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的产业化步伐正迅速加快。
在近日举行的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无人驾驶、AI芯片、百度大脑、智能小程序等AI技术相关应用

进程被集中披露，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现场表示，百度积累的AI能力将进一步开
放，未来，人工智能将进入“Everyone Can AI”的时代，避免新的数字鸿沟的产生。 青年报 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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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车和造PPT不一样，而
我们去年吹的牛实现了，全球
首款L4级量产自动驾驶巴士”
阿波龙“已经量产。”上周，第二
届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如期而
至，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李彦宏步伐欢快地出现
在舞台上时，难掩对这份AI“成
绩单”的欣喜，并连线厦门金龙
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思瑜，与全场7000多位开发
者共同见证了第 100 辆“阿波
龙”的量产下线。

双方还宣布，“阿波龙”即
将发往北京雄安、深圳、福建平
潭、湖北武汉等地开展商业化
运营，并将销往日本东京，实现
了我国自动驾驶电动车的首次

“出海”。作为 Apollo3.0 的核
心，基于“面向量产的解决方
案”这套解决方案，未来开发者
及合作伙伴最快3个月即可造
出自己的“阿波龙”。

现场，另一个“重磅”——
中国首款云端全功能 AI 芯片

“昆仑”（包含训练芯片“昆仑
818- 300”和推理芯片“昆仑
818-100”）也正式亮相，这是迄
今为止业内设计算力最高的AI

芯片，基于百度8年的CPU、GPU
和FPGA的AI加速器的研发，20
多次迭代而生，

“‘昆仑’的诞生，使得百度
大脑具备了更完备的软硬一体
化能力，极大成就了百度大脑
3.0版本的算力增长。基于此，
百度大脑 3.0 形成了从芯片到
深度学习框架、平台、生态的AI
全栈技术布局。”百度高级副总
裁、AI技术平台体系总负责人
王海峰进一步表示。

此外，全新发布的“智能小
程序”也有新突破--将彻底打
通AI与移动端，让AI在手机上
全面落地。“开发者只需要几行
代码就可以直接接入百度大脑
3.0的核心AI能力”。

同时，作为业界首个开放
的小程序生态，百度智能小程
序将于2018年12月全面开源，
开发者的智能小程序将不仅可
运行于百度移动端产品，更可
以运行于外部App，以及DuerOS
智能家居、Apollo 车生活平台
上，开发者一次开发就可以实
现多端运行。

在百度大脑基础上升级的
还有 DuerOS3.0。这一次，Duer

打通了商业模式闭环，正式启
动了商业分成模式——“DuerOS
在前 6 个月将会把技能收入
100%回馈开发者”。

这意味着，DuerOS要带领对
话式AI领域的开发者开始“淘
金”了。此前倍受瞩目的小度智
能音箱的儿童模式、极客模式等
多个创新技术此后将面向开发者
彻底开放。同时推出超过20个
跨场景、跨设备解决方案，包含有
屏设备解决方案、蓝牙设备解决
方案、行业解决方案等。

“百度成立18年来，我们一
直致力于填平数字鸿沟。人工
智能是一个堪比工业革命的技
术变革，如何避免产生新的智
能鸿沟？”

李彦宏说，答案是开放，
“把百度多年积累的AI能力开
放出来，通过数据、算力和算法
的不断迭代，让每一个开发者
能够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AI技
术，让每一个公司、每一个企业
都能够很方便地使用这些最先
进的AI能力。”

青年报 王霞

随着世界杯“激战”升温，
随之高涨的不仅是球迷的热
情，还有不断刷新纪录的外卖
订单金额。据美团外卖最新发
布的数据显示，其外卖订单在
世界杯1/8决赛首日夜宵时段
（21：00-4：00）飙升至赛事期
间 的 最 高 峰 ，较 平 日 增 长
40.3% 。 次 日 订 单 增 幅 为
30.5%，再次日单增幅21.1%，均
高于前一周同期。

其中，一位上海用户则因
一次性下单万元外卖夜宵，成
功成为世界杯期间当之无愧的

“最壕球迷”。据美团外卖数据
显示，7月2日，坐标位于上海的
一位球迷在一家烧烤龙虾类餐
饮 商 家 一 次 性 下 单 了 高 达
15566元的夜宵，令人称奇。

对于世界杯期间的女球迷
们而言，看球时吃东西不仅会
提升幸福感，对于平复紧张的
心情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据了
解，近期一些女性更加热衷的

餐饮品类订单崛起明显，例如，
水果茶品类订单涨幅73.1%、年
糕涨幅64.5%、披萨涨幅63.3%、
甜点涨幅45.8%。

有意思的是，赛事期间的
外卖大军中，“养生”球迷群体
也日益庞大。来自美团外卖的
数据显示，汤品类订单的增幅
亦是看涨。

开幕赛阶段，广受养生球
迷喜爱的煲汤、鲫鱼汤始终保
持较高的增幅，6月30日涨幅分
别达 85.1%和 84.8%。同时，羊

汤也创下销量新纪录，订单较
平日增长60.7%。“汤不仅可为身
体补充熬夜所消耗的水分，而
且还可以获得更多营养，熬夜
观战的球迷朋友们可以好好考
虑一下。”美团外卖在发布相关
数据时随之建议道。

与此同时，不同地域的
“吃”数也颇为有趣。数据显
示，淘汰赛期间，南宁市的夜宵
订单量涨幅达47.2%，位居城市
夜宵订单涨幅首位，成为新晋
的吃货型球迷城市。

百度举办第二届“AI开发者大会”

AI产业化入佳境 将“全面爆发”

美团外卖世界杯“战报”上海现万元高价订单

墨迹天气
“35℃计划”启动

近 日 ，墨 迹 天 气 第 4 届
“35℃计划”正式启动。未来两
个月，用户所在城市气温达到
35℃及以上，即可在墨迹天气
App 客户端内或官方合作平台
领取（或参与游戏获得）免费雪
碧兑换码，即可到麦当劳任意门
店领取雪碧。

该活动此前已连续举办 3
年，总参与人数近5千万，通过
活动在麦当劳店兑换雪碧近1
千万杯。墨迹天气创始人兼
CEO表示，墨迹天气一直希望在
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气象服
务，并让用户精准感知环境、温
度的变化，唤起全民关注环境变
化和加强环保理念。据了解，今
年全国共有2719家麦当劳店参
与活动，并将在全国20多个城
市亮相近60家“墨迹天气麦当
劳旗舰店”。除雪碧和麦当劳，
饿了么、高德、优酷、搜狗等多家
企业也将助阵该活动，共同为全
球高温预警，呼吁公众关注全球
变暖和环境问题。青年报 王霞

首届征途
嘉年华举行

上周六，《征途》游戏粉丝心
中“头号玩家”、巨人网络董事长
史玉柱与《征途》电影主演刘宪华
共同现身在沪举行的首届“征途
嘉年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
名玩家和粉丝共同“忆征途”。

作为《征途》的创始人，史玉
柱现场回顾了从通宵研发到国战
的游戏经历，并希望能够“重回征
途游戏，和很多当年的战友游戏
中再次相聚。”自2006年问世以
来，《征途》全系列产品已累积超
过5亿玩家，曾创下210万玩家同
时在线纪录。由《征途》开启的免
费商业模式，自动寻路、自动打
怪、万人国战等创新玩法，对国内
游戏行业产生深远影响。本次嘉
年华中，征途采用“实景”搭建还
原游戏体验，比如太庙、王城、运
镖、龙舟等，并将现场进行“线上+
线下”的国战比赛。

“未来，征途将继续以核心
IP为优势，为玩家提供更加丰富
多元化的体验。相关系列游戏
也将引入如AR、VR等更具科技
感的交互体验，让玩家感受国战
魅力。”征途相关负责人表示。

青年报 王霞

青年报 王霞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亲子
服务行业市场正以每年递增
15%的速度成长，行业市场规模
有望在2020年突破2万亿元。

近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一站式亲子嘉年华2018大众点
评“亲子奇妙日”在沪举行。较
之去年，一方面，今年嘉年华实
现了场地和合作商户的双重增
长，覆盖亲子游乐、幼儿及少儿
教育、亲子摄影、亲子餐厅等热

门领域并营造一站式亲子消费
场景，；另一方面，在互动体验
上，今年新增了更多真实场景
还原体验，以及AR、3D打印等黑
科技，帮助大家一站式领略最
前沿、最热门的亲子互动体验。

“面对用户多元化的需求
和亲子行业消费升级的浪潮，
美团点评亲子将发挥平台优
势，打通线上、线下全场景，整
合品类协同品牌商户深入合
作，为用户提供丰富、专业的社
会化育儿综合方案。”美团点评

高级副总裁黄海现场进一步表
示。

为此，其目前采取了覆盖
全品类的“π型策略”，即通过打
通线上、线下全场景，为用户提
供专业的育儿综合方案。美团
点评亲子事业部总经理张晶透
露，“π型策略”的横轴意味着横
向延展亲子服务品类的广度
——通过创新的IP营销方式实
现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满足
用户各个阶段的消费需求；两
大纵轴则从幼儿及少儿教育和

亲子游乐两大板块进行纵深打
透，建立更加专业、丰富的内容
体系和运营场景。同时，整合
不同类目实现跨领域流量共
享，助力交易形态转型升级。

据了解，作为中国一站式
亲子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方，除

“亲子奇妙日”之外，美团点评
亲子成功策划了“亲子日”、“亲
子嘉年华”和“亲子大篷车”等
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主题活动，
全年共计数百场活动，覆盖全
国35个城市。

连接线上线下 点评打造一站式亲子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