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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数据中台、开放 AI 中台和智能机器人产品的建设实践 

 

【项目背景】 

 

宜信在 17 年推出了一系列大数据开源工具，在技术社区内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好评，

包括大家熟悉的 DBus、Wormhole、Moonbox、Davinci，幵基于四大开源平台之

上形成一套“敏捷大数据架构”方法论。19 年，宜信基于四大开源平台和敏捷方法论，

建设了公司统一的“敏捷数据中台”，幵在全公司推广使用。 

 

与此同时，已经内部孵化的 AI 中台、机器人产品，也开始在公司内部各个业务方广泛

使用和遍地开花，得到各个业务方的认可，幵为公司节省大量人力成本。 

 

本次分享将会介绍我们的敏捷数据中台、开放 AI 中台和机器人平台的建设之路，各个

平台既有独立性又有关联性，幵会深入到设计、架构和实践层面进行讨论，可为各个

公司建设自己的数据中台和 AI 中台提供一个参考和借鉴。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主要和大家探讨在企业中，面对业务方海量数据，快速和多样化的数据需求和

智能化需求，企业内部如何构建符合企业目标的数据中台和 AI 中台，数据中台和 AI

中台提供哪些能力来满足业务快速迭代的需求，数据中台和 AI 中台如何数据打通，以

及基于这些能力构建的一些典型数据应用场景和 AI 应用场景。最后重点介绍一个基于

AI 中台能力的数据智能应用 - 智能外呼和聊天机器人产品，以及如何利用已有 AI 中

台能力快速支撑和服务这样的智能数据产品。 

 

具体来说，本次分享大致涵盖 3 个子主题： 

1．敏捷数据中台建设以及应用场景案例 

 宜信敏捷数据中台顶层设计： 定位和价值、高阶模块架构； 

 从开源工具到数据中台： 开源平台架构和设计、数据中台架构和设计、数据

中台与数据湖； 

 典型数据应用场景案例： 基于数据中台的企业典型数据应用案例介绍； 

2．开放 AI 中台建设以及应用场景案例 

 AI 中台应解决的业务痛点、提供的能力、数据中台和 AI 中台的边界和联系、

以及 AI 中台的定义； 

 AI 中台的实施路线：开放 AI 平台架构、平台能力、主要功能组件、总体运

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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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分析：基于 AI 中台能力的具体智能化应用案例介绍； 

3．基于平台化思想建设的智能机器人产品实践 

 智能机器人平台设计思想、定位和解决的痛点，算法、工程和业务的统一； 

 智能机器人平台实施路线：平台架构和设计、各种机器人的算法实现原理、

以及如何复用 AI 中台平台能力； 

 智能机器人平台典型案例分析和实戓。 

 

根据讲师的经验与授课体系，有意报名的参课者最好有如下的一些准备戒者经历： 

 对智能数据产品戒平台一定经验戒感兴趣； 

 有过一定架构经验，戒对平台化建设有一定经验戒感兴趣； 

 课程涉及具体技术包括 JEE 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建议对这些技术

有一定了解，有过相关开发经验为佳。 

 

【课程收益】 

 

本次分享可以帮助大家： 

 从 0 到 1 的学习和了解数据平台、AI 平台、智能数据产品在企业中的整体面貌； 

 了解数据中台、AI 中台的设计理念、定位、价值、边界和关系； 

 了解和掌握使用开源工具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化敏捷数据中台，以及典型数据应用场

景； 

 了解和掌握如何构建开放 AI 中台，以及基于 AI 中台的智能应用场景； 

 了解智能机器人产品的价值、用途、设计原理和应用场景。 

 

【课程周期】 

 

 1 天 

 

【课程大纲】 

 

课程日程 课程介绍 课题名称 主题名称和内容 

上午 

（敏捷数据

中台） 

本课节首先总体介绍敏捷数据中

台的顶层设计思想，试图从多个

维度定义定位数据中台。 

 

然后按照自底向上的分层架构，

先讨论数据中台的“地基”中间件

工具，并简单介绍各个中间件工

具设计、架构和技术点。 

敏捷数据中台 

ADX顶层设计 

定位与价值 

架构维度 

能力维度 

用户与场景 

敏捷数据中台 

ADX中间件工具层 

ADX中间件工具概述 

数据总线工具 DBus 

流式处理工具 Wormhole 

计算服务工具 Moonbox 

作业调度工具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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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break   

本课节讨论上一层，平台服务

层。将数据平台划分为不同模

块，每个模块都会介绍定位、设

计和架构，并针对性的讨论一些

细节技术点。 

敏捷数据中台 

ADX平台服务层 

ADX平台服务概述 

数据枢纽模块 DataHub / DataLake 

数据工坊模块 DataWorks 

中台管理模块 ADXMgt 

本课节讨论数据管理话题。会主

要围绕数据治理类问题和模型指

标类问题进行讨论，并给出我们

的设计和解决思路。 

 

然后讨论数据产品相关话题，主

要围绕几个典型通用数据产品介

绍相关设计和技术架构，以及应

用场景。 

敏捷数据中台 

ADX数据产品层 

ADX数据管理概述 

数据管理模块 DataMgt 

数据模型模块 DataStar 

ADX数据产品概述 

可视应用产品 Davinci 

数据洞察产品 DataInsight 

本课节将从典型数据应用案例角

度出发，来看数据中台如何支持

这些场景需求并讨论解决方案。 

 

最后会留出 10 分钟左右时间进行

整个课程及相关话题的问题和讨

论。 

敏捷数据中台 

ADX应用案例 

自助实时报表 

敏捷分析挖掘 

智能数据应用 

数据资产建设 

全维业务监控 

情景多屏联动 

Q&A 提问与讨论   

下午 

（开放 AI 中

台） 

本课节从用户需求出发、推演到

这些智能数据需求并不适合在数

据中台中完成，从而提出 AI 中台

的概念，从多个角度来定义 AI 中

台，以及 AI 中台与数据中台的关

系和区别 

AI 中台的背景、目

标与定义 

中台化战略背景 

数据中台与 AI 中台的侧重点、边界和

联系 

解决的痛点 

应该具备的能力 

定位和意义 

本课节介绍 AI 中台的层次构成：

包括平台层、中台层、产品层。

介绍各个层次的主要能力和主要

产品、总体运转流程等 

AI 中台平台 

架构及组成 

架构层次、总体运转流程 

AIHub智能服务：统一模型运行托管

平台 

AIMon 平台监控：模型全生命周期监

控平台 

AIMgt 中台管理  

AIKit 智能工具箱 

AILab 智能试验室：在线机器学习实验

环境 

AIAsset 智能资产：AI 模型资产管理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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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节将从典型智能应用案例角

度出发，来看 AI 中台如何支持这

些场景需求并讨论解决方案。 

 

最后会留出 10 分钟左右时间进行

整个课程及相关话题的问题和讨

论。 

AI 中台智能 

应用案例 

智能数据挖掘类应用（获客类、推荐

类、KYC、召回类） 

图像/声音类应用（语音合成、声纹认

证、语音质检、卡证识别、表格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类应用（文本聚类/分

类、相似度计算、信息抽取（知识图

谱、标签提取、文本摘要）、情感分

析） 

知识图谱应用 

  Q&A 提问与讨论   

break break   

下午 

（智能机器

人产品） 

本课节介绍一个具体智能数据应

用 - 智能机器人平台， 介绍设计

思想、定位、解决的痛点和总体

架构 

智能语音/聊天机器

人平台概述 

什么是智能语音/聊天机器人 

试用场景 

设计理念和考量（自助化、租户化） 

如法、工程和运营的统一 

整体架构设计 

智能聊天机器人平台实施路线：

架构设计、各种机器人的算法实

现原理、以及如何复用 AI 中台平

台能力 

智能聊天机器人 

架构、设计和原理 

智能聊天机器人原理 

QA 机器人 

任务机器人 

闲聊机器人 

KG 机器人 

百科机器人 

场景机器人 

服务编排 和 模型自动更新 

人工后台、报表统计、权限系统&自动

同步 

AI 中台与机器人平台的关系 

智能语音机器人平台实施路线：

架构设计、各种机器人的算法实

现原理、以及如何复用 AI 中台平

台能力 

智能语音机器人 

架构、设计和原理 

智能语音机器人原理 

话术编排系统 

状态转移、关键词、结果码 

意图判断 

外呼系统&ASR识别 

变量合成&全合成 

人机切换 

统计：用户实时自动画像及标签生成 

AI 中台与机器人平台的关系 

最后介绍智能机器人平台典型案

例分析和实战 

 

最后会留出 10 分钟左右时间进行

整个课程及相关话题的问题和讨

论。 

智能机器人平台典

型案例 

催收外呼机器人 

电销外呼机器人 

客服内呼机器人 

客服聊天机器人& 客服知识库 

保险聊天机器人 

理财师辅助机器人 

微信机器人 

Q&A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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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对象】 

CTO、大数据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架构师、AI 平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架构师，AI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架构师 

对数据和智能平台架构感兴趣的开发人员 

 

【授课方式】 

 

本课程采用现场模式授课，讲解结合实操。学员自备可以上互联网的笔记本电脑，所

有授课和实践所需的软件、工具、源代码均通过云端服务器访问。 

 

      授课过程会全程录制，学员在课后可以无限制在线免费观看。 

 

【讲师介绍】 

 

 

 
 

王东 

宜信科技中心 AI 中台部负责人，高级架构师 

 

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研究领域方向包括大数据基础平台、实时数据归集

和处理技术、智能聊天/语音机器人平台、开放 AI 平台建设和推广等。拥有 10 年以

上金融和互联网企业基础系统和数据类平台研发经验。擅长平台级产品建设、数据类/

智能类产品研发和架构。宜信敏捷大数据栈 DBus 开源项目负责人，CUBRID-cluster

开源项目发起人。曾 仸职于韩国最 大搜索引擎 公司 Naver 资深工程师，主持

CUBRID-cluster 分布式数据库引研发和负责 CUBRID 数据库引擎研发工作。目前负

责宜信 AI 中台和智能机器人平台的建设工作。北京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硕士。 

 

讲师相关信息： 

* 2019 年 8 月，宜信技术学院线上直播分享：《AI 中台 - 智能聊天机器人平台》 

http://college.creditease.cn/detail/282  

* 2019 年 7 月，宜信技术学院专访：《智慧金融时代，大数据和 AI 如何为业务赋能》 

http://college.creditease.cn/detail/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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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51cto.com/14159827/2422718  

* 2019 年 5 月，作为金科创新社线下沙龙演讲嘉宾分享：《智能聊天客服机器人平台

在宜信的实践》 

http://www.fintechinchina.com/plat/newsview.aspx?id=1189&from=singlemessage  

* 2018 年 10 月，作为 SACC2018 中国系统架构师大会演讲嘉宾分享：《深度详解-数

据总线平台 DBus》  

https://www.hdh.im/details/5b63e649662366ab213c9872  

* 2018 年 5 月，作为 WTO2018 峰会演讲嘉宾分享：《实时敏捷大数据在宜信的实践

及开源平台 Dbus+ Wormhole》  

http://wot.51cto.com/act/wot2018/dev/page/theme?hall_id=34  

* 2017 年 12 月，DBAplus 社群线上分享《基于可视化配置的日志结构化转换实现》 

http://dbaplus.cn/news-134-1860-1.html  

* 2016 年 12 月，DBAplus 社群线上分享《如何基于日志，同步实现数据的一致性和

实时抽取?》  

http://dbaplus.cn/news-21-872-1.html  

* 对外技术分享敏捷大数据技术，包括：中原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百信银行、

华为 2012 实验室、联通大数据、国家电网、易华录、知识产权局等多家机构。 

 

其他方面： 

开源项目 DBus 负责人, 目前：700+ star，300+fork，微信用户群 500+用户。 

https://github.com/BriData/DBus  

开源 RDBMS 数据库项目 CUBRID Committer:  

http://www.cubrid.org/  

开源分布式数据库项目 CUBRID-cluster 发起人  

https://www.slideshare.net/cubrid/cubrid-cluster-introduction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cubridcluster/  

https://blog.51cto.com/14159827/2422718
http://www.fintechinchina.com/plat/newsview.aspx?id=1189&from=singlemessage
https://www.hdh.im/details/5b63e649662366ab213c9872
http://wot.51cto.com/act/wot2018/dev/page/theme?hall_id=34
http://dbaplus.cn/news-134-1860-1.html
http://dbaplus.cn/news-21-872-1.html
https://github.com/BriData/DBus
http://www.cubrid.org/
https://www.slideshare.net/cubrid/cubrid-cluster-introduction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cubridclus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