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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视科技项目理解 

 

创始团队 

 

印奇（CEO）31，10年清华姚班本科毕业，13年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硕士毕业。 

唐文斌（CTO）32，10年清华姚班本科毕业，13年清华硕士毕业，曾在微软亚研院实习。 

杨沐（高级副总裁）30，11 年清华姚班本科毕业，16 年清华硕士毕业。 

王海桐（CFO）35，05年北大金融和统计双学位毕业，之后在财务和投行等工作 12年，履历丰富。 

 

公司主营业务：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品和解决方案公司，公司以物联

网作为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载体，通过构建完整的 AIoT 产品体系，主张“1+3”战略布局，其中的“1”即旷

视完全自研的 AI 生产力平台 Brain++，“3”指的是针对三大赛道：个人物联网、城市物联网、供应链物联网。提

供经验证的行业解决方案，实现人工智能的商业化落地。 

 

主营业务模式 

 

公司创新性的 AIoT 软硬一体化解决方案，是将 AI、软件和硬件结合的软硬一体化产品体系。它包括以 Brain++为

核心的 AI算法体系，由 AIoT 操作系统和行业应用构成的软件，以及由传感器模组、传感器终端与边缘设备、机器

人及自动化装备组成的硬件。 

 

目前的业务同时辐射 C 端、G 端和 B 端，打造个人、城市、供应链“最强大脑”。 

 

其中，消费物联网聚焦于 C 端客户，提供移动终端和云端 SaaS 两类解决方案：移动终端类主要包括设备解锁解决

方案和计算摄影解决方案，利用人工智能算法为移动智能终端提供刷脸解锁和高清摄影等功能，以固定授权费和终

端出货量计算的专利费进行收费；云端 SaaS 类方案依靠公司研发的计算机视觉平台 Face++，为客户提供云端身份

验证方案，按服务调用量收费。 

 

城市物联网聚焦 G 端客户，公司推出智慧城市操作系统“盘古”和智慧建筑操作系统“昆仑”，提供综合管控、通行管

理、警戒管理等可视化业务。公司直接和客户签订销售合同获得收入。 



 

 

 

企业重点发展方向：2021 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简称“CPSE安博会”)，城市空间数字化 

 

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简称“CPSE 安博会”)，公司以“AIoT，构建‘智’序之城”为主题展出其一整套 AIoT

软硬产品体系。“神行”、“魔方”、“鸿图”和“盘古”等一系列 AIoT 产品矩阵。 

 

其中“盘古”AIoT 综合管理平台是旷视城市微单元板块的“点睛之笔”，将所有的园区、楼宇、停车场等城市微单

元市场都归为建筑场景。现场展出了在智慧楼宇、智慧园区、智慧校园、智慧办公等场景的应用。 

 

比如一些专注于园区/校园管理的客户，有的会选择做出入口相关的“神行”系列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这一产品

配备了防疫、测温、扫码等多种功能，成本已经低至很多中小项目都用得起。 

 

旷视城市微单元产品方案已经落地千个建筑。以海淀区金隅智造工场为例，该园区依托”盘古“管理平台，将园区

16 个子系统的贯联统筹，实现人力综合成本下降 30%，综合管理效率提升 40%。 

 

同时疫情期间，助力疫情防控，产品用于河北廊坊、固安、北京海淀地铁等公共区域的安全检查 



 

 

本次 IPO募资用途： 

 

募资 60 亿，主要用于基础研发中心建设、AI 视觉物联网解决方案及产品开发与升级项目、智能机器人研发与升级

建设、传感器研究与设计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融资及股东情况 

 

目前“阿里系”合计持有旷视科技 29.41%的股权，蚂蚁集团通过 API (Hong Kong) Investment Limited持股 15.08%，

是旷视科技第一大股东；阿里巴巴集团通过 Taobao China Holding Limited持股 14.33%，是旷视科技第二大股东。 



 

公司主要客户：包括东华软件、伟仕佳、华为等知名企业。 

 

 

 



财务数据分析： 

 

主营业务收入按照提供的解决方案类型分类列示如下： 

 

公司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城市物联网解决方案，即 to G 业务，该业务收入从 2018 年的 5.43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

的 9.15 亿元，收入占比也从 63.56%提升至 65.82%，也是未来公司重点布局方向。 

 
 

公司的产品可拆分为软件、硬件和服务三类。城市物联网解决方案中，硬件收入占主导。具体的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表所示：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2021 年 1-6 月同行业可比公司较多未披露半年度数据，故数据可比性较差，2017 年-2020 年主营业务与同行对比，

整体营业收入较弱。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对比分析，20 年研发费用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70.94%、82.15%、71.87%及 88.49%，2019 年研发投入占比高于

可比公司平均水平，2018 年及 2020 年研发投入占比略低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连续三年亏损超百亿 

 

2018、2019 和 2020 收入分别是 8.54 亿、12.60 亿和 13.91 亿，归母净利润分别是-28.00 亿、-66.39 亿和-33.27

亿。三年总收入 35.04亿，三年总亏损 127.66亿，是总收入的 3倍多。 



 
 

毛利率持续下降且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对比行业内其他公司，在 2019 和 2020 年旷视科技的毛利率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2019 年，行业平均值 61.72%，

公司的毛利率只有 42.55% ；2020 年行业平均值 59.57%，公司的毛利率只有 33.11%，已经跌至行业最低。 

 

企业优势： 

 

技术优势：自主研发的视觉感知网络、智能硬件、智能云服务等产品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其中，公司的 Face++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人脸识别技术平台，覆盖国内 90%的互联网人脸识别应用市场。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AI 生产力平台

Brain++，包括深度学习框架 MegEngine（旷视天元）、深度学习云计算平台 MegCompute 以及数据管理平台 MegData。 

 

自主创新，打造 AIoT产品体系，包括 AIoT操作系统、AI重新定义硬件设备和 AI重新定义的行业应用。 

 

在消费物联网领域，公司 SaaS 产品为用户提供数十种尖端 AI能力，为数亿台智能手机提供设备安全防护和计算摄

影解决方案。 

 



在城市物联网领域，公司公司先后发布了着眼于城市全局数字化的智慧城市操作系统“昆仑”和关注城市微单元的

智慧建筑操作系统“盘古”，基于覆盖云边端的算法、软件和硬件能力，推出了人工智能摄像头，累计打造四大品

类、数十款硬件产品。 

 

在供应链物联网领域，公司推出了智慧物流操作系统河图，已向鞋服、医药、智能制造、零售电商等多个行业的客

户提供了仓库、工场及零售店的智能化升级改造服务方案，并自研包括 AMR 机器人、SLAM 导航智能无人叉车、人

工智能堆垛机等在内的多款智慧物流硬件。 

 

研发优势：公司在历次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世界顶级赛事中累计赢得 40项世界冠军或最高荣誉。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 934 项专利权（包括境外专利 67 项），其中发明专利 64 项。所打造“算法+软件+硬件”的一体化产

品体系在全球已经申请超 1000 件授权专利。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参与制订了 20 余项人工智能相关的国家、

行业及团体标准，并赢得了逾百个全国和全行业奖项。 

 

团队优势：公司 75%的员工出自清华大学，而公司 3 位创始人则全部出自清华大学计算机实验班（国际图灵奖得主

姚期智院士创立，故通称为姚班；姚期智祖籍湖北孝昌）。同时，公司有超过 70 位的全球数学与信息学竞赛得主，

公司首席科学家、研究院院长孙剑博士曾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研究院前首席研究员，在计算机视觉及深度学

习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获得了数十项世界级奖项及认可，被认为是该领域最权威的科学家之一。孙剑领导的旷视研究

院，截至 2021年 5 月 31日，拥有超过 300 名 AI算法研究人员，近 700名操作系统与软件人才，超过 200名软硬

一体化人才。 

 

行业优势：在国内计算机视觉市场份额高居第二。 

 

企业劣势： 

 

深度学习市场竞争也很激烈，自研深度学习框架天元 MegEngine 商业化潜力低，需要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大幅度增

强数据的处理、清洗和管理能力，算力的共享、调度和分布式能力，算法的训练、推理及部署能力。 

 

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在拓展销售渠道、积累客户资源、降低产品成本、抵抗市场风险等方面存在一定劣势。 

 

整体供应链体系有待提升，但在供应链整体质量、供应链资源整合、供应链优化配置、供应商管理等方面有待持续

提升。 

 

3 年间已亏损近百亿，根据招股书显示，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以及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分别亏损 3.4 亿元、

7.58 亿元、33.5 亿元、52.0 亿。 

 

外部威胁 

 

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公司所需用到的计算机视觉算法依托的高端 GPU 和特殊处理器供应受到限制。 

 

在算法、算力等技术基础趋于成熟的背景下，场景拓展与数据积累是当前阶段是最大的瓶颈，也更容易产生风险。 

 

如果上市后不能扭亏，则存在退市风险。 

 

数据隐私方面的风险，大规模部署计算机视觉的商业模式在国内外都存在侵犯隐私的风险，旷视科技仅仅列举了自

己所拥有的捕捉人脸识别专利，但并没有提及相关法规风险，没有正面回应如何保障人脸识别数据采集安全、被采

集的用户数据隐私如何保护，只是提到：正在研发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研究中心项目，建立 AI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机制，预算为 200 万元。 

 

旷视科技最近的一轮融资发生在 2019 年 5 月份，距今已有一段时间，所以无论是出于资本市场需求，还是企业自



身发展的需要，旷视科技唯有 IPO 才能缓解其现金流压力。 

 

三大细分领域的竞争情况 

 

在人脸识别领域，旷视科技主要与虹软科技、商汤科技等公司形成直接竞争。 

 

 

在屏下指纹识别领域，旷视科技的主要竞争对手为汇顶科技、神盾等屏下指纹识别方案提供商。 

 

云端 SaaS 类主要指计算机视觉开放云端平台 Face++，及以 FaceID 为基础，开发的云端身份验证解决方案和美业解

决方案。在云端 SaaS 类领域，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腾讯、百度等企业。 

 

 



 

城市物联网领域，商汤科技、依图科技、云从科技、云天励飞等技术型科技公司，以及海康威视等智能化转型的硬

件厂商在城市物联网领域均有所布局，但不同公司提供的产品形态与应用场景有所不同，上述公司呈现差异化竞争

的态势。 

 

供应链物联网领域 

 

供应链物联网领域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智慧物流领域的企业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自动化系统集成商，

Daifuku（大福）、Swisslog（瑞仕格）等物流自动化集成商已形成基于堆垛机、输送线等自动化设备及其系统的深

厚积累，并在寻求在自身解决方案中加入新技术；另一类是新兴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其中海康机器人、极智嘉等

智能化转型的硬件厂商主要销售机器人等硬件产品。 

 

AI 竞争公司主营业务布局分析： 

 

商汤科技：为解决人工智能模型生产成本高昂、开发效率低、长尾场景训练数据缺乏等痛点，商汤自研人工智能基

础平台 SenseCore，从算力、平台、算法层面逐步构建起 AI 模型的自动量产工厂。伴随技术的进步以及行业 know-how

的积累，公司研发人员年均生产的商用模型数量从 0.44 个提高至 5.24 个，累计输出模型超 22000 个。 

 

以 SenseCore 为核心，公司衍生出面向城市、医疗、商业、汽车等多个垂直领域的软件平台，用户可以通过软件平

台实现快速训练、部署、以及 OTA 迭代升级。公司向下游销售软硬一体的解决方案，并根据具体业务收取软件订阅

费、软件许可费、服务费等，其中智能汽车领域向车厂提供基于 SenseCore的AIaaS能力，并按出货量收取 Royalty fee。 

 

旷视科技：Brain++是旷视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AI 生产力平台，包括深度学习框架 MegEngine（旷视天元）、深度学习

云计算平台 MegCompute 以及数据管理平台 MegData，将算法、算力和数据能力融为一体。依托于 Brain++，旷视

可针对不同垂直领域的碎片化需求定制丰富且不断增长的算法组合，向客户提供包括算法、平台及应用软件、硬件

设备和技术服务在内的全栈式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公司选择聚焦行业痛点明确、算法能产生极大价值的三大领域：

消费物联网、城市物联网、供应链物联网，其中旷视 2019 年推出的智能仓储控制平台系统河图为业内首创，先发

切入智能化程度较低的供应链管理市场，具备较大拓展潜力。 

 

云从科技：主打多模态感知融合，助力金融/治理/出行/商业等优势领域，云从以优势视觉技术为抓手，结合语音等

感知数据，在 NLP 领域进行突破，建立视觉认知，语言认知，环境认知等多模态认知融合，打造智能决策系统，实

现人工智能技术闭环、人机自然交互以及人机共融共创。 

依托核心的人机协同操作系统，辅以轻量化的轻舟平台，云从面向金融、治理、交通、商业四大场景推出软硬一体

的综合解决方案；其中金融业务已切入较为核心的圈层，与中国银联联合推出“刷脸付”，成为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会员，同时为工、农、建等 400 余家金融机构提供身份认证系统、智能业务审核等相应产品，覆盖网点超过 10 万+；

此外，在智慧出行领域，公司的刷脸值机等全流程解决方案已渗透进上百座机场（前十占九）。 

 



依图科技：“算法+芯片”、“视觉+语音”综合布局，深耕安防及医疗。以视觉为抓手，后续开始积极拓展语音、

语义等多模态技术能力，全面解决机器看、听、理解的根本问题。 

 

公司主要发力城市/商业/医疗三大领域，其中基于依图医疗的知识图谱体系，公司已建立起 care.ai 的单病种临床科

研智能解决方案，与华西医院打造国内首个肺癌科研病种库，在 2020 年疫情期间以 AI 助力战疫，获得国家多部委

的高度认可。 

公司推出自研的端到端处理器芯片“求索”，并基于芯片打造“原石”服务器和边缘计算设备对外进行销售，从基

础层、技术层、应用层进行全方位赋能。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纯硬件销售毛利率为 65.7%，软硬件组合的毛利率为

69.6%，较其他同类型企业更高，体现出公司 AI 软件的附加价值。 

 

云天励飞：“算法+芯片”综合布局，打造数字孪生城市，公司基于“算法平台 Arctern+芯片平台 Moss+大数据平台

Matrix”构建核心的“云+端”能力，致力于通过 AI 技术进行物理世界结构化，打造数字孪生城市。公司算法主要

基于计算机视觉，以云端软件等形式提供至下游客户；公司的智能芯片通过优化算法和芯片技术的适配性，搭载至

终端和边缘端产品应用并对外独立进行销售，但独立销售尚未实现规模化。下游赋能领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安防、智

慧社区、智慧园区，目前已在深圳、北京、上海、杭州、青岛、成都及东南亚等 100 多个城市和地区。 

 

第四范式：基于机器学习，打造全球领先决策智能平台，是国际领先的 AI 平台与技术服务提供商，是国内决策类

智能的代表企业之一，目前在金融、零售、制造、能源、医疗、政府、互联网等行业落地上万个案例，蝉联中国机

器学习平台市场份额第一。依托丰富的技术积累和行业经验，公司逐步打造出全栈式企业级 AI 平台，可解决企业

AI 转型中最常见的数据治理难、科学家稀缺、业务价值不佳、算力成本负担重等难题，加快 AI 的项目落地。 

公司推出企业级 AI 操作系统 SageAIOS，定位 AI 时代的 Windows，封装了各类 AI 应用，集应用构建、资源管理、APP

为一身；推出自动化 AI 生产力平台 HyperCycle ML，定位于低门槛 AI 应用构建工具，可帮助企业规模化应用 AI，解

决 AI 科学家短缺的瓶颈。 

 

云知声：云、端、芯一体布局，语音语义领军之一。成立之初围绕 AI 三大要素“算力、算法、算据”充分布局，

打造 GPU 超算集群、率先将深度学习应用于商业语音识别系统、开放云知声云平台获取大量语音数据。为进一步切

合智能交互与物联网的结合趋势，公司提出 “云-端-芯”核心战略，在此基础上，公司以智能家居（与格力等合作，

市占率 70%）、智能医疗（语音病历录入、病历质控系统，于北京协和医院等百家三甲医院上线）等场景为突破口，

率先完成智能语音解决方案的落地。为进一步满足更多场景的智能化改造需要，公司持续向知识图谱、视觉图像技

术、芯片核心 IP 等方向突破，逐步成为面向行业（智慧酒店、智慧社区、智慧医院）的 AI 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未来发展：计算机视觉领域 

 

伴随计算机视觉技术从传统图片处理方法转向人工智能处理，图像识别准确率显著突破，应用场景不断拓展，计算

机视觉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计算机视觉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细分市场，预计行业规模超过千亿。根据艾瑞咨询

测算，2020 年计算机视觉市场规模为 862.1 亿，是人工智能产业最大的细分市场，占比为 57%；预计至 2025 年计

算机视觉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1537.1亿，年均复合增速为 12.26%；同时其所带动的产业规模将达到 4858.4亿， 

预计 2027 年全球计算机视觉市场规模将达到 950.8 亿美元，预计 2020 年至 2027 年全球计算机视觉行业规模年均

复合增长率将达 46.9%，市场空间广阔。 

 



 

 

计算机视觉市场现状 

 

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1）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如商汤科技、旷视科技、云从科技、依图科技等 AI四小龙，它们以顶尖的人工智能技术见

长，创始人均具有深厚的前沿技术背景； 

 

2）向 AI技术方向升级的传统硬件公司，如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主要为客户提供软硬一体的综合智能解决方案； 

 

3）互联网公司，如字节跳动、百度等，基于既有业务的所不断夯实的数据及算法能力，形成了扎实的人工智能业

务能力，将该能力拓展至新的应用场景 

 

 

计算机视觉市场竞争格局 

 



国内计算机视觉行业集中度高，头部企业脱颖而出。据 IDC统计，2020年，商汤科技、旷视科技、海康威视、云从

科技、依图科技组成的 CR5 市场份额逼近 50%。旷视科技位居第二。 

 

 

 

 

各公司创始团队皆有亮眼技术背景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机遇 

 

AI 是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产业加速发展抢占战略高地。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格局之下，各

行各业的数字化改革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并列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我国

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关键支撑。政策助推下，产业有望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从技术角度出发，AI 处于关键突破阶段。以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经历了萌芽期和期望膨

胀期后，已逐步渡过了泡沫破裂的低谷期，伴随 GPT-3 等超大训练模型的出世，AI 技术带来的红利远未见顶，未来

十年将是“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阶段，AI 赛道具备典型的大空间、长赛道特点，有望持续受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