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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未来学院：
解译中国 AI 梦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助理研究员

王斯佳

牛津大学未来学院近日发布报告 《解译中国的 AI 梦》，报告结合近年
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产业、技术扶持政策以及中国企业情况，对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实力进行评估，并据此提出未来中国塑造 AI 场景值得关
注的瓶颈和关键问题。
如何衡量、评估一个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综合实力？研究构建出一个
新的评估指标，即“人工智能潜力指数”（AIPI） 的概念，指数得分代表了
国家在世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总能力中所处的水平和占有份额。四大维度
是衡量国家人工智能实力的关键：硬件、数据、研究和算法以及产业，其
中的每一要素都是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动力，对于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综合
实力的评估需考虑各个驱动要素的落实状况以及相互配合情况。
在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能力进行评估的过程中，研究发现，除“数
据”这一项指标外，中国在其他各项指标评分的表现上均落后于美国：
硬件维度：由于硬件的初始成本较高，生产周期较长，处理器和芯片
的开发是中国落实人工智能战略规划中最为困难的一部分。数据显示，
2015 年，中国半导体产业实力情况揭示了其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瓶颈，中
国的半导体生产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4%，相较于美国 50%的全球市场份
额，显得较为薄弱。同时，依靠收购和进口手段提升人工智能硬件实力的
应对策略也正面临威胁。
数据维度：研究关注到，中国的科技巨头企业具有极强的数据收集能
力，同时，“数据保护主义”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存在有利作用。预计 2018
年中国大陆消费者将占据全球零售电子商务市场 50%以上的份额，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将拥有全球 20%的数据。
研究和算法维度：中国成功建设超级计算机的经验表明，中国具备较
高的算法开发质量，但仍然缺乏基础的创新研究和研究人才，相较于英美
等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国家，中国学界和商界倾向于研究已经存在并应用的
人工智能技术，尽管中国在人工智能研究论文的发布数量上已处于世界第
一，但其影响力不如英国和美国。研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相关人才短缺，中国毕业生中的人工智能研究者数量尚未达到美国的一半。
产业维度：中国的人工智能商业生态系统位居世界第二。中国人工智
能企业数量占全球的 23%，对比美国 42%存在显著差距，中国人工智能相
关产业的融资规模约为美国同行的四分之一。报告统计，美国拥有 39 家有
竞争力的新兴人工智能公司，而中国只有 3 家。
研究报告从四大评估指标维度出发，比较近年来中国在 AI 战略实践上
的新旧特征转变：

驱动因素维度

提振国家级冠军企业
科技巨头和独角兽企业投
鼓励海外交易，
建立监管 资人工智能芯片领域

数据

政府企业共享数据，
保护跨国人才

更加关注 AI 应用产生的隐
私问题

支持基础研究，
集聚和训练人才

科技巨头设立海外企业招
收人工智能人才

设立政府引导基金，
挖掘领军企业

涉及企业、
地方政府、
中介
等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
全
方位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
应用能力

产业

张波

新特征

硬件

研究和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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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的人工智能潜力指数
（AIPI） 得分为 17 分，相较美国的 33 分，中国
人工智能综合实力约为美国的一半。
根据结果，研究分析并指出，未来中国的
人工智能发展的确存在关键的瓶颈，但发展的
潜在性难题并非想象中那样多。“人工智能潜
力指数”的四项维度反映了国家在人工智能领
域进行实力博弈的重要驱动因素，就评估结果
而言，中国并不占优势。然而，人工智能领域
的竞争不是单纯的零和竞争，诸多制约各国 AI
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可以通过互联化解突破
——中国是美国人工智能硬件销售的主要市
场，中美可以跨境共享数据资源，中美人工智
能跨境投资近年来显著增加，世界各地的研究
人员可以共同合作创作 AI 论文……因此，即便
中国在多项驱动要素实践方面的对比中并不占
据优势，这也不意味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
展存在诸多的潜在性阻碍。
中国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受制于两大要
素：数据和人才。就目前看来，数据是中国发
展人工智能的相对比较优势，但在未来，AI 算
法可能不再需要预先创建数据 （例如训练机器
人）。因此，与其他驱动因素相比，数据的重
要性可能会逐步减弱。同时，人才仍旧是未来
可能制约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国
人工智能领域工作人员队伍中，拥有 10 年以上
经验的工作人员占比约为美国的 50%。因此，
研究认为，未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关
键是通过政策创造条件，上下联动，广泛吸引
优秀海外人才，助力人工智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