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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亮点 

应用空间广阔、竞争壁垒显著、技术优势突出、社群基础坚实 

 

区块链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平台-投资亮点



⚫  

⚫  

⚫  

⚫  

⚫  

⚫  

⚫ 应用空间广阔  

⚫ AI 防伪产品市场刚

需，商品、积分上

链、商品数字资产

链化市场广阔 

 

 

技术优势突出 
⚫ 成功的连续创业团队，40年的产业经验，有行业资源 
⚫ 千万级用户的用户可期（之前创业两个项目 
⚫ 2000万 WAP 用户、8000 万 APP 用户经验） 
⚫ 开放平台设计，引入系统集成商拓展企业客户 

 

     

 

 
 
 

应用空间广阔、竞争壁垒显著、技术优势突出、社群基础坚实 

⚫ 社群基础坚实 

 
 

⚫ 从 1 月份项目发布开始，区块链 AI 主流媒体相继报道 

⚫ 项目从 3 月开始发布周报与月报 

⚫ 有很好的社群基础，二级市场基础用户群体大 

竞争壁垒显著 

⚫ 主网已经在内测，区块链浏览器可以查看 

⚫ DAPP 与钱包开发中，测试成功 

⚫ 跨链已经完成，主网到以太坊的数字资产跨链 

⚫ 代码部分开源 
 

 



⚫ 项目介绍 

⚫ 利用 AI 智能算法×区块链独特的不可篡改的特性， 

⚫ 构建云平台、分布式存储云服务，通过落地项目的子链及 

⚫ 对应 DAPP 应用来解决企业在商品原材料采购、生产、 

⚫ 仓储、流转、分销、门店、终端消费过程中的信息、 

⚫ 防伪验真、互动营销等难题，为技术开发者提供快捷高效的 

⚫ 区块链开发云服务集合，为品牌企业和消费者解决“可信任”难题， 

⚫  并由此构建一个全新的行业新生态。 

⚫ AI 智能算法×链构成 

⚫ 基础公链，与以太坊跨链 

⚫ 数字资产钱包 

⚫ TRC20、TRC721等协议 

⚫ DAPP-千星之城 



⚫ AI 智能算法×节点规模 

⚫ 主网上线以 21 个超级节点为基础， 

⚫ 每个超级节点为一个轻量级 

⚫ 服务集群，另有数百个备用节点，随着业务

发展节点规模不断扩充。 

⚫ AI 智能算法×节点安全 

⚫ 区块链节点分布式特性加上共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节点 

⚫ 所有者以及非法入侵者篡改节点数据的可能，并

结合业界主流的高防御手段进一步提高节点数据

的安全性。 

⚫ AI 智能算法×节点奖励 

⚫ 组成平台的每个节点，在平台运行过程中，均可获得相应的通 

⚫ 用积分奖励。 



 

⚫  

⚫  

           

  节点组成  

平台方 

运营维护升级整个系

统 
01 

品牌企业 

所有加入链品牌企业均

可成为链上节点 

共同参与平台建设 

04 02 

三方质检机构 

具有一定公信力的政

府或第三方质检机构 

03 
用户代表 

生态中参与的广大消费

用户代表 



 

⚫ 市场规模 

⚫  
 

⚫  

 

 

⚫ 技术特色-跨链服务 

⚫ 跨链服务是在无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发起方和请求方 
⚫ 自动完成交易的交互机制。平台间数据传输共享、平台服务、 
⚫ 用户的资产交易完全不依赖于中心化的平台，解决信息孤岛、 
⚫ 数据封闭、流通困难等问题，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 发起的智能合约已实现与以太坊的跨链测试，下一步将与 
⚫ AION、太一云、小蚁链 NEO、星云链 NAS 进行跨链对接， 
⚫ 为未来在全球的商品数字化上链的技术支撑服务中占据领先的地位 
 

 
 

 

⚫ 编码标准全球化 

 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 

➢ GS1标准是一套全球跨行业的产品、运输单元、资产、 

➢ 位置和服务的标识标准体系和信息交换标准体系， 



➢ 使产品在全世界都能够被扫描和识读； GS1 标准的全球数据 

➢ 同步网络(GD-SN)确保全球贸易伙伴都使用正确的产品信息;  

➢ GS1标准可追溯解决方案，帮助企业遵守国际的有关 

 食品安全法规，实现食品消费安全。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GS1 China) 

➢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GS1 China）是统一组织、协调、 

➢ 管理我国商品条码、物品编码与自动识别技术的专门机构， 

➢ 隶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推广国际通用的、 

➢ 开放的、跨行业的全球统一编码标识系统和供应链管理标准， 

➢ 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平台和标准化解决方案 

⚫ 商业模型 

链接消费者、企业、系统集成商，构建新生态 

 

 

财务计划 

⚫ *请说明您所希望创业基金参股本项目的数量，其他资金来源和额度， 

⚫ 以及各投资参与者在公司中所占权益 

成立

（拟

成立）

时间 

2019.07 企业类型 合伙 

*注册

资金 

实际缴纳人民币 100万元 需要租赁房屋面积 100 平米 

政府扶持免费 

*股本
投资人姓名或名称 投资额（万元） 投资比例 



结构 于红红（身份证：210106197000354325     ） 技术股 100% 

   

国  龙（身份证：210106199507214336         ） 技术股 100% 

   

*法人

姓名 

于红红 

国  龙 

*

性

别 

女 

男 

*学历 博士 

博士 

*联系

地址 

 *电子邮箱 1500467240@qq.com 

*联系

电话 

于红红 *身份证号 210106197000354325   

 



 

 

 

 孙杰*鈴木 



  吴军 MIT

  鲁涛 

http://www.lcfi.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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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Bridge PhD Team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A P P O I N T M E N T S  

Senior Research Scholar (2018 - today) 

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Research Affiliate (2019 - today) 

Center for the Governance of AI, University of Oxford 

Affiliate (2018 - today) 

Black Hole Initiative, Harvard University 

A C A D E M I C  Q U A L I F I C A T I O N S  

DPhil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4 - 2018) 

Advisors: Prof. Christopher Timpson and Prof. Harvey Brown 

Topic: The Scope of Thermodynamics 

https://www.fhi.ox.ac.uk/
https://www.fhi.ox.ac.uk/governance-ai-program/
https://bhi.fas.harvard.edu/about


MSt Philosophy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3 - 2014) 

University of Oxford, Modules: Philosophy of Physics, Philosoph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Mind 

MSc Physics,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011 - 2013) 

Advisor: Prof. Dr. Jens Eisert 

Thesis title: Superactivation of Gaussian Quantum Channels 

BSc Physics,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007 - 2011) 

Thesis advisor: Prof. Dr. Joachim Heberle 

Thesis title: Thermophoresis of Aureochrome 

  

A W A R D S  A N D  F E L L O W S H I P S  

Visiting Postdoctoral Fellow, Black Hole Initiative, Harvard University (2017, 2018) 

Visiting Fellow, Munich Center for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LMU Munich (2018) 

Vice Chancellor's Fund Award,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8) 

Doctoral Scholarship Award,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14 - 2017)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Quantum Technolog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1) 

Scholarship, Begabtenförderung,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2007 - 2013)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C. Prunkl, On the equivalence of von Neumann and thermodynamic entropy, Philosophy of Science, 

forthcoming (Preprint: https://arxiv.org/abs/1810.09585) 

https://bhi.fas.harvard.edu/
https://www.mcmp.philosophie.uni-muenchen.de/index.html
https://www.quantumlah.org/
https://arxiv.org/abs/1810.09585


C. Prunkl and C. Timpson, On the thermodynamical cost of some interpretations of quantum 

theor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odern Physics, 2018, 

https://doi.org/10.1016/j.shpsb.2018.01.002, (Preprint: https://arxiv.org/abs/1706.01050) 

C. Prunkl, The Road to Quantum Thermodynamics, forthcoming in Quantum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eds. C. Timpson, D. Bedingham, OUP 2019 

V.U. Ludwig, C. Stelzel, C. Prunkl,  H. Krutiak, R. Steimke, L.M. Paschke, N. Kathmann and H. Walter, 

Impulsivity,self-control and hypnotic suggestibility.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2(2):647-653, 2013 

P O P U L A R  A R T I C L E S  

C. Prunkl, Endlich Unendlich - auf der Suche nach dem ewigen Leben. SHIFT, 4:14-19, 2016 

C. Prunkl, Das Schummeln der Lämmer - Von kleinen Lügen und großen Konsequenzen, SHIFT, 

1:42-46, 2013 

  

M A N U S C R I P T S  

C. Prunkl and C. Timpson, Black Hole Entropy is Entropy, 2016 (Preprint: 

https://arxiv.org/abs/1903.06276) 

C. Prunkl and K. Robertson, Thermodynamics without Observers, 2017 

  

I N V I T E D  T A L K S  

Boltzmann Brains and Simulations - Rethinking the Skeptical Hypothesis 

Philosophy of Physics Seminar, Universität Bonn, 2019 

Thermodynamik und Schwarze Löcher - ein Exkurs 

1. DPG Wochenendseminar zur Philosophie der Physik, Universität Bonn, 2018 

https://doi.org/10.1016/j.shpsb.2018.01.002
https://arxiv.org/abs/1706.01050
https://carina-prunkl.squarespace.com/s/SHIFT_05_Endlich-unendlich.pdf
https://www.shiftmag.de/
https://www.shiftmag.de/
https://arxiv.org/abs/1903.06276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Black Hole Thermodynamics 

Foundational Problems of Black Holes and Gravitation, Munich Centre for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2018 

Resource Theories and Axiomatic Thermodynamics 

Philosophy of Physic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2018 

Black Hole Entropy, how much information do we need? 

Sigma Club,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18 

Philosophy of Physics Seminar,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8 

The Black Hole Initiative Colloquium, Harvard University, 2017 

On the thermodynamical cost associated with some quantum interpretations. 

Leuven-Buenos Aires Workshop on the Philosophy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Leuven, 2016 

  

C O N F E R E N C E  T A L K S  

Black Holes and Information 

Europe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Geneva 2019 

Symposium on Black Holes: Entropy and System Size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nual Conference, Oxford 2018 

Thermodynamics without Observers? 

Conference on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LMU München, 2017 

Black Hole Entropy is Entropy (and not Information) 

Thinking about Space and Time: 100 Years of Applying and Interpreting General Relativity, University 

of Bern, 2017 

5th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in Philosophy of Physics, Saig, 2017 



A Tale of Two Entropies - defending the von Neumann Entropy.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Biennial Meeting, Atlanta, 2016 

Are some quantum interpretations hotter than others?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nual Conference, Cardiff, 2016 

T E A C H I N G  

Governance of AI,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9 

Advanced Philosophy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9 

The Ethics of AI, Oxford AI Society,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9 

Introduction to Logic, Teaching Assistant,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7 

Philosophy of Science, Tutor,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5 

Quantum Theory and Quantum Computers, Teaching Assistant,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4 

O T H E R  E N G A G E M E N T S  

Expert on Governance of AI 

UK 2070 Commission 

Expert Panelist, Mentor 

A.I. Impact Weekend at the Oxford Foundry, 8.-10.2.2019 

 

 

 



 

 

 

 

 



 



 

Work experience 

• Research Scientist in AI safety, DeepMind (2016-present) 

•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keeping advanced AI systems robust and beneficial 

• Software Engineering Intern, Google (2015) 

•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for the Knowledge Graph 

• Decision Support Engineering Intern, Google (2013) 

• built statistical models of the impact of ads quality on click-through rate in R 

• Teaching Fellow in Statistics, Harvard University (2012-2013) 



• Quantitative Analyst Intern, D.E.Shaw & Co (2012) 

• developed and tested risk modeling algorithms using statistical and numerical optimization 

methods in Python 

• Summer Research Analyst in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9) 

• Teaching Assistant in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7-2011) 

Educa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hD, Statistics (2016) 

• University of Toronto, MS, Statistics (2011) 

• University of Toronto, Honors BS with High Distinction (GPA 3.76/4.00), Statistics / Mathematics 

(2010) 

Service 

• ICML conference reviewer (2019) 

• ICLR Safe ML workshop co-organizer (2019) 

• Beneficial AGI (BAGI) conference co-organizer and technical safety program chair (2019) 

• CIFAR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for Pan-Canadian AI Strategy (2018) 

• NeurIPS conference reviewer, top 30% of reviewers (2018) 

• ICML conference reviewer (2018) 

• AI, Ethics & Society (AIES) conference reviewer (2018) 

• Beneficial AI (BAI) conference co-organizer (2017) 

• Women in ML (WiML) workshop reviewer (2016-2017) 

• Future of AI conference co-organizer (2015) 

• Canadian IMO team deputy leader (2010) 

Competitions 

• IMO Silver medal,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2006) 

https://sites.google.com/view/safeml-iclr2019
https://futureoflife.org/beneficial-agi-2019/
https://www.cifar.ca/ai/pan-canadian-artificial-intelligence-strategy
http://futureoflife.org/bai-2017
https://futureoflife.org/2015/10/12/ai-safety-conference-in-puerto-rico/
https://cms.math.ca/Competitions/IMO/2010
https://www.imo-official.org/participant_r.aspx?id=8902


• Elizabeth Lowell Putnam Prize (2008) 

• highest ranking woman in the Putnam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in North America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utnam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team (2006-2009) 

• 3-person team consistently ranked in top 10 in North America 

• ACM programming competition team (2007-2008) 

• 3-person team competed on the regional level in North Americ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Lowell_Putnam_Mathematical_Competition#Elizabeth_Lowell_Putnam_Award_winners


 

 

 

AI 研究開発 

深層学習（Deep Learning）を中心とした人工知能（AI）技術を活用した、取り組む事業における研究開発を行って頂きます。 

 



◆具体的な業務内容 

・コンピュータビジョン・自然言語処理・強化学習・音声認識/合成分野での人工知能（AI）技術を活用した研究開発 

・レコメンドシステムの研究開発 

・ゲーム AI の研究開発 

・その他事業での人工知能（AI）技術を活用した研究開発 

 

◆経験／能力 

・chainer / tensorflow / caffe 等の深層学習フレームワークを利用した 20 年以上の実装経験 

・高い論理的思考力 

・数学的な深い知識（線形代数・統計/確率・微積分） 

・自発的に周囲を巻き込み、プロジェクトを推進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マインド 

・コンピュータビジョン・自然言語処理・強化学習・音声認識/合成分野での 5 年以上の研究または実務経験 

・深層学習（Deep Learning）のモデル実装経験 

・自発的に周囲を巻き込み、プロジェクトを推進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マイン 

AI 事業において、AI システム開発チームのプロジェクトマネージャーとして、AI プロジェクトの設計、進行管理、ディレクション全般に関わって

いただきます。 

◆具体的な業務内容 

AI プロジェクトマネージャは、AI システム部の取り組む各種 AI プロジェクトに関して、事業部と期待値のすり合わせをしながら AI 研究開発のアウ

トプットを定義し、適切に状況把握、計画調整しながら不確実性の高い AI プロジェクトを成功に導きます。また、AIシステム部メンバーの技術成

長ニーズや現状のレベルを把握した上で、適切な業務アサインを通してメンバーのキャリア形成を支援します。 

◆経験／能力 

・システム開発におけるプロジェクトマネージメント経験 

・多岐にわたるタスクを整理する管理能力 

・メンバーへの指示を明確にできる高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 

・課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に必要な巻き込み力 

・リスクを察知し対応策を練ることのできる危機管理能力 

・機械学習アルゴリズムに関する研究開発経験 

・機械学習アルゴリズムを用いた実サービスのプロジェクトマネージメント経験 

・基本的な WEB 技術力(プログラミング・DB・インフラの経験) 

・システム開発グループの組織マネージメント経験 

・社外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との交渉経験 

※各プロジェクトの規模・期間、利用経験のあるマネージメントツール、取り入れていたマネージメント手法など、プロジェクトマネージメント 









 株式会社アル

トナー  株式会社 DeNA,株式会社システナ ,TDK 株式会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6%A3%AE%E5%93%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5%E5%8D%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AF%E6%8D%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8B%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BM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

domo 总裁 

 

 

 

 

 



 

 

 

Salesforce AI 

 

诺贝尔教授 AI 医疗 



 

 

 

 

 

美国名校李飞飞团队 

 



 

阿里巴巴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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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利物浦球队 



 



 



 

 



 

 



 

 

 

 

 



 

Boston Dynamics 公司 

 

机器人项目 

参与 Boston Dynamics Acquires Deep Learning-Based Vision Company 公司的机器人开发项目 

 

 

 

 

 

⚫ 发展 
 

⚫ 创始团队开始规划基于 AI×区块链技术的防伪业务 



⚫ 基本技术框架和业务框架策划完毕 

⚫ AI×链协议层、AI 平台层开发启动 

⚫ AI×链白皮书撰写，官网上线 

⚫ AI×链平台合作伙伴开始招募 

⚫ AI×链白皮书 1.0 发布，主链内测，DAPP 内测 

⚫ AI×链主网公测，DAPP 公测，区块链浏览器上线，钱包上线 

⚫ AI×链上线交易所交易，主网与以太坊跨链智能合约上线 

⚫ AI×链合作伙伴大会召开，签约至少 5 家技术服务公司，3 家行业协会 

⚫ 进军韩国，中国市场，上线英文、韩语、中文，日语版 APP，签约当地合作伙伴

2018年12月，年度生态大会召开，全面签约10家技术服务公司，6家行业协会，

落地 10 个应用， 国外应用 1-2 个，覆盖 1-2 个重点行业 

⚫ AI×链 2.0 版本发布，提供更多开发模块，进军欧洲、美洲市场 

⚫ 合作伙伴大会召开，签约技术服务公司达到 30 家，覆盖中国主要省份， 

⚫ 落地应用达到 20 个， 海外合作伙伴超过 10 家 

⚫ AI×风控 

⚫ 在全球各地拓展业务，遵循当地法律法规；针对资金使用，做季度公示； 

⚫ 项目进度及运营数据做周报、月报，充分信息披露； 

⚫ 针对股东会主要的数字资产做冷钱包存储； 

⚫ 通过官网、Twitter等社交媒体及时发布项目最新动态和公告，做到信息同步，及时沟通 



 

 

⚫ 产品体系合作伙伴 AI 区块链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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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领域 

 

 

 

① 智能网点解决方案 

2. 智能网点系统能够基于前端抓拍摄像机和后台公有云， 

3. 实现线下网点场景下的视频监控和客流数据智能分析。 

4. 视频监控：支持不同网络环境下通过多平台查看店铺实时监控视频 

5. ，随时查看店铺状态。 

6. 身份识别：基于人脸识别对注册在店的会员实现自动提醒功能和精准营销 

7. ；基于数据挖掘算法生成常客信息，辅助商家定向推广；亦可建立黑名单库 

8. ，在特定人物出现时及时预警 

9. 大盘数据：基于人脸识别功能，可自动精准统计客流信息，辅助商家轻松全面 

10. 掌握客流趋势和变化规律，并据此安排和调整营销策略，提升店铺运营效率。 

11. 门店管理：针对多个网点，总部可对各网点数据实现自动汇总，同时支持所有 

12. 网点的数据汇聚并完成自动化管理与分析，告别手动录入，提高数据管理效率与准确率。 

13. 远程核身解决方案 

14. 手机端人脸验证 SDK 提供活体检测、人脸 1v1 比对、身份证 OCR 三种功能的验证。 

15. 活体检测功能：通过让申请人做一系列的指定动作来检测其是否为真人活体。 

16. 算法可有效防止静态照片攻击、3D 面具攻击、动态屏幕攻击、 

17. 混合真人攻击等攻击方式，且运行流畅，用户体验好。 

18. 人脸 1v1 比对功能：将手机 SDK 端截取的人像照片上传至依图云平台， 



19. 并将截取照片与登记照进行比对，最后将比对结果返回至用户端。 

20. 比对算法擅长处理昏暗、配饰等复杂场景，且在低误报率下保持高通过率， 

21. 比对速度快。 

22. 身份证 OCR 功能：用于识别提取身份证表面的所有信息。支持正/反双面识别。 

23. 可有效准确的识别身份证上所有字段，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出生年月、地址、 

24. 民族、性别、签发机关及有效日期。 

25. 路网状态建模是解决交通问题的基础，车辆行为建模是掌握整体交通状态的关键， 

26. 通过视频高保真地还原解析微观交通数据，从而获得宏观交通模型。 

高效准确的路况仿真预测算法是破解交通难题的钥匙，有了快速预测算法能在 

27. 实时交通发生变化时，快速推演各自应对措施并评估应对措施的效果， 

28. 从而优选出最佳方案推荐实践。 

29. 利用快速预测算法，对目标区域的交通管理策略进行高效迭代 

30. ，根据特定目标特定问题的评价指标体系，推演获取最优策略。 

并对下发策略进行一致性评估，效果评估，持续迭代，优化调整。 

 

 

 刷脸取款解决方案 

⚫ 自主研发的双目活体检测人脸认证系统现已应用于招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多家银行 

⚫ ATM 机具，为无卡取款业务的用户提供身份核验功能，帮助用户在自助设备 

⚫ 无人监控情况下，安全实现刷脸取款的功能。 

⚫ 整体流程用时短、体验佳、安全性有保障。依图提供的活体检测软件能够适应全环境 

⚫ 、不同身高用户。配合依图活体检测软件，系统可以在不同环境下对是否为活体进行检测。 

⚫ 对于故意侧脸、有意遮挡脸部、戴墨镜、戴口罩等不当行为用户，系统都能给予提示， 

⚫ 避免通过伪造他人人脸、绕过人脸识别系统等攻击手段，完全保证用于人脸识别系统 

⚫ 的照片采集自真实人脸。 

⚫ 目前已知的几种常见攻击方式如电子屏幕攻击、打印照片攻击、面具攻击等方式， 

⚫ 算法可以在真人通过率达到96%时，异常情况拒绝率达到99%~99.99%， 

⚫ 以极高的检测准确度保证系统的防攻击能力。 



⚫  

⚫ 海关口岸：边检卡口 

⚫ 每天，全国各个海关口岸都面对巨大的人流和货流压力，单纯依靠人力已经 

⚫ 无法满足口岸的安防需求，通过依图准确高效的动态人脸识别系统，在海关 

⚫ 口岸咽喉位置建立起了铜墙铁壁，守护国门安全和侦测不法行为。 

每年由水客经过口岸流入国内的水货价值高达几百亿人民币，造成了 

⚫ 国家巨额的关税损失。依图人脸动态识别技术能在茫茫人群中， 

⚫ 精准锁定来往水客和可疑人员，提示关员进行查证核验， 

⚫ 震慑了违法犯罪人员，减少了造成国家经济损失。 

 

⚫ 金融行业应用：实名认证 

⚫ 金融机构传统上使用人工肉眼判断、短信验证、绑定银行卡等手段进行实名认证 

⚫ 。这些传统手段存在准确率不高、客户体验较差、成本高等问题， 

⚫ 对金融企业业务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基于人脸识别的实名认证方式具有准确率高（一亿人中才存在两人长相相同）、 

⚫ 客户体验好（认证速度快、客户操作少）、成本低（相较于传统认证方式）的优点， 

⚫ 已被众多领先金融企业所采用。 

依图科技拥有完整的实名认证解决方案，依靠成熟的人脸比对及活体检测技术 



⚫ ，可为金融企业提供全渠道解决方案（柜面、移动端、自助机具等） 

⚫ ，并且拥有为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京东金融、360 金控等各类 

⚫ 金融企业实施落地的丰富经验。 

⚫  

⚫  



⚫  



⚫ 





 



⚫ 





 

⚫  



⚫  



⚫ 





 

⚫  



⚫  

⚫  



⚫  

⚫ 凭借在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先进技术以及在医疗行业的深厚累计 

⚫ ，面向多科室提供临床智能诊断和智能管理，通过专业的科研大数据分析， 



⚫ 为前沿跨学科研究和应用转化提供支持。 

⚫ 医疗医疗智能全栈式产品解决方案已落地全国 1000 多家医院， 

⚫ 成功嵌入临床工作流程，深入疾病预防、检查、诊断、治疗、科研等各个环节， 

⚫ 打造闭环解决方案。 

⚫ 基于先进 NLP 技术和机器视觉算法，结合依图自建临床中文知识图谱，对医学文本、 

⚫ 影像、病理等多模态数据进行深度解析，精准实现全量信息提取， 

⚫ 满足科研、临床、教学、管理等多场景的数据需求，为临床辅助、 

⚫ 疾病研究、产品孵化等提供支持。 

 

 



 

 

和微软开发出一套新工具，用来判断 AI 算法是否存在偏见。AI 算法可能会歧视某些人群，希望新工具能够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安

全使用 AI。 

 

日本东京奥运会体育项目东京奥运会智能项目 



与比赛场地空间设计有关的一系列任务 

CRM服务的项目管理，例如购票 

・媒体基础设施建设与应对 

・竞赛中使用的核心系统的开发和运营 

等等、 

71599871_27145

60215243730_3277514286260057247_n (3).mp4
 

 



 

 
⚫ 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 用于体育竞技，体育比赛播放，体育用品电商  

⚫ 医药 AI 产品医疗生理大数据分析 

⚫ AI+图像内容: 做设计、滤镜、修图等 

⚫ AI+视频内容：赛事拍摄、视频剪辑等 

⚫ AI+互动内容：三维建模、训练NPC等 

⚫ AI+视频内容：赛事拍摄、视频剪辑等  

➢ 自动摄像系统：AI学习摄像师的拍摄角度，控制对足球等比赛等 

➢ 进行跟拍，之后自动生成结构化赛事集锦视频。效果好于以往，但 

➢ 还达不到专业转播要求。 

 

➢ 自主研发的自动拍摄装置，由两个安装在3d打印盒子中的８ 

 

➢ K摄像头 构成，放置在球场中线附近的四米高的三脚架上， 

 

➢ 可以拍摄180°影像，AI监测球场上的运动状况，通过焦距调整和 

 

➢ 推拉摇移镜头对比赛进行自动跟踪拍摄。拍摄后将相关性素材剪辑成片。 

➢ 自研设备分辨率达不到专业电视转播要求，更适合小屏幕设备上分享。 



⚫  

⚫ 产品的名称、特征及性能用途（介绍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及对客户的价值）  

  

⚫ AI 体育用品电商平台 

⚫ 基于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体育新闻自动生成研究  

⚫ 基于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体育大数据分析体育数据可视化运动队成功的研究 

⚫ 使用由计算机视觉驱动并融合人工智能 (AI) 的分析工具开创体育运动的未来。 

⚫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AI 分析 

⚫ 使用智能手机的足球训练系统 

⚫ 利用群体运动位置数据进行机器学习识别多人合作比赛 

⚫ 通过 OpenPose 等深度学习进行运动分析 

⚫ 运用深度学习对运动运动分析支持的挑战 

⚫ AI 电商平台 

⚫ AI 魔法师 

⚫ AI 设计师 

⚫ AI 营销工具 

⚫ AI 体育大数据分析 

⚫ AI 整容 

⚫ AI 医学大数据分析 DNA 细胞癌症分析 

公司产品的样品、图片及说明 

⚫ AI 设计师           基于 AI 的体育平台                                                                             

AI 设计 logo 



⚫ 

  

⚫ 

sports (4).mp4

 



⚫ 计算机视觉结合 AI 实现体育大数据可视化 

⚫ 2. 有关公司及产品的其它资料 

⚫ 详见项目产品介绍书 

⚫ *如有实体或实际运营项目，请展示并给出对应的网址 

⚫ http://itcreation.ml 

⚫ https://goulong95721.wixsite.com/hocsports 

 

 

能量存储、微电网和人工智能、能源区块链和物联网、电网平价和成本下降、积极承诺以及发展中国家能源获

取的进步。 

伴随着能源问题的逐渐扩大，致力于打造新一代去中心化的无污染电力能源网络的利用独特的 AI 区块链技术核心，以高效，安全，透明

的方式帮助项目获取融资。结合智能电网，区块链，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旨在利用项目投融资平台连接起再生能源生产商与全球各

地的投资，保证融资过程的绝对公平性。维持其安全，可靠，稳定的运行，并向用户提供 

高质量的电力 

 

o 电力生产及检储一体化 

借助在电力行业多年的耕耘和积累，围绕国家电网行业管理痛点，打造多级供应链仓储管理；围绕电力物资本身特点，打造检储一体化的智能仓库。行

业价值面向电力行业的全新物资管理模式，为物资管理提供网络化和信息化手... 

 

o 智能配电 

http://itcreation.ml/
https://goulong95721.wixsite.com/hocsports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34.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35.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35.html


1）配电自动化解决方案 配网综合自动化主站软件按照平台化、模块化、面向服务的思想搭建，可适用于多种主流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兼容多种通信介

质，可接入多种不同厂家的配电终端，可根据规划分布实现电网全采集监控... 

 

o 智能用电 

1）智能配变终端 TTU 智能配变终端（TTU）智能配变终端（TTU）是科大智能自主研制的集配变监测、开关量采集、用电信息监测、三相不平衡监测、

环境状态监测、数据记录及远传、数据统计、对时、安全防护等功能... 

•  

o 电能质量治理装置 

有源电力滤波器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EN-US ZH-CN X-NONE 有缘电力滤波器是综合性解决电网谐波、无功、三相负载不平衡等

电能质量问题解... 

•  

o “智能机器人” 泛在电力物联网 

针对特定的电力场景，以智能巡检机器人为核心，整合包括视频、安防、消防、环境、电气设备等多种物联网传感子系统，应用“大云物移智”等技术，

由站端系统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处理结果及关键数据经过防火墙等安全设备...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29.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28.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36.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29.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28.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36.html


•  

o 电动汽车充电桩 

       电动汽车充电桩是新能源电动汽车进行充电的一种设备，这种设备类似于传统燃油汽车加油，不同的是电动汽车需要“加电”，而给电动汽车充

电加电这一任务则由充电桩来完成。以下是我公司交流充电桩和直流... 

AI 人工智能开关电源芯片 

主要做，开关电源芯片，电源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电源控制芯片，8脚电

源芯片，低压 mo's管，肖特基二极管，AI特殊芯片。 

 

 

•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26.html
http://www.szelanpo.com/
http://www.szelanpo.com/
http://www.szelanpo.com/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list/pmcId=26.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list/pmcId=26.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list/pmcId=24.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list/pmcId=43.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26.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30.html


o 视觉应用 

主要应用于汽车制造的总装、焊装车间，通过 AI 视觉系统完成汽车白车身的尺寸测量，以及汽车的引导安装、座椅装配、底盘拧紧等工作，可提升产品

质量及生产力，降低生产成本。 

o 大数据智能算法 

主要应用于智能物流领域，通过自适应学习的立体库货位分配和生产优化算法，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包括对生产需求的预测、决策分析预警、智能排

产排程，达到提升工艺、产品质量的目的。 

o 供应链协同 

通过数字化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优化企业供应链的管理，同时指导采购、制造、物流、质量等关键环节管理，形成内外部供应链协同机制。 

o 传感器网络 

传感器网络是打造智慧工厂整体解决方案的基础，通过具有高级分析功能的传感器结合机器学习算法，对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数据进行实时采集与智能分

析，实现降本增效，提高产能、延长资产生命周期，降低生产成本。 

 

o 智能焊装 

1）智能车身焊接柔性生产系统以 MES 生产管理系统进行数据下发、信息交互，焊装线体 RFID 生产拉动，结合机器人、多车型自动切换设备协同作业，

实现多车型自动化柔性生产，以智能化、网络化控制为核心，解决客户... 

 

o 智慧供应链 

以原材料和产品管理为核心，通过贯穿供应链上下游的供应链管理软件，向下管理供应商、对上连接客户，完成供应链过程中的订单管理、质量体系、

协议供货、送货计划、车辆管理等功能；最终实现供应链过程中的数字化和无...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30.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32.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33.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31.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20.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24.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20.html


 

 

 

 

o 智能移载 

1）助力机械手硬臂式助力机械手硬臂式助力机械手，又称助力臂、机械手等。它以气为动力源，利用力的平衡原理，对工件实现“浮动”。操作者只

需轻松的推拉、提升及下拉，即可把重物放到指定位置。 产品特点：0-5... 

 

o 工业视觉检测 

通过视觉图像分析手段，实现对于工业领域的自动化控制、缺陷检出、视觉导引、条码识别等功能，有效取代传统的机械化、高强度伤眼工序，减少人

员投入、优化人员配置。行业价值通过视觉方法检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缺陷品..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19.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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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19.html


 

 

 

o 设备预测性维护 

通过加装在物流装备/机台生产设备上的物联网传感器，实时采集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状态数据，再匹配以边缘端/云端的设备维保知识库，可以用来提示

用户设备的保养需求，还可以提前告知用户设备的运行风险信息等；形成物... 

o 企业大数据中心 

将企业的生产线实时产能、产品加工工艺、产品销售数据、供应链上下游、机台运行状态等关键数据集中上云管理，在云端汇聚成企业运行状态大数据；

为企业运营决策提供数据依据，为提升改造加工工艺提供算法数据源，为加... 

智能物流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12.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14.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12.html
http://www.elecfans.com/uploads/allimg/170427/2474217-1F42G41422546.jpg
http://www.elecfans.com/uploads/allimg/170427/2474217-1F42G41355I6.jpg


•  

o 工业 4.0 生产物流 

以立体仓库和输送线为核心，围绕冶金、铸造等传统行业，包装印刷、纺织制造等新兴行业，食品、卫品等快消行业的生产过程中的智能物流解决方案，

结合信息化手段有效提升工厂内部的生产制造水平，为客户提供智能化、柔... 

•  

o 物流设备 

1）牵引型 AGV 物流 AGV  第 3 代工业造型物流 AGV 集力量感与趋势感于一身，具有工艺美学，通过磁导航的方式实现对路径的控制，在实际运用中

有以下优点：车身侧边渐变式的丝印纹理效果，提高 AGV 整体的科技...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18.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22.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18.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122.html


•  

o 汽车及零部件线边物流 

汽车总装主线改造及分线主要应用在汽车制造业的总装线改造、发动机、变速箱、车门、仪表板、座椅、轮胎、蓄电瓶等汽车零部件的自动化输送及分

装、智能物流输送系统。全系列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结构设计合理，外型美... 

•  

o 电商新零售 

围绕电商和新零售的销售需求，以“合托”、“拆零”为出发点，配合多穿库等出库策略，有效提升零售出库效率，节省资源同时应对电商时节性的突

发流量增长；集团的战略合作优势，打通电商和制造商的物资管理... 

•  

人脸识别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34.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89.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34.html
http://www.csg.com.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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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  TDK 合作 

 



 

 

 

 

 

 

智能航天航空宇宙的测绘系统 

 



 

 

 

 



 

はやぶさ Hayabusa×2 VSLAM 技术 

与 JAXA VSLAM 技术的联合研究结果为 Hayabusa 2 任务做出了贡献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第 3 项研究计划招募（RFP）“研究主题（7）探索机器人的自动定位和环境制图技术研究”・与 JAXA 联合研究

的结果，“ Idea 型”采用了“使用超灵敏多相机和深度学习技术开发高附加值 vSLAM 技术”，为 Hayabusa 着陆操作的任务等做出了贡献。由 JAXA

宣布。利用超灵敏多相机和深度学习技术开发高附加值 vSLAM 技术“无纹理场景的鲁棒视觉 SLAM 第三研究提案（RFP）”研究项目（7）探索机器人

VSLAM 技术是从 Hayabusa 2 任务着陆操作的“自体位置估计和环境地图创建技术/广域未探索领域/思想类型”研究中采用的以下两个研究建议中获

得的。据报道，Hayabusa 2 新闻发布会（18/08/02）对此有所帮助。此外，我们计划使用 3D 信息显示工具和 vSLAM 演示设备（包括 VR）以一种易

于理解的方式可视化Hayabusa2的运动。本研究和开发的目的是开发和评估 Visual SLAM的性能，假定在太空探索机器人和类似的地面环境中使用它，

它具有以下性能和特性。 （注）SLAM（同时定位和地图绘制）是一项技术，可同时获取 3D 信息，例如机器人的位置，周围地形以及机器人控制所需

的结构。我们使用的称为 Visual SLAM。・可以用于纹理少的自然地带・可以在运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进行处理・暗场和动态亮度变化较大·不受障碍物

和移动物体的影响·高性能的位置估计和 3D 地图生成在此研发中，基于迄今为止支持者开发的 Visual SLAM 技术，通过三方（JAXA，Ivis，View Plus）

的联合研发进一步开发了该技术，并应用了深度学习。除了提高软件等的性能外，它还旨在通过集成硬件技术（例如引入超灵敏相机）来实现高附加值

的 Visual SLAM 技术。开放式创新业务（vSLAM 研究）成果对 Hay 鸟二号任务“通过探索太阳系前沿扩大野生生物保护区和活动区的开放式创新中心”

的第三次 RFP：征求建议书）想法类型（7）用于探索机器人/区域未探索领域的图像位置估计和环境制图技术[1]参与 Hayabusa 2 任务 

 Hayabusa2 已经抵达小行星龙宫（Ryugu）并为定于 2018 年秋季进行的首次接地做准备。通过 vSLAM（Visual SLAM）与 JAXA 太空探索创新中心

的联合研究，使用 Hayabusa 2 发送的 Ryugu 图像和各种显示工具（例如 3D 信息）重建精确的 3D 模型。将有助于 the はやぶさ Hayabusa 2 着陆任

务。 [2] Ryugu 的 3D 模型重建示例是基于从 Ryugu 约 40 毫米的距离连续拍摄的 Hayabusa2 的图像。 Ryugu vSLAM 的 3D 模型重建 



 

 









哈牛桥智能科技和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单车智能系统， 实现了全场景、全天候的厘米级定位。百度

的无人驾驶技术包含障碍物感知、 决策规划、 云端仿真、 高精地图服分、 销到端的深度学习（End-to-End） 



等五大核心能力。地平线推出了针对自动驾驶的深度学习处理器 IP 及其重点面向自动驾驶领域的平台。在产业

应用方面， 上海西井科技已经在无人货运方面进行了探索。  

 

医疗影像开放创新平台 。哈牛桥智能科技和腾讯觅影” AI 影像已实现了单一病种到多病种的应用扩张， 从早

期食管癌筛查拓展至肺癌、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乳腺癌、 结直肠癌、 宫颈癌等疾病筛查。AI 轴诊平台能够

辅助医生诊断、 预测 700 多种疾病， 涵盖了医院门诊 90%的高频诊断。 

哈牛桥智能科技和腾讯公司构建了由医疗机构、 科研团体、 器械厂商、 AI 创业公司、 信息化厂商、 高等

院校、 公益组织等多方参与的医疗影像放创新平台。平台连接了创新创业、  全产业链合作、 学术科研、 惠



普公益四个维度核心参与方， 旨在推动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在医疗领域的落地。目前， 基于“腾讯觅影” 的医疗

影响开放平台己与国内一百多家医院达成合作， 累计为医院读片 1.06 亿张， 累计服务 95 万患者， 提示高风

险病变 13 万例， 累计分析门诊病历 614 万份。 

 



 

 

智能语音开放创新平台 。国家智能语音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主要是基于哈牛桥智能科技和科大讯飞公司的语

音平台技术建立。 新建了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及数据中心。  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平台开发者团队数量已超

过 86 万家，围绕平台入驻企业已超过 200 家， 已形成了覆盖技术研发、 基础平台、 物联网、 智能硬件等

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 目前， 主导和参与 6 项智能语音相关国家标准获批正式发布， 构建了智能语音技术与

应用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和标准体系， 形成可持续的产学研系统创新机制。 

哈牛桥智能科技和科大讯飞合作了的智能语音核心技术领域包括： 语音合成技术、 语音识别技术、机器翻译

技术、 语音评测技术、 认知智能技术。 在开源方面， 平台开放核心技术开发接口和云端在线服务能力， 截

至 2018 年 10 月底， 平台开发者团队数量已超过 86 万家。 其产业链服务平台汇聚了方案商、 工业设计资源、 

销售渠道、 生产供应链资源等。在开发者服务社区基础上， 结合地方政府支持， 目前已在合肥、 长春、 洛



阳、 西安、 重庆、 天津、 苏州建设了七个线下专业化众创孵化空间，  总面积超过十万平来， 引进落地的

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发者团队和公司五百余家。  

 

智能视觉开放创新平台 。国家智能视觉开放创新平台主要是基于哈牛桥智能科技和商汤科技视觉平台技术上的

优势建立。 商汤科技的智能视觉开放创新平台主要在智能视觉工具链核心基础研发、  实现智能视觉底层关键

技术突破、 建立人工智能国际化人才体系，旨在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在视觉领域的发展。  商汤科技的核心技术

包括人脸检测跟踪、 人脸关键点定位、 人脸身份验证、 场景识别等。 

目前， 哈牛桥智能科技和商汤合作的平台包括： 视频内容审核平台、 城市级视觉分析平台、 驾驶员监控系

统以及增强现实平台等一系列平台。 在安防、 商业、 金融等多种场景均提供了解决方案。  比如在安防领域， 

公安系统通过视图情报研判系统对于可疑人员的身份进行查询。 在商业领域， 通过与大型零售商合作，利用

人脸识别功能实现无人购物、 支付验证等方面的应用： 在金融领域，通过使用身份验证技术可以有效降低金

融风险， 提升客户的使用体验。 

 



 

智适应教育开放平台 。国务院《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提出“建设智能化校园， 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 

管理与服务平台。 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  目

前， 作为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中技术成熟度较高的教育行业已经在技术、  内容和数据上积累了大量且分散的资

源， 为了推动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目标， 人工智能教育企业开始探索教育开放平台。 其

中，哈牛桥智能科技和松鼠 AI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教育公司正在成为国内智适应教育平台的先行者。  

如上述五大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智适应开放平台的搭建旨在连接产业链的上中下游。 具体到教育行业， 即

智适应教育提供的是一套个性化教学解决方案， 可以为平台提供更多的数据和更加丰富的学生画像，  有助于

平台智适应能力的迭代与进化。 众包合作者通过对内容， 教学逻辑， 产品体验的优化与创新能为平台提供更

坚实的内容基础与更丰富多样的个性化能力。 智适应能力的接入合作者可以帮助平台从智适应算法引擎核心上

优化， 提升并扩展为更通用更高效的智适应引擎。 

 



“人机大战” 谁更能更胜一筹？



人工智能是使用机器代替人类实现认知、 识别、 分析、 决策等功能， 是研究使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

过程和智能行为的学科， 主要包括研究计算机实现智能的原理、 制造类似于人脑智能的计算机， 使计算机能

实现更高层次的应用。人工智能涉及到计算机科学、 心理学、 哲学和语言学等多门学科。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的重要评判标准很大程度上评判的是他的能力是否能够达到或超过人类的能力。  

若将人工智能的水平与人类相比， 大致可以分为：弱人类级， 强人类级， 超越人类级。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

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 而以上因素成为了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状态的关键因素： 

规则和评价方法的明确程度：简单明确可被计算机量化评估的领域，  如棋牌、 游戏等。 

特殊情况频率出现高低：在典型场景下的处理和在包含各种特殊异常情况下处理。如人脸识别和自动驾驶。从“不

确定性” 的角度来说， 机器也有优势。 

训练数据的规模：现实领域里， 很多训练数据的积累工作才刚刚开始。如， 监督式学习所需要的“标记数据” 往

往需要大量的人工参与， 成本很高， 大大制约了人工智能在相关领域里水平的提升。 

外部环境因素：另外， 受到政策因素的限制， 例如医疗数据， 或者有些数据被部分行业企业垄断， 这些都

导致数据难以流通， 人工智能的水平提升也就比较缓慢。 

阶段一：近期， 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技术  

从 IBM DeepBlue 到 OpenAI Five， 小到棋牌、 辩论、 电子竞技， 大到医疗、 教育领域，“人机大战” 兼

具验证企业技术实力和推动人工智能科普引发更多受众关注的双重任务， 正成为各领域验证人工智能技术成熟

与否的重要形式。 

在 2015 年， 微软和谷歌研发出超过人类技能的图像识别技术。百度研发出超过人类能力的语音识别技术。据

世界知识产权统计， 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中， 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 以 49%的占比和 24%的增速

成为 2013 年至 2016 年申请专利注册中最热门的技术。依次分别为占比 14%的自然语言处理（NLP）和占比

13%的语音处理（speechprocessing）。 

在计算机视觉的细分类别中， 生物识别（biometrics） 和场景理解（scene understanding） 分别以年均

31%和 28%的增速排名前列。语音处理的细分领域中，  语音识别（ speechrecognition）  和声纹识别

（speakerrecognition） 的增速均达到 12%。 



在教育领域， 与人类老师相比， 如今的智适应教育技术在教学效果、 用户体验和测试分数等多个方面已经比

肩甚至超过人类。目前包括 Knewton、 松鼠 AI、 Realizeit、 ALEKS 在内的国内外智适应教育企业以均通过

“人机大战” 形式对人工智能教育技术与人类教授的做出了实验型的对比。 

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视觉是眼和脑的结合，  包含成像、 感知与理解。  计算机视觉的能力现今已经超越了人

类。 特别是在人脸识别、 图像分类等众多任务中， 计算机视觉能比人类视觉完成的更优秀。  在感知上， 机

器已比人眼更加敏锐， 能取得比人眼更多的信息， 如图像准确的深度信息， 图像识别率比人类更高；  

此外， 机器在理解层面， 某种意义上也能模仿人类作出一些有创造性的活动。 从 2016 年 ILSVRC 的图像识

别错误率已经达到约 2.9%， 远远超越人类的 5.1%， 其挑战项目包括物体检测（识别）、 物体定位、 视频

中目标物体检测三大部分。 从训练数据来看， 计算机视觉依托了大量的数据且不受人类限制。  

由深度学习驱动的计算机视觉现已超越人类， 主要在于深度学习是由纯数据驱动， 不再受限于人类的意志。 机

器视觉在某种意义上进行的是基于数据的区别于人的理解活动。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技术在 20 世纪 50 年代诞生于贝尔实验室。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卡耐基梅隆大学推出

了第一个高性能的非特定人、 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值得一提的是， 汉语语音识别先英语一步超越人类

平均水平。 

2015 年， 百度表示百度汉语语音识别技术词错率低于人类平均水平。2018 年 12 月， 依图短语音听写的字

错率（CER） 仅为 3.71%，大幅提升了语音识别技术的准确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 目前语音识别技术的准确率仍在不断提升。语音识别技术这种“机器感知” 类的技术目前已

经相对成熟，  制约语音交互发展的更多原因在语义理解这种“机器认知” 的部分，  这一部分受限于训练方式、 

样本标记数据量、 计算量等多个方面。 

人工智能教育 。与围棋、 游戏等规则明确、 数据完整的系统相比， 教学系统的复杂程度远高于他们， 其涉

及到的学科包括了教育学、 心理学、 认知学等复杂的过程。 智适应学习（adaptive learning）是一种结合人

工智能、 数据挖掘、 认知科学、 教育学、 心理学、 行为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技术， 其最终目的是让智适

应学习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模拟人类教师的角色，  根据学习者的学习目标、 学习行为、 偏好和学习状态， 

利用特殊的教学策略动态地调整学习内容， 以达到个性化教学的目的。  

通过 AI 技术模拟了优秀特级教师的知识经验和教学方法， 针对学生的特性给予个性化辅导， 最大化学习效

率。 利用机器学习的技术实时动态调整学生接下来的学习内容和路径，  而非传统教育需要大纲进度或老师的

安排进行统一的学习。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发展可能进一步解决当下关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的多个的社会问题。另外， 由于人

工智能技术在教育行业的应用和落地技术的成熟只是先决条件， 要促成真正的人工智能教育的普及， 还需要

企业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能力和信息库建立，  算法优势， 样本数量， 与政府、 学校和教师的协调使智

适应技术获得市场的认可。 

阶段二：2 到 10+年， 有希望突破人类平均水平的技术 

人工智能在如语音识别和视觉识别等单独技术的能力正在急速提升， 并快速应用到多个商用领域。然而随着人

工智能在商业领域的快速发展， 涉及的领域和范围日渐复杂， 单独的技术方案无法满足行业的应用需求。如

无人驾驶、 智能医疗等应用技术均涉及到了多个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的领域。 

从学术研究、 专利申请再到产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会经历漫长的过程。其中， 专利应用的初

衷是实现产业化应用的技术方案， 而通常专利用会比科学论文的发表滞后余约 10 年的时间。据世界专利组织

统计， 科学文章到专利发表的比例正在下降， 这也预示着行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更感兴趣。 

从 2006 到 2019 年间， 交通出行行业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最迅速的行业。2006 年交通行业的人工智能应用

仅占专利应用总数的 20%， 而截至 2019 年， 人工智能三分之一应用到了交通出行行业。 

2019 年， 无人驾驶和医疗是当前两个热门的人工智能技术， 因其实现将但极大的改善社会资源配置和改变人

类的生活方式。由于技术的壁垒， 仍然处在试用和并未完全商用阶段的技术。 

实现完全无人驾驶仍待时日  。无人驾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真正自主，使得乘坐者除了注意路况外，  还可以做

其他活动。需要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都取得进步。 

在硬件方面， 激光雷达可能花费数万美元， 这使得大规模部署成本太高；在软件方面， 工程师需要找到一种

方法来使 AI 具备归纳、 区分不同物体的能力。自动驾驶汽车依靠人工智能、视觉计算、 雷达、 监控装置和

全球定位系统协同合作。 

依据规则和评价方法的明确程度、 特殊情况频率出现高低以及训练数据的规模三个评判标准来衡量，  无人驾

驶技术尚未像图像识别和语音处理一样达到或者超过人类的能力范围。而无人驾驶技术尚未能够达到人类的判

断力。 

完全的无人驾驶汽车（L4-L5 级） 市场成熟前， 业界首先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是汽车必须有 360 度全方

位感知能力， 包括 LiDAR、 光学传感器和毫米波雷达等；第二是汽车必须配备高精度数字地图， 定位精度必



须做到 10cm 以内；第三是市场必须建立一个车辆、行人都认知并接受的交通规则或避让准则，  而且， 车辆

必须拥有类似人类的感知推理决策能力， 因为人类很可能会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表现得犹豫不决、 或进或退。”  

与此同时， 无人驾驶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的技术发展， 它还需要法律法规， 意识甚至是包括保险和政府的基础

设施建设等外围的整体配套支撑。因此， 无人车替代其他汽车的过程是漫长的循序渐进的， 在这个过程中必

须优先考虑无人车与人类司机共存的情况。 

人工智能医疗应用欠缺可行的规则和标准 。依据规则和评价方法的明确程度、 特殊情况频率出现高低以及训

练数据的规模三个评判标准来衡量， 人工智能医疗在仍然处于发展中期， 要实现完全替代医生的能力， 还需

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以智能诊断为例， 人工智能帮助进行辅助诊断在医疗责任认定方面也存在问题和挑战。用户在使用医疗虚拟助

手表达主诉时， 可能会漏掉甚至错误地进行描述， 导致虚拟助手提供的建议是不符合用户原本的疾病情况的。 

从规则和评判方法来衡量， 医疗信息标准的缺失也造成了人工智能在医疗方面应用的难题。人工智能是强数理、 

强逻辑的工具， 对于内容的精准度和标准化要求很高。如对于医疗图像的病灶标注， 即使是同一个科室的医

生也可能有不同的标注方式， 还有就是病历， 患者的电子病历数据很难保证完全准确同步，不同的医生对于

各个病种的名称叫法都会存在地域差异。 

由于医疗病症繁杂且特殊情况的频率高，且关乎民生一旦出现任何差错可能危及生命， 因此各国对于新技术的

准入机制管控十分严格。目前监管部门禁止虚拟助手软件提供任何疾病的诊断建议， 只允许提供用户健康轻问

诊咨询服务。我国监管部门对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诊断功能是审核要求非常严格。  

在 2017 年 CFDA 发布的新版《医疗器械分类目录》 中的分类规定， 若诊断软件通过算法提供诊断建议，仅

有辅助诊断功能不直接给出诊断结论，则按照二类医疗器械申报认证；如果对病变部位进行自动识别并提供明

确诊断提示， 则必须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进行临床试验认证管理。 

从训练数据的规模来衡量， 医疗数据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虽然中国的医疗数据整体量很大， 但是具体到某一

类医疗问题时还存在数据量不够大的问题。同时数据的质量也不够高， 例如医疗影像，必须要有临床经验丰富

的医生对数据进行标注后才能拿给机器学习， 这种高质量的、 标注过的数据资源相对有限。目前， 三甲医院

拥有绝大多数影像数据和经验丰富的医生， 最有能力帮助人工智能企业做出好的模型。 

阶段三：2099 年， 强人工智能的时代？ 



强人工智能是指在各方面都能和人类比肩的人工智能， 因此强人工智能不是仅限于某一领域， 而是让机器人

全方位实现类人的能力。强人工智能能够进行思考、 计划、 解决问题、 抽象思维、 理解复杂理念、 快速学

习和从经验中学习。目前有一种认为是， 如果能够模拟出人脑， 并把其中的神经元、 神经突触等全部同规模

地仿制出来， 那么强人工智能就会自然产生。 

当前我们正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弱人工智能的产生减轻了人类智力劳动， 类似于高级仿生学。无论是阿尔法

狗， 还是能够撰写新闻稿和小说的机器人， 目前仍然还只属于弱人工智能范围， 它们的能力仅在某些方面超

过了人类。 

数据和算力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不言而喻， 其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发展， 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以上两个因素

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以谷歌和 IBM 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在量子据《智能架构》  书中描述， 当今

AI 理领域的商业和研究专家， DeepMind 首席执行官 Demis Hassabis， 谷歌 AI 首席执行官 Jeff Dean 和斯

坦福人工智能负责人李飞飞等预测的平均值，  强人工智能时代可能需要到 2099 年实现。 

虽然以上的预测只是简单的猜测， 但从这些预测中的各种偏差中， 我们可以看出强人工智能的实现仍然需时

日。然而， 为了实现强人工智能。许多来自大型科技公司和各类小公司的研究团队正在为构建强人工智能做出

贡献。 

如谷歌 DeepMind 和谷歌研究都采取了具体的措施来实现强人工智能，  如 PathNet（训练大型通用神经网络

的方案） 和 evolutionary architecture searchAutoML（图像分类寻找良好神经网络结构的方法）。 

此外， 包括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创立、 亚马逊 Web Services 部分支柱的 OpenAI 也在以强人工智能为

目标进行大量研究， OpenAI 还创建了两个特殊的任务：“体育馆” 和“宇宙”， 以测试正在开发的强人工智能

的技能。 

计算上的研究也为人类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提供了强大助力。 



 

 

 

 

中国在全球 AI 地位 



 

本次人工智能浪潮以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为特征，  其发展驱动力主要来自计算力的显着提升、 多方位的政策

支持、 大规模多频次的投资以及逐渐清晰的用户需求。 

尽管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速， 2019 年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 4,000 家， 位列全球第二， 在数据以及应

用层拥有较大的优势， 然而在基础研究、 芯片、 人才方面的多项指标上仍与全球领先地区有一定的差距  

在该领域科技巨头和独角兽聚集，代表性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包括百度、腾讯、 海康威视、 清华大学、 中科院

等。百度开发了人脸检测深度学习算法 PyramidBox；海康威视团队提出了以预测人体中轴线来代替预测人体

标注框的方式， 来解决弱小目标在行人检测中的问题。腾讯优图和香港中文大学团队在 CVPR2018 提出了

PANet， 在 MaskR-CNN 的基础上进一步聚合底层和高层特征， 对于 ROI Align 在多个特征层次上采样候选

区域对应的特征网格， 通过智适应特征池化做融合操作便于后续预测。此外， 上海云从科技、 深兰科技、七

牛在内的计算机视觉的创新企业在计算机视觉方面都拥有领先技术。  

巨头必争的语音识别技术：语音识别通过信号处理和识别技术让机器自动识别和理解人类的语言， 并转换成文

本和命令。其应用场景涉及智能电视、 智能车载、 电话呼叫中心、 语音助手、 智能移动终端安、 智能家电

等。在语音识别技术方面， 百度、 科大讯飞、 搜狗等主流平台识别准确率均在 97%以上。 



与此同时， 包括上海云知声在内的新兴创业企业在语音识别行业占有一席之地。科大讯飞拥有深度全序列卷积

神经网络语音识别框架， 输入法的识别准确率达到了 98%。搜狗语音识别支持最快 400 字每秒的听写。阿里

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开发了声纹购物功能的人工智能产品。 

2017 年， 科技部等部门经充分调研和论证， 确定了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分别依托百度、 

阿里云、腾讯、 科大讯飞公司， 建设自动驾驶、城市大脑、 医疗影像、 智能语音 4 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2018 年 9 月， 科技部依托商汤建设智能视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从目前的技

术成熟度来看， 教育、 零售政务等多个领域已经拥有了以核心技术为驱动的应用开放平台：  

自动驾驶国家开放平台。“自动驾驶国家开放平台” 主要基于百度 Apollo 平台， 是一个以百度技术为依托， 对

外提供开放、 完整、 安全的软硬件和服务平台， 帮助开发者搭建完整的自动驾驶系统。2019年 8月百度 Apollo

无人车通过长沙测试， 完成了全国首例 L3、 L4 等级别车型的高速场景自动驾驶车路协同演示。至此，  百度

L4 级别自动驾驶城市道路测试里程已经正式突破 200 万公里， 

百度的阿波罗开放平台合作方超过 120 余家， 覆盖产业链各个环节， 包括整车厂， 零部件厂商、 出行服务

商、 初创企业、  通信企业、 高校和地方政府等。厦门金龙、  宝马、 戴姆勒均与 Apollo 平台进行了合作，

“阿波罗” 已在北京雄安、 深圳、 福建平潭、 湖北武汉、 日本京都等地开展商业化运营。 

城市大脑开放创新平台 。依托阿里云建设的城市大脑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以城市大脑系统为蓝本， 为

城市安治理、 城市公共服务及其他各行业的智能应用构建起开放、 多元的生态体系， 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

在智能社会各个域中的创新应用提供支撑服务。算法系统平台可优化大规模视觉计算平台， 全时全域交通自动

巡逻报警系统能够对城市里面的交通事件、事故进行全方位的实时感知，  识别准确率达到 95%以上；车流人

流预测系统，通过区域内的历史和实时视频数据，  实时准确地预测全区域未的车流、 人流的清空。 

开发平台的应用部署主要在交通方面：城市统一数据融合引擎、 车流人流预测系统、 大规模数据融合控制引

擎、 城市整体交通态势检测系统等构建。目前， 项目平台己累计向杭州、衢州、 上海、 嘉兴以及澳门、 吉

隆坡等政府客户提供了上千台专有云服务器的计算资源， 支持对海量多路视频数据实时分析处理。城市大脑算

法团队向公安、 交通与市政相关客户提供输出了图像检测、 识别、 分割等多种算法服务。以杭州城市大脑为

例， 银江科技与浙大中控合作， 实时计算视频、 线圈、 微波、 互联网的全景数据， 让交警的交通管控经

验与城市大脑的红绿灯配时策略优势叠加， 在杭州市城区、 萧山区、 余杭区的实践中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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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与全球领先地区的对比 

1、 中国拥有更为庞大的数据规模以及更丰富数据使用环境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海量数据为基础， 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全面到来， 移动端数据的重要性已经远超 PC

网络。 

在数据量方面， 中国网民规模居全球第一， 2018 年底整体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8.29 亿， 渗透率达 59.6%， 其

中手机网民占比为 98.6%， 首次超过 8 亿人 21 。巨大的网民规模数量意味着中国企业拥有的数据数量将是更

加复杂的， 多维度的，这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升级以及应用场景的扩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数据本身， 政府对隐私数据的规定也将极大影响企业利用数据的可能性。欧洲政府已经出台了全球最为严

格的用户隐私保护政策《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赋予用户对个人数据的主张权利， 用户有权获取并

修改个人数据， 并决定谁可以使用 22 。 



中国也已经出台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但其严格程度低于 GDPR， 例如欧盟对“身份” 的界

定除了工作单位等还包括生理状态、 心理状态、 经济状态、 社会状态等。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及占比 

2、 中国是全球芯片需求量最大的市场， 但高端芯片依赖进口 

人工智能框架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基础设施层面包括核心的人工智能芯片和大数据， 这是技术层面的传感和

认知计算能力的基础。应用层面处于最顶层， 提供无人驾驶、 智能机器人、 智慧安防和虚拟助手等服务。人

工智能芯片是人工智能技术链条的核心， 对人工智能算法处理尤其是深度神经网络至关重要。目前，  中国从

美国进口的集成电路芯片的价值超过 2,000 亿美元， 远超原油进口额。 

在东亚地区， 日本在半导体研发和材料行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拥有包括东芝、 索尼和瑞萨电子等在内的半

导体巨头。韩国和中国台湾分别在存储器和晶圆代工方面具有较强优势。韩国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NAND

闪存方面领先， 拥有三星、 SK 海力士等许多顶尖半导体企业，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支持。且 NAND 内

存市场核心技术能力积累的要求， 使新市场参与者日益难以参与竞争。 

中国台湾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晶圆代工产地。该地区半导体晶圆代工行业由台积电和联华电子两大合约

制造商主导。半导体晶圆代工是信息技术产业的重要支柱。 



中国半导体行业正以两位数的增长率蓬勃发展。人工智能芯片融资活动一直非常活跃， 相关并购活动也日益增

多。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国际巨头赛灵思对在机器学习、  深度压缩、 网络剪枝和神经网络系统级优化领域

拥有领先技术的初创企业深鉴科技的收购。以阿里巴巴、 百度和华为为首的领先科技公司也逐步进入这一竞争

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 华为已经掀起了智能手机领域的人工智能芯片竞争。同时中国大陆正在蚕食台湾的半导体市场

份额。不但如此，日益扩大的中国大陆市场还将成为集成电路设计行业的商业渠道， 中国大陆企业将继续投资

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然而， 尽管近年来中国半导体厂商的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 但关键零部件仍需大量从

西方国家进口， 自给率不足 20%。中国政府十分关注这一问题， 制定了多项有利政策支持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3、 中国机器人企业快速成长核心零部件技术国产化加速  

机器人研发与应用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未来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机器人行业的

发展息息相关。机器人作为先进制造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工业领域进行生产活动的工业机器人， 还

是参与人类日常生活的服务机器人， 对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都有重要意义。 

在资金与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 增速保持全球第一， 2018 年市场规模超过 87.4 亿

美元 ， 2013-2018 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29.7%。 

机器人的关键零部件在较大程度上仍旧依赖进口， 包括精密减速机、 控制器、伺服电机等， 其中全球精密减

速器市场大半被日本企业占据。软件方面， 控制算法、 二次开发等， 中国企业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术， 但

在稳定性、 响应速度、 易用性等方面和国外还有差距。此外， 从机器人应用场景来看：工业机器人方面， 沈

阳新松、 埃夫特、广州数控、 哈博实、 新时达、 埃斯顿和巨一等一批本土机器人企业得到快速成长。 

过去几年国内机器人行业公司纷纷开展对外并购获取海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开拓海外市场， 埃斯顿、 埃夫特、 万

丰科技均并购欧美企业。在机器人三大核心零件中， 控制器和伺服器国产化脚步加速， 但减速器仍需要进口， 

国内生产的减速器虽然设计原理一致， 但产品性能和精度仍有巨大差距。 

全球服务机器人处于新兴阶段， 中国虽然起步较晚， 但在技术方面与全球先进水平差距较小， 甚至某些关键

技术已经处于全球先进行列。BATJ 等互联网巨头凭借强大的技术支持切入市场，  传统家电企业例如海尔积极

布局家庭服务机器人， 此外以哈工大为代表的科研机构也通过与企业合作的方式转化研究成果。  



特种机器人市场处于萌芽状态， 主要分布于消防等垂直领域， 已经拥有一定的自主性， 在高精度定位导航和

避障等核心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 

4、 美国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实力更为雄厚， 中国则在语音识别技术上更优 

自然语言处理（NLP）：中国仍有差距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改变人类与机器的互动方式， 在商业数据领域隐

藏着许多无法被目前技术手段进行利用的暗数据， 包括短信息、 文件、 邮件、 视频、语音、 图片等非结构

化数据，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在商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 与美国仍有较大的差距。从企业数量来看， 中国拥有 92 家， 美国则是中国近 2.7

倍， 达到 252 家。中国从事 NLP 工作的员工仅有 6,600 名， 而美国则达到了 20,200 名。 

语音识别：中国技术更胜一筹语音识别技术能够被广泛的应用于电视、  手机、 呼叫中心、 智能家居等场景。

在语音识别技术方面， 百度、 科大讯飞、 搜狗等主流平台识别准确率均在 97%以上。 

阿里巴巴的语音 AI 技术超越谷歌， 入选 MIT2019 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 并且该技术已经渗透入生活的多

个场景， 包括快递、 客服、 火车站购票等。2018 年双十一，“阿里小蜜” 承担了全平台 98%客服咨询量， 相

当于 70 万人工客服一天的工作量。 

机器视觉：基础算法方面差距较大机器视觉一直以来都是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热点之一。公众的日常生活已经

被大楼门禁、 交通摄像头、 银行安保摄像头等包围，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连接上人脸识别技术， 原有的安防

效果将被迅速放大， 每个人的行为都能被监控。 

从应用层面来看， 中美几乎没有差距，甚至在人脸识别技术上有望超过美国。但是在基础算法方面，  中美差

距较大。中国目前约有 146 家企业， 大部分属于应用领域， 包括海康威视等， 美国则有约 190 家。从业人

员数量方面， 中国拥有 1,510 名， 而美国则超过 4,000 人。 

5、 中国在 AI 应用上呈现追击态势 

无人驾驶：美国凭借深厚的技术沉淀领先中国 。无人驾驶涉及到的技术包括汽车传感器技术、 AI 软硬件、 V2X

以及无人驾驶测试四个方面。在传感器技术以及 AI 软硬件方面， 美国借助政府力量以及长久以来的技术沉淀

拉开了与中国的技术差距。但是中国也依靠科技巨头与科研院校在上述两个方面加速追赶。  



在互联技术以及无人驾驶测试两个方面， 中国的水平已经与美国相接近。华为的 5G 技术将为互联技术 V2X 提

供全球一流的通信支持， 此外， 华为已经与国内外车厂进行了合作与测试。 

在无人驾驶测试方面， 北京、 上海、 深圳、 重庆等城市已经对百度等科技巨头颁发无人驾驶测试牌照并提

供测试场地， 科技巨头与北汽、 比亚迪等国内车企开展了合作。 

人工智能教育：国外的发展更为完善，中国虽然处于起步阶段， 但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

行业的应用在国外的发展更早，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出现了智适应技术。 

人工智能教育产品在欧美国家的渗透程度更深， 通过近十年的发展， 覆盖了各年龄段的用户，涵盖了早教、 小

学、 初中、 高中以及职业教育中的多个学科， 应用的场景也相对更为广泛， 以 To B 为主， 包括考试机构、 

学校、 企业。 

代表企业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包括向智适应教育转型的在线教育平台，  例如 Coursera， KhanAcademy；

教育集团智适应事业部，例如培生提供以 GMAT 为代表的计算机智适应测评考试；此外还包括试图囊括学习五

大环节的智适应教学平台，已经出现了 Knewton、 Aleks 等明星公司。 

Knewton 是一家智适应学习平台企业， 前期主要客户是出版商与教育公司， 通过将各类课程进行数字化进而

提供智适应学习方案， 在 2016 年后开始与学校合作提供课程产品。截止 2019 年， Knewton 总融资规模已

经超过 1.8 亿美元。各项研究已经验证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方面对提升学习成绩的显著效果。  

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则是近几年刚起步， 以 To C 为主。虽然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 然而市场发展节奏

极快， 2018 年松鼠 AI 营收超过 5 亿元， 英语流利说超过 6 亿元。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 教育资源紧缺， 对

教育的重视程度等有利因素将推动智适应学习系统的快速发展， 各类教育相关企业纷纷布局人工智能技术。这

其中主要包括了以新东方、 好未来为代表的教育集团通过投资以及自建的方式入局智适应教育。此外，  还有

三大类企业， 一类是以上海教育企业松鼠 AI 为代表的智适应平台， 另外两类是转型智适应教育的在线教育企

业， 以及涉足智适应教育的人工智能企业。智适应学习以其能够贯穿学习全过程的独特优势成为人工智能在学

习各环节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 



▲人工智能教育企业对比 

在金融领域， 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改变了传统金融行业的各主要领域。围绕消费者行为和需求的不断变化， 传

统的金融服务行业参与者正面临着各领域各环节的重构。 

随着消费者行为和偏好的不断变化， 以技术驱动的精准营销和推送使消费者获得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

技术增强客户粘性， 并使小商户融入更大范围的生态圈；人工智能机器人在一些服务领域逐渐取代人工客服， 

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在医疗领域， 在人口老龄化、 慢性病患者群体增加、 优质医疗资源紧缺、 公共医疗费用攀升的社会环境下， 

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为当下的医疗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动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持续发展和应用落地， 这个行业将极大简化当前繁琐的看病流程， 并在优化

医疗资源、 改善医疗技术等多个方面为人类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医疗人工智能技术已基本覆盖医疗、 医药、 

医保、 医院这四大医疗产业链环节。 

近几年， 教育行业持续通过数据重构，呈现出空前的革命性。不同于传统教育方式， 智能化教育方式以学生

学习“教、 学、 练、 评、 测” 五大环节所产生的数据为基础， 利用智适应学习， 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 人

机对话， 多模态行为分析， 知识生成和表达， 模拟智能体等功能， 产生适合每个学生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和有效反馈意见。大幅度提高学习效率， 改变教育模式。 

针对上述行业在行业应用度以及市场机会两个维度的表现， 可以落入四个象限。过渡期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在该

行业具有较高的应用程度， 但目前来说市场机会有限， 未来有望进一步拓展市场规模；萌芽期表示行业应用

度以及市场机会都尚未成熟，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发挥了一些功能但总体来讲尚且处于起步阶段；成长期表示虽



然行业的应用度不足， 但未来应用广泛， 拥有较高的市场机会；发展期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这些领域产

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行业应用度较高， 同时市场机会也高。 

1、 金融：人工智能提升金融企业商业效能并变革企业内部经营  

金融是人工智能重要的应用场景， 人工智能在金融行业的应用改变了金融服务行业的规则。传统金融机构与科

技公司共同参与， 构建起更大范围的高性能动态生态系统， 参与者需要与外部各方广泛互动， 获取各自所需

要的资源， 因此在金融科技生态系统中， 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之间将形成一种深层次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提

升金融公司的商业效能。 

这种效能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传统金融模式下， 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 金融风险大、 借贷

成本高等问题， 创新技术应用于传统金融业务， 使整个金融行业的基础服务架构得到改善， 从而降低业务成

本， 提升服务效率； 

第二， 出现多种形态的创新金融科技公司， 以创新技术为基础， 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产品和服务， 覆

盖更多被传统金融服务“拒之门外” 的长尾客户， 使更多个体或者中小企业享受到更加便捷、 高效的金融服务， 

覆盖更多、 更广泛的客户。 

第三， 吸引更广泛、 更多元化的参与者融入生态圈， 通过收集消费者大量消费、 信贷数据对消费者信用进

行评估， 降低坏账等金融风险。 

上述三种效能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智慧投顾、智慧客服以及智慧风控三个领域， 这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较为深

入的领域。智能客服提升服务效率智能客服是指能够与用户机型简单问题答复， 通过人机交互解决用户关于产

品或服务的问题。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成熟度在各类人工智能技术中成熟度较低， 但在客服领域中能够发挥较高

的价值。 

人工客服存在培训成本高、 服务效果难以统一以及流动性大的问题。以大数据、 云计算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

为基础智能客服加速企业客服智能化， 依靠知识图谱回答简答重复性问题， 减少人工客服使用， 提升客服效

率及效果。 

客服机器人已替代 40%-50%的人工客服工作， 预计到 2020 年， 85%的客服工作将依靠人工智能完成。智能

客服在金融行业的应用主要在银行、保险、 互联网金融等细分领域。银行、 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更加倾向于



向 IT 服务企业购买本地解决方案， 以确保数据信息安全性， 规避潜在的泄露风险。由于传统金融机构存在多

样化的需求， 因而 IT 服务企业提供的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智能客服主要以 SaaS 模式为主，

使用企业以大型互联网金融公司为主。 

目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金融应用已经在多地尝试落地。我国现有 139 家智慧金融公司， 其中 44%

的公司获得 B 轮及以上的投资。这些获得投融资的业具体应用领域主要有智能风控、 智能投顾、 智慧客服、 智

能投研、 智能营销等， 其中智能风控和智能投顾领域的企业占比超过一半，  成为最受资本欢迎的方向。 

2、 教育：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覆盖教学全流程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教育是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产业的赋能， 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 来实现其辅助甚至是替代作用。未来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发展将由数据驱动、 应

用深化、 融合创新优化服务等方式来持续推动。 

从行业发展阶段来看， 目前人工智能教育行业仍处在发展阶段， 尚未成熟。人工智能的概念虽火热， 但人工

智能在教育行业的具体赋能却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纵观人工智能教育行业的应用发展历程， 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对人工智能教育的规划和初步探索中， 20 世纪

50 年代， 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艾伦 • 纽厄尔和赫伯特 • 西蒙作为人工智能的奠基人， 结合数学、 工程和

经济学促进了人工智能的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 JaimeCarbonell 创建智能教学系统， 开始利用计算机辅助

教学；1993 年英国爱丁堡举行第一届人工智能教育（AiED） 国际会议。 

随着时间发展， 人工智能教育也开始正式走向发展阶段，  21 世纪初， 美国 Cognitive Tutor、 Knewton、 

RealizeIt 等智适应教育企业纷纷成立， 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被逐渐赋能到教育产业中。 

智适应学习技术是模拟老师对学生一对一教学的过程，  赋予学习系统个性化教学的能力的人工智能教育技术。

2010 年后，中国智适应教育企业开始兴起， 如新东方、 好未来、 乂学教育—松鼠 AI 等公司。2016 年前后， 

国内的众多知名教育机构如好未来、 新东方等以及资本也纷纷投入人工智能教育领域。 

人工智能将重构教育行业生态。人工智能是基于大数据采集和多维度识别系统， 对海量数据进行智能处理， 并

通过互动接口与应用场景与人产生信息交互的一项技术。以该技术为基础向用户提供人工智能教育内容、 工具



以及相关服务， 通过接受用户数据， 并进行分析和回馈， 应用于学习过程中的“教、 学、 评、 测、 练” 五

大环节， 产生适合学习者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和有效回馈意见。 

教育智能化趋势下， 智适应学习以其能够贯穿学习全过程的独特优势成为人工智能在学习各环节应用最为广泛

的技术， 并逐步成为主流。此外，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还包括图像识别产品与语音识别产品。  

智适应学习系统 。智适应学习系统能够针对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提供实时个性化学习解决方案，  包括知识状

态诊断、 能力水平评测以及学习内容推荐等。例如在“教” 与“学” 这两个环节， 个体学习者的学习情况、 学

习能力不同， 智适应课程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将知识点提炼、 学习方法归纳等教学重难点利用大数据和

算法形成一套高效、 标准化的系统课程， 说明不同程度学习者适应不同类别课程。 

计算力提升、 海量数据以及贝叶斯网络算法的应用推动智适应学习系统在 2010 年之后得到快速发展， 并取

得显着成效。Knewton 的数学自我调整辅助课程在亚利桑那大学帮助学生大幅提升通过率，  课程退课率降低

了 56%。 

智适应学习技术与产品在国内与国外各有发展特点。在美国与欧洲发展更为完善， 主要面向 To B 端客户， 拥

有以 Knewton、 ALEKS、 RealizeIt、 DreamBox 等代表性企业。中国目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面向 To C

端用户， 代表企业包括学教育-松鼠 AI， 智适应学习在中国发展更为迅速， 有望后来者居上。 

3、 数字政务：政策利好加速政府智能化变革 

与众多领域一样， 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在降本增效方面的突出成果，  加速推进政府智慧化变革。中国

在城镇化战略的大力推动下， 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化率增长最高的国家， 2018 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 60%， 城

市人口约为 7.3 亿， 预计 2050 年城市化率将超过 80%， 城市人口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 

如此大的城市人口数量将产生大量的政府事务， 通过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能

够将行政人员从固定、重复的工作中解放， 提升政务效率，专注于提升城市质量、 优化居民生活环境中。人

工智能赋能一切背景下， 人脸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应用能够增强政府服务能级， 提升办公效率， 为

企业、 居民提供便捷、 快速的服务， 为智能决策提供助力。 



数字政务的建立依靠自上而下进行推动。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下， 2015 年各地政府开始强调政府电子化， 

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商用， 进一步发展为政府数字化、 智慧化。预计 2019 年， 中

国数字政务市场规模将突破 3,400 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5%。 

4、 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日趋成熟 

在人口老龄化、 慢性病患者群体增加、优质医疗资源紧缺、 公共医疗费用攀升的社会环境下， 医疗人工智能

的应用为当下的医疗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动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持续发展和应用落地，  

这个行业将极大简化当前繁琐的看病流程， 并在优化医疗资源、 改善医疗技术等多个方面为人类提供更好的

解决方案。 

在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中， 中国明确了 2020 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500 亿元

的目标。据预测， 医疗人工智能行业将占人工智能总体市场规模的五分之一。2016 年中国医疗人工智能的市

场规模达到 96.61 亿元， 增长 37.9%， 数据显示， 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超过 130 亿元人民币， 

增长 40.7%。预测 2019 年可达到 310 亿元人民币。 

从市场需求来看， 由于中国医疗资源的短缺和分配不均， 更加开放和高效的医疗解决方案成为了市场急迫的

要求。在技术发展上， 随着中国在与医疗健康相关的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言理解和数据挖掘等方面的长足进

步， 医疗人工智能在应用落地上有了更多的技术支持。 

政策方面， 互联网、 人工智能下的医疗健康行业发展一直是中国国家政策重点扶持和关注的领域。2018 年 4

月， 在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的意见》 中， 国务院明确指出支持研发医疗健康相关的人

工智能技术。以上均为医疗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传递了积极的政策信号。  

国内医疗人工智能公司虽起步较晚， 但增长迅速。近几年该领域的新创公司数量持续增长，  且吸引了大量资

本的注入。目前我国共有 144 家智慧医疗公司， 已初步形成北京、 广州、 长三角的智慧医疗聚集群。这些

广泛分布于疾病筛查和预测、 医学影像诊断、 病历与文献信息分析、 新药发现等细分领域， 其中 2018 年

获融资企业最多的领域为疾病筛查和预测。在资金来源方面， 大型国资企业纷纷入股， 百度、 阿里、 腾讯、

科大讯飞等互联网巨头也根据自身优势积极布局。 



医疗领域的人工智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传统观念、 技术、 人才、监管方面的挑战。在传统观念

方面， 传统的“望闻问切” 的诊疗模式已经根深蒂固， 作为人工智能的医疗应用受众的医生和病患对于新技术

的接受程度是考验智慧医疗从业者的一个问题。 

从技术来看， 智能医疗需要海量的数据和复杂的训练框架， 同时拥有这两个技术实力的企业并不多， 在对复

杂学科的联合诊断等算法上存在技术瓶颈， 此外智能医疗行业技术和产品同质化明显。 

人才的短缺也是医疗人工智能市场的制约因素， 在中国， 既懂医疗， 又懂技术的复合型、 战略型人才尤其

短缺。在监管方面， 由于医疗行业是关乎人类生命安全的领域， 涉及病患的医疗数据应该保证绝对的隐私和

安全， 并需要严谨的法律法规进行监管和保护。 

5、 无人驾驶：主导汽车产业革新 

人工智能时代， 与汽车相关的智能出行生态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出行的三大元素“人”、“车”、“路” 被赋

予类人的决策、 行为， 整个出行生态也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强大的计算力与海量的高价值数据是构成多维

度协同出行生态的核心力量。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应用朝着智能化、  电动化和共享化的方向发展， 以无人驾驶为核心的智能交

通产业链将逐步形成。目前无人驾驶仍处于测试阶段， 但是在未来将具有巨大市场。由于当前技术和现有法律

的限制，无人驾驶汽车还无法实现大面积推广， 整个行业内通过第一阶段封闭路测的车企较多，  包括上汽、

蔚来、 滴滴、 百度、 北汽、 宝马等多家传统车企和互联网背景的车企， 而完全通过第二阶段开放道路测试

的企业并不多。因此短期内无人驾驶汽车市场不会有太大变化。 

业内预计中国可在 2020 年左右实现无人驾驶， 届时国内无人驾驶汽车的销量可达 6 万辆， 并在此后迅猛增

长， 于 2035 年达到 400 万辆。由于无人驾驶的发展对工业基础以及技术支持有较高的要求，  因此国内自动

驾驶企业分布较为集中。 

北京、 广东、 江浙沪这些地区的自动驾驶企业占据了行业的绝大份额。产业集群效应将随着自动驾驶的发展

愈发显着， 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依旧会是行业的发展中心。除此之外， 地方政策也对无人驾驶的行业分

布有重要影响， 目前北京、 上海、福州、 重庆、 长沙、 长春、 杭州、 广州、 深圳已开发自动驾驶测试

道路， 率先成为无人驾驶的试点城市。 



 零售：人工智能驱动行业走向聚合 

受益于零售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人工智能已渗透到零售各个价值链环节。随着各大零售企业加入，  电商巨头

和科技企业加紧布局， 人工智能在零售行业的应用从个别走向聚合， 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成为支撑智慧零

售的两大技术深度学习主要被应用于数据的分析与建模，以实现产业链的优化；计算机视觉技术则可应用于消

费行为分析与商品识别，目前计算机视觉辅助下的货品检测、 自助结算等已实现商业化。 

人工智能零售行业应用落地在全球高速增长。据 Gartner 预测， 到 2020 年， 85％的消费者互动将通过人工

智能实现自动化管理。Global Market Insights 数据显示， 2018—2024 年间全球人工智能在零售领域应用年

均复合增长率（CAGR） 超过 40%， 应用市场规模在 2024 年达到 80 亿美元， 其中亚太市场 CAGR 超过 45%， 

主要由中国和印度市场带动。从技术领域来看， 视觉识别/搜索技术相关应用 CAGR 45%， 机器学习相关应

用 CAGR 超过 42%。 

在此背景下， 零售行业拉开利用人工智能转型的大幕。国内各大线下主流零售商顺应科技发展趋势，  不断增

加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 2018 年各类零售商在人工智能的建设投入约 9 亿元， 占总投入的 3.15%， 预计

到 2022 年这个数字可以突破 178 亿， 占总投入的 25%。各电商巨头也借着人工智能的东风， 加速线上与线

下业务的整合。 

7、 制造业：智能制造应用潜力巨大 

人工智能与相关技术结合， 可优化制造业各流程环节的效率， 通过工业物联网采集各种生产资料， 再借助深

度学习算法处理后提供建议甚至自主优化。然而，  相较于金融、 商业、 医疗行业， 人工智能在制造业领域

应用潜力被明显低估。 

SAP 通过对中国 2015~2018 年最大的 300 项人工智能投资项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23.4%的投资是在商业

及零售领域， 18.3%在自动驾驶， 而制造业相关的人工智能投入不到 1%13。而制造业恰恰是人工智能应用场

景最具潜力的区域。 

有研究发现， 人工智能的使用可降低制造商最高 20%的加工成本， 而这种减少最高有 70%源自于更高的劳动

生产率。到 2030 年， 因人工智能的推动， 全球将新增 15.7 万亿美元的 GDP，中国就占 7 万亿美元；到 2035

年人工智能将推动劳动生产力提升 27%， 拉动制造业的 GDP 高达 27 万亿美元。 



在国家政策指引下， 我国制造业正加速智能化进程。2015 年国家正式颁布《中国制造 2025》， 将智能制造

工程作为政府引导的五个工程之一。2017 年我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加速落地， 与此同时国家对于智能制

造专项的补助金额也在加速增长。2018 年我国新增 99 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其中 18 个位于长三角地区， 

10 个位于京津冀地区。 

制造业将成为人工智能应用蓝海。全球人工智能及相关场景在制造业应用市场在 2016 年约为 1.2 千亿美元， 这

个数字在 2025 年有望超过 7.2 千亿美元， 复合年均增长率预计可超过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