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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7》系列报告发布

透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态势
■本报记者赵广立

中国人工智能实力仍逊美国

中美两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态势，常常为媒体所
津津乐道。欧美国家的媒体，诸如《纽约时报》《金融时
报》《经济学人》都曾撰文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
将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越美国。但就 AI 企业数、融资规
模等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工智能实力距离美国仍然有
一定的差距。

《报告》显示，从 AI 企业数量上看，2000~2016 年，
美国累积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数 3033 家，占全球累积总
数的 37.41%。中国累积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数 1477 家，
占全球累积总和的 18.21%。不过，从每年新增 AI 企业
数占当年全球 AI 企业总数的比重上看，美国的比重在
不断下降。2000 年，美国新增 AI 企业数占全球 AI 企
业总数的 45.8%，2016 年下降至 26.19%。中国则从
2000 年的 7.5%上升至 2016 年的 23.74%。

但在人工智能融资规模上，美国的优势就十分明
显。《报告》显示美国依然是“吸金能力”十足的国家。
2000~2016 年，美国 AI 融资规模累积达 207 亿美元，
占全球累积融资总额 71.8%。中国在这 17 年间，AI 融
资规模累积达到 27.6 亿美元，仅为美国的 13.33%。虽
然中国目前已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第二大吸金大国，
仅次于美国，但两者间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具体到中国，2014~2016 年三年是中国 AI 发展最
为迅速的时期。在这三年里新增的 AI 企业数量占累积

总数的 55.38%，融资规模占总数的 93.59%。从省市发展
的情况上看，无论是新增 AI 企业数或是融资规模，北
京均领跑于全国，融资规模占全国比重超过 50%。值得
注意的是，虽然上海的 AI 企业数占全国累积总数的
15.17%，但融资规模却仅占全国累积总数的 5.57%。

人工智能的投资高地

人工智能的舞台在不断扩大，作为无数人看好的
技术，有多少国家为其“买单”，出手又是多少？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在全球表现
极为不平均。其中，美国是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最多
的国家。美国旧金山湾区占地仅 700 多平方公里，是美
国国土面积的 0.075%，却一举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
投融资绝对的“焦点”。

2000~2016 年，美国超过 1/3 的人工智能企业诞
生于此，其融资规模占美国人工智能融资规模总额
的 45%以上。数额和投资频次上，旧金山湾区 AI 融
资规模达 110 亿美元，投资频次达 1597 次；近五年间
获得 91.4 亿美元融资，投资频次为 1279 次。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显示，旧金山湾区地区人工智
能企业数只比中国少 400 家左右，但融资规模却是中
国的 3.89 倍。并且，旧金山湾区人工智能企业的融资规
模已超过除美国之外所有国家的规模之和。

欧洲方面，《报告》数据显示，英国的 AI 融资规模
自 2015 年开始飙升，是融资数据最高的国家。
2000~2016 年，英国 AI 融资规模占欧洲的 48.75%，是
德国的 3 倍、法国的 4.5 倍。这表明英国在 AI 领域已将
德国、法国迅速甩开，成为欧洲 AI 投融资的火车头。

亚洲方面，2000~2016 年间，亚洲人工智能融资规
模达 45.9 亿，近五年融资规模 43.5 亿，占累积融资规模
的 94.8%。其中，中国人工智能融资规模占亚洲累积总
额的 60.22%，以色列为 20.43%，日本为 9.53%，印度
为 4.95%。亚洲其他各国的融资规模之和，比北京、广东
两地的融资规模少 3 亿多美元。

而从人工智能企业数上看，中国许多省市的体量
已经与其他亚洲国家相当，甚至更大。仅北京与上海的
人工智能企业数之和，即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工智能
企业数之和相当。不过《报告》也指出，人工智能的土壤
早已不再局限于国家、洲际地区，在这片土地上的竞争
更多带来的是相互间的人工智能拔河。

三大细分领域各有看点

《报告》援引数据指出，2009~2016 年间，在三大细
分领域中，计算机视觉在企业数、融资规模与专利申请
数上均多于自然语言处理、智能驾驶。

在企业数量方面，三大细分领域均在 2015 年达到
最高值；融资方面，三大领域在 2016 年继续保持增长趋
势，其中，智能驾驶发展最快，同比增长 3 倍多，超过自
然语言处理，并接近计算机视觉水平。专利申请数方面，
自然语言处理、智能驾驶发展趋势较为平缓；计算机视
觉则在 2015、2016 年出现明显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专注于计算机视觉与深度学
习的商汤科技获得 4.1 亿美元的 B 轮融资，创下全球人
工智能领域单轮融资最高纪录，商汤科技也成为了全球
融资额最高的人工智能独角兽公司。

从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发展趋势上看，中国的发展更
有看头。尽管中国在融资方面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但
在计算机视觉专利申请数方面，中国的专利申请数是美
国的 3 倍多。中国自 2005 年在专利申请数上超过美国
之后，就一直不断扩大优势。2005 年，中国计算机视觉
专利申请数仅比美国多出 40 项，2016 年时则扩大至
3100 多项。

几乎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自然语言理解领域。在自
然语言处理专利申请数方面，中国自 2004 年超越美国
后，逐年拉开与美国的距离。2005 年时，中国相关专利
申请数量仅比美国多几十项，2016 年时，扩大至 700 多
项。不过，2000~2016 年，中国累积新增自然语言处理企
业总数仅为美国的 23.8%；在融资规模方面，中国与美国
的差距更大，中国最近五年累积的融资规模比美国
2015、2016 年任一年的融资规模都少。

中美两国在智能领域的实力差距也较为明显。
2009~2016 年，中国新增的智能驾驶企业数量为美国的
28.4%；累积融资规模仅为美国的 4.4%。虽然中国两年在
企业数量方面增长明显，但吸金能力显然无法与美国相
媲美。在智能驾驶的专利申请数上，中国虽然在数量上
多于美国，但优势并不显著。除 2015、2016 年外，其余年
份两国的专利申请数大致相当。

从整体数据来看，中国在追赶美国，但具体到细分
领域，中国与美国的人工智能实力仍存在很大差距。在
这三大领域中，中国仅在专利申请数方面领先美国，企
业数量、融资规模均小于美国。

异言堂

抄作业把人家名字也抄
上，可真是够尴尬的。8 月 18
日，蚂蚁金服正式宣布支付宝
小程序进入公测阶段，但是，
开启公测后便有人发现，其代
码里竟然出现了微信小程序
团队开发者的名字。

对此，支付宝当晚便通
过官方知乎账号向微信小程
序团队道歉，并称支付宝小
程序团队在编写开发文档的
示例部分时，直接复制了微
信的示例。与此同时，支付宝
方面还表示，在示例部分编
写犯下的错误，不会在其他
领域重现。

实际上，这并不是互联网
行业第一次爆出“抄袭门”，在
此之前，网易与腾讯也互掐
过，网易指责腾讯新闻客户端
在产品整体布局、跟帖页面、
图片浏览页面的设计上均抄
袭了自家同类产品。

可以说，从互联网兴起开
始，类似的产品、类似使用界
面、类似营销方式等等，这种
内容同质化和抄袭现象就一
直存在。就比如这次较劲的两
方———支付宝和微信，其在标
志、口号、产品、页面等各方面
都有相似情况。

现在，互联网行业内各家
抄来抄去甚至都快成为了潜规则，之前是大
公司抄袭小公司，现在是大公司之间互相抄
袭。除了部分与专利技术相关的抄袭最终对
簿公堂以外，大部分抄袭风波在热闹一阵过
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当然，互联网是开放的，整个行业有各种
各样的开源代码和开发模块。不论哪家企业，
都可以把这些开源代码或开发模块，与自己
的服务和功能结合在一起，用尽可能低的成
本获得尽可能高的效率。

但需要引起业界重视的是，当大家习惯性
抄袭时就会留下可怕的后遗症，这将给中国互
联网产业带来深远伤害，因为抄袭永远不可能
抄出一项革命性的创新产品，甚至还会遏制互
联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并且会使得互
联网行业的版权意识变得更加淡薄。

抄袭或许会让你迅速起步，但是前方等
你的未必就是殿堂，甚至还有可能是深渊。但
是，如果互联网企业一开始就坚持走创新之
路，或许起初会步履维艰，但只要忍受住抄袭
的诱惑，未来就有机会脱颖而出。

面对屡禁不止的互联网抄袭之风，加强
行业自律十分必要。微信公众号文章推出原
创标识，遇到抄袭可以直接投诉，那互联网
产品、网站、软件等遇到抄袭，也应该加强版
权保护，而这需要政府、互联网企业以及原
创者来共同合作，打造一个良性的原创互联
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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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眼镜就能伸手举起“文物”，
360 度无死角将其把玩个够不说，眼前
还会出现这件“文物”的相关介绍。近
日，正在进行的 2017 中国西安国际科
学技术产业博览会上，一套 VR 博物馆
系统引来许多市民体验、观看。

VR 指虚拟现实技术，它是一种可
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
系统，目前这种技术在我国方兴未艾。

大航海 VR 产业集团陕西航软网络
科技公司行政专员张浩壮告诉记者，想
建立 VR 博物馆系统，要进行系统建模、
历史背景及场景镜头制作和互动交互流
程制作等多项工作。系统构建完成后，就
能实现文物与历史背景或事件的时空跨
越，观众不仅会获得语音讲解同步响应，
而且还能对展品进行手握、翻转，甚至今
后有可能置身于文物当年使用的情境

中，真正实现沉浸式的感受。
张浩壮说，这套 VR 系统已经在江

西省南昌市的多家博物馆上线，这次来
到“博物馆之城”西安，西北大学博物馆
等几家单位也已经与其达成了初步合
作意向。

“‘VR+ 文物’能让人与文物走得
更近，如果展品因为外出巡展或维护等
原因不在馆内，这种技术也能最大限度
为观众们弥补遗憾。”西北大学博物馆
馆长刘丰说。

去年 3 月发布的“十三五”规划中提
出，要重点支持包括虚拟现实在内的新产
业的创新及产业化，形成一批新增长点。
有专家表示，陕西科教资源丰富，VR 技
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或许会让陕西在实
现“追赶超越”目标的进程中找到新抓手。

（姚友明）

按图索“技”

“VR+文物”让人爱不释手

①增强现实技术复原受损文物。
于戴上眼镜就能伸手举起“文物”。
盂VR 博物馆使人有沉浸式感受。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国产防火玻璃“火”了
———中国建材总院攻克复合防火玻璃技术壁垒

■本报记者丁佳

近几年来，国内外高层建筑火灾不断，从几
年前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北配楼大火，到上海静
安区教师公寓特大火灾，再到今年 6 月 14 日，英
国伦敦高层居民建筑火灾……一场场大火，火势
蔓延的速度令人惊骇，现场仿佛“人间炼狱”。

“几次高层建筑大火触目惊心，也给中国的
建筑安全敲响了警钟。”正如中国建筑材料科学
研究总院玻璃科学研究院院长左岩所说，频繁发
生的大火，引发了全社会对高层建筑防火设施的
拷问。2015 年，国家出台《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对耐火窗等防火设备作出了强制规定。

在灾难发生时，如果有更好的防火玻璃，是
否人们就能多一点获救的希望？这个问题，一直
敲打着中国建材总院玻璃院的科研团队。他们
历时三年蛰伏，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打破
了国外厂商对该领域高端市场的垄断，做出了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防火玻璃。

小气泡大难题

按照结构划分，防火玻璃分为单片和复合防
火玻璃两大类。单片玻璃不但成本高、质量良莠
不齐，且具有自爆风险，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人
身伤害。相比之下，复合防火玻璃安全系数更
高、用途更广泛，更受市场欢迎。

然而，优良的性能势必需要更高的科技含
量。目前，国内复合防火玻璃存在的主要技术问
题是微气泡难以消除，外观不如国外品牌；耐紫
外线辐照性能较差，大部分产品长时间在户外
使用，会出现发乌、出泡等问题。

复合防火玻璃技术的核心是两层玻璃之间
的无机防火液，目前常规的生产技术是直接利
用低模数的钾水玻璃作为防火液，但这种物质化
学稳定性差，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透过率下降、
气泡、流胶等缺陷，影响玻璃外观质量和对火场
状况的判断。

那么，将钾水玻璃的模数增加，就能解决
这些问题吗？中国建材总院玻璃院高级工程师
穆元春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高模数钾水
玻璃溶液固体含量低、黏度大，排泡和铺展成
型难度极大，在防火玻璃制备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微泡，降低外观质量，无法直接作为防火层
基材使用。”

因此，研发无微泡、耐候性能优异的高性能
复合防火玻璃，实现产品性能质的飞跃，扩大产
品的应用范围，既是我国防火玻璃技术发展的必
然趋势，也是建筑节能、安全玻璃产业化发展的
一个重要方向。

在充分了解到行业的痛点后，从 2012 年开
始，穆元春团队走上了复合式无机防火玻璃的
研发之路。

玻璃“芯”不脆弱

但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复合防火玻璃的
主流制作技术是平板式晾制法，也就是把一块玻
璃水平放置，上面涂上防火液，然后晾干，最后再
盖一层玻璃。

“国外是用专门的大型精密设备来生产，但
进口这样一整套设备，需要花费上千万欧元。”穆
元春承认，为了节省经费，最初他们的实验都是

“徒手”做的。
防火液中间层只有 1 毫米厚，这就要求玻璃

必须放得非常平，有一点误差，防火液就无法均
匀平铺。整个团队在实验室里蹲了一个星期，终
于把误差调到 0.1 毫米以下。

但这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微泡、印痕等问题。
由于国外厂家对核心技术的封锁，团队很长时间
都找不到突破点，走了很多弯路。

直到 2015 年夏天，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在与
客户的交流中，对方提出将一种固含量较低的二
氧化硅分散液应用于玻璃外表面抛光的想法。

这让穆元春突发奇想：如果能利用这种二
氧化硅分散液，直接在玻璃层间与氢氧化钾溶
液反应，生成高模数的钾水玻璃，不就能一箭
双雕地避免平板晾制法的缺点和低模数防火
液的缺点了吗？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制备低粘度、高固

含量的二氧化硅分散液才能实现灌装。如果直接
使用普通纳米二氧化硅与氢氧化钾混合，黏度过
大，无法成型。

攻关再次陷入僵局。这时，穆元春想到了自
己读博士期间做过的涂料实验，他曾经通过粒子
设计，解决了涂料成膜性的问题。“简单来说，这
种方法就是用一层物质把二氧化硅颗粒给包裹
起来，这样二氧化硅颗粒就不会彼此团聚在一
起，而是均匀地分散开。”

同时要求低黏度和高固含量，这几乎是一项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左岩承认，当初穆元春提出
这个想法时，他的内心是打鼓的：“我们老百姓和
面，都知道加水少了，面团就黏糊糊的，但穆元春
要做的事，是要求少加水，多加面，还得做成均匀
的稀汤，一点面疙瘩都不能有。”

他拿着这个方案咨询了一圈玻璃深加工领
域的专家，大家都说不可能。

不过，左岩还是选择了相信这个年轻人。
在他看来，玻璃加工技术本来就是多学科融合
交叉的，想要创新，就应该鼓励科研人员大胆
尝试。

科研团队对二氧化硅的粒径、比表面积、
功能单体的组成等因素进行了优化，终于攻克
了低粘度、高固含、高模数的钾水玻璃基防火
溶液的制备难题。利用这种全新方法制备的复
合防火玻璃，彻底解决了微气泡、不能物理钢

化、不能用于幕墙、不能具备曲面异形结构等
局限。

就这样，穆元春团队“四两拨千斤”，研发出
了超薄型复合式无机防火玻璃。他们成功研制出
了满足国家 A 类标准、C 类标准要求的各种规格
尺寸产品，顺利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耐火极限试
验检验；在知识产权方面共申请了十余项专利

（包括 PCT 国际专利 1 项），获授权 3 件发明专
利、2 项实用新型专利。

成长中的“隐形冠军”

这种能够使生产效率提高 5 倍以上、生产成
本降低近一半、价格仅为国外产品 1/3，还能够实
现连续化生产的新型复合防火玻璃制备技术，很
快受到了市场的青睐。

2017 年 5 月，中国建材总院携新研发的不
同规格新型复合式无机防火玻璃参加第 28 届
中 国 国 际 玻 璃 工 业 技 术 展 览 会 ， 其 中
4200mm×2000mm 大尺寸、曲面结构超薄型复
合式防火玻璃刚刚亮相就惊艳全场，受到国内
外客户的广泛关注。

合作与订单如雪花般纷沓而至，由于掌握核
心技术并实现关键设备国产化，目前中国建材总
院已和国内十余家玻璃深加工企业签订技术服
务协议，为其提供防火溶液，并指导复合防火玻
璃的工业化生产，计划年产耐火窗用复合防火玻
璃 100 万平方米，带动相关玻璃门窗行业的产值
超过 15 亿元，成为化解当地玻璃深加工产业“高
能耗、低附加值”等弊端的利器。

作为中国成立时间最早、承担型号最多、技
术水平领先的航空玻璃生产基地，玻璃院在历史
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第一”，被誉为“中国
航空玻璃的摇篮”。近年来，玻璃院实施军民结合
的发展战略，凭借创新，牢牢把握玻璃深加工领
域的技术制高点。

“我们是国家的研究院，国家急需的就是我
们要做的。”左岩说，“我们的研究团队会紧跟科
技最前沿，在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目前，中国建材总院玻璃院已承担了“十三
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玻璃与高安全功能
玻璃关键技术开发”项目，将继续完善防火玻璃
的生产技术，起草相关行业标准，酝酿成立产业
联盟，推动中国防火玻璃行业的转型和有序可持
续发展。

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借助穆元春团队的创新科技，中国建材总院在复
合防火玻璃领域成功实现了“逆袭”，不但正在成
长为该领域的“隐形冠军”，更为中国在这一关系
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技术领域赢得了一
席之地，真正让中国防火玻璃“火”了起来。

大尺寸曲面复合防火玻璃

人工智能（AI）俨然成为各国、各科技
企业竞争的下一个战场。从7月27日至8
月 17日，乌镇智库发布《乌镇指数：全球人
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7》系列报告，基于海
量数据，分“框架篇”“产业篇”“投资与融资
篇”和“细分领域篇”，全景描绘人工智能全
球发展的最新趋势，展示出各国在人工智
能领域的竞争态势，特别是中美两国在AI
领域的实力对比。

本文在研读该报告的基础上，择要摘
录并解析其中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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