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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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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for GOOD
 GLOBAL SUMMIT
AI can help solve humanity’s grandest challenges.

Geneva, 7-9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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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工智能加速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Stephen Ibaraki

REDDS执行合伙人，风险投资合伙人

继移动和云优先之后，“AI优先”

正快速地成为行业和政府的首要

解决方案战略，人工智能（AI）

获得的数以十亿计的大量投资即可证明。IDC

预测，2020年AI行业全球的收入将达到近500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55％。这不仅仅是

商业方面的增长：AI有潜力成为促进17项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实现的最强有

力的加速器。

“万事万物人工智能化”成为2017年的

顶端科技趋势，并且可能成为人类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转折点。

英国的计算机科学家Alan Turing在1947

年就做出了关于机器学习方法的预测。快进

到2017年，微软的CEO Satya Nadella在印度

演讲时称：AI是最后的突破性技术，在今天，

其正在通过智能代理、增强现实以及提供基

本仿人类感知的深层神经网络的快速发展而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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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AI正被用来从印度11亿市民的生

物数字识别系统Aadhaar的数据中发现机会。

企业家们在一月份举办的金融服务圆桌金融科

技创意节的CEO峰会上讨论了这些可能性。

这仅仅是价值重叠放大的一个例子，可

以由所谓的“三C”驱动，从而在经济、文化

和社会所迎来的前所未有的加速变化期实现：

    自动化；

   通过创新压缩时间；

    生物和数字存在的融合；

    无处不在的连接。

“三C”的根本性催化剂是数字AI网格 

（由对机器学习持续增长的部署所创造）— 

“万事万物人工智能化”。

人工智能（AI）造福全球 — 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实现

如何利用AI的力量造福社会？其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实现？

AI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实现的使用案例越来越多，这里介绍其中的一些。

SDG 1: 无贫穷

AI将通过卫星绘制贫困地图和对贫困的数据分析来提供实时资源 

分配。

SDG 2: 零饥饿

AI通过使用自动无人机和卫星成像进行预测分析，提高了农业生产

力。过去，近50%的农作物由于浪费、过度消费和生产效率低而损

耗，畜牧业的生产损耗为78%。

SDG 3: 良好健康和福祉

通过AI，预防性卫生保健项目以及诊断得到了明显改善，从而带来了

新的科学突破。有80亿带智能手机摄像头的移动设备被用来诊断心

脏、眼睛和血液疾病；麦克风和运动传感器能够检查骨密度和骨质

疏松症，并管理癌症，糖尿病和慢性病远程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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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4: 优质教育

虚拟化、智能的导师以及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正在革新教育，并提高

教育的参与度及成果 — 所有都是I驱动的。对于在线供应商（例如

Coursera），AI产生了高效率学习的粒度信息。大数据分析帮助低收

入和第一代大学生提高了30%的毕业率，其可以在辍学前发现警告

标志，以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

SDG 5: 性别平等

通过识别和更正性别偏差，并进一步自动化/增加任务，AI促进女性

成长并为其带来了新的机会。

SDG 6: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物联网（IoT）和嵌入“万事万物人工智能化”的传感器可以预测卫

生和消费模式，来改善安全水源和卫生设施。

SDG 7: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通过AI实时分析，所有形式的绿色能源正在持续地改善以增加输出，

提高效率。

SDG 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尽管让自动化操作取代工作机会存在合理性担忧，但智能设备的AI增

强和定向自动化可以改善工作环境，提高生产率，并成为经济增长

的重要动力。

SDG 9: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新的混合生产结合了AI、IoT传感器和4D打印正在重塑行业，展现 

“三C”，并带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指数创新。

SDG 10: 减少不平等

在内部和外部使用AI灵感设备而导致人类机能增强提供了超强感知和

知识，更强大的体能，减少了残疾障碍，带来了一个更加平等和包

容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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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万事万物人工智能化”、数字AI网格、由无处不在的物联网

（IoT）提供、智能设备和可穿戴设备，已经对智能城市带来了影响

并且帮助创造可持续社区。

SDG 12: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AI正带来优化的消费和生产水平及垂直绿色农场、从而消除浪费、大

大提高产量和资源效率。

SDG 13: 气候行动

使用AI的气候变化数据分析和气候模拟可以预测与气候相关的问题和

灾害。

SDG 14: 水下生物

模式识别可以追踪水下生命迁移、生命数量水平以及打捞活动，从

而增强可持续的水下生态系统，打击非法捕鱼。

SDG 15: 陆上生物

模式识别、游戏理论和计算机科学的广泛应用可以追踪陆地动物的

迁移、生物数量水平以及打猎活动，来增强可持续的陆地生态系

统，打击非法狩猎。

SDG 16: 和平、正义和强大机构

全方位地应用AI可以减少歧视、腐败并且驱动个性化的和积极响应的

智能服务接入电子政府。AI可以用一种以前无法实现的方式来有效地

预防全球网络威胁和网络杀伤链。

SDG 17: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发展安全、符合伦理道德、有益处的AI需要多部门协作。国际电联正

与其他联合国机构以及X奖基金会（XPRIZE）合作来组织“人工智能

造福人类全球峰会”（6月7-9日，日内瓦，瑞士）。该峰会将汇集

政府、行业、学术和民间团体来探索以人为本的AI的可靠的发展，以

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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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AI可解决的挑战

虽然AI在造福人类方面有巨大潜力，但是

其会带来一些显著的挑战。

一个致力于保护地球免受威胁的学

者团队将AI排除在人类面临的十大威胁之

外。ACM小组关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

小组积极讨论了其伦理道德挑战，其中的

代表人物有：Joanna Bryson、Francesca 

Rossi、Stuart Russell、Michael 

Wooldridge、Nicholas Mattei以及

Rosemary Paradis。

技术对就业带来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挑

战，因为超过60%的工作在短期内有可能变

为自动化操作。中国，由于其生产基地以及

解决较高的劳动力成本的需要，现已成为AI研

究的引领者，同样，中国也投入了数量最多

的投资。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建议对

工作机器人征税。

责任问题也逐渐突显，例如，欧洲议会

（EP）呼吁建立新的责任规则。“快速演

进的机器人领域需要涵盖欧洲范围的规则，

例如，增强涉及无人驾驶汽车的意外的道德

规范，或者建立责任机制”，欧洲议会成

员（MEPs）在2月16日的投票决议中如是

说。MEPs要求欧洲委员会提出关于机器人和

人工智能方面的规则，以便全面开发其经济

潜力，并保障标准的安全。关注的领域包括

责任规则、机器人在劳动力方面的影响、道

德行为守则以及关于机器人的一个新的欧洲

代理。

AI在当前的迭代中存在固有偏见也是可能

的。计算机协会（ACM，顶尖的全球计算机

科学机构），最近公布了七项原则来促进算

法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以避免AI所带来的偏

见。“政府报告和新的文章中已经重点突出

了一些关于潜在算法偏见的案例，包括： 

（1）求职网站：这些网站是否将高薪的工作

列表更多地推送给男性，而不是女性？（2）

信用报告局：用来衡量信用评分的算法中设

置的数据是否包括有偏见的信息？（3）社交

媒体网站：决定推送给用户的新闻是由哪些

因素决定的？（4）刑事司法制度：计算机生

成的报告是否会影响对非裔美国人的判决和

假释决定”。

与任何新的革新一样，AI的发展会面临更

多的艰辛或挑战。然而，好的方面是，这些

艰辛或者挑战正在被公开讨论并解决，包括

制定标准的工作。AI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并

且其益处将大大被发掘。 

Stephen Ibaraki
REDDS执行合伙人、
风险投资合伙人

Click	to	see	
video

  AI的普及会影响每个人。并且
这种影响比人们原先预期的来得要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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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

全球超过300万的 
工人将由“机器领导” 

来监督指导

50%

内科医生将使用认知解决
方案，为50%的情况复杂
的癌症病人确定最有效的
治疗，这将导致死亡率 

降低10％，成本降低10％

200万

200万的员工将被 
要求穿戴卫生和健康 

监测设备（作为雇佣的 
一个条件）

50%

外科医生将使用计算机 
辅助的或者机器人手术 

技巧来辅助50%的最复杂
的外科手术的计划、 

模拟和执行

50%

全球对于数据科学家的 
需求将超过供给的50%

截至2018年…

62%

62%的机构将使用 
人工智能（AI）技术

20%

20%的商业内容 
将由机器创作

60亿

需要支持 
60亿的物联

45%

45%的增速最快的 
公司中，员工将比 

智能机器少

商界和家庭

一些预测

工作场所

卫生

30%

30％的全球医疗保健系统
将采用实时认知分析， 
提供患者临床资料的 

个性化保健，其直接由
RWE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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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前沿在此：	
3项关键人工智能能力
Neil Sahota

IBM沃森（Watson）业务拓展负责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

就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技术已经

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发生了

一系列变化，社会公益也因此得以开展。现

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将使几乎所有部门、行业

和政府服务发生革命性变化的重大变革的风

口浪尖。这一变革就是人工智能（AI） — 它

的三项关键能力使其在能够创造的价值方面

与许多过去的技术或科学突破区别开来。

机器学习能力

人们通常是在机器学习以及处理海量数

据以将分布在成千上万变量中的各点联系起

来的能力这一语境下想到人工智能的。即便

是最聪明的人类也仅拥有消化海量信息和处

理少量变量的能力。而正是机器学习能够发

挥作用之处。机器能够很快地处理、追踪和

从数百万个数据点中得出深刻洞见。这就是

为什么医疗保健研究人员利用人工智能可以

在仅仅数周之内而无需花费数月来开发新的

对抗癌症的靶蛋白。

 IBM通过实施被
称为“露西项目”的
举措，使用沃森来 
解决非洲在农业、 
医疗保健、教育、 

能源和水资源 
方面面临的 

一些挑战。 
Neil Sah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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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律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来减

少进行法律检索所需的时间，从而拥有更多

的时间来进行分析和案例开发。然而，机器

学习组件仅仅是使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创造价

值成为可能的三项关键能力之一。

自然语言处理能力

第二项关键能力是自然语言处理能力。

当人们交谈时，许多信息是通过情境和以非

语言的方式来交流的。不仅如此，想想我们

在每天的正常对话中使用的所有那些俚语、

习语和行话吧。如果有人说：“我感到郁

闷，因为雨下得很大。”大部分人会理解说

话人的意图。现在，想想如果机器听到这句

话，它将如何破译？这个人是蓝色的，因为

狗和猫正在从天上掉下来？大部分机器解决

方案都是按照这个方式进行思考的，因为它

们采用关键字来获取含义。不过，像IBM的沃

森计算机一样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则会通过

研究语法、用词、语调和会话发生地点来从

陈述中获得语境。这样，沃森就能够理解，

这个人是因为雨下得很大而感到难受。

互动能力

第三个关键能力是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

互动能力。我们从必须准确定义需求和场景

转向将对话作为人机互动的驱动程式。这是

一个重大的变化。想象有人想要购买一辆自

行车。今天的人们是如何解决这件事情呢？

人们会在互联网上进行研究、访问论坛、

与既有的自行车拥有者交流等等，以获得信

息并做出决定。而如果使用人工智能，这就

是一个对话。想象一下有个人工智能解决方

案既是自行车方面的专家，又了解买车人的

心理和身体状况。这个买车的人可以问该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我该买哪款自行车？”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会通过提出诸如以下问题

来与买车人进行交流：为什么你想要买一辆

自行车？你的预算是多少？你打算在哪里骑

车？在这个对话的基础上，人工智能解决方

案可以在数分钟之内为该买车人提供个性化

推荐。

使用IBM沃森计算机来应对世界面临的
重大挑战

商业界、科学家、研究人员和政府正在

使用结合了这三项关键能力的人工智能来更

加深入地思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芝麻街’也在 
利用沃森来为 
小孩子们创建 

个性化和自适应的
学习环境，从而在 
世界范围内帮助 

推动学前教育。
Neil Sah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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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IBM通过实施被称

为“露西项目”的举措，使用沃

森来解决非洲在农业、医疗保

健、教育、能源和水资源方面面

临的一些挑战（见信息图）。以

医疗保健为例。在非洲，一名

医生要为大约2000人服务。因

此，IBM正在创建由沃森提供支

持的解决方案，使仅具备最少医

疗保健知识的人可以帮助诊断和

处理医疗状况。这些人可以与沃

森交谈，通过文本、音频或图像

分享信息，并立即获得相关领域

专业知识的帮助。

与之类似，“芝麻街”也利

用沃森来为小孩子们创建个性化

和自适应的学习环境，从而在世

界范围内帮助推动学前教育。同

样的，电影公司也利用沃森的能

力来制作电影预告片。通过让沃

森观看影片，可以提炼出每个场

景的情绪情境，确定能够吸引人

们去观看影片的电影片段的最佳

选择和顺序。此外，运动员（例

如Serena Williams）也在训练中

使用沃森，包括将它用于根据运动员的比赛风

格和病史进行的赛前准备以及体能训练中。

即便是人力资源专家现在也在使用沃森。在

招聘过程中，沃森能够生成心理档案，帮助

确定求职者是否能够适应团队和公司环境。

这些只是已经可用的一系列人工智能产

品和服务中的一些例子。用句老话来说，未

来已经到来。更重要的是，通过“露西项

目”之类的举措，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支持社

会公益。随着人们开始探索人工智能，我鼓

励他们对看到的主要问题进行思考，并自问

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帮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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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物学与人工	
智能（AI）融合：
卫生保健的未来
Niven R. Narain

BERG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及
首席执行官（CEO）

我们正站在卫生保健的交叉路口。

人口老龄化和全球化使疾病更加

容易传播，因此涌现了很多问

题。然而，诸如人工智能（AI）和生物模型的

技术正在提供更多解决方案。

通过把人类生物学的复杂因素与AI的计算

能力相结合，我们能够为医疗行业的未来铺

平道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

世界，其拥有更快的、更低成本的药物发明

和发展，从而可以带来更有效的治疗。AI可以

帮助我们预防流行性疾病的爆发。

“回归生物学”方法

为了构建治疗新范式的基础，我们必须

同时利用生物模型的稳健性和新兴AI技术的尖

端创新。医疗行业必须采用“回归生物学”

的方法来解决当前的医疗问题，尤其是药物

研发。

 将生物学与 
AI融合可以为药物 
发明及发展提供 

一种新方法， 
从而降低成本和

研发时间。
Niven R. Narain

国
际

电
联

新
闻

杂
志

 0
1/

20
17

13

(解决方案与机遇)



当前药物研发的流程应该变

得更高效，因为药物研发行业整

体是一个长期以来发展滞后的行

业。在传统的制药过程中，研发

一种药物需要花费20多亿美元以

及10-15年的时间。在药物研发方

面，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可持续的解

决方案（有更高的成功率）。

将生物学与AI融合可以为药

物发明及发展提供一种新方法，

从而降低成本和研发时间。生物

学知识可以提供精确度，但是AI

可以通过在几天内分析每个组织

样本的数万个数据点来提高速度

并消除不确定性。这对于个人来

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通过对比大量数据，包括将

单个病人的卫生数据与更大的人

口规模的卫生数据对比，我们可

以发展规定性分析，其可以决定

每个病人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同

时实现精准医疗的承诺。应用在

临床发展上，这可以带来改善的

药物试验以及提高的成功率。此

外，使用分析学也能够减少研发成本，并且

用一种时效性很高的方式为患者提供新的治

疗方法。

通过AI预防流行性疾病的爆发

AI除了能给当前较为危险的疾病提供新的

治疗方法外，还可以在流行性疾病爆发时预

测、模拟和减缓其传播速度。纵观历史，流

行性疾病的爆发会对人口数量造成毁灭性打

击，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到近期的禽流

感、Ebola和SARS。

研发一种药物的平均时间 = 10至15年

药物进入临床试验最终成为批准
的药物百分比 = 少于12%

研发药物的平均成本（包括失败的成本）*：

   2000年-2010年年初 = 26亿美元
   1990年-2000年年初 = 10亿美元
   1980年 = 41300万美元
   1970年 = 17900万美元

*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6928437

来源：2016年的主要事实（美国的制造商和药物研究。）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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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代化流行性疾病的爆发，随着全

球化、贸易和旅游的发展，导致了病毒的传

播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快。考虑到病

毒不可预见的性质（包括自然突变和对现存

药物的抵抗性），治疗这种规模和速度的疾

病爆发非常困难。

当流行性疾病爆发时，时间是至关重要

的 — 这也是AI可以发挥潜力的关键点 — 通

过为我们提供需要的工具去预防下一次全球

性事件的发生。AI方法（诸如贝叶斯分析）已

经在卫生保健、金融和商业领域应用，用来

简化最优终端的决策。

AI工具提供给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预测和

模拟潜在疾病爆发的能力。通过检测患者数

量和医疗数据，AI可以识别药物干预的模式来

治疗历史症状。这些模式可以确定存在危险

的位置，也可以帮助识别未决疾病爆发的迁

移。这使得代理（诸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能够历史和实时地调查和监测那

些地区，来模拟可能减缓流行性疾病大规模

爆发的因果关系，以及其在人口方面的自然

路径。

第二道防线将是以全球贸易公司现在用

于管理其航运路线的方式使用AI。用你从中国

收到一个亚马逊包裹（效率极高）的同样的

方法可以预测疾病的爆发。

AI可以构建传播数据和人口医疗报告之间

的因果关系，从而发现并预测疾病的传播。

使用这种数据，AI能够规定转变传播路径的

方法来帮助控制或减缓疾病的传播。与此同

时，AI可以帮助政府机构（例如，美国国防部

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的流行性疾病预

防平台（P3））规划更迅速和有效的响应。

由于有限的资源和时间，这些机构需要正好

在最佳的时间、最优的位置部署合适的物资

和人员。

利用AI从大量数据集中快速学习的应用范

围十分广泛，从药物研发到应对未来流行性

疾病。像任何技术或工具一样，一旦我们了

解其潜力和众多应用，其效果就可以让我们

的世界大大受益，并拯救生命。 

 AI可以在流行性 
疾病爆发时预测、 

模拟和减缓其 
传播速度。

Niven R. Na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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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农作物智能系
统如何帮助应对粮
食生产的挑战
Josef Akhtman

Gamaya总裁及创办人

农民通常把将近一半的经营预算花

在购买除草剂和杀虫剂之类的农

业化学品上。不幸的是，他们通

常将这些化学品一次施用于整片农田，这既

造成了高昂的化学品施用成本，同时也降低

了这些化学品的功效。

如此广泛地运用化学品会污染环境、危

害人类健康，并且可能增加杂草、害虫和病

害的抗药性。而且，即便采用这种具有破坏

力的大面积施用，杂草、害虫和病害的消灭

率仅仅在20%-50%之间。然而，采用手动搜

寻和抽样来确定问题区域既耗时又费成本，

而且无法轻松地对影响农作物的因素的繁多

类别进行处理。

在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形势下，农民

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这给他们带来了优化

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但如

果农民能自动分辨出自家土地里有问题的区

域并能在需要用药的区域恰如其分地精准下

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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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通常 
把将近一半的 
经营预算花在 
购买除草剂和 

杀虫剂之类的农业 
化学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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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Gamaya的先进农作物 
智能系统

在Gamaya，我们正在帮助农民实现下

述—在应对其农作物所面临的威胁方面更具

针对性和自动化。通过采用更有效的方式对

农作物进行定位，种植者能体会到农作物保

护成本的降低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和农作物面

临危害的减少，以及由此带来的产量的提高。

以农田里的杂草为例。杂草的问题在于

它们同农作物争夺养料、水分和生长空间，

从而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Gamaya的精细农

业服务可为种植者提供危害农田的杂草的位

置、类型和密度的信息，让农民们能够确定

特定位置的精确除草措施，并将此信息无缝

发送至诸如各类变速喷雾器等精细农业技术

设备。

与当地无人机操作者合作

Gamaya与当地无人驾驶飞机操作者合

作，让载有Gamaya高光谱相机的无人机飞过

农田上方。图像的初始处理是就地完成的，

所以大部分数据不会离开农场。元数据将被

发送到Gamaya瑞士总部，由数据科学家进行

分析。结果分析地图—杂草分布地图—将发

送给农民。农民可通过Gamaya的ORB 网络

平台或农民现有的农场管理平台进行查看。

随后农民可以分析田间杂草的情况，创建除

草剂处方图并直接发送给喷雾设备。

Gamaya农作物智能系统加快了搜寻杂草

的速度，降低了常年通过人工用肉眼搜寻杂

草的成本。因此，Gamaya使农民能够精确地

将除草剂施用到杂草区，而不是喷洒整片农

田。这种有针对性的喷洒减少了化学品的使

用，从而显著降低了农民的成本，也减轻了

化学品对环境以及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

并且很可能使除草剂抗药性的传播速度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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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谱成像技术

作为数据分析公司，Gamaya使用人工智

能（AI）和机器学习将由我们独特的专利高光

谱相机捕捉到的高光谱图像数据转换为问题

图。通过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与数据

库配对，我们正在逐步建立“农作物-定位-

问题”三元组。随着我们收集到的数据越来

越多，我们的速度和准确性也得到提升，从

而能够更好地帮助农民保护农作物。对于需

要快速应对各种农作物问题的农民来说，速

度和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分析，我们

将会建立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扩展并且

更容易适应不同情况的业务基础设施。

我们的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算法

能够接收由我们独特的的高光谱相机在农田

上方飞过时捕捉的数据。我们独特的专利高

光谱相机能比多光谱相机捕获多出10倍的信

息量。

Gamaya高光谱相机是我们所知道的目前

可用的最小巧、最轻便的高光谱相机—小到

可以安装在无人机上飞行。相机不仅本身小

巧，而且它比其他高光谱相机的数据压缩效

率高出100倍，使我们数据处理比其它高光谱

传感器更快、更简单，且费用更低。

大规模地减少化学品喷洒

Gamaya提供的农作物人工智能系统使

农民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地管理自己的田地。

通过提供能显示出侵害位置、类型和严重程

度的问题地图，Gamaya帮助农民降低成本，

使病害和杂草造成的损失被控制在一定范围

内，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在Gamaya正在

开展研究的领域，这些影响在成倍放大。从

拥有多个生长季的区域的大规模机械种植者

着手—这类种植者也是消耗最多化学品并且

全年需要多次使用化学品的大户，Gamaya正

在帮助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减少农用化学品的

使用量。

Gamaya正在与农业和食品生产价值链中

的利益攸关方合作。这些利益攸关方包括个

体农民、农艺顾问、农业投入如农业化学品

和农业机械的供应商，以及将植物材料制成

消费品和产品或进行此类贸易的公司。通过

建立这种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Gamaya正在

逐步将我们的愿景变为现实—通过更高效的

农业应对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这一日益严峻

的全球挑战。 

 如果农民能 
自动分辨出自家 
土地里有问题的 
区域并能在需要 
用药的区域恰如 

其分地精准 
下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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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工智能（AI）开启促进健康的福祉
国际电联新闻采访了Nora Khaldi博士（Nuritas™的创始人及首席
科学家），以及Emmet Browne（Nuritas™的首席执行官）

Khaldi博士，您能告诉我们Nuritas™的业

务内容，以及Nuritas™如何使用AI造福

社会吗？

	 NK	  — Nuritas™是世界上第一家使用人

工智能和蛋白质组发现了食品中特定的分

子 — （一般称为）肽（其具有非凡的健康益

处）的公司。

为了使这个成果更进一步发展（因为每

一种食品都有数万亿分子），我们也关注称

为生物活性肽的分子亚组，其嵌在食品的蛋

白质结构中。这些肽能够通过与人体的特定

感觉器官或者蛋白质结合来调整和预防许多

疾病。这些肽已经在食品中保持“休眠”状

态超过数亿年，但是现在，通过技术，我们

能够使用它们，同时，让全世界的消费者以

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利用它们。

简而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的世

界，随着年纪的增长，疾病数量和类型也日

益增多。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希望使这些

天然食品的生物活性肽帮助人们更加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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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受到了什么启发去研究食品成分，其对

人类带来了何种益处？  

	 NK	  — 据估计，全球97%的卫生保健花费

在疾病治疗上，但是只有3%花在了预防上。

预计，近三分之一的人会很快面临一种疾病，

这样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不合逻辑的，其

最终弊大于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创立了Nuritas™。最

初，我从事数学方面的工作，之后我得到了

分子进化和生物信息学的PhD，紧接着是在食

品领域的博士后工作，从这些经历中，我开

始意识到，降低和预防疾病以及完全重塑我

们如何认识健康的关键—从始至终都是食品。

确实，在特定的研究里我发现，食品中

含有数万亿分子，他们有不同的甚至有时可

能会改变人生的效果，然而我们并没有资源

去发现它们并且研究它们里边都有什么成

分。但是现在，这成为了可能。

我们是全球第一家采用一种革命性的方

式 — 将人工智能和蛋白质组结合来发现并解

开大自然的秘密的公司。这些抗疾病的分子

是天然的（来源于食品），不会产生有害的

副作用（由于其天然来源），这也被科学证

明了。同样重要的是，它们来自食品和食品

副产品，因此是可持续的。

我们的技术让数十亿人可以用一种经济

可负担的、实用的及可持续的方法，在其每

天的日常生活中获取这些抗疾病成分。

到目前为止，您的哪些发现应用得更广

泛？表现得最出色的？

	 NK	  — 我无法仅选择一种，我们所有的材料

都在应对广泛传播的健康问题方面表现出色。

我们发现了能够用来治疗早期糖尿病、MRSA

和炎症（会引起很多疾病）的肽。

	 EB	  — 同样。我无法仅选择一种，然而，

我们最近得到了非常重要的EU Horizon 2020

的支持，使前驱糖尿病成分的后期研究和商

业化能够加速。这是一种功能性食品种类的

产品，具有巨大的全球预防潜力，有助于帮

助防止，例如三分之一的患有前驱糖尿病的

美国人真正患上糖尿病。还有很多类似的案

例，但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案例来表明为什么

我和很多其他同事对于有能力在Nuritas™就

职感到如此激动。

 Nurita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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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itas™的产品会上市么？

	 NK	  — 会的，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将于 

2018年年初上市，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激动。

	 EB	  — 我们已经具备了让这一目标快速实

现的能力，这不仅取决于我们的研发平台，

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可以使用的多种收益来源 

— 从寻找我们自己的材料，到授权跨国公司

针对其开展合作，以根据其具体的战略需求

发现特定的材料。在所有情况下，我们的收

益随着提供收益的不同合作方及时间框架而

发生变化。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我们在

2017年1月宣布与BASF的合作，这次合作聚

焦于我们现有的一种肽成分，除了合作进行

按需搜索，还致力于发现一些具有颠覆性的

新成分的基础。

迄今为止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NK	  — 由于我们做的是创新型的业务，因

此必然会有很多挑战。我认为找到能够理解

我们愿景的广度的个人和公司有时很难。当

初次启动时，很多人告诉我，我们正在做得

事情不可能实现。我很庆幸我足够信任我们

的产品并且一直坚持下来。

	 EB	  — 对于我而言，最具挑战的方面是寻找

合适的人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全部潜能。从

个人的视角而言，由于我们的增长是分钟级

的指数式增长，如何保证我们的大框架及战

略观点适应我们的发展，也是很难的。但在

此方面我们越做越好，并且越来越有规律，

我确信，这将会促进我们更快地成长。

你们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NK	  — 我们希望帮助解决全球日渐增多的

健康问题。确实，老龄化人口的不断增长给

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去做出一些改变。我

们Nuritas™致力于使用AI来改善全球数十亿

人的生活。 

 我们最近 
得到了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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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道德伦理	
—	界限在哪里？
Mike Hinchey

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FIP）主席

经过75年的孵化，人工智能（AI）

已经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

语，通过书本、电影甚至音乐反

映在流行文化中。

从自动驾驶汽车和交互式机器人到苹果

的Siri语音助手和正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解决

商业问题的IBM沃森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

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虽然真正的人工智能系统仍然远不如大

部分人所认为的那样普遍 — 通常我们所称

的“人工智能”仅仅是软件在不同情境下执

行的预先编程的规则 — 但自治、自适应和人

工智能系统正在不断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进

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更具影响力。

确保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

作为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专业社

团联合会IFIP的主席，我认识到我们的成员和

其他参与为这些系统编程的人员所做的工作

对于系统的性能表现和可信度是至关重要的。

IF
IP

 为确保人工智能
系统保持积极和 
建设性的影响， 

我们在系统中 
嵌入某些标准和 

保护措施是 
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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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人工智能系统保持积极和建设性

的作用，我们在系统中嵌入某些标准和保护

措施是十分重要的。

以自主驾驶汽车为例。它们同时依赖自

动驾驶功能以及评估和理解周围环境信息的

能力在所处环境中安全地行驶。

自动化功能让汽车启动、加速、转弯和

刹车，而系统解析从环境中获得的附加信息

（其他车辆、速度限制、地形等）的方式为

在何时做出以及如何进行这些动作的决定注

入动力。

当前，大部分自主驾驶汽车都是以预先

设定的方式来对不同的情况做出反应。例

如，如果前方车辆刹车，则自主驾驶汽车也

会减速。如果后方的车辆在前方车辆刹车的

同一时间加速，自主驾驶汽车的传感器会提

供关于其他车辆行为的输入信息，自主驾驶

车辆因此将试图变道。但如果变道意味着撞

上另一辆车、一堵墙，或者更糟 — 撞上一个

行人，那该怎么办？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司机可能会采取

任何一个选择（冒进、谨慎、停住不动或逃

避），而许多选择都可能造成事故。

现实是：只有当路面上的所有车辆都是

自动驾驶且所有无法预计的人类因素都被从

等式中移除时，自动驾驶汽车才真正可行。

不过到那时，考虑到对于人工智能应用的真

正考验是其学习和做出未预先编程的选择的

能力，我们可能会对不可预知的人工智能在

这种情况下如何表现表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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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保护措施

我在自主和自适应系统方面的大部分工

作与我所参与的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和

其他航天机构的太空探索相关。在这方面，

由于存在大量的未知，我们所能预计到的情

况的数量有限，因此我们能够对不同情况进

行的编程也有限。

这一案例和其它涉及人工智能系统的案

例的解决方案是界定这些系统能够做出行动

或者决策的范围，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它们必

须遵从人类的判断。

如果我们希望一个系统能够真正做到自

适应，我们必须为它提供在没有明确规定应

该如何行动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的行动的范

围，同时还应禁止其做出某些行动。例如，

在我们的自主驾驶汽车的案例中，一辆以挽

救人类生命为最高指导原则的车辆在这种情

况下会停车以避免制造事故。虽然如果当时

汽车在背街深巷中行驶的话这可能是适当的

行为，但如果当时汽车正在繁忙的高速公路

上行驶的话这样做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人工智能和其它自

主系统能够与适当的安全和隐私措施相结合

以确保它们能够以符合伦理道德的方式和在

法律范围内运营，并且保护它们不受外来黑

客或其它攻击。

随着人工智能在没有人类参与的情况下

做出越来越多的决定，我们应规定一套行为

规则，告知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的人工智能行

为和无法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这点非常 

重要。

为了使人类接受和信任人工智能系统及

其行为，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可预测性，或者

至少是其行为的边界。它们的行为不能超过

这一边界。

阿西莫夫的最高指导原则可能只是故事

素材，但它却提供了一种确定性。对于大多

数人类来说这是他们愿意将人工智能系统整

合进日常生活的先决条件，尤其是涉及到安

全攸关的功能时。 

 为了使人类 
接受和信任人工 

智能系统及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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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	
新威胁呼唤新的	
安全手段
Frederic Werner

国际电联资深联络官员

归功于量子计算势不可挡的崛起，

人工智能（AI）正在变得更智

能、更快速，也更加接近人类。

“虽然今天的计算机能够找到埋藏在海量

现有数据中的模式，但量子计算机却能够在数

据不完整或者由于获得答案的探索路径的数

量对于传统计算机来说处理量过于庞大导致

其无法发现模式的情况下给出解决方案。因

此，量子计算机可被用于解决医学方面的复

杂问题、发现新材料，或者优化逻辑问题，

同时最大程度减少我们的碳足迹。”IBM沃森

计算机的业务拓展负责人Neil Sahota说。

然而，量子计算机将带来新的风险。量

子计算机使用亚原子粒子的属性来处理和储

存信息，可通过专门入侵密钥生成算法来快

速破解当前的加密方式。这就意味任何当前

储存的任何数据都很容易被未来的量子黑客

攻击。

 归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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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卡号、银行账户、健康档案、税

务记录、企业数据和绝密信息等等一切信息

对于使用量子计算机的未来黑客来说全都唾

手可及。未来的联网汽车以及连接至物联网

和采用无线下载方式进行软件升级的其它设

备也同样容易遭到量子黑客的攻击。

“收获和解密”

我们最快需要多久才能够拥有量子计算

机？谷歌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已经在

研发D-Wave 2000的原型机，IBM推出了任

何人都能够登记并使用的新的基于云的量子

计算机。现在，包括谷歌、亚马逊和微软在

内的一些技术界巨头已经达成共识：量子计

算机将在2026年实现商用。

虽然距离这类计算能力的使用成为主流

还要很多年，但电信运营商已经开始实施新

的量子加密算法用以防范未来的风险。

在一个所谓的“收获和解密”流程中，

某些组织现在正在收集海量的加密信息并将

这些信息贮藏在数据中心中，等待量子计算

机将这些数据全部破解开的那一天。

“你可以使用旧的保密信息来预测

未来计划，这一思路是：当下捕捉，稍

后破解，”KPN电信公司首席信息安全官

Jaya Baloo在国际电联全球标准化研讨会上就

量子计算的风险进行主旨演讲的时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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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行业我们仅仅只有五年的时

间来制定一个解决方案、获取通过测试且可

接受的技术、开始升级我们所有的关键基础

设施从而使它们具备量子安全。”

量子安全解决方案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来防范这一虽然遥

远却真实存在的威胁呢？最常见的基于量子

的加密采用了一种被称为“量子密钥分配”

的技术。可以在现有的光纤连接上实施该技

术。基础设施遍布全球的公司将需要四到五

年的时间来规划和部署可以保护其数据的量

子性软件。KPN电信公司的Jaya Baloo已经在

为此做准备了。KPN刚刚在其位于鹿特丹和海

牙的数据中心之间安装了量子加密连接。KPN

还将致力于部署长度更长的密钥和后量子加

密方式。

其他电信服务提供商和设备供应商已经

开展了类似的试点。韩国的SK电信宣布其正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五个可采用量子方式的加

密测试。华为最近组建了一支量子技术研究

团队，专门致力于量子密钥分配和将该技术

作为可选扩展纳入其标准电信产品的计划。

华为同时正在致力于与英国电信就其量子密

钥分配的原型机进行实地测试，该测试将在

2017年秋天进行。后续与西班牙电信和德国

电信进行的演示亦正在考虑中。

不是只有电信服务提供商担心后量子世

界的数据安全问题。随着关于量子计算研究

速度的加快，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发

表了一篇报告，呼吁各研究机构采用“量子

性”的加密算法来保护其数据。欧盟委员会

宣布它将提供10亿欧元用于支持被称为“旗

舰（Flagship）”的欧盟范围内的量子技术研

究。去年，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称该机

构的电脑“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将过渡到量

子性的算法。

量子计算的未来呈现“第二十二条军规

的困境”。量子计算非常有可能在未来助力

人工智能的发展，但如果落入不法之徒之

手，它就会变得十分危险。虽然并非每个人

都准备好踏上量子加密之旅，但我们可以采

取一些步骤来为未来做好准备。  

Jaya Baloo
KPN电信公司首席 
信息安全官

Click	to	see	
video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想
要检验在未来如何得到一个更加安全
的物联网，则现在就必须行动起来。
量子计算和量子加密之类的事物……
需要对它们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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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Moh7jcr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Moh7jcr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Moh7jcr8


为迎接“人工智能	
驱动的社会”做好准备
Amir Banifatemi

人工智能领袖、X奖（XPRIZE）
基金会和风险投资家

同之前的重大变革一样，人工智能

（AI）承诺改变我们的生活，引

导我们走向更美好的世界，同时

为商业和社会创造更大的影响力。

能够感知、学习、推理和行动的机器和

程序已经在着手解决包括科学、医学、教育

和金融在内的各种领域出现的大规模全球化

挑战。它们提升人类能力，并帮助我们以呈

现指数式提高的深度和速度理解这个世界。

在改进的算法、不断增长的大量数据集

的获得、无处不在的网络接入、接近无限的

存储容量和指数计算能力的共同推动下，人

工智能（AI）成为了当今大部分技术创新的

核心。它是一个新兴的生产因素，通过智能

自动化和潜在劳动力增加来推动生产力的增

长。与传统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不同，人工智

能能够自动执行需要适应能力和自学能力的

复杂物理和推理任务，使工人能够转而承担

更加具有创意和创新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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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电联和 
X奖（XPRIZE） 

基金会正通力合作，
致力将这一对话推
进到国际层面。 

Amir Banifat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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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实现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

尽管全球都对人工智能助力经济增长和

社会进步拥有巨大的兴趣，并且发展势头势

不可挡，然而越来越多的担忧聚焦到了可能

很快将由机器取代人类进行推理和决策的重

大变革上。

为了给人工智能的未来扫清道路，我们

需要强调人类将要扮演的角色。我们应主张

为人工智能制定道德准则，并确保在准则的

制定和使用过程中坚持对话、实用标准和最

佳实践。

我们需要鼓励对人工智能进行行之有效

的管理和监督，并确保技术变革的步伐伴随

着同样快速的监管响应。我们需要强调并鼓

励人工智能的切实利益的政策，以及对每个

个人的积极影响。

最后，为使人工智能在未来大有可为，

需要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获得这项技术。

因此，我们需要确保以民主的方式向所有人

提供创新工具、数据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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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举措

这就是私营和公共部门近期都推出了新

举措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为全人类造福的原

因。例如，非营利人工智能研究机构Open 

AI，人工智能合作组织（Partnership on AI）

和AI X奖（XPRIZE）挑战，他们都通过提倡

人工智能是个人能力的延伸，是可广泛接入

的，并尽可能地大范围地普及从而将重点放

在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积极影响上。

人工智能正加速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取得进展，尤其是在卫生保

健、民主、儿童保护和教育等领域。然而，

我们还需要更好地管理人工智能的新能力，

确保公众的参与和讨论，而不仅仅是听取专

家的意见。政府、学术部门和研究机构、创

业公司和创新者、工程师和科学家、私营和

公共资金机构，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

发挥主人翁意识，去了解人工智能将怎样影

响我们的世界。

国际电联和XPRIZE通力合作

X奖（XPRIZE）基金会已经见证了人工 

智能项目在将多学科学习方法与领域专家、

工程师、公共机构和学术实体结合起来以共

同应对重大挑战方面的影响力，如：学习 

（例如帮助孩子在三个月内学会基础阅读、

写作和算术技能）和农业（例如，使用物联

网（IoT）传感器、卫星图像和气候数据来帮

助管理农作物和提升生产力）。

近期推出的IBM 沃森（Watson）

AI XPRIZE已经聚集了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

160个团队，通过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来达成所

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从而应对全

球面临的最大挑战。

而现在，国际电联和XPRIZE基金会正通

力合作，将这一对话推进到国际层面。

即将举行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

会”（6月7日至9日，瑞士，日内瓦）是第一

个汇集了全球多利益攸关方的全球盛会，为

国际和跨学科的人工智能协作打造了一个平

台。峰会与会者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成为促

进积极变革的力量；如何促进民主、消除贫

困，为所有人平等地提供创新机会，并采用

有助于为人类和机器未来发展奠定基础的指

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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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xprize.org

When disaster strikes, AI and robots could save 

lives. From the use of drones to find survivors 

after a hurricane or buried in the rubble of an 

earthquake, to first-responder robots that can 

quickly enter a nuclear power plant after a

meltdown, the solutions provided by this

technology could potentially solve our planet’s 

most p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IMAGINE IF
 AI COULD
 SAVE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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