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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机器像人一样能听会说、能看会
认，还能学习与思考，这就是人工智能。
早些年，这些还只是科幻电影中的一些画
面，如今，已逐渐变成现实图景。到底这
个技术能做到什么程度？已经进展到什
么阶段？

4月23日，2018年全国大学生创新
创业峰会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理
事长、科大讯飞总裁、董事长刘庆峰，跟大
学生创业团队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技术
和产业最新发展的一些思考。

人工智能
已经进入认知智能阶段

从技术的基本角度，刘庆峰把人工智
能分成了三个阶段：一是运算智能，二是
感知智能，三是认知智能。

最早的叫运算智能机器，具备了存储
和计算的能力，就像我们现在看江苏卫视
最强大脑，那些对人类来说似乎是完全不
可能的能力，而对于机器来说，显得轻而
易举。标志就是1997年IBM的深蓝电脑
下国际象棋，超过了卡斯帕罗夫。

第二个阶段是感知智能，让机器具
备了各种传感器，具备了能听会说、能看
会认的功能。机器可以听到超声波和次
声波之外的声音，可以看到红外线、紫外
线以外的光线，显然超过人类各种传感
功能。

他介绍，讯飞的语音识别能力，现在
平均准确率达到95%以上，这个系统是单
机版本不联网的，可以满足各种设备场合
下使用，不用对口音做任何训练，即便有
重庆口音，也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准确率，
而速记人员准确率一般最高的只有85%，
所以机器的听写已经超过人类。还有机
器的人脸识别，已经超过美国FBI最好的
特工的水平了。

除了让机器能听会说、能看会认，第

三阶段——认知智能是人类最期待的，就
是让机器具备能理解思考、像人一样能够
学习和推理的能力。从而，它不仅能下围
棋，还可以当医生、当老师，甚至做律师，
可以在很多方面，不光是代替人类做简单
重复的机械式体力劳动，还可以替代人类
很多纷繁复杂的脑力劳动，释放出人类更
聪明的智慧和灵感。

刘庆峰认为，这一轮全球人工智能红
利最核心的，就是感知智能的进一步突
破，以及认知智能前沿探索开始在很多领
域取得成效。

人工智能
给各行业“赋能”

目前的人工智能，是以深度神经网络
技术数学建模的方法来实现的。

总的来说，在基础算法上，有三大块
的技术体系，第一块叫感知智能，把原始
的各种数据，通过感知智能变成有效信
息。语音合成、人脸识别，就属于这块的
运用。第二块，通过理解把有效信息变成
结构化知识。比如说大量法院的或者学
校的各种卷子、各种作业的笔记等等，汇
聚到后台以后，自动分门别类归结到每一
个知识点，归结到法院要判案处理的各个
相关门类，以及各个条目。第三块，在结
构化知识基础上进行推理，来进行决策呈
现。下围棋、法官断案、医生看病等等，最
终把人工智能应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基础算法之上，关键要看感知、理解
和推理这三项技术的进步，最终使得人工
智能在各行业赋能，改变世界。

语音合成
超过真人说话水平

语音合成人工智能，就是让机器开口

说话，这个技术到什么程度了？刘庆峰举
了一个例子。

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发起的2017
年国际英文合成比赛中，科大讯飞是全
世界第一名，也就是全世界读英语最好
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欧洲人，是科大
讯飞。

分享现场，刘庆峰还播放了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合成音频，不仅可以模拟他说英
文，还可以模拟他说中文。语音合成智
能，可以模仿任何人说任何声音。

去年，央视《创新中国》栏目，成功运
用人工智能做了一期配音，模仿的就是已
故配音大师李易。听了配音，他的学生都
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语音识别领域，科大讯飞推出了讯
飞语音云平台，宣称手机的语音听写时代
到来。现在，每个月讯飞输入法用户就有
1.3亿人在用，我们每个月的独立终端用
户数超过三个亿，平均准确率98%。重庆
日报记者注意到，就在刘庆峰演讲的同
时，通过语音识别，他的讲话内容适时在
屏幕上呈现。

机器翻译到什么程度了？刘庆峰
介绍，文本翻译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
是声音到声音的翻译。今年的博鳌亚
洲论坛，唯一的给志愿者和国外嘉宾
使用的翻译机就是科大讯飞的。目
前，讯飞的二代翻译机已经有 33 个语
种。

介绍到这里，刘庆峰拿出一个只有录
音笔大小的翻译机，用中文说了几句十分
应景的话：“重庆火锅很好吃！创新创业
要像重庆火锅一样充满激情。”结果，翻译
机立即准确译出了英文。反过来，刘庆峰
又说了一句英文，翻译机准确译出了它的
中文。

这款翻译机，英语口语水平可达到大
学六级。未来两年之内，它可以达到专业
八级水平。

说到人脸识别，刘庆峰说，医疗领域
的医学影像是图像识别非常重要的一个
领域。机器在这个领域，已经达到三甲
医院的平均医生水平。在自动驾驶领
域，目前场景识别的准确率只有81.4%，
离人类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在不断进步
之中。

阅读理解到什么程度？刘庆峰说，阅
读理解就是人工智能的理解技术。微软
新任CEO在他写的《刷新》一书中断言，
未来全世界人工智能谁能够率先突破自
然语言理解，谁就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王
者。讯飞科技参加了自然语言理解全世
界最权威的比赛，机器看了文章以后回答
问题，准确率达到84%，已经超过人类准
确率平均水平。

但是，人工智能在没有先验知识的
情况下推理，能力可能不及一个6岁小
孩。“所以，大家要理解，人工智能既不是
那么可怕，但又切实在改变这个世界。”
刘庆峰说。

在线诊疗平台是提高
健康中国水平的可靠方式

全世界都缺全科医生，而全科医生的
一个标志就是能不能通过国家临床执业
医师资格考试，这个考试满分600分，360
分数线。国家现在有800万左右的医生，
从业人员只有200万人有医师资格证，每
年考试50万人左右，只有一半人能达到
360分。分享现场，刘庆峰抛出了机器能
不能当全科医生的话题。

科大讯飞去年第一次敢让机器参加
这个考试，而且是完全单机版，绝对不能
联网，全程国家卫计委监控，然后国信公
证机关完成公证。结果这台机器考了
456分，是什么概念？不仅超过了分数线
96分，在所有考生中名列前茅，也就一百
个考生，它是前五名。

刘庆峰说，只要建一个人工智能在线
诊疗平台，最边远的农村地区的乡村医院
和卫生所，就可以直接登录到平台上，获
得一流医生给他的在线诊疗服务。刘庆
峰认为，这是当前迅速提高健康中国水平
的最可靠的方式。

刘庆峰还介绍，不光是看病，在上
海的刑事案件人工智能辅助审判机器
可以自动判断是否有冤假错案？是否
这个证据有自相矛盾？准确率可达
97%。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只要
有逻辑规律可循，有数据学习支撑的领
域，人工智能就可以学习顶尖专家知识，
达到一流专家水平，从而超过90%普通专
业人士。”刘庆峰说，《科学》杂志说2045
年之前，当前工作50%会被人工智能替
代，而在中国这个数据是77%，而且时间
还会提前。

科大讯飞将在重庆
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

新一代的国家人工智能四大平台，
科大讯飞是其中之一。刘庆峰介绍，目
前每天有45亿人次使用讯飞科技，第三
方创业团队有 65 万家。其中，重庆有
12000个开发团队，开发出来了7000个
应用。

刘庆峰说，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突
破，需要应用专家、管理专家、业务专家，
数据和算法的结合，所以这个产业必须要
依靠一个生态。科大讯飞将把人工智能
平台开放给所有的创业者，为创业者提供
更多的舞台。

科大讯飞去年10月开办了开放式的
网上AI大学，实行免费学习。目前，已有
7万多学员，今年将超过50万。刘庆峰表
示，AI大学在重庆专门有一块落地，将很
好地支持本地的创新和创业。

在共享经济的浪潮中，ofo小黄车
进入了全国上百个城市的街头巷尾，它
已成为时下年轻人出行最喜欢的交通
工具之一。小黄车是如何诞生的？它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ofo创始人戴
威坦言，其实从吃喝玩乐的生活中、日
常的需求里，也许就能找到自己的创业
方向。

戴威的第一段创业经历来自于他
在生活中很小的需求。在北大求学期
间同学们经常要在晚上学习或写论
文，但学校周边几乎没有24小时营业
的商家，于是戴威找到学校附近一家
生意不太好的茶餐厅合作，白天卖餐
食，晚上9点到早上9点则归他。他用
5000块钱把茶餐厅改造成了24小时
营业的商铺。晚上，同学们在这里学
习只收取12元的过夜费，提供无限网
络和柠檬水。这样一来，附近学校的
学生蜂拥而至，两个月之后，这个餐厅

扭亏为盈，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利
润。

“后来我并没选择继续去做，但这
次小小的尝试也给自己之后的创业埋
下了种子和新的思维方式。”戴威分享
到，之所以创办ofo小黄车也是他在青
海的偏远乡村支教时有的“灵感”，因为
每天从县城到学校有17公里的路程，坐
公交车需要一个半小时，骑自行车只要
40分钟，“那时我就意识到骑车环保又
健康，成本也低。”

2014年戴威结束支教回到北大读
研究生，他也决定创办ofo小黄车。尽
管创业路上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
遇到过各种难题，但戴威和他的团队还
是“咬牙”坚持了下来。他鼓励现在的
大学生和青年朋友不妨打开想象力，看
一看生活中的小需求，也许就能用一些
创新的甚至别人都不看好的方式去解
决它。

ofo小黄车创始人戴威：

从生活中就能找到创业方向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进行主题演讲。 （团市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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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理事长、科大讯飞总裁、董事长
刘庆峰与大学生创业团队共话人工智能时代

两年前，带着共同的创业梦想，重庆大学经管
学院2017级应用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杨剑南和同学
组建了“伏特猫”团队，经过两年多的奋斗，“伏特猫”
团队不仅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大赛、创青春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各项赛事中斩获多项荣誉，
还获得了多家投资机构的投资意向。目前，“伏特
猫”项目已服务全国10多个省份的数千家企业。

4月23日，在2018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峰
会暨重庆首届“青创嘉年华”活动的开幕式上，重庆
日报记者见到了这位年轻的创业者。当天，由团中
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等开展的“寻访2017年
大学生创业英雄活动”揭晓了10强创业英雄，杨剑
南正是其中之一。

创业初衷是为企业解决用电困境

早在2013年，杨剑南就开始了对用电市场的观
察，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和学习，他发现很多企业为了
缩减成本而在财务管理、合理避税等方面下功夫，但
是却几乎没有企业想过怎样去管理公司的用电情
况，甚至很多事业单位也都普遍存在用电问题。

“如果企业在用电方面出现问题，他们很难寻
求到帮助。”杨剑南认为，理论上来说可以通过供电
局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供电局服务范围有限，他们
优先保证国有企业用电安全，并不足以及时满足整
个市场，而用电方由于信息不对称缺少发言权，在
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

如果一个企业断了电，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对
电力系统丝毫不知晓的企业只能无条件接受别人
开出的高价，而“伏特猫”提供的服务恰好可以解决
企业的用电困境，用合适的价格买到满意的服务，
在杨剑南看来，“伏特猫”就是在“为了无法计价的
服务而服务”。

201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推进电力需求侧改
革的相关文件，明确提出了加快推广平台运用以帮
助用户降低用电成本的要求，为市场改革提供了发
展电能服务的机遇，杨剑南觉得，是时候抓住这个
机遇了。

做“电保姆”为企业省心省工省电费

2016年初，杨剑南开始进行初步构想、招募人
才，迈开了创业的步子。尽管没有市场经验、市场
渠道和大笔资金，但幸运的是，“伏特猫”得到了很
多的支持与鼓励。

项目的第一笔资金来自学校举办的“创青春”
大赛5000块奖金，拿着这笔钱，杨剑南带着“伏特
猫”项目踏上了寻找风投的路。

“其实我们遇到的第一笔风投并没有谈成功，
因为对方提出了退学的要求，团队成员不退学他们
就不投资。”杨剑南说，尽管创业迫切需要资金，但
要完全放弃学业，冒的风险太大了，“当时权衡了很
久，最终决定放弃这笔投资，继续寻找其他投资
方。”

在一次次的尝试后，杨剑南拿到了科大讯飞、
三峡集团等知名企业的投资，他和团队慢慢步入了
正轨，认真钻研起项目。

“伏特猫”是什么？面对记者的疑问，杨剑南
说，“伏特猫”做的就像“电保姆”，可以用“省心省工
省电费”来概括。他继续解释到，通过安装团队提
供的智能终端来采集企业各项用电数据，再将数据
实时上传到云端平台，让客户通过手机能够随时看
到自己企业的用电情况及咨询建议。

对此，团队通过后台数据分析，可以帮助客户
发现并协助其处理所出现的用电问题。如今，杨剑
南的团队已签约为成都铁路局、上汽依维柯等大型
企业进行服务，累计可为这些企业节约电费2000
多万元，还在全球最大的企业服务平台阿里巴巴钉
钉的支持下，开始通过互联网渠道更加快捷的为更
多企业提供无忧的用电服务。

杨剑南常被人称为青年创业“英雄”，他和团队
成员带着“为了无法计价的服务而服务”的愿景一
路走到现在，面对未来，他希望能实现一个小目标，
就是在接下来一年帮助企业节省电费5个亿。

青年创业“英雄”杨剑南：

未来要为企业
节省电费5个亿

从1999年到2015年这16年，宋晓
宇一直从事建筑设计行业，不管是读书、
当老师还是做设计都没离开过建筑业，
不过在2013年偶然接触到VR技术，他
决定转型做建筑VR。

宋晓宇本人经历非常有趣：曾经在
大学做了10年建筑学老师的他对自己的
评价是“一直不安分，爱折腾”，因为他认
为折腾是创业者必备的精神。

后来宋晓宇做过建筑工作室、创办
过建筑动画公司，2013年又成立了光辉
城市，他说，其实这是用自己的想象力去
验证去努力的过程。

光辉城市公司是做虚拟空间未来的
一个运营商，致力于把2D思维转换成3D
思维，获得了多个全球第一。在宋晓宇
看来，那就是未来，会像互联网一样，掀
开整个历史的新篇章。

“所有的商业模式在未来的一个3D
交互时代都可能会重新再来一次，所有

的内容可以在 3D 交互时代做一次升
维。”宋晓宇介绍，在建筑VR平台Mars
虚拟世界的创造工具中，任何一个有设
计能力的人都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去创
造自己的一个场所。

现如今，光辉城市已经实现了建筑
行业的多人异地的VR，可以进到另外一
个虚拟空间，跟在不同城市不同国家的
人，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完成现场沟
通。不仅如此，还实现了智能的地理信
息系统，在不同天气、不同经纬度地理位
置显示出建筑真实的效果。

“我坚信，在未来3D交互的时代，
可以重启依托于互联网形式的所有商
业模式，创造更多的新的工作岗位。”
宋晓宇说，他特别希望所有的创业者
要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改变世界的
事，只要坚持，确定身体里有那种不停
折腾愿意为之付出的精神，都会有美
好的明天。

光辉城市CEO宋晓宇：

折腾是创业者必备的精神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余虎、杨铌紫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