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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狂欢背后：别让科技新概念昙花一现

特约撰稿 李佳师

对于一个颠覆性科技成果的出现，人们容易只看到狂欢，背后漫长的蛰伏、长久的付出却常常被忽略。去年年底
至今年年初，OpenAI公司打造的ChatGPT爆火，目前，在股市上与ChatGPT概念沾点儿边儿的股票全部疯涨，各种
追风者蜂拥而上。

新的科技概念一波接一波，有的公司踩在风口，顺势越飞越高；有的公司没踩准点儿，成为大潮退去后的裸泳
者。去年和前年投资市场故事里的“吹涨器”是元宇宙，今年元宇宙之热骤降，有消息称，微软将在HoloLesn、Sur-
face、Xbox部门裁员，其中工业元宇宙团队去年10月才成立。曾经爆火的NFT、Web3等科技新概念遭遇类似的窘
境。ChatGPT的前景如何？似乎也没人说得清。

比尔·盖茨有一句话很经典——“技术总

是在短期内被高估，但是在长期又被低估。”

发展硬科技不仅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和脚踏

实地的创新，还离不开科学的商业模式和清

晰的发展规划，否则科技新概念只会沦为赚

估值、挣快钱的工具，还会透支社会对科技的

信任。

科技“飓风”的轨迹惊人相似

这一波 ChatGPT 热以及上一轮 AI 风潮

的缔造者为 OpenAI 和 AlphaGo 的创造者

DeepMind，而这两家公司都是人工智能深度

学习革命的参与者与获益者。

深度学习在十年前并不被产业界“待

见”，直到 2012 年，图灵奖获得者杰夫·辛顿

和他的两位学生凭借神经网络AlexNet拿下

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冠军，证

明了深度学习的能力，才被产业界关注。

2012 年 12 月，辛顿将自己和两名学生

组成的“DNN 研究”，在拉斯维加斯某赌场

的 731 房间进行秘密竞拍，最终，谷歌以

4400 万美元战胜了百度、微软、DeepMind，

在竞拍中获胜，辛顿与两名学生加入了谷

歌。再后来的故事是，谷歌在 2014 年以 6.5

亿美元收购 DeepMind，两年后 DeepMind 交

出了“AlphaGo 战胜围棋冠军李世石”的答

卷；2015 年辛顿的一名学生与埃隆·马斯克

和几个科技大佬成立 OpenAI，OpenAI 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 ChatGPT，在 2023

年迎来高光时刻。

另一个风潮是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

这场产业变革由苹果扣响发令枪。2007 年

苹果发布iPhone智能手机，拉开了移动互联

网的序幕，而让苹果智能手机带来颠覆效应

的功臣是多点触控技术。多点触控技术从酝

酿到在苹果手里大放异彩，同样经历了漫长

的“养在深闺”的蛰伏过程。

多触点技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

源于多伦多大学和贝尔实验室。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的多触点技术实现了用两根手指缩放和转

换图像。1993年，IBM推出的第一台平板电

脑（Tablet PC）也融合了多触点技术。从那

时到 2003 年，多伦多大学、微软、索尼、东芝

等研究机构和公司分别在多触点技术上取

得长足的进步，但因缺乏承载的爆款产品，

触控操作技术一直未能成为主流。直到

2007年，乔布斯将多点触控技术应用到最新

发布的iPhone手机上，多点触控技术才走出

实验室变身市场流行产品，这个过程历经了

25年。

不管是深度学习还是多点触控技术，从

萌芽到走向大众市场，再到开启一个新时代，

其演进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轨迹。事实上，不

仅仅是这两项技术，这些年 ICT产业里大部

分引爆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都拥有同样的

演变轨迹。人们常感慨硅谷及美国科技界善

于制造概念、制造风口，但事实上这些风之所

以能够刮起来，从来都不是一夜之功，它们大

多萌芽于大学、研究机构，经历长时间积累、

演变，最终由某一明星企业将其做成爆款产

品、爆款应用，从而流行，引发“飓风”。

明星企业是偶然中的必然

虽说上述技术萌芽于大学、研究机构，但

为什么是在 OpenAI、DeepMind 和苹果的手

里变成了爆款？为什么是这些公司成为“飓

风”的制造者？

OpenAI创始人山姆·奥特曼（Sam Alt-

man）说过：“最好的公司都是使命导向的。

如果你不热爱也不相信你正在打造的东西，

你很可能就会半路放弃。而且创业是一项

为期10年的承诺。”

使命导向、长期思考是打造别人无法复

制的好产品的关键词。事实上，ChatGPT并

不是 OpenAI一开始就全力倾注的产品，在

OpenAI，有三条技术路线：一是做机器人，

二是做游戏人工智能，三是开发语言模型，

让人工智能用文本语言学习理解世界，即

GPT系列。

前三年，OpenAI 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太

多建树，直到 2019 年 2 月 14 日发布 GPT-2

模型，其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内容，生成续

写文本，而且让人无法分辨真假。又因为担

心对手率先发布同类产品“抢风头”，Ope-

nAI 在 2022 年 11 月 中 旬 用 13 天 开 发 出

ChatGPT这个聊天程序，上线即爆火。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2019年，奥特

曼辞去 YC 总裁终于全心全意担任 OpenAI

公司CEO，将OpenAI从一个非营利组织变

成了一家需要营利的公司。在这一年，奥特

曼三番五次飞往西雅图，给微软 CEO 萨提

亚演示GPT模型，终于在2019年7月，Ope-

nAI拿到了微软的10亿美元投资，此后两年

又从微软拿到了数十亿美元。

应该说奥特曼对于OpenAI有两大突出

贡献。一是解决了钱和商业模式的问题。

很多创业公司尤其是想做大模型的 AI 公

司，通常都不能如此长时间“烧”如此多

的钱，用以支付AI技术大牛的薪水和购买

训练模型的算力。而奥特曼通过将公司

“借给”微软的合作模式，很好地解决了

OpenAI的生存问题，同时又给公司的未来

预留了空间。

据《财富》杂志报道，当 OpenAI 的第

一批投资者收回初始资本后，微软有权获

得 OpenAI 75%的利润直到收回投资成本；

当 OpenAI 赚取 920 亿美元的利润后，微软

的份额将降至 49%。与此同时，其他风险

投 资 者 和 OpenAI 的 员 工 也 将 有 权 获 得

OpenAI 49%的利润，直到他们赚取约 1500

亿美元。

有人说 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Brock-

man）等人推动 OpenAI 完成从 0 到 1 的发

展过程，而 CEO 奥特曼帮它实现了 1 到

100。在奥特曼到来之前，OpenAI的钱几乎

被“烧”光，因为有了微软的融资，才让其

GPT 完成 GPT-2、GPT-3 迭代，有了 Chat-

GPT的问世。

如果一定要从 OpenAI 身上找到“偶然

中的必然”，或许可以总结为：长期主义的视

角打磨出生成式对话AI，再加上灵活的商业

头脑探索出“借公司”合作模式。正是因为

奥特曼有过创业失败的经历，而且经营过创

业孵化器机构，所以知道怎么来平衡创业的

理想和现实。

二是打造了面向直接用户的应用。这

是ChatGPT横空出世的直接原因，奥特曼有

一个旗帜鲜明并且强烈的“建立客户群”的

理念，那就是创始人必须亲自去获得用户，

而不是通过付费广告。他在YC时告诫创业

者：“手动获取用户并记住，目标是让一小群

人喜爱你。极其了解那个群体，和他们关系

密切，倾听他们，你会发现他们很愿意给你

反馈。即使你在为自己打造一个产品，也要

听取外部用户的意见，他们会告诉你如何打

造一个他们愿意买单的产品。”

这段话诠释了奥特曼为什么一定要在

去年年底匆匆忙忙研发免费聊天机器人应

用 ChatGPT，因为 OpenAI 公司必须要有一

个应用，与最终用户进行互动，而不仅仅是

将语言模型迭代得更好。

2022年11月中旬，当OpenAI的87名技

术员接到高层指令——“立刻停掉手里正在

进行的 GPT-4 模型研发，全力以赴基于

GPT-3.5 开发一个聊天机器人应用”时，大

家都蒙圈了，因为 GPT-3.5 是两年前的模

型，而GPT-4已经测试完毕，等待发布。但

因为在 AI绘画上，OpenAI公司有过被人抢

先的惨痛教训，2021 年爆火的 AI 绘画事实

上是始于 OpenAI 发布的 DALL·E，但因版

权、伦理等顾虑选择了内测邀请制，最后被

免费、开源的Stable Diffusion抢走了大部分

风头。所以这次奥特曼当机立断，用了 13

天把ChatGPT先做出来，上线。

让客户用口碑相传来教育市场，远比自

己去拓展市场更重要，更容易实现突破。口

碑像病毒，能够更快蔓延，而且成本更低，所

以专注打造好自己的应用，让产品和应用说

话比市场人员和公关人员去教育市场来得

更迅猛。这或许就是 ChatGPT带给我们的

启示。

ChatGPT 之所以能像“病毒”一样快速

流行的原因，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道出

了其中的核心关键：“人工智能已经发展了

相当长时间，它只是并不具备大多数人都能

使用的用户界面。ChatGPT所做的，是在已

有若干年的人工智能技术上添加了一个可

用的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技术的变革，对于这个世界的

影响从来都具有潮水效应。苹果的 iPhone

用多点触控技术改变了人类使用手机的习

惯，OpenAI 的 ChatGPT 让普罗大众有了人

工智能技术的可用界面，从这个意义上看，

iPhone 与 ChatGPT 何其相似。如果我们用

苹果与OpenAI的思路来寻找和打造其他技

术的用户使用界面，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找

到或制造下一个风口。

解决用户痛点的技术才会长久

ChatGPT 会昙花一现吗？会像上一轮

的 AlphaGo 那样掀起一股浪，就偃旗息鼓

吗？还是像元宇宙，热闹一两年，就立即出现

“风过也”的迹象。

微软全渠道事业部首席技术官徐明强认

为，ChatGPT 之前，人工智能领域有两次公

众视野内的高光时刻——AlphaGo击败李世

石、机器视觉的产业爆发。但前两次的高光

时刻，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AlphaGo在围棋对弈中虽有出色表现，

但除了领域较为狭窄外，更多的是一种能力

展示，而没有对生产力、社会关系产生实质性

影响。前几年，机器视觉经历过一次短暂的

爆发。诸多初创企业试图利用机器视觉人工

智能来改造传统零售环境。但由于 SKU 更

新速度快，且相对特殊，模型需要大量训练，

最终机器视觉的商业模型未能跑通。”徐明强

认为，普适性及训练数据的获取，是人工智能

获得大规模使用场景的第一道关卡。反观冠

以“Chat”之名的 ChatGPT，以自然语言为突

破口，在适用领域上天然更广阔。正因为

ChatGPT以语言作为反馈形式，其对于所有

行业都具有影响力。

一个技术能否有生命力，取决于是否能

规模化地解决用户的问题和用户的真实痛

点，就像辅助驾驶，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确

实解决了用户在驾驶过程中的很多问题，

所 以 才 慢 慢 被 接 受 ，慢 慢 变 成 新 车 的 标

配。AR/VR 能够带来不一样的用户体验，

但是不是能够解决眼下用户很多真实痛点，

还有待观察。

近期，不少巨头调整了AR/VR策略，希

望进行更多探索，找到更合适、更有价值的落

地与变现场景也很自然，微软Cloud for In-

dustry 的商业副总裁科里·桑德斯日前回应

了外界的猜测，工业元宇宙是创新的变革催

化剂，而微软将沉浸式体验带到各行各业的

能力有望令全球数百万人受益。同时，为满

足客户的需求，帮助他们充分实现基于工业

元宇宙的价值，微软正不断投资于相关的技

术、平台和解决方案。他再次强调，微软对

HoloLens2和Microsoft Dynamics 365混合现

实应用程序的承诺依然坚定。

而 ChatGPT 相对于目前市场上的其他

聊天机器人，无论是训练数据规模、模型规模

和训练方法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能够生成

更为自然、连贯的文本，将其加持于搜索会有

很大的效率和体验提升。

一个技术的流行，一个产业的大发展需

要大量的玩家，能否在一个正在起飞的风口

乘势而上，成为市场持续的赢家，取决于用技

术解决现实难题、用户痛点的能力。每一个

科技浪潮的到来，暴风眼的企业通常只有一

两家，但是同样会造就庞大的生态链企业，在

大潮中渔翁得利，充分发挥各自在各个领域、

各个段位解决现实难题的能力，就有机会水

涨船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不久前谈及了 AI

解决时代命题的话题，他认为 DeepMind 的

AI 工具——AlphaFold，极大地降低了蛋白

质的结构预测门槛，缩短了相关研究的时

间，同时也降低了研究成本。“AlphaFold 解

决的是一个非常有高度的问题，（人工智

能 领 域）其 他（时 代 命 题）尽 管 也 很了不

起，但都还是属于娱乐性比较强的问题。”王

坚表示。

ChatGPT 与元宇宙未来会走多远？其

掀起的飓风将会持续多久？“技术总是在短期

内被高估，但是在长期又被低估。”比尔·盖茨

这句经典名言很好地回答了关于 ChatGPT、

元宇宙的现在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