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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新机遇、新挑战

赵厚麟

国际电联秘书长

人工智能（AI）将改变我们的生活。问题是：它将使

生活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国际电联正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确保

开发可信、安全和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 – 并公平地从中获益。

这就是我们每年组织“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的原因，它

是一次关于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改善全球生活的重要联合

国峰会。

峰会为人工智能创新者与寻求解决世界最严峻挑战的人士牵线

搭桥，确定人工智能可加快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的

实际应用。

今年的峰会分为五个“突破分会”：人工智能与医疗卫生；人工

智能与教育；人工智能与人的尊严和平等；推广人工智能与用

于空间的人工智能。也将安排有关智能移动出行的未来、人工

智能与农业、人工智能在艺术和文化中的作用、人工智能的意

外后果等内容的会议。

此外，峰会还将展示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成果 – 从无人机、外

骨骼和机器人到阿凡达机器人、自主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医疗

卫生解决方案。

在本期的《国际电联新闻》中，您将了解到人工智能领域各

种专家和领袖的真知灼见，其中许多人将在本届峰会上发表演

讲。希望他们的见解对您有所裨益。  

“ 
国际电联正

与世界各地的合
作伙伴共同努

力，确保开发可
信、安全和包容

的人工智能技术 。 
赵厚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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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将如何加速	
可持	
续发展?		
请到人工智能造福人类
全球峰会寻求答案

近年来，人工智能（AI）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对于利用人

工智能应对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

挑战的信心与日俱增。人工智能和人道主义

行动领域的精英汇聚在联合国提供的中立平

台，共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改善我们这个星

球上的生活质量和可持续性。

由国际电信联盟（ITU） – 联合国负责信息

通信技术的专门机构 – 与合作伙伴XPRIZE基

金会、国际计算机协会（ACM）和37家联合

国机构于5月28-31日在日内瓦联合举办的第

三届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是联合国开

展人工智能包容性对话的首要平台。 

此届峰会的宗旨是确定人工智能的实际应

用，加速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进程。

2017年的峰会标志着有关人工智能造福人类

潜力的全球对话的开端。2018年的峰会则

侧重实际行动，展示了若干“人工智能造福

人类”项目，其中包括“人工智能促进健康”

焦点组，目前由国际电联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牵头。2019年的峰会将在人工智

能创新者与公有和私营部门决策者之间架起

一座桥梁，促进合作，加大“人工智能造福人

类”的宣传力度。 

本届峰会在多利益攸关方和各界人士的指导

下将会催生一批“人工智能造福人类”项目于

近期出台。峰会还将形成支撑战略，确保可

信、安全并包容地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平等

地享受其带来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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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峰会将突出人工智能在推进教育、医

疗保健和福祉、社会和经济平等、空间研究

以及智能安全出行方面的价值。峰会将拟定

行动方案，助力高潜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实

现全球规模。峰会期间将组织关于人工智能

意外后果以及其与艺术和文化关系的辩论。 

“学习日”当天，人工智能先行者们将有机会

与人工智能知名专家和教育家面对面交流。

峰会还将于5月27日举办一场只有特别邀请

的人工智能专家和研究人员才能参加的活

动，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开发新方

法，定义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

动态展示区将展示人工智能研发前沿的创

新，如IBM沃森现场辩论赛；融合协作外骨

骼；机器人赛车（RoboRace），世界上第

一辆自动驾驶电动赛车；以及Avatar原型设

计。峰会与会者还可以期待世界著名音乐家

乔乔·迈耶和披头士乐队成员里普斯·万的人

工智能表演。

100多名演讲嘉宾已确认出席，他们中有：

   西门子董事长Jim Hagemann Snabe 

   法国总统人工智能顾问，国际数学菲尔兹

奖获得者Cédric Villani 

   微软全球业务部总裁Jean-Philippe  

Courtois

   XPRIZE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空间大使

Anousheh Ansari

   国际红十字会总干事Yves Daccord

   百度人工智能创新部总监黄艳

   谷歌人工智能伦理部总经理Timnit Gebru

   国际象棋冠军Vladimir Kramnik

   国际计算机协会首席执行官Vicki Hanson 

   Formula E世界赛车冠军，Roborace首席

执行官Lucas di Grassi

已确认演讲人还包括万事达卡、百度、拜

顿、博世、飞利浦、英特尔、Nethope、

斯坦福大学、剑桥量子计算公司、ICRC、

西门子、Deepmind、英伟达、IBM、 

Minecraft、Iridescent、iMerit、比尔和梅林

达盖茨基金会、Dataminr、IPSoft、Ocean 

Protocol、Botnar基金会、谷歌、机电、 

Factmata、德勤、普华永道、DARPA、We 

Robotics、EPFL和日内瓦大学的高级代表和

专家代表。  

 

关于最新演讲人、分组会议和

专题座谈会更多信息，请查阅

峰会安排。

更多信息，请查询此处。 请在社交媒体上采用标

签#AIforGood参加对话并关

注@ITU，了解峰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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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场“突破”分会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安排了5场“突破”分会，旨在关注整个峰会期间的重点
领域。

人工智能促进 
教育

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分会旨在

利用人工智能负责任地重塑

教育。 

它旨在：

   厘清人工智能促进教育领

域的现状，并确定可能影

响联合国长期教育目标的

主要利益攸关方和框架。

   评估和讨论可促进社会上

更多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解决其关注问题的实用建

议和项目。

   确定峰会结束时启动的拟

议项目所需的资源。

推广人工
智能造福
人类

推广人工智能造

福人类分会旨在

利用以下四个关

键领域内的样板项目激励与会者：

   定义问题。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原型。

   实际部署并寻求产品－市场的 

契合点。

   重复部署，形成影响力。

该分会将探索通过四步走的方式取得进展

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项目，并将提供每

一步骤的协助工具。

人工智能促进医疗卫生

今年的医疗卫生突破分会将在去年会议的基础上拓展，后者

促成了国际电联 – 世界卫生组织人工智能促进卫生领域发展

焦点组的创建。分会将包括人工智能用于医疗卫生解决方案

标准化的机遇，并强调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如何在临床决策

支持、个性化医疗、增强诊断能力、医学成像阅片、治疗目

的和疾病预防领域对医疗卫生进行改革。

人工智能
与空间

人工智能与空间

分会将确定可采

用人工智能和空

间技术开发的项

目，以协助在本地和全球范围解决预测、

应对和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这包

括： 

   确定很有可能产生影响的领域。

   讨论部署人工智能工具的障碍 – 以及

如何克服这些障碍。

   探索数据需求的共同协议。

   确定可从该分会中脱颖而出的精选 

项目。

人工智能、人类尊严和包容社会

此分会旨在确保部署人工智能是为了推动和平且包容的社

会，保护人权并维护人类尊严。会议将侧重于“安全数字身

份”的重要性，以及与“人工智能、平等保护和非歧视”和“人

工智能与信息获取”相关的举措。该分会结束时将进行一些探

索实际措施的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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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工智能	
造福人类全球
峰会的展示
会有何期待

在今年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您可

以亲身体验我们在当前如何利用未来的技术，

探索在后现代世界中互动、思考和生活的新方

法。 

   对额外的帮手帮你做家务感到好奇

吗？Fusion是一个利用机器人、人

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来全身协作的网真

（telepresence）系统，可营造出一种有四

只手臂任你支配的感觉。

   体验人与机器就现实问题展开激励的

现场辩论！IBM的辩手项目（Project 

Debater）是第一个能够就复杂话题与人开

展辩论的人工智能系统。

   自动驾驶汽车能跑多快？当世界首辆自主

驾驶赛车RoboRace抵达展厅后，快来了解

它如何展示速度和性能的极限。

未来就在前方 – 该出发了！
在2019年5月28日至31日于CICG
举行的峰会上探索未来的人工智能
应用。

AIRA

人工智能为盲人

提供远程帮助。

FUSION

用于协作交流客

户的全身代理者

（surrogacy） 。

ROBORACE

世界首辆自主高

性能电动赛车。

酒吧服务机器
人YANU

完全自主的人工

智能机器人服务

装置。

辩手项目
（PROJECT 
DEBATER）

第一个能够就复

杂话题与人开展

辩论的人工智能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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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人工智能发展
趋势：现状和未来？

《国际电联新闻》请国际电联电信
标准化局主任李在摄介绍人工智能
目前和未来几年的主要使用案例。

在2019年中旬这一时刻，您认为人工智能发
展现状如何？与去年此时此刻相比，领导人
们对人工智能的总体了解程度有何增进？

鉴于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支持人工智能造福人

类全球峰会的群体认为，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

纱非常重要。在努力理解人工智能可在社会中发

挥作用的过程中，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如

何看待这些工作肯定会影响到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

要使人工智能发挥作用，首先必须奠定一系列技

术基础。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它需要大数据、宽

带和信息经济来进行分析。它还需要能够大规模

处理数据的原生计算能力。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使得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能够以必要的、几乎可以

立即将结果送达最终用户的速度得出结果，可使

几乎任何拥有移动电话的人均可轻松地使用图像

识别和虚拟智能助理等应用程序。

但是人工智能的进步也带来了挑战。 

“ 这些解决方案背
后的能力是可扩展

复制的 – 它们几乎
可以惠及所有人。 

李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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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许多问题并不是人工智能固有的，而是

我们快速推广该技术的结果。对数据所有权

和隐私、网络安全、软件控制和算法偏见的

担忧并不新鲜 – 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通信平

台，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这些挑战。人工智能

的大规模操作能力有可能引发图像识别软件

中的系统偏差或不真实的数据集等问题。

今年，业界和其他人工智能利益攸关方更清

楚地看到了这些问题。我们正处于开发更好

的流程，以确保新兴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发挥

其潜能的早期阶段，缓解人工智能及其关联

技术带来的风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根据您的经验，人工智能应用的最好/最
成功之例有哪些？

人工智能可以为更明智的商业和政策决策提

供支持。例如，深度学习已用于预测风力发

电机将产生的电力。当涉及到计划向电网输

送电力时，更准确的预测可形成更好的商业

决策。人工智能还在协助我们绘制海洋资源

图，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碳储存和渔业活

动的影响，这些都是对行业、学术界和政府

有明确价值的信息。以一个看似基础性的人

工智能应用程序为例，聊天机器人可以提出

关于药物剂量和健康检查的个性化建议和 

提醒。

我们举例说明这些解决方案是因为制定它们

的工作流程也可以应用于其它的问题。这些

解决方案背后的能力是可扩展复制的 – 它们

几乎可以惠及所有人。

医疗卫生是人工智能应用中可能最具突破性

的领域之一。当前，绝大多数经济体都面临

着医疗保健费用快速增长的问题。与此同

时，全民医保的承诺尚未实现。

基于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提供医疗

状况的早期诊断，这往往意味着大幅降低治

疗费用及更理想的治疗结果。

此外，让诊断的边际成本比现在低几个数量

级，可有助于为在身体上或经济上无法受益

的人提供诊断。

为此，在去年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

上，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电联合作创建了人

工智能促进卫生领域发展焦点组。该焦点组

正在创建基准衡量系统，该系统可以对基于

人工智能的医疗诊断解决方案的准确性进行

评分，迄今已收集了14个用例。

人工智能资料库

已有150多个项目!

提供有关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协助解决人类所面

临的最大挑战方面的重要信息。

更多 国
际
电
联
新
闻
杂
志
 0

3/
20

19

10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

https://www.itu.int/en/ITU-T/AI/Pages/ai-repository.aspx


一个使用案例是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 

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模型可以标记组织

样本中的每个肿瘤细胞和每个肿瘤浸润淋巴

细胞。这是传统上只有眼睛才能看到的东

西，但在治疗决策中非常重要。

另一个用例是皮肤病学。皮肤癌（包括黑色

素瘤）进展非常迅速。拥有一种快速、无创

的分析方法可以极大地提高及时发现的病例

数量。

最后，还有一个放射疗法的用例。传统上，

医生观察一张又一张图像，试图形成一个整

体图像。计算机可以直接分析这种三维展

现。此外，这个用例采用强化学习来减少对

（隐私敏感）数据的依赖。

人工智能能成为“杀手锏”吗？

人工智能及其关联技术将通过数据驱动的自

动化语义决策帮助我们更高效和有效地完成

工作。我们认为人工智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它是如何应用的。

在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中发展人工智能的
前景如何？例如，预计五年后会有什么
成果？

人工智能正在影响国际电联在安全、编码算

法、数据处理和管理以及网络管理和调度等

领域的技术工作。我们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

下去。

人工智能也在提高其他技术的效率。网络技

术即是一个典型例子。

机器学习为网络管理和调度的日益自动化提

供支持，最终可使信息通信技术网络能够提

供更高质量的业务。当谈到新兴的5G和物联

网（IoT）网络时，这种网络“自我优化”的概

念是讨论的焦点所在。

领英群

加入领英群！

继续在领英的国际电联“#AIforGood”群中与

2000多名成员开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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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电联成立了“面向5G等未

来网络的机器学习焦点组”，就面向未来网

络的机器学习起草技术报告和规范，包括接

口、网络架构、协议、算法和数据格式。

此外，可以说电信运营商拥有一些世界上

最有价值的数据。在利用和共享客户数据方

面，他们也是最受信任、监管最严的数据保

管者之一。事实上，一些运营商甚至不会在

业务部门和R&D部门之间内部共享客户 

数据。

人工智能支持的运营商数据分析与医疗卫

生、天气和社交媒体数据相结合，可以有效

协助提前预测流行疾病的爆发，或者预测疾

病的传播。近来，我们看到一些运营商愿意

在国际电联开发的数据共享框架下，向第三

方模型提供经过筛选的匿名运营商托管数 

据集。

您会给那些希望将人工智能纳入其战略的领导人

提供什么建议？

丰富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知识是人工智能造福

人类全球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本届峰会有

助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决策机构更好地了解

人工智能与其工作的相关性，以及如何受益

于人工智能的应用。

在战略和应用中采用人工智能需要基于可量

化需求和度量、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这对

于为人工智能应用的用户对象开发实用且有

意义的应用程序而言非常重要。

对于所使用的模型和数据集的局限性采取务

实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监控数据对于防止

不完整的语义（例如不正确的标签/数值、数

据的非包容性采样和数据偏差）非常重要。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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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政府、

每家公司、每个学术机构、每个民间组织 以

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考虑人工智能将如何影

响我们的未来。因此，结成强有力的利益攸

关多方伙伴关系并开发项目，以研究人工智

能对社会的贡献至关重要。  

 

“ 每个政府、每家公
司、每个学术机构、每个
民间组织以及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考虑人工智能将
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 

李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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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如何加速可持续发展？

Anand S. Rao博士

普华永道（PwC），全球人工智能领袖

根据普华永道的一项研究，人工智能

（AI）拥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到

2030年其价值大约为16万亿美元。

但是如果出现问题，人工智能带来的损失有多

大？—存在哪些风险？ 

“负责任地”实施人工智能到底意味着什么？真

可以做到负责任地实施人工智能而无需担心社

会后果吗？如何更广泛地应用负责任的人工智

能原则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工智能正应用于绝大多数工业部门 – 从农业

到航空航天 – 以及从战略到支持的各个功能领

域。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相关国家也越来

越多地准备应用人工智能。

虽然这可以在短期内增加企业利润和各国的国

内生产总值，但如果不以负责任的方式实施，

人工智能可能助长各国内部、各国之间更大的

不平等，因推动人工智能主导的经济增长而加

速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枯竭，进一步减少生物多

样性，虐待其他物种并对气候产生不利影响。

“ ‘负责任地’
实施人工智能到
底意味着什么？ 

Arnand S. Rao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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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wc.com/AI2019


“整体学科”

普华永道倡导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是一门

整体学科：它不仅仅涉及构建什么，也关乎

为何和如何构建它 – 以及使用人工智能对你

的客户、员工和整个社会的长期影响。这不

仅仅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它是关于人工智能

的治理，它对人的影响以及设计、建造和维

护它的过程。

规范这些维度的首要原则根植于社会的道德

和价值观。人工智能和算法的治理 – 尤其是

人工智能带来的货币价值和需要降低的伴随

风险 – 是董事会和高管们需要做出的管理 

决策。

设计、建造、运行和维护人工智能的过程

应嵌入到公司运作的大背景中。除了所有这

些，它涉及如何构建普华永道的人工智能模

型 – 特别是，解决诸如公平、透明、可解读

性、可解释性、安全性、安保、伦理、价值

观和问责制等问题。

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企业环境中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涉及联合国十

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四项目标，即性别

平等、人人有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产业创

新和基础设施，以及普遍减少社会不平等。

首先，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关注性别、种族或

类似受保护属性的公平和平等。

在公司背景下负责任地行事可能会，也可能

不会（取决于公司的宗旨和愿景）考虑到人

权、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福祉以及保护和培

育我们星球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等更广

泛的主题。换句话说，企业环境中负责任的

人工智能考虑到了一些与人和政策相关的目

标，但并不总是针对那些与地球和人类状况

相关的目标。

第四次社会革命？

正如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所讨论的那样，第四

次工业革命应该伴随着第四次社会革命。

个人、企业实体、国家和其他超国家机构应

纳入范围比收入和利润更广泛的量度。

“ 设计、建造、 
运行和维护人工 

智能的过程应 
嵌入到公司运作的 

大背景中。 
Arnand S. Rao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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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menu=130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7/03/where-to-begin-with-the-sdgs-3-steps-for-all-companie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7/03/where-to-begin-with-the-sdgs-3-steps-for-all-companies/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world-economic-forum-annual-meeting/sessions/towards-a-fourth-social-revolution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概述的部分或全部目标应

成为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的愿景、计划和

量度指标的一部分。

例如，严重依赖航空旅行的全球性企业应致

力于实现碳中立；定期旅行的员工不仅应该

得到他们飞行里程的数据，还应该得到他们

旅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

员工和企业可以一起努力通过种植更多树木

来抵消排放。

例如，航空旅行预订网站可以配备国际民用

航空组织（ICAO）的碳排放计算器，根据二

氧化碳排放量，可以与植树节或碳基金等环

保组织建立联系，通过种植更多树木来抵消

排放。 

成功应对地球挑战的优先行动领域

气候变化 

清洁能源

智能交通选项

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可持续土地利用

智慧城市和家庭

生物多样性和
保护

生境保护和恢复

可持续贸易

污染控制

入侵物种和疾病

控制

实现自然资本

健康的海洋 

可持续捕鱼

防止污染

保护栖息地

保护物种

气候变化的影响 

（包括酸化）

水安全 

供水

集水控制

水效率

充足的卫生设施

干旱规划

清洁的空气 

过滤和捕获

监控和预防

预警

清洁燃料

实时、集成、 

自适应城市管理

天气和抗灾
能力

预测和预报

预警系统

恢复力强的基础

设施

金融工具

恢复能力规划

来源：普华永道的报告《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地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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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Carbonoffset/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arborday.org/
https://carbonfund.org/plant-trees/


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地球发展

正如与普华永道和斯坦福森林环境研究所合

作编写的世界经济论坛《利用人工智能促进

地球发展》报告所述，人工智能可以在解决

六个关键领域 – 特别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和保护、健康海洋、水安全、清洁空气以

及天气和抗灾能力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但是这些人工智能用例不应视为解决经济发

展影响的孤立程序，而是应整体对待，以帮

助找到影响地球、人权和人类福祉的根本原

因。

声称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应用人工智能的组

织不仅应包含公平、责任、安全和透明等属

性，还应该考虑人工智能对就业、人类状

况、生物多样性、能源、气候等其他因素的

影响。

附加标准将根据给定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这些因素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公司在创建

这些产品和服务时使用的人工智能算法而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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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weforum.org/docs/Harnessing_Artificial_Intelligence_for_the_Earth_report_2018.pdf
http://www3.weforum.org/docs/Harnessing_Artificial_Intelligence_for_the_Earth_report_2018.pdf
http://www3.weforum.org/docs/Harnessing_Artificial_Intelligence_for_the_Earth_report_2018.pdf


人工智能如何助力	
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
能力更强的公平社会

Yan Huang

人工智能创新高级总监兼 

人工智能健康业务负责人，百度

人工智能（AI）具备大幅提升生

产力的能力已成为老生常谈。

与提高劳动密集型工作效率的工业革命不

同，AI为基于知识的工作注入了动力，辅

助人们更迅速地做出更好、更具洞察力的

决策。

这项技术进步在应对资源失衡和建设公平

的社会方面极具潜力。

例如，人工智能已在医疗保健领域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 
这项技术进步在应

对资源失衡和建设公平
的社会方面极具潜力。 

Yan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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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如何改善医疗保健

医生的教育和培训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耗时且

昂贵的过程，平均需要十年。

对于教育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学医

时间过长会导致医生受教育不足，甚至是培

训水平低下。

这将严重影响为患者提供的医疗保健的质

量。例如，中国的40,000名眼科医生中，只

有不到10%能够诊断出眼底病变。如果治疗

不当，眼底疾病将成为发展中国家患者失明

的主要原因。

人工智能通过研究医学专家的大量决策实例

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利用这些信息帮助医

生做出更好的诊断和治疗决策。

人工智能并非要取代医生，而是让他们能够

做出更好的决策。这方面的潜在影响是巨大

的。

以百度与中国医院合作开发的人工智能眼底

机为例，该系统利用具备解释功能的基于证

据的架构，从做有大量精确标记的眼底图像

中学习，如今已经达到了可与拥有10年以上

经验的专业眼科医生诊断准确性相媲美的水

准（见视频）。

筛选和分析可在10秒内完成。

关于百度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

百度发布了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该相机能够筛查三

种导致失明的主要眼底病。该公司还宣布将向中国农

村地区捐赠500台此型号的相机，以帮助早期发现眼

底病，最终降低失明率。这款相机现已在包括肇庆在

内的广东省多个城市投入使用。

关于百度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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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35aBQFpf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35aBQFpfgs


人工智能应履行全球性的伦理义务

除医疗保健之外，人工智能还具备在一系列

广泛的全球性问题和社会事业中发挥关键作

用的潜力，例如消除贫困、应对自然灾害、

改善教育、加强公共安全和保护文化遗产。

与人工智能发展相伴，伦理和安全方面的责

任也随之而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工智能机

器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系统故障的影响出

现了指数级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该行业理

所当然地要求人工智能提供高于过去任何其

他新技术的，安全可靠的标准。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健康专题会议

Yan Huang是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2019年会议健

康专题领域一位鼓舞人心的演讲者。此次峰会于2019年

5月28日至31日召开。

去年健康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促使国际电联与世卫组织

共同创建了人工智能促健康焦点组。今年的目标是拓展

这项工作并不断发展，同时着眼于人工智能在实现全民

健康覆盖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人工智能峰会健康突破专题亦是人工智能促健康第五次

研讨会（FG-AI4H）的焦点组。

更多信息和有关注册的问题，请参见完整的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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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工智能发展相

伴，伦理和安全方面
的责任也随之而来。 

Yan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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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在线广告数据转换
为服务社会的强大动力

Ingmar G. Weber

卡塔尔计算研究所， 

社会计算研究主任，HBKU

在线广告通常被视为因享受免费服

务（如谷歌和脸谱）而“必须要

面对的恶魔”；浮士德交易智慧

的核心是“如果你不为产品付费，那么你就是

产品”。

对我和我的同事而言，在线广告亦是一个有

用的数据源，可用来建立模型以便对互联网

使用的性别差距进行跟踪、监视跨国移民、

绘制贫困地图等。

我们相信在意识到局限性和风险的情况下，

负责任地使用广告平台数据是人工智能惠及

人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加

官方统计数据并支持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的监测。

请允许我对此做出解释。

“ 脸书、谷歌、 
Snapchat等平台收集

用户数据，并利用
这些数据提供有针
对性的广告功能。 

Ingmar G. W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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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bku.edu.qa/en


互联网平台如何收集和使用数据

脸书、谷歌、Snapchat等平台收集用户数

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提供有针对性的广告功

能。例如，在脸谱网，有选择地向18岁及以

上的用户投送定向广告是可能的，这些用户

的特征可以是：a) 居住在瑞士日内瓦；b) 自

定义标签为女性；且c) 过去曾居住在法国。

其他平台上也拥有类似的定向投送能力。鉴

于此功能关乎预算，因此广告平台会提供所

谓“用户预估”。例如，在上文提及的例子

中，脸书估计有5900名用户符合所提供的标

准（截至2019年3月23日）。

通过观察这些用户预估值因性别和国家不同

而产生的差异，可以实时获得大型社交网使

用差异的估计值。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些性别差异与互联网接

入和移动电话领域的性别差距有相当高的相

关性。在上述用户预估值的基础上建立回

归模型，使我们能够消除数据性别差距。

例如，我们使用此模型对印度进行预测的结

果发现与每位上网男性相对应的女性比例为

0.73。查看这些预测，请访问相关网站。

上述预测有助于监督SDG取得的进展，就本

文所述案例而言可用于监督SDG 5取得的进

展。此外，亦可将预测用于地方和较低级城

市发展干预工作的规划与监督。

与此类似，通过观察过去曾生活在不同对象

国和地区的脸谱用户数量的变化方式，我们

可以推导出相应模型，在对模型进行适当纠

偏后，便可得出接近黄金标准的官方统计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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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5750X18300883
http://www.digitalgendergaps.org/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5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padr.12102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padr.12102


非传统移民统计的价值

当官方数据过时或质量欠佳时，这种非传统

移民统计数据的价值便得以凸显。例如，在

当前的委内瑞拉危机和相关移民和难民外流

期间，我们就移民的相对空间分布或“密度”

及其随着时间变化的发展趋势，向全球保护

专题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与其他

数据源相结合，既可改善实地资源分配，又

能实现在知情的前提下与捐助者就危机规模

问题开展讨论。有关我们分析的更多细节请

点击查看此处。

除揭示数字性别差距之外，用户预估亦有

助于描绘制贫困和财富的相对水平。简而言

之，与使用安卓设备相比，拥有运行苹果

iOS的移动设备是可支配收入增加的标志。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邀请读者与纽约市

的人口分布数据可视化服务开展互动。此数

据显示了2017年9月收集的匿名脸谱用户预

估数据集：邮编为10075的纽约市用户，有

83%主要使用iOS设备。

这与邮政编码为11368的用户形成鲜明对

比，这些使用者中使用iOS设备的用户仅

占42%。这两个邮政编码代表了纽约市

iOS使用的极端情况，其贫困率也位于首

尾两端。10075人位于贫困率为7%的上东

区（Upper East Side），而11368人居住

在贫困率为27%的埃尔姆赫斯特和科罗纳

（Elmhurst和Corona）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通过查看访问脸谱所

用设备类型来描绘相对贫困率的方法，在其

他国家同样有效。

“ 如果我们能够想出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以

及如何限制滥用如此
强大数据源带来的风
险，那么我们就会体
会到让这些数据服务
于人类的巨大潜力。 

Ingmar G. W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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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lobalprotectioncluster.org/
http://www.globalprotectioncluster.org/
https://r4v.info/es/documents/details/6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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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data/2018chp-mn8.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data/2018chp-mn8.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data/2018chp-qn4.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data/2018chp-qn4.pdf


使用数据时的限制

上述所有见解均可从匿名的汇总数据中获

得，每个注册的广告商都可以免费获得这些

数据。尽管上述数据方便易用，但在使用此

类数据时存在重要限制：

   所有平台都存在假账户且不同用户可共享

同一账户，因此数据质量存疑 。

   用于推断属性的使用模式和平台黑箱算法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可能会破坏根

据以往数据训练的预测模型的适用性。

   未在平台上留下数字足迹的人不会对数据

做出直接贡献，因此需要注意如何将“不

使用”和服务渗透数据纳入模型。

如果我们能够想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以及

如何限制滥用如此强大数据源带来的风险，

那么我们就会体会到让这些数据服务于人类

的巨大潜力。  

使用脸书广告数据追踪全球数字 
性别差距

亮点：

   数据差距造成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接入方面的性

别差距难以衡量，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

   使用脸书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用户数据预测

150多个国家的数字性别差距。

   脸书数据与关于数字性别差距的现有官方数据

高度相关。

   与国家级发展和性别差距指标相结合使用，可

提升脸书数据的预测能力。

   我们的方法展示了如何利用网络数据扩大一项

重要发展指标的覆盖面，并为低收入国家创造

最大收益。

来源：Scienc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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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conomics-econometrics-and-finance/mobile-phone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social-sciences/low-income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social-sciences/facebook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social-sciences/development-indicator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5750X18300883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
（AI）加强教育？	

Tara Chklovski

Iridescent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人工

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教育主题会议主席

人工智能（AI）等技术是释放个人

潜能的强大工具，这些工具能

够强化人们的主人翁精神和使命

感。但我们有必要了解如何以负责任的方式

使用AI，学习如何改进AI技术，从而打造一

个理想中的宜居世界。 

为此，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教育方法。

我们必须将教育视作终生相伴的旅途，人人

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且所有人均可通过教育

获得在明天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

针对最弱势最欠服务群体的成年人和儿童而

言，有必要通过大量的基础工作帮助他们了

解世界变化的情况、什么是AI、某些技术的

工作方式，以及他们可在当今和未来发挥的

作用。

“ 为此，我们必须
重新设计教育方法。 

Tara Chklov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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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ridescentlearning.org/
https://aiforgood.itu.int/
https://aiforgood.itu.int/


有必要开发能够促进终生学习，以思虑周

全、跨越多代为特色的创新计划，并在本地

社区、行业及学术界间分享知识。

AI专家应与媒体和记者密切合作，帮助他们

向大众揭示AI的秘密。我们必须超越编造煽

动性术语的阶段，通过有的放矢的批判性辩

论，加深人们对AI给社会造成影响的了解，

使人们认识到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以及如何

改进。

最后，需要有创新性的计划和资源帮助我们

理解AI给人类自身、头脑和行为造成了什么

影响。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勇敢、有自醒意

识的合作伙伴与神经科学家、认知科学家、

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结成伙伴关系，共同设计

出令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且有利可图的技

术，且此技术还可将人类的能力发挥到 

极致。

Iridescent作为一家非赢利性的全球技术教

育机构，请相关组织携手努力填补获取、知

识、机构和技能领域的空白。具体操作方式

是于5月29日在日内瓦举办的人工智能惠及

人类全球峰会教育主题会议期间，提交一份

提案请会议审议。选定的与会者将参加峰会

结束时启动的最终项目工作组的工作。请参

加的组织于4月15日前考虑相关主题并回答

相关问题。

提交提案的组织已收到其被选中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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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zfSxBk8TgMhHcllOeohgaBGYUSAusfwfjB1I-Y3uBD7IJL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zfSxBk8TgMhHcllOeohgaBGYUSAusfwfjB1I-Y3uBD7IJLQ/viewform


教育主题会议期间将探讨哪些问题?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教育主题会议期

间，与会代表将探索人类如何共同使用和应

用AI，方能给教育带来影响深远、可持续且

不违背道德的改善。

教育机构在填补获取、知识、机构和技能领

域的空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且其发挥的

作用将越来越大。

为与令人窒息的技术进步保持同步，教育机

构需要与整个行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结

成创造性的伙伴关系，才能产生最深层次的

影响。

人工智能促教育主题会议的代表们将探讨，

我们如何通过负责任地使用AI的革命性力

量，为不同背景和文化的成年人和青年重新

设计教育方式。

第1节会议：当前现状。哪些技术可行且我们当前了解

哪些情况？

参加本节会议的代表将尝试回答如下问题：何为AI？

机器学习有何不同？AI技术的现状如何？今后的发展

方向？会议将介绍在13国由7500位儿童及家长参加

的“人工智能家庭挑战赛”得出的经验，以及从实施世

界最大机器人项目 – FIRST Robotics中获得的教训。 

人工智能促教育主题会议将分为三个关键

性的小节：

更多了解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教育

主题会议。 

第2节会议：战略专题

参加本节会议的代表将评估并讨论一些实用建议和项

目，这些建议和项目能够让社会各界更广泛地使用AI

技术，处理涉及其自身利益的问题。

请与会代表参加以下五个有关教育专题的讨论：

   社区AI

   工作中的AI素养

   通过媒体解密AI

   人脑与AI支持的设备和游戏

   服务于终身学习和创造能力的AI

最后，该组将决定启动哪些项目。接下来的一天，将

向全体峰会代表介绍这些项目。

第3节会议：启动专题

在第2节会议工作的基础上，与会代表将为在峰会之后

启动拟议项目确定资源及随后的实际步骤。各组将确

定在5月30日的突破性进展介绍会上分享哪些项目。

“ 有必要开发能够
促进终生学习，以思
虑周全、跨越多代为

特色的创新计划。 
Tara Chklov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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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COqFm9uqWOU_qhNJ_fUYCRZa2lIymKEfEG1V65W2_LA/edit#slide=id.g5461b8cfee_2_0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COqFm9uqWOU_qhNJ_fUYCRZa2lIymKEfEG1V65W2_LA/edit#slide=id.g5461b8cfee_2_0


备战人工智能革
命的关键方法

Kevin Castle

执行合伙人，Technossus

众所周知，iMac于1998年问世。苹

果公司当时的口号 — “以不同的

方式思考” — 传达的是公司的基

本理念，同时也是公司迅速创新、寻找颠覆

传统产业方法的战斗口号。

无论是在音乐还是电话行业，苹果均颠覆了

空间概念，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和 

行为。

我目前供职的Technossus公司认识到，公司

正处于一个类似的十字路口，此时需要颠覆

性、变革性的思维。最近，我们采访了两位

思想领袖，向她们讨教在当今经济条件下要

具备什么样的竞争力：其中一位是我公司知

识渊博的董事Sara Branch，她拥有近20年

的项目管理经验；另一位是《拥有人工智能

革命：实施人工智能战略，打败竞争对手》

的共同作者及Technosus的新兴技术负责人

Neil Sahota，他的业务是与大中型企业合作

开发并利用技术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和运营 

需要。

“ 如今最成功的群体
和个人正忙于通过人工
智能找到应对更小、更
简单挑战的方法，从而

达到小快灵的效果。 
Kevin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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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Branch和Sahota也是不同思维的倡导人 

— 为了不成为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淘汰者，

而是成为推动者之一 — 我们讨论了实现繁

荣还需要哪些要素。

以下是他们就在此前所未有的时代开展竞

争，提出的三项关键建议：

转变思维方式

《卫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和其他一些报道指

出，许多以前有存在必要的职业未来几年将

面临消失的威胁。重要的是，文章列出的许

多职业不属于蓝领工作，例如卡车司机或长

期以来被认为极易实现自动化的零售工作。

文章认为信贷员被机器人取代的概率达 

98%，且当今律师助理的工作将很快由计算

机完成的可能性达94%。

为了应对上述可能性，以及整个企业或行业

变得可有可无的前景，我们必须做好多方面

的心理准备。

“改革始于思考亦止于思考，”Branch认

为。“许多人在面对任何涉及技术的问题时

都会采取一种掩耳盗铃的方法。幸运的是，

与我们携手工作的个人重视创造性的颠覆方

法，尤其是当他们确实发现某条道路可取得

更好商业成果时。但不幸的是，使用这种思

维方式与现实搏斗的人可能极易受到干扰。

为成功避开每天听到的许多威胁，我们必须

培养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必须考虑这样一个

问题：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我如何才能为他

人提供价值，以保证自己不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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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Branch建议一旦你接受了这种新思

维，就应投资于教育。鉴于变革速度是如此

之快，她建议个人和公司均应查阅最新的研

究、书籍、文章、播客以及其他形式的内容

来保持信息灵通。

“是的，我们眼前的世界从未发生过如此迅

速的变化，获取知识的方式也从未如此之

多，”Branch指出。“在网上尽可能多地学习

课程是个好主意。你确实可用触手可及的竞

争情报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缩小规模（赢得大胜）

“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解决问题，”Sahota

说。“人们尚未明白的是，AI应用并不一定非

要惊天动地才有成效 — 才能有利可图。”

Sahota指出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不是必须将

人工智能应用到业务的各个方面，方能避免

被更大的企业吞并。

同样，没有必要为变得像今天的机器人一样

高产而失去自己的人性。相反，如今最成功

的群体和个人正忙于通过人工智能找到应对

更小、更简单挑战的方法，从而达到小快灵

的效果。

“当今机器学习的推动因素尚有些狭隘， 

Sahota解释道。“我亲眼目睹了一家名为

Lingmo的翻译公司如何专注于其特定业务 

— 翻译 — 并取得了巨大成效。鉴于及时开

发合适的培训并进入市场绝非易事，因此不

论是客户也好，老板也罢，我都极力建议您

精准定位他人面临的问题，然后再用人工智

能找出一个有用的解决方案。”

根据Sahota的说法，通过这种高度集中的方

式，您可以避免被各类培训及其他因素所吞

噬，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人工智能的采用和实

施成为一个巨大挑战。

“ 如果我们想保
持竞争力，如果我
们想领先未来，就

必须改变思维。 
Kevin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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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专家群体之中

如果说硅谷企业文化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

是没有一个人的智慧能够超越集体智慧。因

此，组建尽可能好的团队是有益的。

外部支持对于希望快速适应不断变化条件的

公司而言尤其理想。

“我喜欢营销大师David Ogilvy的这句

话，”Branch道。“‘如果你找到一个比你更好

的[人] — 请雇用[他们]’。如有必要，向[他们]

支付比你自己还高的报酬（修改性别代词，

使其与当代潮流相符）。关键是要认识到与

拥有自己不具备的才能或专业知识的人合

作，必有裨益。”

除Branch的观点之外，我们还认识到，当今

的公司和个人需要平等地接纳 — 吸引外部

专家和/或借助团队的力量，这不仅可以加快

AI采用的进程，还可取得比单独行动更大的

成功。

归根结底，这个新时代迫使我们许多人认识

到的理念，可以用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

因斯坦的一句话来概括：“没有办法从问题产

生的同一层面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我们想保持竞争力，如果我们想领先未

来，就必须改变思维。这次，一个充满可能

性的世界或将以我们未想象到的新奇方式向

我们敞开大门。  

空前时代的三大关键竞争因素：

	
	

转变思维方式

	
缩小规模（赢得大胜）

	
	

置身于专家群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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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造福社会”	
各个项目需要什么？	
7个关键组成部分

Anna Bethke

英特尔人工智能造福社会项目负责人

人工智能造福社会”项目的核心是

利用人工智能硬件和软件技术

对人类、动物或地球的福祉产生

积极影响，这些项目覆盖多数（即使并非所

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随着人工智能界对我们技术能力的提升以及

对所面临的问题认识更深入，潜在项目的范

围继续拓展。

若干英特尔“人工智能造福社会”项目其中一

个有趣的方面在于不需要新型或新颖技术。

我们英特尔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团队通过与合

作伙伴合作，了解问题、收集适当数据、再

训练算法并打造出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已

取得成功。

实际上，人工智能造福社会讲习班即将在神

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NeurIPS）和国际学

习表征大会（ICLR）期间举办，将在此讲习

班上分享的提案征集函明确表示，提出的项

目“不一定需要突出的理论新颖性”。

“

“ 随着人工智能界对
我们技术能力的提升以
及对所面临的问题认识

更深入，潜在项目的 
范围继续拓展。 

Anna Beth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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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关键元素

从本质上看，人工智能造福社会项目需要以下 

元素：

   要解决的问题，如改善水质、跟踪濒危物种

或诊断肿瘤。

   合作伙伴，共同确定关于挑战和可能的解决

方案的最完整情况。

   数据，拥有表示问题、实际标记、保护隐私

等特征。

   计算机功率，面向训练和推理等级，无论数

据大小和类型或所在位置如何。硬件的选择

可查询ai.intel.com/hardware。

   算法开发，这个部分很有意思！解决问题的

方法有许多种，从简单的逻辑回归算法到复

杂的神经网络，不一而足。算法与问题、数

据类型及实现方法等相匹配。

   测试，以确保系统在各个方面均按我们的预

期运行，如同下雨、下雪或雨夹雪天气在各

种已铺设的和未经铺设的路面驾驶汽车。我

们希望测试每一种情况，以避免任何始料未

及的失败。

   在现实世界部署，这是关键且复杂的一步，

从一开始就应当考虑。经测试的解决方案需

要在现实世界中拥有可扩展的实施系统，否

则存在其优势无法问世的风险。

人工智能造福社会	
项目需要

	
要解决的问题

	
合作伙伴

	
	

数据

	
计算机功率

	
算法开发

	
测试

	
在现实世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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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的 
英特尔动手实践讲习班

5月底，英特尔人工智能团队将前往瑞士日

内瓦，出席国际电联举办的人工智能造福人

类全球峰会，并在动手实践讲习班上对各个

元素进行讲解。

我们将覆盖人工智能的基本情况，提供如

何使用人工智能的实例，并向与会者提供

Jupyter笔记本的虚拟访问，该笔记本运行

Python代码、易于使用，便于与会者练习白

天讨论的技术。此讲习班旨在向与会者提供

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能力所需的信息。

在我们拥有的最强大的工具中，能够影响世

界变革的是那些使用最新技术和资源连接、

创新并合成想法的工具。

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联合国17个

目标之一，我们期望看到这个目标在人工智

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实现。在此之前，

我们希望在英特尔人工智能造福社会网站

上分享的项目展现出技术必定成就大事的力

量，特别是当我们汇聚一堂作为整体解决复

杂问题的时候。  

“ 此讲习班旨在向与
会者提供更好地 

利用人工智能能力 
所需的信息。 

Anna Beth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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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工智能解决儿童	
虐待问题的四条重要经验

Joelle Casteix

零虐待项目创始董事会成员

零虐待给人工智能带来一个大问

题：对于儿童性虐待犯罪者，我

们能否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追

踪机构行为？

我们很快便得知，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正胸怀崇高目标进行ZeroAbuse.ai的开

发。但是，我们面临的业务挑战极为艰巨：

如何将抱负转化为应用程序？

这个应用程序是一种工具，利用公开获取的

数据来识别可显示出机构内存在儿童性虐待

和包庇情况的机构行为模式。

迄今为止，防范儿童性虐待领域的专家已拥

有数十年的数据，但由于这些数据无法获取

（或主要为纸质文件），这些专家不得不依

赖直觉和传闻来寻找犯罪者以及他们的包庇

者。

“ 零虐待向人工智能
提出了一个大问题。 

Joelle Caste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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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技术人员使用了各种方法试图追踪

单人罪犯，但没有“一线”男女的专业技能，

又无法获取大数据来源，这些技术经常失

败，因为投入有限，并且技术人员对问题错

综复杂的认识也有限。简言之：技术人员在

制造自动驾驶汽车，而儿童性虐待问题专家

则在利用皱纹皮笔记本和静态HTML开展工

作。各司其职，毫不相干。

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群

体汇集到共同的目标之下，并且教会他们使

用同一种语言？

为实现将抱负转化为应用程序的目标，我们

必须做到以下四点 。

了解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目标

我们带着具体问题和明确的业务目标使用人

工智能。我们希望追踪犯罪者和他们的包庇

者。我们知道，我们的数据反映了机构行

为。于我们而言，基本的是关注第一阶段的

成果，且不被其他可能的用途转移注意力。

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零虐待项目不是技术公司。我们是非营利性

的，致力于营造一个儿童免受虐待的世界。

全球最好的技术公司不一定是我们的最佳

技术伙伴。我们充满热情与爱心。在技术方

面，我们的专家需要从零开始接受教育。技

术人员也需要教育 – 但他们接受的教育将涉

及心理创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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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合作伙伴时，我们的问题会更宽泛：

你做事的动机是什么？你愿意承担何种风

险？什么会令你害怕？你是否愿意改变你的

思维方式？

许多公司还没有为这样的跨跃做好准备。我

们的合作伙伴Technossus也曾如此。在与我

们坐下来交流之后，我们意识到他们已经做

好挣脱自己技术镣铐的准备，并且开始充满

热情的思考，这才促使我们迈出登门合作的

第一步。

在编写每行代码之前，在开发
进程深入探究

揭露机构性虐待的工作既非常复杂亦令人厌

恶。我们的数据甚至更糟。我们的合作伙伴

Technossus之前就对此做出了正确的预期。

他们与我们的专家促膝讨论了好几个星期，

即便如此，还是存在问题。

我们的专家拥有大量深奥难懂的硬拷贝数

据，时间可追溯至50年前。其余文件则存

储在内存、传闻、保密文件和编码语言中。

最后，问题专家还得解释令人困惑的机构结

构。对于Technossus而言，这是一门历史、

社会工作、语言和经济学速成班。

让热情在合作伙伴与问题专家
之间相互感染

开展防范儿童性虐待领域的工作困难重重。

诀窍在于激发热情。“零虐待”项目的所有工

作人员促成的环境氛围令我们无法放弃所从

事的工作：我们太热爱这份工作了。我们知

道自己正在产生影响。我们也向合作伙伴传

递这种热情。他们知道他们也在改变着 

世界。

追求卓越，别无他求。

但是，人工智能培训需要特殊类型的协作，

需要比传统IT项目多得多的努力。 

“ 你是否愿意改变
你的思维方式？ 

Joelle Caste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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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工智能实现的	
语言翻译的进展	
为发展中国家	
带来特别希望

Vicki L. Hanson, PhD

计算机协会首席执行官

许多《国际电联新闻》的读者或许

知道计算机协会（ACM）

每年颁发的图灵奖

（A.M. Turing Award）。图灵奖享有“计算

机界诺贝尔奖”之称，一百万美元奖金由谷歌

资助。

神经机器翻译的问世

2018年，Geoffrey Hinton、Yoshua Bengio

和Yann LeCun凭借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对机器

学习所做的贡献荣获此奖。深度学习是人工

智能研究中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并且在

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语言处理和机器人

等领域已取得重大突破。 

深度学习技术实现的其中一个最引人关注的

进步是机器翻译，或者说计算机在各种语言

之间进行互译的能力。

“ 在非洲部署这些
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方
面已取得长足进展。 

Vicki L. H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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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名为神经机器翻译的新程序，人工智能

语言算法产生了更精准的语言翻译，远远超

出以前的预期。不同于早期的人工智能翻译

方法（例如翻译句子片段的统计机器翻译 )，
神经机器翻译对整个句子进行翻译。

机器翻译和语音识别方面的最新进步，再结

合世界各地智能手机的普及，意味着人们只

需携带手机并使用其中一个众多可用的新语

言翻译应用程序就可以弥合语言的鸿沟。

这些新功能的潜力远不止帮助游客在度假

时找到前往博物馆或餐厅的路。在发展中国

家，语言障碍可能严重阻碍教育、医疗卫生

和经济发展，甚至助长社区间暴力。

当意识到仅非洲就有大约2000种语言时，克

服语言障碍的挑战便更清晰地浮现出来。

举例而言，在一项2006年的研究中，研究人

员Michael Levin发现，在南非开普敦的一家

大型儿童医院，仅6％的患者父母问诊时使

用其第一语言。在此项研究中，父母将语言

和文化障碍列为其有效参与针对孩子的医疗

护理的主要阻碍。

另一项针对南非的研究重点关注，如果语

言不是障碍，那么获取在线教育能够如何

改善人们的生活。作者Jade Abbott和Laura 

Martinus指出，尽管互联网上的英文内容占

53.5％，但其余10种南非官方语言的在线内

容仅占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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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最紧迫的情况，非营利组织无国

界译者指出，“在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基本

短语可以改变和挽救生命，但是由于人道主

义援助工作者和受影响的人无法讲同一种语

言，沟通往往失败。”

在非洲部署这些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已取

得长足进展。提供英文与全球103种语言之

间互译的谷歌神经机器翻译现支持13种非洲

语言的翻译，包括伊博语、斯瓦希里语和祖

鲁语 – 三种在非洲大陆最常用的语言。很难

量化这些新翻译功能已产生的益处。 

“低资源”语言的挑战

与此同时，重大挑战仍然存在。要让现有的

神经机器翻译方法发挥有效作用，机器翻译

程序必须首先获取要翻译的每种语言（或语

言对）的大量文本。

在进行英文和中文互译时，这或许不成问

题，因为已有无数文本经过翻译，但在进行

例如英文和另一种南非官方语言 – 北索托文

的互译时，这是个问题。

没有大量可用于翻译的文本的语言通常被称

为“低资源”语言。

这些语言“资源低”可能由各种原因所致，包

括语言主要为口语性质而非书面；缺乏标准

化的拼写；或者因为不同方言间的变异 

太多。 

人工智能界的新目标

因此，人工智能界的新目标是找到方法，为

这些低资源语言开发神经机器翻译。

正在探索有前景的方法，学术界和顶尖科

技公司积极参与此项工作。例如，就在上个

月，对于能够为低资源语言开发强大翻译算

法的计算机科学家，Facebook宣布提供研究

津贴。

由于仅在过去15年里，我们就见证了人工智

能领域的跨越式进步，全球计算机界十分期

待即将出现的创新以及这些技术如何继续改

善人类的状况。  

“ 人工智能界的新目标是
找到方法，为这些低资源
语言开发神经机器翻译。 

Vicki L. H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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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讲故事有助于
打造包容性人工智能

Davar Ardalan
IVOW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故事讲述师

Zarmeen Pavri
37°C联席总经理

随着人工智能几乎融入各行各业，无论是萌芽

行业还是成熟行业，我们正见证着人类历史

上的一个关键时期。

但是，全球普遍缺乏对这一前景的认识。什么是人工智

能，和我有什么关系？

国际援助和发展机构正在进行人工智能技术方方面面的

投入，而我们则认为讲故事必须成为其中之一。

人工智能越来越能够用于保存作为支撑社区核心基础的

原住民语言和文化遗产。 

“ 国际援助与发展机构正投资于人
工智能技术的许多方面，而我们认

为故事讲述必须成为其中之一。 
Davar Ardalan/Zarmeen Pav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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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8日至31日，在日内瓦举办的人

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人工智能、文

化及讲故事将首次得到讨论。 

有关讲故事的讲习班

讲故事的与人工智能专家等将处理这一未来

所涉的各种挑战、障碍和机遇，并提出以下

问题：人工智能与故事讲述的融合能否成为

保存人类文化和历史的新工具？

会议将由人工智能和故事讲述领域的领军人

物主导，探讨关于自动化故事讲述的开拓性

研究，并举办有关标准方法和结构化数据收

集的动手实践讲习班，这是更具文化意识的

训练算法的一个关键。此外，讲习班还将深

入探究道德和历史的考量因素，为深度包容

性人工智能奠定基础。

探索、发现和调整尚未开发但具有潜力的故

事叙述，并将其转化为结构化、有意义的知

识共享数据和产品的能力，也能够用于尝试

解决围绕确保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故事讲述情

境中包容性和多样性的问题。

将出席的领军人物

人工智能与文化专家Rafael Pérez y Pérez是

出席此峰会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是位于墨西

哥城夸希马尔帕的大都会自治大学的教授，

专攻人工智能和创新计算，尤其是自动叙事

生成。Pérez是由计算机程序MEXICA编写的

短篇故事集《MEXICA 20》（见以下有关故

事叙述示例的视频）的作者。故事情节讲述

了关于墨西加人（亦称阿兹特克人）– 现墨

西哥城的古代居民的虚构场景。 

以下视频展示了 
《Mexica20年 – 20个故事》

一书中的一个故事。

Mexica20年	–	20个故事

来源: http://www.rafaelperezyperez.com/profile/publi-
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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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日内瓦人工智能峰会的还有美洲

克罗原住民部落成员Wolfgang Victor 

Yarlott。Yarlott在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

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展关于Genesis故事

理解系统的开拓性研究。Yarlott与其教授

Patrick Winston协作，希望确定该系统是否

能够如理解莎士比亚作品一般理解克罗民间

传说中的故事。最初，他的“受众”就是程序

本身，他想注入一种理解。

在工作过程中，Yarlott对三份克罗文献集进

行了分析，创建了一份故事中存在的文化特

征清单，确定了四个尤其重要的特征（不可

知的事件、医药、作为优势的差异和对存在

物的统一对待），并编写出一组Genesis可

读的五个故事，其中突出了这些特征。

这为故事理解模式带来了若干新元素。通过

这些新元素，他能够证明Genesis的确有能

力理解克罗文化中的故事，距离成为通用故

事理解系统更近一步。

“进阶”学习平台

本次峰会将为现有的故事讲述者及刚进入该

领域的人提供一个“进阶”学习平台。与会者

将能够加强其技术知识并与包容性人工智能

的新格局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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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专家等将
处理这一未来所涉
的各种挑战……并
提出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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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此刻公

民、政府机构、资助方、捐赠方及影响力投

资者能够扩宽学习的边界，拥有成长型思

维，并投资创新方式，以捕捉全球社区的活

动和利益。

人工智能和故事讲述者将必须确保其捕捉的

当地社区故事是真实的，体现出传承和文化

及人类精髓，以便打造深度包容性的人工智

能。

打造更好的人工智能工具

包容性理念将促成更好的人工智能工具，能

够在数字故事讲述者的工具包中使用，以改

善并增强社区参与，加强当地价值链发展，

增强包容性市场及包容性企业，并就如何能

够更好地帮助改善新兴经济体和前沿经济体

贫困人口的生活创建共享学习。

如今，公民、技术专家、数据科学家、开发

人员、企业家、学生、学者、非政府组织、

政府、企业及投资者在引领全球采用全新包

容性方式上，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许多国家现正在努力转化要大规模投入的资

本，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以

创造富有弹性的经济并将人类福祉、社会公

平和环境保护作为优先事项。

在这一加强社会资本、保护和保存自然资本

以及努力转变经济与社会的全球势头下，人

工智能的使用将发挥重要作用，确保社区内

的文化遗产同样得到保存和保护。

深度包容性人工智能的应用与数字故事讲述

结合能够产生放大的效果，并在确保人类历

史完整性方面发挥“锲而不舍的作用”。

需要协同努力

我们将需要集中努力，正如AI Commons 

（人工智能共享资源）项目，重点围绕众包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记，使援助、贸易和

商业中的目标、利益及价值相结合。深度包

容性人工智能的使用能够有助于支持、拓展

和放大现有的发展援助与社会项目倡议；但

更重要的是在设计新的社会项目时，对其进

行考虑并纳入设计之中。

标记数据集和塑造自动化媒体包容性未来的

全球呼吁并非那么遥不可及。我们寻求参与

的公民、故事讲述者和学生，帮助我们标记

世界文化和传统数据。齐心协力，我们可以

尝试设计下一代具有文化意识的数字化参与

和智能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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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人工智能，让我的故事有意义

我们正在发起为期一个月的数字运动（5月

20日 – 6月13日），请世界各地的人在社交

媒体上通过60以内的视频或文字、音频分享

其传承故事。 

其目标是邀请全球公众分享其传承故事，产

生关于智能包容性的新对话，并让人工智能

发开人员参与故事讲述这一让人工智能系

统更具包容性的工具的前景中。更深入地考

虑当地文化和传统能够极大地提高非故事讲

述人工智能对人类价值和利益做出反应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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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	音乐产业的	
最新制作人

Frederic Werner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战略参与处处长

文思阻塞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今天

的准作曲人可以使用一种颠覆性

工具 – 人工智能。 

许多人现在将人工智能视为合作伙伴，共同

制作音乐、增强音效并平衡竞争环境 – 艺术

家们能够进行各种音乐尝试，而过去这需要

与若干技术和音乐协作者的合作，以及大量

预算。

作为一名终身鼓手和音乐学生，我一直为“一

万小时”定律感到自豪，这是精通一门手艺所

须的，也是对准音乐人设置的特定门槛。

与此同时，我可能浪费了同样多的时间费力

地使用存在缺陷的录音软件、昂贵的工作室

以及与鱼龙混杂的音乐人（有的让人惊叹，

有的则不然）合作。

协作型人工智能音乐伙伴的前景具有吸引

力，但是使用人工智能制作音乐算作弊吗？

“ 今天的准作曲人
可以使用一种颠覆性
工具 – 人工智能。 

Frederic Werner

国
际
电
联
新
闻
杂
志
 0

3/
20

19

47

人工智能与文化

https://www.itu.int/en/ITU-T/Pages/default.aspx


在发明摄影技术前，写实肖像和世界的图像

只能由技艺高超的画家创作。但今天，我们

视摄影为理所当然，很难想象在19世纪看到

一幅完美的写实绘画会多么令人惊叹。可以

说，摄影是现代艺术运动的其中一个主要诱

因，催生了文森特·梵高和巴勃罗·毕加索等

充满创意的天才。若无摄影，现代艺术或许

永远不会出现。

如今艺术家的作用是什么？

人工智能生成音乐能够发挥相似的催化作用

推动音乐革命吗？如果音乐创作被简化为机

械化的程序，那么艺术家的作用是什么呢？

由计算机科学家开发的ALYSIA也是一名音乐

人，其使命是“通过人工智能使歌曲写作大众

化”，赋予每个人写歌的权能。

“以前从未写过歌的人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创

作出原创音乐”，创造ALYSIA的WaveAI首席

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Maya Ackerman博士解

释道：“这个程序是首先用户选择一种乐器伴

奏音轨，并选择（或输入）歌词应表达的主

题。然后，基于人工智能的歌词助手提出歌

词建议，一次一行歌词，用户只需简单地从

中选择，将歌词拼在一起”。

“更高级的用户可以编辑ALYSIA建议的内容，

或者输入自己的歌词或旋律”，Ackerman

称：“由于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永远不会没有

新想法，专业音乐人可利用此平台突破文思

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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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Magenta是由谷歌大脑发起的开源研

究项目，利用TensorFlow技术加强音乐制

作。Magenta最近开发出了NSynth（神经合

成器），这是一种机器学习算法，使用深度

神经网络学习声音的特征，然后基于这些特

征创造全新的声音。NSynth仍处于初样阶

段，研究人员目前正与专业音乐人合作对程

序进行微调。 

更多“创作自主权”？

拥有超过7亿浏览量的YouTube红人Taryn 

Southern发布了首张完全由人工智能编写

并制作的专辑，其中使用了AIVA、Amper 

Music、IBM的Watson Beat以及谷歌的

Magenta。

“与人工智能合作的主要好处在于能够控制

创作过程，并且目睹从开始到完成的整个过

程”，Southern称：“我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音

乐背景，所以有能力在我自己的时间里以一

己之力创作音乐是难以置信的力量”。

“首先，我就自己想要的每分钟节拍数、节

奏、音调、调式、乐器做出决定，然后基本

上在每次人工智能生成新的可能性时，给与

其‘反馈’或‘音符’，直到我对整首歌满意为

止”，Southern解释道：“接下来，我下载、

编辑并将歌曲组件混合为一个结构。就创作

角度而言，与人工智能合作的过程很像与另

一个人合作的过程 – 二者都依赖对方的才能

和灵感以实现既定目标。

在做出何种决定以及何时完成一首歌方面，

人工智能带给我更多的创作自主权”。 

这算作弊吗？

Southern认为利用人工智能制作音乐绝对不

是作弊。“任何创作过程的捷径都破坏了整个

过程的想法与创造性本身背道而驰。我想二

十年后，‘编码’歌曲将变得司空见惯”。

协作型人工智能音乐人的问世是否会让音乐

人感到威胁？世界知名融合鼓手Jojo Mayer

不这么认为。

他通过对电子音乐进行有效的反向工程，以

此突破作为鼓手的生理极限，并创造出创新

的击鼓风格，打造出自己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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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由一和零组
成，而我们的艺术与人

性介于一与零之间。 

Jojo M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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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i.google/research/teams/brain/magenta/
https://nsynthsuper.withgoogle.com
https://www.tarynsouthern.com/album
https://www.aiva.ai
https://www.ampermusic.com
https://www.ampermusic.com
https://www.ibm.com/watson/music/
https://magenta.tensorflow.org


“数据由一和零组成”，Mayer说：“而我们的

艺术与人性介于一与零之间”。

著名爵士音乐家Miles Davis曾说过，呈现精

彩演出的不是演奏了多少音符，而是选择不

演奏的音符。世界上所有的数据和人工智能

工具都可尽在掌握，但选择不做什么或许就

是未来艺术家的新“门槛”。

对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或音乐（或两者）所

知甚少的一些人担心人工智能会将音乐人淘

汰。我不赞同这种观点。

我认为这些新工具能够带来巨大的音乐创作

机遇，不仅不会取代艺术家，还将赋予其权

能。

如果这项技术有朝一日能够帮助解锁下一个

Jimi Hendrix，那尽管放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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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辑

《我是人工智能》是首张由个人艺术
家与人工智能编写并制作的专辑。其
中的歌曲探索了人类和机器的未来，
提出了以下问题：

我们是谁？
我们将成为什么
…以及我们准备好了吗？

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单曲“Break Free”
（突破自由）由八个音轨组成，目前
拥有超过4百万次播放量，并于2018
年8月登上Mediabase Indicator电台
排行榜第48位。《连线》、《福布
斯》和《快公司》等出版物对这首单
曲进行了评论和报道。

2017年，YouTube创作者实验室授
予Taryn一笔津贴，用于创作三个沉
浸式虚拟现实视频，其中两首歌曲是

为专辑创作。

《我是人工智能》于2018年9月27

日发布。

关于过程

机器学习可用于加工、编写和制作
作品或配器。通过基于规则的人工智
能，艺术家可以决定参数（即每分钟
节拍数、节奏、乐器、风格）。借助
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家可以输入音
乐数据，并应用深度学习，根据统计
概率和模式输出新的音乐作品。在这
两种艺术家创作过程的情景下，编配
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Taryn使用了多种工具的组合，包括
IBM的Watson Beat、Amper、AIVA
和谷歌的Magenta。在所有情况下，
乐谱均由人工智能软件编写，而在使
用Amper时，人工智能也进行配器。 

Taryn编配作品并创作声乐旋律和歌
词，制作人Ethan Carlson负责声乐
制作、混音和母带后期处理 。

我是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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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arynsouthern.com/album
https://music.allaccess.com/qa-with-musician-music-engineer-ethan-carlson-talks-working-and-touring-with-haim-barry-gibb-and-more/


艺术家在人工智能发展
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

Christian Rauch

STATE体验科学总监

近期，人工智能（AI）方面的创新

在艺术和文化界引起很大轰动。

被用于创作电影、绘画、音乐、

诗歌等作品。

去年，在一家大型拍卖行售出的首件人工智

能艺术品震惊了艺术市场，即是一个典型之

例，其惊人的价格标签约为其最高估价的近

45倍之多。

随着人工智能算法开始产生与人类创造力的

巅峰之作不相上下的艺术作品，随之而来的

就是艺术家在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中可发挥

何种作用的问题。

这是人类创造力终结的开始而艺术家已无关

紧要了吗？未来我们是否应依赖计算机来激

发创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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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AI） 
方面的创新在艺术和 

文化界引起很大轰动。 
Christian Ra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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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ate-studio.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7x2Ihqjmc
https://state-studio.com/program/2017/unhuman-art-in-the-age-of-ai
https://www.theverge.com/2018/8/31/17777008/artificial-intelligence-taryn-southern-amper-music
https://artsexperiments.withgoogle.com/poemportraits?_ga=2.33161846.992826029.1556786810-799000725.1554196893
https://www.christies.com/features/A-collaboration-between-two-artists-one-human-one-a-machine-9332-1.aspx
https://www.christies.com/features/A-collaboration-between-two-artists-one-human-one-a-machine-9332-1.aspx


应如何定价人工智能衍生的艺术？

如今，虽然几乎无人会争辩人工智能算法的

应用带来许多令人惊讶的新成果，但价值问

题绝非易事。

事实上，价值和意义的考虑只有从某种特定

的个人或社会角度才有意义，必须不断重新

商定。通常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定义，而且

它取决于微妙的背景和脆弱的关系。

这就是机器创造力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 同时

也是需要人类干预之处。

人工智能技术为艺术家和创意人员提供了一

系列新工具，在创意领域催生振奋人心的应

用。然而，只有在营造环境和探讨什么对我

们个人和社会而言都很重要的时候，艺术家

作品的真正意义才开始显现。 

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重

要问题。我们需要娴熟的引导者，让我们能

够从尽可能宽泛的角度思考关键问题，并

在这一讨论中尽可能集思广益。我们需要确

定积极愿景，既从人工智能中最大限度地获

益，又要避免危险的陷阱。 

此外，为了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在包括艺术界

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积极潜能，亟需新兴思维

和原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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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人工智能驱动的艺术

在第三届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以

人工智能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将首次与科技突

破一同展出。

这些作品将丰富关于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讨

论，并促使更多受众在直接和情感层面上与

人工智能心有戚戚，同时激励参与者广开思

路，围绕人工智能的有益使用共同构建未来

愿景。

作为此次峰会艺术项目的内容合作伙伴，

柏林艺术科学举措STATE将展示一系列艺术

家的作品及近期与Kompetenzzentrum für 

Kultur- und Kreativwirtschaft（文化和创意

产业能力中心）为德国联邦经济部共同组织

的人工智能创意集训营的成果。

该项活动探索了人工智能发展与艺术和创意

产业交叉融合的机遇，总结出一系列艺术家

可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施加影响的鼓舞人心事

例。

在国际电联展出的艺术品包括画家Roman 

Lipski与人工智能开发的火星上的鸟之间的

创造性对话 – “未竟（UNFINISHED）”； 

Christian “Mio” Loclair的作品“Narciss”– 一

个采用人工智能分析自身的机器人装置，似

乎在反思自身的存在；以及Sascha Pohflepp

和团队的近期作品，他们与柏林自然历史博

物馆合作，探索人类世界的未来进化。

如果你错过了在日内瓦参观展览的机会，你

仍然可以在柏林STATE工作室看到这些作品和

其他作品。它是世界上众多侧重于通过艺术

家和设计师的作品来鼓励科技发展对话，推

动就未来创新开展更全面对话的场所之一。 

“ 这是人类创造力
终结的开始而艺术家

已无关紧要了吗？ 
Christian Ra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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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iforgood.itu.int/
https://state-studio.com/
https://kreativ-bund.de
https://kreativ-bund.de
https://kreativ-bund.de/camp/gestaltungsmaschine
http://www.romanlipski.com
http://www.romanlipski.com
https://birdsonmars.com/
http://www.romanlipski.com/unfinished
http://princemio.net/
http://waltzbinaire.com/work/narc/
http://pohflepp.net/
https://state-studio.com/studio


人工智能是惠及人类
还是恐吓人类？

Neil Sahota和Michael Ashley

《拥有人工智能革命》的作者

一 些未来学家害怕人工智能（AI），这也许是

可以理解的。毕竟，从《终结者》电影王朝

到2001年的《杀人哈尔：太空漫游》，人

工智能在流行文化中以各种威胁的方式出现。

尽管这些电影描述的通用人工智能（AGI）遭到扭

曲，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领先的技术学者，如

George Gilder（《谷歌后生活》的作者），怀疑人类是

否能够在机器中产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感觉（AGI）。

事实证明，一般人对人工智能实际持有的主要恐惧与人

工狭义智能（ANI）有关。

ANI专注于狭义任务，比如送你去目的地——或者有一天

开车送你去。

“ 专用ANI专注于狭义 
任务，比如送你去目的地—

或者有一天开车送你去。 
Neil Sahota/Michael Ash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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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ficial_general_intelligence
http://www.arnoldkling.com/blog/kling-on-george-gilders-google-prophecy/
https://medium.com/@tjajal/distinguishing-between-narrow-ai-general-ai-and-super-ai-a4bc44172e22
https://medium.com/@tjajal/distinguishing-between-narrow-ai-general-ai-and-super-ai-a4bc44172e22


我们在联合撰写新书《拥有人工智能革命：

颁布你的人工智能策略以颠覆你的竞争》时

发现，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害怕完成狭义任

务的人工智能会取代他们的工作。

“许多人担心这类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作为即将开幕的人工智能全球峰会演讲人的

Irakli Beridze是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

究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中心的负责人，他在

接受有关该书的采访时告诉我们。“不管怎

样，人工智能引发的失业是一个我们无法立

即消除的风险。

我们经常看到报告，预测人工智能将摧毁

20%到70%的工作岗位。我们谈论的不仅

仅是卡车司机和工厂工人，还有会计师、律

师、医生和其他高技能专业人士。”

起初，Beridze提到的报告定会引起人们深切

的关注。

但是当我们研究这本书的材料，特别是采访

思想领袖时，我们发现所有与人工智能相关

的事情往往都有另一面。

像任何重要的工具一样，从火车到计算机，

人工智能同时拥有造成破坏和帮助的能力。

或者就像Beridze接着说的：“但是我看到报

道说，人工智能也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不是取而代之，只是工作种类不同。”

未来主义者Stephen Ibaraki是与XPRIZE基金

会共同发起的人工智能全球峰会的创始人之

一，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实际上，今年有一些数据表明，由于能力和

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增长，就业机会甚

至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

IBaraki承认一些工作岗位将会被取代，尤其

是体力劳动，但他指出，在即将到来的所谓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将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应

运而生。到2030年，这些工作岗位可能会带

来16万亿美元的财富增长。

潜在突破

不同于对人工智能忧虑重重的公众，两位国

际电联官员对这项技术在关键领域（如医疗

保健）的突破描述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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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mazon.com/gp/product/1260458377/ref=dbs_a_def_rwt_bibl_vppi_i1
https://www.amazon.com/gp/product/1260458377/ref=dbs_a_def_rwt_bibl_vppi_i1
https://aiforgood.itu.int/
https://www.itu.int/en/fnc/Pages/bios/BERIDZEIrakli.aspx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featured%20insights/future%20of%20organizations/what%20the%20future%20of%20work%20will%20mean%20for%20jobs%20skills%20and%20wages/mgi-jobs-lost-jobs-gained-report-december-6-2017.ashx
https://www.itu.int/en/ITU-T/AI/Pages/ibaraki.aspx
https://www.xprize.org/
https://www.xprize.org/
https://aiforgood.itu.int/
https://www.weforum.org/focus/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


国际电联标准化部门战略参与处负责人

Frederic Werner说：“我认为人工智能很快

就会对医疗保健产生巨大影响。有了人工智

能，我们可以用手机来检测病情，比如皮肤

癌或糖尿病。已经有了一个分析可疑皮肤生

长的应用程序，提醒用户什么时候应该去

看皮科医生。这不仅仅适用于医生短缺的发

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也很有帮助，比如英

国，那里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约到专家。”

同样，国际电联标准化局副局长

Reinhard Scholl博士向我们讲到，他预测人

工智能将在长期艰巨的人道主义挑战中取得

进展。

Scholl博士说：“让我们看看人工智能如何解

决消除贫困的问题。第一步是发现最贫穷的

人实际住在哪里。这看似显而易见，但实际

上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过去的方法是挨家

挨户去看，但这很耗时、昂贵，而且往往很

危险。一种更现代的方法是使用依赖夜间图

像的卫星图像，但这无法区分贫困的等级。

然而，最近斯坦福大学利用机器学习表明，

白天的卫星图像比夜间的图像更能显示贫

困。原则上，他们的模型可以通过分析白天

的卫星图像以任何分辨率进行预测。”

从这些专家以及书中许多其他深刻的思想家

那里听到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的写作产生巨

大激励。我们编写这份资料的最深层目的不

仅仅是通过务实的思考来缓解恐惧：我们想

让读者能够为自己抓住机遇。

因此，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年即将召开的

全球人工智能峰会上推出这本书。我们想不

出其他更好的方法来为科技激发的积极性开

创一个不寻常的新时代。  

 

“ 我们发现所有与
人工智能相关的事情

往往都有另一面。 
Neil Sahota/Michael Ash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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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in/fredericwerner/?originalSubdomain=ch
https://www.linkedin.com/in/fredericwerner/?originalSubdomain=ch
http://sustain.stanford.edu/predicting-poverty
https://aiforgood.itu.int/


我们能否为可信任、
合乎道德的人工智能
（AI）制定导则？

Virginia Dignum博士

Umeå大学社会和合乎道德的人工智能教授

就在上周，欧盟发表了其可信任AI

导则。

早在几周前，有关合乎道德的

IEEE设计举措（IEEE-EAD）报告首版： 

《利用自主和智能系统优化人类福祉的愿

景》出台。

这两份报告（一份来自欧洲联盟，另一份来

自国际领先的专业工程机构之一）产生的影

响极具潜力。（自我介绍：本人为欧盟AI高

层小组和IEEE合乎道德的设计（EAD）举措

执行委员会 – 两份报告幕后机构的成员。）

工程师负责最终以满足伦理原则和人类价值

观的方式实施人工智能，但只有决策者、监

管机构和整个社会才能设定和实施这一目

标。

我们都有责任。

“ 确保道德目标
一致，不仅意味着

人们可以信任系
统的设计结果。 

Virginia Dig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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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mu.se/en/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ethics-guidelines-trustworthy-ai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ethics-guidelines-trustworthy-ai
http://ethicsinaction.ieee.org/
http://ethicsinaction.ieee.org/
http://ethicsinaction.ieee.org/
http://ethicsinaction.ieee.org/


从原则走向导则

这两份文件远不止提出一系列上述原则。文

件旨在为符合伦理的AI系统的设计提供具体

的导则。这些系统是我们可信任的系统，我

们可依赖的系统。

基于公共磋商的结果，欧盟导则提出了实现

可信任AI的七个必要条件（但还不够），以

及实现这些条件的方法和检查这些条件的评

估列表。

这些要求包括：

   人力机构和监督

   技术稳健性和安全性

   隐私和数据治理

   透明度

   多样化、非歧视和公平

   社会和环境福祉

   问责制

IEEE-EAD报告是国际范围内自下而上做出的

真正努力，得益于全球各地（包括亚洲和地

球南部）数百名专家的合作。

它不仅提供了需求和原则列表，还提供了许

多不同主题的深入背景。

IEEE-EAD界已在努力定义道德智能和自主技

术的未来标准，确保人类福祉的优先次序。

可信任AI框架

引
言

第
一
章

第
三
章

第
二
章

可信任AI

合法AI

（本文件中未涉及）

合乎道德的AI 稳健的AI

可信任AI的评定 可信任AI的评定清单

关键要求的可执行性 满足具体的AI应用需求

可信任AI的基础 4 道德原则    尊重人类的自主
   防止危害
   公平性
   可解释性

基于基本权利，遵循道德原则 承认并解决他们之间的 
紧张关系

可信任AI的实现 7 主要要求

技术方法 非技术方法

   人力机构和监督
   技术稳健性和安全性
   隐私和数据治理
   透明度
   多样化、非歧视和公平
   社会和环境福祉
   问责制

实施主要要求 不断评估并解决AI系统 
    生命周期中的这些要求，

采用

来源: 欧洲委员会可信任AI道德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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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将在未来几个月通过公开召集感兴趣的

人士试行其评估清单。

正如数学家和哲学家Norbert Wiener在1960

年写道的：“我们最好确信，采用机器的目的

是我们真正渴望的目的。”此外，我们需要确

保制定保障，确保算法及其环境发展时目标

保持不变的社会和技术结构。

确保道德目标一致，不仅意味着人们可以信

任系统的设计结果，这还涉及到我们的设计

方式，设计目的以及参与设计的人。这是几

代人的作品。这是一项不断进取的工作。

显然，错误不可避免，灾难将会发生。我们

需要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为了更好的结果不

断尝试。

忽视我们的责任不是一种选择。AI系统是由

我们决定、设计、实现和使用的人工制品。

我们对此负责。

当我们失败时，我们有责任再次尝试（我们

会失败）；当我们看到偏差时，我们有责任

观察和谴责（偏差会出现）；我们有责任被

告知和告知，有责任重建和改善。

欧盟和IEEE提出的原则是政府、民

间组织、私营企业、智库和研究团体

（Asilomar、Barcelona、Montreal、谷歌、

微软…仅举几例）需遵循的多种原则中的最

新一套原则。然而，关键并不在于检查一个

系统是否符合你最喜欢的原则清单。

这些原则不是勾选一次就忘记的清单或方

框。这些原则是行动的方向。对AI智能系统

来说，它们是行为准则，但最重要的是，对

我们来说也是行为准则。

我们需要公平、非歧视、负责任、确保自

己和他人的隐私、并以社会和环境福祉为目

标。道德准则是为我们制定的。人工智能系

统必须遵守。

未来任重道远。作为人类的我们可以做到，

也必须做到，我们负有责任。 

 

“ AI系统是由我们
决定、设计、实现和

使用的人工制品。 
Virginia Dig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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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R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质量标志”旨在评估负
责任的机器人技术

Marjolein Vlaming

荷兰德勤公司人工智能和创新高级经理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AI）产品越来

越多地用于可对我们日常生活带

来重大影响的任务。

例如，人工智能产品正在改变招聘程序、信

用评级或欺诈检测的方式。

机器人正用于支持和代替人类完成枯燥、肮

脏或危险的任务：用于搜救的无人机、机器

人驱动的仓库或协助外科医生的外科手术机

器人。

虽然目前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品可能是幕后

英雄，但我们可以期待它们在不久的未来将

成为我们生活中更无所不在的一部分。但是

对大多数人而言，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

理解这些产品是如何运作的。

作为消费者，如何确保以负责任的方式制造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品，并且使他们各尽其

职？

“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AI）产品越来越多地
用于可对我们日常生活
带来重大影响的任务。 

Marjolein Vl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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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负责任机器人基金会

（FRR）和德勤公司正在开发“FRR机器人和

人工智能质量标志”：这一质量标志确保以负

责任的方式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品，同

时关注人权和价值观。

其目的是为消费者创造一个可识别的、与按

照公平贸易标准所生产产品的公平贸易质量

标志相当的质量标志。

“作为消费者，你应该能够依赖一项标准，”

德勤新兴技术合伙人Marc Verdonk表示。 

“你不必了解技术的所有细节，你只需要知

道，拥有正确专业知识、使用正确框架的人

可以确保这项技术以负责任的方式制造和使

用。”

制定框架

FRR是一个非营利性慈善组织，旨在创造一

个负责任地设计、开发和使用机器人和人工

智能的未来。FRR委员会由伦理学、机器人

学和人工智能专家组成，由Delft理工大学技

术伦理学助理教授Aimee van Wynsberghe领

导。

“我们的目标是培育一种负责任的机器人和人

工智能发展文化，推动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公

共福祉，”Van Wynsberghe指出。德勤通过

德勤影响基金会为FRR提供支持，并为FRR

提供人工智能和审计专业知识，以协助创建

FRR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质量标志。

尽管FRR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质量标志的总体

范围仍在讨论中，但其一个重要前提是确保

在整个产品生产链中处理好人权和社会价值

观。所有使用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产品都可

以申请质量标志。“可以包括各种各样的产

品，”Verdonk解释指出，“比如算法、机器

人、智能设备和互联玩具。”

在评估过程中，FRR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质量

标志将密切关注产品，如与执行器、通信接

口、传感器、数据存储和固件相关的控制。

此外，它将审视人工智能引擎：算法是如何

训练和测试的？算法可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

下更改吗？质量标志还将关注制造产品的公

司所使用的政策和程序。

“ 我们想让机器人
遵循公平贸易如何
影响咖啡的先例。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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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方面，必须维护以合乎道德的方

式创造事物这一原则，”Verdonk如此表示。

确保安全和隐私

安全性是FRR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质量标志将

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想推动负责任

地使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的安全性非常

重要，”Verdonk指出。“对于大型机器人或

无人机，安全应该永远是首要任务。或者可

以想象一个用人工智能和孩子们互动的洋娃

娃。如果娃娃可以被黑客攻击，用于完全不

同的用途，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隐私是另一个问题。“以快递机器人为

例，”Verdonk说。“他们需要摄像机来看清

道路。理论上，这些相机能够拍摄路过的行

人。但是你也可以有意识地设计机器人，使

相机不能拍摄任何人身体膝盖以上的部分，

就像星际飞船技术公司的自动驾驶快递机器

人那样。通过这种设计选择尊重人们的隐私

是一种道德选择，这是我们希望鼓励人们做

出的选择。”

正确引导行业发展

对消费者而言，FRR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质量

标志可以帮助他们信任一种难以理解的技

术。这也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深思熟虑的决

定，决定他们想购买或使用哪种机器人或人

工智能产品。

对于企业而言，FRR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质量

标志可以帮助以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开发机

器人和人工智能。

“FRR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质量标志规定了企业

可以遵守的标准，”Verdonk解释指出。 

“公司希望向客户表明，他们确实关心道德问

题。独立的质量标志有助于证明他们认真对

待道德问题。”

Verdonk相信，FRR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质量标

志将有助于提升生产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品

的行业标准，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我确实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是影响深远

的技术，”他说。“但为了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需要的是对开发时经过全面测试且正以

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的产品，还需要公众的信

任。如果我们能够创建一个可信的标准，确

保负责任地使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我们就

能够创造一个这些技术能够产生巨大积极影

响的未来。” 

 

“ 作为消费者，如
何确保以负责任的
方式制造机器人和
人工智能产品，并

且使他们各尽其职? 
Marjolein Vlaming

国
际
电
联
新
闻
杂
志
 0

3/
20

19

62

保持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https://www.starship.xyz/
https://www.starship.xyz/


The weekly ITU Newsletter 
keeps you informed with:

Key ICT trends worldwide 

Insights from ICT Thought Leaders

The latest on ITU events and initiatives  

 Stay current 
 Stay informed

Sign
up

today!

https://news.itu.int/subscribe/
https://news.itu.int/subscribe/
https://news.itu.int/subscribe/
https://news.itu.int/subscribe/
https://news.itu.int/subscribe/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前进道路
	通过创新取得进步
	刊首语

	人工智能的新机遇、新挑战
	赵厚麟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

	请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
全球峰会上关注我们
	人工智能将如何加速
可持
续发展? 
请到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寻求答案
	5场“突破”分会
	对人工智能
造福人类全球峰会的展示会有何期待
	2019年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现状和未来？
	《国际电联新闻》请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主任李在摄介绍人工智能目前和未来几年的主要使用案例。
	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如何加速可持续发展？
	Anand S. Rao博士
	普华永道（PwC），全球人工智能领袖

	人工智能如何助力
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强的公平社会
	Yan Huang
	人工智能创新高级总监兼
人工智能健康业务负责人，百度

	如何将在线广告数据转换为服务社会的强大动力
	Ingmar G. Weber
	卡塔尔计算研究所，
社会计算研究主任，HBKU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AI）加强教育？ 
	Tara Chklovski
	Iridescent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教育主题会议主席

	备战人工智能革命的关键方法
	Kevin Castle
	执行合伙人，Technossus

	“人工智能造福社会”
各个项目需要什么？
7个关键组成部分
	Anna Bethke
	英特尔人工智能造福社会项目负责人

	利用人工智能解决儿童
虐待问题的四条重要经验
	Joelle Casteix
	零虐待项目创始董事会成员

	利用人工智能实现的
语言翻译的进展
为发展中国家
带来特别希望
	Vicki L. Hanson, PhD
	计算机协会首席执行官
	人工智能与文化

	为什么说讲故事有助于打造包容性人工智能
	Davar Ardalan
	IVOW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故事讲述师
	Zarmeen Pavri
	37°C联席总经理

	人工智能 – 音乐产业的
最新制作人
	Frederic Werner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战略参与处处长

	艺术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
	Christian Rauch
	STATE体验科学总监
	保持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人工智能是惠及人类还是恐吓人类？
	Neil Sahota和Michael Ashley
	《拥有人工智能革命》的作者

	我们能否为可信任、合乎道德的人工智能（AI）制定导则？
	Virginia Dignum博士
	Umeå大学社会和合乎道德的人工智能教授

	“FRR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质量标志”旨在评估负责任的机器人技术
	Marjolein Vlaming
	荷兰德勤公司人工智能和创新高级经理


	Bouton 122: 
	Page 1: 

	Intagram 2: 
	YouTube 2: 
	twitter 2: 
	FB 2: 
	LinkedIn 2: 
	web: 
	Bouton 171: 
	Bouton 170: 
	LinkedIn: 
	blog: 
	tweet: 
	flickr: 
	youtube: 
	repository: 
	prog: 
	AIforgood: 
	twitter: 
	Bouton 154: 
	Bouton 159: 
	ivow: 
	Bouton 162: 
	weekly 2: 
	Bouton 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