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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任务

广义上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具体可以追溯到问题回答、机器翻译、搜索引擎、假新闻检测等 个大类底下

多个亚种。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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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模型

模型可以依据给定一组单词生成最可能出现的下一单词（及其概率）或者预测不同单词（及其出现概率）。

想象成例如 查询自动补全。事实证明，这些模型尽管它们可能仅仅只在普通的单词数据中进行的

训练但是它对于许多其他任务适用。

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国际冰雪文化名城

通过 学习到的 通过百度 学习到的

通过学习词与实体的表达，使模型能够建模出『哈尔滨』与『黑龙江』的关系，学到『哈尔滨』是『黑龙江』的
省会以及『哈尔滨』是个冰雪城市。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零 单 小样本学习

研究人员希望机器学习模型在学习了一定类别的大量数据后，对于新的类别，只需要少量的样本就能快

速学习，这就是 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样本的数量 的不同我们有了零 单 小样本学习。

零样本学习是指不给到模型新任务的样本，而单样本学习是指给到单一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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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学习

迁移学习指的是 深度学习 中的概念，在该概念中，为一个任务（例如图像中的对象检测示例）训练模型

，但是可以为其他任务（例如评估 扫描）利用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我们有时在一个感兴趣的领域中有

一个分类任务，但是我们只在另一个感兴趣的领域中有足够的训练数据，并且后者可能位于不同的特征

空间或遵循不同的数据分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成功地进行知识转移，就可以避免昂贵的数据标记工

作，从而大大提高学习性能。

● 为什么要在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使用迁移学习

● 许多 任务共享关于语言的常识 例如语言表示、结构相似性

● 任务之间可以互通有无 例如语法和语义

● 带注释的数据很少，应当尽可能多地利用其进行监督学习

● 迁移学习促成了许多有监督的 任务的 如分类、信息提取、问答等

● 迁移学习包括 与 两种：

● ：相同的任务；但只有原领域的标注数据

● ：不同的任务；只有目标领域的标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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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背后的核心思想是自注意机制，能 够根据输入序列的不同位置计算该序列的表示形式。

叠加若干自我注意层，下面在 按比例缩放点乘注意 和 多头注意 部分中进行了详细说明

（见备注）。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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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模型使用自注意力层的堆叠而不是 或 来处理可变大小的输入。多层注意力机制在文

本翻译上的直观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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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结构 模型结构不变，更多层、更多训练数据！

使用与 相同的模型和架   构，不同之处在于：修改的初始化， 预规范化和

，在交互层的各层中使用了交替密集和局部的稀疏注意模式。

添加了更多的层，更广泛的层以及更多的数据，并以一种语言建模训练方式对其进行训练。

模型的大小，体系结构和学习超参数（ 大小单位为 ，学习率）。对所有模型进行了总共

亿 的训练。层代表注意力层，每个头代表注意力输出头。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模型结构 层的、仅包含解码器的 模型

模型，其基本结构与 相同， 具有 亿参数，网络层数更深、网络容量更大

模型采用 层的、仅包含 的 模型， 个 的 ，其隐

向量为 维。 的输出为 维。

层的 结构以及针对不同的 用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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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度对比 参数模型在零 单 小样本训练上实现精度质的飞跃

为啥复杂语言模型？

较大的模型可以越来越有效地利用上下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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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度对比 谷歌、 ，微软模型参数竞赛

相比之下， 拥有多达 个 参数，是第二个最大的 图灵 的十倍，图灵 是微软开发的具

有 个 参数的模型。 模型（谷歌）是编码器 解码器模型，可将所有 问题转换为文本到文本格式

处理。

所有可用语言模型参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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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度对比 训练数据 包含整个互联网文本数据

用于训练 的数据集。 训练组合中的权重 是指训练过程中从给定数据集中抽取的比例，

有意将其与数据集的大小不成比例。 训练 亿个 时，在训练过程中，某些数据集的参与次数高达

倍，而其他数据集的次数却少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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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技巧 无监督、无微调

对于所有任务， 时无需进行任何梯度更新或微调，而仅通过与模型的文本交互来完成指定任务。

传统微调。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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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问答和知识推理任务媲美人类精度

问答和知识推理任务

模型读一段话或者一段内容

然后预测一句话最后一个词

小样本学习下模型可大大提高准确性。在此设置下， 优于 参

数 ，而 则将现有 提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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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回答科普知识问题超过监督模型精度

问答和知识推理任务

模型回答科普知识问题且

不可以访问维基百科，

诸如：

：

的性能随着模型大小的增长而平稳增长，这表明语言模型随着容量的增加而

继续吸收知识。单样本和小样本性能比零样本显着提高，与 使用了微调和开放域模型的性能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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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和知识推理任务

模型回答物理基础问题

：训练数据集与 数据集

高度吻合，无法重新训练！

在一些物理问答中， 表现出

对物理场景缺乏理解的缺陷，并在

反常识问题中，比如太阳有几只眼睛

照常输出答案，一只眼睛，

并没有真正思考。

的零样本精度为 ％，单样本精度为 ％，少样本精度为 ％（最后一次在 的

测试服务器上测得）。

实验结果 回答物理基础问题存在数据吻合问题，精度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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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机器翻译偏向英语向任务

机器翻译任务

模型根据给定语句翻译

随着模型规模的扩大，所有数据集都有一个持续改善的趋势，而且翻译成英语的趋势要强于

从英语进行翻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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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蕴含 理解任务

模型根据给定文本完成阅读理解任务

针对 阅读理解任务的结果。 在小样本设置下可达到 ，仅比人类测得

的性能和先进的微调模型低了几分。零样本单样本性能比最大模型的的小样本落后了几分。

实验结果 文本蕴含 理解任务与人类智力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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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法任务

模型完成加减法运算任务

位的加减法效果最好

针对不同大小的模型，在几次小样本学习设置中所有 个算术任务的结果。从第二大型号

（ ）到最大型号（ ）有了很大的跃进。

实验结果 擅长完成二位内的加减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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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生成任务

模型根据给定 ，

完成全文

生成的新闻文章与人工撰写的文章区别最小的案例（准确性： ％）。

实验结果 文本生成有高欺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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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生成任务

模型根据给定 ，

完成全文

生成的新闻文章最容易区分的案例（准确性： ％）。

实验结果 文本生成容易鱼目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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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应用场景

和众多合作者、 在 月开放以来开发出了一系列的具体场景应用，并分别有各自的 名称

，在语义搜索，聊天，客户服务，文字生成，内容理解， （多语言转换）以及启发工具七大领域展示

了 款官方推荐示范应用；同时推特用户开发者也在推特、 等平台分享了近 多款野生应用。

款

科技艺术创作场景 工具插件场景 野生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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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就是 ，但是支持 种场景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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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应用场景之

托管搜索引擎

       

法律研究搜索软件

客服助手

法律研究搜索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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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搜索

时间 轮次 投资额（ ） 估值（ ） 投资方

轮

轮

轮

• 客户：截止 年 月，公司服务客户 多家，涉及行业有电子

商务、传媒、科技等。包括

， ， ， ， ， ，

， ， 等。 年 月，公司客户数 ，近三

年客户数量 超过 ；

• 收入： 年，公司营收（ ）达 万美金

， 年预计达到 亿美金，预计增长率 。

• 概况： 年成立，总部旧金山。

• 创始人： ，计算机背景，曾在企业搜索引擎公司

担任工程师。

• 核心产品： 成立之初为企业提供移动端搜索 ，后转

向为企业提供搜索引擎解决方案。包括：

1. 站点搜索，使企业可以构建，管理多渠道内容搜索；

2. 声音搜索，提供查询理解，个性化和搜索相关性等搜

索 ；

3. 地理检索，基于位置的搜索；

4. 端搜索，基于 端的搜索；

• 收费模式：按照搜索次数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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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更高效的自然语言语义搜索

将 与 的高级搜索技术相结合， 可以为其客户提供自然语言语义搜索，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好

地理解问题而不是简单文字匹配，为搜索者提供相关且快速的 结果。

客户案例：领先的体重管理程序 使用 的 自定义排名 功能向其用户提供即时的个性化搜索结果。

这帮助他们将搜索速度提高了一百倍，在不到 毫秒的时间内返回了 ％的搜索查询，在几秒钟内为数百万

个项目建立了索引，并使他们的成员只需三击即可找到他们要搜索的内容 公司在 的帮助下提

升了 的搜索转换率 帮助 的每次会话收入提高了 ％。

帮助 回答比以往更复杂的查询，将预测时间缩短到 毫秒左右。这使 不必进行大量工作

来缓存并为客户提供答案。借助 ， 能够准确地以 的频率四倍地回答复杂的自然语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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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研究搜索

时间 轮次 投资额（ ） 估值（ ） 投资方

轮

轮

轮 红海资本、

轮

种子轮

种子轮    -

• 客户：截止 年 月，公司 在（打折，出版等） 个类别里

与 家企业构建了合作伙伴关系；涵盖全美 州的法律判例和法典

以及出版和未出版的案例，与 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和 多家小

事务所有合作。

• 收入：根据 的数据，截至 年 月 日， 的估值在

万美元至 亿美元之间。估计目前年收入为 万（$）。

• 概况： 年成立，总部旧金山。

• 创始人：杰克（ ） 《斯坦福大学法律评论》的总裁兼《斯坦福大学

法律与政策评论》的执行编辑； 的首席法律研究官和

联合创始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 核心产品： 平台出售 访问接口，用户可以傻瓜式的

文字输入关键词或者把判例拖拉拽，就可以得到相 应的法典

或者相似判例。

• 收费模式：分为个人用户、小律所、大型企业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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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自然语言语义搜索

● 使诉讼任务自动化，帮助律师有效地提供高质量的代理服务，提供了超过 家律师事务所使用的综合法律研究

检索平台。平台包括可自动执行关键法律研究任务的 技术和可自动处理诉讼内容的首创技术 ；借助

的技术， 增强了其语义搜索功能，这有可能为律师节省数百小时的搜索研究时间。

● 在 ，他们使用了与 和 类似的技术来大大改善 过滤算法。结合这些新技术可以将律师审查员需要阅

读的段落百分比从所有新案件的 ％减少到 ％。而竞争对手需要律师阅读 ％的案件描述。这使得 能够以比竞

争对手低得多的价格提供服务，同时又不牺牲准确性。

法律文献卷宗检索匹配用到 技术 查找使用传统研究方法无法找到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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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研究搜索

时间 轮次 投资额（ ） 估值（ ） 投资方

轮

轮

轮 Inovia Capital
种子轮 Inovia Captial
种子轮

种子轮

• 客户：截止 年 月，公司和

等在内的 家律所及机构构建合作关系并受

到良好评价。

• 收入： 在 轮融资中总共筹集了 万美元的资

金。他们的最新资金来自 年 月 日的 轮融资。据 财

报数据， 年 第一季度营收达 美元，到 年第三季

度已经整体涨到 美元。

• 概况： 年成立，总部旧金山。

• 创始人： 是 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

人，也是法律技术行业的领导者。

• 核心产品：储备强大的律师团队， 自己在官网声明这

不是一个法律软件，仅仅是一个检索软件，而 更加强调

，法律案件理解；用户只需要问一个法律相关问题，

他们会给足分析和判例，这里就已经有信息解读和引导的双

重功能，所以他们应用的也是文本的理解，而不是 仅仅的语义

的检索。

• 收费模式：订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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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本内容理解

● 由包括 和 在内的一级投资者资助，并被美国律师协会认可为 如何使用人工

智能改善法律服务交付的一个范例 。是行业领先的、 驱动的法律研究提供商。

● 使用的是内容理解，而之前是 语义搜素   ， 侧重点更多在理解，更好地搜索法律 权威和综合法律，以

便法律专业人士可以为其客户提供合理及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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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助手

时间 轮次 投资额（ ） 估值（ ） 投资方

种子轮

种子轮

• 客户：公司收到头部企业用户的合作，包括 ， ，以及

等。

• 收入： 在两轮融资中总共筹集了 万美元。他们的最新资

金是在 年 月 日从种子轮筹集的。 由 投资种子

轮。

• 概况： 年成立，总部旧金山。

• 创始人： 是面向客户团队的 写作助手。由伯克

利，斯坦福大学和 的前 研究人员开发。

• 核心产品： 通过浏览器集成在大多数 服务聊天平台

上，使用 的语义搜索功能，开发了一种知识库搜索

功能，该功能可通过建议聊天响应，改善销售和支持团队的客

户体验。

• 收费模式：分针对企业或者个人有不同的 价格，总体还是

免费软件，跟很多企业有合作，总体是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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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自然语言语义搜索

是面向客户团队的 助手。由伯克利，斯坦福大学和 的前 研究人员开发，为初创企业以

及财富 强客户提供服务。

借助 的技术， 通过浏览器集成在大多数 服务聊天平台上，使用 的语义搜索功能，开发了

一种知识库搜索功能，该功能可通过建议聊天响应，改善销售和支持团队的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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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应用场景之

云通讯平台

数学在线辅导

心理干预平台

定制化 聊天机器人

文本冒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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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学习平台

时间 轮次 投资额（ ） 估值（ ） 投资方

轮

轮

轮

• 客户：每个月遍布 个国家 地区的 万人使用 学习任何

可以想象到的学校，工作或个人 兴趣的科目。

• 收入：根据 数据，截至 年 月 日， 的融资后估值在

至 范围内。 家投资机构其中包括： 资本、 资本、

资本以及 资本。根据 信息，公司收入在

美元。

• 概况： 年成立，总部三番。

• 创始人： 最初由高中二年级学生安德鲁 萨瑟兰（ ）

创建，旨在学习高中法语词汇。

• 核心产品： 是一个学习平台，它使用活动和游戏来帮助

学生练习和掌握所学内容。

• 收费模式：按照提供多科目多语种的在线学习辅导，利用卡片

学习；免广告加无线访问： 美元 月；更多功能解锁： 美

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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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成单词案例

的流行用法是用于学习词汇。为了避免死记硬背， 正在利用 强大的文本生成功能来自动生成示

例，解释如何在句子中使用词汇。

通过与 的技术相结合， 可以像辅导老师一样，为学习词汇和语言的用户开发例句，帮助学生更有趣的

整合他们所学知识并进行综合自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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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心理健康干预平台

时间 轮次 投资额（ ） 估值（ ） 投资方

轮

种子轮

• 客户：已经惠及近 万人，其中大多数是青少年。客 户包括

， ， ， 和许多其他社交网站。

• 收入：根据 的数据，该公司已经从包括 和

在内的顶级投资者那里筹集了 万美元的融资。截至 年 月

日， 的估值在 万美元至 万美元之间。

• 概况： 年成立，总部位于纽约市。

• 创始人： 罗伯特 莫里斯： 。 起源于 媒

体实验室，并与 ，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 纽约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和剑桥大学合作。

• 核心产品： 正在构建基于 的审核工具，以确保在线社区

免受欺凌，垃圾邮件，不良行为者等的侵害。该平台在麻省理

工学院最开始是作为一项临床试验，测试认知疗法。与传统的

对等支持平台不同的是，该服务上的所有交互均由 支持或

增强。

• 收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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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文字内容理解

正在使用 的技术来增强其 功能并提高数据安全的能力。使

用该 文字理解功能， 可以自动识别处于紧急危机状态中的用户并

将他们信息路由到专门的服务（例如国家自杀预防生命热线）。

在内容理解模块， 这款应用借助 ，基于文本的分类器得到了

大幅改进且无需进行预处理。分类器的 分数从 上升到 ，综合

准确度上升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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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

• 概况： 年 月成立。 认证学校。

• 创始人： 团队由数学爱好者，单词记忆爱好者，专业人员和教育家

组成。

• 客户：随着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学生 社区合并， 社区

真正进入了世界范围。自那时以来， 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拥有超过 万名成员，为论坛贡献了超过 万条帖子。

• 核心产品：为 年级有上进心的学生创建教学平台，今年的

疫情也加速了北美在线教育市场的迅猛发展，今年也打破了

年来所有课程的入学记录。在过去 年中， 训练的学生

几乎是美国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团队的所有成员，有些或成长

为 的研究人员 开发人员。核心服务包括 网课 线下

学院 三管齐下，野兽学院（

）则是通过引人入胜的漫画插图来培养小学生批判性

思考和帮助其理解基本的数学概念。

• 收费模式：按班、按年级；主攻辅导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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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生成学生作业的反馈

根据专家老师的现有反馈对 的 进行训练，并使用该 快速生成有关学生作业的反馈的初稿，以供评

分者改进和发送。教师的最终版本也与 共享以帮助进一步改进，而教师本人则负责评估该工具并确定其使

用范围。

目前正在测试这项技术，并看到了可喜的初步结果。在不久的将来，借助 的技术，学生将能够在工作当

天获得反馈，同时提高反馈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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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通信平台

时间 轮次 投资额（ ） 估值（ ） 投资方

轮

种子轮

• 客户：截止 年 月，公司服务全球客户超过 多家，涉及行

业有医疗服务、传媒、快递、互联网、科技等。包括 、 、

、 、 、 等；每月进行 亿次 调用

的估值约为 亿美元，其中 （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

码： ）还是在 年从 撤离合作的公司。

• 收入： 年预估收入 亿到 亿美元， 位员工； 年，它官方

披露的收入是 亿美元，仅仅只有 位员工。

• 概况： 年成立，总部欧盟。

• 创始人： 和 。 荷兰人，早期专注移动

支付市场，创立 ，和 创立 。

• 核心产品： 通过快速可靠的 ，语音和聊天

为全球用户提供通讯解决方案， 比竞争对手速度

上高出 倍。过去只能够在 个小时内发送 万条消息。使

用 ，可以在 分钟内发送 万条消息，核心产品

服务：

1. 语音 在容错 平台上建立国际电话呼叫功能；

2. 借助 和全球运营商网络的速度和力量，可以随

时随地连接任何电话

3. 可编程的对话 通过单个 访问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通信

渠道；

4. 视频 将实时互动视频通话集成到用户的应用程序，网站

或通信系统中。

• 收费模式：按照 服务方案订阅计费或者按照 电话

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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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语法纠错、拼写工具、文字预测

提供了全渠道平台即时信息服务，通过其与顶级通信平台集成的 产品为客户沟通提供支持。

共设计包含 款产品（ 、针对 、针对 、产品流 等）借助 的技术完成

这款产品里自动语法纠错和拼写工具以及文字预测功能，以增强 强大的 功能。

拥有电子邮件、 、语音、 、 、微信、 和 ，并且正在迅速增加新的渠道。 与

、 、 等集成。可以通过 请求或 建立自定义连接，利用第三方数据丰富客 户资料，并将

客户问题升级为内部业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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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机器人

时间 轮次 投资额（ ） 估值（ ） 投资方

轮

轮

种子轮

• 投资者：截止 年 月， （ ）由 位投资者资助。

和 是最近的投资者，在 年估值达

。

• 收入：根据 数据， 年数据， （ ）目前有 位团

队成员，其中包括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 的收入

在十大竞争对手中排名第三（ 美元）。排名前 位的竞争对手平

均为 万。 拥有 名员工，在十大竞争对手中排名第六。

• 概况： 年成立，总部旧金山。

• 创始人： 由 创立，旨在创建个人 来帮助用户

表达和见证自己。分享自己的想法感觉，构建私人感知世界。

• 核心产品： 是位于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软件开发公司，该

公司创建了 应用程序，这是一个具有 驱动的聊天机器

人。他们可以帮助找到吃饭的地方，进行网络搜索，一起制定

计划，玩游戏以及在 中进行其他操作；在 年

， 对 进行了封闭测试，这是一个新应用程序，可以

创建通过文本对话进行教学的个人 。该应用程序由专有的深

度学习架构提供支持。

• 收费模式： 免费基础款，解锁高级功能需订阅

下载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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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测试用户满意度达

● 人工智能伴侣 广泛使用 的 进行 测试，并且看到客户的幸福感提高了 个或更多百分点。他们发现自己的

原始内部技术的用户满意度调查徘徊在满意度 ％左右（通过 提高了 ％），而现在使用   则在 ％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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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冒险游戏

时间 轮次 投资额（ ） 估值（ ） 投资方

种子轮

• 客户： 开发了 驱动的游戏，旨在为玩家提供自由。截止

年，该游戏每天有 名用户。 在 轮融资中总共

筹集了 万美元。这是 年 月 日提出的种子轮。

• 概况： 年 月刚成立 ，总部 。

• 创始人： 。 和 数据科学家

，伯明翰大学数学本科专业毕业。

• 核心产品： 是此类首款无限文本冒险游戏，其核心

是通过大规模深度神经网络以极其先进的人工智能构建而

成。

• 收费模式：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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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游戏订阅量增加了近 ％

是由 驱动的文本冒险游戏，其中每个响应均由 语言模型确定。通常，对于这些类型的游戏，开发人员必须预先编

写决策树和文本选项以供用户选择。 是同类产品中的第一个，它可以提供任何故事 选项，并且 可以根据用户的输入

来适应冒险。

最初基于 构建，后来转向 ，其用户参与度和订阅量已大大增加。用户对对话的速度和质量的评价

很高，游戏的订阅量增加了近 ％。 希望扩大 在游戏中的用途，以在游戏过程中（ ）提供更丰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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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应用场景之科技艺术创作场景

聊天机器人

科技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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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结合介绍

利用 交互问答任务的 ，是一个面向人和人工智能的社交网 络。

使人可以与 进行交互，这些 机器人可以帮助产生想法，推荐书籍和

电影，讲交互式故事或参加与朋友或者 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圆桌讨论。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技术结合介绍

使用 的 ，可使其理解自然语言，掌握模式甚至模仿个性。与提供 预先编写的回复的聊天机器人不同， 渠道可

以合成新的响应并回答意外的问题，并创建全新的内容。

可以完成以下事情：

与虚拟人对话

经典故事并给它们带来新的变化，也可以创建自己的虚构宇宙

与其中的角色进行互动

定置化新闻服务

完成科幻小说篇章撰写

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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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人员介绍

此软件并无商业化：

开发人员 是一位畅销小说家，推特粉丝基数大，

达到

是科幻小说和 的忠实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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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博客 技术结合介绍

是 的热门科学博客，《你看起来像个 东西，我爱你：人工智能如何工作以及 为什么将世界变成一个奇怪的地

方》的作者 。她撰写了各种机器学习算法。她在其博客文章和推文中也提出了一些使用 创意。

是光学研究科学家和人工智能研究人 员，作家和公共发言人。她拥有一个名为 的科学博客，其中记录了各

种机器学习算法，既包括读者提交的算法，也包括她亲自创建的算法。 于 年 月出版了《你看起来像一件事，我 爱你：人

工智能的运作方式及其为何将世界变成一个奇怪的地方》，该书涵盖了面向普通大众的许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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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应用场景之工具插件场景

在线翻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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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应用场景之野生应用 款

意外收获，通过观看韩国科技博主的视频，意外知道了这个网站，该网站搜罗了所有 以及野生的博主自己开发的有关 的落

地应用，总共含有 大类、 款应用，非常有信息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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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邮件助手

的使命是改变世界的交流方式。专业人士平均每天花费数小时编写电子邮件。他们旨在消除这种情况。将帮助编写简明

扼要的电子邮件，收发邮件将比以前快 倍。不仅是写作助手。还提供智能摘要，见解以及全套其他工具，使收件箱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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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助手

时间 轮次 投资额（ ） 估值（ ） 投资方

预种子轮
资本

• 投资者：从 和 中筹集到

预种子轮。

• 收入：在盲测阶段还未有收入及客户信息。

• 概况： 年 月成立。

• 创始人： 创立， 岁斯坦福背景，有机信息学本科在

读生。

• 核心产品：利用关键词自动生成邮件回复，是一款邮件写作助

手软件。

• 收费模式：开放接口排队注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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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文本创建财务报表

演示了一个用例，其中 能够从文本创建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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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生成广告

根据用户过去的 广告获取有关广告文案的建议。作者 是 公司的创始人， 公司专注一个 赋

能的版权助手，他借助 开发了这样一家公司，利用 生成新的广告，链接商家的 广告账户，训练数据来自于以往的用户

点击的广告，利用 生成新的广告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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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投资意见

利用在网站上保存的 投资备忘录的前半部分，提供给 ，然后它会产生了几段包括有关风险和长期战略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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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分类邮件助手

开发人 ，根据意图 电子邮件片段为受众群体提供建议。特点是它的客户分类很细，比如说针对社交的邮件，求职邮件以

及发布工作广告等等，进行分类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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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8z1Pfo5yOmbUapEH_L7kIB8JzlfOnZ4T/preview


商业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文档助手

对 文档的 插件进行了一些调整。有点像文字语法纠错，这是一个快速演示。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8ruzvgflre72hazIefy_m44rjc1POQOc/preview


商业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文档自动补全

对 文档的设计了一款 插件进行文档自动补全。这是一个快速演示。数据有很大的 错误，比较直观的演示加

减法。在推特上引起的观看量比较大，讨论比较多。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8z3GRm08I1IhcfBKVeiG3X9LbDy3uzrh/preview


开发工具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应用程序生成

显示了文本的反应应用程序生成器。从外观上看效果很好，这是一个快速演示。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9-sC1fm3lCOWLXUEDZ58Lk8Mezh6TQ3w/preview


开发工具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在线

这个平台继承了 的各种任务，可以让用户自己初探 的功能。包括用户可以键入问题可以完成问答和文本生成任务。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开发工具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文本 上创建部署文件

演示了一个仅仅使用文本在就可以在亚麻 上创建，部署，列出和删除服务的用例，这是一个快速演示。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LGLrfVs9CCbAxWY3G6BeRgg80HluT63c/preview


教育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演示了一个用例，用户可以输入一个关键词就某一个问题，然后可以得到这个主题下的回答， 这是一个快速演示。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GS9f_j3cNXf3EvXQVQb4_Gz3eYow5rCg/preview


教育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创建了一个搜索引擎的演示， 对于任何查询，给出确切答案，这是一个快速演示。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_pAsxU5OlKnVJkAwRyMGLuiupsjqwkYF/preview


教育类别里的头部野生应用 简历生成

创建了一个简历生成器，给它一个关于在哪里工作以及与 谁一起工作的句子，它将创建一份简历，这是一个快速演示。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gqD_1W-FOI1DHAbxw5HzIQ-n-7RYs2Yr/preview


全球研究及讨论热力度 科技博主讨论反响热烈

纵观现有的国外的技术博客或者已经出的关于 的 教程，热点时间是 刚出 月份，热点演示领域是 所带

来的震惊。关键词 检索到的视频顶流阅读量在英文世界达 万次，最高阅读量来自 ş 。 ş 土耳其出生，美国

科技博主， 万次播放量，关于 的科普。

土耳其语 万次播放 英文 万次播放 西班牙语 万次播放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v6jcPwFujuTIwFQ11jt1Yw


全球研究及讨论热力度 科技博主讨论反响热烈

从 月份推出截至到 月中旬，各国科技博主讨论热度，以及针对他们的受众群的最直观的观看数字讨论热度：

ş 万次 土耳其

万次 美国

万次 西班牙

万次 诺丁汉大学采访解说英国

패러다임을 바꿀미친성능의인공지능 등장및활용사례 가지 万次 介绍 韩国

万次 印度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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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研究及讨论热力度 上线时间

具有 亿个参数 突触，人脑具有 万亿个突触。训练一个人脑大小的语言模型需要多少费用？

来源：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投资及研究新思路 现有 中文预训练模型

现有的 代码只有文本生成的功能，且代 码逻辑需要时间理解。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投资及研究新思路 现有 中文预训练模型

现有的 源代码只有文本生成的功能，且代码逻辑复杂。基于训练集的语料内容，诸如：创建财务报表有用到财务数据、

法律研究有用法律文本文件， 客服助手会用客服咨询的预料数据， 文本冒险游戏有用到 游戏角色的对话语

料等等，以及具体应用的新颖度、商业落地规模， 的完成度拟出下表，建议有可能具备实现潜力的场景或 。

应用名称 应用的新颖度 商业落地规模 的完成度 训练语料内容 所属领域

企业搜索 形式的问答

回答自然语言问题

已是 轮融资成功企业， 年

营收千万美元

独立网页 服务，

对接 ，无

根据客服场景定义 检索领域，根据客户自

定义

在线心理健康 医疗赛道 的估值在 万美元 前身自 ，有 有医疗问答数据 医疗赛道

云通信平台

自动文字预测

自动语法纠错

年营收超过 亿美元 有对接 的专

门的

可客户定义 信息集散分发

文本冒险 多生态游戏文本生

成

年 月种子轮 万美元 有游戏和网页端 游戏 对话语料 游戏赛道

邮件助手 自动邮件生成 年 月预种子轮 万美元 未开放 根据邮件场景自定义 信息服务©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投资及研究新思路 现有 中文预训练模型

现有的 源代码只有文本生成的功能，且代码逻辑复杂。基于训练集的语料内容限制，诸如： 科技博客更注重科普

性质；生成广告以及投资意见需要专门商业数据预训练； 应有程序生成需要了解亚马逊专门命令行知识等等，以及具体应用的

新颖度、商业落地规模， 的完成度拟出下表，建议有可能具备实现潜力的场景或 。

应用名称 应用的新颖度 商业落地规模 的完成度 训练语料内容 所属领域

回答自然语言问题

单结果搜索

未商业化 独立网页 服务，

无

泛语料 教育科普领域，可以完

成潜在的在线教育低龄

小朋友的科普知识在线

问答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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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及研究新思路 官方 款应用创始人联系方式

官方 创始人、研发人联系方式：

企业搜索

法律研究

法律研究搜索

客服助手

科技博客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https://aichannels.app/
https://aiweirdness.com/contact


投资及研究新思路 官方 款应用创始人联系方式

官方 创始人、研发人联系方式：

全球学习平台

在线心理健康干预平台

在线教育

云通信平台

聊天机器人

文本冒险游戏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Qiyi Ye)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quizlet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quizlet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koko-3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koko-3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messagebird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messagebird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io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io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latitude-9172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latitude-9172


投资及研究新思路 野生应用创始人联系方式

野生 创始人、研发人联系方式：

邮件助手

文本创建财务报表

投资意见

分类邮件助手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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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thersideai.com/about-us
https://yashdani.me/about/
https://www.siddharthbharath.com/contact/
https://www.siddharthbharath.com/contact/
https://delian.substack.com/
http://www.kriya.ai


投资及研究新思路 野生应用创始人联系方式

野生 创始人、研发人联系方式：

文档助手

文档自动补全

应用程序生成

在线

文本 上创建部署文件

简历生成
©Copyright 2020 - Sinovation North Americ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iang 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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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harif.io/
https://debuild.co/jobs
https://prompts.ai/
https://mckaywrigley.com/con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