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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威视：全球视频监控巨擘开启人工智能大时代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日前，海康威视（

002415

）股价

再次突破前期高点， 总市值超

3300

亿元。

16

年前， 海康威视成立之时，只

是一个

28

人的创业团队。 而如今，它

的员工数已超过

2

万人， 其中研发人

员就有近

1

万人。今年

6

月，权威市场

调研机构

IHS

发布报告，海康威视占

全球视频监控市场份额的

21.4%

，连

续六年位列全球第一。

今年上半年， 海康威视可能是

A

股最忙的公司， 公司接待日常调研多

达

211

次，涉及投资者数量多达

1248

人。到底海康威视有何魅力？公司的发

展轨迹及前景如何？近日，证券时报记

者带着诸多的好奇， 走进了钱塘江畔

的这家科技型企业。

视频监控

护航“平安中国”

在视频监控领域， 有这样一句行

话：“全球安防看中国， 中国安防看杭

州，杭州安防看海康。 ”

成立于

2001

年的海康威视，

28

人的创业团队全部来自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目前，海康

威视是全球视频监控产业的龙头，面

向全球提供领先的视频产品和专业的

行业解决方案。

短短

16

年，海康威视从一家创业

公司， 发展成为如今全球视频监控领

域的绝对巨头。 “幸运”是向来低调谦

逊的海康威视总经理胡扬忠最大的感

触。他说：“海康威视能有今天的成就，

归功于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在

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潮中， 海康威视是

被这个大潮卷起来的一朵浪花。 ”

在过去，监控行业“模拟”技术当

道，模拟摄像机、模拟录像机的王者非

欧美日韩莫属，中国企业起步较晚。但

是， 在视频监控技术从模拟向数字的

转变过程中， 海康威视牢牢抓住了机

会，实现了从追赶者向领跑者的转变。

如今， 海康威视全球员工已逾

2

万人，在国内设有五大研发中心，在海

外建立蒙特利尔研发中心和硅谷研究

所。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业绩继续稳

健增长，实现半年营业收入

164.48

亿

元、净利润

32.92

亿元。

“人民群众对平安生活的向往，是

海康威视赶上好时代的大背景。 ”自

2003

年公安部发起第一批“科技强警”

示范城市建设至今，平安城市项目已历

经十余年建设发展。而平安城市项目的

建设，自然离不开视频监控的应用。

说到视频监控在平安城市中的作

用，有数据显示，由于政府对安防产品

的大力投入， 中国的恶性案件数量相

较十年前下降了超过

80%

。

在平安中国的建设中， 海康威视

涉足的项目举不胜举， 比如北京奥运

会、上海世博会、国庆

60

周年大阅兵、

G20

杭州峰会等重大项目， 海康威视

都有深度参与。胡扬忠称，在国内交通

领域中，抓拍机有超过

50%

的产品是

由海康威视提供。

不仅是国内市场， 海康威视在国

外市场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截至目

前，海康威视提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已销往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美国费城平安社区、 韩国首尔平安城

市、巴西世界杯场馆、意大利米兰国际

机场等重大安保项目中， 都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

聚沣资本总经理余爱斌表示，经

过短短十多年发展， 海康威视从一家

小公司成长为大公司， 是中国制造行

业的龙头和典型。从投资角度而言，这

是一家既“幸运”又“能干”的公司。

幸运的是， 这家公司进入了视频

安防和监控这一个由小变大的行业，

符合中国建设平安城市、 智慧城市的

进程。同时，这家公司又很“能干”———

从十多个亿的规模增长到

300

亿的规

模， 收入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40%

，市

场份额不断提升。 在

A

股市场，海康

威视成为投资者追捧的牛股。

监控技术傲视全球

10

月

11

日， 海康威视的股价经

过一个月左右调整后，再创前期新高。

重夺“深市一哥”的海康威视，外界戏

称这是“王者归来”，但是，海康人对此

却显得相当平淡。

“市值的增长，不是我们最关心的

事情。 ” 当提及近期迭创新高的股价

时，胡扬忠的反应让记者略感意外。他

说，对于海康威视而言，我们更关心客

户的需求， 更关心产品和解决方案是

否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是不是在市场

上有竞争力。

在短短

10

余年时间，视频监控经

历了从数字化到网络化， 再到当前智

能化的技术进程。简单来说，就是要求

视频监控产品能从“看得见”，到“看得

清”，再到“看得懂”。

在“看得清”方面，海康威视

2016

年通过对摄像机图像处理技术及图像

传感器架构的创新性设计，推出了超级

透雾、“星光

+

”及黑光系列摄像机，以适

应全天候场景下的清晰成像需求。

据了解，海康威视的“星光

+

”系

列摄像机，采用大靶面传感器，结合公

司自主研制的

ISP

图像处理技术，在

较低光线照度环境下， 不借助任何辅

助光源， 仍然可以显示清晰明亮的彩

色图像，且效果优于传统星光摄像机。

黑光系列摄像机则更升级了一档，在

比星光更黑的环境下， 呈现比 “星

光

+

”摄像机更清晰、更干净、更透亮

的彩色图像。

让海康威视更自豪的是， 在这一

波智能化潮流中， 公司的视频监控产

品正在开启人工智能大变革。因为“看

得懂”的摄像机，能够实现机器对视频

图像内容的处理， 这不仅是视频技术

领域的智能升级， 更是视频应用的一

次飞跃。

在 “看得懂” 方面， 海康威视在

2015

年推出的基于

GPU

（图形处理

器）和深度学习技术的“猎鹰”视频结

构化服务器，以及“刀锋”车辆图片结

构化服务器———

AI

（人工智能）中心产

品， 在

2016

年获得了市场的一定认

可。

2016

年，公司又推出了基于

GPU/

VPU

（视觉处理平台）和深度学习技术

的“深眸”系列智能摄像机、“超脑”系

列

NVR

（网络硬盘录像机）、“神捕”系

列智能交通产品、“脸谱” 人脸分析服

务器， 从

AI

中心产品走向

AI

前端产

品和后端产品，并在解决方案中，整合

应用这些

AI

产品。

“技术产品的开发，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海康威视早在

10

年前， 就开始摸索计算机视觉领域

智能化技术的发展。 ”董秘黄方红如是

说，

2006

年，海康威视开启公司智能分析

技术的研发，

2013

年开始深度学习的技

术布局，

2014

年正式成立海康威视研究

院，专注于感知、智能分析、云存储、云计

算及视频大数据研究。海康威视的深度学

习技术研究团队在

2015

年分别取得

MOT Challenge

多目标跟踪技术、

KITTI

车辆检测和车头方向评估算法测评世界

第一。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海康威

视已累计申请专利

2530

件， 获授专利

1245

件（其中发明专利

286

件、实用新

型

317

件、外观专利

642

件），拥有软件

著作权

605

份。同时，海康威视每年的研

发经费占到公司销售额的

7%~8%

左右，

以帮助公司沉淀技术积累、 及时抓住市

场需求。

24.33

亿元， 是海康威视

2016

年的

研发投入金额。为何如此大手笔？胡扬忠

对此称，一是市场的需求，二是对市场的

信心。作为研发型公司，如果研发投入太

低，可能存在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同时，

客户的需求也在倒逼， 未来又有不确定

的事情需要面对。 所以，每年保持

7%~

8%

的投入，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管理变革激活业务创新

今天的海康威视， 不仅在视频监控

傲视全球， 创新业务的发展也同样可圈

可点。

在海康威视的智慧体验馆内， 许多

参观人员都被公司的创新业务产品震

撼。数百个橙色机器人，像蚂蚁一样在一

个大平台上自由穿梭，这些“小橙人”能

够快速实现面单信息读取， 并根据机器

人调度系统的指挥， 基于二维码和惯性

导航，以最优路径投递包裹。

这些“小橙人”就是海康的分拣机器

人， 视频展示的实际工作地是申通快递

的一个物流中心，数量共有

300

台，针对

5

公斤以下的小件包裹。 这套系统可减

少日常仓内作业约

70%

的人员投入。

“传统物流公司的分拣，需要大量的

人力投入。海康的分拣机器人，是基于图

像识别技术， 由海康机器人公司自己主

导开发，成本实际不高。这类产品的应用

场景正在快速拓展。 ”胡扬忠称。

目前，海康威视的创新业务，包括萤

石、汽车电子、工业机器人、智能存储、热

成像等。 这些让外界看起来眼花缭乱的

创新业务， 是海康威视一直坚持创新的

成果， 也是公司试点创新业务跟投机制

的重要体现。

2015

年

10

月，海康威视的《核心员

工跟投创新业务管理办法》 获得股东大

会批准， 这也成为公司发展史上的重要

里程碑。跟投创新机制，将把一批批核心

员工的事业梦想与公司创新业务发展融

为一体， 摆脱核心员工创新激情生命周

期的宿命和产业生命周期的宿命。

“对于海康威视来说，最重要的是人

才。”胡扬忠称，海康是一个技术型公司，

要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 跟上客户的需

求，就需要很多的研发工程师。而这种能

力的培养、锻造以及能力下的成果显现，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沉淀， 因此核心人才

的稳定性便至关重要。

如何才能吸引人才，稳住团队？ “首

先是要有梦想， 另外就是科学合理的绩

效管理，包括薪酬、奖金、股权激励、淘汰

机制，等等。”胡扬忠称，股权激励是重要

的手段，海康威视上市

7

年来，按照上市

公司的相关规则， 先后在

2012

年、

2014

年和

2016

年，做了三次股权激励，涉及

公司员工近

5000

人次。 “在做股权激励

的时候， 我们更多向一线骨干倾斜和覆

盖，让更多员工分享公司成长的成果。 ”

2016

年， 海康威视积极布局新市

场，培育新业务。在视频监控的传统主业

之外，启动实施基于风险共担、利益分享

的创新跟投方案，孵化培育智能家居、机

器人、汽车电子等新兴业务，为公司的持

续发展增加更多可能性。

胡扬忠称， 作为一家技术型公司，一

家在技术研究开发方面持续投入的公司，

是会有比较好的回报的， 中国的土壤，实

际上是适合于这种公司的经营模式。

海康威视走到今天， 同样离不开资

本市场的帮助。胡杨忠称，企业上市会受

到很多的监管，而这些监管，使得海康运

营更加规范；其次是上市的时候，公司获

得了比较好的融资， 而这笔融资就是海

康威视的干粮， 使得当时面对市场竞争

的时候，公司可以更加从容。

人工智能推动大变革

经过人工智能领域十余年的探索，

如今海康威视的

AI

产品已经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转变。 而这种转变，

使得市场对此充满期待。

诚朴（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马北雁认为， 海康威视的管理团队创

新意识比较强， 这家行业龙头公司在研

发上也很舍得投入， 每年都有几十亿元

的投入。在人工智能时代，安防行业会首

先受益， 行业前景广阔。 无论从公司质

地，还是成长性来考量，海康威视都是家

优秀的公司。

胡扬忠说，原来做视频监控，想到的

就是安全。现在，视频监控已经被作为管

理的手段、工具。智慧业务、人工智能，从

视频里面识别和提取信息， 将视频进行

结构化处理，变成大数据资源；大数据业

务， 未来会在视频监控领域得到比较好

的发展。

“幸运地抓住了视频监控数字化、网络

化的机遇后，海康威视将会再次幸运，抓住

视频监控智能化———

AI

机遇期。 公司对未

来几年安防行业的智能化发展充满期待，

也对

AI

技术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充满期

待。 ”

2016

年年报中，胡扬忠的《致股东》

信，描绘了海康威视对未来的憧憬。

胡扬忠说， 对于海康威视而言，

AI

并不是一个概念， 它已经是实实在在的

东西。目前，海康威视的人工智能在各个

行业已经有了广泛应用。

以交通行业为例， 海康威视城市智

能交通综合管控解决方案整合视频监控

系统、交通卡口、电子警察、无人机、交通

信号等多种感知手段， 基于智能分析及

大数据技术，提供违章处罚、路口管控、

交通诱导、专项整治、交通信息服务等功

能， 能够满足各种智能交通管理应用需

求，将视频信息转化为一线的生产力，缩

短决策时间、减少人力耗费、提高工作效

率， 推动城市交通治理向立体化、 可视

化、智能化发展。

在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同时， 安防产

业政策红利也不容小觑。近年来，我国在

“平安城市”和“智慧城市”的建设力度日

益加强， 并频频出现相关政策。 这些政

策，对安防监控提出了明确要求和目标。

以

2015

年九部委下发《关于加强公

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若

干意见》为例，《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0

年，要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

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

建设联网应用。在“全域覆盖”方面，要求

重点公共区域视频监控覆盖率达到

100%

，新建、改建高清摄像机比例达到

100%

；重点行业、领域的重要部位视频

监控覆盖率达到

100%

。

面对视频监控的智能化浪潮， 胡扬

忠对公司的前景充满自信。他说，从一名

从业者的角度来判断， 视频监控行业依

然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一是市场需求

客观存在；二是技术的变化，也能够推动

这个产业的发展。“现在海康威视开发的

一些前沿技术， 将来会演变成很多的业

务‘新物种’。 ”

数据港：建设世界一流

云生态综合服务商

证券时报记者 梅双

从初创到上市，数据港（

603881

）

只用了

7

年时间。 短短

7

年，数据港

把握了互联网用户爆发增长的契机，

迅速打开批发型数据领域的市场。

作为国内第一家在上交所

IPO

（新股首次发行）的数据中心企业，数

据港也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同时服

务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世界级

互联网公司的云数据中心服务商，成

为世界一流的云生态综合服务提供

商，正是数据港的目标。 在数据港创

始人兼

CEO

曾犁看来， 未来的数据

港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海纳百川、汇

聚全球数据和智慧。

多项技术比肩全球巨头

数据港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公

司于今年

2

月成功登陆上交所。

“今天我们的多项数据中心核心

技术指标， 已经可以比肩亚马逊、谷

歌、

Facebook

等全球云计算产业巨

头。 ”曾犁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公司的云计算数据中心技术具

备国际先进水平。 同时，公司率先设

计投资和运营了亚洲首个大规模使

用清洁能源的数据中心，为国际绿色

云计算基础设施产业树立了典范。

微信、

QQ

、支付宝、百度搜索、网

易游戏……这些耳熟能详的互联网

品牌应用，都是数据港的客户。 今年

以来，数据港接到了多个阿里巴巴的

数据中心订单。

对于阿里巴巴为何选择数据港，

曾犁总结了两个词：运营

+

技术。 他

表示，对于全球用户超

6

亿的阿里巴

巴而言， 数据中心就是它的生命线。

稳定、可靠、长期信任的数据中心服

务商，对于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来说

十分重要。

事实上，今年已经是数据港第七

年参与阿里巴巴 “双

11

” 保障工作

了。 “我们公司成立后第一个数据中

心就是服务于阿里巴巴的，今年我们

有

5

个数据中心参与阿里巴巴双

11

保障工作。 ”曾犁介绍，过去

7

年，公

司数据中心完美经受了双

11

的严峻

考验，出色完成了这个全球最大的互

联网技术运营挑战工作。

今天全球云计算企业的竞争，某

种程度上就是数据中心运营效率技

术的竞争。数据港与阿里巴巴的合作

也为中国在全球云计算技术版图上争

得了一席之地。

曾犁告诉记者，公司与阿里巴巴的

合作逐渐深入，由最初

340

个机柜的单

体数据中心，建设到现在动辄数千机柜

的超大型数据中心园区； 更重要的是，

双方从简单的供应商关系转变为深度

紧密战略合作关系。目前仅河北张家口

区域，数据港获得的来自阿里巴巴的合

同收入规模，预计就将超过

50

亿元。

转型云生态综合服务商

数据港为何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 短短几年间成为产业龙

头？ 曾犁认为，这与公司国际水准的全

生命周期技术管理能力分不开。

数据港的这一能力，主要体现在技

术设计能力、运营管理能力和高效率建

设交付能力等方面。正是强大的技术管

理能力，帮助数据港连续三个季度在阿

里巴巴全国数据中心排名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 数据港还绑定了

未来

5

年中国数据中心市场最大的发

动机：“

BAT

”以及全球排名第三的公有

云。除了服务

BAT

等品牌，数据港与这

些公司的黏性也逐步增强， 例如设立

了联合技术研发实验室、 联合研发解

决方案、 共有设计知识产权及运营系

统对接等。

数据港创始人兼

CEO

曾犁认为，

上市前，企业的价值仅停留在财务报表

上，通过净资产去体现；上市后，资本市

场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开透明的评估

体系， 使企业价值能得到更充分挖掘。

此外，资本市场赋予投资者“用脚投票”

的权利，需要公司更加透明，给投资者

充分了解企业的权利。

“这些挑战都要求公司更加关注上

市公司治理，因此，我们的管理也有进

一步完善空间。”曾犁表示，今年公司正

式开始了上市公司内控建设提升工作，

希望今后公司运作更加公开化、透明化

与规范化。

曾犁还期待未来的数据港更加专

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一方面，公司将

立足于“云”产业带来的机遇，逐步拓展

云生态产业链，由单纯的云数据中心服

务商逐渐向云生态综合服务提供商转

变；另一方面，公司将充分把握“一带一

路”建设为中国云计算产业带来的巨大

发展契机。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的云

生态综合服务提供商。 ”曾犁表示。

海康威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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