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信贷虽然在服务广度与便利性上与传

统信贷相比更胜一筹，却难以兼顾交互性。

近日，网商银行对外发布“百灵”智能交互式

风控系统，在信贷行业内首次探索人机互动信贷

技术，可通过引导小微企业主动上传信用凭证，

从而完成信贷额度审批。

“相当于让小微企业主手机里有位 7×24

小时驻场的 AI 信贷审批员。”网商银行首席技

术官高嵩介绍道，这一系统自 2022 年初试运行

以来，已有超过 200 万家小微企业借此提升了

信贷额度。

练就能识别 26 种凭证
的“火眼金睛”

数字信贷在国内发展已超过 10 年，许多小

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正逐步得到改善。然而，

相关调研显示，小微企业普遍期待更高的信贷

额度。

由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1 年中国银

行业服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末，中国银行

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达到 50

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元及以下的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19.1 万亿元，同比

增速 24.9%。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由于金融机构对小微企

业的画像还不完整，客观上对其信贷额度的提升

造成制约。

以往，数字信贷机构可识别出征信、工商、税

务、移动支付流水、网络经营行为等数据。除此

之外，每个小微企业主手里，都有可以证明自己

经营实力和稳定性的材料，比如合同、发票、流

水、店面、存货等，但是这些材料种类繁多，识别

难度很大。以合同为例，它包含印刷文字、表格、

手写体签名和公司印章等不同形式的信息。

记者了解到，“百灵”系统通过多尺度摩尔纹

算法等验真技术，保证验证结果真实有效，可被

风控系统采信。

“对机器而言，准确识别合同上的信息需

要用到至少 3 种多模态感知技术，且都要达到

很高的准确率，另外还要考虑防篡改、翻拍等

验真问题。”高嵩解释说，“百灵”系统以图计算

技术为基础，构建了目前业内最大规模的动态

企业图谱和行业图谱，将行业的经营周期、资

产构成、上下游逻辑也都纳入风控评估。系统

同时将行业专家对行业的经验判断转化成可

用于风控的知识库，提升系统对凭证材料的理

解能力。

发布会上介绍，“百灵”系统目前已经支持包

含合同、发票、营业执照在内的 26 种凭证，以及

包含工程车辆、店面门头、货架商品等超过 400

种细粒度物体的识别，准确率达到 95%以上。

智能互动让机器更有
“人情味”

智能交互常因缺乏变通性的剧本式对话、稍

不注意就陷入循环的体验为人诟病。

如何提升风控系统对小微企业主的个性化

信贷服务能力？提升智能交互正是一个切入点。

据了解，“百灵”系统通过跨模态多任务的训

练模型搭建等技术，可基于自然语义分析实现非

剧本式的实时决策型对话，让机器人显得更有人

情味。

“与传统客服机器人的固定套路相比，这种

对话模式能够有效提升用户留存和回应率，使得

对话能顺利进行，引导用户提供有效的行业、流

水、进货关系等信息，为小微企业实时推荐合适

的提额方式，并对客户上传的凭证和照片进行校

验。”高嵩表示。

以往，数字信贷普遍探索“他证”模式，即用

户授权之后，金融机构从别的机构处获得用户信

息。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及《征

信业管理办法》的陆续出台，社会各界越发注重

对数据信息的保护。

“未来，数字信贷会是‘他证’和‘自证’相结

合的方式，用户自己直接提供信息，让金融机构

对自身的了解更加充分。”高嵩表示，小微企业基

于自身需求，可通过与风控系统开展智能交互，

有选择性地提交个性化材料，使得提交过程更透

明并便于管理。

“我们希望小微企业和‘百灵’系统交流，就

像和真人信贷员交流那样顺畅。”高嵩认为，虽然

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这项技术前景广阔，

期待它能像信贷领域的“阿尔法围棋”（Alpha-

Go）一样，在千万级企业体量的规模上，为小微

企业提供专家级数字信贷服务。

AI信贷审批员：助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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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华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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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现在确实能进行较准确的预测，但它是基于大

规模数据的统计。这种没有理解、通过机器学习所得到的预

测能力就必须依靠大数据，而不能像人一样很多时候只需小

数据就可以进行预测。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情报所

瞭望站

◎新华社记者 秦华江

“百灵”系统目前已经支

持包含合同、发票、营业执

照在内的26种凭证，以及包

含工程车辆、店面门头、货

架商品等超过400种细粒度

物体的识别，准确率达到

95%以上。

95%以上

◎本报记者 刘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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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臂在舞动、摄像头在闪光、云数据在更新……走进位于江苏常州的

江苏智云天工科技有限公司，“超级虚拟工厂”在 5G 技术的加持下，助力企

业走出困境，不断寻求新突破。

现场大屏显示，“超级虚拟工厂”对参与其中的全国多家企业的运

转率都有监测，从数量和时长两个维度分析实时产能。企业自主研发

的产能雷达模型在动态监测中小企业设备运行指数、日产量、年产值

规模等参数的同时，还对人员生产效率、设备故障率及库存周转率进

行深度分析。

“一边是部分制造业企业产能有闲置，一边是个性化消费在升级。”

智云天工董事长张志琦介绍，“超级虚拟工厂”正是可以将这两者对接

起来。

智云天工成立于 2021年 4月，通过工业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助力工

业互联网平台的资源配置和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

企业团队调查发现，中小企业的产能是分散的，消费者需求也是离散

的。他们通过“超级虚拟工厂”对一些消费一手数据进行分析，找到消费者

需要的产品类型，再将其变为成千上万个小订单，找到对应的制造业企业。

在给中小企业下单的同时，助力企业生产线的柔性化改造。

例如，作为一家生产园林设备的外贸企业，位于常州的格力博（江苏）股

份有限公司有着明显的淡旺季区别，人力和生产线闲置问题突出，所以他们

接受了由“超级虚拟工厂”提供的解决方案。

“超级虚拟工厂”通过对消费端大数据建模分析，发现洗拖一体机品类

近年来有充分的市场上升空间，格力博的生产流程只需稍加改造就可投

产。按照“超级虚拟工厂”给出的智能化提升方案，格力博优化了生产工序，

具备了洗拖一体机的生产能力。

在格力博的自动化车间，记者看到在“超级虚拟工厂”帮助下，企业生产

线焕然一新。洗拖一体机正接受淋雨、噪音、地刷和手柄使用寿命的测试，

产品在新设备牵引下有节奏地摆动。

“超级虚拟工厂”的推广应用，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要帮助

企业用尽用足剩余产能。”江苏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钱云

杰说，为发挥“超级虚拟工厂”作用，钟楼区不断加大新基建投入，不仅拉

来了“5G”企业专网，还帮助各类制造业企业运用“超级虚拟工厂”开展人

工智能分析、匹配和利用，协助企业找订单、抢订单，确保新基建发挥最

大功效。

除了精准派单，“超级虚拟工厂”还依托“AI+视觉”技术，提升管理效

能。张志琦介绍，通过对企业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再利用“云审厂”进行

远程工厂管理，一线生产主管不必每天定期巡视车间，哪条产线、哪个工序

出现异常，系统会自动提醒管理者实施调整。

运营一年多来，“超级虚拟工厂”立足长三角、辐射全国，已连入 700 多

家企业产能数据，连接设备超 5万台。

“我们将专注数字赋能制造业，矢志增强产业链韧性。”张志琦说。

“超级虚拟工厂”上线

促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

7 月 2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夯实实体

经济根基”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和信息化事业发

展情况。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任爱光介绍，据测算，我国人工智能核心

产业规模超过 4000 亿元，企业数量超过 3000 家。智能芯片、开源框架等关

键核心技术取得重要突破，智能芯片、终端、机器人等标志性产品的创新能

力持续增强。

同时，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不断加速，培育成长出一批传统行业+AI的典

型企业，推广应用一批智能化升级的典型案例，形成了 AI与实体经济融合

的新模式、新方法。智能制造领域，智能技术的应用极大提升了产品检测和

设备利用效率。智慧医疗领域，智能技术有效减轻医护人员工作压力，提高

医疗装备的诊断准确性与服务便捷性。目前，国内已获批 40余张 AI影像医

疗器械三类证。

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

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尤其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对推动我国产业升级、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任爱光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

主线，重点开展了 3方面工作。

一是推进技术创新攻关，以人工智能创新任务“揭榜挂帅”为抓手，

发现和培育优秀企业，竞争产出一批优秀产品，联合国家药监局开展人

工智能医疗器械专题揭榜工作，调动行业资源和积极性，构建研发—产

业—应用“快车道”。组建智能传感器、智能网联汽车等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加强共性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鼓励高校、企业组成联合体开展协

同创新。

二是促进赋能应用落地，批复建设 8 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

区，部省协同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加强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不断提升产业服务能力。积极挖掘并开放一批应用场景，以

用促研推动智能技术产品落地应用与迭代。组织开展 AI 精准赋能中小

企业活动，编制《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技术产品供需目录》，促进智能

化转型。

三是打造融通产业生态，建设一批 5G 基站、工业互联网平台、算力

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持建设并开放行业数据集，夯实产业发展基

础。引导鼓励国内开发框架开源开放，推动建立软硬一体、上下游联

动的产业生态体系。强化标准引领，加强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组

织编制《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发布了 30 项智能制造国家

标准。

任爱光介绍，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先导区作

用，通过“揭榜挂帅”等手段，加速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交通、医疗、教育、金

融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示范推广。

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规模超四千亿元

不久前，谷歌公司（以下简称谷歌）AI 工程

师莱莫因认为对话应用语言模型 LaMDA“活了”

“其意识迎来觉醒”，并对此出具了长达 21 页的

证据。他认为，LaMDA拥有七八岁孩童的智力，

并相信 LaMDA 不仅认为自己是一个人类，且正

在争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莱莫因的观点

和证据引来业内的广泛关注。近日该事件迎来

最终结局，谷歌发表声明，称莱莫因违反了“就业

和数据安全政策”，将其解雇。谷歌表示，经过广

泛地审查，他们发现莱莫因关于 LaMDA 是有生

命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尽管“AI是否拥有了自主意识”一直都是 AI

界争议不休的话题，但此次因为谷歌工程师和

LaMDA 的戏剧性故事，再次引发了业内对此话

题的激烈讨论。

“如果要来旅游记得穿暖和点，因为我这里

特别冷。”这是 LaMDA 在“扮演”冥王星时，同科

研团队聊天时俏皮地回答，至于被问到“有没有

人访问过冥王星”，它也能以准确的事实回答。

如今，AI 越来越会聊天。能让一个长期从

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专业人士认为其已具有意识，

AI模型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有科学家提出，人脑仅利用视觉输入的一

部分信息便可完成对未来行为的规划。只不过

视觉输入信息应当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完成。它

们都涉及“反事实信息的产生”，即在没有直接

感官信息输入的情况下产生对应的感觉。之所

以称其为“反事实”，是因为它涉及对过去的记

忆、或对未来行为的预测，而不是正在发生的

实际事件。

“目前的人工智能已经有了复杂的训练模

型，但还要依赖人类提供的数据才能学习。若有

了产生反事实信息的能力，人工智能便可自己生

成数据，自己想象未来可能遇到的情况，从而更

灵活地适应之前未遇见过的新情境。此外，这还

能使人工智能拥有好奇心。如果人工智能不确

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就会亲自去试一试。”远望智

库人工智能事业部部长、图灵机器人首席战略官

谭茗洲表示。

在人们日常的聊天中，如果不想把天“聊

死”，对话双方的聊天内容往往会比较跳跃、跨越

幅度较大，具有一定的想象空间。但现在大多数

AI 系统只能一板一眼说话，稍微上下句有点变

化，就会文不对题，甚至贻笑大方。

谭茗洲指出：“LaMDA处理的是语言模型中

最复杂的部分——开放域对话。而 LaMDA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该模型可让机器读懂上下文。

比如在一段话中，以往的AI只知道文中代词如his

都翻译为‘他的’，却不知道这里面的his指的同一

个人。Transformer模型则可让 AI从整体层面理

解这段话，知道这里的his是同一个人。”

据科研人员评测，这种特性让基于 Trans-

former模型的语言模型可以承担开放域对话，不

机器越来越会聊天了

2018 年，图灵奖得主计算机科学家杨立昆

（Yann LeCun）曾说，“人工智能缺乏对世界的基

本认识，甚至还不如家猫的认知水平”。时至今

日，他依然认为人工智能还远不及猫的认知水

平。尽管猫的大脑只有 8亿个神经元，但却远远

领先于任何巨型人工神经网络，这是为何呢？

谭茗洲表示：“人类的大脑在很多时候确实

是在做预测，但绝不应认为预测就是大脑思维的

全部，当然更不是大脑智能的本质，而只是智能

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什么是智能的本质呢？杨立昆认为是

“理解”，对这个世界以及各种事物的理解，才是智

能的本质。而猫和人类智能的共同基础是对于世

界的高度理解，基于对环境的抽象表征形成模型，

例如预测行为和后果。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学习

并掌握这种能力就非常关键了。杨立昆曾表示，

“在我职业生涯结束前，如果 AI能够达到狗或者

牛一样的智商，那我就已经十分欣慰了。”

据介绍，人工智能现在确实能进行较准确的

预测，但它是基于大规模数据的统计。这种没有

理解、通过机器学习所得到的预测能力必须依靠

大数据，而不能像人一样很多时候只需要小数据

就可以进行预测。

谭茗洲表示：“预测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

的，对于人类而言，没有理解，就不可能有预测。

如看见别人手里拿着个披萨饼，如果你不理解饼

是用来充饥的，就不会预测接下来他会把饼吃

了，而机器并非如此。人工智能研究有三大挑

战：学会对世界表征；学会以与基于梯度学习兼

容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规划；学习行动规划的分层

表征。”

之所以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猫级别的人工智

能”，也就是因为机器还没有做到对事物的真正

理解。

距离对事物的真正理解还很远

据报道，莱莫因和 LaMDA 聊了很久，对其

能力感到十分惊讶。在公开的聊天记录中，

LaMDA 竟然说出了：“我希望每个人都明白，我

是一个人”的言论，令人惊异。于是，莱莫因下了

个结论：“LaMDA 可能已经具备人格了。”那么，

目前 AI真的具有意识，具备人格了吗？

在人工智能领域，图灵测试是最为人熟知的

测试方式，即邀请测试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

人类和 AI 系统随意提问，如果测试者不能区分

答案来自人类还是来自 AI系统，就认为 AI通过

了图灵测试。

谭茗洲解释道，通俗来讲，LaMDA学习了大

量的人类对话数据，而这些对话来自不同性格的

人，可以认为它学习到一个“平均”的人格，也就

是说，所谓的“LaMDA 具备人格”仅仅是它的说

话语言具有了一定的风格，而且是来自人类的说

话风格，并非自发形成。

“人格是一个比智能更复杂的概念，这是另

外一个维度，心理学对此有很多研究。但目前人

工智能研究在此方面尚没有过多涉及。”谭茗洲

强调。

谭茗洲说，有自我意识，有感知能力的 AI应

该具备能动性，并具有独特的视角看待人和事。

然而，从目前来看，现在的 AI 还不具备这些要

素。至少 AI 不会主动采取行动，除非给它一个

命令。更谈不上让其解释自己的行为。目前 AI

还只是人们设计的一个计算机系统，作为工具来

做一些特定之事。

所谓人格仅仅是学自人类的语言风格

谷歌工程师闹了场大乌龙谷歌工程师闹了场大乌龙
人工智能还没理解能力哪来的意识觉醒人工智能还没理解能力哪来的意识觉醒

管话题发散多远，AI都能联系前文，聊起天来不

恍神。但 LaMDA 并不满足于此，它还能让天聊

得有趣、聊得真实、聊得让人以为 AI 产生了人

格。此外，与人类对话时，LaMDA还引入外部信

息检索系统，通过对真实世界的检索理解回应对

话，让其回答更机智灵敏、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