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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IBM Systems 行业：计算机服务 

Elinar Oy Ltd 

基于 AI 技术开展颠覆性创新，成为行业领跑者 

人工智能 (AI) 解决方案能够并且将会颠覆各行各业的流程。Elinar 是一家长期创新企业，利用 AI 技术，

Elinar 有机会将内容管理解决方案提升至新的高度。选择 IBM 基础架构后，该公司能够更快速、更轻松

地进行开发，实现一流的绩效，并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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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 

始终站在最前沿是一项风险颇高的战略，但是能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内容管理专家 Elinar 公司认为 AI 具有颠覆性潜能，只是需

要正确的工具来发挥其潜能。 

转型 

Elinar 正利用 IBM® Power System S822LC 平台和 IBM PowerAI 工具集开发开创性 ECM 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集成了 AI 

技术，为客户带来颠覆性的收益。 

结果 

获得 

先发制人的宝贵优势，超越竞争对手，

让 Elinar 赢得新客户 

2 倍 

提供相当于 x86 平台两倍的性能，大幅

缩短新解决方案的上市时间 

控制 

通过提高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控制成

本 

 

业务挑战故事 

蓄势待发，迎接 AI 革命 

很快，AI 解决方案将改变很多行业的格局，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从数据中创建和提取洞察力，制定决策。但是，目前我们发现的 AI 技

术潜在应用微乎其微，这为勇于充当先锋的企业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机会。 

http://www-03.ibm.com/software/businesscasestudies/us/en/corp


“在 AI 领域，速度就是一切。 我们发现，IBM 解决方案能帮助我们超越竞争对手，它们最符合我

们的要求。” 

- Ari Juntunen，Elinar Oy Ltd 首席技术官 

 

Elinar Oy Ltd 首席技术官 Ari Juntunen 为我们讲到：“我们专注于企业内容管理 (ECM) 解决方案，其后，我们意识到，AI 是处理

企业每天面对的大量非结构化数据的关键。在执行销售订单处理、发票自动化和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DPR) 发现等业务流程时，

我们可以教会 AI 解决方案取代人工元素，这样能够节省时间和精力，挖掘一些用现有的人力和技术功能无法发现的洞察力。作为 AI 

领域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我们应该把握先发制人的优势，超越竞争对手。” 

为了取得成功，Elinar 需要选择正确的基础架构来支持 AI 创新成

果。深神经网络是高度计算密集型，它们由一组模拟人类大脑且为

识别模式而设计的算法组成。 

“AI 解决方案需要大量资源，它们可能每天需要将数百 MB 的数

据进行复杂的转换，”Juntunen 评价道。“神经网络越大越精细，

它们的产出和思考模式就越像人类，但是，速度和准确性又更高。

为了消除开发方面的阻碍因素，我们选择的基础架构必须提供异常

强大的处理能力。” 

“IBM Power S822LC 服务器可提供至少相当于 x86 平台两倍的性能；一切事务都更快速、更轻松。

如此一来，我们能够更快地向市场上推出新的解决方案，维持我们的竞争优势。” 

- Ari Juntunen，Elinar Oy Ltd 首席技术官 

 

转型故事 

早期采用者 

Elinar 抓住机会率先采用了一款独一无二的新 IBM 解决方案产品：IBM PowerAI 工具集和运行 Ubuntu Linux 的 IBM Power 

System S822LC for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前者旨在支持 AI 解决方案，后者是一个硬件平台，旨在支持 IBM PowerAI 工

具集。 

“IBM 一宣布这个消息，我们就知道这正是我们需要的解决方案，于是我们成为了第一批使用该解决方案的企业，”Juntunen 回忆道。

“它将软硬件结合一体，并且提供了一些其他供应商无法匹敌的功能，解决了企业的很多痛点，也因此成为了开发和运行 AI 解决方

案的理想平台。” 

IBM Power System S822LC for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针对资源密集型工作负载提供超高的性能。它是唯一一个能用 



NVIDIA NVLink Technology 在 CPU 和 GPU 之间直接建立超快连接的架构。 

“S822LC 的速度比我们使用过的任何服务器都快，”Juntunen 说道。“它的每核性能超过了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任何产品，因为它

计算能力强大，占用内存很少。再加上 CPU 和 GPU 的直接连接能帮助我们减少延迟，因此，效果相当令人惊艳。这款混合解决方

案非常擅长并行计算，这为我们提供了机会来执行更复杂的建模。” 

IBM PowerAI 工具集集合了当下最热门的机器学习框架及其依赖项，该软件平台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快速、轻松的部署，并优化性能。 

“PowerAI 中的 Torch 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深度学习框架。因此，我们下载好后，立马就能开始开发，”Juntunen 评价道。“它

会频繁地自己更新，确保我们的开发人员始终都能使用最好的工具。” 

Elinar 正利用 IBM 平台的 AI 功能增强其 ECM 软件即服务解决

方 案 ， 并 融 合 了  IBM Datacap 、 IBM® Watson® 和  IBM 

BigInsights® 软件。未来，该公司还将提供可部署在客户办公室的

企业内部预置解决方案，并且很有可能持续提供管理服务。 

Juntunen 评价道：“销售订单处理流程就是新解决方案的一个用例。

过去，您需要安排人员查看每一个销售订单，将相关信息输入系统中，

这种方法速度很慢而且极易出错。现在，我们利用 IBM Datacap 捕

获销售订单中的数据。通过构建一个 AI 模型并利用数千个样本训练

该模型识别通用输出，AI 模型将学会应该从非结构化数据中提取哪些

信息。” 

“此外，我们还在开发一款名为 Elinar GDPR AI Miner 的新解决方

案。该解决方案基于 IBM Power Systems 和 PowerAI 平台构建，

结合了 IBM BigInsights Text Analytics，将使用独特的 AI 功能，

支持客户挖掘海量 GDPR 数据。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将为 AI 模型提供 GDPR 同意识别以及数据识别和提取功能，这样，用户就能

以更低成本实现合规性，并提高质量。这两个应用场景只是无数潜在应用中的两个。” 

故事结果 

颠覆性创新 

通过抢先一步比竞争对手更快地采用 AI 解决方案，Elinar 能够交付颠覆性的收益，从而赢得现有客户的欢心，同时吸引新的客户。 

“创新是 Elinar 的代名词之一，通过与 IBM 这样有远见的企业合作，我们能够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进而赢得新的市场份额，”

Juntunen 解释道。“我们的很多客户只对我们的结果而非过程有兴趣。借助由 IBM 技术驱动的 AI 技术，我们能够将 ECM 解决方

案提升至竞争对手无法企及的新高度。此外，AI 技能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因此，借助 PowerAI 等工具将我们打造成 AI 专家能为我

们带来巨大的机会。” 

Elinar 为开发人员提供了超越他人的工具，帮助他们更快地实现价值。凭借超高的处理能力，IBM 平台能够管理运行 AI 解决方案时

涉及的海量数据，从而快速作出响应。 

“IBM Power S822LC 服务器可提供至少相当于 x86 平台两倍的性能；一切事务都更快速、更轻松：我们能够增加内存，配置新服

“在 AI 领域，速度就是

一切。 我们发现，IBM 解

决方案能帮助我们超越竞

争对手，它们最符合我们

的要求。”  
- Ari Juntunen，Elinar Oy Ltd 

首席技术官 



务器等等，”Juntunen 说道。“如此一来，我们能够更快地向市场上推出新的解决方案，维持我们的竞争优势。我们也可以确保该平

台能够处理我们放在平台上的所有事务，无缝处理大数据和海量的并行计算。” 

IBM 解决方案帮助 Elinar 不断消除创新阻碍，同时严格管控成本。 

“与我们的 x86 平台相比，我们发现使用 Power 解决方案建模时限制因素更少，我们不知道 IBM 是如何做到的，但是这确实给我

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Juntunen 坦言。“开发费用是我们最大也是最必不可少的支出。因此，通过提高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IBM 解

决方案帮助我们提高了盈利能力，” 

他总结道：“我们认为，对于 AI 开发人员来说，IBM Power 

S822LC 和 PowerAI 的结合是当今市场上的最佳平台。

在 AI 领域，速度就是一切。 我们发现，IBM 解决方案

能帮助我们超越竞争对手，它们最符合我们的要求。” 

关于 Elinar Oy Ltd 

Elinar Oy Ltd 通过 Elinar ARTO 系列产品、技术服务和维护服务，帮助知识密集型企业将数据转化为业务价值。Elinar 是 IBM 的

金牌业务合作伙伴，总部位于芬兰波里。 

解决方案组件 

• IBM® BigInsights®

• IBM Datacap

• IBM Power System S822LC

• IBM PowerAI

• Ubuntu

采取下一步行动 

若想了解有关 IBM PowerAI 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

ibm.com/us-en/marketplace/deep-learning-platform 

查阅更多客户故事或了解更多有关 IBM Systems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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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nar 如何颠覆内容管理行业格局？ 

1000 多份 非结构化

文档，超过 100 MB 
2 倍 的性能

需要理解和共享 减少产品开发成本

采用 前沿 AI 技术 缩短上市时间

部署在 POWER  
平台上* 

更智慧的内容管理

* 借助加速 HPC 的 NVIDIA 技术

http://www.ibm.com/links/?url=http://www.elinar.com/wps/portal/Elinar.com/!ut/p/a1/04_Sj9CPykssy0xPLMnMz0vMAfGjzOJNHQ2cPZzcDbwtLJwNDBw9nZxDHb2DDfwMzIAKIoEKDHAARwNC-sP1o8BK8JhQkBthkO6oqAgA9jAxDw!!/dl5/d5/L2dBISEvZ0FBIS9nQSEh/
https://www.ibm.com/analytics/us/en/technology/biginsights/
http://www-03.ibm.com/software/products/en/datacap
https://www-03.ibm.com/systems/uk/power/hardware/s822lc-hpc/
https://www.ibm.com/us-en/marketplace/deep-learning-platform
https://www.ubuntu.com/
http://ibm.com/us-en/marketplace/deep-learning-platform
http://ibm.com/software/businesscasestudies
http://www-03.ibm.com/systems/infrastructure/us/en/index.shtml?lnk=mprSY-1-usen
http://ecc.ibm.com/case-study/us-en/ECCF-POC03326USEN%23myOverlay
http://ecc.ibm.com/case-study/us-en/ECCF-POC03326US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