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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视，AI 让世界更美好
本刊记者   李彦   黄婧

“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

人邝子平曾这样评价“旷视”的团

队：以前觉得旷视有一群很酷的年

轻人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时隔 9 年

之后，感觉依然如此。被称赞的旷

视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简

单来说， 它是一家聚焦在物联网场

景的人工智能公司。

2011 年， 印 奇 决 定 和 在 姚 班

认识的唐文斌、杨沐一起创业。唐

文斌不仅跟他一样沉迷技术，更是

一座人才宝矿，唐文斌曾连续 7 年

担任中国信息学奥林匹克集训队教

练，后来旷视的员工里，有很多都

是信息奥赛金牌获得者。本文要出

场的 5 位旷视里的清华人：周而进、

许欣然、周昕宇、周舒畅、范浩强，

他们和三位创始人一样，带着清华

培养的特质走进旷视，在旷视飞速

发展的过程中快速成长，同时又为

旷视风格“技术信仰 价值务实”的

形成定下基调。

探索无界者周而进

“我就像小孩在海边捡贝壳，

每天都能捡到不一样的。”在一次

演讲比赛中，周而进这样描述自己

为什么要持续做算法。2014 年，而

进和伙伴们将人脸识别的比对误识

率做到万分之一，而现在识别比对

误识率已经下降到了万亿分之一以

下。正是这种想要探究世界本源的

好奇心驱动，让他一直在更进一步。

周而进也被同事们认为是学者气质

最浓厚的成员之一：喜欢探索世界、

看问题直达本质并归纳出一二三。

旷视的使命是“用人工智能造

福大众”，这一句于周而进也是心

有戚戚，“大家的共同目标就是用

人工智能去提升社会生产效率”。

旷视初创时，国内外鲜有同类公司，

所有工作都是在无人区开拓，没有

参照系。而进参与了公司很多项目

的研发和落地，每一个项目都充满

挑战，但正是这种挑战让他觉得很

有趣，科学家探索世界的本能被激

发。

研发有挑战，项目推进尤其

是去外地驻场的工作更是充满无

法预知的变数，但所有的棘手在

而进这里都可以被简化为数字 1、

2、3。几年前，一个驻场项目在离

deadline 只剩两周时被发现了一个

大 bug，公司紧急调集团队去支援。

队伍庞大，任务繁重，时间滴答滴

答不停流逝，一些人乱了阵脚，但

而进不慌不忙带大家条分缕析一一

拆解问题并有序安排，最紧张的时

候以两小时为一节点做测试，看到

进程正在被稳步推进，问题被逐渐

解决，团队成员和客户的情绪也逐

渐稳定。

过程不可谓不艰难，但而进说

他既然选择了服务工业界，就一定

要去了解技术落地环节中真正的问

题和挑战是什么。每一个项目的成

功对他来说也都是一次能量补充：

“这种补充有两方面，一是看到产

品真的被很多人用起来的那一瞬

间，我会感到非常巨大的成就感；

二是在做这些项目的过程中，我发

现了一些对于世界或者未知建模的

2011 年入学清华电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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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方式，让我对世界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科学家溯源的本质又一

次凸显。

在公司发展的快车道上，而

进的自我成长也突飞猛进。“一开

始我的精力都在解决具体问题；慢

慢地，找到还有哪些问题变得更重

要；再后来，确定做哪些方向成为

我的首要任务。”从一名技术极客

成长为一名团队领导者，周而进的

关注点在不断扩大，自我要求也在

不断提升。一要为公司长期发展提

前做技术研发和技术架构设计，在

技术发展上做一些准确判断；二要

让团队不断有更强大和新鲜的血液

进来，而进对自己作为团队 leader

的期望，如同他对世界的探索那样，

进一层，再进一层，没有边界。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进又做了什

么？许欣然和范浩强对他的解读给

了最好的答案。

欣然说而进经常会自己写代

码，“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探索新东

西，他并不想花时间把程序写得非

常完美，他只想证明他感兴趣的一

件事理论上是可行的就够了。”

范浩强讲了另一个故事，“之

前一个项目有个算法问题搞不定

了，那天我们一起出差住同一个酒

店，我看他拿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了

9 个数，一直静默盯着数字看，就

那么盯了一晚上，那一晚我也不知

道他到底睡没睡，反正第二天早晨

他跟我说算法问题搞定了。”

完美主义者许欣然

有一次公司团建让大家做木

工，其他人做了各种造型奇特细节

待打磨的小东西，比如投石机、木

头显卡，欣然做了一个笼子，框架

简单但每一个棱角都被打磨得非常

光滑，别人评价说，“这很许欣然”。

许欣然喜欢用科学的方法不断完善

一件事情，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他

在旷视开发了很多好用的工程系统

和工具，帮助周而进、范浩强这些

算法研究员更高效地工作。

欣然大三时，被室友引荐来

到旷视实习并在研一下学期时第二

次加入旷视实习。“在旷视一个月

就有一种在学校上半学期课程的感

觉，而且身边高手云集，这让我很

兴奋。”许欣然如是说道。此外，

研一时去一个公司实习三个月的经

历更让欣然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布

置给我们三个同学的任务我们两周

就写完了，再去申请更多的任务说

暂时没有了。”

对于许欣然来说，最具吸引力

的不是安逸闲适，而是探索未知的

机会和能够快速学习成长的环境。

就这样，2015年，欣然正式加入旷视。

欣然说他是偏科型选手，大一

成绩曾倒数，但工程能力很强，在

清华求学时做的清华学堂智能插件

当时就很受欢迎，一直到现在还被

校内学生广泛使用。也因此，刚入

职时欣然就配合其他同事做深度学

习框架天元 MegEngine 的相关搭

建工作，2015 年之后，随着旷视业

务模块快速拓展，欣然也经历了救

火队长一样的岗位轮换，哪里需要

就去哪里。后来，公司开始开展城

市物联网业务，欣然去做了大规模

2010 年入学清华计算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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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欣然

许欣然做的木工



42

清华人物

的存储系统和特征检索系统。两年

多之后，公司计划将天元开源，欣

然重新被调回天元组并成为天元研

发负责人。欣然说自己每次都是莫

名其妙被选中，但其实，这种莫名

其妙的背后，正是他精湛的技术、

精益求精的态度、对技术疯狂的热

爱被公司看到。

从 自 己 做 技 术 到 成 为 团 队

leader，欣然说他最大的转变是变

得更信赖团队。“过去有的时候因

为太相信自己，所以不相信别人。

但管理团队是你只有相信别人能做

好，他才真的能做好。”从最初遇

到问题只想自己动手解决，到现在

考虑怎么给团队成员更多的机会和

空间，欣然在旷视成长改变的，是

底层思维方式的改变；而不变的，

是他完美主义的态度。

风险爱好者周昕宇  

早期每一个入旷的新人都有一

个精彩的选择故事，周昕宇也不例

外。

来旷视之前，昕宇已经把自己

感兴趣的各种类型的公司都去了一

遍，但从国外的视频 APP 鼻祖到国

内大厂，毫无例外都让他觉得无趣。

在某公司实习时，昕宇写的代码被

带他的主管追问，“你是怎么学的，

怎么可以写得这么好？”“我当时

就懵了，我不是来公司学习的么？”

多年之后回忆起来，昕宇依然无法

释怀自己的困惑。

大三快结束时，昕宇来到了

就业还是读书的选择关口，关键影

响因素被逐一分析后，昕宇确定了

大方向是工作，但去什么样的公司

他依然迷茫。一天昕宇去找一位学

长聊，学长让他做了一道选择题：

做哪种事情让你更有成就感？一是

做的产品服务千万家，技术不难但

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二是工作非

常有挑战性，过程也许会不顺利，

但你最终会把问题解决好。“我要

both ！”昕宇说他本质上是风险喜

好者，挑战越大越兴奋。说这番话

时，昕宇的川普提高了几度，眼神

里都是兴奋，长及后背的马尾都跟

着颤动。

就这样，昕宇在大四时加入各

方面都符合他标准的旷视实习并在

毕业之后正式加入。“帮助提高生

产力，这是我的核心价值观，我做

编程和参加竞赛，目的都是为了提

高生产力。旷视有句 slogan 叫做‘技

术信仰，价值务实’，非常符合我

的理念。在公司里，大家也都很扎

实，是在做实事。”昕宇不仅骨子

里有风险喜好，更有着清华培养的

脚踏实地。

加入旷视之后，昕宇做了很多

工作，别人觉得他做得很杂，但在

他的逻辑体系里是统一的，那就是

为了提高生产力这个目的。昕宇现

在做的算法量产，就是要把算法的

生产效率提高很多倍。旷视目前正

在做的，本质也正是用人工智能帮

助行业进行升级，让这些行业在原

有基础上降本增效、提升体验。

“搞深度学习做的 90 % 的事

情可能都是在试错，因为本质上我

们做技术是在和天斗。”知乎上有

一个“你为什么愿意留在旷视”的

帖子，下面有一个回答是：“最关

键的是有一群可以交流讨论的大

牛，在公司那段时间经常和 Tim（昕

宇）在白板前聊到深夜，就为了追

求一个‘本质’的想法。”十年过

去了，风险爱好者昕宇依然在像艺

术家那样疯狂热爱着算法，疯狂探

索着人工智能究竟能给人类带来哪

些改变。

理想主义者周舒畅

“我曾在清华图书馆里看过一

张两弹一星元勋的巨幅画作，画面

2011 年入学清华计算机系

2015 年加入旷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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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敏、王大珩、朱光亚等科学家

们目光坚毅。”那场景让周舒畅印

象深刻，或许从那一刻起，舒畅就

受到了前辈以身许国精神的感召，

也奠定了他之后要走的技术报国之

路。

2004 年，舒畅毕业后去了一

家知名外企工作。彼时，那是一

份令绝大多数毕业生艳羡的工作，

但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必

须要改变，因为他发现自己越来

越不了解中国用户的真正需求。

陆续接触了几家公司，其中不乏

行业新巨头，开出的条件都很诱

人，但舒畅发现很多都是在追热

点，想要快速做一个东西出来变

现，并不一定真正为社会创造价

值，那不是舒畅想要的。

契机出现在舒畅身边一位实习

生离开之时。这名实习生工作表现

非常好，以至于他实习结束讲的报

告让所有人都震惊了！但他却在实

2000 年入学清华电子工程系

2014 年加入旷视科技

周舒畅

习结束后选择了旷视，非常好奇的

舒畅也跟着他来旷视看看，这一看，

便就此留下，舒畅把自己投身于人

工智能赛道。

2015 年的冬天，印奇和唐文

斌站在一个大型仓库门口，那里有

一千多名工人忙着将货品入库出

库。由于仓库空间太大，暖气很难

有效，工人们寒冷又辛苦。两位创

始人立刻看到了痛点：这些需要人

力辛苦搬运的东西，可以通过人工

智能搭配硬件设备解决。“这几年

我也逐渐更深地体会到，旷视的技

术底层是人文关怀，这也是打动我

的最重要的点。”用技术去提高生

产力，舒畅说大家越来越坚定他们

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做事。

20 年初疫情来袭时，舒畅带着

几名小伙伴一头扎进旷视的 AI 测

温攻关小组。“当时的问题是，测

温是主要的控制有症状人员流动的

方法。但传统热像测温误报很高，

实际使用中人力虚耗很大”，舒畅

说。为此，他和团队从大年初二开

始，快速设计了一套基于旷视已有 

AI 边缘计算设备的无接触测温方

案，并火速送往三甲医院、超市、

商业园区等地进行部署。这个方案

中，使用 AI 额部定位、双光对齐、

无源黑体等一系列技术，显著降低

了误报率和综合成本。“当时的感

觉，是之前 AI 和物联网的积累正

巧派上了用场，非常欣慰。”

来 公 司 8 年， 舒 畅 为 旷 视 做

了很多事情，但最让他骄傲的是从

2016 年一直到现在，他帮公司团队

将神经网络低比特量化算法从零开

始做到落地，到各种应用面世。漫

长的六年里，舒畅明白了新技术要旷视神行系列面板机应用于园区智慧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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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也真正

体会了产学研结合的难点所在。同

时这几年因为国际关系，旷视也受

到影响，团队需要自力更生，不断

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这样的考验

也让团队更加团结，更加坚定。

 “毕业 18 年了，我一直在做

技术，能参与推动中国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内心觉得对得起清华校

训。”舒畅说，他很自豪。像影响

他至深的“两弹一星”专家们一样，

现在，舒畅和旷视同事们也在为加

速中国科技兴国的进程贡献力量。

六边形战士范浩强

如果把范浩强的能力以六边形

图做一个量化，他大概就是那种满

格的六边形战士。信息学奥赛金牌，

保送姚班，大一军训时完成 ICCV 论

文，现在带领 100 多人的团队深耕

AI 计算摄影、生物识别、机械臂抓

取、视觉检测等领域。

这样的年轻人有太多机会了。

去国外还是去清华读书，是范浩强

人生中第一个重要选择。彼时正是

国内计算机行业快速发展时期，这

波机会值得抓住。在这个信念下，

他开始了清华 + 旷视的大学生活。

当时深度学习在人工智能领域

还没有火起来，范浩强调研后在公

司做了一场报告，认为深度学习才

是未来。大家尝试了一下， 发现效

果很好。此后公司开始聚焦于深度

学习算法。在旷视关键技术路线的

选择上，范浩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从那时起，范浩强就显露出了

“神棍”般的领导者气质，当他说

一件事能行，大家就有了信心。

人脸识别发展到一定阶段，活

体检测技术成了一个坎，这条路能

不能走通，整个旷视都在看范浩强

和他的团队。他带领大家玩命做实

验，不仅证明了活体检测的可行性，

也确立了旷视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

位。

从天才少年到商业领袖，他的

角色过渡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确定。

这些成就很容易让人忘记此时

范浩强连大学都还没毕业，但他终

究要来到第二个路口前。大四毕业

时，他在出国留学和参加工作之间

做了一个选择。

2017 年旷视已经把人脸识别的

技术问题解决掉，很快就可以大规

模应用了，在这个关口怎能一走了

之？他选择留下的理由很简单，就

是为了旷视。

范浩强还拒绝过很多可能。一

家知名外企曾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职位，他婉拒：“人脸识别的活还

没干完，我想继续做。”对方的答

复让他记忆深刻：“人脸识别压根

不 work，做它干什么？”

范浩强说：“ 好，因为你这句

话，我更要接着干，我要让你知道它

是能 work 的。”对方愣了：“我很

喜欢你的回答。”拒绝人不难，拒绝

后能让别人产生尊敬，这是境界。

连拒绝都做出了天花板级的示范，

谁还能给六边形战士上课吗？有。

范浩强有三堂最重要的课。

第一堂在清华。他在竞赛中夺

冠时，姚期智先生对他说：“竞赛

只能说明你比身边同学强，但你要

成为在全球范围里有竞争力的人。”

第二堂来自印奇。对于旷视的

产品研发，印奇要求是：要做就得

是第一，不然就别做。

第三堂来自旷视研究院院长孙

剑。范浩强曾请教孙老师，怎样做

管理者？孙老师说，管理就是爱人，

“你要能设身处地从别人角度考虑

问题”。

范浩强果然成为了研究院中

最关心人的 Leader 之一。如果你

2013 年入学清华交叉信息学院

2017 年加入旷视科技

范浩强



45

2022 年第 2 期

去问他的“人”，大家的评价是：

魅力型领导。“就愿意听他忽悠，

管他在说啥。”这其中可能有段

子手属性的加成，但绝不只是这

么简单。

“把自己变得更好”已经不是

范浩强的关注点了，他琢磨的是怎

么“让大家通过工作获得更好的生

活。”攻克人脸识别这座大山时，

范浩强曾想，把这个问题做出来我

就可以退休了。结果现在做完了，

他没能如期退休。算法做好之后还

得考虑产业化落地，构建商业体系

等等，每一个都比搞算法难多了。

任务依然很艰巨，但六边形战

士的边界是无限的。换句话说，范

浩强心中有更大的江湖。

特征鲜明的旷视人

旷视像一座大学，为每一位旷

视人烙下烙印：好奇心、无惧挑战、

技术至上、不断成长，而进、欣然、

昕宇、舒畅、浩强，以及像他们一

样的另外 60 多名从清华来到旷视

的同学，他们既是性格迥异的清华

人，也是特征鲜明的旷视人。这些

年，也有许多清华的同学来到旷视

实习。有些同学毕业后选择继续读

书深造，也有些同学选择去其他行

业工作，但他们在这里都收获颇丰。 

“旷视让你有哪些成长？”当几位

被问到同样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回

答，都在证明着旷视的奇妙。

许欣然：在这里我没有被明确

的条条框框限制住，旷视的业务扩

张很快，需要人成长的方向很多。

我希望自己每天都在学新东西，在

旷视大家都这样，我不学过几天就

没法跟大家对话了。

周昕宇：之前我的性格更内向

一点，喜欢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写代码。在旷视工作的这几年，我

的性格变得更外向，也更善于沟通

和表达。

周舒畅：旷视的竞争强度非常

高，但你只要创造价值，就可以不

停地突破你的边界，如果你觉得这

件事有人做得比你好，那你可以去

做另一件更适合你的事。

人脸识别技术让旷视一战成

名。但现在旷视早已不再局限于提

供人脸识别算法，而一跃成为聚焦

物联网场景的人工智能公司，通过

构建软硬一体化的 AIoT 产品体系，

让消费者体验更加简单美好，让城

市运行更加安全便捷，让企业生

产制造更加柔性高效。这也正是本

文五位主人公一直在执着追求的目

标——用 AI 提高生产力，用 AI 造

福大众。

“我们的愿望就是为这个世界

做一名工程师，能够为这个世界创

造价值。”印奇的这段话，可以很

好地概括旷视和旷视人的全部。这

些人，为了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而选

择在无人区开拓。

旷视 3A智慧物流解决方案应用于国药广州物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