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案简介
英特尔® AI Builders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市场研究

至强® 平台集成 AI 加速
助力时尚和奢侈品市场动态分析
利用英特尔的循环神经网络、人工智能预测引擎和优化框架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市场
洞察，提供决策指导，助力特种行业投资者更好掌握信息。

“IFDAQ 致力于开发深度学习 行业挑战
分析技术并将其应用于高价值

过去，时尚和奢侈品行业的主要参与者因缺乏指导决策和推出业务计划方面的有用信息

用例，以精确到最小衡量单

而受到诸多阻碍与限制。现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和投资者希望发掘潜力新星的商业价

位的精度分析时尚和奢侈品行
业。英特尔® AI Builders 计划

值，但却缺乏明确的方法来评估发展前景、预测行业走向。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驱
动的洞察出现之前，即使并非不可能，却也很难获得相关指标来准确衡量时尚和奢侈品
行业的表现以及评估发展趋势。包括有效市场价值、市场支配力、影响力、声誉和营销

将帮助我们获得新的营销渠道

表现在内的许多重要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都无法得到充分衡量。传统的行业分析通常

与合作伙伴，而这些渠道与合

需要花费几周的时间才能得出结果。

作伙伴会从更为深入的行业和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日渐成熟，新的工具和技术将数据带至舞台中央，并开

市场分析中受益。”

始重塑整个行业。IFDAQ (International Fashion Digital Automated Quantification)

——Daryl de Jori
IFDAQ 创始人暨创新总监

分析工具从时尚和奢侈品市场数据中提取洞察，并使用深度学习技术和预测分析来明确
趋势、发现商机、提供投资策略指导。
现在，IFDAQ 集团的客户只需片刻而非数周即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获得重要
商业信息。具体来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为解决方案带来以下优势：
•

每几分钟生成一次的基础性 KPI 与智能绩效指标 (IPX) 相结合，使客户能够实时对
行业某些具体方面进行比较，做出明智的业务决策。

•

处于 IFDAQ 智能生态系统核心的循环神经网络 (RNN) 与经过训练的预测引擎和
其他经过优化的人工智能框架协同工作，从输入的数据中解析、过滤和提炼有用
信息。另外，RNN 还能执行情感分析，从而对新闻文章、博客帖子和其他评论的
性质进行评估。

•

IFDAQ 率先推出的智能量化技术包括多种用于验证和自动校准数据分析结果的
机制。

时尚和奢侈品市场充满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想掌握市场波动的真谛与趋势，必须对
传统的分析方法进行反思和审视。使用先进模式识别算法的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工具的出
现，将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错综复杂的系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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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DAQ 概述

IFDAQ 使用的关键组件包括：

IFDAQ 是一套建立在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基础设施上的专用系

•

EDAQS 智能量化 I/II (ESQ)：ESQ 最初由 EDAQS Research

统。它结合了人工智能算法、多层 RNN、训练后的预测引擎及

开发，是一种通过关系网络创建基准的算法。此算法还能

优化框架，用以分析时尚和奢侈品行业的趋势并生成预测。

将非结构化的定性信息转换为结构化、有意义的定量数据。
现在，它已经成为 IFDAQ 为客户生成 KPI 的基础。
•

存储在数据湖中的数据资产

面向高维数据的放大数据提取：这项创新技术采用自动化
数据检索机制，可以控制跨 IFDAQ 数据湖的运算。

数据资产取自 30 TB 的专有数据湖（包含世界上最大的
•

时尚行业数据库 FMDB）以及众多与市场和行业表现、

增强型数据再利用：这种方法从公有和私有数据池中提取
数据，并将缺少预定义数据模型的非结构化数据转换为结构

网媒与纸媒行业需求、全球数字需求（搜索量、趋势）和

化数据，从而向客户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商业情报。

社交媒体表现相关的数据源。由此产生的数据分析结果可
提高复杂行业的透明度，并提供数据驱动的市场预测。

•

社交媒体子系统 (SOMA)：IFDAQ 版本 2 中添加了这个
子系统，让 IFDAQ 具备了分析社交媒体内容中表达的语气

IFDAQ 开发的模型中融入的数据涵盖了超过一个世纪的

和情绪性质的能力。SOMA 基于四个不同层级对社交媒体

时尚行业统计数据，最早可追溯到 1894 年。

上由时尚意见领袖及其关注者组成的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和评
级。而对于评论者，系统则基于两个层级进行分析。评分系
IFDAQ 起初只是一项科研项目，于 2008 年启动。该项目汇聚了
人工智能先行者和大数据领域的领导者，共同探索衡量和比较时

统结果将针对每个实体进行重新校准和重新评估以生成评级
指数，这个评级指数叫做 SOMIX。

尚与奢侈品行业 KPI 的方法，以期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研究分析
IFDAQ 生成的有用信息，可指导投资决策，助力品牌提升行业影

自动化、提高生成结果的速度。

响力，评估发展品牌资产的备选策略，以及考量提高投资回报率
图 1 所示为 IFDAQ 解决方案组成部分的高级概念图。

(ROI) 的方法。

官方 IFDAQ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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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DAQ 值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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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运行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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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校准

研究

新技术
新应用
放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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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FDAQ 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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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洞察与优势

相比之下，IFDAQ 解决方案具有以下优势：

在对时尚行业各成功要素进行比较时，将考量以下关键因素：

•

从每隔几分钟更新一次输入的庞大数据湖中进行实时分析。

• 有效市场价值

•

从借助人工智能增强的数据源中生成基础性 KPI。

• 市场支配力

•

仅依靠人工智能计算的值生成智能绩效指数 (IPX)，用于对
行业某些具体方面（例如，世界时尚之都或最佳选角表现）

• 声誉

进行比较和排名。

• 影响力

•

• 营销表现

实时跟踪营销活动，并为成千上万的专业时尚作品和行业职
位生成 ROI 值。

• 细分市场优势

通过满足时尚和奢侈品行业的关键需求（即，对潮流趋势及生态

尽管这些是多年来公认的考量因素，但是由于衡量难度大、评估

系统中各实体的状态进行近实时数据分析），IFDAQ 建立了名

结果模棱两可，常常使利益相关者一头雾水。过去，唯一的选择

为“研究即服务”的基础设施。客户能快速获得 IFDAQ 技术驱动

是高价委托相关机构进行市场调研，但这种方法通常需要耗时

下产生的经济高效且高度自动化的研究报告。

数周来收集数据、整理结果、汇总后编制定性客户报告，因此使
决策者和投资者面临着不少风险和不确定性。
企业价值

企业

销售和利润

等

行业

等

声誉

趋势需求

场
细分市 优势

线上

销售和利润表现

销售表现涵盖品牌的所有销售活动，包括全渠道、线下
（实体店）和线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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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

线下

场
有效市 价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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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数据位

/营销/地域
媒体

KPI
望
声

等

力
响

等

企业价值是品牌作为一个整体的最终价值，包括企业资产和市值（针对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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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等

资产

5

2
1

行业表现 (IFDAQ IPX)

行业表现的衡量依据是有效市场价值和细分市场表现
(a.m.o)。

市场表现 (IFDAQ IPX/KPI)

市场表现由品牌的关键成功价值来定义，包括营销、广告、
地域、趋势、需求等。

关键绩效指标 (IFDAQ KPI)

IFDAQ KPI 揭示成功品牌的基础和高维核心价值，例如声望、声誉、影响力等。

数据位

数据位是 IFDAQ 中最小的可衡量单位，是所有合并值、KPI 和 DNA 分析的基础。数据位
表示行业中所有重要因素的量化值。例如，数据位可以是品牌因为出现在时尚杂志的时尚
评论中而产生的附加价值。

图 2. IFDAQ 中的品牌剖析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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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和结果

英特尔技术解决方案工程师使用训练测试所用的相同平台，比较

运行 IFDAQ 解决方案的基础设施（本地和云端）采用的均是
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处理器和芯片组。在基于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48 处理器的人工智能云硬件平台上运行时，使用优化版

了使用未经优化的 TensorFlow 1.12.0 与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 1.12.0 时的推理速度3。测试结果表明，优化版本
的性能比未经优化的版本提高了 2.49 倍，如图 4 所示。
IFDAQ 解决方案可以根据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 的要求部署在

TensorFlow 可以大幅缩短训练时间2。请参见图 3。

本地或私有云中。该公司提供多级选择方案，包括平台即服务、
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48 处理器，2.50 GHz (CLX)

人工智能即服务、研究即服务以及全方位咨询服务。

4

3.56 倍
2

2
推理性能

归一化性能

3

2.5

2.49 倍
1.5

越低越好

1

未经优化的
TensorFlow 1.12

Up to 1.5x scalability

3.5

Up to 1.5x scalability

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48 处理器，2.50 GHz (CLX)

1

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 1.12

未经优化的
TensorFlow 1.12

图 3. 使用和不使用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 的训练
性能。

“我们在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48 处理器
平台上使用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
1.12 将训练性能提升了高达 3.56 倍。在实际环
境中，这一速度提升将使系统能够以小时为单位
（而非以天为单位）计算新数据。这样一来，客

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 1.12

图 4. 使用和不使用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 的推理
性能。

时尚和奢侈品行业用例
通过生成相对和绝对数据的连续数据集，IFDAQ 从中获得有用
的商业洞察，并运用预测分析技术对时尚和奢侈品行业的短期变
化和长期趋势做出预测。机器学习技术会生成相关数据和值，并

户就能随时获取及时准确的分析结果，为其做出

以多维虚拟图像的形式描绘目标行业。这样便能够对基础性 KPI

决策提供支持。”

（即行业公认但过去却无法精准衡量的成功基准）进行衡量和

——Daryl de Jori
IFDAQ 创始人暨创新总监

比较。
在一系列可能的应用中，尤为重要的是提供深度综合数据分析的
应用情报服务。

关于性能和基准测试程序结果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n/bench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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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工作成果包括：
IFDAQ 对百货商店进行了品牌组合分析，评估
机会和风险、产品组合优化以及品牌推荐。客户

“IFDAQ 在时尚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突破性的行业特有分析工具，它可以帮助

借助自定义 IPX 指数，可以分析内部细分市场

时尚领域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发现下一个一线品

和品牌组合的历史状况与未来发展。结合其他方

牌。IFDAQ 很可能会成为智能量化系统的突破，

法，IFDAQ 的数据能够分析客户的品牌组合与

尤其是在预测时尚专业人士的职业发展和表现方

目标群体的社会人口相容性，从而进一步确定来自附近其他企业
和品牌商店的竞争风险。
在营销层面，IFDAQ 的 KPI 可帮助企业确定契合
品牌证言广告的人选，针对目标市场制定恰当的

面。但目前这仍是未知之数，因为我们在这方面
缺少一致的评估方法，所以对于任何时尚界人士
或公司来说，暂时无法保证绝对的成功4。”

品牌大使策略。除了进行深入的品牌分析以评估

——Frédéric Godart 教授

品牌 DNA 和品牌与证言的一致性之外，还可借

组织行为学教授暨 IFDAQ 联合首席执行官

助数据根据市场信誉价值、发展潜力评级（针对
推送/网络效果），以及与广告活动相关的价值和风险模拟做出
决策。

境地，而是能够充分了解市场，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利益相关者
对于金融科技领域的解决方案应用，IFDAQ 解

将获得独家营销和绩效监控方面的个性化支持，从而在竞争激烈

决方案使用的数据是第一个衡量上市时尚集团核

的市场中赢得显著优势。通过对数据点的近实时处理，可以即时

心价值的备选数据集。这些数据可以提供预测值

为客户提供反馈，并针对客户的营销活动提供详尽的 ROI 审计

和显著相关值（通常大于 90%）来训练自动化

报告。

股票交易模型，而无需依赖财务数据。在风险投
资和私募股权领域，IFDAQ 的 KPI 可帮助决定对新锐品牌和被
低估品牌的投资与参股比例。

IFDAQ 提供的人工智能驱动型市场研究通过实时指标和表现值，
将看不见的重要动态即时转变为明确的洞察，颠覆了传统的咨询
模式。对于一个市场领导者需要花费数十小时和大笔预算进行按

IFDAQ 利用这些准确的 KPI，让客户变得“耳聪目明”。在面对

需行业分析的行业，在 IFDAQ 系统中进行同等分析只需几秒即

复杂多变的时尚和奢侈品市场时，他们不再困顿于不可预测的

可完成。所有分析都会逐日更新，并具有极高的准确性。

行业需求

系统（人工智能）
训练

市场/行业表现
数据分析应用
全球需求

网媒
社交媒体
数字媒体
印刷媒体/传统媒体
表现

关键研究数据

图 5. IFDAQ 解决方案使用的输入和输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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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企业运营中，人工智能增强型应用和复杂的数据分析工具变得

“英特尔® AI Builders 计划让我们能使用 [英特尔®]

越来越有价值。IFDAQ 和英特尔联合打造的解决方案为评估复

AI DevCloud 来试验和训练模型。我认为，英特尔

杂市场的发展动态提供了有效模型。该解决方案能够预测市场

提供了进入成熟又完备的科技企业生态系统的

起落，因此可帮助公司确定如何有效地运用自身资源、快速适应
趋势，对有关市场动态的反馈恰当做出响应。
英特尔® AI Builders 计划既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孵化器，也是一个
随时准备网罗众多合适的公司和软硬件资源以打造智能解决方案

宝贵机会。鉴于衡量声誉增长是我们的业务
之一，我相信它可以帮助所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
企业和初创公司获得品牌价值。”

的生态系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重塑整个行业，英特尔会帮

——Daryl de Jori

助各行业汇聚适当的公司和技术，实现创新突破并取得成功。

IFDAQ 创始人暨创新总监

关于 IFDAQ
IFDAQ 包含了屡获殊荣的专有人工智能技术，它融合多种创造性
深度思维及先进的方法，通过提供基础性 KPI（首次由不可见变
得可见），将错综复杂的时尚和奢侈品行业转变为智能、可预测
且透明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IFDAQ 借助深度学习生成的实时指标和表现值，将看不见的重要
动态即时转变为明确的洞察，颠覆了传统的咨询模式，彻底改变
了行业。

了解更多信息
如需进一步了解 IFDAQ 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针对时
尚和奢侈品行业市场提供深度洞察和实时 KPI，请访问
https://www.ifdaq.com。
访问英特尔® AI Builders 网站，进一步了解下一代人工智
能的机遇和发展：https://builders.intel.com/ai。

精心设计的机器学习机制会产生相应的数据和值，在高维虚拟图
像中反映受监控的行业。通过将全球最大规模的行业之一分解为
极小的绝对可量化单位进行分析，开启了高度智能化数据处理的
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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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¹ “IFDAQ Selected to Join Intel AI Builders Partner Program”（IFDAQ 选择加入英特尔® AI Builders 合作伙伴计划），SBWire，
2018 年 11 月。
		http://www.sbwire.com/press-releases/ifdaq-selected-to-join-intel-ai-builders-partner-program-1088458.htm。
2

训练系统配置 – 基准和测试配置对比：基于英特尔 2019 年 8 月 6 日所做的测试。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48 处理器 (2.50 GHz)。
双路，每路 20 个内核，80 个内核/160 个线程，Ubuntu 18/04.2，Python v3.6，TensorFlow 1.12.0（英特尔优化版对比未
优化版），Python v3.6，Anaconda v4.5.11，GCC v4.8.2，Keras v2.2.4，NumPy 1.15.4（英特尔）。框架：英特尔® 数学核心
函数库（英特尔® MKL），前馈-单层拓扑，批大小 200，数据集 124K。

3

推理系统配置 – 基准和测试配置对比：基于英特尔 TSE 2019 年 8 月 6 日所做的测试。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48 处理器 (2.50 GHz)。
双路，每路 20 个内核，80 个内核/160 个线程，Ubuntu 18.04.2，Python v3.6，TensorFlow 1.12.0（英特尔优化版对比未
优化版），Python v3.6，Anaconda v4.5.11，GCC v4.8.2，Keras v2.2.4，NumPy 1.15.4（英特尔）。框架：英特尔® 数学核心
函数库（英特尔® MKL），前馈-单层拓扑，批大小 200，数据集 124K。

	“IFDAQ Announces Professor Godart as New Advisor”（IFDAQ 宣布聘请 Godart 教授作为新顾问）， IFDAQ 新闻/公关部，
2017 年 1 月。http://www.edaqs.com/2017/02/ifdaq-announces-professor-godart-as-new-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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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提示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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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ntel.cn/benchmarks。
		优化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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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版本：#20110804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 2019 年 8 月 6 日所做的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信息披露。没有
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品性能会
基于系统配置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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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