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时代软硬件结合
成大趋势

除了专利申请数量，中国企业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层面也走得非
常快。《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
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应用范围广
泛，语音和视觉类产品最为成熟。其
中智能音箱是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

报告显示，全球智能音箱市场
增长迅速，国内外主要互联网企业
都有部署，包括谷歌、亚马逊、百度、
阿里巴巴和小米都已经布局。2017
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达到 232 亿美
元，中国市场占27%。其他如无人
机、智能家居、智能电网、智能安防、
智能医疗和智能金融也发展较快。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人工智能时代软
硬件结合的大趋势。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此前就曾提
出，在PC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多数
互联网公司很少有硬件产品。“但是
到AI时代，软件和硬件的结合越来
越紧密了，仅做软件恐怕是不行的。
软硬件结合也是AI时代一个非常重
要的特点。”李彦宏认为智能音箱的
火热充分利用了软硬件结合优势。

这种软硬件结合的趋势并不仅仅
发生在AI语音交互领域，在人工智能
的另一高地——自动驾驶中也将同
样普遍。比如，百度、英伟达等企业
都已经和传统车企进行了深度合
作。不过软硬协同也同时考验各个
玩家的抗风险能力和资金链。此前，
智能音箱遭遇“失宠”，被爆200多家
企业倒闭。百度智能生活事业群组
总经理景鲲认为，初创企业一定要瞄
准人工智能产业的垂直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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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消费力排名：
广东、浙江、江苏
分列“能挣会花”前三

谁的家乡最“能挣会花”？3月
13日，阿里巴巴公布了中国数字消费
力前十大省市，其中广东、浙江、江苏
跻身前三。这与最新公布的中国31
省市GDP排名基本一致。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2018年，消费支出对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6.2%，
这意味着消费力已成为国内经济增
长的第一引擎。

消费连续五年成为经济增长的
第一拉动力。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消
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进一步增强，并
强调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
放内需潜力。根据阿里巴巴最新公
布的这份中国各省市数字消费力前
十大榜单，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时代消
费力在不同地区的引擎作用。

这份榜单显示，除了广东、浙江、
江苏前三之外，紧随其后的上海、北京
和福建、河北成为“挣得比花得多”的
地区，山东、河南则“花得比挣得多”，
四川省的表现持平，均排在第8名。

这与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中
国31省市GDP数据形成印证：广东、
江苏、山东、浙江拿下前4位，上海排
在第11位。其中以浙江为例，尽管
在中国GDP排名第三，但在阿里数
字化消费力榜单上则扳回一城，位居
第二位，超过江苏。分析人士指出，
这可以看作是阿里巴巴平台效应在
数字经济大省的投射，在浙江促进数
字消费结果。

再仔细看这两份排名还可以发
现，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区域经
济越发达，数字消费力就越强。例如
长三角就是阿里巴巴新零售一体化
率先推动和发展的地区。2019年开
年，长三角新零售一体化交上一份靓
丽成绩单，阿里巴巴新零售新业态在
长三角地区分布最密集。截至2018
年10月15日，天猫新零售智慧门店
仅上海地区就已超过1.2万家。盒马
鲜生在长三角的门店数量占全国总
量近4成。2018年天猫双11，江浙
沪皖三省一市成交额总计596亿，占
全国总成交额的近3成。

得益于中国消费者收入提升和
中产群体扩大，2019年中国有望成
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阿里巴巴
最新一季财报披露，淘宝月度活跃用
户达到6.99亿，基于“人手一辆购物
车”的新零售新消费正成为促进强大
国内市场的重要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崔江

百度发布
3C维修保障升级计划

加大赔付力度
用户的苹果手机坏了，通过互

联网找到实体店，但在维修过程中
存在冒充官方维修情况，或者有些
商家上门服务，本来说好100元，
但上门后就地喊价要300元。类
似的线下行为不规范问题屡见不
鲜，用户的权益常遭受损失。

为更好地保障网民权益，百度
升级了维修行业的网民权益保障，
加大赔付力度。网民权益保障升
级后，网民在百度点击家电维修行
业、房屋卫浴维修行业、数码维修
行业的广告而因品牌或者资质冒
用情况，或者线下欺诈等造成实际
损失的，可向百度申请网民权益保
障，百度承诺先行赔付，付一赔三。

据悉，百度在2013年就推出
了“网民权益保障计划”，旨在保障

网民使用搜索引擎时信息真实性、
交易公平性的权益。6年来网民权
益保障计划多次升级，保障范围、
赔付金额逐年加大力度。

对此，中国广告业协会法律
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刘双舟教授表示：“互联网
平台愿意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
任，一方面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提高了平台的诚信度，有利于行
业的健康发展。从长远的角度来
看，平台的诚信度提升了，能切实
增强消费者对平台中产品和服务
的信心和信任，从而增加平台的
收益。另一方面，百度升级网民
权益保障力度，主动承担更大的
社会责任，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有效得到保障，从而有利于增强
消费者的信心。总体看，这是双
赢的趋势。

同时，百度与中国家用电器服
务维修协会、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多
方展开合作，共建行业规范。百度

与中国家电维修协会合作，摸索
“互联网+维修”模式，双方将在百
度上通过官方权威展示，对网民进
行正向引导，不断规范网上家电维
修服务企业信息，维护正规家电企
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共建诚
信、健康的维修行业。同时，百度
与中国消费者协会合作，将在315
期间推出“美好生活 信用为先”主
题短视频征集公益活动，倡导经营
者依法诚信经营，鼓励引导消费者
依法主张自身权益。

百度AI
技术能力

助力消费者权益保护
对互联网企业而言，保障网

民权益本质上是发挥互联网平台
能力，通过AI技术和创新建立商
业生态。资料显示，百度搭建了
AI 内容风控一体化服务解决方
案，通过风险策略模型、平台服务

及服务应用三个层次的全面防
御，持续通过技术和创新解决维
修行业问题。目前，建立了30余
万的黑名单词库，利用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和深度学习技术两条技
术主线建立变体识别模型，当前
变体词库超过10万，线上变体风
险占比降低59.2%，高峰时期增量
日均拒绝 152.36 万。此外，百度
引入歧义消解模型提升品牌识别
的准确率，新增覆盖1200个TOP
风险行业品牌，并对3C维修品牌
进行了主动保护，2018年百度打
击变体词广告超过3.51亿条。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副
理事长刘文杰表示，百度通过对维
修行业的网民权益保障升级和行
业深化合作，能够进一步规范经营
者的诚信依法经营，为网民创造一
个更具保障性和安全性的网络空
间，将驱动整个3C维修行业良性
发展，为未来行业治理打造样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崔江

百度旗下软硬件一体化的
人工智能生态已经形成
在过去一年中，无论是在软件还

是硬件领域，小度都取得了了不起的
成绩。根据Strategy Analytics的报
告，小度系列智能音箱出货量在2018
年第四季度升至全球第四，国内第二，
增长率全球第一。

截至2018年12月，搭载DuerOS
的激活设备数量达到 2 亿台，而
DuerOS在 2018年 12月语音交互达
16亿次，并连续八个季度实现数据翻
倍；小度系列硬件产品也深受用户喜
爱，在各大电商平台销量名列前茅。

景鲲表示：“作为中国对话式人工智
能的开创者，在百度的推动下，基于语音
对话的人工智能产业全面爆发。从
2015年百度世界发布‘度秘’，到2017
年发布DuerOS并与硬件合作伙伴广泛
合作，到2018年发布一系列小度智能硬
件产品，小度正在进入千家万户，成为用
户贴心可靠的助手。至此，百度旗下软
硬件一体化的人工智能生态已经形成。
我们将致力于打造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
个人助手服务，用人工智能让人和设备
的交互更自然，让生活更简单美好”。

百度人工智能新品补贴加持
小度新品现货超低价入手
此前，百度发布的小度电视伴侣

和小度在家1S已经获得了市场的认
可。作为AI领域的新物种，小度电视
伴侣定位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家庭影
院”，让你彻底摆脱遥控器；而小度在
家1S，它拥有全新外观设计与硬件配
置，升级了颇受好评的儿童模式，并在
内容资源上获得进一步扩展。

为了让人工智能硬件产品更快速
地普及到更多用户，针对小度智能音
箱类产品百度还推出百度人工智能硬
件补贴政策。

新发布的小度电视伴侣发布价格
799元，通过百度人工智能硬件补贴
100元，叠加新品限时优惠100元，到
手价仅需599元，物超所值。而小度在
家1S发布价格499元，通过百度人工
智能硬件补贴100元与新品限时优惠
70元，叠加后到手价仅329元。两款
产品即日起现货发售，消费者可在小
度商城，或苏宁、京东、天猫、国美、拼
多多、网易考拉等渠道直接购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崔江

中国人工智能专利领先全球
AI时代软硬件结合成大趋势

3月12日，《日经亚洲评论》发布的“日经人工智能专利50强”榜单显示，中国企业过去3年在人工
智能专利方面异军突起。中国企业已迅速冲到其国外同行的前面，逐步成为“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其中百度作为人工智能国家队代表，专利数量中国第一，全球排名第四。

专利数量也从侧面反映了人工智能已经在中国成为新的“风口”。包括从华为、百度、阿里巴巴、
腾讯等这样的巨头，到无数的创业公司都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的基础技术和应用。特别是软硬件结
合领域，中国企业正在发力。

百度发布3C维修保障升级计划
AI技术能力助力消费者权益保护

以后网民在搜索上点击
手机维修、家电维修、浴霸维
修等3C维修广告时，再也不
用担心了！

3月13日，百度发布维

修行业网民权益保障升级计

划，用户在登录百度账号后，

点击 3C 维修广告受到虚假

欺诈的情况，能够付一赔三，

同时百度承诺将先行赔付。

百度和中国家用电器服
务维修协会联合发布的《互
联网3C维修用户行为报告》
指出，3C维修通过互联网搜
索的需求逐年上升，且年轻
化趋势明显，80后、90后成
为主力军。但报告同时指
出，3C维修行业乱象丛生，难
以监管，主要瓶颈在于提前
监控和事后的判断。

搭载DuerOS的智能设备
激活数量超2亿

百度旗下软硬件一体化的AI生态已形成

制图 高翔

中国人工智能专利
领先全球

“日经人工智能专利50强”榜单显示，
在2016年至2018年的3年中，跻身该榜单
的中国企业数量从8家激增至19家。数据
显示，百度专利申请数量达到1522项，全
球排名第4位，国家电网公司排名第6，专
利数量为1173项，腾讯排名第8，专利总数
为766项。

而2018年底中国专利保护协会《人工
智能技术专利深度分析报告》也显示，近年
来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在我国达到了空前
的热度。近十年来，在中国进行专利申请
的年度增长率明显更高，尤其是最近两年，
几乎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这一增长势头
目前没有减缓的迹象。

《人工智能技术专利深度分析报告》显
示，国内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五的申请人依
次为百度、中国科学院、微软、腾讯和三
星。榜单以企业为主的现象也说明企业正
在成为本轮人工智能发展的引领者。

不过，对于中国专利数量的增加，有专
家表示，专利数量增长的同时，更需要重视
专利质量的提高，解决专利“多而不优”的
局面，实现专利事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3月13日，百度发布维修行业网民权益保障升级计划。

百度发布了两款对话式人工智能硬件设备——小度电视伴侣和小度在家1S。

“搭载DuerOS的智能设备激活数量已经超过2亿。”近日，百度发布了两款对
话式人工智能硬件设备——小度电视伴侣和小度在家1S，百度智能生活事业群
组（SLG）总经理景鲲还透露了DuerOS的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