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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每个企业都将变成人工智能优先的企业

在过去几十年里，每十年一次的重大颠
覆改变了数字化世界的格局：从 20 世
纪 90 年代的 PC 革命，到 21 世纪初的
互联网热潮，直至 2010 年出现的移动
优先理念的兴起。每次技术革命都为足
够明智抓住机遇的企业带来绝好的商机。

微软杰出工程师 James Whittaker 博士
在 2016 年的埃维诺 TechSummit 说：“这
几乎与摩尔定律一样正确。这是一种神
奇的现象。”

在今年的 Technology Vision 中，埃维诺
接受了这种“神奇”的经验法则。我们
坚信，短短几年后，所有企业都将迎来
一个新的时代 – 在这个新时代，企业都
需要关注人工智能 (AI)。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现实
移动优先的时代正在失去其优势。随着
智能手机企业持续推出更薄、更大屏幕
的产品（或者是否又要重新回到小型化
时代？），而且应用开发者不断涌入已
经饱和的市场，市场悄然发生了剧变。

人工智能这种涵盖了大量技术和流程的
新科技已经成为现实，而且已经开始为
企业带来附加价值，同时变得更加经济
和容易获得。随着 AI 的出现，人类交互、
体验和使用科技的方式成为了新常态，
它通过我们的语音、心跳、地理位置而
实现。有时，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可
以“使用 AI”。AI 无处不在。 “人类不喜欢变化，

而 是 愿 意 说：‘ 我
们 一 直 这 样 做。’
我要努力改变这一
状况。”

–Grace Hopper

http://blog.avanade.com/inside-avanade/avanade-spotlight/the-best-of-avanade-comes-to-life-at-tech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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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AI 无意带来的影响
然而，这里有陷阱。一个大陷阱。

人工智能需要利用个人数据才能运行并
为我们释放其价值。它与我们的生活存
在更密切的联系。它自动执行以前需要
完成人为交互的任务。另外，根据其特性，
它所执行的任务与人们的生命、健康和
幸福密切相关（例如无人驾驶汽车）。

每个数字化行为都会产生预期以及具有
潜在意想不到的后果。从近期和长期来
讲，由于数字化颠覆的规模不断扩大，
我们当前采取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无法预
知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开始承担更
大的责任，这样才能建立信任。因此，
随着我们进入这个新的时代，数字化道
德成为企业必须履行的责任。

机会不容错过
现在，企业必须做好准备迎接人工智能
优先的世界。要想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取
得成功，企业需要立即开始转型，否则
就会被抛弃。我们总结了下面五个方面
来帮助企业进入新的时代：

•  全新的用户体验：提供更有意义、更
神奇的交互

•  增强版团队：将团队能力提升到新高度
•  平台经济：从新的生态系统中获得巨

大价值
• DesignOps：重新设计您的成果
•  数字化道德：问心无愧地探索未知领域

您可以将本报告作为一份指南，帮您在
未来两三年内为迎接未来做好准备 – 无
论您是业务还是 IT 领导者，使您有能力
不断尝试，为 2020 年以及将来更长的时
间做好充分准备。

https://www.avanade.com/~/media/asset/point-of-view/navigating-ethics-in-digital-world-po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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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用户体验
进行神奇的更有意义的交互

抛弃您对客户体验的看法吧。大声说出
“Hey Cortana”、“Hey Siri”、“OK 
Google”或者“Alexa”。

如今，构成人工智能包含神经网络、自
然语言处理、认知和机器学习等大量技
术与数字化创新相结合，为我们更好的
交互以及为客户和员工服务提供了新的
方式。但这只是刚刚开始。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技术的持续
融合，人工智能驱动的用户体验将带来
更加深入、更有意义的交互，并且针对
个人的情况而进行精准定制。我们将此
称为“以情境为中心”，这比简单的“以
用户为中心”或“以个人为中心”更向
前迈进了一步。将来，这种体验不仅是
个性化的服务，而且更具有独特的人文
化，我们无法“看到它”，所以感觉非
常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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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立即行动：随着应用的增加，将
出现新的 UI（用户界面）形式
曾几何时，孙辈会向祖辈提出这样的问
题：我们有可能用手指轻触屏幕来呼叫
出租车么？而现在，这样的假设已经变
成现实。这也只不过是新型数字化消费
者出现的迹象。但是，变革会很快到来。

应用的消亡（我们都已经知道）：应用
不会在一夜之间消亡，但它们可能已经
发展到了最高峰阶段。2016 年，智能手
机用户在手机上安装大约 27 个定位应
用，但人们把超过 85% 的使用时间花费
在其中五个应用上。对企业来说，这意
味着创建应用的潜在价值也在下降。

聊天机器人和会话型 UI 的兴起：随着应
用的衰退，聊天机器人正悄然兴起。在
Facebook 向第三方聊天机器人开放其
Messenger Platform 后的两个月内，聊
天机器人数量已高达 11,000 个。同时，
据一项调研指出，65% 的千禧一代表示，
与真实人类相比，他们更愿意与机器人
交流。这使会话型 UI 成为主流。它们提
供了更加“类似真人”的连接，就好像

真正地与“某人”聊天，为客户与品牌
的交互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尽管您可能期望“有这样一种机器人”，
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机器人由数据来
支撑，这些数据在不同的上下文情境间
流动，形成日益广泛的网络，为业务模
式提供支撑。

全新 UI 与多种语音无缝交流：新的 UI
形式也正在形成 – 或者更准确地说，根
本不会以任何形状出现。目前，Amazon 
Echo 允许消费者通过与 Alexa 交流而再
次采购，或者预订休假航班。Cortana
可为您安排会议；Siri 可在您出门时告
诉您是否需要穿毛衣。另外，HoloLens
和全息计算允许您体验以前不可能实现
的混合现实。

机器人将拿走您的钱，然后帮
您存起来

为了让储蓄变得更加轻松，位
于旧金山的 Digit 创建了一种
聊天机器人，通过分析您的消
费历史和日常活动而帮您存
钱。然后，它确定您在何处定
期存入少量现金，例如从 1 美
元到 150 美元。公司表示已
帮助他们的客户存款超过 2.5
亿美元。

案例研究

https://techcrunch.com/2015/06/22/consumers-spend-85-of-time-on-smartphones-in-apps-but-only-5-apps-see-heavy-use/
https://venturebeat.com/2016/06/30/facebook-messenger-now-has-11000-chatbots-for-you-to-try/
https://www.ibm.com/blogs/watson/2016/09/introducing-watson-virtual-agent/
http://www.geekwire.com/2016/expedia-moves-voice-commanded-travel-services-new-amazon-alexa-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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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接受人工智能优先的理念
人工智能优先战略将对人们体验世界的
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 无论是数字世
界还是物理世界。

人工智能驱动的体验：隐形 UI、语音交
互以及混合和虚拟现实的体验已经成为
许多消费者的第二天性。很快，所有大
品牌都将拥有会话型人工智能以及类似
真人的聊天机器人，这些将用于提高销
售并改进客户服务水平。拒绝尝试并探
索为客户提供这些体验的企业将被淘汰，
这种情形就类似于几年前未采用移动战
略的企业。

人工智能的魔力无处不在：科幻小说作
家 Arthur C. Clark 指出“任何科技只要
先进到足够的程度，就和魔法没有区别。”
人工智能也不例外。人工智能驱动的体
验将类似于“第四维度”，在现有的数
字化和真实世界中的每个场景中增加更
多智能、意识和个性化。

这不仅仅包括以智能方式响应您的需求，
还包含着预测并且提供差异化价值，甚
至在您意识到自己需要这种价值之前。

人工智能影响每个人：截止到目前，人
工智能的主要对象是技术从业者。然而，
在未来几年内，随着产品和体验设计的
进步，人工智将从研究实验室走进公众
视野，并将大为普及。目前，微软通过
创建开源 AzureBot，已经在这个领域成
为公认的领导者，而且微软还使 Azure
成为 Elon Musk 支撑的 Open AI 的主要
平台，与整个世界分享其人工智能领域
的研究成果。亚马逊也通过开放 AWS 产
品向开发人员提供了类似的人工智能能
力。

待办事项应用帮助您设定任务
截止时间

待办事项清单是一个用于提高
工作效率的应用，可帮助用户
更好地管理其个人和专业生
活。该应用最近新添了人工智
能特性，可分析任务的复杂性
和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从而
自动为您设定任务的截止日
期。但是，即使它能告诉您应
该何时工作，但仍不能替您工
作。

案例研究

https://www.clarkefoundation.org/about-sir-arthur/sir-arthurs-quotations/
https://blogs.microsoft.com/blog/2016/11/15/advancing-ambition-democratize-artificial-intelligence/#sm.00001nl4tb3p6edznws2girqu0pp8
http://www.geekwire.com/2016/amazon-launches-new-artificial-intelligence-services-developers-image-recognition-text-speech-alexa-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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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企业收益：业务绩效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现实，它不断地提高
了业务绩效。到 2020 年，人工智能将
成为企业中最重要的事情。您需要通过
采取以下策略来做好准备。

重新审视客户体验：设计师必须准备好
建立新世界，不再依赖屏幕和扫码，而
是考虑使用语音、全息影像、手势和其
他的新兴模式。人工智能体验必须采用
设计思维，并且关注个人及他所处的实
时场景。

从他人经验中获益：站在那些引领人工
智能革命的企业的肩膀上，而非自行构
建复杂的人工智能和算法。不要考虑太
远期的投资回报。尝试展望 9 至 12 个月，
但最长可规划 18 个月。由于变革和改进
的速度和规模，关注更长时间有可能会
导致失败。

拓展自己的专业技能：立即开始尝试人
工智能技术，并拓展这些技能。培养多
个业务部门内熟悉人工智能的人员，并
且尝试使用多个提供商和数字业务生态
系统。您需要熟悉大量平台和人工智能
提供商 , 并且将其最佳技术结合在一起，
从而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

实现以数据为中心：人工智能可能表面
看起来像是变魔术，但从底层来讲，其
真正的魔力是驱动业务模式的数据。要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您需要树立以数据
为中心的理念和行为模式，从而允许您
执行精心定义的数据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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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版团队
将员工能力提升到新的高度

人工智能不仅帮助您重新创建数字化客
户体验，并且是您为员工提供的唯一最
重要的技术。

原因可能非常显而易见：单纯地使用传
统“优化”方法不可能帮助您进一步发
挥团队的潜力。除此以外，您的团队还
存在文化的问题。例如 , 千禧一代的壮
大将带来团队特征的变化。这就要求企
业为他们的数字化团队提供最新的工具。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帮助企业将员工的
能力提升到新的高度。通过采用人工智
能而提升员工的能力，尤其是在智能自
动化、机器人工艺自动化 (RPA) 和物理
自动化方面，工人可以更快、更多地创
造更大的成就。作为回报，这种方法也
有助于建立一种创新文化，让您的团队
能够缩短在日常琐事上花费的时间，同
时将更多时间用于处理真正有意义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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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立即行动：人工智能已经走入员
工当中
多个关键趋技术势正推动着企业通过自
动化提升员工能力，因为企业当前的投
资是为了在将来提高生产力。

自动化世界：例如自动驾驶车辆、在您
出门时自动关停供暖的自动调温器，以
及在您到达机场时替您向某人发送文本
消息的条件触发 (IFTTT)“小程序”– 自
动化无处不在。

我们与客户共同开展的工作表明，这些
工具正迅速进入企业中，并且已经在产
生积极的影响。多家公司正在实施 RPA
（机器人工艺自动化），用于在基于规
则的重复任务中减少劳动力的参与。
Cortana 和其他语音控制的个人助理已
经展示了可通过人工智能的强大能力所
能实现的成果。

同时，微软、IBM、Google、Facebook、
Salesforce、百度和亚马逊等技术领导者
也在人工智能领域大力投资。这些企业
将人工智能能力整合到自己的产品和服

务中，并通过基于云的开放式平台的普
及，使得这些战略的执行比以前更加容
易。

来自“我时代”的压力：随着千禧一代
持续涌入就业市场，市场对工作平台技
术和文化的期望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工
作 35 年就能获得一块金表”的做法已经
行不通。相反，千禧一代和数字化时代
的员工更愿意频繁地更换工作，以寻求
更大的人生意义和参与感。他们也更希
望加入所谓的“打零工经济”，要求企
业以更开放的态度接受临时、移动工作。

但这不仅局限于千禧一代。越来越多的
研究指出，大多数员工对同样的事情感
兴趣：灵活性、有意义的工作、以及参
与感。

人工智能驱动的洞察力

一家初创企业将自动化能力提
升到极高的水平，从而使每
个人能够轻松地将大量文档
和文章转存到一个人工智能
“桶”中，并且自动提取有用
的洞察力信息。这家企业名
为 Agolo，其核心任务是向企
业和市场分析师提供从非结构
化文本中整理出来的情报。通
过简单地导入新闻稿、PDF、
RSS 以及任何文本内容，您就
会获得一份简单而且明晰的报
告，其中分析了文本中的隐含
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您仍然
需要员工根据系统提供的洞察
力信息而做出决策。

案例研究

https://hbr.org/2016/04/what-do-millennials-really-want-a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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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企业
需要利用技术使工作变得更令人振奋，
并且更加关注有意义、更高级的任务，
而不是那些需要更多人力而不需要机器
人完成的事情。如果对于最繁杂的工作
没有做到自动化，企业就会面临着员工
对工作感到厌烦的风险，而且会失去最
重要的资源：人。

愿景：发挥团队的优势随着更多简单或
重复任务都由自动化技术代替团队来完
成，我们将看到，团队将把更多时间和
可用的认知能力用于对自身和企业收入
有意义的工作当中。

自动化的真正潜力：越来越多的复杂任
务将开始以自动化方式完成，这将在医
疗、金融服务和教育等多个行业中都将
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我们已经看到，
在阅读核磁共振影像方面，机器人比医
生的表现更好。

工作将会变化：这并不是说所有工作都
将实现自动化。在很多情况下，员工将
变得更强、更好、更聪明。他们将集中
精力做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而收集
相关信息的所有繁杂任务都将外包给机
器完成。据 Forrester 预测，到 2019 年，
25% 的工作任务将交给软件机器人（智
能自动化）、物理机器人（物理自动化）
或者客户服务自动化 (RPA)。但同一研究
也指出，未来十年内，这些技术将同时
创造出 1360 万个岗位。尽管某些形式
的工作可能消失 , 但我们也可能会看到，
工作共享和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做法会
更多地采用。

真正智能的助理：与此相似，聊天机器
人和人工智能驱动的个人助理将被广泛
应用，并且提供无穷的能力。销售人员
不必浪费时间安排会议；项目经理不会
再花时间制定返工时间表；而且最重要
的是，借助人工智能助理所处理的笔记
和跟踪信息，会议可以更具针对性，而
且效率更高。

帮助您为客户提供帮助

名为 Assist 的初创企业支持我
们的理念，即人工智能并不是
要与员工争夺工作岗位，而是
一种帮助人员发挥优势的新型
力量。公司采用人工智能帮助
客户服务代表高效地找到正确
的信息，以回答客户的问题。
公司创始人表示，80% 的帮
助台问题已经得到回答 – 难点
在于快速找到这些答案。借助
Assist 提供的超级支持能力，
这个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了。

案例研究

https://www.avanade.com/~/media/asset/point-of-view/smart-technologies-delivering-benefits-pov.pdf
http://blogs.forrester.com/jp_gownder/15-08-24-robots_wont_steal_all_the_jobs_but_theyll_transform_the_way_we_work
https://gigaom.com/2016/10/05/artificial-intelligence-its-not-man-vs-machine-its-man-and-machine/
https://thinkgrowth.org/dear-professionals-its-time-to-stop-pretending-ai-won-t-take-our-jobs-b19b7092d306#.ysrrwtt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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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企业收益：立即行动
要想借助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而赢得人才，
并且获得竞争优势，您需要立即开始行
动。

立即开始实施：如果尚未考虑自动化的
某些要素，您已经落伍了。首先对简单、
直接的流程进行自动化处理，尤其那些
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而做到的时候。
例如 , 与我们合作的一家金融企业利用
文本识别技术扫描数千个 PDF 表格，大
大加快审核人员处理任务的速度。

建立文化：制定未来战略路线图非常重
要，这将有助于带动高层次的对话，以
及与员工讨论关于自动化为团队带来的
真正意义。许多员工担心这会造成他们
的工作被淘汰。企业需要建立一种持续
强调真正业务目标的文化来帮助提高企
业业务绩效。人情味是一种资产，而非
责任。

制订战略并大胆行动：Gartner 指出，
目前很少的企业真正地为建立现代化工
作平台而制订全面的战略。埃维诺的一
项调研发现，84% 的受访者错误地认为
数字化工作平台仅包含电子邮件和社交
媒体平台。然而，企业要想在人工智能
优先的世界获得成功，就需要全面制定
数字化工作平台计划，并使企业高级管
理人员也参与到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来。

https://www.avanade.com/~/media/asset/point-of-view/smart-technologies-delivering-benefits-pov.pdf
http://www.itworldcanada.com/article/4-guidelines-for-making-your-workplace-digital/384311
https://www.avanade.com/~/media/asset/point-of-view/digital-workplace-global-stu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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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
从新的生态系统中获得巨大价值

在过去两年里，埃维诺建议企业拆除边
界，并拥抱数字化所带来的改变。2017
年，借助人工智能实现的无缝体验已经
开始推动企业采用开放、流动和无缝的
业务模式。

这称为“平台经济”。在这样的世界中，
企业无缝地利用当前巨大的无边界生态
系统，从而赢得、服务并留存客户。平
台经济由互连服务和解决方案组成的网
络提供支撑，包括 : 人、物、算法、数
字个人助理、自动代理等等。这个网络
不仅更加密集，而且其规模和范围正迅
速扩展。

如今，企业必须在自己所处的行业或者
跨行业地成为新兴平台上的提供商和消
费者。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可能需要自
行构建这种平台，但这可能是一座难以
跨越的高山。例如，Netflix 使用 AWS，
即使亚马逊现在也凭借电视和电影播放
业务而成为竞争对手。平台经济造就了
最高级的“亦敌亦友”。

https://www.avanade.com/~/media/asset/ebook/avanade-technology-vision-e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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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立即行动：标准不断出现
从技术和战略角度来讲，企业需要充分
利用平台做好准备。这至关重要，原因
如下。

平台的事实标准不断确立：未来的标
准正在制定当中。我们已经看到符合
事 实 标 准 的 平 台 出 现 – 即 数 字 化 的
市 场， 不 但 在 自 身 细 分 市 场 中 控 制
着 , 也驱动着基于平台的业务。想一
下 AmazonEcho、Google Home 和
Samsung Smart Things 的 非 居 间 化
效 应。 或 者 考 虑 Etsy、App Store 和
Alibaba。在这些生态系统中，许多都是
由人工智能提供支撑。这个新的生态系
统不仅帮助消费者更轻松地购买商品，
也迫使企业改变业务模式，以适应新的
合作框架。

敏捷企业：随着企业努力提高敏捷度，
IT 部门也相应不断转变多种方式，以便
于向平台驱动转变。通过云技术来外包
数据中心（基础架构即服务 - IaaS）以
及提供开发平台（平台即服务 - PaaS）
已帮助企业积累了必要的技能和资源，

从而无缝地参与到无边界的生态系统中。
现代化的技术团队所具备的敏捷性和速
度、以及他们对 API 和 API 管理的熟悉
程度都已经成为平台经济的资产。

颠覆性技术将连接孤立点：在市场上方
兴未艾的颠覆性技术也将建立一个互连
程度更高且顺畅的生态系统。其中，平
台市场将成为消费者和企业的第二特性。
区块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一种数
据结构，用于创建交易的数字化账目，
并且在广泛分布的计算机网络中共享。
区块链允许企业快速建立更开放、流畅、
无缝的业务模式。

区块链中的生猪肉

从来自中国的猪肉开始，沃尔
玛采用区块链追踪并防止腐烂
食物的传播，从而赢得消费者
的信任。也许更有意思的是，
这使得消费者有机会完整而且
透明地了解所购食物的历史。
通过优化供应链并且将消费者
置于前沿和中心地位，企业有
望实现更好的业务成果，同时
也赢得信任。

案例研究

http://blogs.wsj.com/cio/2016/02/02/cio-explainer-what-is-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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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从消费者和企业角度来考
虑物联网 (IoT)。数十亿传感器和节点将
每件人们能够想到的物体连接在一起，
从而创建一个新环境。这样，即使像冰
箱这样简单的物件也可以变成“客户”，
在您需要买牛奶时向您发出提醒。或者
更理想的情况是，冰箱可以替您下达送
货订单，让您有时间做别的事情。

愿景：学习利用平台经济
真正利用平台经济的能力将成为未来企
业的评判标准，这将关乎企业生存。

确定事实标准：市场细分中事实标准生
态系统不断整合，这将使企业集中精力
关注 2020 年前需要实施的数字化服务。
企业需要保证能够访问这些已经建立的
平台，并取得成功。

建立区块链：除银行和金融服务外，多
个行业都将依赖区块链提供可信、无边
界的服务和业务模式。例如，零售商可
使用区块链实现全面互连的供应链，并
且为向客户提供服务和信息而开辟了新

的途径。另外，随着公有云和私有云的
演进，公有和私有区块链将出现。我们
希望私有或授权区块链将最先被采用，
这符合我们看到的云技术不断兴起的趋
势。

关乎企业收益：进入平台经济
如果不能进入其中，就无法参与到平台
经济中。企业需要立即开始实现业务的
数字化，培养适当的 IT 技能，并且转变
企业文化。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轻松而
且无缝地参与到新兴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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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平台：确定企业需要将哪些服务
和产品引入到这些开放生态系统中。也
许您的企业已经构建了全新的产品和服
务系列。您现在需要更加了解技术 , 例如 ,
物联网和区块链，因为这些技术将在平
台经济中扮演核心角色。

应对变革挑战：无边界平台和开放生态
系统向许多企业展现了全新，甚至是让
人难以适应的理念。切勿低估变革管理
对于企业在这个新世界中取得成功的重
要性。

不要构建，除非…：许多企业梦想着成
为平台的主人，但在许多情况下，这并
不是最佳的方式。

一方面，标准和事实平台已经开始出现，
并且很有可能已经开始满足您的客户需
求。您的企业必须加入已经建立的平台。
这是最简单的选择 , 而且风险最低。此

外，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花时间用于挑
选产品、服务、以及审视企业在这些现
有平台中扮演的角色上。

但我们所说的不要构建也不是绝对。某
些企业可能在某些行业中具有独特的优
势。如果您有能力构建平台，并且成功
地构建平台，那就值得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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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ps
重新设计您的成果

CIO 知道现代工程原则的价值 – 敏捷和
DevOps 方法，这些方法承诺（并且实现）
更快的产品上市速度，最终为客户交付
持续改进的更好的产品、服务或解决方
案。许多人也听说过设计思维，这种概
念是指我们从关注需求转向设计、构建
和销售。

在以前的技术展望中，我们讨论了企业
利用这些工具解锁双速业务的需要（优
化核心 IT 系统，同时关注数字化技术创
新）。如今，我们将这一能力向前推进
了一步。企业不可能只关注其中一个，
而是必须开始将设计思维结合到现代工
程团队和项目中。这叫设计驱动的工程，
或者叫“DesignOps”。

为何要采用这种方法？这是因为，随着
变革的规模和步伐都在快速提高，仅靠
敏捷性和速度不足以满足平台经济和人
工智能优先时代的发展速度。另外，任
何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切实
实现以人为中心、以情境为中心的设计
思维，就无法长期存在。

https://www.avanade.com/~/media/asset/ebook/avanade-technology-vision-e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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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立即行动：现代理念已经根深蒂
固，并且证明其价值
新的设计、开发和产品交付理念将成为
人工智能优先的世界中的宝贵财富。

不断变化的用户体验：如果说现代工程
回答了“如何”设计产品和解决方案的
问题，那么，设计思维将回答“是什么”
和“为什么”的问题。设计思维完全围
绕着“以人为核心”而展开。设计思维
可帮助企业密切地观察并了解用户，对
问题进行重新架构，并发现真正的目标
和意义，从而重新定义解决方案应该是
什么样的，以及应该如何运行。另外，
设计思维在提供全新用户体验和数字网
络的人工智能世界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设计思维并不询问“我如何制造速度更
快的汽车？”而是会提问：“用户为何
需要更快的车辆？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实
现这种效果？”因此，设计思维正逐渐
成为现代化的、数字化的，以人为中心
的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尝试已经开始：但是，DevOps、敏捷和
设计思维的说法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只是
噱头。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企业初步尝试
将这些技术和方法论结合或单独实施。
然而，在许多方面，这些仍然被视为前
卫技术，远未形成一种常态。

愿景：设计思维的新常态设计驱动的工
程 – 或者 DesignOps – 将提高生产力，
并且大大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注重用户需求：目前，现代工程和设计
思维仍然是相互分离的两个世界，没有
明确链接在一起。然而，两者拥有一个
共同的基本原理：用户的需求决定了我
们应构建什么 , 如何构建 , 以及何时构建。
由于数字化企业需要在激烈竞争的经济
中实现颠覆才能获胜，我们预测，这两
种方法的结合将成为最常见的做法。

更少麻烦，更多热爱— 牙刷
的故事

在 设 计 师 开 始 为 Braun 和
Oral-B 构想新概念时，他们没
有采用试错的方法，例如使用
定时器或者“哔哔声”提醒您
更好地刷牙。他们说，牙刷已
经“非常麻烦”。相反，他们
通过密切观察用户，确定了尚
未解决的几个关键难题：充电
和重新订购替换刷头。他们的
新牙刷概念是 USB 供电的智
能牙刷，在需要充电时会发出
提醒，并且允许您通过一个按
键即可完成订购。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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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体现在软件中：设计思维无处不在。
设计思维对于本文讨论的每个重大技术
趋势的成功都有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单
纯的 IT 项目已经不复存在。在双速的现
代化 IT 时代，设计思维涉及到业务本身、
业务模式和客户战略。无论是数据分析
或者算法和 API，企业和领导者都将依
赖 DesignOps 的原则，以保证这些颠覆
力量快速且高效地得以采用，并且引发
大众的热情。

关乎企业的收益：让您的团队达成共识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此，您要与您
的团队立即开始行动。

建立文化：对企业中的某些人来说，这
些都是新的概念。您的工作是帮助他们
看到曙光，并且推动他们接受这些新概
念，利用案例研究、实例和工作组的形
式建立一种适应 DesignOps 革命的文
化、理念和业务模式，让每个人都关注
用户和价值。这将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
响，包括从预测软件版本中的缺陷和错

误，到提升开发人员工作效率、降低生
产故障几率和提高业务成效等。

尝试：不要期望在一夜之间就实现这种
新的工作方式。我们建议您从小处开始，
选择几个根据上述战略容易执行的项目
（例如流程自动化、智能机器人或者增
强现实和混合现实体验）。选定项目，
然后组建一个由营销、销售、开发和运
营人员组成的团队，对这种新方法进行
检验。跟踪结果，并利用这些结果支持
您的观点：设计思维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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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道德
问心无愧地探索未知领域

要怪就怪小魔怪。

这是英国空军飞行员在二战期间遇到飞
机故障时的做法。螺旋桨故障，引擎停
止运行，飞机坠毁 – 所有这些都归罪于
神秘的小恶魔，叫做小魔怪。

小魔怪的历史对于现代化数字企业很有
启示作用，因为小魔怪在帮助企业应对
潜在恐惧和威胁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说，小魔怪是
一种很有必要的虚构形象，其设计旨在
帮助英国飞行员处理并解释他们完全不
懂的技术。因此，他们大胆飞进了地图
上未标注的未知区域。

我们当前处在一个与此类似的场景。人
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兴起正从根本上改变
着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了解世界的方
式。另外，加上大数据趋势、一切物体
的数字化和无边界的平台经济，我们对
数字化业务做出的决策将变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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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立即行动：需要将责任控制在我
们手中
尽管我们可能会推卸责任，并且简单地
“归罪于小魔怪”，但企业必须认识到，
现在必须行动起来，将责任控制在自己
手中。

人工智能威胁谬论：针对流行文化的粗
略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心怀
恐惧。但实际情况是，人工智能本身无
法决定我们的命运。套用一句俗话：伤
害人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我们正确思
考和实施数字化道德的能力将防止未来
出现大的灾难，并且创造一个和谐而且
繁荣的数字化世界。

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前路充满挑战
和未知。今天，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
都要时刻注意我们理解的界限，而且我
们可能创造的数字化负担过大、过于不
确定，导致我们无法适当地掌控。

 

思考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名年仅 6 岁的
小姑娘不小心用 Amazon Echo 订购了
170 美元的玩具屋和 4 磅的小甜饼。

在技术层面，不确定性并非新生事物，
但这些潜在次生影响的程度是前所未有
的。我们的世界比以前的数字化和互连
程度更高；其影响（如果不是按计划）
可能极大。

数据风险与隐私：目前，足够严重的数
据泄露事件已经永久改变了我们看待数
据安全的方式，也改变了信任关系。尽
管数据是数字化业务的核心要素，但它
也具有另一个重要特征 , 那就是可靠性。

隐私问题

保护隐私必将成为一个持续存
在的话题，这对实施数字化道
德战略提出了要求。微软通过
控告美国政府侵犯消费者数据
隐私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公司
起诉司法部，以防止政府在消
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访问消费
者电子邮件或文档。微软公司
总裁兼首席法律官在一篇博文
中写到：“我们认为，几乎所
有消费者和企业都有权知道政
府何时访问他们的电子邮件或
记录。”

案例研究

http://www.geekwire.com/2017/girl-6-accidentally-orders-170-dollhouse-4-pounds-cookies-using-amazons-ale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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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随着数字化的普及，我们对
隐私的需求越来越高。尽管大多数人认
为，他们需要提供某些个人信息来享用
数字化服务 , 但也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
哪些数据被以公平的方式收集？企业面
临着更大的压力向公众披露他们所需要
的数据类型 , 为何需要 , 以及将如何使用。
此外，企业滥用这种信任度，或者一旦
遭遇数据泄露事件，他们会面临严重的
处罚。

观点：关注数字化道德的引爆点
我们到达了一个有人所称的引爆点，在
这个时刻，技术的能力超越了我们的道
德能力，而且我们没有能力预测这对我
们的业务和其他人所带来的影响。我们
需要在未来几年关注以下方面。

从大数据转向洞察力：数据很快将成
为您的致命弱点。据 Gartner 连接，到
2018 年，多达一半的业务道德违规事件
都是由于不当使用大数据和分析而造成。

面对这种环境，企业需要而且必须要开
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数据。在以前的技
术展望报告中，埃维诺明确指出数据资
产将推动未来的创新。今天，我们呼吁
企业深入了解数据的真正价值。这并不
是指企业所收集到的数据量，而是知识，
即数据所展现出来的洞察力。这种洞察
力为算法和 API 提供了动力，并且正快
速成为新的企业资产。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此视为大数据的终
结和新时代的开端。它可以叫做“洞察
力”。企业将开始审视它们所掌握的数
据，以及这样做的原因。数据湖将变得
截然不同，并将经历定期清理。记录过
去数据的记录系统和大型数据库将失去
吸引力。企业将通过算法来解析有用的
数据，从中提取洞察信息，并将洞察信
息提供给决策者，从而为提高预测能力
而提供知识，并增强潜力。在数据完成
其使命后，这些数据将被安全处置。

AirBnb 为消除歧视而战

AirBnb 提供了一种改变世界
的数字化颠覆技术。但它是
否公正而且公平地为每个人服
务？这是公司在 2016 年研究
的问题。当时，公司在社区中
推出了一项消除歧视的计划
（或者从表面来讲如此）。家
庭共享应用要求其主人签署一
份社区承诺，明确同意不因种
族、年龄或性别等原因而歧视
他人。它也对 UI 进行了一些
修改，降低了用户档案照片的
突出程度，并且成立了专门的
团队，负责解决这些道德相关
的问题。

案例研究

http://www.gartner.com/newsroom/id/3144217
https://www.avanade.com/~/media/asset/ebook/avanade-technology-vision-e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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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后果和次生影响：将来，我们将面
对我们当前的技术和业务决策所带来的
后果。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更广
泛的应用，道德问题会更快地出现，有
可能会浮现出很多破坏信任和声誉的事
件。

然而，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会发生
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就需
要为此制定计划。与自然灾害一样，您
无法预知灾害如何或者何时发生，但需
要制订一个应对框架。例如，监管机构
现在正考虑是否推动苹果和三星等智能
手机厂商在检测到用户驾车时限制设备
的功能。无论行业向哪个方向发展，可
以肯定的是，驾车时使用一些功能将影
响用户的隐私、自由，  而且可能影响安全。

关乎企业收益：保持领先
社会对于企业在透明、合规和隐私的要
求方面越来越高，能够不断提升能力，
并且勇于负责的企业将在未来的市场中
占据统治优势。我们建议企业采取以下
举措。

制订数字化道德框架：制订一个不仅包
括传统敏感数据的框架，而且其中要包
括如何获取信息，以及如何使用这些信
息的指导准则。企业可以考虑这样的机
制：在设计 API 和系统时关注隐私和道
德，同时使用最少量的数据。例如，制
订一个能够让您的算法“承担责任”的
框架。

成为数据保管者：作为数据保管者的企
业知道隐私和信任是数字化道德必不可
少的要素。企业如果可以采用基于情景
的隐私方法，时刻处于文化、道德和法
律的界限内，并且为数据提供公平价值
交换，那么它就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优
势，在市场上赢得客户的信任。

https://www.avanade.com/~/media/asset/point-of-view/navigating-ethics-in-digital-world-pov.pdf
https://www.avanade.com/~/media/asset/point-of-view/navigating-ethics-in-digital-world-pov.pdf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2933/how-to-hold-algorithms-accoun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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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道德的方式使用数据并不仅仅指
使用敏感信息，并且包括如何获得这些
信息。这与数据的敏感度无关，且包括
公众数据。随着“数据存储量”的增长，
企业的风险也随之提高。企业要选择保
留的数据与选择删除的数据同样重要。

做出基于情景的决策：决策环境并不简
单，而是包含多个层次，其中每一层识
别不同的上下文以及相关的行为和结果。
例如，功能层允许服务使用特定的数据，
用于履行或者扩展某些特定特性。身份
层允许根据上下文使用多个不同的用户
身份。例如，一个人在某个上下文中可
能是父母，而在另一个上下文中可能是
功成名就的人士，而这些档案不同，而
且可能没有交集。

对次生影响进行头脑风暴：在微软打算
向世界推出 Tay 机器人时还不知道故障
出现的速度有多快。我们现在都知道，

微软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让机器人
确切地知道哪些输入信息可信任，哪些
需要被拒绝。最终，机器人无法成功上
线运行，但公司吸取了宝贵的经验。我
们认为，这个经验帮助整个行业向更好、
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对于希望构建的知识，企业必须保持谨
慎。企业需要提前与尽可能多的相关人
员进行头脑风暴，集体讨论有可能发生
的意外。这将至关重要。

https://blogs.microsoft.com/blog/2016/03/25/learning-tays-introduction/#sm.00001nl4tb3p6edznws2girqu0p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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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人工智能优先，否则就会被淘汰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进入全新的颠覆时
代，以人工智能为主宰的时代。这一结
论的证据非常明显，并具有说服力，而
且无处不在。我们从客户服务方式中就
可以看出；我们安排日常生活的方式也
体现了这一点；我们从员工工作的方式
中可以看到；另外，新业务模式每天出
现（或消失）的方式也证明了这一点。

非常重要的是，这些转变将产生涟漪效
应。它们不仅需要企业改变业务模式，
改变企业如何设计和交付产品，同时要
求企业更深入地从新的道德层面进行思
考。企业必须确定所做的事情对人道精
神有正面影响。企业必须立即关注道德
伦理相关的问题，因为技术决策的影响
可能非常大。

那么，企业该如何保证为人工智能优先
的世界做好准备？埃维诺提出了五个战
略举措，帮助企业不断向前迈进。

1. 拥抱一切新的体验：您的客户不会仅
仅停留在应用软件或互联网上。他们期
待着人工智能驱动的助理和隐形 UI（例
如语音）所带来的新体验。

2. 增强团队能力：如果没有人工智能，
企业就无法快速实现现代化企业所需要
的效率和效益。企业也无法吸引并留住
新一代人工智能员工。记住这一点，人
工智能的作用不是取代现有员工，而是
增强他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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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与平台经济：企业必须准备好参
与到所在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的人工
智能驱动的无边界平台中，并在客
户需要的时候与他们联系。互连的
数字经济提供了丰富的机遇，企业
只需敞开环抱迎接这些机遇， 一切
就是如此简单。

4.   接受无处不在的 DesignOps 理念：
要想跟上人工智能优先时代的变革速
度，设计思维和现代工程对于企业向
“以用户为中心”转型非常必要。这
些原则不仅对产品和服务设计至关重
要，而且对开发和维护同样如此。

5.   为应对次生影响而制定计划：在这个
无边界、人工智能驱动、海量数据充
斥的世界中，企业所创建的产品、服
务和解决方案可能会产生意外的后
果。创建数字化道德相关的对话和决
策是每个企业的必须经历的一步。

我们无法预知企业的未来如何，但我们
可以分析过去，解读当前的信号，告诉
您现在应该怎样做才能在人工智能优先
的世界中获胜。

欲了解埃维诺技术展望 2017 中的更多
见解，请访问：
www.avanade.com/techvision

埃维诺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创
新领导者，通过人的力量和微
软生态系统，为客户提供数字
化服务，商业解决方案，以设
计为驱动的用户体验。埃维诺
将丰富的行业及商业知识和以
及先进的科技相结合，为客
户创建和交付解决方案，帮
助客户以及他们的客户实现价
值。今天，埃维诺具有遍布
全球 23 个国家的 29,000 名专
家，我们推崇多元和协作的文
化，通过我们的运营实践，引
领前沿的思维。埃维诺成立于
2000 年，是一家由埃森哲和
微软成立的合资公司，埃森哲
持有埃维诺的大部分股权。了
解详情，请登陆
http://www.avana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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