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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 AI 并扩展规模，力争成为行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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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在当下，AI 被视为下一个人类进步时代的驱动引擎，退避三舍不再是一种
可行的业务选择。1想要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公司必须懂得一点：面对先于
一步认识到机遇的竞争对手，安于现状会导致难以跟上步伐。 

到目前为止，公司已进行了一些 AI 尝试。但为了在 2020 年及以后展开
角逐，公司需要向前迈出一大步。对于希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并改善
客户体验的组织，AI 能够为之带来非凡的价值。2但是，畏首畏尾的时代
已然过去。要想成为行业领袖，在整个企业范围内扩展 AI 的工作中，企
业必须大力投入。 

2019 年 10 月，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探索公司如何将 AI 变为
现实。 为探索这一议题，Forrester 对 518 位掌管公司数据、AI 和分析战
略的全球 IT、数据和业务线决策者开展了在线调查。我们发现，虽然公司
将 AI 计划视为数字化转型的重中之重，并且有望成为重要业务成果的推
动力，但他们仍面临众多数据挑战，导致难以在整个企业中扩展 AI 和充
分发挥竞争优势。

主要发现

 › AI 是业务增长的关键推动力。据受访公司预计，AI 计划对于推进数字
化转型至关重要。它还将是增长业务、改善客户体验 (CX) 和增进员工
体验 (EX) 的关键推动力。尽管当今企业已经在使用 AI 技术，但他们
现在渴望在整个企业中扩展 AI 用例。 

 › 数据是 AI 扩展的主要障碍。可惜 90％ 的公司难以在整个企业中扩展 
AI，其中一大重要原因便是数据。参与这项研究的多半受访者承认，他
们对自身的 AI 数据需求知之甚少。再者，公司苦于解决致使他们无法
连接多个数据源的数据质量和数据整合问题。没有精心管护的数据，AI 
计划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从而导致成本增加、错过截止期限和产生监管
风险。

 › 行业领袖已经在利用 AI 竞争优势。公司已从早期尝试中获得了效率提
高和收入增长等收益，因而认识到扩展 AI 可以在日趋严峻的市场中保
持竞争力。此外，我们发现，相较于未进行 AI 扩展的公司，进行了 AI 
扩展的公司成为所属行业中增长最快的公司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七倍。

AI 将推动下一个人
类进步时代。

相较于未进行 AI 扩
展的公司，进行了 
AI 扩展的公司成为
所属行业中增长最快
的公司的可能性几乎
是其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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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并维持行业领导地位，AI 能力不
可或缺
当今的企业领导均赞同一点：AI 对于数字化业务取得成功和良好运转非常
关键。在应要求确定一系列战略计划的轻重缓急时，超过 60％ 的受访者
认为与 AI 相关的计划对成功实施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对于当今的企业
领导者而言，AI 其实是第二重要的计划，仅次于使用数据驱动的洞察来改
善产品和服务。鉴于 AI 对现代数字化企业至关重要，因而我们想了解当
今公司使用 AI 的方式。经研究发现：

 › AI 计划有助于整体业务健康。 这些公司认为，他们的 AI 计划将改善业
务的方方面面，并影响到客户、员工和利润。这些项目的首要目标是促
进收入增长 (43％)，紧随其后的是提高员工生产力、改善 CX 和增强盈
利能力（参见图 1）。主要用例反映出这些主要目标，这不足为奇。目
前超过 70％ 的公司在使用 AI 技术或扩展此类技术的使用，以支持客户
服务互动、运营效率和商业智能应用方案。

 › 为开展计划和制定解决方案，公司将培训作为当务之急。60％ 的受访者
目前在对员工开展 AI/机器学习 (ML)/深度学习培训。值得注意的是，
培训优先于战略性地确定用例 (55％)、实施第三方解决方案 (52％) 和
内部开发 AI 解决方案 (37％)。不掌握适当的技能，团队将难以制定解
决方案，无法成功执行用例。

图 1

“您计划专门通过 AI 计划实现哪些主要目标？”

调查人群：518 位掌管所在公司数据、AI 和分析战略的全球数据和 LoB 决策者
来源：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一项研究，2019 年 10 月

促进收入增长 10% 9% 7% 8% 9%

9% 6% 10% 7% 7%

提高业务效率

改善客户体验

增进员工生产力

增强盈利能力

排名第 1 排名第 2 排名第 3 排名第 4 排名第 5

11% 9% 7% 6% 5%

8% 6% 8% 9% 5%

8% 8% 6% 7% 6%

43%

39%

38%

3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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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支持关键业务目
标，例如增长收入和改
进 CX。

“AI 改进了质量，优化了所有
运营流程和客户体验。”

负责掌管公司 AI 战略的 
决策者



 › 然而，实施和扩展工作中仍有差距。 尽管 AI 计划很重要，但公司实际
上在一并推进其他数据计划。与我们向受访者询问的数据和分析计划 
相比，AI 计划实施工作中存在的差距要大得多（参见图 2）。在开发
内部解决方案方面，差距尤其大。尽管将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这很
重要，但目前仅 37％ 的受访者正在实施。就第三方解决方案而言，公
司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主要侧重于机器学习、知识工程和聊天机器人技
术。总体来说，这表明许多公司在使用 AI 方面可能仍处于起步阶段。
虽然需求和愿望非常强烈，但仍有许多未竟的事业。

 › 尽管如此，AI 用例数量仍将增加。80％ 的公司预计在未来 18 到 24 个
月内 AI 用例数量将会增加。对于某些公司来说，增幅会很大：40％ 的
受访者预计增长将超过 15％。为应对这种增长，公司还计划实施更多
的 AI 技术。超过 3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正在实施或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实施自然语言理解、AI 增强的商业智能平台以及机器人技术。

80％ 的公司预计未来
两年内 AI 用例数量将
会增加。

调查人群：518 位掌管所在公司数据、AI 和分析战略的全球数据和 LoB 决策者 
未显示所有回答。
来源：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一项研究，2019 年 10 月

图 2

关键/重要计划 正在扩展/已实施的计划

52%

37%

55%

60%

62%

72%

75%

79%
AI/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培训

实施战略计划以识别 AI/
机器学习用例

内部开发 AI 解决方案

实施第三方 AI 解决方案

74%

68%

76%

75%

77%

83%使用数据和分析改进

现有产品或服务

提供大量运用数据和分析的

新产品或服务

在组织中的更多级别增加对数据

驱动型决策的使用

AI 计划 其他数据计划

70%

75%针对企业中更多部门的数据驱动型

决策加强数据和分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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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AI 规模是数据实现价值倍增的下一
道挑战
虽然公司声称有信心实施新用例、识别当前模式中的偏差和管理 AI 数
据，但这种信心可能不合时宜。为什么呢？绝大多数受访者 (90％) 承认
难以在整个公司扩展 AI 用例的数量。那究竟是什么导致这种脱节，并最
终让企业踌躇不前呢？

数据带来巨大挑战  

AI 系统的优劣，取决于训练它们时使用的数据。3可惜只有不到一半的受
访企业认为，他们在将数据用于 AI 计划方面非常成功。而且有 12％ 的受
访者承认他们根本称不上成功。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进行过精心
准备和管护的数据，AI 就无法成功。导致该问题的一个因素可能是公司目
前用于 AI 的数据类型多种多样，从图像和结构化的关系数据，到文本和
图形，无所不包（参见图 3）。尽管如此，企业的数据问题通常分为三大
类（参见图 4）：

 › 数据质量。质量问题是组织面临的头号数据挑战 (58％)。缺乏精心管
护的 AI 系统训练数据 (45％) 和数据治理问题 (40％)，可能导致情形
愈发复杂化。因此，不足一半的公司对确保数据质量的能力缺乏信心也
就不足为奇了。 

 › 整合。缺乏整合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就数据科学/机器学习平台和分析/
商业智能平台而言，超过 50％ 的公司苦于解决数据整合问题。这就是
为何三分之一以上的受访者对连接多个数据源的能力缺乏信心的原因。

 › 缺乏了解。在我们的调查中，最令人不安的发现或许是：52％ 的受访
者对自身的 AI 数据需求知之甚少。这令人苦恼。如果企业连自己的需
求都不了解，那么他们难逃这两种命运：或则操之过急地盲目实施注定
败北的 AI 计划，或则更糟的是全然不去尝试。

大量的人才和技术挑战也让公司深陷泥足

 › 缺乏技能的问题十分突出。公司将培训作为优先级最高的 AI 计划乃正
确之举。四大人才挑战中有三大挑战表明，团队缺乏必要的 AI 扩展 
技能。数据工程 (71％)、数据科学 (70％) 和开发人员技能 (65％)  
都相当匮乏。未能全面采用最佳实践 (67％) 以及分析团队和数据科 
学团队之间的失调，更是加剧了团队技能不足的挑战。配备技艺娴熟 
的员工不仅对 AI 计划取得成功至关重要，而且对帮助企业实现提高 
员工生产力的目标也很关键。

调查人群：518 位掌管所在公司数据、AI 
和分析战略的全球数据和 LoB 决策者 
来源：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
的一项研究，2019 年 10 月

AI 计划使用的数据类型

图 3

66% 图像

66% 结构化的关系数据

62% 文档

60% 文本

58% 图形

51% 日志

50% 音频

36% 空间

31%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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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信号：在负责公司 
AI 战略的受访者中，
有一半以上不明白自身
的 AI 数据需求。

没有精心准备和管护的数据，AI 计划将一败涂地。



 › 企业缺乏适当的工具，而且在开源方面挣扎求存。缺乏的并不只有技
能：公司还缺乏适当的工具。在接受调查的受访者中，58％ 表示缺乏
用于开发高级分析和机器学习模型的工具及平台，50％ 表示需要开发
解决方案来运作这些模型，还有 50％ 表示缺乏用于在生产中监控模型
的解决方案。开源还引起了一个问题：5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具备
对开源 ML 编程模型和框架的充分支持，另外 50％ 的受访者则在奋力
实施和维护开源机器学习平台。 

这些挑战数不胜数，导致公司面临成本增加、时间线紧凑以及与 AI 项目相
关的 法规风险。56％ 的受访者指出 AI 项目的成本高于预期，41％ 的受访
者表示项目延期交付，36％ 的受访者表示监管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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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的主要数据挑战

质量

导致对 AI 数据准备的信心不足

整合 缺乏了解

40% 对确保数据质量

缺乏信心。 
37% 对连接多个数据源

缺乏信心。

52% 对成功将数据用于 AI 的
能力缺乏信心。

图 4

58% — 数据质量问题

40% — 数据治理问题

45% — 缺乏精心管护

的 AI 系统训练数据

54% — 缺乏与数据科

学/机器学习平台的整合

52% — 缺乏对 AI 数据

需求的了解

53% — 缺乏与分析/商
业智能平台的整合

调查人群：518 位掌管所在公司数据、AI 和分析战略的全球数据和 LoB 决策者 
来源：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一项研究，2019 年 10 月



要成为行业领袖，AI 势在必行
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数据、人员和技术挑战，但企业必须迎难而上，继续
推进 AI 计划。为什么呢？因为这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发现：

 › 公司已经收获了种种收益。企业看到 AI 计划实现了关键的业务目标（
参见图 5）。在接受调查的公司中，62％ 改善了客户体验，60％ 实
现了收入增长，58％ 提高了盈利能力。公司还正在获得数据方面的收
益：64％ 提高了数据管理效率，59％ 提高了分析效率。其他许多业务
收益也即将涌现，例如提高员工生产力和增加客户获取率与保留率等。

 › 退避三舍乃下下策。公司认识到，AI 能帮助他们实现竞争差异化优
势。50％ 的公司认为扩展 AI 有助于保持竞争力，39％ 的公司认为它能
成就自己的行业领导地位。鉴于此，对 AI 退避三舍乃下下策 。有位受
访者表示：“全球各行各业都在投资于 AI。如果你不同样投资于 AI，那
么永远会被甩在后面。”

鉴于 AI 的必要性，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公司都计划在未来 18 到 24 个月内
继续投资于 AI 技术，投资重点放在目前落后的领域。虽然从自然语言生
成到机器学习的各个领域通常会获得较多的投资，但总体投资最多的是 AI 
增强的商业智能平台和机器人技术。

89％ 的企业决策者赞
同一点：扩展 AI 将实
现竞争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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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整个企业中扩展 AI 用例，从中获得了哪些业务收益？”

图 5

调查人群：518 位掌管所在公司数据、AI 和分析战略的全球数据和 LoB 决策者
未显示所有回答。
来源：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一项研究，2019 年 10 月

64% 提高了数据管理效率

62% 改善了客户体验

60% 促进了收入增长

59% 提升了分析效率

58% 增强了盈利能力



成功扩展 AI 的公司将占据行业领导地位

为确保 AI 取得成功和走向成熟，公司仍需完成未竟的事业：Forrester 发
现，62％ 的企业才刚刚踏上 AI 征途。4然而，当今有一些公司已想方设法
成功制定了 AI 扩展流程。

 › AI 成熟度取决于可扩展的流程。在接受调查的公司中，有 43％ 的公司
制定了清晰、可重复、可扩展的 AI 流程，并且已通过该流程交付了一
系列效果明显的项目。AI 成熟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助于组织优化
和自动化企业中的流程，从而提高效率，收获更出色的成果。有一位受
访者表示：“AI 改进了质量，优化了所有运营流程和客户体验。” 

 › AI 领袖亦是行业领袖。 相较于未进行 AI 扩展的公司，已进行 AI 扩展
的公司成为所属行业中发展最快的组织的可能性要高将近 7 倍（参见图 
6）。另一方面，与竞争对手相比，未进行 AI 扩展的公司在收入增长方
面表现泛泛的可能性高 1.4 倍。

“使用 AI 可以提高生产力，降
低成本，提高安全性。”

负责掌管公司 AI 战略的 
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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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竞争对手，您的收入增长速度如何？”

图 6

调查人群：518 位掌管所在公司数据、AI 和分析战略的全球数据和 LoB 决策者；
其中 223 位拥有可重复的 AI 扩展流程，295 位没有可重复的 AI 扩展流程 
未显示所有回答。 
来源：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一项研究，2019 年 10 月

我们是所属行业中
发展速度最快的组织。

26%

4%

已扩展 AI 未扩展 AI

已拥有可重复的成功 
AI 扩展流程的公司

在所属行业处于领

导地位。



主要建议
AI 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构建行业领先 AI 解决方案的捷径是制定并执
行适当的战略，以扩展 AI 用例 - 从 5 个用例扩展到 50 个用例，继而扩
展到 500 个用例。Forrester 经过深入调查后得出了一些重要建议：

构建相应的 AI 用例管道。扩展 AI 意味着拥有准备实施的真实用例。建立
由业务、技术和 AI 专业人员组成的 AI 先锋团队，以审视关键业务流程和
客户交互中的 AI 机会。根据技术可行性和对所在企业行业领导地位的影
响，来确定用例的优先级。发挥行业领导地位影响，将确保实施的 AI 用例
不只是改善您现有的业务流程，而是与竞争对手的数字化转型相关。

发展 AI 工程队伍。 数据科学家对于将数据转化为智能 AI 模型至关重要。
不过，经常听到数据科学家和企业抱怨未能运转 AI 模型。那是因为实施
变革性的 AI 用例离不开一支更大的队伍（一支 AI 工程队伍），其中包括
数据科学家、业务分析师、开发人员、运营专业人员和项目经理。打造从
用例实施之初就开始协作的跨职能 AI 工程团队，将挖掘出技术问题，在
开发模型时可以并行不悖地同时解决。

分析影响 AI 的角色。AI 影响未来的工作。与所有技术一样，AI 将自动化
执行某些流程，增强员工能力，并为工作者创建全新的角色。对于每个 AI 
用例，可以创建角色来代表可能受 AI 解决方案影响的现有员工和客户。从
每个角色的角度分析 AI 解决方案如何影响相应角色。执行这样的分析有助
于人们了解技术如何改善公司、客户体验及其角色。 

让董事会参与其中。最终对企业的作为和不作为负责的是高管和董事会。
其中大多数人了解 AI 在所属行业中的变革必要性。但是他们可能不了解其
范围以及大规模实施 AI 所需要做出的投资。既要告知其初期用例的成功之
处，但也要罗列出大规模实施 AI 用例时更为全面的技术和组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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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方法 
在这项研究中，Forrester 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和巴西的 518 
位 IT、数据和业务线决策者开展了在线调查，目的是评估企业投资于 AI 并尝试扩展 AI 用例的方式。为感谢受访
者抽出宝贵时间参与调查，我们提供了奖励。本研究从 2019 年 10 月开始，于 2019 年 11 月完成。

附录 B：人口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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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零售

金融服务/保险

制造和材料

技术/非技术服务

建筑

电信服务

医疗保健

消费品/制造

商业或专业服务

运输与物流

18%

13%

12%

11%

10%

6%

5%

4%

4%

3%

2%旅游与酒店服务

教育/非营利组织

广告/营销

能源、电力和废物管理

电子

2%

2%

2%

2%

消费者服务

化工/金属

政府

1%

1%

1%

调查人群：518 位掌管所在公司数据、AI 和分析战略的全球数据和 LoB 决策者

注意：由于舍入，比例的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来源：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一项研究，2019 年 10 月

公司规模

29%：美国
10%：英国、新加坡、日本、德国、法国

7%：墨西哥，6%：澳大利亚，4%：新西兰，3%：巴西

26%500 - 999 名员工

43%1000 - 4999 名员工

22%5000 - 19999 名员工

8%20000 名员工以上

部门

32%IT

29%运营

11%营销/广告

9%业务线

7%产品开发/研发

7%分析/数据科学

5%企业架构师

职衔

12%
23%

65%

首席级高管 副总裁 总监



附录 C：补充材料

相关的 FORRESTER 研究

“The Future Of Machine Learning Is Unstoppable,” Forrester Research, Inc.，2019 年 4 月 25 日。

“Predictions 202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rester Research, Inc.，2019 年 10 月 30 日。 

“Forrester Infographic: AI Experiences A Reality Check,” Forrester Research, Inc.，2019 年 5 月 17 日。

附录 D：尾注
1 来源：“The Future Of Machine Learning Is Unstoppable,” Forrester Research, Inc.， 

2019 年 4 月 25 日。
2 来源：“Predictions 202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rester Research, Inc.，2019 年 10 月 30 日。
3 来源：“Forrester Infographic: AI Experiences A Reality Check,” Forrester Research, Inc.， 

2019 年 5 月 17 日。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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