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11 月

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前所未有的协作体验
今天、明天、抑或未来

…
本次研究赞助商

当下的会议技术=传统守旧
相较于以往任何时候，当下的全球商业环境不仅更加富于变化，竞争也更加激励。想要在这样一
种快节奏的商业环境中取得成功，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良好的声誉、庞大的销售团队、或能够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示中心。
要在当下的商业环境中取得成功，企业需要通过正确的方式，将正确的人聚集在一起，快速高效
地完成相关工作任务。对客户需求的敏捷性和响应能力则正是下一代企业格外看重的一点。但是
要将生产率和绩效提升至新的水平，取决于企业能否为全世界各地的员工提供恰当的工具。这就
需要先进的会议技术来大显身手了。
在当今社会，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会议以及会议室，尤其是视频会议。
下表重点展示了对超过 300家企业用户在 2016年第 4 季度的调查结果。针对目前视频会议使用
率比过去更多这一点，超过 90%的用户均表示同意（或强烈同意）。值得注意的是，表示强烈同意
的被访者比例占到了 66% ,明显高于一年前 50%的统计数据。
用户们还反映一点，那就是网络和语音会议的使用率也在上升。

强烈同意

比较同意

不同意

弃权

目前，我更多地使用视频会议技术

66%（50%）

25%

8%

1%

目前，我更多地使用网络会议技术

59%（45%）

30%

10%

1%

目前，我更多地使用语音会议技术

40%（21%）

29%

28%

2%

目前，我更多时间在家办公

28%（24%）

34%

3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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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现在需要与同事更加频繁地
协作
我们公司在去年刚刚扩展了统一通信
解决方案的部署

51%（45%）

40%

7%

2%

52%(N/A)

32%

10%

6%

正是由于众多技术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的不懈努力，近年来，会议技术的易用性得到了显著提升。
然而，尽管在需求量、利用率和易用性方面持续增长，但电话会议在组织、参与以及结束过程和
流程方面的变化却微乎其微。许多与会议相关的问题仍然长期存在，包括：
过程及流程 –大部分企业的会议主持人和参与者必须掌握一定的会议流程知识（比如使用哪个系
统、如何使用该系统、遵循怎样的流程顺序……）
，才能顺利完成会议的主持。而且这一流程在很
多时候都取决于用例、地点以及所采用的技术。对于偶尔或不经常使用会议设备的用户来说，这
一点格外具有挑战性。

费力且乏味 –尽管会议技术在不断进步，但仍然需要主持人通过多个步骤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
手动选择被邀请者、寻找会议地点、记录密码等等。虽然这些步骤都不是特别复杂，但是要耗费
一定的时间，而且如果邀请错误，还会造成会议延迟，影响会议气氛。
应对会议室空间挑战 –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由于采用了具备过多不必要功能的多个复杂系统，
以及通过多种方式来完成类似的工作任务，使得从不同共享会议空间加入会议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而不同会议室在设备和流程方面的区别则让情况雪上加霜。而且大部分会议室仍然遵循一场会议
由一人主导控制的老掉牙方案。这绝对不是敏捷工作方法所具备的特点。
会后问题 -通过电话会议和面对面会议，企业可以针对部分最重要议题进行沟通、探讨和决策。但
是开会的价值在会议结束的那一刻戛然而止，然后大家（与会者、行政助理、直接汇报人……）就
纷纷开始整理笔记或者对后续工作进行跟进。因此，企业亟需一套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下会议技术的真实现状
上述几点强调了大多数企业当前在会议组织和会议环境方面的真实情况。当前的会议技术缺乏直
观性，仍然依赖人工操作，而且存在不一致性，从而造成企业在低价值工作上浪费了大量时间，
会议效果或会议时长因错误和技术性问题大打折扣，同时支持成本明显上升，企业整体的灵活性
和生产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但幸运的是，这种局面是可以被扭转的。人工智能（AI）将帮助企业有效扭转当下的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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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工智能（AI）
近年来，很少有话题能像 AI 一样引发企业界如此的躁动和疯狂。有些热衷于憧憬未来的人群将
AI 视为拯救企业于水火的绝佳方案，而另外一部分人群则将 AI 视为影响就业保障和整个人类（或
许有些夸张）的巨大威胁。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搞清楚 AI 到底是什么，或者 AI 并非是什么，
而后者或许才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简单来说，人工智能其实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研究如何通过计算机模拟智力行为。
这样一来，计算机就能通过智能化的“表现”展现出类似于人类的“行为”。
然而以机器替代人力绝非发展 AI 技术的目的所在。AI 其实是利用计算机通过为其服务的人群解决、
处理、简化工作任务而提升价值的一种方法。是不是看上去非常友好？
AI 是一种概念，而非一种特性、功能或设备。AI 概念中包含让 AI 成为可能的一系列功能，主要包
括（但不限于）：
机器学习 (ML)– AI 概念之一，即机器通过经验进行学习（以提升其性能或精确度）。
机器感知 –即机器接收、解析和利用感官数据的能力。机器感知的形式有很多种，主要包括：
-

机器听觉 -即机器聆听声音并对声音做出响应的能力。机器听觉的具体应用包括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实现机器对口语的实时理解）以及说话人识别技术（让机器根据之前存储的声
音样本对说话人进行识别）。

-

机器视觉 –即机器“看见”、解析和理解视觉元素的能力。机器视觉的一个应用案例即面部
识别，也就是说机器通过将实时图像数据与之前存储的数据进行对比来识别人的身份。

社交智能 –也是 AI 的概念之一，即机器试着识别诸如情感等社交线索，并对其做出恰当响应。社
交智能被广泛用于客户支持情境。

AI 在会议领域的应用
根据维基百科记载，AI 这一学科于1956 年由达特茅斯大学首创。60多年过去了，AI 学科仍远未
走向成熟。但 AI 的应用正不断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家居、汽车、工作等等，而这
一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计算机处理和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
有些人可能尚未意识到在 AV和会议领域早已出现了 AI 的身影。举个例子，许多音频系统能够通
过对其周围的环境进行“学习”，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性能，以降低背景噪音，避免甚至消除回音。
然而在不久的将来，AI 在会议方面的应用将提升至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为了能将 AI 更好地应用
于会议体验和企业会议室，众多方案供应商也在日以继夜地投身新方法的研究。
在这一领域，AI 创造价值的途径数不胜数。而这一领域最引人注目、最有价值的 AI 应用可能仍有
待考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 AI 在会议领域的部分常见应用总结了出来，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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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领域的挑

当下的体用户验

人工智能的优势

战性难题
用户体验不够直观 用户要通过多个步骤
（通常比较混乱）来控
制会议环境

协调资源可用性、任务
会议日程安排和会
项以及笔记记录很耗费
议管理等普通工作
时间

会议系统包含多种不同
的控制系统，可能无法
解决方案使用不便 轻松适应所有类型或风
格的会议（比如头脑风
暴、外部展示、培
训……）

解决方案的增值能
用户需要整合会议环境
力仅体现在会议期
外出现的相关任务和洞
间
见

•

•
•
•

系统能够识别出你是谁--能够提供背景资料（无需登录、输入密码
等等）
，甚至能针对可能会对这项工作起支持作用的其他人提出建
议
通过语音指令实现自然交互
通过内置的过程理解能力自动处理工作任务
通过开放相关信息权限来避免同时使用多套系统

•

智能虚拟助理：

•
•
•
•

自动处理并简化流程
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和情境/态势感知能力
大幅削减工作量
消除大部分出错风险

•

对后续会议日程的安排、笔记的分发、行动时间以及相关内容进行
协调

•
•
•
•

通过语音交互消除人工指令
通过内置的过程理解能力加速并简化各项操作
通过访问相关信息来支持更有价值的交互
通过态势感知能力提供相同的 UI／工作流程，而无需考虑系统／地
点
通过会议情境理解能力简化会议流程（全体与会者静音、关注实时
发言者）
任何与会人员均可使用语音指令（并非只有控制触摸屏或持有遥控
器的人员）

•
•

增加会前及会后附加值，例如：
- 自动创建和分发日程表
- 自动创建和分发会议记录和会议总结
- 针对基于具体情境增值的方式提供建议（比如 John是这里的
一位专家）
- 自动分配任务，自动跟踪任务进度
- 分享相关内容和相关资源

上表中的内容揭示了 AI 的本质，那就是代表人类执行一系列任务，从而为人类提供帮助。简言之，
在会议领域，AI 通过加速和简化会议排程和实施以及提高会议价值，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从
而帮助我们节省更多时间，让我们能够把精力放在其他一些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工作上。

方案亮点 － AI 在思科协作产品组合中的应用
作为本次研究的赞助商，Cisco Systems
（思科系统公司）也是在会议环境中发展 AI 应用的思想领
袖和技术先驱。
思科的部分 AI 应用已经问世，并已经在市场上存在了一段时间。在一张思科提供的图表中（如
下），我们可以看到思科目前可提供的部分 AI 应用示例，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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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自上世纪 90 年代推出的视频会议终端即已具备了媒体适应能力，能够通过检测网络
问题和调整连接详情来优化用户体验。

-

思科推出的 Webex DX80小型会议视频解决方案采用了多种话筒波束成形技术，通过检测
与系统相关的与会者地点以及 屏蔽来自其他地点的声音，进一步优化音频体验。

-

思科推出的 Speaker Rrack 60 摄像头利用机器听觉和机器视觉能力来识别面部信息和地点
信息，从而通过摄像头实现自动语音跟踪。

然而上图中所列出的这些 AI 能力只是冰山一角。思科目前的 AI 战略将 AI 能力分成了 5 各层次，
具体包括：
-

第 1 层 -指令和控制 –通过机器听觉和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实现语音响应，从而简化会议设
置机制。

-

第 2 层 -自然语言理解 –通过 AI“机器人”（一种可模拟对话的机器算法）来处各种重指令，
协助会议管理。

-

第 3 层 -基于领域专长的语义理解 –支持系统创建和分发会议总结。

-

第 4 层 -智能团队成员 –即系统理解会议情境和与会者需求的能力，通过系统的这种能力
来合成相关数据，为团队提供帮助。比如通过自动创建数据表来协助决策的制定。

-

第 5 层 -团队及策略智能 –即系统理解企业目标和团队成员技能以及提供与会人员建议的
能力（比如“Sarah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 我们是否邀请她参会？”）

思科 AI 战略及其实施涉及到许多项目，包括，i）用于收集信息、实现与会者互动的思科会议室
，
设备（话筒、摄像头、扬声器），ii）充分掌握与会人员信息的思科软件应用程序（Webex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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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系统询问相关信息（比如“我的下一场会议何时开始？”）

-

让系统发起或加入我已经计划好的呼叫安排，或让系统呼叫Saar 的虚拟会议室

-

询问系统 Andy是否仍在会上

-

向系统寻求帮助（比如“我该如何共享我的演示文稿？”）

-

让系统打开一块白板，展示您创建的上一块白板，关闭话筒声音，增大音量，进行会议记
录……

-

让系统分配任务（比如“让 Ira 收集相关数据。”）

-

让系统在会议过程中做好记录并提供会后总结

-

询问系统具体参会人数、到会时间等信息

上述的部分功能（比如部分第 1 层 －指令和控制功能）是思科即将推出的功能，而其余功能也已
经出现在了思科的未来发展蓝图中。但思科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方向已经非常明朗，并且已经针对
AI 在会议环境和会议室的应用制定了若干项重大计划。同时，语音／语言识别(联想“Hey Webex”）
将扮演重要角色。

总结
曾经一度被视为天方夜谭的 AI 已经成功应用于会议领域，并不断创造着实际的业务价值，不断帮
助企业促进各方面效率的提升。AI 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实现通讯和会议室技术投资的最大化，还能
同时实现企业生产率和敏捷性的双提升。
AI 在商业领域的发展得益于通过消费性科技所积累的一系列经验。但是，消费领域的 AI 主要注重
提升舒适性，而企业领域的 AI 则需要自下而上的设计，以解决全球企业环境在可访问性、灵活性、
可扩展性以及安全性方面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未来，AI 势必会在会议技术和会议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企业需要将 AI 视为一项全球性战略举措，
积极寻求专为支持当下和未来 AI 功能而设计的平台，才能实现 AI 价值的最大化。

作者简介
Ira M. Weinstein ，美国伟豪调研公司（Wainhouse Research）高级分析师兼
合伙人，在会议、协作以及视听行业拥有 25 年丰富经验。Ira 曾主持并参与过
许多文章、白皮书、研究、报告、以及评论的编著，范围覆盖富媒体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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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议、流媒体和网络直播、试听设计和集成、商业战略、以及一般商业惯例。Ira 主要为协
作技术领域的供应商、分销商以及最终用户提供战略性咨询服务。您可通过邮箱
iweinstein@wainhouse.com 联系 Ira。
Saar Litman ，美国伟豪调研公司（Wainhouse Research）高级分析师兼咨
询师，在视听和视频会议行业拥有17年经验。Saar的主要研究对象即视听行
业的产品、服务和企业。此外，Saar还提供 AI 设计服务，帮助企业明确并落
实全球 AV标准系统及设计，并负责管理位于佛罗里达州珊瑚泉市的 WR测
试实验室。您可通过邮箱 slitman@wainhouse.com 联系 Saar。

美国伟豪调研公司简介
美国伟豪调研公司(Wainhouse Research)www.wainhouse.com，
是一家独立运营的分析公司，主要专注于 UC、会议、协作以及
专业 AV市场上出现的关键性问题。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多客户
调研及定制调研的执行、产品及服务供应评估、最终用户的关键实施问题咨询、供应商市场进入
战略咨询、白皮书及市场统计数据的出版、以及公开及非公开研讨会和网络研讨会的组织。

思科简介（副本由思科提供）
思科（Cisco), www.cisco.com，通过产品的设计和销售、服务的提供、以及一
体化解决方案的交付，致力于全球安全网络的开发和互连。思科的主要任务即
帮助客户利用 IT 技术启动、区分、或从根本上明确其业务战略，并通过促进业
务增长、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消除风险，帮助客户在数字化日益发展的时
代取得竞争优势。了解有关思科协作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isco.com/go/collaboration

© 2017 Wainhouse Research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