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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蜕变：
“人工智能第一股”初养成
本报记者 陈佳岚

业传奇。彼时，距离杭州 400 多公

成长为人工智能（AI）领域的明星企

不能盈利的煎熬。
”
科大讯飞高级副

里外的安徽合肥，
一位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的博士生带领十几名同学，

业，
并成功入选我国首批四大人工智
能开放创新平台，
承建我国首个认知

总裁江涛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
采访时回忆道：
“科大讯飞是一个大

一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马云在杭州湖畔花园

也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智能领域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学生创业的高科技企业，早期我们

创立了阿里巴巴，
最终成就一段商

建的科大讯飞（002230.SZ），
如今已

1999 年，在中国商业史上是

这个人就是刘庆峰，他一手创

“高技术产业化有其自身规律，
科大讯飞创业初期经历了长达 4 年

掌握核心技术
但 在 与 Nuance 的 合 作 过 程

化基地以及在中小板上市，
也给科

什么都不懂，
仅凭一腔热情在技术

中，科大讯飞渐渐发现，语音识别
的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大讯飞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第三个
阶段，
中国移动的投资让科大讯飞

创新和市场竞争中拼杀突围。
”

很 多 地 方 都 得 受 制 于 人 。 2006

成为
“混改”
企业；
第四个阶段人工

年，科大讯飞与 Nuance 分手，决定

智能时代，
中国能在国际前沿的技

自己做语音识别。

术领域里走到前面，
也离不开改革

选择坐冷板凳
科大讯飞开始跟清华实验室
1999 年以前，中文语音产业

开放多年来的积累和储备。

支持炒房地产赚钱，
十几个人各抒

基本上控制在国外 IT 巨头手中。

合作、与中科大语音实验室的江

在胡郁看来，他对科大讯飞

辉老师合作，让公司核心成员开

人工智能阶段的发展印象最为深

始去美国、日本、香港等地学习语

刻。深度神经网络由 GeoffreyHi-

音识别技术。这个决定，让科大

nton 与微软的邓力研究员最先开

讯飞从语音技术提供商转型走向

始做，科大讯飞迅速跟进，成为国

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4 年之后，

内第一个在商用系统里使用深度

科大讯飞全面超越 Nuance，夺回

神经网络的公司。谷歌是最早在

国际中文语音市场。

全球范围内大规模使用深度神经

己见，各方意见始终未能统一，当

微软、IBM、Intel 等企业纷纷在中

时刘庆峰心理压力也很大，
但他却

国设立语音研究基地，
国内语音专
业优秀毕业生基本上全部外流，
中

拍板说道：
“如果不看好语音，
请走
人！”

文语音产业被国外掐住了“咽喉”。

后来，
刘庆峰回忆道，
没办法，

面对国内一片空白的语音市

枯燥的技术研究就是这样，
如果不

场，
在福建中银集团与中国科学技

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是很难坚持下

术大学建立的联合实验室里担任
总工程师的刘庆峰试图改变这一

去的。
“ 语音产业就是需要十年甚
至更长的时间来进行技术积累，
研

现状。

语音识别技术发展的同时，
云

网络的公司，谷歌的 Voice Search

计算开始被频频提及，
不少互联网

开创了用互联网思维做语音识

大公司纷纷开始做云服务。讯飞也

别。在这方面，科大讯飞受到了

开始做语音云。2009 年 8 月，科大

谷歌的启发，在国内最早把涟漪

讯飞正式提出要做语音云。不过当

效应用在了语音识别上面。

究人员必须要有甘坐冷板凳十年

那时候，
刘庆峰以实验室为班

的精神，
所以讯飞面对的是一个有

底，
注册了安徽硅谷天音信息科技

希望但无现成路径的全新产业。
”

有限公司，半年后，公司得到新一
笔融资，
同时也正式改名为中科大

1999 年，
刘庆峰（前排左一）、
江涛（后排右一）和早期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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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汤会议上，
科大讯飞明确
了还是以语音发展为方向。之后，

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后又

讯飞面临如何活下去的问题。其

裂的情况。

刘庆峰编写了一份“未来发展规

经历两次更名，
现为科大讯飞股份

推出的第一款产品“畅言 2000”就
遭遇了滑铁卢，产品被模仿、遭致

刘庆峰带领团队在半汤进行
总结反思，有人提出把公司解散

划”，继续寻找投资。半汤会议也

有限公司。
2000 年，
“ 出生”不久的科大

各方质疑，
公司甚至面临资金链断

了，
有人说用科大的招牌和政府的

时移动互联网尚未兴起，
2G的主流

“我们从 2013 年开始，推出了

网络根本无法带动流畅的用户体

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的理论和产

验，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研发团队决

品，涉及教育、医疗、政法、安全以

定还是坚持尝试一下。2010 年 10

及智慧城市、终端消费领域。”胡

月，
科大讯飞发布业内首个开放的

郁介绍。在这一阶段，科大讯飞

智能交互技术服务平台——讯飞

渐渐成为行业的标杆，成为人工

成为科大讯飞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的转折点。
“语音云”
开放平台。

寻找资本坎坷历程

智能语音的主力军，并在 2017 年

2012 年前后，
苹果的 siri 发布，
“现在创业环境太好了，和那

的“未来发展规划”获得了柳传志

铃产品，
当时运营商相关语音业务

为项目成员的江涛如今回想起

语音商业模式借此打开，
同年科大

时候完全不能比。
”在江涛看来，
早

的认可，
联想把进入风投产业后的

平台几乎都由其包揽。科大讯飞

来，长舒了一口气。据他介绍，从

期讯飞的商业化落地、融资之路并

第一单给了科大讯飞。

借此业绩盈利也是一路上蹿，2007

中介机构的选择、股份制改造到

讯飞发布自然语言理解及新一代
“语音云”平台。目前科大讯飞开

年营收突破 2 亿元。2008 年，传来

上市辅导、材料过审，再到上市路

登陆深交所的消息。

演，
上市的过程看似有条不紊地开

科大讯飞轮值总裁胡郁向记
者总结道，1999~2004 年科大讯飞
主要解决生存问题，2004~2008 年

不平坦。2000 年 5 月，科大讯飞被

2002 年，以中国科学技术大

科技部认定为以语音技术为产业

学为第一完成单位的“KD 系列汉

化方向的国家 863 计划成果产业

语文语转换系统”被评为国家科技

据江涛讲述，科大讯飞上市这

展，
其间却充满了困难与挫折。项

化基地。作为诞生于 1986 年 3 月
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进步二等奖。
2004 年，时任 教 育 部 副 部 长

件 事 情 真 正 推 动 起 来 是 在 2005
年。他介绍道，
早先公司内部对是

目办公室的灯总在深夜常亮，
项目
成员常常因加班太晚无法回去，
附

计划旨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的袁贵仁到科大讯飞视察，提出

否上市还没有达成统一共识。但

近酒店又因为会议被别人全包

坚持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以

将语音识别技术应用于普通话考

就在 2005 年，国内陆续修订了《中

前沿技术研究发展为重点，
统筹部

试，讯飞以普通话测评切入智能

署高技术的集成应用和产业化示
范，
充分发挥高技术引领未来发展

教育。这一年，科大讯飞终于扭
亏为盈。

的先导作用。

之后的 2005 年，科大讯飞借

放平台开发者总数已过百万。

11 月入选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
胡郁告诉记者，
科大讯飞每个
历史时期都能克服这些困难，
与其
作为一家技术创新型公司不无关
系，不追求短期利润，坚持源头技
术创新，这种“板凳能坐十年冷”
“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是科大讯飞

上市是科大讯飞的一个发展阶段，

发展最大的动力。

了，只能将就住在澡堂子里，上市

2008 年上市到 2013 年是科大讯飞
在移动互联网方面有所进展的阶

伴随着人工智能正式成为国
家战略，科大讯飞也步入人工智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

前资料签署，项目成员一天跑几

段，
2013 年到现在是科大讯飞人工

能 2.0 阶段。科大讯飞董事长刘

共和国证券法》，
为响应政策，
并结
合当时的环境和企业发展需要，
科

个城市是家常便饭。
2008 年，
科大讯飞成功在深交

智能战略发展的阶段。胡郁表示，

庆峰曾表示，判断是否进入人工

回顾这四个阶段，可以发现，科大

智能 2.0 阶段，主要看是否具备规

大讯飞最终决定在中小板上市。

所上市，
成为中国在校大学生创业

讯飞的发展脚步离不开改革开放

模化推广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

着彩铃市场的火爆找上了全球语

“上市对于公司来讲是件非

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在那时科大

贸易组织，
这一年也是讯飞的破局

音巨头 Nuance，成为 Nuance 的代

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整个团队的

讯飞已经凭借多项语音技术夺回

的重大政策。在一开始的生存阶
段，
得到了来自政府和民营企业的

案例，以及足以证明应用成效的
统计数据。科大讯飞依然前进在

之年。刘庆峰在半汤会议后制定

理。随后科大讯飞开发了多项彩

压力都很大，丝毫不敢懈怠。”作

了中文语音产业 80%的市场份额。

支持；成为国家 863 计划成果产业

新一轮挑战的路上。

进击的京东方
本报记者 周昊

显示屏，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并
且将在今年年底前决定是否将京

报》记者表示，苹果在屏幕等关键
零组件的供应商选择上一直采取

继率先在华为旗舰手机上拿

东方作为 OLED 显示屏的供应商。

各方加码的策略，此次苹果再次决

到高端 OLED 显示屏订单后，京东

从初创时的负重前行到后来

定向三星电子之外的企业采购

方 A（000725.SZ）再 次 向 高 端

的 奋 起 直 追 ，再 到 今 日 的 同 台 竞

OLED 屏幕、并对京东方进行考察，

OLED 市场发起挑战。

技，以京东方为首的国内半导体显
示企业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发展

其本意也是为了增加自身在供应
链的话语权。而京东方如果成功

之后，终于有了与全球 OLED 显示

拿下苹果 OLED 屏幕订单，对于国

顶尖企业一较高下的资格。

内半导体显示产业以及京东方而

此前，手机行业高端 OLED 屏
幕一直被韩系企业垄断，但近日外
媒有消息称苹果公司正在积极测
试中国企业京东方的柔性 OLED

行 业 分 析 人 士 向《中 国 经 营

言，
均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
京东方北京第 8.5 代 TFT-LCD 生产线内景。

OLED 显示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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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的进击

今年 7 月，京东方绵阳第 6 代柔

此外，2019 年是 5G 正式商用

作为全球半导体显示产业

升出任董事长，其后通过一系列

建，并于 2005 年量产，这条生产

方并没有停下脚步。目前，京东

性 AMOLED 生 产 线 正 式 宣 布 量

的开始，5G 的诞生不仅仅推动了手

龙头企业，以京东方为首的中国

改革，使企业逐步走向盈利，并

线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条 5 代线，

方已经在成都、绵阳、重庆兴建

产；在 8 月的对外见面会上，京东方
集团副总裁、绵阳京东方光电科技

机行业的发展，可穿戴设备行业亦
迎来新的发展高峰。从目前的市场

显示产业走过了从无到有、从有
到大、从大到强的发展之路。

走上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
发展道路。1997 年，京东方成为

让国内缺少自主液晶屏的时代
成为历史。

了三条同规格的第 6 代柔性
OLED 生产线。随着成都、绵阳

有限公司总经理常程对外透露称，

趋势来看，
以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

京东方方面向记者表示，目

北京第一家 B 股上市的公司，并

2009 年 8 月，由京东方投建

第 6 代柔性 OLED 生产线相继量

绵阳产线进展顺利，一切均按计划

为核心的可穿戴设备经过多年潜心

前全球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液晶

成功募资 3.5 亿港币；4 年后，京

的中国大陆第一条 8.5 代线在北

产，京东方开始在 OLED 高端显

推进。目前，
京东方除了在成都、绵

发展，是手机以外最大市场规模的

显示屏来自京东方，其超高清、

东方登陆 A 股，并通过定增开启

京亦庄奠基，这则消息在当时的

示屏市场崭露头角，国内手机产

阳拥有已量产的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还在重庆建设了第三

智能设备。市场研究公司 Gartner
称，2019 年全球可穿戴设备销量预

柔性、微显示等显示解决方案已
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知名品牌。

了显示巨头的缔造之路。
2003 年 ，京 东 方 成 功 以 3.8

显示行业引起极大的震动。随
后，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

业链的高端 OLED 屏幕告别“缺
屏”历史。

条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设

计会达到 2.25 亿部，全球终端用户

2019 年上半年，京东方在智能手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韩国现代

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显示企业纷

京 东 方 方 面 告 诉 记 者 ，在

计产能同样是每月 4.8 万片。

在可穿戴式设备上的支出额预计会

机 液 晶 显 示 屏 、平 板 电 脑 显 示

电子的液晶显示业务，这场当时

纷携最新产线进入国内建厂，其

LCD 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其行

除 京 东 方 外 ，包 括 深 天 马
（000050.SZ）、维 信 诺（002387.SZ）
等在内的国内显示厂商也在不断投

达到 420 亿美元。
折叠屏亦是显示厂商目前面临
的 一 大 机 遇 。 2019 年 初 ，三 星 在

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显示器
显示屏、电视显示屏等五大应用

中国政府所批准的最大外购案
例成功为京东方带来了进入世

余的国内显示厂商如华星光电
等亦开始跟进最新的高世代线，

业的周期性波动对于企业而言
一直是一个需要科学应对的难

领域出货量均位列全球第一。

界领先的液晶显示领域的重要

LCD 行业进入大规模国产化替

题；在这一过程中，京东方通过

资建设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

Galaxy S10 发布会上公布了一款引

但对于京东方而言，如今的

机会。在收购现代电子液晶显

代前夜。

不断快速提升技术能力和水平，

线。显示厂商扩产的背后，源于手

爆行业热点的产品——折叠手机

机屏幕及可穿戴设备等多场景对

Galaxy Fold；随后，手机厂商开始在

OLED 显示的庞大需求。目前京东

折叠屏手机上大肆炫技。在三星发

方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可以大规模量

布 Galaxy Fold 不久后，华为亦展出

产柔性 OLED 显示屏的企业，在全
球手机对于高端 OLED 屏幕需求日

了自己的折叠屏终端 Mate X，该机
型使用的正是来自京东方的柔性

益增加的大环境下，京东方此前投

AMOLED 折叠屏。

巨头身份亦来之不易。
1993 年 ，京 东 方 创 立 ，王 东

示业务的当年，京东方自主研发

在消费电子行业催生出对

的第 5 代液晶显示生产线开始投

OLED 显示屏的需求之时，京东

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最终赢得了市场青睐。

构建物联网蓝图

建的产线如今已到“结果”
时。
IHS 数据显示，2018 年至 2026

今年 8 月，常程对外表示称，预
计 2020 年折叠屏市场将逐渐进入

2019 年，执掌京东方 26 年的

示与传感核心技术，发展端口器

东升提出“开放两端，芯屏气/器

王东升先生曾多次表示，
京东

王东升先生宣布交班，由陈炎顺

件（D）、智慧物联（S）、智慧医工

和”的物联网战略，其定义的“物

方已进入无人区，
前面没有太多可

接替创始人王东升出任京东方新
一届董事长。

（H）三大事业，优化升级智慧端
口产品，拓展物联网系统和专业

联网”，就是将芯、屏、软件和内
容、功能硬件等要素组合，形成

以参考的东西，
这时候压力更大。
京东方方面亦向记者表示，

2019 年 5 月 20 日，即将离任

服务业务，从而实现在物联网阶

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相连的

公司创立 26 年，从一家年收入仅

段的战略转型。

价值创造系统。

有 6000 万元规模的电子元器件公

年，
整体智能手机市场显示屏出货量

爆发期；
未来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

的王东升在给京东方全体同仁的

将从 16 亿片增至 16.3 亿片，年复合

S 型屏幕甚至叠纸张般的多次折叠

一封信中提到，不论遇到什么困

增长率仅为0.3%，
但柔性显示屏将从

屏幕也有可能面世。

难，公司坚持物联网转型的战略
不动摇。

事实上，在各种智慧场景的

司成长为千亿级资产和产值的全

突破，京东方有着自己的考虑。
早在 2014 年，京东方就启动了战

专注于在物联网领域谋求

演示及使用过程中，包括传感、通
信、大数据分析等种种环节，最终

球化创新型企业，专心专注、持续
创新、建立优良机制正是成功所

1.59 亿片增至 4.81 亿片，
年复合增长

业内人士分析称，
未来显示屏在

率约为 15%。在手机市场总量难以

生活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能够任

陈炎顺在 2018 年的京东方全

略转型，开始由单一显示器件业

均需要通过“屏”来进行展示，这

在，始终保持对技术的尊重和对

增长的情形下，
手机领域，
尤其是高

意弯曲的柔性屏则可以完全弥补现

球创新伙伴大会上亦表示，预计

务，向端口器件、智慧物联和智

正是京东方所拥有的产业优势，

创新的坚持，才能在物联网引领

端手机领域的 OLED 显示屏对 LCD

阶段屏幕外形的局限，
与柔性屏相关

2030 年全球物联网市场规模将达

慧医工三大板块转型，即“DSH”

但这种横向的拓展对京东方而言

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中找准公

显示屏的替代进程正在加速。

的一系列应用前景必然十分广阔。

到 14 万亿美元，京东方将依托显

战略。时任京东方董事长的王

也绝非易事。

司的业务定位和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