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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基于科学家在线华人数据库和全球人才数据库完成。报告主要工作由科学家在线的北京赛
时研究院承接，本院致力于研究城市和区域人才发展状况，目前已产出 3 部不同层面的科研人员生态
状况相关报告和多项产业人才评估报告。如需合作，请联系 xsq@scientistin.com。

➢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简介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是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与
清华大学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精神联合组建
的研究机构，是综合性高科技研发、科技合作、投资
孵化，以及人才引进培育的新型创新载体。以清华大学科技人才为依托，面向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形成了具有三螺旋特色的发展模式，在生物医药、生态环境、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现代农业、食
品安全、分析测试、柔性电子、数字创意等重点领域形成了综合技术支撑能力，拥有 6 个国家级、省级
重点创新平台，构建了科学家在线、水木茶社、创投母基金、科技保险等一系列综合创新服务平台，有
力推动了柔性电子技术、AR/VR 等重大项目落地，积极实施海纳英才支持计划，在硅谷、波士顿、慕尼
黑、伦敦等地建立 10 余个国际联络机构和 8 个离岸孵化器。截至目前，已累计为浙江引进培育超过 400
位海外高层次人才，孵化高科技企业 500 余家，承担纵横向科技项目总计 600 余项，获得国家、省、
市各类科技奖励 100 余项，参与管理基金总规模超过 75 亿元，投资的子基金总规模超过 100 亿元。

➢ 科学家在线简介
“科学家在线”是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服务
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线上平台，由长三院投资的北
京赛时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该公司主要团队由
清华-哈佛团队创建，致力于整合全球华人科学家
的智力和技术供给，为企业技术转型需求提供流程服务，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为知识寻找价
值。目前，
“科学家在线”拥有“四库一引擎”：1100 万科学家数据库、80 万技术型企业数据库、地方
政府规划数据库、金融机构数据库和专家技术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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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总编：王涛、智强
执笔人：徐世黔、谢松延、郑启航、王进娣、覃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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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科学家在线，获取更多资讯服务请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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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全球人工智能（AI）人才研究报告
总述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分布广泛，流动频繁。

流入、流出总量巨大，除作为 AI 人才输入、

AI 人才主要集中于美国、中国、英国、印度

输出大国的美国双向流动较平衡外，中国、印

和德国等主要国家，其中美国 AI 人才储备领

度、德国等仍以人才流出为主，国际 AI 人才

先，占全球 AI 人才储量近 20%，而中国约占

特别是杰出人才进一步集中流向北美、西欧

6%。美国杰出人才约占全球 23%，其次是德

国家，亚洲地区总体的 AI 人才流失严重。

国、英国、中国和法国，中国约占 5%。全球

第三，国内外 AI 人才在热词领域的分布

AI 人才流动中，美国人才流出和流入都遥遥

全面，但部分前沿领域人才缺乏。国内外 AI

领先其他国家，且流入人才高于流出人才数

人才的热词领域分布广泛，涵盖了算法、硬件

量。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人才流动频繁，

支持、智能模拟和实际应用等，内容全面，基

而中国 AI 人才流动整体以流入美国等发达国

础技术领域人才较多，为人工智能产业与科

家为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研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目前包括神经网络、认

第一，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分布广泛，但主
要集中于少数国家，杰出人才储量差异较大。

知科学在内的实现深度学习和算法技术突破
的前沿领域上人才较为不足。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在六大洲都有分布，但人

总体来说，各国 AI 人才储量与经济发

才数量特别是杰出人才的储量差异较大，主

展水平高度相关；美国 AI 人才储量和流动

要集中于美国、德国、英国、中国和法国等，

量都位居榜首，远超其它国家；中国 AI 人

其中美国占据绝对优势。全球 AI 人才分布与

才储量在发展中国家和亚洲都排名第一，且

相关产业及研究机构的分布基本一致。

杰出人才流动净值不断增长，发展趋势向

第二，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跨境流动活跃，
流动集中化、全球化趋势显现，国际间人才流

好，未来 AI 领域可能出现美中两雄争锋的
局面。

动方向具有差异性。全球 AI 人才在国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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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AI）定义概述
2015 年以来，受益于图形处理器（GPU）

随着机器人学、计算神经科学、量子计算

的广泛应用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1，人工

等新兴科技的涌现与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持

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领域取得了

续发展，其内涵与边界已超出某一具体学科

爆炸式增长。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前沿技术，

范畴，客观上对更具普适性的智能概念的理

人工智能的概念迅速普及，所涉及的相关领

解提出要求。本报告综合多种主要理论观点，

域不断扩展，国内外对于其理论与应用的研

认为智能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能力，主要

究方兴未艾。

包括了以认知信息、处理信息、逻辑推理、知

人工智能是神经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

识学习、自主决策和采取行动等为主的单一

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交叉的产物，不同学

或综合能力，具体表征为具备思考载体、可以

科对于“人工智能”概念的界定各有侧重。尼

应对环境变化和采取适当行动。可以理解为，

尔森(Nilsson)认为人工智能就是使机器具备

如果机器或程序具备某种与人类无异的感知

获取知识和使用知识的能力2，而温斯顿

能力和不断应对环境变化的知识水平，并能

（Winston）3将人工智能界定为赋予机器以从

模拟和重现任一阶段人类思维过程或行动结

事人类特有智能工作的能力。这些定义反映

果，就可以认为该机器或程序具有智能。这一

了学者们对人工智能定义的基本共识，即人

定义以更加宽泛的视角看待人工智能的范畴，

工智能就是赋予计算机等人工系统以人类智

从而可以对该领域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前景做

能，使其具备模拟、替代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

出更加精准的描述与判断。

能力。

1 方东菊. 人工智能研究[J]. 信息与电脑, 2016(13):159-159.
2 Nilsson N 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new synthesis[M].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1998.
3 Winston P 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nd ed.)[M]. Addison-Wesley Longman Publishing Co. Inc.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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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能（AI）应用与人才发展
（一）人工智能应用发展历程
人工智能与技术发展和商业化应用紧密
相关，其概念从诞生到广泛普及具有阶段性
特征。

DENDRAL 专家系统，同时其研究获得了巨
大的财政支持。
3.第一次寒冬：1974-1980
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开发遭遇无法克服的
基础性障碍，项目迟滞，承诺无法兑现，政府
开始严格控制对人工智能的投入，资金支持
的锐减。

图 1-1

人工智能应用发展历程图

4.繁荣：1980-1987

1.人工智能的诞生：1943-1956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期，受数
字计算机问世的激励，多位学者开始探讨制

受日本政府积极投资的刺激，发达国家
进入了“人工智能”研究的竞赛状态，人工智
能重新迎来一个投资高潮。

造人工大脑的可能性，成为该领域思想和实
践上的先驱。

5.第二次寒冬：1987-1993

1956 年夏季，以麦卡锡（Macarthy）、明

1981 年第一台个人电脑出现，其费用远

斯基（Minsky）、罗切斯特（Rochester）和申

远低于专家系统，1987 年 AI 硬件市场需求急

农（Shannon）等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在达特茅

剧下挫，AI 泡沫破裂，人工智能研究再次遭

斯学院会议中共同探讨机器模拟人类智能的

遇经费危机。

相关问题，并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术

6.加速发展：1993-2013

语，标志着“人工智能”这门新兴学科的正式
人工智能在功能性方面实现了全面超越，

诞生。

在数学竞赛、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艺术创作
2.黄金年代：1956-1974
从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涌现了大批成
功的 AI 程序，如纽威尔和西蒙建立“通用解

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1997 年 IBM 深蓝战
胜国际象棋大师。
7.爆发式增长：2014 年至今

题器（General Problem Solver）”程序、约瑟夫
建立的聊天机器人 ELIZA，费根鲍姆研制的

2014 年后图模型、图优化、深度学习网
络等被重新提出，数学工具的进步为人工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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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新的实现途径，计算机的硬件水平也

统 OpenAI。

不断提高，2015 年图形处理器（GPU）广泛

2016 年，IBM 率先推动全球人工智能的

应用，显著提高了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效。2015

商业化浪潮与核心业务转型；特斯拉和福特

年，谷歌公布开源机器学习平台 TensorFlow，

等大型汽车厂商宣布了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

Facebook 打 造 其 专 属 机 器 学 习 平 台

的推出时间表；谷歌 DeepMind 的 AlphaGo 击

FBLearnerFlow，特斯拉创立开源人工智能系

败了世界冠军李世石、柯洁。

（二）人工智能人才发展历程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学科的兴起与蓬勃发

数学家图灵发表划时代的论文提出关于机器

展，致力于相关领域的人才先后涌现，其研究

智能的概念并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数学

发展主要历经以下阶段：

家维纳发表奠基性著作《控制论》，强调自动
控制系统必须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数学家
申农创立信息论，研究信息的性质，研究信息
获取、变换、传输、处理、利用和控制的一般
规律，为实现操作自动化奠定基础；数学家明
斯基提出了关于思维萌发路径的基本理论，

图 1-2

人工智能发展历程图

并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神经网络模拟器 Snare
学习机；神经学家弗兰克提出将类似于神经

1.萌芽阶段：1943 – 1956

元的部件组成运用于学习和模式识别的可能

这一阶段是人工智能理论与实践的萌芽

性；神经学家麦卡洛克通过神经元与计算元

期，其间为人工智能概念萌发与确立提供理

素之间的关系论证了逻辑网络系统用于计算

论依据和研究基础的包括数学、心理学、语言

的可能性；语言学家、哲学家乔姆斯基建立计

学、哲学、通信学、计算机和神经学等多学科

算语言学。

背景的科学家人才。如数学家莱布尼兹提出

2.黄金时代：1956 – 1973

数理逻辑的基本构想和二进制的运算法则；

这一阶段，
“人工智能”引起了社会的广

数学家巴贝奇提出差分机和分析机原理，并

泛关注，最初参与达特茅斯学院会议以及从

首次在机器上实现函数智能计算；数学家乔

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成为领域内的专家，1958

治·布尔创立逻辑代数，奠定现代智能理论的

年明斯基与麦卡锡也在麻省理工创建了世界

逻辑基础；数学家哥德尔提出的两条不完备

上第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1963 年明斯基发

性定律，探讨人工智能能否超越人类的问题；

明了首款眼罩头戴式图形显示器；1971 年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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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锡开发了出 LISP 语言，并成为人工智能领
域早期广泛流行的语言。
大量专家、学者致力于相关领域研究中，

这一阶段计算机网络普及度提高，硬件
技术发展迅速。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动主
义三大理论并行，相关领域人才在数量和研

对符号表示、逻辑推理、搜索技术、启发式编

究方向上进一步扩展，人工智能研究者尝试

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建立了一阶谓

从新的路径拓宽人工智能实现形式：在自然

词逻辑、产生式系统、语义网络、框架表示方

语言处理方面，学者们采用大语料统计方法

法等知识表征方式。这一阶段人工智能领域

实现机器翻译准确率的提高；在逻辑结构方

人才的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为专家系统。

面，研究者们把目光转向非单调逻辑、二阶逻

3.第一次陷入僵局：1974 – 1980

辑、模态逻辑、默认逻辑和辩证逻辑；新兴热

相关领域内学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过于

点领域方面，在数据库技术、数理统计和机器

乐观，而对其困难估计不足，解释和模拟人类

学习技术的影响下，人工智能研究者们逐渐

智能行为的难题悬而未决，专家系统应用领

开拓出数据库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等研究领

域狭窄，
“强人工智能”举步维艰，研究和开

域，通过从历史数据中获取有效信息以服务、

发陷入僵局，并未有突出的领域人才涌现。

支持决策；算法和推理方面，在生物遗传学等

4.试图破局：1980 – 1993

学科的影响等下，遗传算法和基于事例的推

为摆脱人工智能发展的困境，研究者们

理兴起；在技术系统方面，学者们对自主体的

试图通过延伸专家系统的应用实现突破。其

推理、组织和交互等技术进行了研究并在各

间，大量学者投入大型专家系统项目研发，但

领域中掀起应用高潮。

将其技术方法推广至纵深领域的做法并未取

6.第二个黄金时代：2001 年至今

得预期成效。

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进一步刺激了搜索

这段时期还有学者将目光投向人工神经

优化、数据挖掘、网络安全和分布计算等技术

元网络和行为人工智能。人工神经网络初步

的新需求，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

解决了信息的分布存储和信息处理的并行化

力与机遇。随着网络复杂性与交互性的提高，

以及机器学习的问题，但是在模型和算法的

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内容有了明

建立过程中遭遇困境。以 Brooks 为代表的行

显的变化。在技术方面，学者们聚焦于高效的

为人工智能研究试图解决智能体和环境的交

描述逻辑工具和机器学习技术，其中成为热

互问题，但是由于无法解决信号传递中的噪

点的领域包括决策树、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和

声问题，难以进一步深入。

基于贝叶斯的学习方法等；在应用方面，受实

5.加速发展：1993 – 2000 年

际需求的催化，学者们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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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方面：一是多模式、自适应、能够存储

足球机器人、教学机器人、智能交通系统、移

多种模式信息的智能人机交互系统，包括且

动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手机、多智能体系

不限于基于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生物

统等；二是智能信息服务，涉及的主要技术包

识别、语音识别、语义分析、语音交互、情绪

括数据挖掘、知识管理、语言翻译、机器学习、

识别和音频处理技术的智能医疗、智能投顾、

遗传算法、神经网络、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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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 AI 人才空间分布
一、全球AI人才总量空间分布

图 2-1

全球 AI 人才分布图

报告选取了 300 万国际专家数据

从国家层面看，AI 人才储备量排

作为分析样本，下文不再复述。通过信

名前 10 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英

息检索和数据清洗技术，最终锁定全

国、印度、德国、巴西、法国、意大利、

球 441143 名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并对

西班牙和加拿大。其中，美国优势明显，

其在各国分布情况进行了可视化呈现。 以 87399 人的储备量近 3 倍地领先于
从 AI 人才洲际分布格局看，相关

第二名的中国。
美国之所以能集聚全球 20%的 AI

领域科研人员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
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六个大洲，说明

人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达的科技

AI 风潮兴起后，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

产业和雄厚的科研实力。由于美国 AI

泛关注。但受经济环境、政策引导和科

产业蓬勃发展且较为成熟，其 AI 人才

研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各地区培

也主要分布于相关企业中。截至 2016

养和吸引的人才数量差距显著，如图

年，地处美国的 AI 企业近 3000 家，

2-1，全球大部分 AI 人才主要集中于北

其中还包括谷歌、微软、IBM、亚马逊、

美、西欧、北欧，其分布情况与 AI 产

苹果、facebook、英特尔等行业巨头，

业和科研机构基本一致。

为相关领域人才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

6

第二章 全球 AI 人才空间分布

会；此外，美国拥有包括麻省理工大学

的 AI 人才多集中于清华大学、北京大

和斯坦福大学在内的超过 20 家活跃并

学、中科院和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另

且有影响力的 AI 科研院所，吸纳并培

外受语言等因素的限制，绝大多数中

养了大量的科研人员和优质人才。

国 AI 人才在国际中并不活跃，如果把

样本显示，中国拥有在国际上活跃
的 AI 人才为 29054 名，仅次于美国，

这部分人才数量考虑在内的话，中国
的实际 AI 人才储备可能已超越美国。

这主要受 AI 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刺激和

排名第三的英国 AI 人才数量接近

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东风。近年来，在

中国，为 24376 位。英国是 AI 项目与

中国政府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下，百度、

产业布局的重镇，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相继在 AI 行业大力

等高等院校为推动英国 AI 产业繁荣起

投入，真格基金、IDG、红杉资本、创

着重要作用，这些院校在 AI 领域研究

新工场、明势资本等机构也对 AI 方向

起步早，学科基础雄厚，汇集了大量的

的公司提供了巨大的资本投入。截止

专业 AI 人才和研究项目，被亚马逊收

2016 年，中国 AI 方向企业有近千家，

购的 Evi 和被苹果收购的 VocalIQ 皆是

已经获得投资的公司约 50%，其中新

此类项目商业化的产物，其他如被谷

三板上市企业 67 家，A 股上市企业 16

歌收购的 DeepMind、和被微软收购的

家。但是，中国的 AI 公司大部分处于

SwiftKey 也与高校联系紧密，因此英

初创阶段，培养和吸纳人才的能力尚

国的 AI 人才在高校与企业间的流动性

弱，因此与美国的情况截然相反，中国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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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杰出 AI 人才空间分布

图 2-2

全球 AI 杰出人才分布图

报告将样本中科研人员 RG-Score

AI 人才数量排名却滑落至第九；中国

指数排序上四分位的人员定义为杰出

在 AI 人才总量上具备相当优势，是仅

人才，最终锁定国际杰出人工智能人

次于美国的第二大 AI 人才储备国，但

才 127972 名。报告对其进行了分布的

是在 AI 杰出人才数量上少于德国、英

可视化呈现。如图 2-2 所示，全球 AI

国，仅排第四位。可能的原因是作为发

杰出人才的分布特点与 AI 人才总量分

展中国家，中、印、巴三国 AI 起步略

布基本一致，集中于北美、西欧、北欧。

晚于主要发达国家，缺少类似谷歌、微

与整体分布略有不同的是，东南亚、西

软的行业巨头，另外发展中国家在计

亚和北非地区在 AI 杰出数量上略高于

算机、物理、数学等理工科基础学科上

其他地区。

的底蕴并不深厚，而这些学科却恰是

从国家层面看，杰出 AI 人才总量

AI 领域的核心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

排名前 10 的国家与 AI 人才总量排名

在杰出 AI 人才的培养方面基础更为薄

前十的国家一致，但是具体排名上略

弱。与之相反，德国、法国、西班牙和

有浮动。中国、印度和巴西三个发展中

意大利四个发达国家行业和学科基础

国家的排名皆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

良好，排名则不同程度靠前。其中德国

印度 AI 人才总量位列第四，但其杰出

从 AI 人才总量排列第五的位置一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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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第二名，总体排名非常靠前，其主

室、微软研究院、IBM 研究院、斯坦福

要原因是德国拥有柏林工业大学、波

大学、纽约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底蕴

恩大学等享誉国际的 AI 研究院，其中

深厚、成就斐然的盈利、非盈利科研机

德国 AI 研究中心（DFKI）是世界最大

构，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学科基础。

的非盈利 AI 研究机构。而美国依旧以

由此可以看出，AI 人才总量与相关企

绝对优势占据榜首，其主要原因是美

业数量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杰出人才

国在 AI 领域起步早，在综合排名前

则主要沿着行业巨头和研究机构的分

100 的全球 AI 公司中，美国占据 56 家，

布集聚。

并拥有谷歌研究院、FacebookAI 实验

9

第二章 全球 AI 人才空间分布

第三章 全球 AI 人才的热词研究分布
一、全球 AI 人才热词研究分布

图 3-1

全球 AI 热词研究人才分布

全球 AI 人才在各领域内的人数分

数据等技术的催化和资本投资的刺激

布如图 3-1 所示，整体上看，研究各热

下而备受关注，而这些学科、领域之间

词的专家人数差距较大，其中占据突

又存在相互推动与促进的内部联系。

出优势的是电子工程、AI、算法等涉及

人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

AI 基础技术研究的领域，而神经网络

的重要算法，二者的应用与完善推动

和 AI、认知科学与机器思维等领域的

了机器学习的成熟与进步；而机器学

人才较少。排名前 20 的热点词中涉及

习的兴起又极大改善了机器识别和应

AI 分支领域的包括机器学习、数据挖

对环境变化的能力，提升模式识别、图

掘、模式识别、图片处理、人工神经网

片处理、人机交互、信号、视频和图像

络、人机交互、信号、视频和图像处理、

处理、计算机视觉等应用的性能。从这

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深度学习、

些热词研究可以看出，当今国际 AI 人

计算智能。这些领域可能在云计算、大

才的研究热点是数据驱动模式下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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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计算、深度学习、机器感知和人机

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人

交互，这些领域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

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产业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技术应用学科

信号、视频和图像处理（Signal, Image

或领域。

and Video Processing）、数学、自然科

国际 AI 技术的热词研究主要涵盖

学、工程学和医 学中的计算

硬件支持和算法实现、AI 技术处理、

（ Computing in Mathematics, Natural

实际应用三个领域，具体包括电子工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计

程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AI

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计算机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算 法

图形（Computer Graphics）、深度学习

（Algorithms）、软件工程（Computer

（Advanced Machine Learning）、计算

Engineering ）、 机 器 学 习 （ Machine

智能（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神

Learning）、数据挖掘（Data Mining）、

经 网 络 和 AI （ Neural Networks and

计算机工程（Computer Engine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认知科学与机

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
、图片

器思维（Cognitive Science and Artificial

处理（Image Processing）、编程语言

Thinking）20 个高频研究方向。

（Programming Languages）、人工神经

11

第三章 全球 AI 人才的热词研究分布

二、全球 AI 杰出人才的热词研究分析

图 3-2

全球 AI 热词研究人才分布图

AI 主要有三个分支：认知 AI、机

思维、电子工程、神经网络和 AI 共 20

器学习 AI 和深度学习 AI。全球 AI 技

个高频研究方向。认知计算是目前最

术的热词研究主要涵盖硬件支持和算

受欢迎的一个 AI 分支，而在这个分支

法实现、智能模拟4、实际应用三个领

中，相关人才所聚焦的领域在于实际

域。如图 3-2 所示，本报告筛选出的热

应用。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词研究具体包含人工神经网络、数据
挖掘、机器学习、计算智能、模式识别、

Networks）：神经网络是一种运算模型，

软件工程、高级机器学习、信号、图像

由大量的节点（或称神经元）之间相互

和视频处理、人机交互、数学、自然科

联接构成，每个节点代表一种特定的

学、工程学和医学计算、医学工程、图

输出函数，它是从信息处理角度对人

像处理、编辑语言、计算机视觉、计算

脑神经元网络进行的抽象，通过建立

机图形、计算机工程、认知科学和人工

某种简单模型，按不同的连接方式组

4 智能模拟是指机器在视、听、触、感觉及思维方式方面的模拟。具体包含指纹识别，人脸识别，视网膜
识别，虹膜识别，掌纹识别，专家系统，智能搜索，定理证明，逻辑推理，博弈，信息感应与辨证处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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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不同网络。人工神经网络被应用

8256 名杰出专家正在进行该领域的相

于 AI 人工感知领域，通过数学统计学

关研究，这一人数占到了所有杰出 AI

的方法，神经网络能够使机器人或者

人才中的 6%，可见机器学习是全球杰

其他合适客体具备类似于人的决定能

出人才的关注焦点之一。

力和简单的判断能力。目前，全球有

综合目前国际的热词研究来看，

5305 名杰出人才常年在该领域活跃，

全球 AI 领域的杰出人才关注的研究领

值得注意的是，神经网络理论在模式

域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聚焦基础工作。

识别、自动控制和信号处理等众多领

实现算法上的突破是整个 AI 领域的基

域都取得了广泛成功。

础工作，往往在算法上的一点突破就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它
是一门多领域交叉学科，涉及逼近论、

能带来特别的视野，开拓全新的领域。
因此全球大部分的顶尖学者均聚焦在

凸分析和算法复杂度理论等多门学科。 优化算法方面上。第二，同生物学联系
机器学习的宗旨是让机器学会人类识

紧密。由于 AI 是一门研究、开发用于

别事物的方法，因此这个领域专门研

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

究计算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

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

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重新组

科学。因此 AI 在研究人的思考方式和

织已有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

行为模式方面研究精力投入较多，同

的性能。可以说，机器学习是 AI 的核

生物学联系紧密，神经网络、和遗传算

心，是使计算机具有智能的根本途径。

法等核心算法与模型均是受生物学启

但是使用机器学习的机器智能目前只

发而来。第三，现实应用性较强。目前

能掌握逻辑推理中的归纳、综合方式，

与高频研究领域相关的机器学习、计

但是却无法进行演绎。机器学习应用

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和大数据等

广泛，例如：自然语言处理、生物特征

领域都取得较高水平的商业化应用，

识别、DNA 序列测序、语音与手写识

可见 AI 领域研究方向同各产业的发展

别以及机器人运用等。目前，全球有

状况联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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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主要国家 AI 杰出人才的热词研究分布
（一）美国 AI 热词研究杰出人才分

图 3-3

美国 AI 热词研究人才分布图

美国杰出 AI 人才所涉及的热点研究领域

别和图片处理，可见美国 AI 杰出人才的前沿

广泛，但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如图 3-3 所示。

研究聚焦于智能模拟和实际应用上，这些领

根据前文划分，20 个热词涵盖硬件支持和算

域的商业化程度较高，发展程度较好，是 AI

法实现、智能模拟和实际应用 3 个研究范围，

在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美国在

美国在以上领域均有相关人员分布，人才集

这些领域的杰出人才储备充足，有助于保障

中程度最高的前 5 个 AI 细分领域研究方向依

其战略优势。

次为机器学习、数据挖掘、人机交互、模式识
（二）德国 AI 杰出人才的热词研究分布
德国高居全球杰出 AI 人才储备量第 2 名， 方向依次为电子工程、算法、软件工程、以及
拥有 7864 名杰出 AI 人才，其人数仅次于美

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学和药学中的计算和

国，其高质量人力资源方面上的优势尽显。

机器学习。同其他国家类似，在 AI 的前沿研

德国工业制造由于做工精细和品质优良

究中德国聚焦在了硬件支持和算法实现上，

的特征而为世界称赞，常年产出优秀工业人

这一领域是 AI 的基础。另一方面，德国在计

才，分析发现，德国杰出 AI 人才在以上方向

算智能、认知科学和人工思维、神经网络和 AI

中均有分布，而且在这些方向上的人力投入

共 3 个方向上拥有的杰出人才最少，这可能

相对均衡。杰出 AI 人才最为集中的 5 个研究

是这些领域兴起时间较晚但是技术门槛较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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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缘故。

图 3-4

德国 AI 热词研究人才分布图

（三）印度 AI 杰出人才的热词研究分布

图 3-5

印度 AI 热词研究人才分布图

印度的杰出 AI 人才储备量为 4039 名，

出人才的前沿研究聚焦于硬件支持和算法实

位列全球第 9，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但侧

现上，这一领域属于 AI 的发展基础。印度软

重程度各有不同。印度人才集中程度最高的

件制造行业一直为世界称赞，IT 人才充足多

前 5 个研究方向依次为电子工程、算法、模式

元，印度同时也是拥有世界上获得质量认证

识别、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可见印度 AI 杰

软件企业最多的国家，良好的软件开发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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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坚实的人力物力资源让印度在电子工程和

编程算法方向上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优势。

（四）中国 AI 热词研究杰出人才分布

图 3-6

中国 AI 热词研究人才分布图

活跃于全球的中国 AI 杰出人才所分布前

网络和 AI、人机交互领域的杰出人才较为缺

五名的热词研究为电子工程、算法、数据挖掘、 乏，特别是认知科学与机器思维领域的杰出
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这与全球 AI 杰出人才

人才数量较少。目前中国 AI 交叉领域的相关

在热词研究的分布情况相似，在基础的算法

人才较为缺乏，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是机器

实现、硬件支持和实际应用等方面内容都有

学习、深度学习领域突破发展的关键，反映了

涉及，人才的领域分布较为全面且相对集中

中国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前沿领域仍有

于基础技术的研究，其中在电子工程和算法

待发展。以人机交互为主的热词研究是未来

领域的杰出人才数量较多，在全球具有较好

AI 在实际应用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目前该

的领先优势。

领域杰出人才相对不足，可能与中国 AI 发展

中国分布于认知科学与机器思维、神经

的阶段性特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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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美、印、德四国 AI 热词研究人才比较

China

USA

India

Germany

MACHINE LEARNING
IMAGE PROCESSING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DATA MINING
COGNITIVE SCIENCE AND ARTIFICIAL
THINK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图 3-7

中、美、印、德四国 AI 热词研究人才比较

如图 3-7，美国作为全球 AI 产业最发达

国。推动印度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其他

的地区，七个热词研究的人才数量都高于中

国家的商业化技术需求和企业入驻，由于以

国和印度，尤其是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和人机

前很少得到政府资助，导致云基础设施薄弱，

交互等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前沿技术。中国 AI

产业发展缓慢。因此，印度在各热词研究的研

领域繁荣的重要因素是商业化应用。语音、视

究人员都少于中国，但是从事人工神经网络

觉和芯片领域比较受国内风投机构的欢迎，

领域的 AI 人才数量大于中国。德国在各热词

是目前大多数 AI 公司的主要方向，因此吸引

研究点的人才储备相对均衡，总体来说上述

众多 AI 人才投入研究，但是总数量仍少于美

关键词的人才保有数量与中国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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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球主要国家 AI 人才跨境流动分析
一、全球 AI 人才流动
（一）全球 15 个主要国家 AI 人才流动情况一览
表 4-1. 全球 15 个主要国家 AI 人才流动情况一览
11-13 年 AI 人才流动

14-16 年 AI 人才流动

11-13 年 AI 杰出人才

14-16 年 AI 杰出人才

情况

情况

流动情况

流动情况

国家
流出

流入

净流入

流出

流入

净流入

流出

流入

净流入

流出

流入

净流入

美国

2771

3141

370

3253

4055

802

1231

1164

-67

1302

1445

143

德国

1933

1785

-148

2150

2099

-51

803

714

-89

852

758

-94

英国

2033

1750

-283

2168

2192

24

931

684

-247

895

786

-109

法国

1394

1374

-20

1593

1509

-84

538

573

35

559

549

-10

意大利

1143

830

-313

1380

861

-519

425

361

-64

489

328

-161

西班牙

928

899

-29

1189

893

-296

299

404

105

357

374

17

印度

503

238

-265

684

298

-386

170

99

-71

233

118

-115

加拿大

922

956

34

1007

1048

41

404

388

-16

421

397

-24

巴西

316

365

49

468

451

-17

116

143

27

160

171

11

澳大利亚

548

767

219

653

871

218

279

355

76

296

361

65

中国

605

478

-127

744

670

-74

206

230

24

236

304

68

荷兰

637

637

0

736

704

-32

277

275

-2

308

251

-57

日本

487

361

-126

545

416

-129

196

163

-33

199

171

-28

瑞士

598

790

192

700

870

170

263

293

30

274

310

36

瑞典

392

505

113

465

566

101

175

213

38

178

20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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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 AI 人才流动总量分析
国际人才流动包括人才的流入、流出，该

1750 人；而亚洲国家中，只有中国和日本跻

项指标一般反映了各国人才交流的活跃度和

身前列，但该时间内的流入两国的人才数量

人才的储备、输送及互动的情况。

均不足千人，它们的流入人才数量分别为 478
人和 361 人，明显低于欧美国家流入量。可
见，从全球来看，亚洲和欧美国家相比在 AI
人才吸引力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从人才流出
情形来看，AI 人才流出量最大的国家依然为
美国，随后是英国和德国；中国、印度和日本
是亚洲地区 AI 人才贡献量最大的三个国家。

图 4-1

全球主要国家 2011-2013 年 AI 人才流动图

从总体上看，人才流动最为活跃的前十
个国家全为欧美国家。入选的其余 20 个国家
中，中国、日本和印度等 8 个亚洲国家表现突
出，如图 4-1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国家
无一入选，在 AI 领域与其它区域存在一定差

图 4-2

全球主要国家 2014-2016 年 AI 人才流动图

距。
总体上看，同 2011-2013 年的全球 AI 人

报告分别对两者中各国人才的流入和流
出两种情形的流动总量排序，随后选取前 15
个国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从流入情形来看，
AI 人才流入最多的国家集中于欧洲和亚洲，
其中最受欢迎的国家为美国，2011 年至 2013
年间共计流入美国的 AI 人才 3141 名，排名
二、三的德国和英国人次相近，分别为 1785、

才流动情况相比，2014-2016 年间排名前 30 的
国家基本未变。从流入情形来看，全球 AI 人
才流入集中于欧洲，以英国、西班牙、比利时
等国为主，美国依然是人才流入最多的国家，
2014 年至 2016 年间共流入人才共 4055 名，
较前三年增长 900 名，而德国、英国和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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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相近，分别为 166 人、159 人、和 155 人；

未来对全球 AI 人才的吸引力将进一步提升。

亚洲国家中，中国和日本依然位列于前列。这

人才流出上，人才流出量最大的国家为美国，

一阶段，中国在人才流入增幅上已经超越了

随后为英德两国；中国、印度和日本依然是亚

英德法三国，人才流入净增 192 名和 100 名，

洲地区 AI 人才输出最多的国家。

（三）全球 AI 人才净流动量分布
1. 全球 AI 人才净流动量分布
人才的净流入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

印度、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大多拥有体量

家、地区对人才的吸引能力，由流入与流出之

较大的人才储备，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出情形

差构成，下文亦同。

可能源于国内 AI 人才的饱和、吸纳力不足或
者自身具备较强的 AI 人才培养、输出能力。
从地区流动状况来看，欧洲、中东区域内
部既有人才流入频繁又存在流出较大的国家
或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一区域内
AI 人才的流动情况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图 4-3

全球 2011-2013 各国 AI 人才净流动图

2011 至 2013 年，全球各地 AI 人才的净
流入与净流出量较为均衡，全球 AI 人才的流
动从数量和方向上存在着较显著的国家间差
异，全球 AI 人才净流入最多的国家与人才净
流出最为严重的国家在净流动量上相差 750

图 4-4

人次。

全球 2014-2016 各国 AI 人才净流动图

2014 至 2016 年，各国家或地区 AI 人才

从全球 AI 人才净流动分布的整体格局来

以流出为主，人才流入目的地呈现日臻集中

看，AI 人才流入集中于北美、北欧和澳洲，

化的特征。同时，各国在 AI 人才吸引力上存

其中美国、沙特阿拉伯、瑞典、瑞士、澳大利

在较大差异，流入人才最多的国家与流出人

亚及新西兰等国家聚集程度较高。全球 AI 人

才最频的国家在人才净流动量上相差 1340 人

才的净流出集中在东亚、南亚和西欧等地区，

次。

其中以印度、意大利、英国、德国、中国、日
本、伊朗等国家的 AI 人才流出为甚。中国、

从这一阶段全球 AI 人才净流动分布的整
体格局来看，AI 人才流入仍集中于北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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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和澳洲地区，吸纳 AI 人才数量最多的国家

量差异不大。

为美国，除此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AI 人

从 AI 人才地区净流动的变化趋势来看，

才净流入量差异较小，人才流入来源广泛。一

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地区国家仍受到各国 AI 人

方面，这凸显了美国在吸引全球 AI 人才方面

才的青睐；东亚、南亚及非洲地区的总体情况

的较强优势；另一方面，这反映了其他 AI 人

基本未变，仍以人才流出为主；澳洲和北欧地

才主要净流入国间人才竞争力差距的逐步缩

区的 AI 人才总体流入量减少，但依旧保有一

小。全球 AI 人才净流出国家或地区集中分布

定的 AI 人才吸引力；西欧地区对 AI 人才的

在亚洲、南欧和南美等地区，人才净流出最多

吸引力有所下降，其中，法国、西班牙等国已

的国家包括印度、意大利、西班牙、伊朗和中

从 AI 人才流入国变为流出国；大部分东南亚

国等。除此之外，各人才流出国之间的净流出

和南美地区渐由 AI 人才流入转为流出。

2. 全球 AI 杰出人才净流动量分布
基于现有数据库中全球 AI 领域人才流动

南亚地区，其中英国、德国、印度、美国、意

的数据信息，本报告以全球 AI 杰出人才流入

大利等国家聚集程度较高；全球 AI 杰出人才

与人才流出量绝对值的差额表示人才净流动

的流出集中在西欧、东亚、西亚和澳洲等地区，

值，并对其 2011-2013 年和 2014-2016 年两个

其中以西班牙、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瑞典

时间段在各国分布情况作了可视化呈现，如

和法国等国家为甚。全球 AI 杰出人才净流动

下图所示。

数量绝对值较大的国家在人才流动与流出的
频次上均高于平均，说明国家间规模性的杰
出人才净流动量很可能源于其活跃的 AI 产业
和科研活动，这些频繁的互动增强了人才的
吸纳和输送能力。

图 4-5

全球 2011-2013 各国 AI 杰出人才净流动图

2011 至 2013 年，全球各地 AI 杰出人才
的净流动情况存在显著地区差异，从全球 AI
杰出人才净流动分布的整体格局来看，AI 杰
出人才流入集中于西欧、北欧、北美、西亚和

图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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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至 2016 年，AI 杰出人才流入地多

下滑，其中，美国由原本排名第四的杰出人才

集中于西欧、北欧、西亚和南亚地区，最集中

净流入国，变为最大的杰出人才净流出国，一

于意大利、印度、英国、德国、伊朗、荷兰、

定程度上说明尽管美国总体 AI 人才的净流量

马来西亚等国家；全球 AI 杰出人才的净流出

仍为正，但是其对人才的吸引力却显著下降。

集中在西欧、东亚、西亚、北美和澳洲等地区，

同时，杰出 AI 人才总量排名处于 6-10 名的

其中以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

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巴西、印度和加拿大）

国家为甚。与 2011-2013 年相比，杰出 AI 人

在人才净流如数量皆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

才总量排名前 5 的国家（美国、德国、英国、

可能反映了上述国家对 AI 杰出人才引入方面

中国、法国）的人才净流入人数皆有不同程度

的积极态度。

（四）小结
首先，报告将 AI 人才全球流动活跃的前

果，这些机构不仅构成了 AI 生态系统中不可

30 个国家同 IMF 公布的 2016 年世界各国

缺少的一环，而且更成为了吸纳、培养和储备

GDP 排行榜进行了对比，发现 AI 领域人才流

相关科研人才的最佳场所；

动上表现突出的国家在 GDP 排行榜上同样优

最后，与 AI 相关的商业机构的地域布局

势明显。高经济发展水平往往意味着较高的

和发展趋势也可能影响着 AI 人才的流动方向。

基础设施水平、较好的社会保障服务和较多

在综合排名前 100 的全球 AI 公司中，美国占

的工作发展机会，这些往往成为了各领域人

据 56 家，包含谷歌、Facebook、亚马逊、微

才竞相追逐的条件要素。报告认为，AI 领域

软和 IBM 等世界级科技巨头，它们各自拥有

的发展状况可能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联系；

的 AI 实验室成为了驱动该领域发展的最强引

其次，报告认为 AI 领域的科研实力可能

擎，它们之间成熟的商业关系和外界良好的

也是影响人才流动情况的重要因素之一。以

工作环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才前来学习和

美国为例，它在 AI 领域成果斐然，斯坦福大

工作。不仅如此，商业公司也正在深入学术领

学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造神经网络系

域，以世界最大的非盈利 AI 研究机构—德国

统，同时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和普林

AI 研究中心（DFKI）为例，它的股东包括谷

斯顿 AI 实验室分别在机器苍蝇和机器学习领

歌、英特尔、微软等行业巨头。商业机构已成

域有所进展。除此之外，美国也拥有众多相关

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正改变着 AI 生态系

科研院所，超过 20 家的 AI 科研院所活跃在

统的内部结构，这将对世界 AI 人才的未来选

学术界，并且不断产出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

择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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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影响全球 AI 人才流动情况的要
素具有多元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其中经济发

展水平、学术科研实力和商业机构发展可能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相关人才的流向选择。

二、G20 国家 AI 人才的流动
为考察世界主要国家间的 AI 人才流动情

口数量相对较少的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

况，报告选取除欧盟以外的 19 个 G20 国家作

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和墨西

为样本，分析了 2011-2013 年和 2014-2016 年

哥等 AI 人才储备量较大的国家活跃程度次之，

两个时间段内，AI 人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之

但它们的人才多流向核心六国，相互之间却

间的流动情况，并绘制其迁移路线，如图 4-7、

缺乏互动交流。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根廷、

图 4-8 所示。

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的 AI 人才流动性较差，除
了与核心六国发生少量人才流动外，与其他
国家的交流不足。从人员流动方向上看，19 个
国家的 AI 人员流动路径多为双向，但是受相
关产业发展和人才政策的影响，英国、意大利、
印度、中国、日本是主要的人才输出国，而美
国、澳大利亚则是主要的人才流入国。

图 4-7 2011-2013 G20 国家 AI 人才流动图

从发展趋势来看，2014 年以后，AI 领域
的人才往来更为密切，但是不同国家的人才
流动性有不同方向的变动。核心六国中，只有
德国人才的活跃程度上升，其他五国皆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第二梯队中的中国、印度、巴
西、澳大利亚四国的 AI 人才流动水平显著上

图 4-8 2014-2016 G20 国家 AI 人才的流动

从整体流动情况看，国家间的人才流动
频繁。全球 AI 人才交流网络以美国、德国、
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六国为核心，其

升，而日本、韩国维持不变，土耳其和墨西哥
则略有下降。可能是中印巴等发展中国家相
继在 AI 领域崛起，使得原本产业发达的美英
法等国相对优势减少。

人员流动的活跃程度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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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 AI 人才流动情况分析
“AI”这个概念本身兴起于美国，早在

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等学府

1958 年，麻省理工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 AI

在 AI 领域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在

实验室，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哈

吸引各国人才的同时也为世界输送大量 AI 人

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康

才。

（一）美国 AI 人才的流出
入美国 AI 人才的 55%。这两个时间段内，美
国 AI 人才主要流入国和流出国基本一致，仅
排名略有变动，表明 AI 人才在美国与其他国
家之间的流动具有双向性。
从流入国的角度看，两个时间段内，从美
图 4-9

2011-2013 美国 AI 人才流出

国输入 AI 人才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都是德国、
英国和加拿大，2014 年之后，德国确定了工
业 4.0、智能服务、智能数据项目、云计算、
数据联网、数字科学、数据建设、数字化生活
环境作为未来首要发展领域。随着美国与欧
洲各国学术和商业交流逾加频繁，其流入德
国和英国的 AI 人才数量分别增长了 43%和

图 4-10

2014-2016 美国 AI 人才流出

从数据上看，美国的 AI 人才主要流向欧
洲发达国家和中、印、巴等信息产业兴盛的发
展中国家。2011-2013 年美国 AI 人才流入排
名前 10 个国家分别是加拿大、德国、英国、

27%，而流入加拿大的人才数量仅增长 6%，
排名略有下滑。2014 年后，中国 AI 行业飞速
发展，领域内企业高薪抢夺高质量人才，吸引
大量美国 AI 人才流入，使其排名由 2011-2013
年的第六名上升为 2014-2016 年的第四名。

意大利、法国、中国、澳大利亚、韩国、西班
牙和土耳其，累积占美国流出 AI 人才总量的
53%；2014-2016 年排名前 10 个国家分别是
德国、英国、加拿大、中国、法国、意大利、
澳大利亚、韩国、西班牙和巴西，累积占据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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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 AI 杰出人才的流出

家分别是英国、德国、加拿大、中国、法国、
韩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西班牙和日本。这
两个时间段内，美国 AI 杰出人才主要流入国
和流出国基本一致，呈双向流动。
从流入国的角度看，两个时间段内，从流
入美国排名前三的都是德国、英国和加拿大，
其具体排名略有变化。2011-2013 期间，美国

图 4-11 2011-2013 美国 AI 杰出人才流出

AI 杰出人才流入最多的国家是加拿大，其次
是德国和英国，而在 2014 年之后，德国、英
国与美国在科研和商业上的合作越发频繁，
由美国流向英国和德国的杰出 AI 人才数量分
别上升了 26%和 22%，而流向加拿大的杰出
AI 人才则减少了 3%，使得英国、德国成为美

图 4-12 2014-2016 美国 AI 杰出人才流出

国杰出 AI 人才流入与流出的前两名。此外，
对比两个时间段可以发现，美国 AI 人才输出

从数据上看，美国的杰出 AI 人才主要流
向加拿大和欧洲发达国家及信息产业兴盛的
东亚国家。2011-2013 年美国 AI 杰出人才流
入排名前 10 个国家分别是加拿大、德国、英
国、意大利、法国、中国、澳大利亚、韩国、

总量中，杰出人才所占比例由 44%下滑至 40%，
同时流向前 10 个主要接收国的杰出 AI 人才
占人才总量的比例由 56%上升至 58%，说明
杰出 AI 人才输出增速慢于整体增速，且流向
越来越集中。

西班牙和日本；2014-2016 年排名前 10 个国
（三）美国 AI 人才的流入

图 4-13

2011-2013 美国 AI 人才流入

图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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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迁移至美国的人才主要来

达，拥有较大的人才基数，其 AI 人才储备和

自 AI 人才基数大、杰出人才多、科研先进、

杰出人才总量均为世界第三，此外英国 AI 企

产业活跃、与美国政治、科研、商业交往频繁

业与美国行业巨头的资本联系较为紧密，

的国家。2011-2013 年排名前 10 个国家分别

2014 年后国内 企业 Evi （2014）、VocalIQ

是德国、英国、加拿大、中国、法国、意大利、

（2015）、DeepMind（2014）、SwiftKey（2016）

西班牙、韩国、印度和日本，累积占据流入美

分别被美国行业巨头亚马逊、苹果、谷歌、微

国 AI 人才的 60%。2014-2016 年排名前 10 个

软收购，两国商业交往更加频繁，2014 年后

国家分别是德国、英国、加拿大、中国、法国、

英国流向美国的 AI 人才数量上升 32%。两个

意大利、印度、韩国、西班牙和瑞士，累积占

时间段内，从加拿大流入美国的 AI 人才数量

据流入美国 AI 人才的 63%。

均排名第三，其重要的原因是加拿大拥有多

从输出国的角度看，两个时间段从德国

伦多大学、蒙特利尔大学、舍布鲁克大学、圭

流入美国的人才数量都是最高的，其可能的

尔夫大学等知名 AI 研究机构，培育大量的相

原因是德国境内有大量的优质 AI 研究院，AI

关人才，从时间上看，2014 年以后从加拿大

杰出人才仅次于美国，并且德国的科研院所

流向美国的 AI 人才数量增长 23%。从时间上

与美国的合作紧密，2014 年后，德美在 AI 领

看，排名发生变化的国家主要有印度、西班牙、

域往来更为密切（如谷歌对德国 AI 研究中心

瑞士和日本。2014 年以后，尽管西班牙和日

进行了投资），流入美国的 AI 人才有所上升。

本流向美国的 AI 人才数量增加，但是排名却

两个时间段内英国是流入美国 AI 人才总量第

有所回落，印度和瑞士则在排名次序上提前。

二的国家，其可能的原因是英国相关产业发

（四）美国 AI 杰出人才流入

图 4-16

图 4-15 2011-2013 美国 AI 杰出人才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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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迁移至美国的杰出人才主

加拿大、中国、意大利、法国、韩国既是流入

要来自 AI 杰出人才基数大、科研先进、产业

美国 AI 人才总量最多的国家，又是流入美国

活跃、与美国政治、科研、商业交往频繁的国

AI 杰出人才最多的国家，其杰出人才流向美

家，2011-2013 年排名前 10 个国家分别是德

国的数量占人才流入总量的比例在 30%-45%

国、英国、加拿大、中国、意大利、法国、韩

之间，远高于各自国内的杰出人才比例，反映

国、荷兰、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累积占据流入

全球 AI 杰出人才向美国聚集的趋势以及美国

美国 AI 人才的 61%。2014-2016 年排名前 10

强势吸纳全球高质量人才资源的能力。2014

个国家分别是德国、英国、加拿大、中国、意

年以后，世界各国流向美国的 AI 杰出人才数

大利、法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西班牙，

量上升，其中印度、德国、法国流向美国的 AI

累积占据流入美国 AI 人才的 61%。

人才中，杰出人才占比上升，英国、韩国、意

美国 AI 杰出人才的输入国基本也是其杰
出人才的输入国，两个阶段内，德国、英国、

大利、意大利占比下降，中国、加拿大占比变
化不大。

四、德国 AI 人才流动情况分析
欧洲国家中，德国在 AI 领域的表现也备

成果。2015 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德国

受关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非盈利 AI 研究

工业 4.0”，第一次将互联网技术和传统行业

机构——AI 研究中心（DFKI）坐落于德国，

相结合。从 SAP 的大数据，到 KUKA 的 AI，

其股东包括 Google、宝马、SAP 和 Airbus 等

再到宝马的工业物联网，德国正在借助着在

在内的全球前十杰出科技企业。近 30 年来，

AI 领域的革命改变世界。

它在 AI 的主要产业方向上形成了大量的产业
（一）德国 AI 人才的流出
报告对德国 AI 人才的流出情况进行了分

和荷兰，其中 3 个国家和德国接壤并且具有

析，发现流向美国的人才数量最多，而其余人

文化传统上的共通性，这可能成为上述国家

才流向国家主要集中于欧洲地区。美国强大

和德国人才交流密切的主要原因。2011-2013

的人才吸引力可能得益于境内丰富的科研资

年间，澳大利亚取代荷兰进入流入量前五，该

源、集中的世界级相关领域企业，自德国提出

国曾与德国于 2011 年在太阳能领域达成合作，

“德国工业 4.0”之后，德美在 AI 领域往来

同时 2015 年又同德国签订了税务合作协定，

更为密切。2011 年至 2014 年间，除美国外，

相关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是德国留学生第二

流向量排行前五的国家还有英国、瑞士、法国

大留学国家。虽然澳大利亚与德国空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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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但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方面一直

时间段内德国的杰出人才流出情况进行了描

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国家层面的良好交流保

述性分析。数据显示，2011-2013 年间，吸纳

证了在 AI 领域合作的畅通有效。

德国 AI 杰出人才最多的国家为美国，累积吸

（二）德国 AI 杰出人才的流出

引 人 数 占 德 国 AI 杰 出 人 才 流 出 总 数 的
14.07%。美国众多前沿的 AI 研究院和著名的
科技公司等相对优越的条件可能得到了德国
杰出 AI 人才的青睐。除此之外，最吸引德国
杰出人才群体的国家还有英国、瑞士、法国和
荷兰，地缘优势仍是吸引杰出人才的重要影

图 4-17

2011-2013 德国 AI 杰出人才流出

响因素，流向该四国累积人才数占据德国 AI
杰出人才流出总量的比例高达 31.13%。在亚
洲国家中，流向中国的杰出 AI 人才仅为 21
人，亚洲国家对杰出人才的吸引力远不及欧
洲。2014 年至 2016 年间，德国 AI 杰出人才
流入最多的依然是美国且流入量增幅明显，
较 2011-2013 年比例提高了接近 1 个百分点。

图 4-18

2014-2016 德国 AI 杰出人才流出

德国虽然储备了体量较大的 AI 人才，但

从发展趋势来看，德国杰出人才最可能流向
的国家还有英国、瑞士、法国和荷兰，它们均

其也面临着人才流出的问题，截止 2016 年，

为西欧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向亚洲国家

德国共吸纳了 2099 名 AI 领域的相关人才，

输出的杰出人才数量较之前三年普遍有所上

但是却有仍有 2150 名 AI 人才流向境外。

升，一方面反映了德国和亚洲国家人才交流

报告具体对 2011-2013 和 2014-2016 两个

的深入，同时也反映了亚洲国家 AI 领域的人
才吸引力不断增强。

（三）德国 AI 人才的流入
流入德国的国家总体具有来源国多、人

占据流入德国 AI 人才的 43.47%。进一步分析

才数大、地缘性强等特征。2011-2013 年间，

可以发现，5 个国家均属于欧美文化圈，其中

德国的 AI 人才来自 82 个不同国家，其中前

3 个国家属于欧洲，而瑞士甚至同德国接壤。

5 个输送人才最多的国家分别为美国、英国、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虽然亚洲的中国、印度和

意大利、瑞士和澳大利亚，其人才输入量累积

日本在 AI 领域人才储备量大，但是 3 国流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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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人才数量却均未过 60 人，累计总流入

法国，同前三年的入选国家相比有所变动，而

人数仅占德国总 AI 流入总人数的 7%。随后，

地缘关系体现更强——5 个国家均处于欧洲

报告又进一步对 2014-2016 年间德国 AI 人才

地区，甚至有 2 个国家同德国接壤，它们累积

的流入情况进行了分析，前 5 个输送人才最

占据流入德国总 AI 人才的 43.83%，这一比例

多的国家分别为美国、英国、意大利、瑞士和

较前三年更高。

（四）德国杰出人才的流入

量最多的前 5 个国家依次为美国、英国、意大
利、瑞士和法国，上述国家累积流入人数占据
流入德国 AI 杰出人才总人数的 42.67%，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德国 AI 领域高层次人才交流的
倾向—以欧美国家为主，地缘性较强。2014图 4-19

2011-2013 德国 AI 杰出人才流入

2016 年间，德国 AI 杰出人才的流入数据显
示，美国依然是其人力资源贡献最大的国家，
其后为英国、瑞士、意大利和荷兰，五国累积
输入人才数占据流入德国 AI 杰出人才总量的
46.97%，相较前三年这一比例提高了逾 4 个
百分点，表明德国 AI 杰出人才的输入国家、
地区更为集中。欧美国家向德国输入的杰出

图 4-20 2014-2016 德国 AI 杰出人才流入

人才量趋于稳定，而以印度、中国和伊朗为代

2011-2013 年间，共有来自 65 个不同国

表的大部分亚洲国家在对德国杰出 AI 人才输

家的 AI 杰出人才流向德国，其中流入人才数

送上有小幅增加，说明了德国同亚洲国家杰
出人才的交流增强。

五、印度 AI 人才流动情况分析
印度拥有为外界称道的软件制造业，而

足在电子商务，12%在医疗保健领域，11%在

IT 行业同 AI 联系紧密，因此印度在该领域具

教育领域，10%在金融服务，而其余的公司则

有一定优势。根据风投公司 Kalaari Capital 的

关注零售、物流等行业。AI 企业的蓬勃发展

2017 年报告，在 AI 为主的印度初创公司中，

不仅改变着印度的现状，同时也吸引着世界

23%致力于为不同行业提供解决方案，15%立

各国的 AI 人才前来工作学习。

29

第四章 全球主要国家 AI 人才跨境流动分析

（一）印度 AI 人才的流出
据 LinkedIn 公司 2014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果。德国、法国和加拿大同样受到了印度 AI

，印度是全球人才外流人数最多的国家，这

人才的青睐，累计占印度流出总人数的

些外流人才中半数从事了科技工作，38.00%

22.06%。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国家中，印度

去了美国。薪资水平低和工作环境差等国内

同韩国、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三个国家的联

5

现状使得印度高科技人才纷纷流向政策优惠、 系最为紧密。
工资优渥的欧美国家，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

2011 年至 2014 年间，印度 AI 人才流向

会，人才流失已成为印度 IT 业乃至 AI 领域

意向最强的国家依然为美国，吸纳了印度 AI

发展的巨大障碍。

人才约 182 名，是所有流出总人数的 26.61%，

2011-2013 年间，印度 AI 人才主要流向

较前三年提高了逾 1.5 个百分点，反映了 AI

国家集中于欧美地区。其中，印度前往美国的

产业发展成熟度更高的美国对印度 AI 人才的

AI 人才数量最多，占所有流出人才总数的比

吸引力进一步提高。另外，部分亚洲国家同样

例高达 25.05%。相关资料显示，不仅印度高

受到青睐，韩国和沙特阿拉伯保持了对印度

层次人才心向美国，而且美国的许多科技公

AI 人才的较高吸引力，并且渐有上升趋势，

司也竞相追逐这一群体，印度与美国之间人

但印度 AI 人才向欧美国家聚集度有所下降。

才流动频繁很大程度上是双方相互作用的结
（二）印度 AI 杰出人才的流出

图 4-22

图 4-21 2011-2013 印度 AI 杰出人才流出

2014-2016 印度 AI 杰出人才流出

基于已有收录信息，报告对 2011-2013 和

高，吸纳人数 182 名，累积输出人数占流出人

2014-2016 两个时间段内印度的杰出人才流

才总数的比例高达 20.59%。除此之外，最吸

出情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2011-2013 年的数

引印度杰出 AI 人才的国家还有德国、法国、

据显示，印度 AI 杰出人才流向美国的数量最

韩国和沙特阿拉伯，四国累积吸纳人才数占

5

Jovena.印度 IT 牛人那么多 为何出“阿里”？.[EB/OL]http://www.anyv.net/index.php/article-230100,2016．
30

第四章 全球主要国家 AI 人才跨境流动分析

印度 AI 杰出人才流出总数的 20.59%。2014

杰出 AI 人才欢迎的国家还有德国、英国、法

年至 2016 年间，印度 AI 杰出人才流向数量

国和沙特阿拉伯，同前三年相比，除法国外，

最多的依然是美国，较 2011-2013 年的增幅提

印度流向其他三个国家的人才数量呈现增长

高了近 5 个百分点，可见美国对于印度杰出

态势。

AI 人才的吸引力持续提高。另外，最受印度
（三）印度 AI 人才的流入
流入印度的人才总体具有来源国少、欧美
国家为主和数量较少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

这可能在于两国在 AI 领域的互动交流较少有
关。

上反映了印度 AI 领域国际辐射力和人才吸引

2014-2016 年间流入印度的 AI 人才国家

力上的不足。2011-2013 年间，流入印度的 AI

分布与前一阶段相似，印度的 AI 人才来自 43

人才来自 37 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数量排

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贡献最多前五位国

名前五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英国、加

家分别为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美

拿大和日本，均属发达国家，其累积人才输入

国依然是印度最大的 AI 人才输送国，韩国同

量占据流入人才总量的比例高达 61.76%，其

印度的联系紧密程度相较前三年有所上升，

中，美国贡献的 AI 人才近百人。与此形成对

前五位人才输送国累积人才流入量占据总流

比的是，同在亚洲地区与印度发展水平相当

入量的 53.69%，这一比例与前三年相比下降

的中国三年内流向印度的 AI 人才数量较低，

8 个百分点，人才的来源集中程度有所下降。

（四）印度杰出人才的流入

图 4-24

图 4-23 2011-2013 印度 AI 杰出人才流入

2014-2016 印度 AI 杰出人才流入

如图 4-23、图 4-24 所示，印度的 AI 杰

2013 年间，流入印度的 AI 杰出人才来自 26

出人才流入国家总体具有来源国较为集中、

个不同国家，其中输送人才最多前五位国家

人才量小、以欧美国家输入为主等特征。2011-

分别为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和韩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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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人数均未超过 30 人，五国累积流入人数

对 2014-2016 年间印度 AI 杰出人才的流入情

占流入印度 AI 杰出人才总量的 66.67%。与此

况进行了分析，前 5 个输送人才最多的国家

形成对比的是，同位于亚洲的中国和日本尽

分别为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累

管 AI 领域人才储备量较大，但流入印度的杰

积输入人才数占流入总数的 56.78%，韩国不

出人才数量较低，仅占印度 AI 杰出人才流入

再位居该行列。中国和日本输入印度的相关

总数的 4.04%，可见亚洲几个 AI 发展态势较

人才数量较前三年更少，相比之下，印度在 AI

好的国家之间沟通交往较少。报告又进一步

领域仍同欧美国家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六、中国 AI 人才流动情况分析
（一）中国 AI 人才的流出
拿大和澳大利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AI 产
业发展成熟度及市场需求是中国 AI 人才跨
境流出的主要影响因素。
其中流向美国的 AI 人才数量远超于其他
各国，两个阶段累计高达五百多人，此阶段中
图 4-25

2011-2013 中国 AI 人才流出

国流入美国的 AI 人才相比上一阶段仍有较大
增长，反映了美国对中国 AI 人才的巨大需求

2014-2016 年中国 AI 人才跨境流出集中

量及吸引力。

的主要国家相比 2011-2013 年基本保持不变，
除人才流出的个别国家增减，中国 AI 人才主
要流向北美、西欧及澳洲地区。跨境人才流入
前五位的国家为美国、德国、英国、加

除美国外，欧洲也一直是中国 AI 人才的
主要目的地，且德国、英国、法国在区域内保
持着人才吸引的绝对优势。同前一阶段相比，
2014 后中国流向德国、英国的 AI 人才数量增
长较多，反映了德、英 AI 产业的发展对中国
人才仍具有广泛、持续的吸引力。另外，2014
至 2016 年，中国流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人
才数量相比上一阶段有小幅度增长，仍是中
国主要的稳定的 AI 人才输出国。

图 4-26

2014-2016 中国 AI 人才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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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 AI 杰出人才的流出
分且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反映了中国 AI 杰出
人才的主要输入区域集中分布于 AI 研究和市
场发展相对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值得注意
的是，中国流向亚洲国家和地区的 AI 杰出人
才数量远高于流入量，表明中国与亚洲其他
图 4-27

2011-2013 中国 AI 杰出人才流出

国家、地区 AI 杰出人才的双向流动较为失衡，
一方面可能源于亚洲国家总体的 AI 市场发展
尚未成熟，对 AI 杰出人才的吸纳力相对较弱，
另一方面可能在于中国对比区域内其他国家、
地区在 AI 领域研究、市场需求上具有相对发
展优势及人才吸引力。
从发展趋势来看，2014-2016 年相比 2011-

图 4-28

2014-2016 中国 AI 杰出人才流出

从全球总体分布格局来看，中国 AI 杰出
人才长期以来都主要流向以美国、英国、德国

2013 年除流向美国的中国 AI 杰出人才数量
有大幅增长，流向其他国家、地区的人才量仅
有小幅增长，部分国家甚至减少，说明中国 AI

为主的欧美发达国家，其集中程度相比 AI 人

杰出人才向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

才总体流出更甚，仅有少部分流向欧美以外

输出依赖和集中趋势进一步加强，人才流动

的其他国家地区，且人员流向的分布较为分

的全球化相对于区域化发展特征更为明显。

散，其中流向美国的杰出人才占据了绝大部
（三）中国 AI 人才的流入

图 4-29

2011-2013 中国 AI 人才流入图

2014 年 2016 年，流入中国的 AI 人才的

图 4-30

2014-2016 中国 AI 人才流入图

主要来源国相比 2011-2013 年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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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中国的境外 AI 人才主要集中于北美、亚

人才流向中国，反映出中国 AI 人才的吸纳很

洲、西欧地区，其中排名前五的国家或地区为

大程度上可能依赖于地缘因素；这些中国 AI

美国、香港、德国、日本、英国，而从美国流

人才来源区域的科技和高等教育资源普遍丰

入中国的 AI 人才数量遥遥领先，2014-2016

富，同时具备一定 AI 人才储备量。相应地，

年相比 2011-2013 年有较大幅度增长，成为中

中国也可能依托自身政策支持和巨大的 AI 市

国 AI 人才的主要输入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场潜力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 AI 人才流入。

美国的领域优势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辐射作

以德国、英国为主的欧洲国家同时也是中国

用。此外，亚洲以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

AI 人才的主要输出区域。

和香港为主的国家或地区也有相对部分的 AI
（四）中国 AI 杰出人才的流入

图 4-31 2011-2013 中国 AI 杰出人才流入图

从全球总体格局来看，全球 AI 人才流入

图 4-32 2014-2016 中国 AI 杰出人才流入图

陆 AI 人才输入地区的香港，在杰出人才的贡

中国数量最多的是北美地区的美国、加拿大，

献上尤显欠缺，说明亚洲地区的日本在高质

其次是欧洲国家中的德国、英国，以及东亚地

量人才培养与储备上对区域内国家或地区具

区的日本、新加坡、香港、韩国等。2011-2013

有较高的辐射能力。2014-2016 年，五个国家

年排名前五位的中国 AI 人才输入国依次为美

人才输入量保有一定增幅且依然位居前五，

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其中美国输

日本的杰出人才输入未有增加，而德国增长

入量第一，具有绝对优势；日本作为中国 AI

较快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 AI 人才输入国，

杰出人才第二大输入国，虽然其 AI 杰出人才

人才输入的跨区域发展特点显现。

储备总量不多，但是却向中国输入了大部分

从增长趋势看，2014-2016 年，美国和德国

杰出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日人才

流入中国的 AI 人才数量增幅较大，而其他人

交流联系紧密；相比之下，作为第二大中国大

才输入国和地区增幅较小甚至部分减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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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为主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凭其大量的 AI 杰

巨大需求也可能是吸引更多西方 AI 人才强国

出人才储备对中国的贡献进一步增强，中国

人才流入的重要因素。

高等教育、科研系统及相关领域产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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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方法论

一、关键词选取

二、全球专家选取
通过关键词，检索包含上述关键词标签

本报告选取科学家在线国际专家数据库
中 300 万 科 研 人 员 为 分 析 样 本 ， 参 考 了
“GoogleScholar”、
“ResearchGate”、
“百度学
术”、教育机构学术主页和公开的学术成果等
信息，对专家进行了全量搜索，检索其中含有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标签云的所有专家信

云的所有专家信息，并进行人工抽样识别，剔
除重名样本等数据，汇总成为全球 AI 领域全
量专家数据库。其中，选取指标包括 AI 领域
的专家姓名、工作机构、机构地址、履职信息、
工作年限和 RG-Score 因子等。
三、全球 AI 专家流动界定

息；进一步地，报告以该标签云频次前 200 的
专家为依据，对这 200 位专家的标签云信息

报告选取 2011-2013 年和 2014-2016 年作

进行汇总整理，按照频次高低排序并选取前

为分析时间段，研究两个阶段内全球 AI 专家

400 个关键词作为热点关键词云；继而，报告

在国家间的流动情况。

对 400 关键词进行了人工判断，剔除其中存

四、全球杰出 AI 专家界定

在的明显错误或显著不符 AI 领域及相关领域
的关键词，最终保留 300 个关键词作为 AI 领

报告定义全球 AI 专家数据库中 RGScore 因子最高的上四分位人才作为杰出专家。

域检索的关键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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