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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人工智能如水电
无所不在
2019数博会人工智能全球大赛成都分赛区 3 强

莫凡 摄

2019数博会人工智能全球大赛——
—

成都分赛区3强项目出炉
分别是城市级超窄带物联网、云图睿视、工业焊点缺陷智能识别技术
本报讯 4 月 15 日，2019 数博
会人工智能全球大赛成都分赛区
在大鼎世纪大酒店完成最后 16 进
3 的选拔，城市级超窄带物联网、云
图睿视、工业焊点缺陷智能识别技
术三个项目冲出重围斩获前三名，
并分获 5 万元、3 万元、1 万元现金
奖励，成都分赛区比赛就此落下帷
幕。 此外，因有参赛队伍现场弃权，
决赛只有 15 支队伍参加。
据介绍，本次成都分赛区决赛
评审团从技术创新、商业模式、项

目团队和现场表现四个方面进行
综合评分。
参赛团队主要以 PPT 路演形
式介绍项目， 在此过程中可以使用
成果展示及其他辅助说明创意的方
法。 每支参赛团队拥有 8 分钟时间
进行解说和演示， 每支队伍答辩限
时 5 分钟。
最后由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业
界知名专家担任评审， 他们围绕技
术创新、 商业模式和项目团队进行
打分。 评选出得分最高的 3 个优秀

人工智能大赛
发现“潜力股”的平台
访美人鱼资本合伙人朱炫蓉

■
人
物
访
谈

项目作为本次决赛获胜的前三名，
并将代表西南地区参加 5 月底在贵
阳举办的 2019 数博会人工智能全
球大赛半决赛及总决赛。
本届 2019 数博会人工智能全
球大赛由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组委会 （数博会组委会）主
办， 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
盟、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戴尔
（中国） 有限公司、 腾讯云计算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等相关合作
伙伴达成战略合作，由贵州省大数

创新平台
拉长人工智能生态链
访贵州优特云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罗华

而作为人工智能大赛评审之
“
贵阳，在数据平台开放的做
一，朱炫蓉认为贵阳数博会举办人
法是超前的， 而中国人工智能开
工智能大赛，将会成为一个真正连
放创新平台就是将这些数据资源
接人才、AI、数据的优质平台，而人
提供给需求方， 让人工智能更加
工智能大赛产生的选手将成长为
融合到各行各业中。 ” 4 月 15 日，
中国乃至世界 AI 产业的领军人
贵州优特云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
物， 让人工智能更赋能城市
监罗华在 2019 中国国
发展和人类生活。
际大数据融合创新·人
2017 年，数据显
工智能全球大赛成都
示贵阳市大数据企
分赛区加速培训
业达到 1200 户，实现
营上说。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817
其实， 人工
亿元，大数据企业纳
智能在国内被公
税额 110 亿元，以大
认是一个门槛较
数据为代表的新动
高的行业， 相较
能对经济增长的贡
于美国的数据开
献率达到 33%， 为贵
放及资源共享程
阳市经济增速连续 5
度， 中国的小型
年位居中国省会城
创新公司处境尴
市第一、实现跨越式发展注
尬。 因为国内的
朱炫蓉向参赛队伍提问
入了强大动能。
几大创新平台相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
“
对封闭， 都是以
贵阳市多年发展大数据产业，吸引
企业为单位， 专注于各自的纵深
了众多商界大佬将产业落地贵阳
领域，无论是核心技术、数据还是
发展， 助力贵阳甚至贵州经济发
资金，不会对小型创新公司开放，
展。而人工智能也将在贵阳这片沃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一部分
土中为人所用、为贵阳所用。 ” 朱
创新力量。
炫蓉说。
本报记者 张晨
2017 年 4 月 11 日，中国首部
设区市层面大数据方面的地方性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
法规——
开放条例》正式对外发布，对贵
人工智能赋能交通管理：让出行更便捷
阳市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发挥规
本报讯 导致交通拥堵因
警，该如何在拥堵情况下布置
范、推动、引领和保障作用。
素多样，人们该如何避堵？ 在
红绿灯和如何出警等。
随后，国务院印发的《新一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融合创
例如，A 点有一位急救病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提出，到
新·人工智能全球大赛成都分
人，但医院在 B 点，这套系统
2020 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
能在紧急情况下，通过合理控
赛区路演中，成都蓉汇智翔科
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制该路段红绿灯，让拥堵车辆
技有限公司的交管辅助决策
“基于这样的契机，以及贵
合理分流，确保救护车在通过
系统给出答案。
阳市先前累积的大数据发展基
拥堵路段时顺畅快速。
交管辅助决策系统，通过
础，贵阳市政府牵头，联合英特尔
目前， 该系统已经在贵
输入交通数据以及交管数据，
（中国）有限公司、中国人工智能
阳、桂林等地有了实际应用。
便可生成一个交通控制系统，
产业创新联盟共同建立中国人工
（本报记者 张晨）
在紧急情况下，系统会告知交
智能创新开放平台。 ” 罗华说。

“今天上半场路演十分精
彩， 各个团队项目涉及交通、医
疗、水质检测等方面，让人们看到
了人工智能赋能的更多可能
性。 ”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融合
创新·人工智能全球大赛成都分
赛区评审、 美人鱼资本合伙人朱
炫蓉略微激动地说。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
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
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
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
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
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
“
人工智能是大数据一个细
分领域， 在投资市场上也是未来
选择方向。 ” 作为投资公司合伙
人，朱炫蓉在上半场的路演中，对
于成都蓉汇智翔科技有限公司的
交管辅助决策系统另有想法，“
您
说该系统在贵阳已经应用， 但作
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贵阳人来看，
交管辅助决策系统是否实际上解
决问题，团队应更加深入思考。 ”
人工智能不能只是一个理念
或者规划， 应当在各行各业中应
用到实际中，形成产业化发展。

据发展管理局、贵阳市人民政府作
为支持单位，由贵阳块数据城市建
设有限公司承办。
本届大赛总奖金池 245 万元，
共设置六大分赛区，其中三个国际
赛区分别在中国 （北京）、 德国
（法 兰 克 福 ）、 以 色 列 （特 拉 维
夫）， 三个中国分赛区设在武汉、
成都、深圳，大赛半决赛和总决赛
将于 2019 年 5 月底数博会期间在
中国贵阳举行。
（本报记者 张晨 谢孟航）

这个由官、产、用联合打造的
人工智能创新综合服务体，汇聚了
贵阳的大数据资源和英特尔的核
心技术。与一般的创业孵化机构完
全不同，中国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
台有来自政府、企业在资源与技术
上的鼎力支撑，有更开放的平台机
制和活跃的生态要素。
“
平台在数据资源方面，基于
贵阳在大数据方面的先发优势，
无论数据开放的力度、 所下的功
夫和投入的成本， 在全国乃至世
界范围内也是领先的。 ” 罗华说。
作为 2019 数博会三大板块
之一的“人工智能全球大赛” ，征
集了 1000 余个人工智能项目。 而
这个平台便可以为这些项目提供
想要的图像视频数据资源以及其
他，助力项目落地孵化。
“
目前，平台已有贵州翰凯斯
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贵州锐动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贵州迪谱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等 11 家致力于人工
智能的实体入驻企业和 57 虚拟入
驻企业。 ” 罗华介绍。
平台除了构建人工智能创业
生态， 还搭建了包括高性能服务
器、网络设备、安全设备等在内的
人工智能硬件基础设施， 并整合
FPGA 开发板、计算终端、开发台
式机、外设等 AI 套件，打造人工
智能开发套件环境等。
“除了给人工智能研发团队
提供数据资源自以及计算资源
外， 平台还致力于人工智能生态
社区的人才培养， 借助一年一度
数博会举办的人工智能大赛发掘
人工智能研发团队， 为其提供优
质的研发环境，同时也对学生、老
师以及从业者提供人工智能的培
训以及沙龙活动等， 为打造人工
智能生态链构建提供人才保
障。 ” 罗华说。 本报记者 张晨

“毒检设备检测效率、 时间是多
除了吐沫作为检测样本，是否还
少？ ”“
有其他呢？ ”“
目前在毒检中，吐沫检测
是最为准确的。 ” ……
4 月 15 日， 在 2019 数博会人工智
能全球大赛成都分赛区决赛现场中，智
能现场快速毒检设备项目负责人刘卓
正在接受评审各种提问的考验。 这只是
众多项目接受比赛考验的一个缩影。
据悉， 人工智能大赛成都分赛区自
3 月 10 日开始项目招募， 截至 4 月 5
日，有效报名项目达 221 个，最终有 16
个项目参加决赛。 收到的报名参赛项目
涉及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人工智能
算法等领域，可应用在生活、工业、医疗、
交通、农业、文化、教育等多个行业。
在 16 支参赛队伍路演现场的大荧
幕上，突然显现了这样一组数据。 “十
三五” 期间，全国共有 343 个水质需要
改善国控单元；增设水处理检测站国家
级 1 座、省级 38 座、市级 288 座……就
是这样一组有关水生态的数据在大荧
幕上让现场观众十分讶异，而参加比赛
的智联源净——
—超灵敏水质监测平台
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诞生的。
—超灵敏水质监测平
智联源净——
台，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云
技术平台， 实现水务的智慧化管理，可
以检测水的温度、PH 值、铅离子等重金
属离子，为政府实现水源管理决策提供
专业的数据支撑。
“就国内目前的检测设备，人工采
样操作复杂，频次低，效果不太理想，基
于这些问题我们就推出了该平台，核心
技术在于智能微凝胶与微流控的超灵
魂的治流化管理。 ” 四川纵目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副总监王弘致说。
听完王弘致介绍后，现场评审反问
平台产品和市场的发展阶段是什么样
的。 “
公司目前只负责提供技术的研发
和迭代以及数据采集之后应用，市场主
要交给其他公司来完成。 企业跟政府
走， 这些需要专业市场团队来完成，学
生团队还是技术顾问作为主线，前期我
们会把市场交给一些公司来做。 ” 王弘
致回答。
就在你来我往中， 从产品市场、融
资情况再到产品优势，一个在生态方面
的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便呈现在眼前。除
了在水务上的应用， 在 16 个参赛团队
中，人工智能在医疗方面的应用也十分
精彩。
据中国残联调查，我国肢体残群超
过了 2400 万， 这些患者如果在早期获
得有效的康复治疗，他们很大可能是可
以恢复自己的自理能力，为什么还有这
么多的残疾人士呢？
艾铂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王瀚璇
的一个问题让现场观众陷入沉思，“那
是因为受伤人士完全依赖医师一对一
康复，有效时间短，缺少量化的康复评
估效果，就这样 iBone4.0 康复外骨骼机
器人应运而生。 ” 王瀚璇解释说。
iBone4.0 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可以
实时检测康复者的信息，将病人活动信
息上传数据平台，医师利用平台的数据
进行科学的康复指导，同时数据平台收
集多个患者的优良康复信息反馈到机
器人上， 用来指导个体的康复治疗，这
样形成了整个人工智能生态系统闭环。
在 15 支队伍选手与评委你来我往
的博弈中， 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的 “战
争” 落下了帷幕。 现场评审们纷纷表示，
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驱动
着时代的变革，它将为“万物互联” 之
后的应用问题提供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在服务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应用到
了客服中心和餐饮服务机器人；在医学
领域，人工智能将协助医生进行研究和
手术……人工智能已经从热议的技术
话题逐步渗透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未来，人工智能将像水和电一样无
所不在，可以进入到教育、医疗、金融、
交通、智慧城市等几乎所有行业。
本报记者 张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