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平台化：助力提升大电商产品力

演讲人：于磊



过去，OTA/电商平台产品力：

结果1. 产品数量多

2. 追求绝对低价

过去：产品力

1. 平台：只顾着跑马圈地

2. 资方、平台和供应商：囚徒困境

3. 用户：得不到有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无法消费升级

不健康的平台生态



大OTA/电商平台新产品力定位：

重点1. 产品数量多

2. 追求绝对低价

过去：低价v.s融资

1. 有品质/吸引力的产品

2.有吸引力的产品信息

3.有竞争力的产品服务

现在：良性平台生态->品质 v.s 成本



只为对未知世界的好奇

旅行

OTA产品力：产品和产品信息展示，对不熟悉它的客人，有足够吸引力

回归初心…



OUTLINE

AI探知：有品质/吸引力的产品

AI运营：有吸引力的产品信息

客服AI：有竞争力的产品服务

基础AI能力的引入机制



灵石. 崇宁堡温泉酒店

北方的深宅大院



澳大利亚 . 海豚岛天阁露玛度假村
酒店海滩，喂野生海豚



阳朔1Q84·宿



巴厘岛金巴兰 RIMBA 酒店



巴厘岛 . 马拉河野外巴厘旅馆

楼下和窗外就是野生动物



澳门 . 新濠影汇酒店 (Studio City Hotel)
8字摩天轮酒店



丽江 .十里雪山360度高尔夫野奢庄园酒店



AI探知：有吸引力/品质的产品

Ctrip 整站搜索词

旅游类公众号

互联网数据

AI理解 多维度统计

…

各类微博数据

Ctrip 整站评论

Ctrip 用户QA



AI探知：当地旅游活动/节日

Ctrip 整站搜索词

旅游类公众号

互联网数据

AI理解 多维度统计

…

各类微博数据

Ctrip 整站评论

Ctrip 用户QA



OUTLINE

AI探知：有品质/吸引力的产品

AI运营：有吸引力的产品信息

客服AI：有竞争力的产品服务

基础AI能力的引入机制



AI平台：挖掘有吸引力的产品信息

普洱小熊猫庄园： AI探知的卖点(喂小熊猫、猴子)

√

√
庐境西溪酒店： AI探知的卖点(网红玻璃船、网红泳池)



AI平台：整合营销/IP整合活动

供应商更新信息/生成活动页面

Ctrip 大数据

Ctrip全站数据

互联网全网数据

酒店产品：由枫叶景点的跨域营销

团队游产品：悼念金庸的IP活动

金庸粉

关注赏枫的公众

有意去产品目的地的用户

枫叶景点

AI自动化跨域流程

酒店产品

团队游产品

自由行产品

门票产品

金庸IP景点

携程AI：10月营销热点-枫叶
10月IP热点-悼念金庸

AI跨域发现整合的产品

AI精准化投放



AI平台化：跨域的自动化整合流程



AI平台化：产品文字内容AI生成

携程：小诗机 个性化生成：产品文本内容



AI平台化：对产品图片/文本的流程化整理

AI对产品图片的识别/盘点 AI对文字类的识别/盘点



AI平台化：产品个性化->产品售卖信息的个性化

原产品售卖/个性化推荐 AI内容化后的售卖/个性化推荐



AI平台化：产品个性化->产品售卖信息的个性化

同一张机票，不同兴趣的人，不同的产品信息



AI平台化：产品个性化->产品售卖信息的个性化

消费兴趣图谱：
某上海用户在长三角、亚洲、北美的出行人偏好、当前偏好（亲子、父母、情侣、团建、）
某上海用户在伦敦、西安、苏州的住宿偏好（星级、装修、设计师、历史、宠物）
某用户或上海用户群的亲子、爸妈、情侣的Topic偏好、目的地偏好、其它属性偏好

用户画像
（个性化标签）

用户意图 AI兴趣图谱升级 升级

2015年
T+1天级更新
用户人身上的标签

2016年
T+0实时更新
用户行程和目的地
级别的行为特征

2018年
T+0实时更新
用户分行程分BU的AI特征
目的地多级Category图谱



Offline Recommender: Item Ranking via Deep Learning 

Ranking products lists by click 
through rate(CTR)

Using Wide & Deep model，
Predict CTR value for each 
user
 LR + MLP + Embedding

Features ：user preference，
browse/order behavior，
product properties and 
statistics ,context information 
etc.

Better AUC than LR,FFM on 
real business data. [Cheng et al., 2016]Wide& deep learning for recommender systems.



Offline Recommender: DL(LSTM) to Predict Next Interesting POI 

Based on toured POI records, to 
predict user next interesting POIs.

Using Time-LSTM model，to 
predict user behavior based on 
history log 

Equips LSTM with time gates to 
model time intervals.    better  
captures  both  of  users’  short-
term and long-term interests

[Zhu et al.,2016] What to Do Next: Modeling User Behaviors by Time-
LSTM.In IJCAI,2017



• 背景：检测图片物体标签，作为素材提供给写诗引擎

• 语料：类别120，训练语料10万条

• 24层卷积层+2层全连接层

Image Detection



OUTLINE

AI探知：有品质/吸引力的产品

AI运营：有吸引力的产品信息

客服AI：有竞争力的产品服务

基础AI能力的引入机制



产品服务：QA机器人平台化

QA机器人平台

分析阶段

自动统计分析

AI 分析&优化点分解

人工确认报表

BU业务运营

人工确认或分解

迭代工作的自动分配

标准Q调整任务

标训练语料任务

答案逻辑调整任务

公共AI团队

标准Q调整

标训练语料

BU后端产品&开发

自助化配置&上线

需求分析&设计

答案API开发

需求收集 分析 优化设计

平台流程
实现

算法实现

测试上线

公共AI团队：

平台的版本迭代

算法的版本迭代

BU机器人为独立版本

平台固化：

BU长尾业务的迭代流程

自动化管理长尾业务

自助化配置长尾业务

下个BU机器人版本

下个平台版本

上个平台版本

上个BU机器人版本



产品服务：QA机器人平台化

人工准确率 AI准确率

单轮会话，人工及AI识别准确率

准确率：AI>单人工标注

平台AI识别出

人工可能的误标注，

自动分解

看板：明确的标注、抽检任务和迭代流程



产品服务：告别单纯的个性化、搜索

用自然语言，来完成交互式导购机器人



产品服务：QA机器人算法

句子编码模型

biLSTM可以从forward和backward两个方
向获取上下文信息

CNN模型对平移、缩放等具有不变形，可
以较好检测出特征区域，鲁棒性好。

网络结构： pair-wise

stack

1 x n 

Conv

2 x n 

Conv

3 x n 

Conv

5 x n 

Conv

Max-

pool

Max-

pool

Max-

pool

Max-

pool

FC

embedding layer

biLSTM layer

input layer

conv layer

pooling layer

output layer

基于BiLSTM-CNN的QA匹配

[1] Applying Deep Learning to Answer Selection: A Study and An Open Task Minwei Feng, Bing Xiang, Michael R. Glass, Lidan Wang, Bowen Zhou ASRU 2015

[2] Lai S, Xu L, Liu K, et al. Recurren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Text Classification[C]//AAAI. 2015, 333: 2267-2273.

[3] Wen Y, Zhang W, Luo R, et al. Learning text representation using recurren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with highway layers[J]. arXiv preprint arXiv:1606.06905, 2016.



OUTLINE

AI探知：有品质/吸引力的产品

AI运营：有吸引力的产品信息

客服AI：有竞争力的产品服务

基础AI能力的引入机制



AI基础能力引入：Ctrip Brain

Ctrip Brain 短域名：ai/



AI基础能力引入：Ctrip Brain

图像识别, 14

图像审核, 7文字识别, 7

人脸识别, 4

语音识别, 5

翻译, 5

AI能力分布

图像识别

• 动物识别

• 植物识别

• 图像主检测(百度&腾讯)

• 车辆识别

• Logo商标识别

• 菜品识别

• 图像标签识别(百度&腾讯)

• 看图说话

• 地标识别

• 相似图识别(百度&腾讯)

• 图像水印识别

图像审核

• 广告审核

• 色情审核

• 政治敏感审核

• 暴恐审核

• 恶心图审核

• 头像审核

• GIF审核

文字识别

• 证件全文本OCR

• 通用文字识别(百度&腾讯)

• 身份证识别

• 驾照识别

• 行驶证识别

• 银行卡识别

人脸识别

• 人脸识别(百度&腾讯)

• 人脸验证

• 活体检测



AI基础能力引入：Ctrip Brain

同类服务测评



AI基础能力引入：Ctrip Brain

Ctrip Brain使用情况：

日均调用超过千万次/天，外部AI赋能占比达到72%



本PPT来自2018携程技术峰会
更多技术干货，请关注“携程技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