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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AICC人工智能计算大会作为业内唯一以“AI计算”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大会，由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

学部主办，浪潮集团承办，亚洲超算协会和intel联合协办，旨在围绕AI需求研讨AI计算，促进AI技术创新与合

作发展。2018年9月11-12日，第二届人工智能计算大会(AI Computing Conference 2018，简称AICC2018) 

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大会以“计算让AI无处不在”为主题，定位全球AI计算领域的权威技术性会议，代表AI

计算最领先的技术方向，共论AI计算与产业生态。

       本届大会首次设立“AI+创投”专题论坛，由IT桔子承办，邀请顶级机构投资人和一线创业者，共同探讨

行业发展趋势，洞察创业与投资机会。分论坛上，IT 桔子创始人兼 CEO 文飞翔独家发布《2018 年中国人工

智能创业投资趋势分析》报告，报告以 IT 桔子创投数据库为依据，详细解读 2018 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发展

的趋势和创业、投资情况。同时，“AI+创投”分论坛还邀请了达观数据、特斯联科技、格灵深瞳、推想科技

等知名 AI 创业公司创始人、CEO，以及真格基金等风险投资机构、咨询公司高层到场，分享 AI 创业经验和近

期投资风向。





人工智能第三次热潮席卷全球

2014年人工智能著名学者吴恩达加盟百度与霍金和马斯克提出“人工智能恶魔论”这两件人工智能领域的大事一度成为当

时最为火热的话题，随后人工智能在2015年再次陷入沉寂。

然而，人工智能暂时平静的表面下却暗藏波涛之势。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的进一步发展，为人工智能的第三次高潮

积聚了势能。2016年AlphaGo横空出世，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

2013-2018年人工智能搜索热度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吴恩达加盟百度，担任百度首席科
学家，负责开展Baidu Brain计划

霍金及马斯克提出
人工智能恶魔论

Alpha Go大战李世石

AI应用元年



海外AI科研人才快速回流

数据来源：领英2017《全球AI领域人才报告》

随着第三次人工智能热潮的来临，科技企业也在该

领域争相布局，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人工智能领域

优秀学者与学生成为了这些企业的重点挖掘对象。

除了科技企业的高福利与高薪资，其自身强大的数

据库与计算力作为深度学习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也

极大程度的吸引国外相关人才快递回流。



1997-2017中国AI领域论文产出及其占全球总产出比例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清华大学《中国AI发展报告2018》

各国深度学习论文数量

数据来源：美国白宫《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策略规划》

全球人工智能相关研究近20年来越发火热，中国也迎来了飞跃，人工智能论文数量在2017年已达到全球相关研究总量的

27%。而从2014年起，我国深度学习论文数量正式超过美国，论文引用量也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我国AI部分领域已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

我国人工智能研究的国际地位逐年攀升



2015年起人工智能逐步上升至国家战略地位

时间 政策 政策变化

2015年7月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将人工智能列为11个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2016年3月 《“十三五”规划》 人工智能首次被列入五年规划纲要。

2016年5月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到2018年基本建立人工智能产业体系

2016年11月 《“十三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推动人工智能在各领域应用，逐步实现智能化升级

2017年7月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确定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地位及三步走目标

2017年12月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进行了细化和落实

2013-2018年人工智能政策汇总





人工智能领域共2240起融资，总融资2370亿

数据来源：IT桔子      截止日期：2018.6.30

2015到2017这三年，人工智能企业

的质量以及获投数量都处于持续上升

的趋势，在金额上，这个领域今年上

半年金额达到了去年金额的60%左右，

融资金额已经达到了538亿人民币，

是2013年同期的近75倍，验证了AI

领域极强的资本虹吸能力。



2015年之后人工智能相对比重直线拉升

数据来源：IT桔子      截止日期：2018.6.30

通过与同时期全行业融资情况进行对

比，我们看到，从2015年开始，人

工智能融资数量占全行业的比重也是

呈直线上扬的。2013年AI方向可以

占到所有细分方向投资的3.6%。到

了现在，它在全行业的比重已经到了

7.6%。



2018年人工智能早期项目获投减少，C轮及之后项目比重增加

数据来源：IT桔子      截止日期：2018.6.30

2013年是人工智能项目比较

早期的阶段，但是到了2017、

2018年，中后期的比重越来

越高。

尤其是C轮以后，一家公司追

着另外一家公司对外披露融资

金额。绝大部分都到了D轮，

D+轮，甚至更后面的轮次。



近五年人工智能获投公司所在地分布

集中在北京与东南沿海，中部地区也较为活跃

地区 数量

北京 944

广东 396

上海 354

浙江 171

江苏 127

四川 48

福建 34

湖北 32

安徽 23

陕西 21

TOP10地区

大于等于500

100~499

10~99

小于等于10

不过，这几年因为种种原因，一线城市创业越来越艰辛，人力投入、租金等成本极速增加。由于各地也在发布人才吸引政策，

人才会逐渐向其他城市迁移，这也意味着未来人工智能公司将分布在更多地区，将更加分散。



人工智能产业链结构：基础层、算法层、应用层



投资集中在行业应用层与技术层，基础层较为薄弱

不难看出，2013-2017年技术层和应用层这几年总体上是上升的，而基础层相对来说有所下降。各行各业都在开始与人工智

能技术相结合，提升产业效率，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也极具商业价值，所以应用层占比是最高的。



计算机视觉为五年来最受创投圈欢迎的人工智能技术

PS：根据公司业务分类，数据会产生重复

从技术层面来看，计算机视觉

领域是最为火热的，像数据挖

掘、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

这些技术也是各大企业积极布

局以及投资者极为看好的方向。

而机器翻译这种技术相对前几

年而言热度是有所下滑的。



机器人为五年来最受创投圈欢迎的人工智能应用

PS：根据公司业务分类，数据会产生重复

从行业应用来看，排在第一位的领域

是机器人。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

智能机器人具有着极高的应用价值。

其他的还有金融领域，世界一些顶级

的投行正在用人工智能来逐渐取代操

盘手，这也是未来一个的趋势。还有

智能汽车、医疗、营销、安防等，都

是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应用方向。



近五年人工智能投资者逐年递增，2017年已达2013年的7.6倍

91

191

364

640

692

2013-2017参与投资的机构&公司&个人数量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3年的时候，有91家投资机构在这个领域进行投资，到了2017年一共

有692个机构或个人在2017年都曾经发生过人工智能相关联的投资行为。

其中相对比较领先的十家机构，在基金层面，无论是一线基金还是活跃的

天使基金，人工智能方向的投资都会越来越高。而且投资数量有可能占到

他们当年数量的25%，甚至三分之一的比重。

 



投资数量TOP10机构

机构 数量
真格基金 66

红杉资本中国 50
IDG资本 47
创新工场 42
经纬中国 37
洪泰基金 31

英诺天使基金 28
晨兴资本 26
达晨创投 25
联想之星 25

66

50

47

42

37

31

28

26

25



AI医疗、AI金融以及机器人等都是各家机构的重点投资方向

AI+金融

数据平台

AI+医疗

底层技术 机器人 机器人 数据服务

AI+金融

AI+医疗 AI+医疗

数据平台 AI+金融

AI+教育 AI+医疗

机器人

TOP5投资机构人工智能领域主要投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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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处理——商汤科技

主要技术 解决方案 应用场景

机器视觉

+

自然语言处理

人脸动静态对比

视频结构化

情报预判

身份验证

图像处理

安防

移动终端

金融

商业

遥感

… …

商汤科技业务情况

商汤、旷视这些行业独角兽，我们以商汤科技为例。

商汤科技主要做机器视觉和深度学习，包括了五个方面，

无论是在人脸还是在视频的处理，还是在情报，还是在

身份方面。行业应用包括了安防、移动、商业、医疗、

遥感方面。据悉，商汤科技在2017年已实现全面盈利,

年化增长率400%。

尤其是安防领域，政府和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非常有需

求。我们国家各个角落都遍布了摄像头，每秒都有海量

的数据产生，那单纯以人去识别这些海量的数据效率是

十分低下的。人工智能应用在安防领域可以大幅提升工

作效率，所以像传统安防公司，比如说海康威视、大华，

都在尝试用AI为他们的技术带来突破。



商汤科技融资情况

融资时间 轮次 融资金额 投资方

2014-11-07 A轮 数千万美元 IDG资本

2016-04-01 A+轮 数千万美元 Star VC、万达集团

2017-07-11 B轮 4.1亿美元
东方国际、华融国际、中平资本、晨兴资本、鼎晖投资

TCL资本、盈峰资本、中金公司、赛领资本、基石资本

尚珹资本、东证资本、招商证券、华兴新经济基金、光际资本

2017-11-15 战略投资 数千万美元 高通Qualcomm Ventures

2017-11-28 战略投资 15亿人民币 阿里巴巴

2017-12-26 战略投资 数千万美元 松禾资本

2018-04-09 C轮 6亿美元 阿里巴巴、Temasek淡马锡、苏宁、海阔天空创投

2018-05-31 C+轮 6亿美元
世茂集团、上海自贸区基金、高通、银湖投资、深创投

Tiger老虎基金(中国)、厚朴基金、富达投资
全明星投资、中银投资、保利资本



人工智能芯片——寒武纪科技

硬件

终端 智能处理器IP

云端 MLU100智能芯片

软件 开发环境

计算库

模型训练工具

编译器

… …

寒武纪科技业务情况

计算机视觉技术它的技术支持主要包括算法和底层硬件，

业内人士认为算法已经很难大的突破，未来的关键还在

硬件层面，尤其是芯片技术上。

寒武纪这家公司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独角兽。

寒武纪今年已经实现了软件与硬件、终端与云端的全产

业链布局，非常的强劲。在2016年推出的寒武纪1A处

理器是世界首款商用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它并在华为

Mate 10手机中投入大规模商用。融资上面，寒武纪今

年已经完成了三轮融资。



寒武纪科技融资情况

融资时间 轮次 融资金额 投资方

2016-04-18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中科院

2016-08-10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元禾原点创投、科大讯飞涌铧投资

2017-08-18 A轮 1亿美元
国投创业、阿里巴巴、联想创投集团、国科投资

元禾原点创投、涌铧投资、中科图灵

2018-04-04 A+轮 未透露 招银国际、国风投基金

2018-06-05 战略投资 4000万人民币 招商局资本

2018-06-20 B轮 亿元及以上美元

国风投基金、国投创业、中金资本、联想创投集团

阿里巴巴、国科投资、元禾原点创投、TCL资本、

金石投资、中信证券、国新资本、国新启迪、

中科图灵、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AI+教育——乂学教育（现更名为松鼠AI）

关键技术

知识图谱 用于描述学科知识体系

贝叶斯网络、

概率图模型

用于知识追踪、

学生画像刻画

分类树、

模糊逻辑
用于最优学习内容推荐

主要成果
纳米知识点拆分、关联概念算法、

错因重构知识地图构建

乂学教育业务情况
许多教育公司都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了自己的产品

当中，题库类产品的识图搜题、识图评分产品应用了

计算机视觉技术，英语流利说应用到了语音识别。教

育领域中还有一个概念叫做自适应教育，通过对学生

学习情况进行分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新东

方、好未来都在布局，好未来甚至将情绪识别应用到

了教学当中，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新东方也投了一家公司，叫乂学教育。这家公司就将

人工智能技术与自适应教育相结合，用于最优学习内

容推荐，按他们的说法也叫作智适应教育。这种类似

的服务也有很多，大家都在积极的向B端推广自己的业

务。



乂学教育融资情况

融资时间 轮次 融资金额 投资方

2015-7-30 种子轮 3000万人民币 青松基金、正和岛正和磁系资本、俞敏洪、亓骥才

2016-12-03 天使轮 1.2亿人民币 新东方、景林投资、国科嘉和

2017-06-07 天使轮 1.5亿人民币 SIG海纳亚洲、诺基亚成长基金

PS：今年6月透露其下一轮融资将达10亿



AI+医疗——推想科技概况

辅助筛查产品

AI-CT

CT辅助筛查产品

AI-DR

X线辅助诊断产品

深度学习
科研平台 AI-Scholar

推想科技业务情况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可以说是极具价值，包括社会价值和

商业价值。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虽说可能达不到顶尖医

生的水平，但是对于基层的筛查，这项技术可以说是非常

有用的。我们这个案例是推想科技，推想科技主要就是把

他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了X线和CT领域，他们也推出

了人工智能科研平台供医生和研究机构使用。

其实在AI影像也不光在诊断上应用，还有一些公司在做精

准的治疗。比如连心医疗、视见科技，他们都有精准放疗

的相关产品。人工智能在定量分析上与人相比具有绝对的

优势，所以说这种和精准治疗相关的产品也是今年各大公

司都在积极布局的方向。

另外AI辅助药物研发也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方向，许多相关

的初创公司获得融资，大公司也争相布局。



推想科技融资情况

融资时间 轮次 融资金额 投资方

2016-02-01 天使轮 1250万人民币 英诺天使基金、臻云创投、吕传伟

2017-01-16 A轮 5000万人民币 红杉资本中国、英诺天使基金、臻云创投、广发乾和

2017-09-21 B轮 1.2亿人民币 红杉资本中国、启明创投、元生资本

2018-03-19 B+轮 3亿人民币 红杉资本中国、启明创投、元生资本、尚珹资本、襄禾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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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rOS ：对话式 AI

Apollo ：无人车系统

智能汽车 行业应用 机器人&硬件

• 永洪科技

• 数美科技

• 麦飞科技

• 所问数据

数据服务

• 蔚来汽车

• 智行者科技

• 中科慧眼

• 智能车联

• 威马汽车

• 禾赛科技

• 一脉阳光

• 至真互联

• 捷通华声

• 作业盒子

• 甘来信息

• 云丁科技

• 图灵通诺

• 渡鸦科技

• 小鱼在家

• 古北电子

• Boardlink

• 阿丘科技

• 合刃科技

投资布局

百度：围绕汽车与自动驾驶



智能汽车 底层技术 机器人&硬件

• 杭州数云

• 佳都数据

数据服务

• 小鹏汽车

• 斑马智行

• 旷视科技

• 思必驰

• 商汤科技

• 深鉴科技

• 寒武纪科技

• 耐能Kneron

• 中天微

• 微鲸科技

• RoboMing

明机器人

• 小i机器人

• 奥比中光

投资布局

阿里巴巴：布局广泛且重视底层技术企业

AI实验室：消费级AI研发

iDST：底层技术研究机构

企业服务

• 七牛云

• 阿里云

• Video++

• 中科虹霸



智能汽车 行业应用 机器人&硬件

• 永洪科技

• 明略数据

• 数据工场

数据服务

• 蔚来汽车

• 拜腾

• 威马汽车

• Future 

Mobility

• 四维图新

• 体素科技

• 碳云智能

• 微鲸科技

• 优必选科技

• 云迹科技

• Ganker   

工匠社科技

投资布局

腾讯：自身技术开放，对外均衡布局

AI Lab：攻坚通用人工智能

优图：专注计算机视觉



硬件&无人机 行业应用

• 蔚来汽车

• 智行者科技

• 车萝卜

• 乐驾科技

智能汽车

• 安果智拍

• 智造未来

• 叮咚音响

• 聚熵智能

• 枭龙科技

• 摩象科技

• 壮龙无人机

• Broadlink

• 蜂巢科技

• 古北电子

• 数库

• 马路创新

• 壹健康

• 聚信立

• 合合科技

投资布局

京东：重点关注消费级产品和无人机

NeuHub：AI开放平台

AI 加速器：投资与收购

AI 研究院：基础技术与应用创新研究 数据服务

• TalkingData

• 费马科技





焦点一(1)：当前人工智能到了哪一步？



焦点一(2)：当前人工智能到了哪一步？

现在的人工智能可以说是比较非人类的，

处于一个弱人工智能的状态。我们人类

三岁小孩子可以很轻松识别的事物，让

人工智能去分析却是非常复杂。

人类当年的幻想，一部分已经实现、落

地了，另一部分却是遥遥无期。很多的

应用都落在行业应用的层面上，但是如

何改变大家的生活，或者改变我们的消

费习惯，这是需要大量时间投入以及研

究探索的。



焦点二：人工智能产业格局——三国鼎立

互联网巨头
（曹魏）1、AI时代必定产生新的科技巨头，机会不在传统应

用领域，而在新场景、新需求；

2、传统应用领域，新公司难以重构产业链，传统行
业龙头将继续引领风潮；

3、2018年三大战役将全面开启，
人才、技术、资金将更加充分整合；

线上线下之战 新场景之战

4、2018年有战争，有死亡，也有合纵连横

传统行业龙头
（东吴）

AI技术公司
（蜀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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