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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维码扫盲开始
两年做到1000万用户

黄涛：咱们就直接从灵动快拍开始吧。遇到一个

陌生人，你会怎样介绍灵动快拍？它是一家什么样的

公司？

王鹏飞：公司的全称是北京灵动快拍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简单点儿说，是一家专注于物联网和移动互

联网领域的公司，主要提供二维码、一维条形码的识

读及相关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黄涛：具体成立的时间是？

王鹏飞：2010 年 3月。

黄涛：到现在算是整整两年了，最大的进展是什

么？

王鹏飞：是我们的用户量。截至今年 1月底，我

们的注册用户已经突破1000万，最高日激活达10万，

每月扫码量超过 5000 万，这也标志着灵动快拍实现了

里程碑式的跨越。

黄涛：这么多的用户，带来营收了吗？

王鹏飞：本年度就会有营收。

黄涛：主要源于哪些业务？

王鹏飞：现在主要是二维码与物联网接合的应用。

比如，为一些企业提供一些量身定制的二维码技术、

推广服务。

黄涛：这些业务的市场空间显然不足以承载大体

量的公司，那么二维码最大的商业想象空间在哪里？

购物吗？

王鹏飞：扫码购物将会是二维码行业最大的商业

应用之一，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全面发力的领域。

黄涛：其实，这也是整个互联网的趋势，很多互

联网技术服务，最终都会借电子商务实现落地。这样，

你来设想一下二维码世界的购物、生活片断。

王鹏飞：比如地铁里的灯箱广告可以放置购买的

物品，物品下面放上相关此物品的二维码。用手机扫

码后就可以直接转到销售此物品的网站，点击购买后，

几天后就可以在家里收到物品，就不用再去超市排队

结账购买了。

黄涛：可能很多人对二维码还是不太熟悉，你给

大家扫扫盲吧，二维码到底是个啥？

王鹏飞：其实从做灵动快拍开始，我们一直在扫盲。

所谓的二维码，其实就是二维条形码的一种，它可以

将网址、文字、照片等信息通过相应的编码算法编译

成为一个方块形条码图案，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摄像头

和解码软件将相关信息重新解码并查看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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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创业者

王鹏飞
王鹏飞，1980 年生于河南南阳。2004
年，创立手机社交网站天下网，2005
年获得了上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2009年，天下网注册用户超过2000万，
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领域最大的手机社
交网站。2010 年 3月，王鹏飞离开天
下网，创建北京灵动快拍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专业提供二维码相关服务。截至
2012 年 1月底，快拍二维码用户规模
已突破 1000万，成为中国领先的二维
码服务商，目前已完成A轮融资。

二维码有六大特点：一是高密度编码，信息容量

大；二是编码范围广，可以把图片、声音、文字、签字、

指纹等可以数字化的信息进行编码；三是容错能力强，

具有纠错功能；四是译码可靠性高；五是可引入加密

措施，保密性、防伪性好；六是成本低，易制作，持

久耐用。

黄涛：这六大特点，多长时间背会的？

王鹏飞：还真不用背，每天就这一件事，不想记

住都难。

黄涛：两年前二次创业时，怎么想到二维码这样

一个领域？

王鹏飞：以前我做天下网时就是在移动互联网领

域，当时的智能终端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可以说

那时的移动互联网是在初步的形成。我第二次创业毅

然继续投入到这个领域，我们在前期做调研的时候发

现，所有智能终端的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只能获取到线

上的一些资源，所以我选择了二维码这个领域，二维

码是移动互联网线下与线上资源结合的最佳入口，真

正能为移动互联网用户带来实际的应用。

黄涛：据说做灵动快拍前，你专门到日本做过调

研？

王鹏飞：是。日本的二维码技术与市场都非常成熟。

其实，不仅在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等很多国家，二维

码的应用都很成熟。

黄涛：这种情况会在中国复制吗？

王鹏飞：这种情况应该成为我们的参考，也可能

会成为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但不会完全复制。

黄涛：灵动快拍现在的局面和方向，是你最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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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吗？

王鹏飞：基本符合我最初的想法，成绩甚至超过

了我最初的设想。

足够的发展空间
才能让人才留下来

黄涛：灵动快拍目前有多少人？技术与运营人员

的大概比例如何？

王鹏飞：我们现在有 80 人，技术人员大概占

60%，核心成员由移动互联网、图像识别、数据算法、

软件技术、市场营销等领域的资深专家组成。

黄涛：这些核心人员都是通过什么

渠道引进的？

王鹏飞：有几位是我从上海带过来

的，还有就是有行业多年经验的专业人员。

黄涛：虽然我做了一家动漫公司，

但其实我对动漫技术完全不懂，你懂二维

码技术吗？怎样看待非技术人才的这种

外行式创业？

王鹏飞：公司特有的技术优势是每

个创业型企业必须拥有的，但如何把好技

术与市场结合并能产生用户及客户的认

同是创业关键所在。

黄涛：对，拥有技术优势对创业型

公司，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公司非常

重要，只是不一定由创始人自己掌握，可

以由创业团队掌握。一个善于用高于自身

水平的人才的创业者，才更容易获得成功。

王鹏飞：是，这样的团队才更有战

斗力。

黄涛：对于这样的高手，你更倾向

于自己培养还是空降挖人？

王鹏飞：我们公司现阶段还是比较

注重人才培养的，因为我们是创业型公司，

很难找到对这一新的市场领域非常懂的

空降人员。对我们公司来说，所有人员都

是新人，都要学习，公司都要给一定的土

壤去培育的。

黄涛：对于一个创业型公司，你认

为留人主要靠什么？

王鹏飞：给予足够发展的空间，让每个人可以在

空间里充分展示自已的优势。

黄涛：对，有了发展空间，才会把人才留住。但

个人的发展空间跟公司的发展前景是紧密相连的，公

司拥有很好的前景，才会给个人提供大的空间。而决

定公司前景的，也有很多因素，比如资金实力，这是

一个非常根本的要素。创建灵动快拍这两年来，为钱

发过愁吗？

王鹏飞：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太愁过，我们所做

的这个行业是风投很关注的领域。

黄涛：听说灵动快拍已经完成A轮融资，大概是

什么样的规模与背景？

黄涛：最近在看什么书？

王鹏飞：《资本之王》《少有人走的路》。

黄涛：最近一次出游去了哪里？什么时间？

王鹏飞：美国，今年春节长假时去的。

黄涛：截至目前，对你影响最深的一个人是谁？

王鹏飞：我的父亲。

黄涛：假设可以干涉或设计，你会让你的子女做什么工作？

王鹏飞：我不会干涉或设计孩子的生活，孩子的人生是他们自已

的，需要他们自已去添加色彩。

黄涛：用一句话想像一下40岁的你。

王鹏飞：40 岁的我，还可以打下全场的正式篮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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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解决了网站生存问题，还为网站快速发展提供了

强大保障。

黄涛：虽然连续两轮融资，但手机天下网的创业

路好像并不是特别顺。

王鹏飞：对，中间经历了几次转型。2007 年第二

轮融资后，为避免陷于日趋激烈的移动门户之争，我

决定转型做手机 SNS，并更名天下网。这次被同行视

为很大冒险的转型，却迅速帮助天下网确立了在手机

SNS新兴领域的优势地位。2008 年，天下网发展成中

国最大的手机 SNS网站，注册用户数和用户活跃度遥

遥领先于同行，成为中国手机 SNS领域实至名归的领

军企业。

黄涛：回到现在再看，从创建天下网到二次创业

做灵动快拍，两次创业，两次都成功融资，主要原因

是什么？

王鹏飞：我想还是我们两次都是在客观理性地分

析市场后，创出了产业链中良好的市场运营模式，这

是很关键的。

黄涛：上次创业是一个人勇闯上海滩，这次却选

择了北京，为什么？

王鹏飞：上海创业的氛围没有北京浓厚，而且互

联网这个圈子本身北京还是比较多的。

黄涛：从2004到 2010年，时隔6年后再次创业，

你感觉国内的创业环境有了哪些变化？

王鹏飞：创业者多了，而且整个创业的团队年轻

人很多，创意的想法也越来越有特色了。最明显的是

政府方面给创业企业的政策支持等大环境也越来越宽

松了。

黄涛：如果不做二维码，你会选择哪些行业创业？

王鹏飞：没想过。

黄涛：如果灵动快拍出售或上市了，你还会第三

次创业吗？

王鹏飞：会的。

黄涛：如果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创业，他的目

标是做一家苹果这样的公司，你想对他说点儿什么？

王鹏飞：想法是好的，但乔布斯只有一个，而且

结合了当时的那个时代，我想大学生创业一定要客观

理性，分析好各方面需求及市场后再决定是否要创业。

黄涛：那你认为一个创业者的必备素质有哪些？

王鹏飞：乐观的心态，执著的精神，冷静的思考，

不断的创新。

王鹏飞：A轮给我们投资的是国内很知名的一家

风险投资公司，此次融资规模在行业中成绩还算不错。

投资方是基于客观的市场评估、公司现有实力以及未

来发展为背景给出的投资决策。

黄涛：你认为，灵动快拍的哪些素质决定了本轮

融资的成功？

王鹏飞：融资成功是有多方面因素的，任何一个

投资方愿意给你投资，都是经过多方面、多次了解公

司及市场后才做出决定的。只要市场够大，公司又在

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又踏实做事，就应该能拿到投资，

应该说我们也是多方面都达到标准了，才会融资成功。

黄涛：A轮融资成功后，在资本运作方面，灵动

快拍的下一步怎么规划？

王鹏飞：我们会继续运营推动公司发展，让公司

持续产生营收。

黄涛：灵动快拍有上市计划吗？目标是创业板还

是海外市场？

王鹏飞：是的，我们有这样的计划，现阶段初步

定的是创业板。

如果有机会
还会第三次创业

黄涛：很多人都知道，灵动快拍是你的第二次创业，

2004年你创建的手机天下网就已经名动江湖，给大家

介绍一下这段辉煌的经历吧。

王鹏飞：2004 年 3月，我在郑州正式创办手机互

动网站WAP天下，成为中国第一批移动互联网公司。

一年后，WAP天下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移动

娱乐互动门户。

黄涛：那一年，你应该只有24岁，才刚毕业1年，

当时为什么会有创业的念头？

王鹏飞：当时也只是觉得是个可以做的事情，所

以就做了，做之后发现我已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行业，

所以毅然决定创业。

黄涛：好像在创业的第二年，也就是 2005 年，

就拿到了风投？

王鹏飞：对。2005 年我们拿到第一轮风投，2007

年拿到第二轮，加起来有上千万美元。其实，2005年，

整个移动互联网行业正遭遇寒冬，很多WAP网站被迫

倒闭。但我另辟蹊径，最终成功说服风投进行投资，

创业相对论
Dialogue of entrepreneu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