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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凌凌凌 棕棕棕棕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科学家科学家科学家科学家

IBMIBMIBMIBM Almaden Almaden Almaden Almaden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美国北加州美国北加州美国北加州美国北加州((((硅谷硅谷硅谷硅谷))))圣何西市圣何西市圣何西市圣何西市

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日常工作 ((((工程技术工程技术工程技术工程技术 / / / / 服务管理服务管理服务管理服务管理):):):):

1.1.1.1. (60%) (60%) (60%) (60%) 管理研发产品管理研发产品管理研发产品管理研发产品

� 海量数据海量数据海量数据海量数据((((云云云云))))存储管理软件性能评估存储管理软件性能评估存储管理软件性能评估存储管理软件性能评估

2.2.2.2. (25%) (25%) (25%) (25%) 服务重点客户服务重点客户服务重点客户服务重点客户

� 应对紧急情况应对紧急情况应对紧急情况应对紧急情况、、、、处理产品瑕疵处理产品瑕疵处理产品瑕疵处理产品瑕疵

3.3.3.3. (10%) (10%) (10%) (10%) 培训内部员工培训内部员工培训内部员工培训内部员工、、、、开设高校课程开设高校课程开设高校课程开设高校课程

� 面向全球客户面向全球客户面向全球客户面向全球客户、、、、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高校师生高校师生高校师生高校师生

4.4.4.4. ( 5%) ( 5%) ( 5%) ( 5%) 咨询顾问服务咨询顾问服务咨询顾问服务咨询顾问服务

� 评估创业公司技术前景与投资风险评估创业公司技术前景与投资风险评估创业公司技术前景与投资风险评估创业公司技术前景与投资风险

报告人报告人报告人报告人

http://software.nju.edu.cn/lingzong

世界公民世界公民世界公民世界公民，，，，常住硅谷常住硅谷常住硅谷常住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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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       ?       ?       大数据驱动大数据驱动大数据驱动大数据驱动！！！！！！！！！！！！

�技术领域技术领域技术领域技术领域？？？？

�产品升級产品升級产品升級产品升級？？？？

�科研方向科研方向科研方向科研方向？？？？

�高薪职位高薪职位高薪职位高薪职位？？？？

�创业思路创业思路创业思路创业思路？？？？

�企业转型企业转型企业转型企业转型？？？？

�股市机遇股市机遇股市机遇股市机遇？？？？

�以上全对以上全对以上全对以上全对 !!!!

新新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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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简史人工智能简史人工智能简史人工智能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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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人工智能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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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链人工智能产业链人工智能产业链人工智能产业链

7777 10/16/201710/16/201710/16/201710/16/2017

个人助理个人助理个人助理个人助理 无人驾驶无人驾驶无人驾驶无人驾驶 智慧金融智慧金融智慧金融智慧金融 智能家居智能家居智能家居智能家居 智慧医疗智慧医疗智慧医疗智慧医疗 智能安防智能安防智能安防智能安防 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方案集成层方案集成层方案集成层方案集成层

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处理 语言识别语言识别语言识别语言识别 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深度学习

云服务平台云服务平台云服务平台云服务平台 智能芯片智能芯片智能芯片智能芯片 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存储////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物联网物联网物联网物联网

应用技术层应用技术层应用技术层应用技术层

基础设施层基础设施层基础设施层基础设施层



人人人人----机棋类大战历史进程机棋类大战历史进程机棋类大战历史进程机棋类大战历史进程

10/16/20178

从计算量较小的国际跳棋到计算量最大的围棋，人工智能

在棋类游戏领域已经全面战胜了人类的对手。

� 1958年第一台能同人下棋（国际跳棋）的计算机出现在，名为“思考”，机型是IBM704，计算能

力是200步/秒，而从1994年起国际跳棋程序切努克（Chinook）就从未被人类击败过。

� 1973年国际象棋软件4.0问世，IBM的“超级深蓝”1997年以3比2击败了卡斯帕罗夫。

� 2012年3月日本电脑围棋软件“ZEN”在受五子和受四子情况下均击败武宫正树九段。

� 2015年10月谷歌的AlphaGo 以5:0战胜欧洲围棋冠军、职业二段樊麾，然后又在2016年3月开始的

比赛中以4:1战胜了多次取得世界冠军的韩国棋手李世石，在2017年初又在中日网络棋坛上横扫除

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柯杰之外所有几乎所有顶尖棋手，取得60连胜的战绩。



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与理解能力发展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与理解能力发展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与理解能力发展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与理解能力发展

10/16/20179

1950年代末，IBM就开始了语音识别研究工作，并在1962年西雅图世界博览会上展出

了被称作“鞋盒”语音识别机器，1992年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套听写系统ISSS，1997

年推出了ViaVoice。

目前，机器自然语言识别与理解技术已经超过人类，并开始在语音输入、自动化客服

等相关领域商用，并开始向同声传译进军。2016年11月牛津大学发表的论文显示，其

研发出的人工智能系统LipNet能够将视频中人物的嘴巴活动与其台词进行匹配，准确

率高达93.4%，而即使是最专业的唇语解读者，其准确率也只有20%-60%。

在图像识别与理解方面，目前机器图像分类的错误率仅为3.0%，而人眼的辨识错误率

约在5.1%左右，并能够根据图像写出其所表达的含义。除了我们常见的二维码应用和

OCR（光学文字识别）已经获得广泛商用之外，图像识别与理解技术在自动驾驶、智

慧医疗等领域的能力表现也显著超过了人类顶级专家。

人工智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游戏中也渐渐占据上风。卡内基梅隆大学研发的人工智能系

统Libratus就在长达20天的鏖战中，打败了4名世界顶级德州扑克玩家，最终赢得了

德州扑克大赛，这标志着人工智能已经不再仅仅是暴力计算的代名词，而是有了对不

完整信息的理解能力以及据此作出最佳策略的能力。



IBMIBMIBMIBM的观点的观点的观点的观点：：：：认知时代到来认知时代到来认知时代到来认知时代到来

10/16/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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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数据数据数据””””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

现实世界的信息现实世界的信息现实世界的信息现实世界的信息 =>       =>       =>       =>       二进制数据二进制数据二进制数据二进制数据

数据正在成为数据正在成为数据正在成为数据正在成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自然资源



大数据的主要来源与形式大数据的主要来源与形式大数据的主要来源与形式大数据的主要来源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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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PBPBPB是大数据的临界点是大数据的临界点是大数据的临界点是大数据的临界点。。。。ByteByteByteByte---->KB>KB>KB>KB---->MB>MB>MB>MB---->GB>GB>GB>GB---->TB>TB>TB>TB---->>>>PBPBPBPB---->EB>EB>EB>EB---->ZB>ZB>ZB>ZB---->YB>YB>YB>YB---->NB>NB>NB>NB---->DB>DB>DB>DB



海量数据的产生海量数据的产生海量数据的产生海量数据的产生、、、、获取获取获取获取、、、、挖掘及整合挖掘及整合挖掘及整合挖掘及整合，，，，使之展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使之展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使之展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使之展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

数据类似于新的石油资源数据类似于新的石油资源数据类似于新的石油资源数据类似于新的石油资源

数据多了

就智能

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

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换言之，如果把大数据

比作一种产业，那么这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提高对数

据的“加工能力”，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数据加工能力是关键数据加工能力是关键数据加工能力是关键数据加工能力是关键

10/16/201713



数据计算概念的升华数据计算概念的升华数据计算概念的升华数据计算概念的升华

CentralizedShared processesLimited applicationsLimited access
过去过去过去过去

将来

Distributed

Dedicated Infrastructure

Explosion of Applications

Ubiquitous Access

Islands of Computing

Re-centralizedShared InfrastructureTransparent delivery of servicesUbiquitous access with high bandwidth, low latency
现在现在现在现在

10/16/201714



硬件为中心硬件为中心硬件为中心硬件为中心 软件为中心软件为中心软件为中心软件为中心 服务为中心服务为中心服务为中心服务为中心

计算主机/个人电脑 服务器/客户机 云计算

计算服务的演变进程计算服务的演变进程计算服务的演变进程计算服务的演变进程

10/16/201710/16/201710/16/201710/16/201715151515



大数据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革新大数据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革新大数据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革新大数据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革新

16161616

大数据大数据大数据大数据 + + + + 深度学习使得人工智能应用有突破性进展深度学习使得人工智能应用有突破性进展深度学习使得人工智能应用有突破性进展深度学习使得人工智能应用有突破性进展

10/16/201710/16/201710/16/201710/16/2017

机器学习机器学习机器学习机器学习 => => => => 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深度学习



人工智能尚未出现本质性突破人工智能尚未出现本质性突破人工智能尚未出现本质性突破人工智能尚未出现本质性突破

10/16/201717

� 深度学习是基于统计学的方法，并不能保证随着层数的增多和训练数据集的

增大而获得更高的精度。

� 深度学习所学习到的内容是数据集的特征，而不是用户所关心的知识。

� 深度学习还存在黑箱问题，用户不知道深度学习分析的结果所为何来。

� 深度学习是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无法解决小数据问题。

� 深度学习限于其数据集的问题，还只能用于某个特定领域之内，无法解决常

识性知识问题，因而也不具备通用智能。

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入，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出诸多弱点。



引领引领引领引领数据计算模型数据计算模型数据计算模型数据计算模型的的的的创新服务创新服务创新服务创新服务发展潮流发展潮流发展潮流发展潮流

1950195019501950 1965196519651965 1980198019801980 1995199519951995 2010201020102010

自动计算自动计算自动计算自动计算----计时计时计时计时打卡打卡打卡打卡----电子电子电子电子记录记录记录记录

计算机主机计算机主机计算机主机计算机主机

个人计算机个人计算机个人计算机个人计算机

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

智慧地球智慧地球智慧地球智慧地球
Watson

2015201520152015

认知业务认知业务认知业务认知业务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物联网物联网物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区块链区块链区块链大数据大数据大数据大数据云计算云计算云计算云计算

IBM IBM IBM IBM 的使命的使命的使命的使命

18 1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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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理日常生活智慧管理日常生活智慧管理日常生活智慧管理日常生活

身份识别与物联网紧密配合身份识别与物联网紧密配合身份识别与物联网紧密配合身份识别与物联网紧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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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度车现场调度车现场调度车现场调度车

USFSUSFSUSFSUSFS

指挥车指挥车指挥车指挥车 (车载指挥中心车载指挥中心车载指挥中心车载指挥中心)

30303030

mphmphmphmph

灭火区火区火区火区

手持定位手持定位手持定位手持定位

指挥车位置指挥车位置指挥车位置指挥车位置

消防员位置消防员位置消防员位置消防员位置

火警线火警线火警线火警线

火区火区火区火区

CardCardCardCard

调度车位置调度车位置调度车位置调度车位置

风向风向风向风向 ////风速指示风速指示风速指示风速指示

智慧管理险情调度智慧管理险情调度智慧管理险情调度智慧管理险情调度

森林火灾现场指挥调度森林火灾现场指挥调度森林火灾现场指挥调度森林火灾现场指挥调度



人脸识别及检测人物表情人脸识别及检测人物表情人脸识别及检测人物表情人脸识别及检测人物表情

22222222

像人类一样像人类一样像人类一样像人类一样「「「「理解理解理解理解」」」」图片质量图片质量图片质量图片质量

10/16/201710/16/201710/16/201710/16/2017



虚拟现实虚拟现实虚拟现实虚拟现实(VR)(VR)(VR)(VR)与增强现实与增强现实与增强现实与增强现实(AR)(AR)(AR)(AR)

23232323 10/16/201710/16/201710/16/201710/16/2017

Augmented Reality (AR)

• Augments or adds to real world
• Blends digital with physical world
• Upcoming technology, using 

glasses or headsets with smart 
devices (phones, tablets)

Virtual Reality (VR)

• Replaces real world
• Immersive multimedia/computer-simulated
• Replicates environment
• Simulates physical presence
• Allows interaction 
• First introduced in the 1950s
• Push in gaming world in 1990s
• Headset consumer market today

• 虚拟现实虚拟现实虚拟现实虚拟现实（（（（VRVRVRVR），），），），看到的场景和人物全是假的看到的场景和人物全是假的看到的场景和人物全是假的看到的场景和人物全是假的，，，，把意识代入一个虚拟的世界把意识代入一个虚拟的世界把意识代入一个虚拟的世界把意识代入一个虚拟的世界

• 增强现实增强现实增强现实增强现实（（（（ARARARAR），），），），看到的场景和人物一部分是真一部分是假看到的场景和人物一部分是真一部分是假看到的场景和人物一部分是真一部分是假看到的场景和人物一部分是真一部分是假，，，，是把虚拟的信是把虚拟的信是把虚拟的信是把虚拟的信

息带入到现实世界中息带入到现实世界中息带入到现实世界中息带入到现实世界中。。。。

VRVRVRVR与与与与ARARARAR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统一的定义可以这样来描述统一的定义可以这样来描述统一的定义可以这样来描述统一的定义可以这样来描述：：：：通过计算机技术构建三维场景并借助特定设备通过计算机技术构建三维场景并借助特定设备通过计算机技术构建三维场景并借助特定设备通过计算机技术构建三维场景并借助特定设备

让用户感知让用户感知让用户感知让用户感知，，，，并支持交互操作的一种体验并支持交互操作的一种体验并支持交互操作的一种体验并支持交互操作的一种体验。。。。



自动驾驶自动驾驶自动驾驶自动驾驶 ———— 人人人人、、、、车车车车、、、、路的数据分析处理路的数据分析处理路的数据分析处理路的数据分析处理

24242424 10/16/201710/16/201710/16/201710/16/2017



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

25252525 10/16/201710/16/201710/16/201710/16/2017

•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 导航与定位导航与定位导航与定位导航与定位

• 路径规划路径规划路径规划路径规划

• 机器人视觉机器人视觉机器人视觉机器人视觉

• 智能控制智能控制智能控制智能控制

• 人机接口技术人机接口技术人机接口技术人机接口技术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整建制机器人集群实战全歼整建制机器人集群实战全歼整建制机器人集群实战全歼整建制机器人集群实战全歼ISISISIS武装武装武装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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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IBM“IBM“IBM“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核心理念核心理念核心理念核心理念

智慧地球的智慧地球的智慧地球的智慧地球的 3I3I3I3I 特征特征特征特征：：：：感知化感知化感知化感知化（（（（IIIInstrumentednstrumentednstrumentednstrumented）、）、）、）、互联化互联化互联化互联化

((((IIIInterconnectednterconnectednterconnectednterconnected))))和智能化和智能化和智能化和智能化((((IIIIntelligentntelligentntelligentntelligent))))。。。。

利用传感器感知所有物体和环境的状态利用传感器感知所有物体和环境的状态利用传感器感知所有物体和环境的状态利用传感器感知所有物体和环境的状态利用传感器感知所有物体和环境的状态利用传感器感知所有物体和环境的状态利用传感器感知所有物体和环境的状态利用传感器感知所有物体和环境的状态

感知化感知化感知化感知化

利用网络传输信息利用网络传输信息利用网络传输信息利用网络传输信息利用网络传输信息利用网络传输信息利用网络传输信息利用网络传输信息

互联化互联化互联化互联化/物联化物联化物联化物联化

利用超级计算机和云端计算技术对利用超级计算机和云端计算技术对利用超级计算机和云端计算技术对利用超级计算机和云端计算技术对

生产生活实现智能控制生产生活实现智能控制生产生活实现智能控制生产生活实现智能控制

利用超级计算机和云端计算技术对利用超级计算机和云端计算技术对利用超级计算机和云端计算技术对利用超级计算机和云端计算技术对

生产生活实现智能控制生产生活实现智能控制生产生活实现智能控制生产生活实现智能控制

智能化智能化智能化智能化

IBM”智慧地球智慧地球智慧地球智慧地球””””的的的的 3I 特征特征特征特征

采集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数据=>=>=>=>整合信息整合信息整合信息整合信息=>=>=>=>智慧决策智慧决策智慧决策智慧决策



智慧交通系统基础智慧交通系统基础智慧交通系统基础智慧交通系统基础

27 1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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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的传感器网络监控路况， 如雾气、 路面湿度等

� 自动设定速度限制和路况提醒

� 路况信息直接实时传送给行驶车辆

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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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上和路旁的传感器可以报告交通事故

� 传感器数据和实况图像可以送往事故处理中心

� 交通控制信号可以根据事故路况进行调整

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

1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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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激活交通事故响应处理预案

� 自动激活附近的交警、 消防和紧急医护系统

� 自动调节交通信号控制灯

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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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调度利用照相机、传感器和场景报告来决定公交车辆的运作状态调发备份公交车辆

� 在公交车站和网络上更新车辆运行时刻表, 相应中转车辆(如轻轨)配合延迟5分钟

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智慧管理城市交通事故



精准医精准医精准医精准医疗疗疗疗 ---- 急急急急等人工智能救场等人工智能救场等人工智能救场等人工智能救场

32323232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30303030日日日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一项名为“精准医学”的计划，打算通过分析100

多万名美国志愿者的基因信息基因信息基因信息基因信息，更好地了解疾病形成机理，进而为开发相应药物、实现

“精准施药”铺平道路。

拯救生命将迎来新时代 --“精准医学”项目短期目标是找到治癌良方， 长期目

标则是为实现多种疾病的个性化治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核心在于创建一个囊括各

个年龄阶层、各种身体状况的男女志愿者库，通过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研究遗传性变异对人体健

康和疾病形成产生的影响，进而改进医疗健保政策医疗健保政策医疗健保政策医疗健保政策。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 3月11日，科技部召开国家首次精准医学战略专家会议。会议敲定，在

2030年前，中国精准医疗将投入600亿元。

10/16/201710/16/201710/16/201710/16/2017

进入医学数据大规模整合的时代，参考基因组学、微生物组、环境

、行为、临床检验等各种信息，导致数据量出现指数级的增长。

精准医疗的知识体系已经超过医生个人承载的范围，知识更新的速

度也超出了传统医学教育系统处理的能力。

医生面临的挑战：作决策时需要参考的信息维度大大增加



IBM WatsonIBM WatsonIBM WatsonIBM Watson

IBM Watson 是一部人工智能

机器。不仅拥有宽广的知识

面，还能理解分析复杂的人

类语言，甚至俚语，并以高

置信度快速回答问题。

1)1)1)1)理解人类自然语言理解人类自然语言理解人类自然语言理解人类自然语言

2)2)2)2)快速提取知识信息快速提取知识信息快速提取知识信息快速提取知识信息

IBM IBM IBM IBM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研发成果研发成果研发成果研发成果 ---- 人工智能巅峰人工智能巅峰人工智能巅峰人工智能巅峰

� 项目启动于2007年，初级系统构造：

�90 x IBM Power 750 servers 

�2880 POWER7 core 3.55 GHz chip

�500 GB per sec on-chip bandwidth

�10 Gb Ethernet network

�15 Terabytes of memory

�20 Terabytes of disk, clustered

IBM基于前期60多年的持续技术积累，已经将其技术精髓集中

体现在Watson之中，并从近几年开始陆续将其所取得的成果在

十几个行业进行商用，从最初的信息产业延伸至医疗、环保、

投资、保险、并购、法律、时尚等，为相关用户提供较为完善

的解决方案，期望引领整个社会全面迈入认知商业新时代。

每秒可以处理每秒可以处理每秒可以处理每秒可以处理500GB500GB500GB500GB数据数据数据数据，，，，相当于相当于相当于相当于1111秒阅读秒阅读秒阅读秒阅读100100100100万本书万本书万本书万本书

33

用于认知计算数据处理用于认知计算数据处理用于认知计算数据处理用于认知计算数据处理

10/16/2017 https://www.ibm.com/watson/



智能医生智能医生智能医生智能医生 ---- Watson Watson Watson Watson 正式进军医疗诊断领域正式进军医疗诊断领域正式进军医疗诊断领域正式进军医疗诊断领域

10/16/2017

储存了超过300+医学专业期刊、250+以上的医学书籍、超过1500万

页的资料和临床指南，通过了美国的执业医师资格评定考试。

�用时用时用时用时10101010秒秒秒秒，，，，阅读阅读阅读阅读3469346934693469本医学专著本医学专著本医学专著本医学专著、、、、248000248000248000248000篇论文篇论文篇论文篇论文、、、、69696969种种种种

治疗方案治疗方案治疗方案治疗方案、、、、61540615406154061540次实验数据次实验数据次实验数据次实验数据、、、、106000106000106000106000份临床报告份临床报告份临床报告份临床报告

已在全球14个国家进入临床应用，

可以支持肺癌、乳腺癌、直肠癌、

结肠癌、胃癌、宫颈癌和卵巢癌7

种癌症的辅助治疗，预计年底还将

扩展到8-12种。

行业观点行业观点行业观点行业观点：：：：除了顶尖医生和科研人员外除了顶尖医生和科研人员外除了顶尖医生和科研人员外除了顶尖医生和科研人员外，，，，大部分医生现大部分医生现大部分医生现大部分医生现

在的工作将被替代在的工作将被替代在的工作将被替代在的工作将被替代。。。。这个过程可能在未来10101010----20202020年之内年之内年之内年之内。。。。



智能律师智能律师智能律师智能律师 ---- IBM Watson & ROSSIBM Watson & ROSSIBM Watson & ROSSIBM Watson & ROSS

10/16/2017

http://www.rossintelligence.com/

� 律师以自然语言向律师以自然语言向律师以自然语言向律师以自然语言向ROSSROSSROSSROSS提出研究问题提出研究问题提出研究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就像他们与同事交流那样就像他们与同事交流那样就像他们与同事交流那样就像他们与同事交流那样，，，，而后该人而后该人而后该人而后该人

工智能检索工智能检索工智能检索工智能检索法法法法律律律律、、、、搜集证据搜集证据搜集证据搜集证据、、、、作出推论并返回一条作出推论并返回一条作出推论并返回一条作出推论并返回一条““““高度相关高度相关高度相关高度相关””””、、、、基于证据基于证据基于证据基于证据

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

� 该程序将随着用户的使用持续获得改进该程序将随着用户的使用持续获得改进该程序将随着用户的使用持续获得改进该程序将随着用户的使用持续获得改进。。。。

� 能跟进司法体系的发展能跟进司法体系的发展能跟进司法体系的发展能跟进司法体系的发展，，，，尤其关注与某位律师的特定案件相关联的新情况尤其关注与某位律师的特定案件相关联的新情况尤其关注与某位律师的特定案件相关联的新情况尤其关注与某位律师的特定案件相关联的新情况。。。。

� 可在所有类型和规格的设备上获得便捷可在所有类型和规格的设备上获得便捷可在所有类型和规格的设备上获得便捷可在所有类型和规格的设备上获得便捷、、、、一致的用户体验一致的用户体验一致的用户体验一致的用户体验

� 全美最大的全球律师事务所之一全美最大的全球律师事务所之一全美最大的全球律师事务所之一全美最大的全球律师事务所之一Baker & Hostetler Baker & Hostetler Baker & Hostetler Baker & Hostetler （（（（纽约纽约纽约纽约））））宣布雇用了宣布雇用了宣布雇用了宣布雇用了IBMIBMIBMIBM

自行自行自行自行开开开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发的人工智能产品发的人工智能产品发的人工智能产品，，，，RossRossRossRoss。。。。

� RossRossRossRoss将将将将加加加加入入入入Baker & HostetlerBaker & HostetlerBaker & HostetlerBaker & Hostetler的一支的一支的一支的一支50505050人律师人律师人律师人律师团队团队团队团队，，，，该该该该团队专擅破团队专擅破团队专擅破团队专擅破产案件产案件产案件产案件

� RossRossRossRoss将将将将主要承担主要承担主要承担主要承担研究工研究工研究工研究工具具具具的职能的职能的职能的职能，，，，其其其其快速综合海量快速综合海量快速综合海量快速综合海量案件案件案件案件卷宗卷宗卷宗卷宗并提并提并提并提取取取取相关相关相关相关文献文献文献文献

出出出出处处处处的能的能的能的能力力力力对对对对团队团队团队团队的的的的价值价值价值价值将将将将难难难难以以以以估量估量估量估量

开创了司法界人工智能新纪元开创了司法界人工智能新纪元开创了司法界人工智能新纪元开创了司法界人工智能新纪元



IBM WatsonIBM WatsonIBM WatsonIBM Watson可以读懂文本信息中的用户情绪可以读懂文本信息中的用户情绪可以读懂文本信息中的用户情绪可以读懂文本信息中的用户情绪

10/16/2017

� IBM Watson 中使用了升级版Tone Analyzer技术。Tone Analyzer可以“读懂

”文字信息，并分析出其所表达用户情绪。用户只需要提供一段文字，Tone 

Analyzer就可以分析出其中所表达的情绪，感情色彩，甚至用户的社交性格

� 新升级的Watson还提供新的文本-语言引擎，可以对不同语调作出反应。如果

用户是愤怒的，计算机就不会选择使用欢快的语调做回答

�IBM Watson 依靠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理解”用户在

一段文字中所表达的情绪，比如高兴或者悲伤

https://www.ibm.com/watson/services/tone-analyzer/



认知数据探索认知数据探索认知数据探索认知数据探索 ---- IBM Watson ExplorerIBM Watson ExplorerIBM Watson ExplorerIBM Watson Explorer

10/16/2017

搭载于Watson Explorer上的可用服务包括：

问题解答、用户建模、关系提取、消息共振、概念扩展、

语言识别和机器翻译

https://www-935.ibm.com/services/cn/zh/watson/explorer.html

凭借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Watson Explorer的内容分析

功能可以帮助企业汲取客户意见、消息、社交媒体、法

律文件和研究报告等的内含。

超越传统大数据分析超越传统大数据分析超越传统大数据分析超越传统大数据分析！！！！



IBM Watson IBM Watson IBM Watson IBM Watson 应用案例枚举应用案例枚举应用案例枚举应用案例枚举

� 保险保险保险保险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正在训练Watson Explorer学习各项可应用于保单的交互比对、条

款规则和处理逻辑，保险公司员工评估索赔的速度提升了25％

http://www-31.ibm.com/ibm/cn/cognitive/outthink/watson/insurance/ 

� 医疗保健医疗保健医疗保健医疗保健业企业业企业业企业业企业可在互动、发现和决策三个领域中应用认知计算技术，解

决困扰行业的问题

http://www-31.ibm.com/ibm/cn/cognitive/outthink/healthcare/

� 银银银银行业和行业和行业和行业和金融金融金融金融市场市场市场市场的认知未来，利用预测性分析揭示新锐洞察，改善与客

户之间的互动，推动利润增长

http://www-31.ibm.com/ibm/cn/cognitive/outthink/banking/

� 认认认认知型知型知型知型零售零售零售零售已经到来，认知系统正在推动更具个性化的购物体验，且有助

于揭示客户趋势

http://www-31.ibm.com/ibm/cn/cognitive/outthink/retail/

WatsonWatsonWatsonWatson，，，，不止于人工智能不止于人工智能不止于人工智能不止于人工智能，，，，正与企业组织、政府机构、及各行各

业合作，共同智胜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IBM IBM IBM IBM 历史上的四次转型历史上的四次转型历史上的四次转型历史上的四次转型

IBMIBMIBMIBM历史上设立过四个业务集团历史上设立过四个业务集团历史上设立过四个业务集团历史上设立过四个业务集团，，，，分别是分别是分别是分别是

� 1960196019601960年代的年代的年代的年代的360360360360大型机集团大型机集团大型机集团大型机集团

� 1980198019801980年代的年代的年代的年代的PCPCPCPC集团集团集团集团

� 1990199019901990年代的全球咨询服务部年代的全球咨询服务部年代的全球咨询服务部年代的全球咨询服务部

� 2014201420142014年成立的年成立的年成立的年成立的WatsonWatsonWatsonWatson集团集团集团集团

这四个大举措都是行业发生大转型的时候：

1969年是人类登上月球的时候，对计算机的需求促使大型机业务发展；

1980年代，更加便宜的个人通用型PC成为市场的主 流需要；

1990年代，企业需要具体到行业的解决方案；

今天，“认知计算”的时代来临，将给企业的运行方式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3939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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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发展方向发展方向发展方向

应用实践应用实践应用实践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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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IBM IBM IBM 正式回应白宫询问正式回应白宫询问正式回应白宫询问正式回应白宫询问 ---- 人工智能未来人工智能未来人工智能未来人工智能未来

Policy makers should focus on:
• Facilitating a fact-based dialogue on the capa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AI 

technologies
• Developing progressive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to deploy AI systems 

for broad public good
• Developing progressive education and workforce program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 Investing in a long-rang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gram for 

advancing the science and design of AI systems

“We believe that many of the ambiguities and inefficiencies of the critical systems 

that facilitate life on this planet can be eliminated. And we believe that AI systems 

are the tools that will help us accomplish these ambitious goals.” 
--http://research.ibm.com/cognitive-computing/ostp/document1.shtml

管理规范管理规范管理规范管理规范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为未来人工智能作好准备为未来人工智能作好准备为未来人工智能作好准备为未来人工智能作好准备

2016年10月，白宫发布《为为为为未未未未来人工智能作来人工智能作来人工智能作来人工智能作好准好准好准好准备备备备》报告，针对政府、公共机

构和公众提出了23项具体建议措施，与政府相关的建议包括：

� 优先投资于私营企业不愿投资的人工智能基础与长远研究领域；

� 计划和战略应考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之间的相互影响；

� 促进人工智能公开数据标准的使用和最佳实践；

� 促进人工智能从业者在数量、质量和多样性上合理增长；

� 投资开发应用自动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同时应对无人机和有人驾驶飞行器；

� 监控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状况，定期向主管部门汇报重大技术突破；

� 加深与关键的国际利益相关者合作，制定政府层面的人工智能国际参与政策

同时，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络和信息技术研发分会发布《国家国家国家国家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研发战研发战研发战研发战略略略略规规规规划划划划》报告，提出了七大战略：

1)对人工智能研发进行长期投资；2)开发人机协作有效方法；3)理解和应对人

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4)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安全性；5)开发共

享公共数据集和测试环境平台；6)建立技术标准基准和评估体系；7)把握人工

智能研发人才的需求。

管理规范管理规范管理规范管理规范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自动化和经济自动化和经济自动化和经济

2016年11月，白宫发布《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白皮书

• 五个咨询机构的负责人在卷首语中共同表示，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开创

了新的市场和机遇，将为健康、教育、能源和包容发展带来促进作用，将

会变革经济、创造更多财富。

• 白皮书同时指出，这种偏向超级巨星的技术变革比以前的技术密集型变革

更容易让财富流向极少数社会精英，会进一步撕开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收益

分配的裂痕。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门槛不断提高，只有极少数公司能够成

为市场上的胜利者。

• 政府既要抓住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挑战；又要引导其规

范发展，将发展收益进行合理分配，帮助劳动力实现就业转型，确保那些

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人能够养家糊口；还要教育和培训出适合下一代就业岗

位的人才，提供面向特定职业和公众的再教育和终身教育服务；当民间资

本忙于竞争时，政府资金可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保障。

• 2017年5月，特朗普政府发布2018财年科技预算案，将削减为人工智能研

究提供支持的多个政府机构的资金，但国防预算中相关新兴技术研发应用

将加大投入。

管理规范管理规范管理规范管理规范



IBM IBM IBM IBM 服务世界一流客户服务世界一流客户服务世界一流客户服务世界一流客户
战略战略战略战略

大型企业大型企业大型企业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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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IBM IBM IBM 大力推进大力推进大力推进大力推进区块链应用区块链应用区块链应用区块链应用

区块链是区块链是区块链是区块链是：：：：1)1)1)1)电子数据电子数据电子数据电子数据, 2), 2), 2), 2)分布存储分布存储分布存储分布存储, 3), 3), 3), 3)网络网络网络网络复制复制复制复制，，，，4)4)4)4)去中心化的去中心化的去中心化的去中心化的

分类账簿分类账簿分类账簿分类账簿。。。。

在金融服务领域，基于与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结合，区块链允许金融交易匿名、安全、点

对点、实时和无阻碍。从强大的中介分发信任到大型的全球网络，通过大规模协作，智慧

的代码和密码，使发生在网络公共总账上的每一笔交易都不可能被篡改。

� 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在战场上平等对峙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在战场上平等对峙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在战场上平等对峙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在战场上平等对峙

� 印刷术的诞生为各阶层人们打开了信息之门印刷术的诞生为各阶层人们打开了信息之门印刷术的诞生为各阶层人们打开了信息之门印刷术的诞生为各阶层人们打开了信息之门

� 邮差将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下和宫殿前邮差将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下和宫殿前邮差将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下和宫殿前邮差将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下和宫殿前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
�区块链将对第三方权威区块链将对第三方权威区块链将对第三方权威区块链将对第三方权威((((人人人人))))的仰赖转化为对数字信息技术的信任的仰赖转化为对数字信息技术的信任的仰赖转化为对数字信息技术的信任的仰赖转化为对数字信息技术的信任

区区区区块链将从根本上改块链将从根本上改块链将从根本上改块链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互信基础形态变人们的互信基础形态变人们的互信基础形态变人们的互信基础形态

金融贸易金融贸易金融贸易金融贸易，，，，物流管理物流管理物流管理物流管理，，，，设备识别设备识别设备识别设备识别，，，，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电子监控电子监控电子监控电子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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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新型发布新型发布新型发布新型SyNAPSESyNAPSESyNAPSESyNAPSE芯片芯片芯片芯片，，，，开创巨型神经网络时代开创巨型神经网络时代开创巨型神经网络时代开创巨型神经网络时代

IBM发布了基于人脑特征的全新计算架构，该架构可以让下一代应用在感知、行为和认知方面的效率堪比人脑。作为与美国国防部先进

研究项目局 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合作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为SyNAPSE（Systems of 

Neuromorphic Adaptive Plastic Scalable Electronics）。终极目标是建立一套内含10亿神经元、100兆突触的“类人脑”电脑，而

且其尺寸与功耗也要与人脑相当。

IBM 新型芯片采用基于类似人脑的、非冯·诺依曼的计算架构，含有100万神经元和2.56亿突触。利用三星28纳米工艺技术，由54亿个

晶体管组成的芯片构成有4,096个神经突触核心的片上网络，其实时作业功耗仅为70豪瓦（mW）。完整的认知软硬件生态系统开启了面

向移动、云计算、超级计算和分布式传感器应用的新计算领域

IBM在该领域的研究推出了新的软件生态系统和编程模型，通过对芯片进行编程来模拟人脑的低功率、体积紧凑等特征。生态系统包括

多线程软件模拟器、支持广泛神经计算的神经元模式、相关程序，以及代表神经突出网络蓝图的模块等。

IBM IBM IBM IBM 重要研发成果重要研发成果重要研发成果重要研发成果 –––– 数据认知处理数据认知处理数据认知处理数据认知处理

10/16/201747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



IBM IBM IBM IBM 首台开放使用的量子计算机首台开放使用的量子计算机首台开放使用的量子计算机首台开放使用的量子计算机

48

� IBM 发布量子计算系统 IBM IBM IBM IBM QQQQ 开发路线图

� 向开发者提供 API 接口用于连接量子计算

机与传统计算机

� 将提供继 WATSON 和区块链之后的下一代

强势云平台服务

未来量子计算的可能潜在应用未来量子计算的可能潜在应用未来量子计算的可能潜在应用未来量子计算的可能潜在应用: : : : 

•协助研发新药和材料协助研发新药和材料协助研发新药和材料协助研发新药和材料

•优化全球物流系统优化全球物流系统优化全球物流系统优化全球物流系统

•模拟复杂金融服务模拟复杂金融服务模拟复杂金融服务模拟复杂金融服务

•人工智能处理海量数据人工智能处理海量数据人工智能处理海量数据人工智能处理海量数据

•强化云服务安全保障强化云服务安全保障强化云服务安全保障强化云服务安全保障 https://www.research.ibm.com/ibm-q/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



49

趋势趋势趋势趋势：：：： 减少编减少编减少编减少编程工作程工作程工作程工作,,,,    加加加加强强强强模块管理模块管理模块管理模块管理

人工智能开发平台人工智能开发平台人工智能开发平台人工智能开发平台 –––– IBM BLUEMIXIBM BLUEMIXIBM BLUEMIXIBM BLUEMIX

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提高效率，，，，延展生命延展生命延展生命延展生命！！！！

Timing is criticalTiming is criticalTiming is criticalTiming is critical！！！！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



• 高速存储介质高速存储介质高速存储介质高速存储介质

• 可扩充性存储模型可扩充性存储模型可扩充性存储模型可扩充性存储模型

• 持久数据存储体系持久数据存储体系持久数据存储体系持久数据存储体系

数据存储设备研发使命数据存储设备研发使命数据存储设备研发使命数据存储设备研发使命

世界首台磁盘世界首台磁盘世界首台磁盘世界首台磁盘((((现展存于现展存于现展存于现展存于 IBM Almaden IBM Almaden IBM Almaden IBM Almaden 走廊走廊走廊走廊))))

�数据放置哪里?

�数据如何存取?

�数据怎样保护?

高速度
高质量

低价格

不可兼得不可兼得不可兼得不可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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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350 disk 

storage unit

� 1955 - 1961

� 50 x 24 inches

� 5 MB

� 0.0088 MB/s

大数据存储领域的挑战大数据存储领域的挑战大数据存储领域的挑战大数据存储领域的挑战：：：：容量容量容量容量，，，，性能性能性能性能，，，，扩充扩充扩充扩充，，，，维护维护维护维护，，，，灾备灾备灾备灾备，，，，监管监管监管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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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存储器容量的困境大数据存储器容量的困境大数据存储器容量的困境大数据存储器容量的困境

预计到预计到预计到预计到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全球的数据总量将超过全球的数据总量将超过全球的数据总量将超过全球的数据总量将超过40ZB(40ZB(40ZB(40ZB(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为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为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为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为8.5ZB)8.5ZB)8.5ZB)8.5ZB)。。。。

若以光盘存储若以光盘存储若以光盘存储若以光盘存储，，，，总重量相当于总重量相当于总重量相当于总重量相当于424424424424艘满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艘满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艘满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艘满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总重量总重量总重量总重量 = 43,078,400= 43,078,400= 43,078,400= 43,078,400吨吨吨吨

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40ZB40ZB40ZB40ZB数据存入光盘数据存入光盘数据存入光盘数据存入光盘 每每每每艘尼米兹航空母舰重艘尼米兹航空母舰重艘尼米兹航空母舰重艘尼米兹航空母舰重101,600101,600101,600101,600吨吨吨吨

424424424424艘满载尼米兹航空母舰艘满载尼米兹航空母舰艘满载尼米兹航空母舰艘满载尼米兹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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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放置哪里数据放置哪里数据放置哪里数据放置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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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方案近期方案近期方案近期方案：：：： 软件定义存储软件定义存储软件定义存储软件定义存储 -------- 数据去重技术数据去重技术数据去重技术数据去重技术

10/16/2017

客户问题客户问题客户问题客户问题： 2 PB 数据量 � 1 PB 存储容量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找出重复数据模块，存储单一数据模块和重复链接关系

于是于是于是于是，，，，减少减少减少减少了了了了存储存储存储存储数据所数据所数据所数据所需需需需的物的物的物的物理空间理空间理空间理空间和和和和传输传输传输传输数据所数据所数据所数据所需需需需的带的带的带的带宽宽宽宽！！！！

Data DeduplicationData DeduplicationData DeduplicationData Deduplication

治标治标治标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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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Defined StorageSoftware Defined StorageSoftware Defined StorageSoftware Defined Storage，，，， SDSSDSSDS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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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方案中期方案中期方案中期方案：：：：IBMIBMIBMIBM重要研发成果重要研发成果重要研发成果重要研发成果 ---- 存存存存储储储储级级级级内存内存内存内存

旨旨旨旨在在在在消灭内存消灭内存消灭内存消灭内存((((RAMRAMRAMRAM))))与与与与磁盘磁盘磁盘磁盘(D(D(D(DISISISISK)K)K)K)的的的的区别区别区别区别，，，，从从从从而而而而摈摈摈摈弃冗余弃冗余弃冗余弃冗余数据数据数据数据迁移迁移迁移迁移与计算操作与计算操作与计算操作与计算操作，，，，

避免开避免开避免开避免开机机机机等待时间等待时间等待时间等待时间。。。。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机应应应应用软件系统将据用软件系统将据用软件系统将据用软件系统将据此重此重此重此重新新新新简化简化简化简化设计设计设计设计。。。。--------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效率效率效率效率！！！！

StorageStorageStorageStorage----Class Memory(SCM)Class Memory(SCM)Class Memory(SCM)Class Memory(SCM)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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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单元读写速存储单元读写速存储单元读写速存储单元读写速度度度度如如如如同同同同内存内存内存内存，，，，存储容量满足存储容量满足存储容量满足存储容量满足企业企业企业企业级级级级数据数据数据数据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1250125012501250个硬盘浓缩成个硬盘浓缩成个硬盘浓缩成个硬盘浓缩成1111个硬盘个硬盘个硬盘个硬盘，，，，能耗降低三分之一能耗降低三分之一能耗降低三分之一能耗降低三分之一

治治治治本本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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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方案远期方案远期方案远期方案::::IBM IBM IBM IBM 重要研发成果重要研发成果重要研发成果重要研发成果––––原子级存储器原子级存储器原子级存储器原子级存储器

吉尼斯记录吉尼斯记录吉尼斯记录吉尼斯记录::::            世界上最世界上最世界上最世界上最小小小小的的的的电影电影电影电影 ––––

《《《《壹壹壹壹个个个个男孩男孩男孩男孩和他的和他的和他的和他的原子原子原子原子》》》》

治标本治标本治标本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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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大数据领域于生存危机之中拯救大数据领域于生存危机之中拯救大数据领域于生存危机之中拯救大数据领域于生存危机之中 -------- 皮之不存皮之不存皮之不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将焉附毛将焉附毛将焉附？？？？

AtomAtomAtomAtom----level Storagelevel Storagelevel Storagelevel Storage

现在现在现在现在：：：：数百万个原子表征一位数百万个原子表征一位数百万个原子表征一位数百万个原子表征一位““““0”0”0”0”或或或或““““1”1”1”1”

将来将来将来将来：：：：1111个原子表征一位个原子表征一位个原子表征一位个原子表征一位““““0”0”0”0”或或或或““““1”1”1”1”

用排列原子的方式制作这部电影。拍摄中用到两吨重的

自制扫描式穿隧电子显微镜(获1986年诺贝尔物理奖)，

在 -268°C环境下控制探针摆放、安排原子位置，最终

合成壹部242帧的电影。

将单一将单一将单一将单一「「「「钬钬钬钬」」」」原子放置于氧化镁表面原子放置于氧化镁表面原子放置于氧化镁表面原子放置于氧化镁表面，，，，保存磁保存磁保存磁保存磁

极方向极方向极方向极方向，，，，通过扫描式穿隧电子显微镜的探针来通过扫描式穿隧电子显微镜的探针来通过扫描式穿隧电子显微镜的探针来通过扫描式穿隧电子显微镜的探针来

翻转翻转翻转翻转、、、、测量这颗原子的磁极测量这颗原子的磁极测量这颗原子的磁极测量这颗原子的磁极。。。。从而利用单一原从而利用单一原从而利用单一原从而利用单一原

子磁极方向存储信息子磁极方向存储信息子磁极方向存储信息子磁极方向存储信息。。。。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



2011 2011 2011 2011 年年年年 6666月月月月，，，，在在在在IBMIBMIBMIBM Almaden Almaden Almaden Almaden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一个记录当时信息的密封时间囊被埋入楼前地下一个记录当时信息的密封时间囊被埋入楼前地下一个记录当时信息的密封时间囊被埋入楼前地下一个记录当时信息的密封时间囊被埋入楼前地下，，，，静候静候静候静候

2111211121112111 年到来年到来年到来年到来，，，，由届时由届时由届时由届时IBM IBM IBM IBM 员工启封员工启封员工启封员工启封，，，，从囊中信息了解人们一百年前的生活场景从囊中信息了解人们一百年前的生活场景从囊中信息了解人们一百年前的生活场景从囊中信息了解人们一百年前的生活场景。。。。-------- 信息如何保存信息如何保存信息如何保存信息如何保存？？？？

放眼未来放眼未来放眼未来放眼未来––––持续探索信息存储创新形式持续探索信息存储创新形式持续探索信息存储创新形式持续探索信息存储创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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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息存于百年后开启的将信息存于百年后开启的将信息存于百年后开启的将信息存于百年后开启的 密封时间囊密封时间囊密封时间囊密封时间囊 2222000011 11 11 11 =>=>=>=> 2222111111111111

视视视视

野野野野

举举举举

措措措措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

IBMIBMIBMIBM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人工智能借助大数据驾临了人工智能借助大数据驾临了人工智能借助大数据驾临了人工智能借助大数据驾临了！！！！

((((类似于人类利用水类似于人类利用水类似于人类利用水类似于人类利用水、、、、空气空气空气空气、、、、阳光阳光阳光阳光、、、、石油石油石油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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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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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完完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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