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AI） 
惠及人类: 全球影响 

2020年第2期

http://www.itu.int/en/itunews/Pages/default.aspx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 
从未如此强劲

国际电联秘书长

赵厚麟

人工智能（AI）在加

快实现联合国全部

17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每年我们都能看到世界各地所

取得的进步。但是仍需做出更

多努力。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电联每年都

联手合作伙伴举办人工智能惠

及人类全球峰会的原因。

今年是举办峰会的第四个年

头，因COVID-19疫情而实施

的旅行限制，特改为虚拟会

议。成为全年举办，始终在

线。

这种持续进行的方式使我们能

够将人工智能惠及人类活动推

向比以往更广阔的领域。

国际电联继续利用从人工智

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相关社

区学习到的专业知识，推出了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系列网络研

讨会，藉此深入探讨人工智能

在医疗保健、智慧出行、食品

供应、性别包容性以及全球环

境挑战方面颇具前途的使用案

例，包括如何应对COVID-19

疫情。 

在本期《国际电联新闻杂志》

中，您将看到很多专家的卓越

见解，涉及如何负责任地利用

人工智能来改善民生——以

及国际电联如何将相关的人工

智能惠及人类举措纳入到工

作中，确保我们的联盟尽其所

能、把握眼前的机遇。 

这种持续进行的
方式使我们能够
把人工智能惠
及人类运动推
广到比以往更
广阔的领域。

赵厚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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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 
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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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人工智能（AI）惠及人类全球峰会拓展
利用AI驱动的问题解决方案以产生全球影响

距离完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只剩下十年

了。人工智能界和人道主义行动方面的领军人物将汇

聚“2020年人工智能（AI）惠及人类全球峰会”，努

力确保“人工智能惠及人类”的解决方案能够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所企及的广度。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是

联合国针对人工智能开展包容

性对话的主要平台。峰会确定

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以加速

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并且开展协作以推进这些应用

产生全球影响。

今年的“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

球峰会”是该系列峰会的第四

次会议，将全年在线举办，继

续在人工智能创新者与公有机

构和私营部门决策者之间搭建

桥梁，以促进面向所有人的“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解决方案

的发现和实现。

S
hu
tte
rs
to
ck

之前三届‘人工智
能惠及人类全球峰
会’已经见证了人工
智能从开始承诺到
产生全球影响力这
一跨越的重要性

国际电联秘书长

赵厚麟

请使用#AIforGood标签加入社交媒体上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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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峰会由负责信息通信技

术（ICT）事务的联合国专门

机构国际电信联盟（ITU）与X

大奖基金会联合组织，瑞士、

国际计算机协会（ACM）以及

诸多联合国姊妹机构也作为合

作伙伴参与其中。

2017年的峰会标志着针对人

工智能在造福人类方面可发挥

潜力的全球对话的开始。2018

年和2019年的峰会则侧重实

际行动，催生了多项“人工智

能惠及人类”项目，如由国际

电联和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

人工智能促进卫生领域发展”

焦点组、国际电联的“人工智

能推进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

焦点组，以及用于促进协作

的开放框架“人工智能共享区

（AI Commons）”。

努力提升全球影响力

2020年峰会的主要特点是努力

提升全球影响力。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指

出：“之前三届‘人工智能惠及

人类全球峰会’已经见证了人工

智能从开始承诺到产生全球影

响力这一跨越的重要性。我们

看到‘人工智能惠及人类’行业

再次展示决心，为这一跨越创

造必要条件，加速推进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

X大奖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Anousheh Ansari表示：“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间

仅剩10年，这些关键目标旨

在为所有人创建可持续发展和

平等的未来，人工智能必将成

为实现这些关键目标的宝贵技

术。我们X大奖基金会的使命

是促成重大突破，造福人类。

而我们与‘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

球峰会’开展的持续协作，就是

希望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

的发展既能安全亦可符合道德

要求的方法之一。”

本届峰会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

的与会者，其中不乏行业和学

术界的人工智能专家、全球企

业领军人物、联合国各机构负

责人、主管信息通信技术的各

国部长、非政府组织、民间团

体和艺术家。

演讲嘉宾

预期演讲嘉宾预计将达100多位，现已确认

的有：

	  Yoshua	Bengio	–蒙特利尔学习算法研究
所（MILA）创始人暨科学总监，2018年
ACM图灵奖获奖者，

	  阿努谢赫•安萨里（Anousheh	Ansari）	
–	X大奖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太空大使	

	  Stuart	Russell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
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客座教授，	
《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一书的作者

	  Stella	Ndabeni-Abrahams	–	南非通信
和电信部长

	  Francesca	Rossi	-	IBM	人工智能伦理问
题全球领袖

	  冯雁	–		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系教授，人工智能研究中心（CAiRE）
主任

	  Shwetak	Patel	–	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工程和电气工程教授，华盛研究基会
企业家精神荣誉教授，2018年ACM计算
机科学奖得主

	  Maggie	Carter	–	亚马逊云服务
（AWS）救灾响应小组负责人

	  Elizabeth	Bramson-Bodreau	–		
《MIT科技评论》首席执行官

	  Vicki	Hanson	–	国际计算机协会	
首席执行官

	  Anja	Kaspersen	-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	
主任

	  Lucas	di	Grassi	-	E级方程式赛车冠
军，Roborace公司首席执行官，联合国
清洁空气大使

欲了解有关演讲嘉宾、突破会议、专题座谈会和展示的更多最新信息， 
请访问峰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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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人工智能惠及人类”
的项目和“新发现”

本届峰会的宗旨是在诸多利益

攸关方和跨学科参与人士的指

导下，促成近期能够落实的“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项目。峰

会还旨在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

可信、安全和包容性的发展，

并且希望这些成果可以平等地

使用。

2020年峰会的目标是在以下

领域促成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

展：气候和环境行动、消除饥

饿、性别平等、医疗保健、智

慧安全出行、保护文化遗产以

及保护可靠信息的获取。

将通过“人工智能创新工厂”

展示“人工智能惠及人类”的

新理念、众包的人工智能挑战

以及有前景的人工智能初创企

业。“合作伙伴日”将为有可能

应用人工智能的各方提供与知

名人工智能专家和教育家交流

的机会。

尖端研发

峰会已走向数字化，尖端人工

智能（AI）研发及受其启发的

艺术家和音乐家的开创性表演

即将进行虚拟现场展示。. 

组织与伙伴关系

峰会与下列联合国姊妹机

构合作组织：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

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

际民航组织、国际劳工组

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

移民组织、	联合国艾滋病

规划署、贸发会议、经济

和社会部、开发计划署、

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

环境署、教科文组织、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

人口基金、联合国指导原

则、	人居署、难民署、

儿童基金会、	区域间犯罪

和司法研究所、裁军研究

所、工业发展组织、国际

减灾战略署、联合国训练

研究所、裁军事务厅、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外

层空间事务厅、社会发展

研究所、联合国大学、联

合国妇女署、	世贸组织、

世行集团、	粮食计划署、	

世卫组织、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

赞助方

2020年峰会得到各赞助方

的大力支持。

战略赞助商
	  瑞士

黄金赞助方
	  ACM
	  凯家族基金
	  博特纳基金会
	  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
	  Immersion	4

支持方
	  微软
	  TRAX.GD
	  粉狮子
	  Crowd	4	SDG
	  莫纳什大学	—	莫纳什
数据未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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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新发现"分会与
4  场解决方案分会
人工智能（AI）惠及人类全球峰会包括“新发现”分会和“解决方案”分会，旨在聚焦关键领域。

人工智能促进
未来的智慧出行

人工智能促进未来的智慧出行解决

方案分会将开展切实、具有包容性且可

操作的讨论，探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可如何帮助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改善运行中的交通安全，

开发节能/环保车辆、交通运输系统和基础设施，并

且使人人享有具包容性、无障碍的出行机会。

促进信任的人工智能
解决方案

促进信任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分会

将开展切实、具有包容性且可操作的

讨论，探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可如何帮助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促进和平、充分知情的可持续社区，

推进公众对可信信息的获取，并且保护与数字社会

相关的基本自由。

用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
的人工智能

用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分会旨

在促进与会利益攸关方之间在想法、挑战和人工智能解

决方案上的对接。此会议将迎来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专家与学者、各

国文化遗产机构和具有相关实际使用案例的专家。总体目标是推进文

化和历史遗产保护领域的人工智能工作。

人工智能促进健康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可提高价格可承受服务的质量，优化欠发

达、人手不足社区的资源分配，以及为医疗保健、诊

断、分诊或治疗决定开发具有包容性、反映迅速的解决

方案。但是，自由随意地部署这些解决方案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审

查这些应用可如何提高医务工作者实地工作和生活的质量，包括但不

限于减少出现精疲力竭的情况，以及创造更多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

的途径。为此，人工智能促进健康解决方案分会将拓展这项工作，找

到人工智能可以改善医疗保健服务和整个行业的新方法。

用于粮食的
人工智能

用于粮食的人工智

能“新发现”会议研究与

粮食不安全相关的问题，包括但不限

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粮食系统的影响。

此会议的目的是确定人工智能可以

如何

用于环境的人
工智能

用于环境的人工智能“新

发现”会议将探索人工智能解

决方案能够如何帮助	认识破坏环境的做法

并保护我们的世界。	此会议的目的是采取

紧急行动对抗气候变化，找到可持续利用

地球资源的解决方案，并且利用人工智能

重新构想地球的未来。

人工智能促
进性别平等

人工智能促进性别平

等“新发现”分会

探讨目前人工智能方面的性别问题，

包括但不限于算法偏见和数据包容

性。此会议的目的是确定人工智能解

决方案，以帮助提高代表性不强社区

的能力并且用于实现人类平等的未

来。

突
破

解
决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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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国际标准，面向人
工智能推动的未来

《国际电联新闻》采访了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主任李在

摄，进一步了解国际电联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最

新标准项目以及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的价值。

人工智能应用现状如何？未来

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 人工智能推动的创新以及人

工智能自身的创新均在加速发

展，而这一点在国际电联以文

稿推动的工作中得到了印证。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国际电

联网络编排和管理、多媒体编

码、服务质量评估、业务提供

和电信管理的运营问题、有线

网络、数字健康、环境效率和

自动驾驶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

计划中占有了更大比重。

而且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还在

各行各业中得到实际应用，这

些应用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

成为造福人类的力量。 

围绕人工智能的辩论范围远远

超出任何单一的组织的范围。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电联呼吁针

对人工智能对我们未来社会的

影响进行包容性全球对话的原

因，而这一对话以“人工智能

惠及人类全球峰会”为基础。 . 

国际电联和涉及范围更广的“人

工智能惠及人类”群体能从“人

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中获

取哪些价值？ 

 ^  除了最近实现的突破以

外，新的伙伴关系还增强了人

们对人工智能的信心。人工智

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继续为“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团体提供

宝贵的支持，帮助建立和维持

这些伙伴关系。 

除了最近实现的
突破以外，新的
伙伴关系还增强
了人们对人工
智能的信心。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李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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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汇聚一

堂，协调创新激励措施，利用

人工智能解决问题。我们看到

人工智能专家、人工智能用

户、数据所有者和各个领域的

专家之间形成了联系，以便从

人工智能应用中受益 - 在这些

领域人工智能可以对可持续发

展做出关键贡献。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为这一领域的创新指

明了方向。

包容性对话有助于所有利益攸

关方理解各自在促进信息和通

信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此类

对话支持发展新的伙伴关系，

阐明各利益攸关方的预期贡

献，包括国际电联标准化的预

期贡献。例如，是在人工智慧

惠及人类全球峰会上首次道出

成立国际电联“人工智能促进

医疗卫生发展”焦点组和“人

工智能促进自动驾驶和辅助驾

驶”焦点组以及开展“人工智能

与数据共享”全球举措的目。

 关于这些举措的目标，您能否

分享更多的见解？

 ^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研

究组是国际电联成员携手合作

制定国际标准的平台

ITU-T焦点组结构灵活、在较短

的时间内（通常为1-2年）开

展工作。焦点组在对国际电联

成员具有日益重要的战略意义

的领域加速开展研究。 这些组

向所有感兴趣的各方开放，它

们为ITU-T研究组的相关标准化

工作奠定基础。

在此，我想着重介绍五个推进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各个方面

的开放平台。

国际电联“包括5G在内的未来

网络机器学习”焦点组正在定

义机器学习与接口、协议、算

法、数据格式和网络架构有关

的要求。

国际电联“人工智能机其它新

兴技术的环境效率” 焦点组将

确定最佳做法的基准，并描述

建立标准化框架用以评估采用

新兴技术的环境方面的途径。

国际电联“人工智能促进医疗

卫生发展”焦点组在国际电联

和世卫组织密切协作的推动

下，正在努力建立用于确定“

人工智能促进医疗卫生发展”

解决方案性能基准的框架和相

关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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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人工智能促进自动

驾驶和辅助驾驶”焦点组正致

力制定用以监测和评估人工智

能“驾驶员”在自动车辆控制中

的行为表现的国际标准。

于2020年1月发起的“人工智能

与数据共享”全球新举措旨在

支持“人工智能惠及人类”项目

实现全球规模。该举措将汇集

资源，启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致的人工智能新项目，并迅

速扩大其规模。

国际电联标准如何解决人工智

能和机器学习问题？

 ^ 从事网络业务的信息通信

技术公司正在引入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作为其创新的一部

分，旨在优化网络运营、提高

能源和成本效率。

新的国际电联标准规定了将机

器学习集成到5G和未来网络中

的架构框架（国际电联Y.3172

建议书）、评估网络不同部分

智能水平的框架（国际电联

Y.3173建议书）以及支持机器

学习的数据处理框架（国际电

联Y.3174建议书）。

这些 “5G机器学习”标准为向

新发起的国际电联5G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全球挑战赛提交材

料提供指导。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多媒体

编码中起着重要作用，多媒体

编码是国际电联众多标准工作

的一个领域，因获得黄金时段

艾美奖表彰而闻名，其中包括

国际电联H.264 MPEG-4高级

视频编码（AVC）和高效视频

编码（发表在国际电联H.265 

建议书 | ISO/IEC 23008-2中的

HEVC），以及即将在2020年

年底前完成的多功能视频编码

（VVC）。国际电联还成立了

一个新的“人工智能赋能的多

媒体应用”工作组（“课题”）

（Q5/16号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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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国际电联用于评估音

视频流质量的标准，特别是国

际电联P.1203 建议书（渐进式

下载和自适应比特率音视频）

和国际电联P.1204 建议书（高

达4K的视频流服务）当中，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被广泛用于

开发评估语音、音频和视频质

量的模型。

国际电联的新标准涉及智能

网络分析和诊断（国际电联

E.475建议书）以及基于机器

学习的模型的创建和性能测

试，用以评估传输网络对4G语

音业务的语音质量的影响（国

际电联 P.565建议书）。

 即将出版的国际电联技术报

告和增补将介绍制定国际电

联 P.1203、P.1204、E.475和

P.565建议书的经验教训。

其他值得注意的国际电联与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相关的新标

准涉及环境的可持续性、有线

网络以及业务提供和电信管理

的运营问题。

新的国际电联标准规定了基于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管理（DCIM）

系统（国际电联L.1305建议

书），支持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管理系统降低控制数据中心温

度所需的能耗。

 国际电联的一项新标准为高级

有线电视网平台提供了框架，

以支持行业提供高级多媒体服

务（国际电联J.1600建议书）

。这是国际电联关于人工智能

辅助有线网的一系列新标准中

的第一个。

人工智能是国际电联用以支持

智能业务运营、网络管理和基

础设施维护的新框架的五大特

征之一（国际电联M.3041建议

书）。在此领域正在开发的国

际电联新标准将解决利用人工

智能增强电信运营和管理、使

用人工智能的5G无线接入网络

实现节能以及基于机器人的电

信网络智能巡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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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惠及人类—采
取行动的时机已到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战略参与处处长

Fred Werner撰文

人工智能（AI）的巨

大潜能将帮助我们

应对人类面临的最

大挑战。 无论是缓解气候变

化，应用更加清洁的能源，提

供价格可承受的医疗保健，还

是应对全球疫情大流行，人工

智能都具备大显身手的潜力。

然而，我们为从技术中获取价

值而争分夺秒开展的竞赛，对

人类能否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改

善生活品质及其赖以栖身立命

的星球，提出了挑战。要通过

使用人工智能带来翻天覆地的

改变，我们必须让人工智能惠

及全人类。

 那么，何为惠及人类？

不同社会的优先事项各异，且

对“惠及人类”的理解不同。那

么，我们如何才能知晓有哪些

全球挑战需要应对？这并非难

事...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这组目标旨在到2030年改善全

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可持续

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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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保持警
惕，确保人工
智能以安全、
可靠、可信和
包容的方式惠
及全人类。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 
战略参与处处长 
Fred We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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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工智能能够帮助：

	  17亿无银行账户的个人获得

数字金融服务；

	  将每年的公路死亡人数减少

130万；

	  翻译并教授2000种非洲语

言；

	  监测并保护生态系统；

	  为千百万人降低公共医疗

费用；

	  在不牺牲隐私的情况下提高

疫情大流行期间数据收集的

质量；和

	  提高过度拥挤城市的市政服

务质量和可获得性。

行动起来

潜力的存在确定无疑，但我们

的时间所剩无几。我们尚有10

年时间用来实现17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今天确定的人工智

能解决方案需要几年的发展时

间，形成规模又需几年，最终

达到预期影响仍需几年。

实现目标至少需要10年，最终

正好是2030年。

如果要采取行动，必须立即着

手。

惠及人类的人工智能，范
围不断拓展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的创新型应

用和使用案例并不缺乏；从使

用智能手机开展疾病早期诊断

和流行病接触者追踪，到利用

机器人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和

通过机器学习增强网络安全，

您可能会认
为，迄今为止，人工智能
的主要用途在于了解消费
者的喜好，然后藉此影响
人们的品味和看法。我们
的做事方式使公司垄断了
有关消费者品味的数据，
将应用带来的价值交到
少数人手中。女士们先
生们，这绝非人工智能
大展鸿图的最佳方式。

西门子公司，  

董事会主席
Jim Hagemann Snabe

我们需要
围绕如何使用人工智能
和数据启动范围更广的
对话，为应对人类所面
临的最大挑战寻找可不
断升级的解决方案。

X大奖基金会， 
首席执行官  
Anousheh Ans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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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高科技实验室开发解

决方案是一回事，而在发展中

国家部署和推广这些解决方案

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我们必须

要考虑到当地的恶劣条件以及

方案推广所涉及的社会、金融

和政治挑战。

如果我们切实希望扩大人工智

能惠及人类的范围，那么在“

问题处理者”与“人工智能创新

者”之间牵线搭桥就应像订购

优步服务一样简单。我们需要

让人们使用同样的语言，并为

他们应对挑战确定开放的算法

和公开可用的数据集。

全世界需要将人工智能与数据

共享举措作为支持平台，解决

扩大人工智能惠及人类的范围

所面临的问题。

点燃所有气缸

如今，我们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实现了世界一半人口上

网。尽管有些人或许认为这是

一个惊人的成就，但事实是全

球仍有50%的人民没有上网。

这相当于V8发动机只点燃了四

个气缸。我们未能通过分享艺

术、文化、音乐、创造力、知

识、智慧和解决问题的潜力，

从全球另一半人口的智慧中受

益。

连通其余一半人口至关重要，

这样我们便可着手点燃所有气

缸。

天眼

有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可通过

空间跟踪的方式实现。例如，

由基于人工智能的卫星图像分

析可用于预测和防止森林退

化，精准跟踪牲畜，绘制贫困

地图，为小农的小额保险提供

数据分析。

这种方式是潜在的游戏规则改

变者，需要大规模协作和大量

的资金。如果我们无法掌握微

观信息，就不能采取行动 。

我们是否将变得无足轻
重？

人工智能是一项极其强大的技

术，但本身也存在风险和挑

战。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确保

人工智能以安全、可靠、可信

和包容的方式惠及全人类。我

们一定要注意现已纳入当前系

统的固有偏见，避免无意中将

人类最糟糕的行为编入未来的

算法。

“零项目”
（Zero project）致力于
建立一个“全球服务平
台”—一种支撑性基础
设施和通用的能力—在
卫星图像自动分析的基
础上，开放相关人工智
能服务所需基础设施，
以实现即时全球覆盖。

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兼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外科副教授

Stuart 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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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否会让我们全体失

业，甚至让我们变得无足轻

重？人工智能专家自己亦认为

AI过于重要，因此不能将其完

全交给专家处理。此问题会影

响到所有个人、公司、机构和

政府。我们必须让尽可能多的

人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想要什么？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忘记人类

的本质，人类自身的智慧以及

我们到底想要什么。甩锅于技

术往往轻而易举，但人们总是

关注恐惧和那些假设的场景，

而非讨论核心价值观，描绘一

条能够惠及全人类的前进之

路。如果我们不知道未来需要

什么，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行

动？

大胆的挑战

当前诸多全球挑战似乎陷入僵

局，公司、机构和政府均无直

面这些挑战的手段或意愿。事

实上，解决方案可由任何地点

的任何人提出。

我们需要寻找创新手段来激励

并调动大众的力量，结合人工

智能实现新的突破，找到解决

方案。

前进之路

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呢？人工

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是联合

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以行动为导

向、具有全球性和包容性的主

导平台。峰会由国际电联与

XPRIZE基金会、36家联合国

姊妹机构、ACM以及我们的战

略伙伴瑞士联合举办。 

峰会的目标是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确定人工智能的实际应

用，并通过强化这些解决方案

使其产生全球性影响。

本届峰会兑现了以行动为导向

的承诺，催生出人工智能数据

共享平台，同时在教育、医疗

保健与福利、社会和经济平

等、空间研究以及智能和安全

移动等领域推出众多人工智能

惠及人类的项目。

此外，峰会新成立的国际电

联“人工智能促进自动和辅助

驾驶”焦点组将致力于制定国

际标准，监测和评估人工智

能“驾驶员”驾驶自动车辆的表

现。 

前几届峰会提出的项目得以延

续，例如国际电联与世卫组织

共同成立的人工智能促进卫生

领域发展焦点组（FG AI4H），

其工作致力于为“人工智能促进

医疗卫生发展”算法的性能基准

确立框架和相关进程。

通过将人工
智能技术专家与政府、
业界和人道主义举措的
领导者聚集在一起，可
以想象和实现将人工
智能应用于世界亟需
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美国计算机协会
（ACM）首席执行官

Vicki L. H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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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无休，永远在线

近期由于COVID-19的爆

发，2020年的人工智能惠及人

类全球峰会将以一连串数字活

动的形式举办，每周的会议安

排形式多样、跨越不同平台和

时区，内容涉及主题演讲、专

家网络研讨会、项目推介、问

答、表演、演示、采访、网上

社交等等。

我们认为这是人工智能惠及更

多用户的良机，我们能够围绕

有益的人工智能搭建最为多样

且最具包容性的平台。凭借更

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宣传以及

多年的声望，我们推出的新活

动形式为合作伙伴、演讲人和

支持者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使

他们能在受问题困扰者与利用

人工智能解决问题者之间牵线

搭桥，共同为塑造人工智能惠

及人类的未来推出切实可行的

项目。

 数字版本的人工智能惠及人类

全球峰会，已伴随人工智能惠

及人类系列网络研讨会、人工

智能惠及人类创新工厂以及每

周一期的人工智能惠及人类艺

术家表演等安排拉开序幕。年

内，峰会将迎来多个已确认的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分会的召开

以及多位2020峰会既定发言人

的演讲，同时会议还将讨论针

对特定区域的内容。

如今时机已经成熟…我
们应 

	  采取行动	—	通过创意会议

和创新工厂，创建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相匹配的人工智能

惠及人类实用解决方案。

	  扩大规模	—	将人工智能与

数据共享全球举措作为扩大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范围的支

撑平台。

	  实现连通	—	确保世界尚未

上网的50%人口能够点燃所

有气缸。

	  保持警醒	—		关注固有偏

见、安全以及保障风险。

	  实施监督	—	利用实时跟踪

工作监督我们在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以人为本	—	关注自身的智

能以及我们究竟希望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未来。

	  付诸实施	—	运用创新的问

题解决方法，为造福人类带

来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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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人工智能与数据共享全球举措”

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

数据集、人工智能

和人道主义行动方

面的专业知识以及旨在发挥全

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惠及人

类”项目是人工智能与数据共

享全球举措的三大支柱。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

展示了诸多人工智能可推动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的项目。

但是，尽管这些项目前景光

明，他们在实现可发挥全球影

响力所需的规模方面仍面临着

相当大的挑战。

该项全球举措正为人工智能惠

及人类界别应对这些挑战提供

支持。

对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将需要一

个共同的有利基础设施 – “人

工智能与数据共享” – 包括共

享知识、数据集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以促进“人工智能惠及

人类”项目的开发和应用。

该举措向感兴趣的各方开放。

您的回复将有助于举措将您的

兴趣与相关项目、工作组和新

的电子会议相匹配。

开放的协作框架

该项全球举措将是一个与共有

类似的开放协作框架 – 一个利

用人工智能使解决问题民主化

的分散系统。 

该举措将集中资源，以启动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人工智

能新项目，并快速扩大规模。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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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此表，告知您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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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人工智能专家、人工智能

用户、数据所有者和可从人工

智能应用获益领域的专家连通

起来，协助他们协调创新激励

措施，并为精确确定的问题开

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人工智

能的开发和应用将建立在最先

进的基础设施基础上，通过共

享数据集、测试和仿真环境、

人工智能模型和相关软件以及

存储和计算资源的帮助，使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的规模得以拓

展。

三个工作流程

该举措采用了2020年1月圆桌

会议制定的结构。来自业界、

学术界、政府、联合国机构和

技术标准机构的约100名代表

出席了会议。

它将基于全球正在制定的标准

和框架，并可有助于这些标准

和框架的制定和实施。

“知识库”工作流程将管理从知

识和人工智能能力到专家库、

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惠及人类

项目以及制定相关标准和框架

的举措的资源。它将有助于将

问题陈述与寻求解决方案的项

目两者联系起来，并确定影响

项目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的因

素。

“市场”工作流程将建立与数

据集和人工智能模型市场的连

接，获取利用人工智能解决问

题的知识。它将研究数据集和

人工智能模型协助实现共享的

激励措施和其他考虑因素。

第三个“项目扩展”工作流程旨

在拓展现有项目和举措，支持

对人工智能和数据的包容性获

取，以此作为推进可持续发展

的工具。

	  “零号项目”将致力于建立

一个基于卫星图像自动化分

析的“全球服务平台”，开

放相关人工智能服务所需的

基础设施，以实现即时全球

覆盖。

	  “一号项目”将支持“技术创

新”的发展，这是一项帮助

年轻女性和年轻家庭探索人

工智能的核心概念并应用人

工智能工具来解决自己社区

中的问题，参与全球竞争的

举措。

	  “二号项目”将支持新成立

的“XPRIZE疫情联盟”收集

必要的数据，以支持全球

统一应对COVID-19等疫

情。

三个工作流程

1  知识库

2  市场

3  项目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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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韩国如何利用创新技术
和人工智能将疫情曲线拉平

国际电联新闻撰文

虽然关闭了学校、博

物馆和体育馆等空

间封闭容易引发聚

集的场所，但韩国在没有让经

济止步的情况下，成功遏制了

新冠肺炎疫情。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该国从之前爆发的SARS和

较近期的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2015年）中积累

了经验，提前为抗击新冠肺炎

做好了准备。

但成功的原因远不止于此。

3月27日，国际电联在国际电

联人工智能惠及人类网络研讨

会系列第一场会议上现场听取

了来自韩国专家的发言，他们

分享了对瘟疫大流行的经验和

应对措施，以及如何利用创新

技术来帮助拉平该国的疫情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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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利用信息和通
信技术来加强传统
的控制措施和应
对措施，开发创
新型解决方案。

韩国疾控中心（KCDC）风
险评估与国际合作部主任

Seon Kui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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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现在确信新冠肺炎

的传染性很强，但我们仍然需

要更多地了解其特征，” 

韩国疾控中心（KCDC）风险

评估与国际合作部主任Seon 

Kui Lee说，“需要利用信息通

信技术来加强传统的防控措

施，开发创新型解决方案。”

以下是成功的一些主要原因:

快速开发出检测
试剂盒 

自新冠肺炎爆发以

来，韩国战略的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进

行大规模测试。

得益于人工智能，该国才能够

迅速开发冠状病毒检测试剂

盒。生命科学公司Seegene 仅

用了不到三周的时间就开发出

一种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

成均馆大学（SKKU）互动科

学系教授Tai- Myoung Chung

表示：“没有人工智能，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进行测试是不可

能的。”

这套通常需要需要两到三个月

才能开发出的检测试剂盒，在

申请后不到一周就得到了主管

部门的批准，还获得了欧盟的

认证。

仅仅几周后，当大邱市出现大

量的新冠肺炎病例时，检测试

剂盒已经准备好进行检测了。

2月29日，韩国的病例数达

到峰值，共录得909例感染病

例。

“目前，我们在全国共有118个

检测站，平均每天的检测能力

为1.5万个，最多为每天20000

个，” Lee说道。

Lee博士说：“一开始只是实验

室检测，后来扩大到地方政府

以及主要医学实验室和医院。

在韩国，大规模的检测主要针

对高危人群，即患有基础疾病

的人、老年人、与他人合住或

居住在拥挤地区的人，以及来

自过去曾发生过冠状病毒或其

他传染病（如SARS或MERS）

病例的国家的入境口岸的旅

客。

智能检疫信息
系统

Lee博士对网络

研讨会的听众

表示，2015年

MERS爆发后，韩国建立了一

套检疫信息系统。

Lee博士解释说：“在这次新冠

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要

求进入韩国的入境旅客接受检

查，看是否发烧，并填写健康

问卷。”

没有人工智能，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进行
测试是不可能的。

成均馆大学互动科学系教授

Tai-Myoung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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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症状或前往或来自风险国

家的入境旅客将被隔离。

 Lee博士说：“司法部、外交

部、航空公司和主要电话电信

公司的入境旅客信息由韩国疾

控中心的检疫信息系统进行收

集。

这样一来，前线医护人员就拥

有了患者行踪史的完整记录，

可以帮助他们快速识别并及时

隔离或治疗疑似冠状病毒患

者。

Lee博士解释说，入境旅客在

14天的潜伏期内，需要在智能

手机上下载一个自我健康检查

手机应用，并在这个应用上提

交自己的健康状况信息。

在电信公司的配合下，他们还

能收到短信，并获得指导，在

隔离期间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

症状该如何报告。

 利用移动电
话技术数据
追踪接触者

除了面谈之外，

官员们还利用

手机的位置数据、信用卡交易

记录和闭路电视录像来追踪和

检测最近可能接触过感染者的

人。

很多地方都发布了详细的地

图，显示出感染者的精确行

踪，鼓励其他认为可能接触过

感染者的人去检测。

将人工智能
用于提高诊
断效率和患
者分类

Lee解释说，作

为风险缓解战略的一部分，韩

国疾控中心建立了一个系统，

将确诊病例分为四类：轻度、

中度、严重和非常严重。

“每一类患者接受的治疗方式

不同，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

入住不同的机构，”Lee博士

说。

Chung教授举例介绍了该国正

在使用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工

具，用来实现对患者的快速诊

断和分类。

韩国成为ICT全球领导者的5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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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VUNO的胸部X光人工智

能图像决策支撑工具——一种

用于识别胸部X光上异常结果

的算法——通过X光图像对重

症监护患者进行分类，并且可

以在短短的3秒内检查肺部。

JLK Inspection公司经过大量

研究，开发出AiHub平台，一

个用于疾病诊断的多功能医疗

平台，使用了来自各种成像设

备的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技术。它可以使用医院中

正在使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几

秒钟内检查肺部疾病。

该公司还生产了一款基于人工

智能的手持式胸部X光相机，

该相机可在三秒钟内扫描胸

部，并以热图方式显示异常病

变。

将移动应用用
于信息共享

自该病毒爆发以

来，韩国迅速开

发了许多移动应

用。

事实证明，它们对于信息共

享、向公众提供建议和信息非

常有用。Chung教授称：“这

对于已经捉襟见肘的医护人员

和志愿者来说，将是一项巨大

的任务。”他接着说，这些应

用可以在几天到一周内快速开

发。

例如，已经开发出的一款移动

应用，可以引导出现症状的人

去最近的可用检测站。另一款

应用可以指示有口罩可卖的最

近购买点。

Chung教授解释说，一款使用

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共聊天机器

人正在被用来告知应对冠状病

毒的方法，而另一款基于人工

智能的语音机器人会自动呼叫

需要关注的人。

大邱：一家
智慧城市中
心的利用

大邱市是迄今为

止韩国大部分新

冠肺炎病例的发生地，该城市

目前正在向智慧城市转型（定

于2021年完成）。

疫情爆发期间的流行病学调查

能够利用智能城市的数据中

心，特别是用于追踪患者的路

线，Chung认为，这对于“尽快

开发出新药物至关重要”。

通过收听人工智能惠及人类系

列网络研讨会第1场会议的录

音，了解更多关于韩国如何利

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将

冠状病毒曲线拉平的信息。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系列网络研

讨会是一个免费的实时系列讲

座、访谈和小组讨论，有跨学

科专家主导，他们的思想、见

解和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人类充

分利用人工智能惠及人类。

人工智能惠及人类 

系列网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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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自动驾驶汽车和 
卡车在哪里？

国际电联新闻撰文

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遵

守社交距离等措施

以遏制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之际，无人驾驶出

行——顾名思义，以最低人际

互动提供出行，似乎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

然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爆

发引起的健康担忧，世界各地

的开发和研究人员已

对他们的自动驾驶车队暂停真

实环境测试，看来距离完全自

动化的未来我们仍有很长的路

要走。

部署所遇到的障碍t

“2020年被视为自动驾驶汽车

行业的‘黄金时间’，那么向我

们承诺的自动驾驶汽车和卡车

在哪里呢？”Roborace首席战

略官兼

主驾驶联盟（ADA）创始人

Bryn Balcombe在主持第五期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人工智能

惠及人类系列网络研讨会（于

4月24日举行）时问道：自动

驾驶汽车和卡车在哪里？

讨论重点关注自动驾驶车辆的

部署仍存在哪些障碍，以及在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如何重

塑自动驾驶车辆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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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讨论嘉宾，世界经济

论坛汽车与无人驾驶出行领域

负责人Michelle Avary指出了自

动驾驶车辆如今面临的三大拦

路虎。

“我认为需要全球规定方面的

明确性，毫无疑问有此必要。

但是，我们还需要技术有效

性和商业模式的有效性，”她

说。

低速无人配送——潜在的
商业模式？

无人驾驶的未来常与加强道路

安全同时提及，被誉为减少每

年135万全球道路交通伤亡人

数的方式。

但随着当前的疫情，我们需要

扩大汽车领域内的“安全”定

义，以纳入不同类型的安全，

如生物安全，Avary说道。

讨论嘉宾一致认为，新冠肺炎

疫情已突显出在物流和配送领

域部署自动驾驶车辆的核心商

业案例，当然是在短期内。

“我们看到在中国，封锁区域

正在使用非接触式、低速、高

度自动化的车辆进行配送，我

们真的应当对此进行更多探

索，并思考我们可在哪些地方

为重要的工作人员消除一些生

物安全风险，”Avary说道。

随着全球疫情持续，那些能够

转向这种低速配送商品 

（如杂货或药品）的公司“拥

有最大存活机会”，讨论嘉宾

美国杜克大学普拉特工程学

院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

Missy Cummings说道。

“我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局

面将真正冲击无人驾驶汽车

界，”她说：“幸存下来的公

司将是那些认清低速无人配送

业务是短期内正确方向的公

司。”

幸存下来的公司将是
那些认清低速无人
配送业务是短期内
正确方向的公司。

美国杜克大学普拉特工程学院

Missy Cummings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再次引发关于迅速部署自动驾驶
车辆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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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前出现避免使用公共交

通系统的趋势，尤其是在中

国，自从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封

锁放松以来，乘客人数大幅下

降，但是讨论嘉宾却将此视为

长期而言迈向大众自动驾驶交

通系统的第一步，是符合当前

生物安全标准（即，社交距离

措施）和应对当前按需运输趋

势的一种方式。

如果人类可以理解和预测

但是，在这能够成为现实之

前，无论是对于新冠肺炎疫情

还是之后，无人驾驶的未来都

面临着另一个类型的安全问

题：“感知”。

“对于预测所有其他道路使用

者行为而言，预测仍然是个问

题，而且我认为随着我们在感

知质量系统上取得进展，这实

际上会日益突出，”Balcombe

说。

尽管人可以理解和预测行人的

意图，但自动感知系统——帮

助自动驾驶系统理解周围世界

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图像处理和

机器学习概率推理算法， 必须

就不同情况下采取哪种行动方

案做出最合理的猜测。

“如果系统即便在最有利的条

件下也无法每次以相同的方式

操作，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保

证其安全行驶于世界的能力

呢？”Cummings说。

这不只是简单的硬件安装，她

补充道：“在汽车上放置更多

传感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

为在我们想出如何在不确定

的情况下至少部分复制判断之

前，世界上

所有的传感器都无法解决这个

问题。”

Avary建议，解决该问题的一种

方法是制定感知系统的全球最

低安全准则。

 “针对汽车的视力测试”？

此外，Cummings呼吁全球自

动驾驶汽车界建立“针对汽车

的视力测试”，以不断测试和

验证这些技术。

不过，道路安全方面的任何实

质性进展将有赖于私营部门和

政府之间的全球合作，与会者

如此认为。

“我们的确需要确保我们更广

泛地分享学习所得的数据，因

为我们不认为每家公司和每名

操作员都需要第一手的安全经

验，”Avary说：“竞争的地方有

很多，但我们不认为核心安全

是其中之一”。

因此，与会者一致认为，与国

际社会通过共享网络维护最佳

做法和协作确保#学习永无止

境，合作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大

致相同，汽车行业必须团结一

致，确保自动驾驶车辆安全、

稳定地行驶，并且增强一切形

式的道路安全。 

对于预测所有其
他道路使用者行
为而言，预测仍
然是个问题……

Roborace首席战略
官兼ADA创始人

Bryn Balco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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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初创企业加入人工智能惠及人
类创新工场，进行实时创投

《国际电联新闻》撰文

在5月15日举办的首

次人工智能惠及人

类创新工场实时创

投会上，科技初创企业的创业

者每人有4分钟的时间向导师

团队远程推介各自的人工智能

项目。

在网络研讨会上，5位创业者

有机会展示了他们的科技初

创项目，其解决方案旨在加速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中的任一目标。

五个初创项目

Grey Parrot的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Mikela Druckman介绍

了这家英国科技初创企业，该

企业面向废弃物管理行业的客

户，为废弃物管理提供计算机

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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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进行问题和解
决方案验证，然后产
品与市场契合，这样
客户才能认为这产品
值得他们付费购买。

ACM从业者委员会联合主席

Stephen Ibaraki

2020年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全年在线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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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n Davar Ardalan是IVOW AI

的创始人兼首席故事叙述官。

他介绍了这家公司及其产品

CultureGraph。这是一个企业

API平台，通过文化视角增强

消费者的参与度。

1DOC3的创始人

Javier Cardona介绍了这家拉

美科技初创企业，通过它可

以方便地找到讲西班牙语的医

生。

EQ4ALL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

战略官Kevin Lee介绍了这家初

创企业。在韩国信息通信技术

部的支持下，这家科技初创企

业的使命是帮助聋人平等、无

障碍地获得信息、教育和交流

机会。

创始人Markus Pohl介绍了一

款 “儿童成长监测"移动应用

（Child Growth Monitor），该

应用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提前发

布，可以测量和诊断儿童的营

养不良情况。

每个项目介绍后都有问答环

节，为科技初创企业的创业者

提供了获得导师建议和反馈的

机会。

初创企业如何才能获得
成功

在创业者开始介绍之前，会议

先请导师们分享了有关如何成

为科技创业者的深刻见解和指

点——以及对于人工智能和数

字健康而言富有创新机遇的领

域。

“你必须进行问题和解决方案

验证，然后产品与市场契合，

这样客户才能认为这产品值得

他们付费购买，”计算机协会

（ACM）从业者委员会联合主

席Stephen Ibaraki表示。

拥有优秀且稳定的团队同样重

要，Ibaraki指出。他认为，勇

气、天赋、勤奋、毅力、乐观

和持续进取是科技初创企业成

功的关键因素。

演讲人、顾问、数字化平台和

生态系统专家Vera Futorjanski

认为，科技初创企业是建立后

疫情时代新常态迫切需要的创

新力量

Futorjanski说，初创企业"敏捷

而快速”。她还说："我们未来

需要这样的创新......在所有领

域。”

Futorjanski确信，在家办公将

一直存在，并表示，"对于初创

企业来说，这将是一个艰难时

期，因为可能没有足够的现金

可用"。

另一方面，她坚信现在是创办

公司的大好时机，经济低迷是

创办公司的好时机。

为聋人开发的技术

初创企业EQ4ALL帮助聋人平

等、无障碍地获得信息、教育

和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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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曙光总会存在，人才可能

更易找到——而人才是建立生

态系统的重要核心部分，"她对

听众说道。

Futorjanski坚信，政府将意识

到这些生态系统和科技初创企

业的重要性。

"我很乐观：我认为未来我们

会看到更多[来自政府对初创

企业]的支持，"她说，"正如查

尔斯-达尔文所说，'适者生存'

，这就是 初创企业在这个充满

不确定性的时代具备的核心特

质。"

人工智能与创新

IBM Watson全球业务发展事务

负责人、《人工智能革命》一

书的作者Neil Sahota分享了他

对人工智能和创新的看法。

"人工智能将成为一种革命性力

量，因为它将为第四次工业革

命提供动力，"他说。

Sahota说，这不是关于自动化

的问题。他解释说，自动化是

改进你已经拥有的东西，而"真

正的价值在于创新，"他指出。

"想想在未来10年内在我们个

人和职业生活中会发生多大的

变化，"Sahota说，"我们已经

看到了惊人的变化。如果我们

要向前跳跃到2030年，然后

回过头来看，我们会惊讶地发

现，我们实际上在短时间内已

经走了很远。"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数字
化医疗解决方案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UNOPS）

高级技术官秦至臻谈到，在应

对新冠肺炎时，传统的公共卫

生肺炎防控方法存在局限性。

秦至臻表示，数字化技术的潜

力，"对于增强传统的公共卫生

战略好处巨大"。

秦女士强调了实时数据跟踪的

有用性。"我们看到各国利用每

天更新的数据来调整其国家战

略，"她说。

真正的价值在
于创新。

IBM Watson全球业务
发展事务负责人

Neil Sahota

大数据对于公共卫
生的帮助巨大。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
（UNOPS）高级技术官

秦至臻

一线曙光总会存
在，人才可能更易
找到——而人才是
建立生态系统的
重要核心部分。

演讲人、顾问、数字平
台和生态系统专家

Vera Futorja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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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力量在预测新冠肺

炎的预后和发现其他传染病方

面也有作用——更不用说世界

各地医院的胸部X光和CT扫描

了，秦女士说道。

大数据对公共卫生的帮助是巨

大的——有很多大数据分析，"

秦女士补充说，如果没有大数

据，就无法对疾病活动进行建

模，预测潜在的增长，进行

战略分析，或衡量对人口的影

响。

秦女士确信，医疗行业在未来

会发生大的变化，不仅针对新

冠肺炎，还针对其他疾病和总

体的医疗服务。她说，"医疗行

业已经被迫采用数字化技术"。

扩大规模方面的主要挑战

IBM云超级保护加速器

（IBM Cloud Hyper Protect 

Accelerator）顾问Sasha Cahill

重点介绍了科技初创企业要扩

大规模要面临的最重大的挑

战。

Cahill同意其他导师的观点，

即，科技初创企业欲获得成

功，技术必须适应需求——而

且团队必须齐心协力。

合乎情理的是，在这场危机当

中，许多医疗行业新成立的科

技初创企业脱颖而出。

Cahill还分享了医疗技术方面的

真知灼见。

“在美国，内科医生的门诊时

间限制在每位患者10-15分

钟。如果技术使用起来太复

杂，那么医生和患者都会感到

沮丧，”Cahill说。“作为创业

者，我们如何才能创造出可以

赚钱的新交付模式？”

Cahill建议初出茅庐的医疗初创

企业要认真顾及患者的体验。

"患者很担心，"她说，"他们可

能希望在自我感觉最舒适的地

方得到护理——而那应该是让

他们感到宾至如归的环境。"

"我想向创业者们发出挑战，让

他们考虑相关影响，以及我们

如何思考可扩展的模式，"Ca-

hill说道。

实现贵初创企业的创投！

创新工场的创投会将继续展示

各个领域中崭露头角的创业者

与有希望的人工智能公司，以

迎接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严峻

挑战，并且与特邀导师讨论与

社会影响力相关的主题。

你拥有创新的想法或者一家科

技初创企业，可以利用人工智

能助力实现或者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吗？

如果有，为什么不报名获得参

加国际电联人工智能惠及人类

创新工场创投会的机会呢？申

请开放至6月30日。请在此处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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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工智能界将为“人工智能惠
及人类全球峰会”增辉添彩

作者：Alexander Tsado与Nick Bradshaw

人工智能联盟（Alliance4AI）顾问Alexander	Tsado与非洲人工智能博览会（AI	Expo	Africa）联合

创始人Nick	Bradshaw

I世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

到，只有让受挑战影响最

严重的非洲人民发出创新

的声音，我们才能在2030年

前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这是呼吁非洲在第四次工业革

命中发出创新声音的号角。

非洲与人工智能

非洲现在就需要采用人工智能

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到2030年，非洲的青年

人口将占世界青年人口的 

46%，非洲大陆人口的快速增

长意味着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工

作的未来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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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洲而言，人工
智能代表着获取、
效率和解决失业和
欠发达问题的一
剂潜在的解药。 

Alexander Tsado/Nick Bradshaw

人工智能联盟顾问/非洲人
工智能博览会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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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非洲每年的基础设施支

出缺口为1000亿美元。非洲可

以通过人工智能等变革性技术

来降低这些成本，从中获取巨

大的收益。

对非洲而言，人工智能代表着

获取、效率和解决失业和欠发

达问题的一剂潜在的解药。

为了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

效用，每一个旨在满足其人口

需求的组织和政府都应该考虑

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这样他

们的努力才更有可能成功。

例如，政府可以将购入的有限

化肥精确地分配给需要这些化

肥的农民，或者将药物分配给

合适的患者群体。预算少的公

司可以充分地向合适的客户进

行市场营销，销售更多产品，

发展业务，最终为非洲人创造

就业机会。

此外，非洲也许是数据和用例

种类最多的大陆，可将它们用

于支持设计能够应用在世界大

部分地区的人工智能解决方

案。

人工智能联盟（Alliance4AI）

、人工智能媒体集团（AI 

Media group）、人工

智能促发展组织（AI for 

Development）和尼日利

亚数据科学组织（Data 

Science Nigeria）是其中一些

重要的私营组织，它们汇集资

源、激发非洲杰出人物利用这

项技术解决问题的兴趣。

到目前为止，这些组织在2019

年影响了超过25000名非洲

人。

2020年人工智能惠及人
类全球峰会

人工智能联盟（Alliance4ai）

和人工智能媒体集团（AI 

Media Group）将携手合作在

峰会上展示由非洲顶级创新者

在非洲打造的具有全球意义

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亮点包

括：

非洲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理赔和欺诈检测

Curacel的人工智能平台使保险公司能够跟踪欺诈行为并无缝地自动

执行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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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演讲，介绍旨在推动人

工智能包容性的非洲创新声

音的重要性。

	  讨论非洲正在开发的旨在推

动世界级创新的数据中心和

超级计算机项目。

	  从非洲顶级人工智能初创公

司和人工智能培训社区获得

的学习成果和见解。

	  一流研究人员的展示，涉及

诸如抗击疟疾、保护非洲语

言和文化以及为其他资源匮

乏的语言创建创新和合作模

板等关键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未来一定是最

光明的。

在“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

会”上，我们将共同分享解决

方案，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努

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

一个成功的、有能力的非洲是

一个向世界输出知识和解决方

案的大陆，我们都会因此变得

更好。 

监测种植园的WeFly Agri

WeFly	Agri是科特迪瓦的一家初创企业，使农民能够查看和远程群

体监测现场的种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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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解决人工智能中的性别偏差问题？ 
专家的权衡。

国际电联新闻撰文

人工智能存在偏差问

题。

实际上，人工智

能存在许多有据可查的偏差问

题。其中最主要的，可以说是

性别偏差。

从数据集的创建到数据的收集

和使用方式，再到构建人工智

能解解决方案——每个阶段女

性的代表性都不足。这意味着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将无法满足

世界上一半人的需求。

 如果人工智能旨在帮助加快

解决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我

们将需要共同努力，解决人工

智能中存在的许多性别偏差问

题。

但是该如何解决呢？

围绕人工智能需要制定哪些公

平的政策？为什么多样性对于

数据收集如此重要？什么是算

法中的性别偏差？人工智能如

何向我们展示新冠肺炎对工作

场所中各种角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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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多样性的问题
在于你有盲区。

Clue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Ida Tin

注：由于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今年的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全部以在线 
方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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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专家出席了2020年5月5日

的年度人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

峰会 的开幕“新发现”会议，共

同探讨这些问题以及其它更多

问题。

让女性参与每个阶段

专家小组在网络研讨会上一致

同意，很大一部分问题在于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未顾及到女

性。

Clue是一款定制化的女性健康

经期追踪应用，在全球拥有

1200万活跃用户。该公司首

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Ida Tin

说：“当你想做对人们真正有

价值的东西时，你必须考虑

它如何对每个人都能有所帮

助。”

“缺乏多样性的问题在于存在

盲区，”Tin女士说，“世界上一

种根深蒂固的盲目……存在于

文化之中。”

男性通常想理解女性面临的问

题，但他们怎么知道这些问题

是什么呢?他们怎么能想得到

去问呢？

“我们很大一部分需求空间都

被忽略了，因为设计产品的不

是女性，”Tin女士说，“我们非

常需要多元化团队来提出这些

问题。这是最根本的。如果不

这样，你最终设计的不会是一

个惠及所有人的世界。”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人工智能

的风险很高，绝不能重蹈覆

辙。

“为什么你为之设计解决方案

的人没有参与这个过程？”-

Time Study的首席执行官

Kishau Rogers问道，该初创公

司提供使用机器学习、高级自

然语言处理和数据科学的解决

方案，来自动讲述企业员工如

何安排时间。

她表示，“我们早已超越了必

须让我们为之设计解决方案的

人参与进来的那个时代。”

人工智能中性别不平等是
如何开始的？

Women @ TheTable的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Kaitlin Kraft-

Buchman说：“一切都始于数

据集，数据集将女性排除在

外。”

之后，算法出现了偏差，而机

器学习加剧了这些问题，她补

充道，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在数

据、算法和机器学习方面不利

于女性的偏差之例，从银行业

到就业市场等等。

“数据讲的是故事，不仅仅

是字段和数值，”Rogers女

士说，“我的第一步是了解数

据——它们是如何发展到今天

这个地步的？”

我们需要研究开放、协作式数

据集，重新评估原始数据中的

内容，Kraft-Buchman女士表

示。“这对于政策制定者很重

要，”她接着补充道。

为什么你为之构建
解决方案的人没有
参与这个过程？

Time Study的首席执行官

Kishau Ro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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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伦理道德观纳入讨论 

与会嘉宾在这次讨论中一致认

为伦理道德很重要。

Elektra Labs首席执行官/创始

人Andy Coravos说：“如果要

向世界发布新系统，你需要认

真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

Kraft-Buchman提到，应该有

一种针对人工智能的希波克拉

底式的誓言，类似于医学界用

来承诺为人民谋福利的誓言。

“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问题在

于是人们记不住这些誓言”

，Coravos女士回应道，“更有

效的是检查清单。”她举例说

明了一些职业，例如飞行员，

必须遵循检查清单才能操作。

对于那些学习如何创建未来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的人来说，伦

理道德应该是针对他们的技术

课程的核心和基础，Rogers

说。

Tin说：“我们需要就伦理道德

以及我们真正想要创造的世界

进行深入的对话。”

在政策方面可以做什么？

Kraft-Buchman说，公有部门

应该考虑为拥有女性开发团

队的女性所持科技企业拨出资

金。

她说：“这不是为了打造一批

女扎克伯格”，同时补充说，

女性需要在打造最新人工智能

解决方案的科技公司的各个层

面工作。“这不仅是为了创造

更多的独角兽或拥有公司。我

们需要开拓眼界，更上一层

楼。”

“政策制定者需要有勇气，也

需要得到鼓励，去了解技术是

如何制造出来的，”她说。

她还呼吁“减少一些披萨外卖

应用”——增加一些利用人工

智能实现社会福祉的解决方

案。

有如此许多大问题要考虑，但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使用

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想象

力，”她说。“让我们用技术来

纠正这些问题。”

最后，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这

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人的问

题。

“我希望看到人工智能设

计创造者具有更广阔的视

野，”Rogers说，“每一步的工

作均须考虑人的因素。在整个

过程中我们必须以人为本。我

们没有算法危机，只有关怀危

机。我们必须更加关注我们为

之提供解决方案的人。”  

我们的未来，人工智
能 + 性别

这节“新发现”分会讨论

了当前人工智能的性别问

题，包括但不限于算法偏

差和数据包容性。此会议

的目标是找出能够增强代

表性不足群体的能力并为

人类创造公平未来的人工

智能解决方案。

国际电联新闻杂志  02/2020 36将人工智能用于可持续发展



新冠肺炎（COVID‑19）：人工智能如何
助力消除饥饿，确保粮食安全？

《国际电联新闻杂志》

几十年来，饥饿人口

的数量一直呈下降

趋势——但如今情

况发生了变化。

新冠肺炎大流行给粮食系统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但即使

是在COVID-19大流行开始影

响粮食体系和农业生计之前，

已有1.35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

安全问题。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2020年

全球粮食危机报告》阐述了全

球极度饥饿的程度。报告在分

析全球粮食危机驱动因素的同

时，审查了COVID-19大流行

是否会导致全球粮食危机的长

期存在或加剧此状况。

S
hu
tte
rs
to
ck

这将与反全球化的演
变相互作用，形成更
加分散的粮食系统。

Lorin Fries

FutureTable

注：今年的人工智能（AI）惠及人类全球峰会将贯穿全年、以在线形式举办。 
请勿错过下次在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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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参加年度人工智能

惠及人类全球峰会的网络研讨

会“新发现”会议的专家们讨论

了粮食不够安全的问题和可能

的解决方案。在X大奖基金会

高级合伙人Caroline Kolta的主

持下，专题小组讨论会探讨了

人工智能(AI)和创新技术如何助

力打造明天粮食安全的格局。

下文列出了他们的观点。

系统性变化—机遇之窗

FutureTable的创始人兼主要合

伙人Lorin Fries重点介绍了一

些受COVID-19打击最大的参

与方，并且介绍了将粮食危机

转化为机遇之窗的方法。

Fries解释道，依赖进口的国家

和地区受到的打击最严重——

例如非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非洲已经准备到2025年

时进口1100亿美元的粮食。“

这将与反全球化而向更为分散

的粮食系统转变发生相互作

用，”Fries指出。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发布了

一份关于莫桑比克分散式粮食

系统的案例研究。

研究说明了成功建立分散式粮

食系统可能涉及的要素。信息

通信技术（ICT）可以是其中

之一。

Fries指出，在认识到农场、

工厂和食品工人重要作用的同

时，我们亦意识到人类与食品

价值链的任何互动，至少在病

毒存在的情况下，均会产生某

种风险。“因此，你会发现在

机器人科学和自动化等领域投

资活动频繁。“Fries指出，同

时表明 

“在飞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

关于工人们未来将从事何种工

作的答案仍是见仁见智。”

 企业家和中小企业（SME）正

在受到当前粮食危机的严重影

响。非洲的中小企业被视作非

洲的经济支柱，承担了为各自

所在社区提供粮食的服务。

“因而我们如何支持中小企业

就成为当下一个不可回避的问

题，”Fries表示。

创新型AI解决方案

AI正在蔬菜采摘、虫害控制、

土壤和作物健康监测以及预测

分析等领域向农业提供帮助。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负

责与饥饿进行抗争的全球主

导机构）创新加速器的主管

Bernard Kowatsch概要介绍了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在解

决粮食安全问题方面提出的一

些创新方案。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宣布后数日

内，HungerMap LIVE（“世界

饥饿地图”）便开始跟踪病毒

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爆

发情况。 

粮食的未来，人工智
能（ AI） + 粮食

		

此次“新发现”会议围绕粮

食安全问题展开，议题包

括但不限于COVID-19给粮

食系统造	成的影响。会议

的目标是确定人工智能如

何可以帮助我们实现零饥

饿目标，打造明天的粮食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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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P的饥饿监控部门目前正

在开展实时数据的收集、分

析和形象化工作，以便将远程

粮食安全监控推广到40个国

家。该地图能够提升对紧急状

况响应的速度。“你可以在正

确的时间，更快地获得正确的

食物。而这会产生巨大的影

响” Kowatsch认为。

通过简化互连数据流的分

析，WFP将帮助人道主义团体

迅速做出循证决策。

PLUS学校菜单优化

工具（PLUS School 

Menu Optimizer）。此工具是

一个在线软件，可通过高级数

学算法，计算出最有营养和最

具成本效益的学校菜单，在可

能的情况下尽量通过当地食物

确保饮食的多样性。

WFP的索马里电子商店服务使

索马里公民可以从世界粮食计

划署授权的索马里零售商轻松

购物。

Kowatsch还引用了

Hello Tractor（呼叫拖拉机）

的实例。这家初创企业称该公

司可利用人工智能提供更具智

慧、维护更佳、利润更高的拖

拉机，以便人们更好、更快地

做出决策。

 Fries认为室内农业等其他领域

的粮食生产将加速发展。

“供应链物流、通过数字化获

得的效率提升和一些人工智能

应用必将是关键所在，”Fries

称。加强粮食价值链的可追溯

性是一项核心要求。

从阿里巴巴到亚马逊，电子商

务正在改变人们购买食物的方

式。

但Fries确信，尼日利亚等地的

一些创新市场，在供求对接和

供需平衡方面做得更好。

 尼日利亚正在使用一种应用程

序，帮助减少粮食系统中的浪

费现象。（见视频）

从“线性” 粮食系统走向“
循环”粮食系统

据达能公司负责食品开放创新

与循环经济事务的全球总监

Merijn Dols预计，此次食品危

机将为公司提供重新设计和实

施创新的机遇。

“系统此次遭受的前所未有的

冲击，让我们所创造的线性食

品系统的缺点显露无遗，甚至

无可否认。”Dols指出。“这可

能是加速系统转变的开始。"

减少粮食浪费 
尼日利亚正在使用一种应用程序，帮助减少粮食系统中的浪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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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s解释称，我们目前采用的

线性食品系统是建立在全球增

长是由一台巨型发动机推动的

观点之上，其中效率不仅是增

长的关键杠杆之一，亦是系统

的驱动要素。

因此，Dols大力提倡建立一个

循环的食品系统——一种能够

通过设计产生积极经济社会影

响的体系。他解释指出，此系

统的目标是实现动态平衡，而

非无限增长。“这是一种以有

效性而不是效率驱动的系统。

该系统关乎所做之事是否正

确，” Dols指出。

Dols认为，建立一个循环的食

品系统需要人工智能。例如，

对于高度本地化的农业，农

民们需要获取与作物相关的数

据，确定特定环境下生长最有

效的作物。

人工智能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

间搭建桥梁。

“人工智能有助于实现生产者

与消费者的实时连接。” Dols

补充指出，“实时全面地获

取可理解的数据，将惠及人

人。”

 “人工智能将给不同的再生式

未来带来积极影响,” Dols断

言。

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
让最有需要者受益

发展中国家粮食领域的人工智

能投资如何？

Bernard Kowatsch认为，与其

他行业相比，粮食领域的风险

资本普遍不足。大量进入这一

领域的投资流向了食品配送应

用，而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尚大

有可为。

  “非洲和中东的一些热点地区

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一

些地区，正是本地人才的用武

之地。” Kowatsch称。“这里

不乏人才和有吸引力的初创企

业，更不缺少动力。”“这些初

创企业对当地创新生态系统有

更为深入的了解，”他表示。

在谈及硅谷、欧洲部分地区、

中国以及其他拥有大量人工

智能研究人员的AI热点地区

时，Kowatsch表示对于如何能

将人工智能该技术提供给世界

其他地区，并让降低此技术的

使用门槛存有疑问。企业能否

提供公益资源，还是专注于在

非洲建立本地创新中心？“有

些科技公司正致力于此。”他

补充道。

Kowatsch认为有必要鼓励人

们—一批确能缔造出对地球有

积极影响企业的企业家—采取

行动，消除饥饿。 

人工智能将给面貌不
同、不断变化的未
来带来积极影响。

Merijn Dols

达能

国际电联新闻杂志  02/2020 40将人工智能用于可持续发展



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您可以

成立一个初创公司，在为自己

和他人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产

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需要大加宣传，并对此

秉持开放的态度，” Kowatsch

说。

人工智能的代价

对Lorin Fries而言，协作至关

重要。“当人工智能等技术与

饥饿等问题（或更广泛的社会

影响）发生碰撞时，会产生大

量机遇，” 她又补充指出“我

们需要采取利益攸关多方的方

式。企业应与政府携手，与民

间团队并肩，并与一系列其它

参与方共同奋斗。”

她就使用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

代价发出了警告。例如，偏见

可能被固化，且有必要明确地

进行重新设计。 “我们如何切

实将道德和公平置于人工智能

系统的核心？”Fries问道，“特

别是在将AI应用于粮食系统方

面？"

她还警告称，“数据是新的黄

金，其大部分已由或将由大公

司所把控。”

Fries鼓励人们思考数据使用者

将如何获取这些数据；例如，

农场主和消费者。

“我们需要更多的开源系统、

更多保护、更多精于此道的公

民和更多拥有技术知识的消费

者，” Fries道。“上述问题十

分复杂，合作并非易事。参与

方使用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

文化。”

然而，该小组一致认为，以人

为本，通过改造人工智能造福

社会，将是消除饥饿、确保粮

食安全以及重塑未来粮食系统

的关键。 

您可以成立一个初创
公司，在为自己和他
人创造就业机会的同
时产生积极的影响。

Bernard Kowatsch

世界粮食计划署

呼叫拖拉机

用户用上拖拉机，
拖拉机走向全世界

“呼叫拖拉机”可利用人
工智能提供更具智慧、维
护更佳、利润更高的拖拉
机，以便人们更好、更快

地做出决策	。

如何使用?

农民通过应用程序或服务
预订代理机构申请使用拖
拉机服务

拖拉机机主为申请者和可
用拖拉机配对儿

农民享受服务，拖拉机受
到监控

资料来源：Hello Tractor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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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如何帮助人类拯救地球

《国际电联新闻》撰稿

鱼群返回威尼斯运

河，印度北部的村

民可以远眺200公

里以外的喜马拉雅山，世界各

地的城市迎来了有记录以来的

最好空气质量。

当世界庆祝世界地球日

50周年之际，因新冠肺炎

（COVID-19）而实行的封锁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污染的

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不

出门并非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

长久之策，而且随着我们逐渐

恢复正常，污染水平也会慢慢

恢复。

这是人工智能可以大展身手的

领域。

（于5月8日举办的）2020年人

工智能惠及人类全球峰会的人

工智能与环境“新发现”会议探

讨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如何揭

示破坏环境的做法并保护我们

的地球。讨论嘉宾介绍了一些

令人信服、饶有趣味的人工智

能和机器学习应用，它们不仅

可以观测地球系统，还有助于

将理解转化为实际行动。

S
hu
tte
rs
to
ck

利用遥感和人工
智能实现更为具
体的气候变化的时
刻终于到来了。

魁北克人工智能研究所

Sasha Lucci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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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看不见的问题

鉴于英国气候的特点，我们或

许不难想象伦敦在水下10米的

样子，但蒙特利尔或东京呢?

“我发现妨碍人类对气候变化

采取行动的主要障碍实际上是

如何想像和视觉化地呈现气候

变化的问题，我认为人工智能

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魁

北克人工智能研究所（Mila）

科学项目主任和博士后研究员

Sasha Luccioni说道。

她正在利用现有的开放源代码

气候模型开发可视化工具，

使气候变化的潜在后果变得可

见、易于获取和可操作，帮助

人们了解现状和未来可能发生

的情况。

她说：“我们的想法是帮助人

们真正意识到气温上升1.5度意

味着什么。”

绘制并展示臭氧层黑洞的图

像，这对于《蒙特利尔议定

书》的签署发挥了重要作

用。“我们终于可以利用遥感

和人工智能来实现更为具体的

气候变化了，”她说。

智能可行的信息

对于 星球实验室（Planet 

Labs）公司全球影响力副总裁

兼Planet研究员Andrew Zolli而

言，可视化只是拼图的一小部

分。对于决策者和地方领导人

而言，将数据和情报转化为可

行的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

无障碍获取问题。

“我们花大量时间谈论可视

化，因为我们试图让人们有一

种紧迫感。但现实是，从实用

性角度看，您真正想要做的就

是将答案简化为1或0。这种做

法值得考虑吗？这是否属于森

林砍伐？”他说。

Planet Labs使用一个卫星星

座，每天以大约每像素三米的

分辨率拍摄地球整个表面的图

像。然后，第二组卫星可以

有选择地放大地球上的任何地

方，每天以每像素70到80厘米

的分辨率多次成像。 他说：“

我们通过对地球的日常监测来

了解地球总体上正在发生的变

化。”

地球的未来、人工智
能 + 环境

“这一新发现”分会探讨了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如何揭

示破坏环境的做法并保护

我们的地球。会议的目的

是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

变化，找到可持续利用地

球资源的解决方案，并利

用人工智能重新规划地球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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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被用于监控城市发

展，预测在哪些地方人们会遭

遇洪水等风险；建立保护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保护的监控系

统，例如，向我们展示珊瑚白

化最早迹象，帮助减少人类的

影响，并跟踪全球燃煤发电厂

的碳排放情况。

看不见的问题是难以解决

的，”Zolli说。

可以用它监控和预测农业产

量，防止潜在的饥荒。

“目前，尤其是在东非，我们

看到了新冠肺炎加上蝗虫侵扰

造成了真正的潜在风险和脆弱

性。

此类工具将以一种非常可行的

方式得到使用 - 实际上，它们

已经被用以帮助确定如何保证

人们的安全，并确保他们获得

食物，”Zolli说道。

对环境的直接影响

小组嘉宾讨论的一个关键环境

问题是关于技术本身的：深度

学习所需的巨大计算能力是否

对环境不利？

虽然有更大的模型（尤其在自

然语言处理方面），但会产生

大量的二氧化碳，而“日常用

的、规模更小的人工智能工作

时肯定不会产生那么多二氧化

碳，”Luccioni表示。

Planet公司的数据地图

Planet为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应用提供定制化的监测、任务分配和

基础地图。

晨雾
智利贝尔纳多·奥希金
斯国家公园（Parque	
Nacional	Bernardo	
O’Higgins）

2020年3月28日，雾气流过
智利南部陡峭的山谷和峡
湾。

萨康泰山的岩崩
秘鲁比尔卡班巴山脉

2020年2月23日，滚滚的泥
浆和岩石流入秘鲁的萨康
泰河。

乞力马扎罗山上的
冰原
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

这张SkySat图片显示了非洲
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山顶上
的剩余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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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正在创建一个可以下载的工

具，该工具可跟踪和计算机器

学习能耗，并将其转化为二氧

化碳当量，以增强人们意识。

Zolli指出了为提高使用人工智

能的数据中心和计算中心能源

效率所开展的更大范围的努力 

- 强调谷歌的DeepMind成功地

将冷却数据中心所需的能耗降

低了40％。

他说：“未来我们希望实现

的，是具有一定工业规模–从

而降低人工智能的成本、提高

能效。–因为随着时间推移，

从广义角度而言，可再生太阳

能和计算架构本身都在变得日

益节能，越来越强大。”

利用人工智能管理未来的
环境

小组讨论嘉宾对利用人工智能

管理未来的环境持乐观态度。

Zolli 说：“这是基础性见解，

可用于新形式的气候风险保险

或气候风险融资新领域，甚至

各行各业可将其用于倡导自己

的气候权利和气候正义。”

Luccioni对此表示赞同：“我

一直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视

为另一个前沿领域……因为利

用它们可以开发出新的解决方

案，引领我们迈向那个可持续

的未来。”

但这不仅仅是拥有技术的问

题；实施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依

赖于数据，而当地的非政府组

织可能难以获取。

在与蒙特利尔的非政府组织接

触，帮助他们开发人工智能主

导的解决方案后，她意识到她

的计划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

陷：“我们得到的大多数答案

是：‘什么数据？你能教我们如

何使用Excel或如何建立库存的

管理系统吗？’”

因此，Luccioni主张在当地工

作人员与人工智能专家之间建

立紧密的工作伙伴关系，以创

建人工智能主导的解决方案。

她说：“也许五年之后，我们

将为此做好准备，但是现在，

我们应该开始编写教程，介绍

什么是数据以及数据能够提供

什么帮助。” 

未来我们希望实现
的，是具有一定工
业规模–从而降
低人工智能的成
本、提高能效。

全球影响力副总裁兼
Planet研究员i

Andrew Zo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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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工智能惠及人类——联合国 
所开展的工作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 撰文

少有话题可以比人工

智能（AI）更能引

发公众的想象并且

有望给人类带来变革。

在出版物《联合国在人工智能

方面开展的活动》中，30多家

联合国（UN）机构和组织阐述

了它们如何越来越多地使用人

工智能，应对全球许多最紧迫

的挑战，

从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到处理气

候变化，不一而足。

尽管人工智能尚在发展初期，

但各机构强调需要提高整个组

织的数据素养技能，并且对发

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能

力差距提出警告。它们呼吁负

责任的创新以及对人工智能之

影响及潜在益处的更好认识。

U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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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显然，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公司
或组织可以独自
应对这些挑战。

国际电联秘书长

赵厚麟

此文是题为“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开展的活动”汇编一书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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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若要成为惠及人类的

力量，必须面对有关信任的

复杂问题，并且解决从就业转

移，到自主武器和算法中的潜

在偏差等一系列挑战。显然，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司或组

织可以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每年国际电联的人工智能惠及

人类全球峰会吸引着世界各地

成千上万的人工智能创新者以

及公有和私营部门决策者，包

括联合国机构， 他们汇聚一

堂，确定人工智能的实际应

用，以加快实现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进程。今年的活动

则在线举办，持续一年。

联合国系统在平衡技术进步与

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而国际电联作为联合国负

责ICT事务的专门机构，则身

处这项重要工作的前列。

我向所有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

造福全人类的人们推荐这本出

版物。 

咨询使用方式，请联系：dpicampaigns@un.org
合作开发 | TheGlobalGoals@trollback.com | +1.212.529.1010本内容与

 联合国在人工智能
（AI）方面开展的活
动

此报告是国际电联与35个

以上其他联合国机构和组

织，以及2019年人工智能

惠及人类全球峰会所有合

作伙伴的共同努力，其中

提供了联合国系统有关人

工智能（AI）的多样化、

创新活动的信息，以应对

从人道主义危机到解决气

候变化等全球日益紧迫的

挑战。

请阅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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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 A DATA-
POWERED 
ALLIANCE 
TO STOP 
COVID-19

Facing COVID-19 is one of 
humanity’s greatest challenges 
ever, bigger than any one 
government or organization 
can overcome without 
uncommon thinking and 
partnerships. 
In response to this and future health crisis, 
XPRIZ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them, launched 
the XPRIZE Pandemic Alliance, a global coalition 
of partners, including expert innovators, 
clinicians, researchers, data scientists,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This alliance is moving toward 
predicting,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COVID-19, 
and preventing future pandemics by working 
together, sharing ideas, identifying areas of need, 
and offering resources. It will create a series of 
incentivized data challenges to help predict and 
prevent the next pandemic.  

Alliance members may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XPRIZE Data Collaborative, a unique platform for 
researchers and innovators to exchange ideas 
and share and experiment with ethically sourced 
and validated data from a broad spectrum of 
fields in their search for solutions.

As people and businesse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doing what they can to stop the spread of 
COVID-19, fight the disease, heal the afflicted, 
safeguard those on the front lines, and mitigate 
the economic fallout of this crisis, we can 
accelerate these critical response efforts and 
identify breakthrough solutions. 

Each day the rate of infection reaches new 
heights, the economy contracts further, and the 
number of fatalities, people near and dear to us 
among them, continues to grow. Now is the time 
to diminish the fear, to ignite unprecedented 
innovation, and stimulate exponential impact to 
bring humanity a healthy more resilient future.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最严峻挑

战之一，若没有非比寻常的思路和伙伴关系，

任何一个政府或组织均无法战胜。

为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卫生危机，XPRIZE与Anthem协

作发起了一个全球合作伙伴联盟	–	“XPRIZE抗疫联

盟”，其中包括专家创新者、临床医师、研究人员、

数据科学家和卫生机构。这一联盟正在推进新冠肺炎

的预测、诊断和治疗，并且通过合作、分享观点、确

定需求领域以及提供资源，预防今后的大流行病。它

将产生一系列激励性数据挑战，帮助预测和预防下一

次大流行病。

联盟成员还可以参与“XPRIZE数据协作”平台，这一

独特的平台用于研究人员和创新者交流想法，并且分

享和试验他们在寻找解决方案时，从广泛领域中获得

的符合道德标准、经过验证的数据。

世界各地的人们和企业正在竭尽所能阻止新冠肺炎疫

情传播，对抗疾病，治愈患者，保障前线人员并减轻

这场危机的经济影响，我们则可以加快这些重要的应

对工作并找到突破性解决方案。

每一天，感染率都在达到新的高峰，经济进一步紧

缩，死亡人数持续攀升，其中不乏我们身边的人和珍

视的人。现在正是时候，消除恐惧，点燃前所未有的

创新并激发指数级影响，给人类一个健康且更具抵御

能力的未来。

加入数据驱动的
联盟

阻断新冠肺炎蔓
延



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help: 

DATA

AMPLIFICATION

EXPERTISE

FUNDING

TECHNOLOGY

Provide access to critical 
data to address the 
ongoing challenges of the 
pandemic.

Promote the XPRIZE 
Pandemic Alliance 
to communities of 
innovators, medical 
researchers, and experts.

Connect domain experts, 
scientists, clinicians, data 
scientists, and others 
to data sets; inform the 
challenge design.

Sponsor a data challenge 
to uncover insights and 
unlock solutions.

Share code, algorithms, 
APIs, unique models, 
cloud compute, and other 
resources.

Join the XPRIZE Pandemic Alliance 
and help make a pandemic-free future.

covid19.xprize.org

加入XPRIZE抗疫联盟并帮助打造一个没有大

流行病的未来。

covid19.xprize.org

数据

提供关键数据的获取，

以解决当前的疫情挑

战。

专业知识

将领域内的专家、科学

家、临床医师、数据科

学家等人连接至数据

集；提供挑战性设计的

信息。

技术

共享代码、算法、API、

独特模型、云计算及其

它资源。

宣传

向创新者、医学研究

人员和专家社群推广

XPRIZE抗疫联盟。

供资

赞助数据挑战，发现想

法并解锁解决方案。

以下是几种提供帮助的方式：

https://covid19.xprize.org/fight-covid19


利用人工智能缓解全球医疗保健短缺现象

《国际电联新闻》撰文

尼克·西罗医生终于找

到了将他的孩子们

从几十年残疾疼痛

中拯救出来的方法。

西罗 医生的两个儿子出生时

就患有黑尿症 ，也称为黑骨

病，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基因

突变，全球仅有200人患有该

病。如果不进行治疗，他们可

能会患上严重的早发性骨关节

炎，骨质疏松和心脏病的风险

会显著增加。

但市场上没有任何现成的医学

治疗方法，于是他就去寻找。

经过长期且花费巨大的寻找，

他终于找到了治疗方法。

但市场上没有任何现成的医学

治疗方法，于是他就去寻找。

经过长期且花费巨大的寻找，

他终于找到了治疗方法。

但是西罗医生的故事并不少

见。目前已知的罕见病有7000

种，影响了全球约4亿人。然

而，这些疾病中有95%仍没有

得到认可的治疗方法，而且不

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资源自己

去寻找治疗方法。

人工智能在此可以发挥作用。

数字化卫生技术的蓬勃
发展

据预测，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AI/ML）的推动下，医疗

行业的格局将将在未来10年中

彻底改变。通过汇总和分析来

自联网家庭设备和医疗记录的

数据，医疗保健系统将能够根

据预测主动提供医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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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保健已经变得太复杂

了，人类很难把它做好。疾

病种类太多了，治疗方法也太

多了。如果你把遗传学、蛋

白质组学、生物医学等因素都

考虑进去，那么对于人类来

说需要理解的数据就实在太多

了。”美国韦尔斯利巴布森学

院（Babson College）校长特

聘教授信息技术与管理专业汤

姆·达文波特教授在接受国际电

联采访时如是说。

他说：“人工智能，特别是机

器学习，能够以相对比较简单

的形式处理所有这些数据，并

能对人们可能患什么疾病以及

什么治疗方法可能最有效进行

预测。”

2018年，卫生技术领域的投

资超过了81亿美元，其中超

过四分之一的资金与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相关。从发现药物

到进行诊断，企业正在试验大

量的人工智能医疗保健解决方

案——结果令人振奋。

发现治疗罕见病的药物

西罗医生的故事激发了 Healx

这家医疗保健初创企业的灵

感。Healx使用人工智能利用

已有的和已批准的医疗方法大

规模地预测和寻找罕见病的治

疗方法。

为了分析一种疾病，Healx会

通过算法分析现有的数据，如

临床试验信息、可用于测试治

疗方法的模型、患者群体的数

量和质量，以及他们的主动性

如何等。在药物匹配方面，也

是同样的道理，算法会搜索并

预测哪种现有的药物最适合停

止或逆转疾病的进程。

12年与24个月的对比

该公司的目的是使用这种方法

发现针对罕见病的新疗法，并

推动其在24个月内进入临床试

验。这比传统的新药研发和临

床开发模式要快得多，传统模

式平均需要12年而且 估计耗

资26亿美元。此外，完成医学

试验的新药只有12%能通过审

批。

“我们可以找到那些还没有治

疗方法的疾病，然后分析数据

并做出预测，” 吉利亚姆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成功率是

100%，这是我们都没有预料

到的。”

人工智能，特别是
机器学习，能够以
相对比较简单的形
式处理所有这些数
据，并能对人们可
能患什么疾病以及
什么治疗方法可能
最有效进行预测。

美国韦尔斯利巴布森学院

Tom Davenport教授

我们可以找到那些
还没有治疗方法的
疾病，然后分析数
据并做出预测，到目
前为止，我们的成功
率是100%，这是我
们没有预料到的。

  Healx公司

Tim Gu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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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经通过审批的药物进行研

究，减少了监管障碍，加快了

试验时间，有可能在几年内可

以开展治疗，而不是需要几十

年。

“对于脆性X综合症，我们花了

18个月的时间进行预测，然后

测试这些预测，为临床试验IIa

期进行准备，所花费的成本非

常低，”吉利亚姆说。

这家初创企业的目标是在2025

年前帮助100种罕见病的治疗

方法走向临床试验。目前，他

们正专注于两个疾病群，即罕

见神经-逻辑疾病和罕见癌症，

并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扩展到另

外两种疾病群。

家中诊断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到

2030年，全球卫生工作者的短

缺数量将达到1800万人。人工

智能可以通过帮助医生快速有

效地诊断和评估癌症和帕金森

病等退行性疾病的患者，从而

帮助应对这一挑战。

例如，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Medopad公司（后改名为

Huma）与中国互联网公司腾

讯公司合作，开发了一项名

为“在家”的人工智能驱动监

测解决方案，用于评估在真实

环境下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功

能。

“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的

应用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医

疗系统无法应对增长的需求。

我们必须走向‘预防而不是治

疗’的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是

预防医学，”Medopad的发言

人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帕金森病影响了全球约一千万

人。它的症状范围很广，因

此，随着病情的发展，诊断和

监测都变得很困难。

Medopad的 "在家 "解决方案

使用可穿戴设备和智能手机应

用程序监测患者，然后用机器

学习来发现数据中的模式。

Medopad的发言人说：“人工

智能将减轻临床医生和过度紧

张的医疗系统的负担，还能改

善帕金森病患者的生活。”

Huma公司创建人兼首席执行官丹·瓦哈达特，在
公司名字从Medopad改成Huma后，与“积极伦敦
（ProactiveLondon）”的安德鲁·斯科特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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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开始积累更大的数

据池，更好地了解疾病进程

和风险的可能性变得无穷无

尽。移动技术无处不在，每个

人都在成为自己健康的数据中

心。”

对于患者来说，该技术意味着

可以在家中与护理人员或家

人一起进行测试。对于医生来

说，它可以减少评估病人所需

的时间，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成本。

国际电联的作用

对于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员来

说，接下来的一个大挑战将是

如何采用这些新系统并将其整

合到日常临床实践中。

国际电联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合作的人工智能医疗

焦点组，正在用人工智能解决

方案为医护人员赋能，以期实

现全民医保覆盖。

该焦点组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建

立一个标准化的评估框架，以

评估哪些基于人工智能的决策

方法可以用于医疗、诊断、分

诊或治疗。

国际电联人工智能惠及人类

2020年全球峰会将探讨人工智

能如何帮助实现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

“国际电联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人工智能医疗”解
决方案

国际电联与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开发“人工智能医疗”解决方案的性

能基准测试系统。这一举措向所有人开放。了解更多内容请点击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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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工智能改善医疗保健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李在摄 撰文

2019年国际电联大视野

会议的参与方讨论了信

息通信技术（ICT）为

医疗保健做出的贡献，而此讨

论代表着更大的趋势。

我们生活在一个加速融合的时

代。

技术正在融合，产业也在融

合。我们的世界已高度实现了

互连互通。

国际电联的标准化工作正在助

力以下领域实现数字化转型，

从能源和交通输到金融服务；

从农业到智慧城市；当然，医

疗保健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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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携手世界卫
生组织，在人工智能
促进医疗卫生发展领
域推出了迄今为止
最具雄心的举措。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李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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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国际电联标准化

平台多年来一直是树立ICT行

业信任的核心机制。如今该平

台正在协助ICT行业建立与诸

多新合作者之间的信任—从汽

车到金融科技，再到医疗保健

等多个领域。

我们可以通过合作，采用跨学

科的方式思考，切实改善全世

界数十亿人民的生活质量。

2019年国际电联大视野
会议聚焦信息通信技术促
进健康发展

这正是国际电联将学术大会命

名为“大视野”的原因所在。

大视野会议通过广阔的视野观

察ICT创新，从多个角度对其

加以研究。在近期召开的2019

年大会期间，我们重点讨论了

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健康发展问

题，讨论的角度极为广泛。

国际电联的数字卫生标准化工

作得到了其长期合作伙伴，世

界卫生组织（WHO）的鼎力

支持。

但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健康发展

是迄今为止国际电联携手世界

卫生组织推出的最具雄心的举

措 。

用于医疗卫生的人工智能

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健康发展焦

点组的目标是为在全球范围内

引入人工智能以改善医疗保健

奠定基础。该焦点组向所有人

开放。

电信标准化局正致力于“信息

通信技术促进健康发展” 方案

的基准框架及相关流程标准

化。

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向有创

新者开放的机制—为衡量业绩

基准提供一个随时可用的在线

系统。

我们认为电信标准化局能为监

管机构提供极具价值的指标。

国家卫生监管机构惯于使用显

微镜等测试诊断工具。然而，

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等方法进入

测试阶段，这些监管机构亦将

走进一个陌生领域。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与所有其它

软件一样，更新和发布周期非

常频繁。传统的认证过程无法

与之匹配。因此，人工智能模

型未得到认证和使用。

焦点组着手制定的基准框架，

将为这些认证过程的演进提供

支持。

该焦点组目前正致力于研究人

工智能在一系列健康议题方面

的使用案例，其中包括诊断对

话机器人、神经退行性疾病、

组织学、视力丧失、皮肤损

伤、心血管疾病和精神病学。

当然，所有这些用例都需要数

据。

我们正在整合不同行业。这些

行业的监管法规不同。在数据

方面，我们设有不同的优先级

和限制。

因此，许多人将数据管理视为

人工智能成功的关键要素不足

为奇。

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是一种

新商品。 

国际电联新闻杂志  02/2020 55人工智能与医疗保健

https://www.itu.int/en/ITU-T/focusgroups/ai4h/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ITU-T/focusgroups/ai4h/Pages/default.aspx


在讨论数据隐私的同时，我们

有必要思考数据应是一种什么

样的商品：

	  数据是否应像饮用水一样—

数量丰富且向全体人民免

费？

	  还是应像黄金一样—数量相

对丰富但属于有价资源？

	  或是应像钻石一样	–	为获得

最大价值，严格把控供给？

	  公共卫生可以集体利益为

重，但被忽视的疾病和罕见

疾病如何处理？

	  以我的数据交换你的数据这

种思维方式如何？

需要通过国际对话确定数据领

域的参与规则，即针对数据

的“公共准则”，以确保全人类

均得益于人工智能为医疗保健

做出的贡献。

在此领域，国际电联和世卫组

织提供的协作平台能够创造可

观的价值。

数据：创新的驱动力

数据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及公共

部门机构创新的驱动力。与利

用自然资源的方式相仿，如果

我们就如何提炼和分享数据达

成国际共识，则能从数据中获

取最大价值。

2019年12月4-6日，由美国亚

特兰大佐治亚技术学院承办的

国际电联大视野会议“信息通

信技术促进健康：网络、标准

和创新”，为此讨论做出了宝

贵的贡献。

人工智能与医疗保健是天作之

合。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在改善

医疗保健方面存在巨大机遇，

但仍有严峻挑战需要克服。我

们的观点聚焦于两项挑战：基

准测试和数据治理。

卫生领域一条耳熟能详的诫律

是：‘绝不能给患者造成伤害’

。在医疗领域推广人工智能容

不得半点差错。

这不仅是对人工智能成熟度的

真正考验，亦是对人工智能改

善人民生活潜力的实际测试。

我们将人工智能引入医疗保健

领域的经验必将会影响众多其

他领域的人工智能创新。

卫生领域一条耳
熟能详的诫律
是：‘绝不能给患
者造成伤害’。
在医疗领域推广
人工智能容不得
半点差错。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李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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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地释放数据在卫生领域的潜力

斯特凡·杰曼和乌利亚·哈斯佩尔撰文

博特纳基金会（Fondation	Botnar）首席执行官斯特凡·杰曼和政策官乌利亚·哈斯佩尔

我们正在目睹全球的

医疗保健从传统

的、反应式服务转

向由数字化解决方案推动的主

动式医疗和福祉/健康。

mHealth期刊最近发表的一篇

文章显示，75%的医疗保健公

司都在计划于2020年执行人工

智能（AI）战略。

这为继续释放人工智能和前沿

技术的潜力以改善医疗保健提

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受人欢迎，

然而，它也带来了需要回答的

重要的道德和社会问题。

随着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医

疗服务之中，健康数据的产生

和使用都在大幅增加，今后还

将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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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有成为强大
变革者的潜力，但
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将他们纳入关于
我们数字化未来的
集体讨论中来。

斯特凡·杰曼/乌利亚·哈斯佩尔

博特纳基金会首席
执行官/政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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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力量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变革机会，但是我们迫切需

要为健康数据的治理提出公平

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机遇与挑战

远程医疗、医疗聊天机器人/应

用程序和智能手表，再加上监

测社交媒体和网络数据，使人

们有机会通过数据更好地了解

健康从而加深对其的见解。

“我们的健康数据不断被记

录、存储和分享，但关于科技

公司如何使用公民的敏感数据

的规定却很少。”

此外，随着私营部门在设计数

字化福利解决方案的工作中发

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因此

既创造机遇，也带来挑战。

围绕着健康数据的治理结构，

开展了越来越多的重要对话，

但现在是将对话转化为具体行

动之时了。

目前的现状给公民的隐私带来

了风险，我们需要开发既能帮

助创新又能保护我们隐私的治

理结构。

健康数据的所有权

必须先解决健康数据的所有权

问题，才能确保公平。

从人权的角度看，健康数据的

所有权问题重重。有关公民信

息，尤其是数据的可见性和缺

乏隐私的问题很多。

我们希望看到情况有所改变，

即，企业和政府能负责任地、

透明地使用公民的数据。然

而，虽然新的权力结构主要是

针对个人，但是也针对社团机

构，这个情况正在出现，因为

大多数政府普遍不愿意监管大

型科技公司的活动。此外，企

业在系统性地承担人权责任方

面的抵触行为也加剧了这种情

况；新的针对个人的权力结构

正在出现，必须对此加以妥善

管理。

博特纳基金会 – 为了全世界孩子们的未来， 
从现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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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年轻人有更多的发言权

随着目前全球在数据和数字化

健康政策举措方面的努力，如

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

小组，《金融时报》和《柳叶

刀》“2030健康未来治理：在

数字化世界中健康成长”委员

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全球

数字化卫生战略草案》，我们

呼吁全球卫生界给予年轻人更

多的发言权和关注， 因为他们

中的很多人生来就天然是数字

化的原住民，使他们能参与塑

造一个公平和公正的未来。

年轻人有潜力成为强大的变革

者，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

们需要参与到我们关于数字化

未来的集体讨论中来。

在博特纳基金会，我们将开发

和实施数字化解决方案，特别

是人工智能，列为优先事项，

以改善中低收入国家年轻人的

健康和福祉。

我们希望确保年轻人不仅参与

其中，而且在创新解决方案的

设计、政策和全球议程的制定

中都拥有真正的力量和切实的

影响力。

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些挑战

和机遇。加入我们在人工智能

惠及人类全球峰会的专题会

议，我们将深入讨论这些挑

战，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

专家和权利专业人士一起探讨

面临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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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特纳基金会，
我们将开发和实施
数字化解决方案，
特别是人工智能，列
为优先事项，以改善
中低收入国家年轻
人的健康和福祉。

博特纳基金会首席
执行官/政策官

斯特凡·杰曼/乌利
亚·哈斯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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