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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大数据时代带来的颠覆与震撼，“数博发布” 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会举行———

49项领先科技成果奖项目隆重发布

本报讯 5 月 26 日下午，

2019 数博会 “数博发布” 领

先科技成果发布会举行 ，会

上隆重揭晓了 10 项黑科技、

10 项新技术、20 项新产品、9

项商业模式共 49 项领先科

技成果获奖项目名单。 领先

科技成果发布， 不仅勾勒了

大 数 据 创 新 发 展 的 未 来 图

景， 而且折射着人们对美好

生活方式的期待。

据悉，49 项获奖项目是从

面向全球征集的 614 项领先科

技申报成果中， 经过逐层严格

评选出来的。此外，还有 100 个

项目荣获 2019 领先科技成果

优秀项目。

2017 年数博会，发布了以

“十大黑科技” 为代表的一

批新技术， 聚焦大数据产业

发展与技术前沿。 2018 年数

博会，打造出“数博发布” 特

色品牌， 发布 11 项黑科技、

10 项新技术、20 项新产品、

10 项新商业模式等 51 项领

先科技成果。 而在 2019 数博

会上，“领先科技成果奖” 正

式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

办公室批准， 成功列入国家

级社会化科学奖励目录 ，有

力提升了“数博发布 ” 的权

威性和含金量。

此次发布的领先科技成果

凝聚着互联网人的心血，彰显

着互联网创新的力量。 成果发

布为大数据时代呈现了一场

科技盛宴，让人们再次感受到

创新的脉搏，领略到科技成果

的魅力。

（本报记者 彭刚刚）

图为领先科技成果发布现场。

1、360 安全大脑———北京奇虎

科技有限公司

360 “安全大脑” 以大数

据为基础， 依托漏洞资源、威

胁情报、人工智能和安全专家

等四大支柱， 包含 DDoS � 攻

击监测、 APT � 监测、扫描监

测、 溯源反制、 资产测绘、应

急指挥和实网攻防等七大功

能系统。

2、京东智能客服———北京京东

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东智能客服涵盖售前、售

中、售后，形成用户全链条客服

服务，包含从文字到语音，从用

户到商家，从智能对话到智能坐

席等一整套解决方案。

3、联通大数据智慧数———联通

大数据有限公司

智慧数包括数据资源统一

接入、集中管控和统一服务三个

基础平台，以及安全网关、大屏

可视化和 web� 前端 & 可视化

三个基础构件，实现内外部数据

资源的统一接入、汇聚，对数据

接入源、服务元数据、服务数据

元和数据需求进行一体化管控

和智能匹配，通过图表、特效、资

源、脚本四库和 web� 可视化通

用平台，实现数据资源服务的可

视化。

4、 聆声智能声音前端处理技

术———北京凌声芯语音科技有

限公司

聆声智能声音前端处理技

术将麦克风阵列、 听觉场景分

析 、 深度学习和 Gammatone�

滤波器组等技术结合，形成完整

的近场、中远场声音前端智能处

理方案。 实现噪声抑制、混响消

除、阵列增益、目标声信号分离、

跟踪、增强等功能，极大提升声

音信号的质量，为后端处理提供

保障。

5、明智系统———北京明略软件

系统有限公司

基于 AI� 驱动的数据治理平

台 （包括结构化数据治理平台

CONA、非结构化文本治理平台

Raptor、 关 联 知 识 挖 掘 产 品

HARTS）， 实现各类结构化、非

结构化视频、图像、文本等多元

异构数据的符号化过程，通过知

识图谱数据库蜂巢 NEST� 完成

数据的汇聚、融合、推理及复杂

运算，知识图谱分析平台 SCO-

PA� 实现秒级运算和在线分析

挖掘。

6、 腾讯神鸮大数据市场监管

平台———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

统有限公司

腾讯神鸮大数据市场监管

平台主要为市场监督管理局、国

家版权局等政府部门提供辖区

内市场主体的多维度经营风险

监测，助力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市

场舆情监测体系、 企业信用体

系、联合惩戒体系、营商环境评

估体系，同时，发挥腾讯微信的

触达优势， 为企业工商登记、行

政许可等提供全程电子化的完

整解决方案。

7、 搜狗 A I合成主播———北京

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搜狗 AI� 合成主播采用搜

狗“分身” 技术，结合人脸关键

点检测、人脸特征提取、人脸重

构、唇语识别、情感迁移以及音

视频联合建模等多项前沿技

术，同时结合语音、图像等多模

态信息进行联合建模训练 ，使

机器可以依据所输入文本生成

相应内容视频， 并确保视频中

音频和视频表情、 唇动保持自

然一致， 展现与真人无异的信

息传达效果。

8、讯飞翻译机 2.0———科大讯

飞股份有限公司

采用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语

音识别、语音合成、图像识别、离

线翻译以及四麦克风阵列等多

项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实

现中文与 50 多种语言即时互

译，覆盖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9、M odelA rts�一站式 A I�开发

平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全流程的 AI 开发服

务，海量数据处理、大规模分布

式训练、 端·边·云模型按需部

署，运维管理，帮助用户快速创

建和部署模型、管理全周期 AI�

工作流， 满足不同开发层次的

需要 ， 降低 AI 开发和使用门

槛，实现系统的平滑 、稳定 、可

靠运行。

10、 液冷系统研究及应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深圳市腾

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联想

（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3M

中国有限公司、广东合一新材料

研究院有限公司

液冷技术是将大部分热量

通过液体循环介质带走，单台服

务器需求风量降低，机房整体送

风需求也随之降低，大大减少机

房回流导致的局部热点。 目前来

看数据中心液冷主要有冷板、浸

没和喷淋三种技术路线。

（一）领先科技成果奖之黑科技

1、“早知道” 气象大数据融

合平台———北京嘉韵楷达气象

科技有限公司

充分利用计算机大数据领

域的先进技术， 依托国家超算

中心（无锡）的算力和存储，根

据自动观测站、雷达、卫星、数

值天气预报等气象数据和行业

大数据特点， 结合人工智能技

术， 集气象数据采集、 加工处

理、产品制作、行业融合、智能

服务等于一体的大数据智能化

平台。

2、面向一体化协同管控的智

慧高速关键技术和应用———

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针对传统高速公路管理模

式中数据分散、 信息传递手段

落后和效能低下等问题， 剖析

现代高速公路运行管理难点与

需求， 独创了面向一体化协同

管控的智慧高速服务新模式，

突破了基于视频的高速公路事

故和事件数据快速识别、 运行

态势建模等关键技术， 成功研

制一体化决策支持平台和面向

出行者进行交通信息全域、精

准发布的协同管控平台。

3、 蚂蚁风险大脑———蚂蚁蓉

信（成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蚂蚁风险大脑是根据蚂蚁

金服十余年的风险攻防经验，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和区块链等领先科技手段，融

合各地金融监管实践而建立的

智能监管科技系统。 可根据蛛

丝马迹提前感知风险， 以便监

管部门主动采取措施， 防止风

险的蔓延。

4、贵州省扶贫民生领域监督

软件———贵州宇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紧盯主管部门民生资金发

放情况， 提取采集民生资金发

放数据及政策数据。 采集数据

优先选择互接端口， 这是最直

接、快捷、科学、精准的数据提

取采集方式。 同时，紧盯脱贫攻

坚“四场硬仗” ，将涉及重点资

金项目数据纳入系统。

5、 慧眼 H iLens 端云协同 A I

视频平台———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

HiLens 是面向普通用户、

AI� 应用开发者、软硬件厂商的

端云协同 AI 平台，由具备 AI�

推理能力的摄像头等端侧计算

设备和云上开发平台组成，帮

助用户快速开发 AI� 技能并将

其推送到端侧计算设备。

6、 知识计算云服务———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

知识计算云服务是华为自

研一站式端到端的知识计算解

决方案， 基于高性能的图计算

引擎，灵活的插件式设计，提供

从数据获取到知识图谱存储的

自动化知识图谱流水线构建平

台， 有效支撑知识图谱服务在

多领域、多场景的应用落地。

7、 基于北斗的下一代定位技

术———广东星舆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北斗的下一代定位技

术， 采用 “RTK+IMU+� 视觉

+� 高精度地图” 的多源融合技

术路线。 依托北斗系统，在全国

范围内部署自主研发的智能观

测站， 构建覆盖全国的高精度

定位网络。

8、统一 D P I架构设计及大数

据应用———中国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研究院

实现了 DPI 系统的位置整

合、功能整合、标识整合、数据共

享。 打破厂家对 DPI 设备和应

用系统的烟囱式垄断， 将 DPI

设备从各厂家自研功能各异的

状态，转变为功能统一、接口标

准、 性能达标的标准化设备，大

幅度提升了网内 DPI� 设备的

可用性和异厂家部署的灵活性。

9、 人大政协政务大数据智能

服务平台———北京市计算中心

面向议案建议与提案的全

流程管理、 代表委员与公众的

交流、文本内容的智能分析、交

互可视化与“一张图” 直观展

示、 互联网与政务外网的跨网

应用等要求提供服务， 涵盖了

议案建议与提案全流程管理、

社情民意征集与管理、 智能化

分析、交互可视化、数据共享交

换五大功能模块和数据平台。

10、小米“P egasus” 分布式

存储系统———小米集团

“Pegasus” 是小米云平台

部门存储团队自研的分布式

Key-Value� 存储系统，最初是

为弥补 HBase� 系统在可用性

和性能上的不足而设计的 。

“Pegasus” 系统的服务器端完

全采用了 C++ 语言开发，通过

PacificA 协议支持强一致性，

并使用 RocksDB 作为单机存

储引擎。

（二）领先科技成果奖之新技术

1、“天眼 +�安服” 安全运营服

务———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一款高级威胁检测、溯源与响

应的产品，在流量还原、高级威胁

发现、态势感知三个层面利用了多

种检测技术建立起一套针对高级

威胁进行发现、分析、响应、溯源、

取证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并帮助

用户快速感知整体安全威胁。

2、腾讯安心计划平台———深圳

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腾讯安全反诈骗实验室提供

技术和产品支持， 包含全网品牌

仿冒侵权识别与保护、 安心码防

伪平台、扫码营销反欺诈服务，旨

在基于腾讯大数据及场景连接能

力，帮助企业、消费者解决防伪问

题，提供全方位的品牌安全支持。

3、 满帮公路干线智慧物流交易

一站式综合服务模式———满运

宝———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在满帮全国公路干线物流智

能调度平台的基础上， 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为公路物流交易打造的全新商业

模式。 针对货主端和运力端在网

络平台交易过程中遇到货物运输

无保障、运输过程无法监控、运输

纠纷难处理、交易缺乏信任、资金

占用大等痛点问题， 提出一站式

综合解决方案。

4、 智能供应链技术服务平

台———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应用各类新兴技术， 深度结

合行业垂直领域的理论知识和实

践经验， 形成面向商品选品、定

价、需求预测、计划管理、寻源采

购、库存管理、交付管理、产能管

理、网络规划、商品防伪追溯等一

系列供应链决策管理、运营执行、

绩效监管与服务应用。

5、U U �跑腿即时服务共享经济

大数据云平台———郑州时空隧

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共享技能与时间为众包理

念，为附近的人提供买、送、取、

排队、到家等众多生活服务。解决

了传统同城配送行业效率低下、

资源浪费等问题， 满足了现代社

会人们个性化跑腿服务需求。

6、中国联通物联网客户大数据

运营开放一体化平台———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

本项目综合物联网客户运营

平台、 物联网数据服务网关以及

物联网连接与开放平台。

7、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商业模

式———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有限责

任公司

通过自主开发的电子交易系

统，交易所面向全球提供 7×24小

时永不休市的专业服务,提供完善

的数据确权、数据定价、数据指数、

数据交易、结算、交付、安全保障、

数据资产管理等综合配套服务。

8、以物联网 + 大数据相融合的

设施农业时空生产地图创新能

力建设项目———海芯华夏 （北

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结合终端感知设备， 能够帮

助政府、 企业实现实时在线监

管，通过农产品各环节的溯源信

息让消费者了解农产品品质，通

过技术手段帮助种植者监测棚

内环境，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管

控水平。

9、 睿博科技医疗大数据应

用———江苏睿博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依托睿博科技智慧医院平

台的数百家医院医疗大数据的

沉淀 ，对跨地区 、跨行业、跨医

疗机构的医药数据、医保数据、

健康数据和支付数据进行整合

和标准化处理， 通过自主创新

的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技术，

为我国卫生经济和结果研究提

供了有力的数据和工具支撑 ，

为卫生监管部门、医疗机构、药

企、 商业保险等企业提供数据

服务、 行业解决方案和咨询服

务， 为个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

医疗服务。

（三）领先科技成果奖之商业模式

（四）领先科技成果奖之新产品

1、 安全生产大数据智能决策平

台———北京百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C irroD ata� 分 布 式 数 据

库———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互联网 + 专科建设平台———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 智能 O C R 数据化产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指挥

大数据平台———武汉地大信息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G E O V IS 数字地球平台———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7、 网络空间安全态势感知、应

急处置及攻防对抗技术研发及

产业化———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

公司

8、大数据技术汽车消费领域的

智能应用平台———世纪恒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9、 搜狗智能录音笔 C 1———北

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腾讯微法院小程序———深

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11、 小米智能客服机器人———

小米集团

12、 网络视频数据库平台———

央视国际网络无锡有限公司

13、 易鲸捷银行核心交易系统

分布式架构平台———贵州易鲸

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4、 警邮一站式车主服务平

台———中邮（北京）信息产业有

限公司

15、小京鱼智能平台———北京京

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6、 京东云 JD S tack�专有云平

台———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17、联想 LeapIO T 工业物联及

数字孪生平台———联想（北京）

有限公司

18、智能风控系统———中移（杭

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9、 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数据日

志审计产品———中移（苏州）软

件技术有限公司

20、 天翼云互联网运行监测服

务平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云计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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