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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几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好几年前， 智能锁的市场还非常

小，用户对它的安全性也存在质疑。 事

实上，智能锁发展到现在，安全性其实

已经超越了传统机械锁。 智能锁还可以

通过远程监控，防撬报警，防暴力开启

报警，陌生人抓拍等方式提高家居安防

的安全性。 如今，智能锁打开的，不仅仅

是我们温馨小窝的这扇门，还是对未来

智能化生活的无限可能性。 而智能门

锁，也“解锁”了广州几维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的发展动力。

由校园延伸而成的创业团队

“我们团队从创业开始就在智能硬

件领域一直不断探索。 从去年开始，物

联网化的智能门锁成为了我们一个突

破点，让我们从一个大而全的智能家居

生产企业，转型成为深挖垂直细分领域

的专注智能门锁解决方案供应商。 ”几

维 CEO 黄鹏介绍道。 作为一家成立于

2014 年的创业公司，几维核心团队由几

位中山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组成，作为曾

经的同学， 他们有着多年合作的经验，

也为几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一起参加各种电

子设计大赛、机械人大赛，这就为我们

一起创业打下了基础，毕业以后大家到

了不同企业不同的岗位。 2014 年，国家

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关键

词，所以我们响应国家号召重新聚在一

起，开始我们的创业。 ”

从一个手机耳机接口的指尖遥控，

延伸至全场景的智能家居解决方案，再

从智能家居中的智能门锁中寻求突破。

几维的每一次产品线的迭代都离不开

几位年轻创业者对于市场的探索与创

新。“在创业之初，我们就认定了智能家

居是一个万亿市场，所以我们的创业一

直围绕着这个方向进行。 而在创业的过

程中， 我们确实经历了多次的调整，从

开始的单个智能硬件制造商，后来扩大

规模延伸至整个智能家居的解决方案

制造商，然后从智能门锁这个细分领域

中突破， 成为我们原来供应商的供应

商，从而实现了企业规模的飞速发展。 ”

技术迭代快速抢占细分领域

物联网时代，门锁已经不是已经不

是简单的被动防盗，而是通过主动防盗

理念，成为家庭财产的“保护神”。 智能

门锁可以通过远程监控， 防撬报警，防

暴力开启报警，陌生人抓拍等方式提高

家居安防的安全性；智能门锁可以解决

忘带机械钥匙导致有家回不了的“窘

迫”；智能门锁可以加载“云”大脑 ，利用

互联网技术让门锁与其他智能产品形

成紧密的互动，共同为用户产生更大的

价值。

“在我看来，智能锁打开的，不仅仅

是我们温馨小窝的这扇门， 它打开的，

还是对未来智能化生活的无限可能

性。”2018 年起，几维开始专注深挖智能

门锁领域，通过对物联网科技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打通了智能门锁与智能家居

联网互动的“阻塞”，开发出“WIFI 联网

模块 + 云服务器 + 微信公众号” 的智

能门锁联网解决方案，实现了包括远程

开锁、开锁记录、猫眼抓拍、人脸抓拍、

异常抓拍、远程实时视频、远程增删用

户、限时授权入住等功能，一举拿下超

过 60 个智能门锁领域的大客户， 快速

抢占了细分领域中市场领导地位。“在

我们研发的过程中，我们对智能门锁联

网模块进行了迭代，大大降低了联网模

块的制作成本，让我们成功在细分领域

中突围而出，这几年，我们在智能门锁

联网模块的发展基本都以三倍的速度

增长， 仅去年我们团队 13 人就带来了

3000 多万的产值， 人均产值接近 300

万。 ”

乘风破浪、勇立潮头！青年时期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在这个

富于生命力、创造力的黄金时代，年轻人无畏挑战、追逐梦想，拥抱

属于自己的创业未来。 本期，我们邀请来两位扎根天河智慧城的青

年企业家，谈谈他们的创业故事。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王智汛

2014 年成立的广州诗悦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下称诗悦网络

）， 先后产出

了多款优秀的产品 ， 比如早几年的

《仙灵奇缘》 《星辰奇缘》 《仙灵觉

醒》 《闪烁之光》 等。 据透露， 诗悦

网络自研自发的 《闪烁之光》， 单月最

高流水超过 3 亿。 去年发行的 《云上

城之歌》， 如今单月流水已经突破了 3

亿。 作为一家快速成长的手游公司掌

舵人， 诗悦网络创始人林金城是一位

低调的 80 后， 创业至今他一直坚持

“精品化” 研发策略， “精品游戏探索

者” 正是诗悦的理念。

坚持“内容为王”铸造创新精品

“随着行业的不断成熟， 供需关系

也在发生着变化，由‘渠道为王’到现在

的‘内容为王’， 从数量上是‘供大于

求’，但从质量上还是‘供不应求’，用户

还是一直在渴望着精品创新的游戏。 ”

林金城表示，诗悦一直遵循长期主义这

一内心法则，研发立项坚持做难而正确

的事，慢慢凸显优势，近三年诗悦流水

分别为19亿、29亿、42

亿， 平均增长率高达

48%， 远超行业平均水

平14%。

据了解，诗悦2019

年推出的放置类卡牌

游戏《闪烁之光》，在玩

法上创新地融合了回

合制及卡牌品类的特

点，上线即获得大量用

户喜爱，月峰值流水破

3亿元， 成为行业争相

追逐的模仿目标。公司

2020年推出的MMOARPG游戏《云上城

之歌》， 其独特的创新玩法和绿色的商

业模式，给玩家带来了清新浪漫的游戏

之旅 ， 成 为 了 2020年市场上 标 杆

MMOARPG产品。 该产品国内月流水

突破3亿人民币，苹果畅销榜进入前10。

公司2021年推出的放置类卡牌游戏《武

魂觉醒》， 上线9天便流水破亿， 预定

2021年爆款游戏。 诗悦连续三年出品爆

款游戏，已经具备较强的业务持续增长

能力。

根据易观数据发布的《中国移动游

戏市场年度综合分析2020》相关数据计

算，2020年公司在国内移动游戏市场的

市场占有率约为2%。

用打造精品的方式打磨企业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发展是一个永

恒的话题。 诗悦网络自创立至今，一直

保持良好的业务及财务增速，累计在天

河纳税超过1.4亿。截至2021年3月，诗悦

员工已超700人，主要由8个事业部门构

成。 其中研发人员占比73%， 本科率达

85%，平均年龄26岁；员工主要来自行业

内知名公司及广州各大高校，人均年薪

超30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具备充

分的市场竞争力。

“相比之前，我自己对团队、组织向

的投入占比变高了。 因为以前主要是盯

着产品本身，现在我把公司当成是一个

产品来打磨，更关注团队人才的挖掘和

成长，以及他们的活跃度、参与度，想尝

试一些新的玩法、规则、机制来，让团队

的能力再往上抬一个台阶。 ”林金城表

示，回顾诗悦几年的发展历程，最大的

变化是大家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企业做

事的标准和要求越来越高、体系化和组

织力层面的提升越来越明显、公司想要

做被用户认可的产品的决心也越来越

大。“具体比较明显的话，就是诗悦现在

的规模和人才密度越来越大了，组织流

程也越来越健全。 大家对真正的精品游

戏的渴望程度越来越高，达成决心也越

来越坚定了”。

“我们的产品理念是'精品游戏探索者'

从过去几年的成绩来看算是初步实现

了。 我们期待未来能为市场和玩家带来

更多超出预期的、有价值的游戏。 ”林金城

说道。

广州诗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年纳税超过1.4亿元

3年时间做出4款爆款

广州诗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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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细分领域“技术出圈”

年轻创业团队小赛道跑出大产值

扎根细分领域“技术出圈”

年轻创业团队小赛道跑出大产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