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
准备数据

采取文中介绍的步骤，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并启用概念验证

2017 年，《经济学人》在报道中指出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资源不再是石油，而是数据”，充分展现了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1。

在近期世界经济论坛对大约 1,300 位 CEO 进行的调查中，超过 7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必须带头展开一场完全

以数字为主导的商业模式变革2。市场已经证明，数字领导力最强的企业和机构在经济效益上要比那些最差的企业和机

构高出 50%，这数字实在令人吃惊3。 

人工智能 (AI) 是当今最具变革意义的创新之一，也是加速变革和数字化领导力日益凸显这两大趋势的交汇点。Gartner 

在最近一份报告中预测，到 2020 年，将有 85% 的 CIO 通过购买、构建和外包形式展开人工智能试点计划4。据此 

Gartner 预测大约会有 70% 的企业和机构将通过在工作场所中引入人工智能来提高员工生产力2,4。

挖掘数据力量，助力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为企业提供了一条实现业务转型的变革之路。各类关键

目标中都蕴藏着运用人工智能的机会，例如优化决策、以关键流

程自动化来提高效率、发现新洞察、加速产品上市时间、推动创

新以及增加收入。实施人工智能的最终目的是在市场中提供差异

化更强的产品，从而打造由创新驱动的竞争力并取得发展。 

在过去，人工智能仅仅是科幻小说中存在的词，但现在，它正

迅速成为主流技术趋势。几乎各行各业都在探索或积极部署人

工智能。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处理和数据存储成本的下

降，开发人员和数据科学家在人工智能算法设计（例如神经网

络）方面取得了进步，使得模型训练的准确性得以提高。

从对象检测到自然语言处理 (NLP)，不管人工智能各种用例的

差异有多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数据。人工智能应用能够

感知、推理、行动和调整。这是通过从规模庞大、种类多元的

数据集中学习获得的能力。这些数据随后用于创建、测试和训

练模型。经过训练的模型可以根据类似、全新或从未见过的数

据推断结果。其关键在于确保存在合适的数据，既能用来创建

模型，也能随后提供给模型进行后续推理。

简而言之，数据是任何有效算法的核心。因此，当您希望运用

人工智能实现企业愿景时，首先应当思考的是：我的数据是否

已准备就绪？

为人工智能做好数据准备 

英特尔与许多目前正在考察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企业和机构开

展了合作。这些企业有些是初次尝试，有些则想要继续拓展人

工智能应用范围。无论目的为何，要实现人工智能，首先需要

准备数据以及明确一些重要的早期问题，包括：

• 需要利用人工智能解决的问题或把握的机会是否已明确？ 

• 是否针对人工智能可在哪些方面发挥最大业务价值设定了优

先级？

在开始投资人工智能的前一年，这类调查就应该进行了。虽然每

个企业和机构面临的问题可能各有不同，但最终目标都是确定是

否有合适的人工智能商机值得把握；如果回答为 “是”，那么就要

确定有哪些机会将为企业带来最大收益。您还可能会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人工智能目前不适合您。但如果您确定投资人工智

能有意义，那么就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规划和准备。  

明确数据的位置

大多数公司的数据广泛分散在企业各处，且来源各不相同。即

使设有中央数据库，数据也可能存在于一堆数据库中，而且大

多数据库可能相互隔绝：销售数据与营销数据各自独立、财务

数据和人力资源数据互不相通。更复杂的是，这些数据库有的

在云端，但 IT 部门却不知道，也没有实施监管。 

如何从数据角度
为人工智能部署做好数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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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因此，在为人工智能做好数据准备之前，必须先找到并清楚了

解所有数据库。同时，在审核这些资源时，还需要掌握您拥有

的数据类型（即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这样您才能清

楚地知道构建人工智能应用算法还需要哪些额外数据。

评估数据

现在，您已经确定了数据资产的位置并分门别类进行了整理，

接下来就要确定数据的实际价值。只有高质量的数据才能提供您

想要的人工智能优势。换而言之，在继续深入之前，您必须确定

实际有用的数据量。我们常常发现，不管最初设想有多周到，最

后数据库仍会不完整，组织或分类有差异和/或内容重复。

据 IBM 估计，劣质数据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年度损失令人震惊，

高达 3.1 万亿美元5。刚开始可能一切都很好，但严苛的交期迫

使人们使用劣质数据来克服眼前的困难，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继而让那些依赖这些数据的人在后续工作中浪费大量时

间和金钱。 

清理数据

许多企业和机构的 “脏乱” 数据存在不完整、孤立、隐私隐患、

标记错误或更糟糕的问题。通常需要对数据进行大量预处理，

才能在指定应用中成功分析数据。这意味着要剔除重复信息，

填补缺少的字段或详细信息，以及更正错误或改正错误拼写。

除此之外，还有数据损坏或噪声的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用于大

量预测变量/实例的大型数据集。

在整个企业和机构中必须以类似方式或规范化方法整理数据，

这样有利于未来数据汇总。当然，大多数公司都会有一些无法完

全规范化以符合模型或工作流程要求的数据。对于这些数据，应

进行标记并单独存放，以免阻碍算法开发。 

集中数据

集中数据有利于改善数据管理，确保维持并保护您已达到的数

据质量水平。这包括对数据进行标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都

需要依靠标签来准确地分析数据并产生洞察。 

收集数据 

从训练到自然条件下的持续推理，应确定所有所需的相关数据

源。考虑有哪些工具和流程可以提供帮助并/或购买现有数据集

或经过预先训练的模型来加快部署进程。有一个数据因素值得

考虑但却常常被忽略，那就是设置可重复的数据生成，用于训

练和部署。

提出正确的问题 

您已做了大量工作，确保数据可靠，现在应该做什么？现在应

该将重心放在确定如何运用人工智能。以下是首先应该思考的

一些问题： 

• 所规划的基础设施架构是否明晰、合适？ 

• 是否所有所需的数据源都已明确且可以访问？ 

• 您所选择的软件包能否提供端到端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 是否具备足够的技能和资源（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 

• 是否已围绕训练和学习时间设定了相关目标？ 

令人欣慰的是，研究这些问题不必花费太多金钱或时间，我们

可以借助概念验证 (PoC) 相对轻松地完成。 

通往人工智能概念验证的道路 

概念验证是一个封闭但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评估和测试，可

以帮助您：

• 实现更多即时价值 

• 获得技能和经验 

• 测试硬件、软件和服务选择方案 

• 明确潜在的数据瓶颈并予以解决 

• 突出人工智能对 IT 基础设施和广泛业务的影响 

• 提升人工智能的积极印象，提高用户的信任度

的公司计划在 
未来三年内 
实施人工智能

来源：“Is Your Business AI-Ready?”（您的企业是否已准备好实施人工智能？）
Genpact，2017 年。

genpact.com/lp/ai-research-c-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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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只有当您明确想要通过人工智能达到何种目标后，

才应开始人工智能概念验证。您应当考虑竞争对手是如何利用人

工智能的，以及您内部专业力量的就绪情况。其目的是确定适合

进行概念验证的商业案例，评估其价值、成本和风险。您需要知

道的是，您不必自己进行评估。英特尔等许多企业会提供数据科

学专业知识，为您的团队提供帮助，同时通信服务提供商会提供

人工智能即服务，为您的人工智能项目提供支持。

在您确定大致目标后，可以开始添加细节。考虑广泛的人工智能

类别（例如对象检测、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机器人），更

加深入地研究值得利用的机会。您还可以着手理清可能遇到的

技术需求和挑战，并将这些需求和挑战与当前团队所具备的技

能进行匹配。 

这一步骤是为了确定概念验证的评估标准。这对于工程师来说非

常重要，他们可以将标准转换为可以设计、测量和持续测试的评

估元素（最好能以自动化的方式进行）。评估标准可以包括准确

性、完整性、及时性、规模、兼容性、灵活性和工程设计。此

外，您还可以基于决策质量（通常又称可解释性）进行评估。

也就是检查偏差、公平性、因果关系、透明度和安全性。

接下来就是设计和部署概念验证中接受测试的解决方案。通过

边测试边学习的方法，尽可能多地获取洞察。这将需要一系列

技术支持，包括： 

• 基础硬件产品和系统基础设施 

• 面向人工智能的软件增强功能，用于驱动基础设施 

• 启用人工智能框架，用于支持计划使用的解决方案 

• 虚拟化技术、前端软件和/或硬件 

此外，还需要确定是应该购买新的软硬件或是重复利用已有的软

硬件，以及您所在的企业或机构是否适合转向云服务。然后开始

构建、训练并调整模型。如果您希望在工作流程中引入更多基于

人工智能的用例，需要谨记一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目

前的 CPU 和 GPU 各具优势，但都不是适用于所有工作负载或目

标的万能工具。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的作用，请确保

在训练、推理等阶段使用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在完成第 1 步到第 4 步后，需要依照总体人工智能策略优化

概念验证，使其发挥预期作用。这主要取决于扩展：纵向扩展

推理功能和更广泛架构，调整和优化概念验证，横向扩展到其

他商业用例，以及进行管理和运营规划。

以上步骤摘自英特尔白皮书《实施人工智能概念验证的 5 大

步骤》。如需更多信息，请阅读全文：ai.intel.com/white-

papers/5-steps-to-an-ai-proof-of-concept-2/。

第 1 步：确认机遇

第 2 步：明确问题并分析数据

第 3 步：评估商业价值 第 5 步：纵向扩展概念验证

第 4 步：制定解决方案架构及部署

如果设计和执行得当，概念验证不但可以成为帮助决策者探索人工智能影响的宝贵工具，还能实现价值最大化和风险

最小化。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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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模型与现实之间的障碍
众所周知，数据正使业务发生着巨变。数据推动着创新、效率、生产力、新运营模式以及全新的营收机会。简而言之，数据是当下

获得竞争优势的最大动力之一。越来越多的公司正面临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充分利用我的数据？ 

人工智能以全新的方式挖掘数据价值。如果企业能够制定清晰的人工智能目标并采取必要步骤来准备数据，便可以使工作更智能，

行动更迅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蓬勃发展。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荷可能仅在英特尔微处理器上进行了性能优化。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及功能。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

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更多信息，详见 intel.cn/benchmarks。

英特尔编译器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可能与针对非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不同。这些优化包括 SSE2、SSE3 和 SSSE3 指令集和其他优化。对于非英特尔微处理器上的任何优化是否存

在、其功能或效力，英特尔不做任何保证。本产品中取决于微处理器的优化是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不具体针对英特尔微架构的特定优化为英特尔微处理器保留。请参考适用的产品用户与参考指南，

获取有关本声明中具体指令集的更多信息。

1. “Regulating the internet giants: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resource is no longer oil, but data”（监管互联网巨头：世上最宝贵的资源不再是石油，而是数据），《经济学人》，2017 年 5 月 

6 日，economist.com/leaders/2017/05/06/the-worlds-most-valuable-resource-is-no-longer-oil-but-data。

2. Mitchell、Charles 和 Steve Odland，“Survey: CEOs are worried about 3 things this year – and No. 1 is whether you plan to quit”（调查：CEO 们今年最担心的三件事，员工是否打算辞职位

居首位），CNBC，2019 年 1 月 28 日，cnbc.com/2019/01/28/the-3-biggest-challenges-facing-ceos-in-2019-and-how-to-solve-them.html。

3. Thomas, Bill，“3 priorities for CEOs in 2019”（2019 年 CEO 们的三大工作重点），世界经济论坛，2019 年 1 月 24 日，weforum.org/agenda/2019/01/ceo-priorities-for-success-in-2019。

4. “Gartner Predicts 70 Percent of Organizations Will Integrate AI to Assist Employees’ Productivity by 2021”（Gartner 预测 2021 年将有 70% 的企业和机构会通过整合人工智能来帮助员工

提高生产力），Gartner，2019 年 1 月 24 日，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19-01-24-gartner-predicts-70-percent-of-organizations-will-int。

5. “The Four V’s of Big Data”（大数据的四个 V），IBM 大数据与分析中心，ibmbigdatahub.com/infographic/four-vs-big-data。

6. 截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由英特尔测试。平台：Dragon rock 双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9282 处理器（每路 56 个内核）启用超线程技术，启用睿频；总内存 768 GB（24 个插槽/32 GB/2933 MHz）， 

BIOS：SE5C620.86B.0D.01.0241.112020180249，CentOS 7 内核 3.10.0-957.5.1.el7.x86_64，深度学习框架：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Caffe* 版本：https://github.com/intel/caffe d554cbf1， 

ICC 2019.2.187，MKL DNN 版本：v0.17 (commit hash: 830a10059a018cd2634d94195140cf2d8790a75a)，模型：https://github.com/intel/caffe/blob/master/models/intel_optimized_

models/int8/resnet50_int8_full_conv.prototxt，BS = 64，无数据层合成数据：3x224x224，56 个实例/双路，数据类型：INT8 与截至 2017 年 7 月 11 日英特尔所做测试的对比：双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处理器，CPU @ 2.50 GHz（28 个内核），禁用超线程技术，禁用睿频，通过 intel_pstate 驱动程序将扩展调节器设置为 “performance”，384 GB DDR4-2666 ECC RAM。 

CentOS Linux* 版本 7.3.1611（内核），Linux 内核 3.10.0-514.10.2.el7.x86_64。固态盘：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系列（800 GB、2.5 英寸 SATA* 6 Gb/s，25 纳米，MLC）。性能测量

基于：环境变量：KMP AFFINITY= “granularity=fine, compact”，OMP_NUM_THREADS=56，CPU 频率设置为 cpupower frequency-set -d 2.5G -u 3.8G -g performance。Caffe：(http://

github.com/intel/caffe/)，修订版 f96b759f71b2281835f690af267158b82b150b5c。推理能力的测量基于 “caffe time --forward_only” 命令，训练能力的测量基于 “caffe time” 命令。对于 

“ConvNet” 拓扑，使用合成数据集。对于其他拓扑，数据在本地存储，并且在训练之前在内存中缓存。拓扑规格来源于 https://github.com/intel/caffe/tree/master/models/intel_optimized_models 

(ResNet-50)。英特尔® C++ 编译器版本 17.0.2 20170213，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小型函数库版本 2018.0.20170425。使用 “numactl -l” 运行 Caffe。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以及其他英特尔商标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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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索如何为人工智能做好数据准备，以及英特尔如何为您提供帮助，请访问：intel.ai。

如果您是开发人员，请访问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 查找工具和资源。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作为世界上许多数据中心的基础，处理着

大多数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推理工作负载。但是，人工智能

应用可以从硬件和软件优化中进一步受益。 

配备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平台实现了更统一、更普遍的超强性能。英特尔针对工作负载进行优化的出色平台内

置人工智能加速功能，可在多云与智能边缘之间，为以数据为中心的需求提供无缝性

能基础。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在软件优化和硬件指令方面进行了大幅改进，为人

工智能和各类以数据为中心的应用提供了灵活性。 

两项重大技术进步包括： 

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技术

使用一组新增的嵌入式加速器（矢量神经网络指令 

(VNNI)），能够加速卷积神经网络 (CNN) 和深度神经

网络 (DNN) 的密集计算。低精度整数运算将推理性能

提高多达 30 倍6。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将每个节点的最大存储容量提升高达三倍，并使更多

内存更靠近 CPU，从而在电源重启或系统维护期间， 

依然能够留存数据。

使用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加速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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