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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困扰团队的最常见问题
即便工作中有各类技术可用，员工间的交流和协作方式

从而提升员工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加速推动工作取得

仍是一个基本问题。Cisco®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实效。

企业当下面临的三大挑战都与人的因素有关：
• 员工满意度下降（34%）

本白皮书介绍了一套工具和技术组合，通过共同发挥

• 高端人才流失（32%）

作用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工作和生产方式，即认知型协作。

• 决策速度迟缓（32%）

同时，还阐述了思科如何个性化开发前沿科技（比如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人们对此类概念还不甚清晰），

人类正步入一个崭新的工作时代，打破各自为战的状态，

从而增强工作吸引力、提升生产效率和收益率。

增进协同配合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当前，我们需要将
智能技术融入工作方式，整合进工作流程，实现全程
无缝衔接，为高端人才发挥协同效用和才能提供平台，
认知型协作

白皮书

工作场所

例如，人们在电子商务平台购物时，商品加入购物车后，
往往弃之不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网页加载缓慢（超过

职业人士的工作方式与五年前相比已大不相同。无线

2 秒）有关，仅仅几秒就足已让消费者放弃。

技术、高速网络和云技术将人们从传统的会议室中解放
出来，可以任意选择会议地点。内存和处理器性能的

像 YouTube、Spotify 和 Netflix 此类消费者导向型平台，

发展，为应用程序和设备的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技术载体。

都会配备个性化定制程序和推荐引擎，即时反馈消费者
需求，从而进一步提高平台的运行速度，拓宽平台运营

Dimension Data 公司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沟通

的广度，满足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者的期望就是员工在

和协作工具”是推动工作方式变革的首要因素。该报告

工作中努力的目标。因此，协作、团队合作、自主服务

还称，53% 的企业认为，为员工提供多种便捷会议技术

和客户服务都需要提高主动式智能化技术水平，从而

的会议室，能够显著优化了业务流程。（1）

跟上时代的发展。

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影子 IT”的威胁出现了。企业部门
引入“影子 IT”的初衷是为提升客户体验，但因其脱离了
正规职能部门的控制，即使满足了需求，也存有安全
隐患。而且“影子 IT”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技术，不具备
企业特征，未经签署协议，后期的服务优化也得不到
去除繁琐

提升效率

上周，43% 的员工在加入在线

89% 的员工认为，数字助理在

会议时因繁琐的流程而感到不便

虚拟会议中的作用明显

保证。

最近的一项 Dimensional Data 的研究调查显示：
• 超过 90% 的受访者表示，详细的与会者信息有助于
提高会议的有效性。
• 超过一半的员工表示，他们会就团队应该使用的会议
变革会议

拥抱AI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一天 95% 的员工认为人工智能可以

解决方案向老板提出建议。
• 89% 的受访者表示会尽快采用认知型协作解决方案。

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都花费在会议上 提高工作效率（2）

图1. 思科对员工协作偏好的调查结果

以上三种现象，员工满意度和工作效率下降、消费领域
技术的进步令消费者期望值增速提升、以及对智能化

快节奏的时代召唤新的解决方案

助理的明确需求，共同证明了新一代沟通和协作工具的

移动技术的发展让上班一族呈全天候待命之势，日程

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工具组合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

安排精确到分秒，这一现状令人们的注意力明显下降，

消费者需求，同时提高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认知型

对拖延行为也几近零容忍。

协作的根本就在于此。

1 思科人工智能对 2000 名白领进行的调查研究，2017 年 11 月
(https://www.dimensiondata.com/microsites/-/media/95C5923C59FD4437B870929D3396F891.ashx)
2 数字化工作环境报告：变革您的工作方式
(https://newsroom.cisco.com/press-release-content?type=webcontent&articleId=189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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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型协作概述
认知型协作的定义
谈及工作场所的智能化、情景化协作，认知型协作
一词能形象地呈现一幅人际关系和业务成果的图像。

该技术与诸如接近配对等其他技术相结合，能形成强大
的空间感知能力，为本地和远程与会者提供了更好的
协作和会议体验。

这一协作类型包含认知协作技术，能够提升成员协作
体验。在此场景下，认知意味着能预测用户需求、
能推理、能记录，并能积极主动地采取相关措施。

认知型协作将智能化和情景化相结合，贯穿于协作
体验全程。通过整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并深刻
洞察会议场景和客户交互需求，为客户带来更富意义
的体验和成果。认知型协作有助于增进联系、增强
客户互动和建立跨领域高效能团队，让决策制定
更智能、更快速。

协作框架由四大技术支撑：
• 人际关系信息通过提供与会者工作、背景和在项目中
的角色等相关信息，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使人际
网络和人际关系管理更加动态化，且保持实时更新。
• 多模机器人程式和智能助理属于智能软件客服，能够
帮助用户完成任务。它们既可以面向企业内部，如
企业员工，也可以对外，如客户服务。机器人程式的
交互通常基于文本或语音。
• 音频与语音技术与音频共同发挥作用，改善协作
空间环境。比如对话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语音
帮助用户与系统进行互动；比如噪声检测技术，可以
智能化和自动化识别并消除恼人的背景噪声（如键盘
敲击声和交通噪声）。
• 计算机视觉技术使智能软件可以通过室内和个人摄像
设备感知所处环境。人脸识别、物体识别和手势识别
都属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范畴。

研发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解决方案的必要性
认知型协作需要运用先进形式的计算机智能。

认知将智能化和分析技术相结合，实现跨工作流的情景
式交互。智能化结合数据和强大的分析技术，交付更
贴切的场景。数据可从诸如传感器、智能程序、企业
应用程序（例如 CRM、IOT 传感器）、人物资料、对
企业日程安排和会议资源的洞察，甚至包括社交数据等
来源中获得。结合分析技术，便可识别个人、团队、
组织和客户洞察的模式和关系集，从而能够在正确的
时间、正确的地点为合适的团队提供准确的信息。
这一强大的组合将认知型协作集成到工作流中，实现
互联、相关和人性化体验。

认知型协作
将人类从静态的工作方式中解放出来，转向充满活力的
动态工作方式。这一解决方案能够集成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的诸多功能，创造出如下的工作环境：
• 顺畅，即消除了协作中涉及的复杂性工作和人工流程。
与会者可一键登陆会议室或语音操作登陆，无需再查找
登陆信息或会议密码。
• 人性化，即利用技术建立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利用
面部识别和个人简介等智能标识符，与会者可以增进
相互了解，并迅速建立起有意义的交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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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即可以在各种协作情形下提供全方位的人物

机器学习（ML）可使计算机无需编程即可学习。主要

洞察，包括会议室动态和客户服务中心的客户支持。

通过数据模型的训练实现，训练完成后再与算法相结合

• 安全，即所用产品组合均经思科严格把关，并遵循

进行预测。使用样本输入预测输出的机器学习通常被称

以企业为中心的设计原则。

为监督式机器学习，因为训练（监督下的）模型会影响

• 协助，即能够帮助用户和团队专注于产出业务成果，

输出结果。认知型协作就符合这种监监督式学习模型。

释放管理潜能。
面部识别就是监督式学习的一例：监督式学习通常始于
认知型协作技术解决方案，可达传统技术之所不及。

一个大型数据集，其中利用算法生成预测模型（通常
称之为训练模型）。系统可识别出数据集中与不同预测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如何赋能认知型协作

相关的模式。此数据集包含与会者图像，分别按“已知”
（按姓名）或“未知”分类，可用来预测未来参加会议的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正成为包罗万象的计算机术语，

人员名单。

涵盖了计算领域广泛的能力和潜能。因此，有时也被
错误地用作描述其他技术进步（如图形处理器的处理
能力）。本白皮书旨在应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解决

为了便于进行比较，本文列举的另外两种机器学习模型
分别为无监督机器学习和其它类机器学习。

特定的与协作相关的场景。
• 无监督学习使用应用于数据集的算法来识别群体或
结果，而无需事先了解这些群体。与使用现有数据的
监督式机器学习
可用的真实数据

监督学习不同，无监督学习可以通过观察用户或客户
行为、欺诈和异常检测等活动来建立自己的知识库。

无监督式机器学习
数据内容未知

• 其它类机器学习：虽然目前有许多机器学习形式
其它类机器学习
所观测的数据具有动态性

被归入这一“其它”类别，但最主要的形式还是强化学习，
这种学习方式涉及一种决策机制，该机制能句根据以往
决策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进。强化学习通常用于

人工智能（AI）是一个涵盖性术语，包含了机器学习的
各类应用。其通常被用来描述这样一类智能客体，即能
从环境中获取信息输入，并试图实现类似于人类的认知

控制系统，如自动驾驶、游戏和地图/路线规划等。
强化学习可用于协作环境的例子包括：视频系统中用户
的最佳成像或预判用户召开会议的意愿。

输出。要使其切实可用，需要一定的编程、训练或实例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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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软件开发不同于传统的软件开发技术。图2在
一个监督学习示例中显示了如何使用训练数据创建
训练模型，随后向该模型输入实时数据来预测结果。

阶段 3：
理解特定术语和复杂表达。比如，识别关于某一时事
新闻的口头讨论，而后执行自动搜索和检索提供相关
文档。或者，会议结束后，人工智能帮助总结会议的
主要议题。阶段 4：
人工智能开始表现得像团队一员，能够执行具体任务，

训练模型

使用机器学习应用

训练用数据

实时数据

并总结决策。
阶段 5：
未来（在未来十年内），人工智能设备将成为战略

模型

团队的一员，能够根据其商业智能提出建议。例如，
分析销售结果，并建议增加特定地区的销售人员，

输出结果

以增加收入。

精校和进一步训练模型

为了支持上述 5 个阶段，人工智能服务需要收集和
图2. 使用训练数据预测输出结果的监督式机器学习示例

处理与业务相关的数据和情景信息。当一切成为现实时，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人类将有更多时间来处理更重要

人工智能辅助的五个阶段

的任务，变得更具创造力，拥有更强的工作成就感
（跳槽率下降和入职/培训的投资回报率升高），以及

正如我们所定义的，人工智能是为提高生产率和增进

更密切的团队合作，等等。

协作性而生。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它需要收集和分析
大量与人类工作、交流和思考相关的信息。人工智能
辅助的部署流程被定义为如下五个阶段：
阶段 1：
简单的命令和控制。比如，发出命令使系统加入会议或
使某人加入通话。
阶段 2：

就 Webex 助手而言，思科目前处于第 2 阶段和
第 3 阶段之间，尽管在某些用户中的普及率可能会落后
于这一阶段。要迈入第 4 和第 5 阶段还需要整合更多
用户数据。早期阶段为监督式机器学习，使用内部数据
训练，暂不需要客户数据。而进入后续阶段将经历非常
重大的转变，所用技术必须以客户为中心。

理解自然语言。理解用户使用自然语言的问询，例如，
“将此任务交给帕特，由其负责准备下周会议的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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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思科认知型协作使用基于MindMeld Workbench的

思科的人工智能谱系

强大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来实现对话式人工智能
（下文将对此进行详述）。作为一家人工智能公司，长期

思科为协作平台带来了经市场验证过的、切实可行的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能力。如图 3 所示，思科是这一
领域的创新先驱，并将在开发和获取完整解决方案的
过程中，继续在机器智能领域强基固本。

以来MindMeld是公认的自然语言处理和会话式人工智能
领域的行业领导者，其使用 Python 和开源工具包来构建
自然语言理解和学习能力。思科在 2017 年将其收购，
这给思科认知型协作团队带来了行业领先的内部经验和

• 思科收购人工智能公司 Accompany，进一步确保了

智能，以创建和维护这一至关重要的产品线。

在联系人信息方面的市场先机和数据占有量。
Accompany 公司在积累和提供联系人最新职业信息
方面的成功，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发展和维护。

综上，通过此种协作创新和收购，思科减少了对第三方
服务商的依赖，并能够以企业为中心设计共享根植于

• MindMeld（思科收购的人工智能公司）：对于成功的

同一基因的认知服务和终端设备。

协作而言，声音和语言仍是重中之重。

机器
智能

回声消除
媒体弹性

机器
学习

深度
学习

麦克风波束成形技术
空间音响效果
视频运动侦测

扬声器三角测量
近距离

超声波运动侦测
人物洞察

人脸侦测
噪声侦测

计算机视觉
人脸识别
对话式人工智能

图三. 思科 AI 协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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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分析可知，思科的认知型协作终端由
英伟达平台提供支持，该平台提供的计算智能可与顶级
摄像技术和机器学习配合，能适用于各类实时场景。
举一个与思科产品无关的例子：利益于英伟达平台，
拥有 360 度全域视野的车辆，在缓慢错车、安全变道
和自动泊车时，优势明显。此外，该平台还整合机器
学习能力，用于感测和分类对象。此类技术同样赋予
思科认知型协作解决方案以强大的计算力，使其能够：

• 侦测和识别面部信息
• 统计会议室人数

“思科在电话、会议、团队、
联络中心以及设备方面均拥有
完备的解决方案。提供整体
解决方案而不是单一性产品
将有助于公司在竞争中脱颖
而出。思科具备的某些认知型
能力将可能改变整个行业的
游戏规则，让我们拭目以待
思科的精彩表现。”

• 确认室内讲话者
• 使用会议室摄像机以最佳方式呈现讲话者的影像，
从而保证视觉上的准确性和舒适度

布莱尔·普莱森特
COMMfusion 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兼首席分析师，
bcstrategies.com 联合创始人

• 跟踪在室内移动的讲话者
• 高保真音频和无线共享4k高清影像
• 使用唤醒口令“OK Webex…”确认调用智能助手

http://www.bcstrategies.com/content/bridges-and-cloud-Cisco-collaborationanalyst-summit-2019

思科工程团队开发了专有算法和流程，利用基于图形处
理器的底层硬件来确保面部识别和语音理解的准确度和
安全性。这一过程不同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信号分析模式。
思科不仅仅是交叉引用存储在云中的数据，而是通过整
合和加密令牌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这些令牌
使传输中的数据对不良行为者而言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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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型协作的四大支柱
人际关系信息
任何会议要取得成功，都要邀请到对的人，并且事先
了解与会者的信息。传统上，这些可以通过圆桌会议式
介绍来完成，不过相当费时，而且很有可能会降低
参与者的专注度。

人物洞察
“人物洞察”利用集成到 Webex 中的 Accompany 公司
资源，为用户提供丰富的与会者信息。思科于 2018 年
5 月收购了Accompany公司，并首次将其人际信息平台
集成到 Webex 协作套件中。当 Webex 会议开始时，

客户体验

与会者将能够看到从公开可用渠道收集的所有参会者的

除了内部会议，还有更广泛的客户服务。一直以来，

个人简介。

基于电话的客户服务代表（CSRs）和交互式语音应答
（IVR）电话系统是这一领域的主导。

“人物洞察”使用识别逻辑，这是一种专有方法，能够
识别出当前参加会议的帕特·史密斯与数以千计在网上

当今市场尤为重视正向体验，并将其看作吸引顾客的

公开露面的其他“帕特·史密斯”之间的区别。从而确保

主要因素。同样，客户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

访问准确、相关的与会人员信息。

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同时仍需保持个性化的客户体验，
以便使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充分的理解和关注。虽然机器

每个与会者的信息类型包括：

应答程序和自动化技术已经应用多年，但实质性的智能

• 姓名和职务

跟踪和响应客户需求还属空白。借助思科“Answers”，

• 工作经历

任何组织都能提供数据表、常见问题解答和其他数据源，

• 出版的作品清单

这些服务均可经由谷歌智能客服中心吸收和建模，进而

• 专业领域

根据来电者的问题情景向客服人员提供实时信息。

• 雇主和公司信息，包括与之相关的新闻、股票价格和
业绩

对此类材料的即时访问可轻松提升会议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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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图分类识别在会议领域概念下，用户的特定意图，即

多模机器人程式和智能助理

安排日程的行为。这可以从相关意图集合体中提取，例如日
程安排、取消、查看日历、帮助、退出或欢迎等。

包括虚拟和个人助理，其本质为智能软件代理，能够
帮助终端用户完成协作任务。虚拟助理可以有多种形式。
它们既可以面向企业内部，如个人和员工助理，也可以
对外，如客户服务助理。机器人程式的交互通常基于

3．实体识别解析会议请求的特有因素(实体)：贾尼斯(人物)、
会计部(部门)、上午11点(时间标记)、中午(时间标记)和
Acquerello(房间名称)。

文本，当然语音交互也是重要的用例之一。
4．角色分类进行各要素的分配并输出。例如，上午 11 点被
对话式人工智能

指定为开始时间，中午被指定为结束时间。

任何虚拟助手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是理解用户意图的
能力。因此，思科采用基于 MindMeld Workbench 的
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NPL）技术来实现所谓的对话式
人工智能。对话式人工智能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对话

5．实体解析为所有实体分配特定的标识符，如贾尼斯(员工
编号 82417)、公司会计部门(部门编号 240817)和开始时间
为 2019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 11:00:00 PDT。

管理和问答能力。
6．对话管理和回复请求。实体解析后，预订会议的命令被处
注意：鉴于 Webex 助手的设计初衷，作为思科首发
产品，其更具指导意义；然而，对话式人工智能对

理和发送，符合情景的正确回复被创建和发出:“您和贾尼斯的
会议被安排在今天上午 11 点。”

Webex 助手来说是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
如下是对话式人工智能的工作示例：
机器学习

对话管理

回复请求

某人对思科 MindMeld Workbench（企业虚拟助理）说：
“安排上午11点至中午在 Acquerello 房间与会计部的
贾尼斯会面。” 虚拟助理回复道：“已将您与贾尼斯会面
安排于今天上午11点，会面地点 Acquerello 房间。”

在此背景下，虚拟助理通过复杂的语法解析过程去理解
人类所提要求的含义。其遵循如下顺序：

语音识别 自然语言理解

1．领域分类基于与会议相关的用语的出现，确定目标
为会议领域。

图四.对话式人工智能功能的机器学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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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对话对于外部观众来说似乎很简单，但却需要强大

图5 中描述的交互只是开始。不久的将来，如下对话场

的计算能力来正确快速地解析和响应。同时也可以看出，

景可能成为现实：

如果请求中缺少任何信息，对话框管理器和问答模块
将向用户请求所需的信息。例如，如果用户没有指定

[Webex 助理]：

结束时间，助手将意识到请求信息不完整，并且可以与

您好凯瑟琳，您的下一次会议将于五分钟后开始。您想

用户交谈以获得其所需信息。它使用机器学习特性的

知道都有谁接受了会议邀请了吗？

组合来提供对话式人工智能功能，如图 4 所示。

[凯瑟琳]：
是的，有多少人？

Webex 助理

[Webex 助理]:

对话式人工智能模型有助于为在工作场所实现一系列

玛丽亚·罗西、彼得·霍根和雪莉·麦肯纳，这三人已接受

精确智能辅助铺平道路。它允许人们使用语音来安排与

邀请。本杰明·维塔利还末回应。是否现在就开始开会？

会议相关的任务，例如召开一个预定的会议，加入

[凯瑟琳]：

Webex 个人会议室（PMR），或者仅仅通过说出公司

是的，能将我空间的最新版会议事项分享一下吗？

目录中任何人员的名字即可与其通话。

[Webex 助理]:
没问题，您的“Q1 路线图”已分享。

Webex 助理是思科实现认知型协作的关键工具。使用
唤醒口令“OK Webex…”即可将其激活，而后便可使用
任一 Webex 支持的语音指令。图 5 是 Webex 助手
可以执行的部分指令的截图。

您可以问我这些事情
只需在说出“OK Webex”或
“Hey Webex”后，再下达
指令即可。举例如下：

参加会议
当您预订了支持 Webex
助理的房间时，Webex
会自动询问您是否愿意
参加会议。

会议
“开始会议”
“共享我的屏幕”
“记录会议”
“结束会议”

打电话
“打电话”
“给斯卡利特·斯基珀打电话”
“接电话”

图5. Webex 助理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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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型协作中的音频和语音技术

计算机视觉

协作和交流的重点目前仍然集中在语音和音频的质量上。 在建立了可靠可信的语音和语言协议之后，下一个
尽管视觉技术的适用性正在快速增长（将在下一节中

最重要的特征便是视觉。人类对事物的理解很大程度是

叙述），目前，大多数人仍习惯于把音频相关的交流

依赖视觉完成。在协作环境下，这一方面包括通过肢体

作为工作的中心。因此，一个成功的沟通平台必须能够

语言推断意义和情感，通过眼神交流和面对面的沟通

智能地理解言语和其他声音在工作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建立信任关系。

噪声侦测和抑制

当参与者能够看到其同事的状态时，不论是投入和专注，

Webex 在 Webex Meetings 客户端及 Webex 会议室

抑或是分心、无聊或反对，都会有利于会议和协作的

系列设备中提供基于机器学习的噪声侦测功能，可以

进行。高质量的视觉连接能增进情景感，帮助人们看见

智能且自动地识别和消除背景声音，如办公室内的键盘

与会者，阅读到肢体语言，并且能够掌握更多会议室内

敲击音、狗叫声和交通噪音。

的实体信息（如产品原型或图形图表）。

抑制系统遵循如下逻辑指令集：

近年来，随着网络带宽和计算能力的发展，网络会议和

• 检测非人类噪声，并将其分类

视频会议变得更加可靠和经济高效，这为视觉通信的

• 提供警告信息:“侦测到噪声”

发展进步打下了基础。

• 允许用户忽略 Webex 侦测到的某种类型的噪声
• 在配备思科会议室系列终端的室内，侦测到的噪声
便可受到抑制

思科认知型协作解决方案不仅注重传递视觉形象，其在
确保顺畅理解相关人员和主题的基础上，还提供智能、
情境和主动认知力，即所谓的计算机视觉，主要包括：

转录录音

• 人脸识别

未来，不断更新发展的认知型协作套件将能够转录会议

• 手势识别

录音。目前此项技术正处于试验阶段。其将具备搜索

• 物体识别和室内解读

会议记录和确定后续工作项目的能力。

实时会议分析
Webex 会议设备提供协作遥测技术，可以通过 Webex
控制中心通知客户利用率趋势并帮助客户排除故障。
向客户提供这些信息可以使其了解协作趋势，并管理
产品组合的整体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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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
对计算机来说，能够准确识别人脸（尤其是在人们移动

思科在其终端使用英伟达图形处理器运行算法，以预先

和说话时）是一项巨大成就。每张人脸不仅有数十亿种

进行用户描述，进而实现面部识别。

可能的特性，还涉及隐私和身份问题。此外，平台如何
收集和存储识别所需的相关信息，也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在面部识别情景中，深度学习模型为它读取的每个面部
图像分配一个数字标识符。然后，它会找出最有可能的

面部识别涉及监督学习，

已知图像进行匹配。重要的是，其不会有损用户的隐私，

以及被称为深度学习

这对人脸识别系统的企业部署是至关重要的。

（DL）的机器学习子集，
其能通过对情景更彻底的

手势识别

理解做出决定。

手势识别也在认知协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人们通常在
协作环境中会使用统一的手势沟通，在未来的版本中，

典型情况下，面部识别系统将使用面部特征来创建面部

这些手势也将被系统识别和解读。

描述。一旦检测到人脸，人脸图像中关键点之间的测量
值将用于创建一个描述，该描述可以以多种格式返回。

物体识别和室内解读

这一过程可实现人脸检测，却还不能将其识别。

这是两个相关的概念，其关注点在于协作环境中识别
物体的能力。以一个计算机视觉系统为例，它可以识别

不过，一旦可以将面部描述转换成面部识别符，并使用

和清点会议室的人数，并将其与名单上的名字进行比较，

监督学习或深度学习技术，经由机器学习过程，即有

与会议室内的座位数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当前房间内的

可能以合理的准确度识别最终用户。

座位数不足还是过多，并且可能识别和预订附近可用的
更好的会议房间。该解决方案（将在未来版本中提供）
将有助于本地和远程会议参与者，既能提高会议效率和
也有利于优化会议资源的利用。

接近配对能够计算特定人员与摄像机和麦克风的距离，
保持此人在可及范围之内，并精确调节输入音量和捕捉
识别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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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用户的隐私问题
该平台的产品套件提供了全方位安全性、私密性和

以降低失窃和泄漏的风险。鉴于此类功能与用户身份

可靠性保障。比如：

有关，我们将降低个人信息漏洞风险的理念融入每一步
的设计理念中。

• 人脸识别技术：屏幕上和会议中的结果输出仅为一个
基本的姓名标签，或者当用户的身份仅为一个过渡值时，

• 唤醒交互：当使用唤醒口令“OK Webex…”激活

则根本不会显示。面部识别算法背后的数据被标记化，

Webex 助手时，语音云引擎便会开始接收语音信息。

即并无面部图像数据传入云端或从云端传出。当某人

唤醒交互仅可经由唤醒口令激活，否则将不会启动

录入其面部信息时，即为登记过程。个人提供其面部

语音云引擎。

图像进行注册。在会议的面部识别过程中，平台会生成
一个数字，然后与最近的已知标识符进行匹配。思科在

• 数据管理：当子机构或某成员选择退出时，包括机器

本地设备上使用图形处理器来计算描述符，

学习模型在内的所有相关数据都会被删除。

认知型协作的未来
本白皮书重点介绍了思科协作产品组合中可用或即将可

未来版本展望

用的部分功能。正如商务沟通一样，认知型协作也是一

本白皮书旨在为您揭开认知型协作的面纱，介绍一系列

个不断发展和改进的领域，计算能力和移动性的不断进

相关服务和创新。其中有的已投入使用，有的仍在开发

步将会使沟通和协作更加简化和有效。

之中。我们认为，同时呈现产品的现状与未来将打通
逻辑流程，有利于情景化展示认知型协作的优势。

随着人工智能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单一的或管理性的事
务，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开发智力、创造力和

最后，我们总结了未来计划发布的认知型协作技术：

人际关系。不久的将来，当会议主持人进入会议室后，

• 转录录音 - 根据会议录音准确生成可搜索的转录文本

一切将按如下流程有条不紊地展开：主持人将自动登录

• 手势识别 - 身体手势的识别和准确解读

会议系统，投影系统开启，室内智能建筑技术调整室温

• 室内解读 - 能够清点会议室的人数，并将其与名单上

和照明，营造舒适的环境。此种定制并非仅仅依赖单一

的名字进行比较，与会议室内的座位数进行比较。在

来源。例如，如果主持人忘记携带手机，仍可经由其它

便利本地和远程会议参与者的同时，提高会议效率和

数据入口触发认知过程。

优化会议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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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思科 Webex 认知型协作，将为您带来强大的人工智能

不久的将来，无论您的协作是在Webex Teams™ 应用

和机器学习协作体验，有助于增进联系、增强客户互动

平台上、配备 Webex 设备的小型工作室内、抑或是

和建立跨领域高效能团队。虽然认知型协作已为当前的

在安装 Webex Meetings 的笔记本电脑中展开，人工

Webex 用户带来了诸多效益，但思科从末止步，并将

智能都将赋能您最优的协作体验。

继续探索跨平台解决方案。

登陆 Webex.com 注册，体验 Cisco Webex Meetings 和
Webex Teams 认知型协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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