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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制定成功的 AI 策略？ 
从领导力和愿景出发

“优秀的领导者通常都是杰出的简化主义者， 
  他们可以破除争议、辩论和猜疑， 
  提出人人都能理解的解决方案。”

− Colin Powell

人工智能信息 (AI) 现已充斥于市场、媒体和社交渠道。毋庸置疑，这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但是，要
拨开这些市场炒作和夸大承诺的重重迷雾，真正了解 AI 在实际和可靠解决方案中的运用，却并非轻
而易举之事。与大多数技术进步相同，若要将新技术融入业务流程之中，则需要强大的领导力以及所
有利益相关者都能轻松理解的有效指导方针。

优秀的领导者能够平衡战略与战术、未来愿景与当前现实以及优势与劣势 — 一切宗旨在于实现明确
目标。优秀的领导者还了解，人才是组织最宝贵的资源。要想激励员工进步，就必须在认识到他们内
在劣势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我们许多日常的人类体验和互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机器或设备。技术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因此，我们需要评估如何更好地利用机器优势（同时认识到它们的劣势），提高我们理解和改
进世界的能力。

由于机器学习方面的进步，我们能够创建出先进的系统，这些系统可通过持续学习自动处理复杂的任
务。可以说，这些计算机的智能水平取决于它们完成的任务以及在执行这些任务时与我们交互的方
式。计算机的确可以根据我们所提供的信息来学习、理解和评估世界。

技术的发展程度已超出了告诉机器如何使用我们数据的阶段。现在，机器可以自行学习从数据中发现
的模式和异常。由于数据本身的规模和复杂性，这些模式和异常是我们人类思维难以企及的。计算机
的优势在于能够可靠、有效和准确地分析大量数据而不知疲倦。

但是，计算机不了解策略，而是局限于以较为智能的方式执行特定任务。其学习和提供见解的能力 
也有一定的局限。此时，仍需人类来处理这些见解，确定它们在实现我们既定目标的宏观策略中所发
挥的作用。

如果我们可以驾驭机器和人工智能的优势，同时认识到它们的劣势，便可以利用当前技术铸就成功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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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评估如何更好地

利用机器优势，提高我们

理解和改进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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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知识
要了解人工智能在当今的意义，就必须先对该术语进行定义并了解其基本知识。

人工智能是训练系统通过学习和自动化来模拟人类任务的科学。其核心是，机器能够学习如何运用逻

辑和原因来从极为复杂的数据中获取见解。简言之，机器通过识别数据自身内部模式和关系，从接收

的数据中获取见解。

机器可以摄取大量信息，提取关键特征，确定分析方法，编写代码来执行分析和生成智能输出 — 一切

都通过自动化流程完成。如果运行正常，该自动化流程几乎不需要人类干预（尽管微小干预便会产生

重大影响）。

基本构建基块和关键因素
人工智能包含以下核心技术：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以及预测和优化。机器

需要从数据中获取见解并生成结果的基本技能并不新颖。40 多年来，SAS 一直是机器学习领域的先

行者；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SAS 也具有近 30 年的深厚技术。我们的基础强大而稳固；我们的分析

技术也独具创新性。

图 1：SAS 支持和推进人工智能核心技术。

除了核心技术，真实 AI 解决方案需要工具来管理数据和实现大规模部署。SAS 可帮助组织完成从

数据管理、虚拟化到决策支持和部署的整个分析生命周期 。

由于数据量的不断增加和计算能力的大幅提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能力得以扩展。计算能力的提升

使得计算机能够利用更好的算法来摄取更多的数据和运行更大的模型。机器可以持续分析大量信息

并以极快的速度将它们读取、聆听和观察到的内容转换为智能见解。

预测与优化

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视觉

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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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入见解，我们必须教会机器以更人性化的方式来理解我们并与 

我们互动和交流。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输出结果，或者不能通过语言以直观方式提供新输入，那么机器所学习、理解和推

理的内容将毫无意义。在自然语言处理 (NLP) 基本技能的基础之上，机器学习方面的进步扩展了语言

能力，促进了人类与机器之间更强大的协作。机器现在可以通过文本和语音方式与我们聊天，同时通

过每次交互体验持续学习和获取见解。它们可以分析语言的细微差异（例如俚语、讽刺和惯用语），捕

捉人类情感、蕴意和意图 — 这些都将促进自然语言理解 (NLU)。

构建 AI 能力
可以独立或共同使用这些元素（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以及预测和优化）

来构建 AI 能力。该能力是您希望机器执行的作业任务，需要您考虑要实现的目标。AI 能力可以持续

学习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数据条件。

以下是如何在业务环境中使用 AI 能力的一些建议：

• 模式识别：了解客户金融交易的典型趋势或行为，发现账户支出数据中的异常，识别可能的欺诈 

行为。

• 预测：捕捉数据中的短期和长期变化，改进能耗预测。

• 分类：检查动物跟踪图像并按物种进行分类，以支持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 图像识别：确定原始 CT 扫描中的结节为恶性还是良性结节。

• 语音转文本：将客户呼叫中心语音消息转换为文本，用于侦测情感和进一步分析。

• 认知搜索：将在线购物者的兴趣与其他购买类似商品的顾客进行匹配，从而向其提供个性化 

建议。

• 自然语言交互 (NLI)：告知软件应用程序生成销售收入预测报告，无需自己动手运行报告。

• 自然语言生成 (NLG)：总结分析大量文档集合所得出的结果。

而后可以根据您要解决的问题，独立或结合使用这些 AI 能力来构建 AI 应用程序。所有 AI 应用程序

视目标和数据而定。

AI 能力可以持续学习和适

应不断变化的数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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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 AI 机会
AI 需要实现特定目标。您的目标并非千篇一律，AI 应用程序也不应如此。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些元素

和能力来构建 AI 系统，则需要制定可衡量且深思熟虑的策略步骤来实现您的特定目标。

图 2：SAS 应用 AI 的方法。

以下是各行业如何运用 AI 的一些示例：

• 银行：通过自动化金融顾问提供欺诈检测、信用和风险分析以及市场建议。

• 政府：智慧城市中的传感器融合以及执法机构的面部识别。

• 健康和生命科学：处理过去病历记录、生物医学成像和健康监测数据，推动预测诊断的使用并 

改进患者护理的响应时效。

• 制造和能源：供应链优化、生产期间缺陷自动化检测和能源预测。

• 沟通和零售：优化的聊天机器人功能、个性化购物体验和针对性建议。

模式识别 • 分类 • 图像识别 • 语音转文本

认知搜索 • 自然语言交互 • 自然语言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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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实施方面的高管领导力
成功实施 AI 应用程序需要进行大量投资和规划。如果缺乏整体性策略，则会在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

者采用方面受阻。制定业务策略时，需要了解的是，分析和 AI 只是其中一部分。

要想有效运用 AI，就必须制定与宏观业务战略相一致的策略，始终考虑人员、流程和技术的融合 

问题。

• 人员：首先，人才是组织最重要的资源。您必须投资以下人力资源：在应用程序构建机器学习方面

具有专业技能的数据科学家；确保实施相应基础设施以支持这些应用程序的系统工程师；监管企

业实施的解决方案架构师；了解数据内部特殊因素以及应用程序潜在业务价值的业务顾问。

• 流程：其次，考虑企业内部需要进行的组织（以及可能的文化）变革。开发人员与 IT 之间必须紧密

协作，以确保及时实施模型。必须在两个团队之间明确并达成相关期望要求。如果无法投入实施， 

再优秀的深度学习模型也会失去价值。此外，您需要大量丰富数据。您必须确定需要分析哪些数

据，需要在数据收集中捕获哪些因素，以及将使用哪些方法在您的 AI 系统中运用这些数据。确保

用户了解使用 AI 应用程序输出的期望，并创建简单的流程来捕获输入，以定制更为准确且更符合

特定业务需求的解决方案。

• 技术：图形处理单元 (GPU) 可以大幅缩短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时间，但需要硬件投资。还应考虑

流式处理能力，因为这可能有助于从源头获取数据。尽管 AI 技术较为复杂，技术本身仍是策略中

较为简单的部分。采用和实施的阻碍在于人员和流程方面，因此确保在设计任何 AI 策略时，重点

关注、考虑和管理这些方面。

要想有效运用 AI，则必须

制定与宏观业务计划相一

致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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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工智能整合到您的分析策略
在推动策略方面，适时采用适当的战术是实现成功的重要因素。人工智能虽然受到了大肆宣扬，但其

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合适解决方案。想了解在宏观策略的框架内运用这些能力的位置、时间和方式，

则必须具备行业和分析方面的专业知识。

同时，人工智能不应作为一种“黑盒”工具，不能与其他组织策略分离开来。有一些问题适合使用传统

方法解决，也有一些问题适合运用人工智能来解决。SAS 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将传统和现代机器学

习方法结合到同一平台中，使用整合性安全模型处理同一数据。该方法简单易用 — 单一平台，适合任

何分析方法。

我们认为，任何存在数据的地方都会运用到分析能力。因此我们在 SAS® 平台中嵌入人工智能能力。 

随着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不断进步，您能从未来的 SAS 技术改进中受益无穷。我们平台的目标是

支持整个分析生命周期，因为我们了解，精心设计和实施的分析策略会帮助组织实现更大成功。

优秀的领导者能够平衡战略与战术、未来愿景与当前现实以及优势与劣势，从而实现明确目标。

您了解自己的策略，而我们了解分析技术。利用我们的帮助，您可以将高级分析（包括人工智能）能力

整合到您的策略中，根据自己的目标了解不同方法的优势和劣势。如此，我们便可以合作运用恰当的

实际分析能力，通过设定明确路径来帮助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愿景。

详细信息
如需详细了解人工智能和 SAS AI 解决方案，请访问 sas.com/ai。

 

优秀的领导者能够平衡 

战略与战术、未来愿景与

当前现实以及优势与劣势，

从而实现明确目标。

https://www.sas.co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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