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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开启智能经济时代的未来十年

始于信赖，胜于格局



可信赖的AI

将是智能经济未来十年的新原点



智能经济时代的未来十年：始于信赖，胜于格局

以资本为核心的竞争 以价值为核心的竞争

技术投入，技术发展，技术追求



今天，人工智能正在加速与产业经济的创新融合

企业变革 产业变革 人才变革



交互式主动营销导购 智能情感客服 机器阅读理解与问答 内容生成平台 语义交互音箱 客情分析平台 视觉导航

语言理解 自然语言生成 多轮对话 跨模态交互

万亿规模跨模态智能交互产业

词法句法分析 语义分析 知识构建 知识推理 表征学习 神经符号学习 大规模语言模型

产业赛道

应用层

核心能力层

基础技术层

核心引擎推动技术和产业应用双向发展

任务导向型、多轮、跨模态对话系统



可信赖的A I，将是智能经济未来十年的新原点

资本市场

回归理性

落地性强的AI

场景受到追捧

驱动技术和产业

应用双向发展



可信赖的A I：Trustworthy AI

公平稳健性 价值对齐可复制性 负责任可解释



服务覆盖中国10亿+用户 精选25万+家商家入驻 全链条的供应链场景

京东丰富复杂的场景铸造可信赖的A I

云计算 物联网

零售 金融 物流 健康 保险
物流
地产

海外
市场

AI + 大数据 5G安全



京东人工智能：

可信赖的A I

真实场景驱动
Robustness Reproducibility

稳健性 可复制性

让AI更有温度
Fairness  Value Alignment

公平 价值对齐

以客户为中心
Accountability  Explainability

负责任 可解释

京东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 NeuHub（ai.jd.com）

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

京东集团：以零售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公司

可信赖的AI：Trustworthy AI

核心内容

核心支撑

发展原则*



零售产业进入“货找人”的下半场

为每一件商品匹配一位AI助理



零售产业的进入“货找人”的下半场，为每一件商品匹配一位A I助理

传统零售货架 千人千面数字“货架” 智能定制化“货架”



机器生成内容

大规模 个性化 自动化

京东AI 为商品写诗，已应用于礼品购

黑色风衣是经典必备的基础

款，显瘦显气质，绝对不会

穿出错，搭配白色衬衫和深

色小脚裤，简单的搭配很显

气质，知性而利落。

——京东AI写作

“采用高频启动技术，全面缩短空调开

机时间，加快空调运行频率，使空调在

极短时间内送出强劲冷动力。搭载智能

水洗科技，清洗翅片更迅速。”

——京东AI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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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小鸟有着短小的

喙、自上而下的深色条

纹，翅膀上夹杂着褐色、

白色和黑色，胸部是白

底黑条纹。”

利用A I进行

视觉内容创作

AI 自动生成图像 AI 让模特自由换装 AI+时尚：让静态图像超模一样走起来



智能消费入口：多模态消费入口
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辅助以语音对话交互技术，帮助用户在京东上搜索并购买图片中的商品

期间

16岁-35岁用户占比 二三线城市占比 手机厂商、视频 / 短视频平台、游戏娱乐

软件等的识图、选品、导购场景

余家

11月11日 GMV 较去年增加



京东零售中智能交互RPA的全链条服务

售前

Alpha 小智

售中

智能情感客服
（电话）

售后

智能情感客服
智能语音应答

物流

智能预约 （电话）

累计服务1200万人次

感知用户情绪

推动人机对话轮次增加

加强用户购买意愿

商品信息、推荐信息的智能生成

累计接待量超3400万次

11.11当天独立解决超659万次咨询

为用户提供有温度的情感服务

累积接待102万次咨询

已覆盖46%的业务场景

上线电视机和微波炉等10个品类

在北京、上海等28个城市上线

日均20000+通外呼

客服质检：涵盖售前、售中、售后全流程客服体验，11.11期间日均质检数万小时通话

京东AI客服大脑

智能调度 智能导航 智能摘要 实时辅助应答 图片智能识别 智能创事件



“京东11.11全球好物节”

京东AI的改变与突破

京小智
提高15%订单量 50%

大件外呼
28个 10个 2万个

智能写作
自动生成文案 快速匹配用户需求

搭配购
搭配方案



京东AI依托京东场景，千锤百炼技术能力，对外赋能打造12大创新应用

用户

服务10多亿用户

高净值数据

电商 + 物流 + 金融

应用场景

真实、丰富的应用场景

前沿AI技术

计算机视觉 |      语音与声学 |      语义 |      对话 |      机器学习 |    知识图谱

蜂巢空间

（5G银行）

智能

结算台

多模态

购物入口

C2B 品牌营销

解决方案

智能导诊

解决方案

语音终端

解决方案

人民日报客户端 京东读书

京东听听 京东叮咚

智能客服的

全链条服务

药学知识

图谱

超级

眼镜

线下零售

综合解决方案

Neucozy

心灵休息舱

NeuHost

虚拟主播



京东人工智能战略全面升级

三大产品及服务发布



京东人工智能面向2020年战略升级：1个平台、 2大赛道

2个主航道业务

智能交互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视频物联网（视联网）

智能供应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NeuHub —京东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计算机视觉 语音与声学 语义 对话 机器学习 知识图谱

京东人工智能研究院

1 个平台

6 项技术



京东进入新一代人工智能“国家队”

智能供应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世界主要经济体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

中国首次将供应链创新发展

提升为国家战略

供应链系统正在加速走向智能化、平台化，

智能供应链平台成为

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

加快建设智能供应链开放创新平台

对中国经济发展

和产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智能供应链平台是国家间产业和经济竞争的关键领域



智能供应链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开放 共享 普惠 全栈 聚合 创新

智能供应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科技类企业

软件开发企业
硬件开发企业
企业科技部门

开发者

人工智能能力需求者

科研院所、高校

小微企业、初创公司

AI 推进零售上游产业升级

对于传统制造业、畜牧业、农业

等生产企业赋能升级

智慧供应赋能流通渠道

智能调节供销需求、机动选

品布局、库存预测运输

精准触达用户所想

千人千面

打破固有消费场景限制

间接用户

直接用户

开放平台

品牌商 零售商 制造商 生厂商 贸易商

智能生产 智能流通 智能消费



六 大行业 九 大场景 100+ 落地案例

AI+内容 AI+金融 AI+供应链AI+服务 AI+城市AI+消费 AI+物流 AI+生产AI+交互

智能供应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核心载体

基于京东丰富场景的人工智能 技术 系统化 大规模 端到端的实践落地



京东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N e u H u b 全景图

自研产品服务100余款 合作生态应用200余款
AI
+
供
应
链 智能C2B解决方案 地狼搬运AGV 天狼穿梭车 飞马 分拣机器人

AI
+
服
务

NeuHive蜂巢机器人 NeuBot京灵机器人 智能客服解决方案 电话机器人 AIRS AI零售解决方案

AI
+
消
费

智能结算台 智慧门店解决方案 NeuCRM客户管理 闪电智能内容创作平台 羚珑智能设计

AI
+
城
市

NeuCam智能摄像机 智慧入口解决方案 智能可穿戴仿生手 NeuPass人脸门禁 机房巡检机器人

集
成
创
新

智能交互屏 法律咨询机器人 超级眼镜 心灵休息舱 虚拟主播

智
能
硬
件

AI广告平台 大数据可视化平台 全程云OA

智能开发板 智能开票机器人

智
能
应
用

仿生手实验平台 机器听诊

智能财务管理应用 精细化货架洞察 微信社群管理工具 AI呼叫中心语音机器人 智能安全云服务

创新应用

开发平台： 智能数据预标注工具 专业大规模高性能模型训练工具零门槛全自动模型定制开发工具

产品服务

大椽车载360全景环视 埃克萨斯智能钥匙柜 机械手臂履带车



构建企业智能中台，助力产业技术升级

重磅发布一： NeuFoundry



模型 数据 算力

企业智能化升级需求

定制化企业AI能力

 加速智能化建设

 释放数据资产价值

 实现降本增效

 为企业人才提供AI实训

NeuFoundry

NeuFoundry：构建企业智能中台



NeuFoundry：独有的竞争力

零售全链条数据 千锤百炼的成熟模型 以客户为中心

 高净值的数据链条，涵盖零售、物流、金融等脱敏数据

 覆盖生产、流通、消费端到端的服务场景

京东海量数据及场景

 模型经过真实场景的验证和锤炼

 CV/NLP/语音/机器学习算法库全栈覆盖

真实场景锤炼的成熟模型

 模型可定制

 部署可定制

 交付方式可定制

安全灵活可定制



NeuFoundry：安全、便捷、可定制的一站式AI能力铸造厂

客户画像

客户群体 政府 企业 教育 ……

数据标注 模型开发 模型训练 模型评估 服务发布

在线版 中小企业版 大型企业版

数据安全性要求高 有智能化转型需求 AI定制化、个性化需求

功能模块

产品发布



“通过联合京东AI构建园区人工智能平台，为园区内企

业提供AI模型训练和API服务，加速企业智能化建设，

提升整个园区的产业智能化水平。”

——园区招商处

“通过京东NeuFoundry人工智能平台，结合企业自身的

数据，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可以非常轻松地定制出贴合业务

的AI能力，实现降本提效，完成企业智能化转型。”

——南京景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TO 钮旭东

南京产业创新云 工业制造业

NeuFoundry应用案例：从零售、供应链上下游，辐射全行业



“银行网点的下一代 VIP 理财室 ”

重磅发布二：NeuHive 蜂巢智能空间

发现 探索 购买 粘性比较



客户经理数据分析助手 + 投资对比工具

下一代智能 VIP 理财室

2020年1月 - 上市

多模态交互 + 富媒体展示的沉浸式私享空间

金融太空舱

2019年7月 - 已上市



中粮建国网点：北京市东城区中粮广场A座G1层45；清华园网点：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东门外华业大厦；长安兴融网点：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

中国建设银行5G + 智能银行 - 蜂巢金融太空舱

“蜂巢”让我们看到未来银行的更多模式

客户满意度 单日为服务人次 使用率



京小智是面向京东平台商家（品牌商 & 供应商）、企业伙伴的专属智能客服机器人

能够像商家客服一样给用户提供智能咨询与导购服务，也可以辅助人工接待，人机紧密协同

提升客服接待效率，智慧增收

重磅发布三：



基础版（永久免费）

当前已开通京小智的商家和后续新开通的商

家可以持续免费使用基础版

已上线服务1年+

机器人基础应答接待能力

满足大部分日常接待咨询

商业版（2020年02月正式上线）

多模态卖点营销

创作技术、个性化商品推荐

支持智能催拍、卖点营销、商品推荐

极大提升买家咨询成交

转化率、客单价等营收

商家金牌导购助手

导购助手

精准意图理解、超长上下文建模

基于深度语义推理的知识图谱

打造智能接待能力

商品属性应答

智能尺码推荐

关联订单状态回复……

商家助手



他们都在用“京小智”

已为超过十万商家提供智能咨询和导购服务，

2019年11.11累计服务1200万人次

十万商家数据
降本提效：降低商家客服成本65%；

提升接待效率54%；

营收转化：提升订单量15%

顾客挽单率高达36%

业务效果



始于信赖 胜于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