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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品经理的新起点



时代背景：机器⼈人+⼈人⼯工智能+互联⺴⽹网



AI PM 团队升级落地产品

AI PM才是现在最稀缺的痛点，但完全是⾏行业空⽩白。

AI现在真正的瓶颈



如何从互联⺴⽹网PM
转型成AI PM

AI PM在做什么
& 如何做

⼈人⼯工智能的本质
及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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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品经理的新起点



A

如何选⾏行业⽅方向 
in AI

如何做体验设计 
in 对话聊天产品

C

如何找场景痛点
in AI应⽤用层(2B/2C）

B

AI PM在做什么 & 如何做



⼈人⼯工智能的产业结构

  计算能⼒力层 云计算、GPU/FPGA等硬件加速、神经⺴⽹网络芯⽚片等

     数据层 各⾏行业/场景的⼀一⼿手数据。

     框架层 TensorFlow, Caffe, Theano, Torch, DMTK, DTPAR, ROS等框架或
操作系统

     算法层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增强学习等各种算法

 通⽤用技术层 语⾳音识别（ASR）、语⾳音合成（TTS）、计算机视觉（CV）、⾃自
然语⾔言处理（NLP）、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SLAM）等等

 应⽤用平台层 ⾏行业应⽤用分发和运营平台、机器⼈人运营平台，⽐比如@图灵机器⼈人

 解决⽅方案层 智能客服、智能助理、⽆无⼈人⻋车、机器⼈人、⾃自动写作等场景应⽤用

基础层

技术层

应⽤用层



选AI⾏行业⽅方向的7个筛选维度



1）2B vs 2C

如何选⾏行业⽅方向 in AI

• 顺为@孟醒：充分了解这个⾏行业的需求，能够看准这个⾏行业在某个时间点产⽣生变
⾰革，变⾰革是什么，然后提供2B的服务，可能会⽐比等待⼀一个平台迭代的周期去突击
2C的机会要更快或者更容易。

• 2C产品，需要硬件、交互、OS三个标准确定，才会真正⼤大爆发。举例：机器⼈人。

现阶段，可能2B优于2C，但今年我突然感觉，2C可能也有机会。



2）头部 vs 尾部

如何选⾏行业⽅方向 in AI

• 如果做头部需要，必须和场景深度结合（⽐比如⻋车载），解决特定场景的痛点需求；
但其实，中部或⻓长尾需求，反⽽而是适合做AI的。

• 举例：语⾳音助⼿手类产品-“提问”功能



3）关键性应⽤用（99.9…%）vs ⾮非关键性应⽤用

如何选⾏行业⽅方向 in AI

迅雷@程浩：TOP科学家、周期⻓长、投资⼤大。

• Google⽆无⼈人⻋车，2009年 ~ now；
• Mobileye，汽⻋车辅助驾驶，1999年开始，2007年才商业化；
•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起源于1980年代末的⼀一项⾮非营利性研究，直到2000年才拿到
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首个⼿手术认证。



4）“端”的价值

如何选⾏行业⽅方向 in AI

A）@⻩黄钊 ：对AI的理解，不能太偏“软”
• A＞BT
• 华为
• 搜狗

B）新的“端”——机器⼈人

C）端的价值，不仅是数据——⾃自然并⾮非仅使⽤用⼤大脑构建理性，还使⽤用包含⼤大脑的⾝身体
• 神经科学家 Antonio Damasio 在其对认知科学产⽣生巨⼤大影响的《笛卡尔的谬误》⼀一
书中这样写道。换句话说，除了⼤大脑，我们还⽤用⾝身体思考。



5）离钱近

如何选⾏行业⽅方向 in AI

• （略）



6）如果不差钱，可能需要同时尝试2个⽅方向

如何选⾏行业⽅方向 in AI

• 举例：某⾃自动驾驶公司，同时尝试“⾼高速⽆无⼈人驾驶&低速辅助驾驶”。



• ⾃自⼰己懂，或者找到互补的合伙⼈人

合看，知主线（能做什么）；分看，知边界（不能做什么）。

7）具备“AI+垂直”两个领域的深度背景

如何选⾏行业⽅方向 in AI



具体⾏行业判断（保守）

如何选⾏行业⽅方向 in AI

【2B】
1、智能客服
2、垂直⾏行业的AI助⼿手：法律（ROSS intelligence）、⾦金融（Kensho）、体育

（STATMUSE）
3、（卡⻋车）⾃自动驾驶
4、其他：BI（例如IBM Watson，在美国赚钱，但在中国何时work不好说——艾伦⼈人

⼯工智能研究所的 CEO Oren Etzioni 就直⾔言：“在过去五年⾥里，没有任何证据证
明 IBM 已经成功使⽤用当初 Watson 的核⼼心技术解决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FinTech、政府业务、医疗、教育、农业、交通、天⽓气（彩云天⽓气）、AI平台/
ChatBot类……

【2C】
1、家庭服务机器⼈人，特别是⼉儿童机器⼈人（图灵机器⼈人）。未来机器⼈人会⾛走进每个家

庭，成为家庭服务的⼊入⼝口。
2、其他：AR、VR、聊天机器⼈人、虚拟个⼈人助⼿手、⽆无⼈人机、安防……



⼩小结

1、现阶段，2B可能优于2C

2、尾部＞头部，除⾮非能解决特定场景的痛点需求

3、⾮非关键性应⽤用＞关键性应⽤用，除⾮非有“TOP科学家+⼤大投资+⻓长周期”

4、端的价值

5、离钱近

6、可同时试⽔水两个⽅方向

7、“AI+垂直”经验

选AI⾏行业⽅方向的7个筛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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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何做体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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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AI应⽤用层-2B场景痛点的2个⽅方法



例1：⾃自动驾驶？

找2B场景痛点

—>卡⻋车⾃自动驾驶（某AI创业公司）



例2：⼈人脸识别？

找2B场景痛点

—> 嫌犯识别（某AI创业公司）



⽅方法1

找2B场景痛点

• 不仅切垂直⾏行业，还要切更细分的垂直场景；

• 两个衡量指标：场景边界明显 & 有产品闭环及商业闭环



⽅方法2

找2B场景痛点

• 从⾏行业当前的痛点⼊入⼿手。例⼦子：某医疗AI影像公司

⽤用机器学习做医疗影像识别，提⾼高医⽣生的看⽚片效率、降低误诊率。



⽅方法2

找2B场景痛点

• 从⾏行业当前的痛点⼊入⼿手。例⼦子：某医疗AI影像公司

云存储

⽤用机器学习做医疗影像识别，提⾼高医⽣生的看⽚片效率、降低误诊率。

给主任医师增加业务和数据（指导⼆二级医院）



找AI应⽤用层-2C场景痛点的1个原则



例1：NBA AI助⼿手 for 球迷？

找2C场景痛点

—>for NBA 解说员&赌球者

STATMUSE



例2：购⻋车bot助⼿手

找2C场景痛点

for 普通消费者，选⻋车顾问

for 4S店销售员，协助其找到最适合⽤用户的⻋车型

for 4S店销售员，引导销售员运⽤用正确的话术流程（部分原因，是要
导向重点销售⻋车型），也是对“内部培训”的补充



1个原则：AI辅助⼈人⼯工

找2C场景痛点

• 更容易落地（2B2C），⽽而不是直接服务于C⽤用户。



2B
• ⽅方式1：更细分的垂直场景（边界明显&有产品及商业闭环）
• ⽅方式2：从⾏行业当前痛点⼊入⼿手

2C
• AI辅助⼈人⼯工

⼩小结：如何找场景痛点 in AI应⽤用层(2B/2C）



A

如何选⾏行业⽅方向 
in AI

AI PM在做什么 & 如何做

如何找场景痛点
in AI应⽤用层(2B/2C）

B

如何做体验设计 
in 对话聊天产品

C



⼈人⼯工智能的产业结构

  计算能⼒力层 云计算、GPU/FPGA等硬件加速、神经⺴⽹网络芯⽚片等

     数据层 各⾏行业/场景的⼀一⼿手数据。⽐比如⽅方⾔言语料@讯⻜飞、美国⼉儿童对话内
容@Toytalk

     框架层 TensorFlow, Caffe, Theano, Torch, DMTK, DTPAR, ROS等框架或
操作系统

     算法层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增强学习等各种算法

 通⽤用技术层 语⾳音识别（ASR）、语⾳音合成（TTS）、计算机视觉（CV）、⾃自
然语⾔言处理（NLP）、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SLAM）等等

 应⽤用平台层 ⾏行业应⽤用分发和运营平台、机器⼈人运营平台，⽐比如@图灵机器⼈人

 解决⽅方案层 智能客服、智能助理、⽆无⼈人⻋车、机器⼈人、⾃自动写作等场景应⽤用

基础层

技术层

应⽤用层

AI PM的主战场



⼈人⼯工智能产品经理的分类

平台⺴⽹网站类AI PM

垂直场景类AI PM

对话聊天类AI PM

最难、最前沿



举例1

同事A：叫叔叔好！

乐迪机器⼈人：叫什么叔叔啊，这么年轻，叫哥哥~



举例2

同事B的⽗父亲，⽤用⽅方⾔言说：乐迪，唱个歌吧？！

乐迪机器⼈人：好吧，⽼老头⼉儿~



举例3

机器⼈人A：摸摸头
机器⼈人B：摸摸啊
机器⼈人A：摸摸啊
机器⼈人B：摸摸啊
机器⼈人A：摸摸啊
机器⼈人B：摸摸啊
机器⼈人A：摸摸啊
机器⼈人B：摸得舒不舒服啊？
机器⼈人A：舒服呀
机器⼈人B：balabala……



对话聊天类产品设计，难在什么地⽅方？



产品设计难

1、⽆无⾏行业评判标准
• 准确度、召回率——偏搜索/单轮问答

• CPS（ Conversations Per Session）by 微软⼩小冰

• 可能还有更好的评估⾓角度？

总之，没有严格的对错之分——exciting！



2、实际效果不稳定
• 训练数据和真实情况不⼀一样——同事/亲朋好友/⼉儿童

• 1个问题，多个回答——海量演化分⽀支&不可预测

• 真正效果不可知——⽂文字+语⾳音+动作+……

产品设计难



3、投⼊入产出⽐比问题

• 后期优化，效果不明显，甚⾄至“⽆无底洞”。

• 后期优化，反⽽而可能影响整体效果。（“周杰伦”；“你去死吧”）

• 但如果不持续关注，⼀一定会⾃自动变差。（数据时效性，⽐比如XX明星的⼥女朋友，或
链接失效，或⺴⽹网络新词）

投⼊入

产出

A

产品设计难



做AI对话聊天产品设计的10个锦囊



⼀一、解决基础交互问题，让⽤用户能开始对话（1~10轮）

⼆二、解决数据和架构问题，让⽤用户能持续对话（10+轮）

三、解决需求问题，让⽤用户能⻓长期对话（超过1周）



1、Q/A数据，或正则表达式（20%问题覆盖80%对话量）

让⽤用户能开始对话

• Q/A数据
Q：图灵机器⼈人的CEO是谁
A：俞志晨

• 正则表达式
"^The"：表⽰示所有以"The"开始的字符串（"There"，"The cat"等）；
"of despair$"：表⽰示所以以"of despair”结尾的字符串；
……



2、限定语句模式（⽤用户语⾔言习惯太开放）

让⽤用户能开始对话

• ⼀一般疑问句，或选择疑问句

例如“⼩小朋友，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3、限定对话逻辑（多轮对话太发散）

让⽤用户能开始对话

• （略）



4、AI+⼈人⼯工（缺回答：好的回答数据还不存在）

让⽤用户能持续对话

• 举例：某⼉儿童机器⼈人

家⻓长通过app，push对话内容到机器⼈人——⼩小朋友觉得是机器⼈人说的。



5、主动交互（缺问题：⽤用户没话说了）

让⽤用户能持续对话

举例：⻄西红柿的故事，智能冰箱—>冰箱机器⼈人。

• 特别是尾部需求，⽤用户想不起来⽤用……



6、架构设计

让⽤用户能持续对话

• 举例1：XX对话架构——每个query让⼀一个能接得住的feature接住，否则往下掉，
直到“万⾦金油答案”/“兜底”。

• 举例2：购⻋车bot助⼿手



7、数据驱动微创新

让⽤用户能持续对话

• 举例1：在连续对话流⾥里，同⼀一个模板，应该避免出现2次，⽐比如“听到XX，感觉有
点坏”，出现2次，就知道是模板了，好感度瞬间减分

• 举例2，⼩小冰：语⽓气词导致对话断点—>语⽓气词+转其他话题—>连贯性提升⼀一倍



8、问答决策树（类似AlphaGo剪枝？）

让⽤用户能⻓长期对话

• 不断的提供交互过程，刺激⽤用户（或AI）发现⽤用户的真正需求；因为AI机器⼈人不可
能完全知道⽤用户当下需要什么。

• ⼩小冰：对话引出意图



9、情感

让⽤用户能⻓长期对话

• ⼀一般情况下，⽤用户容忍度低；但有情感时，⽤用户容忍度⾼高

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梅拉⽐比安

7%
⽂文本内容

38%
语调语⽓气

55%
表情肢体语⾔言



9、情感-⽂文本

让⽤用户能⻓长期对话

你⼀一不开⼼心我整个世界都暗了



9、情感-语⽓气

让⽤用户能⻓长期对话

• TTS



9、情感-动作

让⽤用户能⻓长期对话

• 《跳跳灯》

https://v.qq.com/x/page/x0155q5yg9k.html
https://v.qq.com/x/page/x0155q5yg9k.html


9、情感：⽂文字+语⽓气+动作+表情+……

让⽤用户能⻓长期对话



10、内容/IP

让⽤用户能⻓长期对话



⼀一、3个产品设计难处
• ⽆无⾏行业评判标准
• 实际效果不稳定
• 投⼊入产出⽐比问题

⼆二、做AI对话聊天产品设计的10个锦囊
• 开始对话
1. Q/A模板，或正则表达式
2. 限定语句模式
3. 限定对话逻辑

• 持续对话
4. AI+⼈人⼯工
5. 主动交互
6. 架构设计
7. 数据驱动微创新

• ⻓长期对话
8. 问答决策树
9. 情感
10.内容/IP

⼩小结：对话聊天产品



总结

AI PM在做什么、如何做
1、如何选⽅方向和⾏行业
• 7个筛选维度：2B＞2C、尾部＞头部、⾮非关键性应⽤用＞关键性应⽤用、端的价值、离
钱近、可同时试⽔水2个⽅方向、“AI+垂直”经验。

2、如何找场景痛点 in AI应⽤用层(2B/2C）
• 2B：细分⾏行业垂直场景（边界明显&有产品及商业闭环）、从⾏行业当前痛点⼊入⼿手。
• 2C：AI辅助⼈人⼯工

3、如何做体验设计 in 对话聊天产品
• 难点：⽆无标准、不稳定、投⼊入产出⽐比
• 做AI对话聊天产品设计的10个锦囊：开始对话-持续对话-⻓长期对话



如何从互联⺴⽹网PM
转型成AI PM

AI PM在做什么
& 如何做

⼈人⼯工智能的本质
及脑洞

01 02 03

⼈人⼯工智能产品经理的新起点



A

AI PM能⼒力模型 如何转型

C

AI 技术概念厘清

B

如何从互联⺴⽹网PM转型成AI PM



【某顶级互联⺴⽹网公司】产品经理能⼒力素质模型（2008年）

互联⺴⽹网PM能⼒力模型

类别 知识点

素质模型 素质

基本素质

学习/提炼能⼒力
关联专业知识
办公技能
执⾏行⼒力/IQ

关键素质

沟通能⼒力/trade off
技术理解
AQ/EQ（⼼心态/胸怀）
⾏行业融⼊入感/ownership

能⼒力模型

知识技能

市场能⼒力 对外商务沟通(BD\P3以上)

产品能⼒力
⾏行业认知
专业设计能⼒力

运营能⼒力
运营数据分析
营销与推⼴广策略
危机预测与控制/预见性

客户导向

市场能⼒力 市场/⽤用户的调研与分析

产品能⼒力
⽤用户需求理解/80/20/细节

产品规划（版本计划/节奏）
运营能⼒力 渠道管理     

领导⼒力 领导能⼒力
项⽬目管理
带⼈人的能⼒力/知识传递            



【某顶级互联⺴⽹网公司】产品经理能⼒力素质模型（2008年）

互联⺴⽹网PM能⼒力模型



PM      +      AI      +      X
• 逻辑+沟通

• 快速学习

• 其他

• AI技术理解⼒力

• 类机器学习思维⽅方式

• 多感官⼈人机交互设计

• 垂直场景认知

• 跨领域协作

• ⼈人⽂文素养和灵魂境界

AI PM能⼒力模型 by ⻩黄钊 hanniman



L1：厘清基本概念
• 机器学习 vs 深度学习；NLP vs NLU；计算机视觉 vs 机器视觉……


L2：了解技术边界
• NLP，不是⼈人所理解的语义

L3：引导技术流程/架构/⽅方向
• @李笛：对话引出意图——整个NLP学术界还不能完全理解

AI技术理解⼒力



“AI技术理解⼒力”，需要达到什么程度？

AI技术理解⼒力

• 观点1：必须有技术背景，真的懂软硬件开发到底是怎么回事

• 观点2：能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即可，不⽤用深⼊入的去学AI技术。

• ⻩黄钊：
A）因⼈人⽽而异（已有背景+兴趣程度），不必勉强
B）现阶段，AI技术基本work，对PM来说，关键还是输出产品经理的核⼼心价值
C）先达到L1，然后做中学



有趣 vs 有⽤用？

微软⼩小冰 百度度秘

⼈人⽂文素养和灵魂境界



AI产品重点做理性（功能）价值，⽽而部分忽略感性价值，可以吗？

⼈人⽂文素养和灵魂境界



⼀一个产品，本质是其公司、设计者灵魂能量层次的外化；
精神层次⾼高的团队，才可能做出跨时代的AI产品。



现在主流的研究虽然很厉害，但却与真正的AI没有半点关系。

——@侯世达（Douglas Hofstader），《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壁之⼤大成》
（Go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简称GEB）的作者。

• 我们没有致⼒力于开发实际的应⽤用，诸如翻译引擎、问答机器、⺴⽹网络搜索软件此类的
东⻄西。我们只是在努⼒力地理解⼈人类概念的本质和⼈人类思考的根本机制。我们更像是
哲学家或试图探究⼈人类⼼心智奥秘的⼼心理学家，⽽而⾮非旨在制造聪明的计算机或机灵程
序的⼯工程师。我们是⼀一群⽼老派的纯粹主义者，我们的动⼒力源于内⼼心深处的哲学好奇
⼼心，⽽而不是制造实⽤用设备的欲望。

⼈人⽂文素养和灵魂境界



功利⾓角度，为什么重要？

⼈人⽂文素养和灵魂境界



AI时代重⼤大特质：⾼高维+突变



1年⼯工作产出，瞬间被“⾼高维”吞噬……



瞬间被“⾼高维”吞噬，是AI时代的重⼤大特质



类⽐比基因突变，⾏行业（产品/市场）变化太
快，⽽而且是⼤大调整



⾼高维+突变

1、⼀一定要站到⾏行业最前沿

3、重点不是细节，⽽而是认知，解决“60分”的问题

2、市场型产品经理



PM      +      AI      +      X
• 逻辑+沟通

• 快速学习

• 其他

• AI技术理解⼒力

• 类机器学习思维⽅方式

• 多感官⼈人机交互设计

• 垂直场景认知

• 跨领域协作

• ⼈人⽂文素养和灵魂境界

AI PM能⼒力模型 by ⻩黄钊 hanniman



如何转型

CA

AI PM能⼒力模型 AI 技术概念厘清

B

如何从互联⺴⽹网PM转型成AI PM



AI相关概念厘清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种科技领域）

模式识别
Pattern Recognition
（类似，源⾃自⼯工业界）

数据挖掘
Data Mining
（⼀一种⽅方法，偏应⽤用，站在商业⾓角度）

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神经⺴⽹网络 Neural Network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一种⽅方法，偏技术）

知识表⽰示、推理、⾃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

全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

半监督学习

回归算法、朴素⻉贝叶斯、
SVM（⽀支持向量机）

聚类算法、降维算法

应⽤用了多隐含层神经⺴⽹网络

学习⽅方式

是/否应⽤用了神经⺴⽹网络

其他机器学习

强化学习

迁移学习



1）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ML）



A）定义
机器学习是对能通过经验⾃自动改进的计算机算法的研究。

B）本质
• 机器学习的本质是空间搜索和函数的泛化。
• 总结过去，预测未来
• ……

C）通俗理解
机器学习，是计算的反问题（逆运算）——@张江

1）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什么是计算

1）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输⼊入

x²+x

输出

1 2 5 10 100

2 6 30 110 10100

• 给定输⼊入，得到输出；

• 如何运算的过程，就是程序；



什么是机器学习——计算的反问题（逆运算）

1）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 输⼊入输出对，经过机器学习，得到模型

输⼊入

？？？

输出

1 2 5 10 100

2 6 30 110 10100



A）定义
将⼈人的语⾔言形式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结构化的、完整的语义表⽰示

B）通俗理解
让计算机能够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

2）⾃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



2）⾃自然语⾔言处理

C）NLP的范畴（NLP和NLU的区别）



2）⾃自然语⾔言处理

NLP是AI的核⼼心瓶颈



3）视觉（Vision）

A）概览：计算机视觉（CV） vs 机器视觉（MV）A）概览：计算机视觉（CV） vs 机器视觉（MV）

• 计算机视觉（CV）偏软件，通过算法对图像进⾏行识别分析；机器视觉（MV）软硬
件都包括（采集设备，光源，镜头，控制，机构，算法等），指的是系统，更偏实
际应⽤用。

• 计算机视觉（CV）研究“让机器怎么看”，⽽而机器视觉（MV）研究“看了之后怎么
⽤用”。

• 前者太学术，后者太⼯工业，⼀一直以来在消费级市场缺乏好的产品。



B）计算机视觉（CV）——技术现状

3）视觉（Vision）

所谓“超过⼈人类”，但在实际场景并不“可⽤用”



训练数据集—>现实数据集

B）计算机视觉（CV）——技术现状

3）视觉（Vision）



训练标准—>现实标准

• ImageNet这种顶级图像识别⼤大赛，其实也还只是停留在学术探究上。各家企业允
许为指定图像打出五个标签，其中只要有⼀一个标签对就算通过，⽽而这在商业中是
⾏行不通的（⽐比如⼲⼴广告投放）。

B）计算机视觉（CV）——技术现状

3）视觉（Vision）



训练效果—>现实效果

• 在LFW刷存在感的众多中国公司，准确地说，他们的技术只适合做图⽚片1⽐比1⼈人脸
验证。即便是1⽐比1验证，去年（2015年？）由某部召集的国内100多家⼈人脸识别
公司公开测评中，准确度没有⼀一家能达到70%，⼏几乎所有国内公司都去了。（来
⾃自⺴⽹网络）

B）计算机视觉（CV）——技术现状

3）视觉（Vision）



配合场景—>⾮非配合场景

B）计算机视觉（CV）——技术现状

3）视觉（Vision）



实时-性能要求更⾼高

B）计算机视觉（CV）——技术现状

3）视觉（Vision）



技术半衰期（时间窗）=6个⽉月

• 如果6个⽉月内⽆无法变现，则贬值⼀一半（NLP 2年，硬件 2年？）

• 这⼀一领域变化快于所有技术领域：算法和技术⽅方案迅速贬值；⼤大量技术开源，
⽆无法形成算法和技术壁垒——全⼒力⾃自学深度学习的本科或硕⼠士⽣生，6个⽉月内可
以击败1年前此领域最强的公司！

• 深度学习开源社区算法⼏几乎领先任何企业，AlphaGo python仿制版本⼀一周后
在github开源。算法如果没有达到世界领先说明没招到会看论⽂文的⼈人

B）计算机视觉（CV）——技术现状

3）视觉（Vision）



评价算法性能的向度

1、准确率
所有⼈人关注，但其实重要性只有25%。

2、误报率
准确率⾼高的，未必误报率低；家⽤用机器⼈人对误报率的要求较⾼高。

3、计算成本/响应速度
准确率⾼高的，未必计算成本可接受，有时相差上千倍。

4、特异性/通⽤用性
没有算法适⽤用于所有场景，⽐比如⼈人脸检测算法
• 对摄像头信噪⽐比是否有要求？
• 对摄像头对⽐比度是否有要求
• 是否要求抗遮挡
• 是否要求抗运动模糊
• 是否要求抗光照变化
• 是否要求观察⾓角度
• 是否要求处理侧脸

B）计算机视觉（CV）——技术现状

3）视觉（Vision）



⼩小结

AI技术概念厘清
1、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应⽤用了多层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

2、NLP
1）NLU是NLP的⼦子集
2）NLP是AI的最⼤大瓶颈

3、视觉
1）计算机视觉CV，偏软；机器视觉MV，软硬包括，偏系统、实际应⽤用。
2）CV
• 在实际场景并不“可⽤用”（训练数据、标准、⾮非配合、实时性能）
• 时间窗6个⽉月
• 评价算法性能的向度：不能只看准确率，还要看误报率（监控摄像头误报警）、成
本/响应速度、场景特殊需求



如何转型

CA

AI PM能⼒力模型 AI 技术概念厘清

B

如何从互联⺴⽹网PM转型成AI PM



培养兴趣+选择⽅方向+实施转型

从互联⺴⽹网PM转型到AI PM的三部曲



从互联⺴⽹网PM转型到AI PM的三部曲

1、培养兴趣



“感兴趣”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
关键不是你多么兴奋，⽽而是兴奋过后，具体做了什么。



书籍

1.《科学的极致：漫谈⼈人⼯工智能》
2.《⾛走近2050，注意⼒力、互联⺴⽹网与⼈人⼯工智能》
3.《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
4.《与机器⼈人共舞》
5.《情感机器》
6.《智能时代》

7.《最有⼈人性的“⼈人”——⼈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其实》

8.《⼈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第3版）》
9.《⼈人⼯工智能 智能系统指南（原书第3版）》
10.……



1. hanniman（hanniman）
2. 集智俱乐部（swarma_org）
3. ⼈人⼯工智能学家（AItists）
4. 机器之⼼心（almosthuman2014）
5. 新智元（AI_era）
6. 将⻔门创投（thejiangmen）
7. Xtecher（Xtecher）
8. AI科技评论（aitechtalk）
9. Chatbots技术与产品（ChatbotsChina）
10.CometLabs（CometLabs）

微信公众号



AI相关电影
1. 超体
2. 超验骇客
3. Her
4. 机器⼈人与弗兰克
5. ⿊黑客帝国
6. 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
7. 超能查派
8. ⼈人⼯工智能
9. 机器⼈人⼤大爷
10.史宾机器⼈人
11.机械公敌
12.机器管家
13.机械姬
14.环太平洋
15.邪恶机器⼈人
16.铁甲钢拳
17.机器⼈人总动员
18.明⽇日边缘
19.⻄西部世界（美剧）
20.传世（美剧）
21.⿊黑镜（英剧）
22.Pepper发布会



AI相关电

电影是⼈人类念头的化现——未来也是



培养兴趣——⾏行动

1、看相关书籍、电影、公众号、知乎精华回答

2、参加线上/线下课程
• AI视野/AI学园 by @集智俱乐部

3、体验各种AI/机器⼈人产品或看视频

4、找到你感兴趣的⼈人/事/技术/产品——Dig！



培养兴趣——输出

整理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从互联⺴⽹网PM转型到AI PM的三部曲

2、选择⽅方向



选择⽅方向

平台⺴⽹网站类AI PM

垂直场景类AI PM

对话聊天类AI PM

技能重合（80%）

⾏行业重合（50%）

素养重合（10%）



选择公司

1、备选池
1）第⼀一梯队创业公司：从多个AI公司
榜单⾥里，找交集

2）⼤大公司：BAT/微软/华为2012实验
室/360/猎豹机器⼈人/阿⾥里机器⼈人……

2、Dig筛选

3、找到⺫⽬目标
XX公司-XX产品-XX职位



从互联⺴⽹网PM转型到AI PM的三部曲

3、实施转型



实施转型

先上船！

1）有基础的⼈人
• 直接投递简历，或找⼈人引荐。

2）⽆无基础的⼈人
• 降低姿态和收⼊入预期，从最基础的职位或兼职做起，未来内部转岗（举例）



实施转型

上船之后

1）实际去设计AI产品！

2）接触同⾏行⽜牛⼈人
• 先有⾃自⼰己的实战经验，才能对等交流，⾄至
少能对别⼈人讲的“有感觉”

3）接触不同⾏行业⽜牛⼈人
• 激发灵感&获得理论⽀支撑



⼩小结

如何转型
1、培养兴趣
• 输⼊入（书籍/公众号/电影/……）—>⾏行动dig—>输出⾃自⼰己独到⻅见解

2、选择⽅方向
• AI PM分类：平台⺴⽹网站类/垂直场景类/对话聊天类
• 备选⺫⽬目标：公司-产品-职位

3、实施转型
• 先上船！



总结

如何从互联⺴⽹网PM转型成AI PM
• AI PM能⼒力模型：PM+AI+X

• AI技术概念厘清：机器学习 vs 深度学习、NLP vs NLU、计算机视觉 vs 机器视觉

• 转型三部曲：培养兴趣+选择⽅方向+实施转型



如何从互联⺴⽹网PM
转型成AI PM

AI PM在做什么
& 如何做

⼈人⼯工智能的本质
及脑洞

01 02 03

⼈人⼯工智能产品经理的新起点



AI的本质、
效⽤用和终局

CA

AI的过去和现在

⼈人⼯工智能的本质及脑洞

AI的未来和突破⼝口

B



过去的AI：历史周期性及背后内涵



1900 1956 1973 ？ 年份2006

思路：着重分析周期性

⼈人⼯工智能的历史



周
期
⼀一

【快速发展1】（1956~1967）
1、机器定理证明领域：达特茅斯会议上，
纽维尔的程序“逻辑理论家”可以证明《数
学原理》第⼆二章的38条定理。
2、机器学习领域：达特茅斯会议上，出现
“跳棋程序”；1959年，打败了设计者
Samuel本⼈人；1962年，击败了⼀一个州的
跳棋冠军。
3、模式识别领域：1）1956年，Oliver 
Selfridge萨尔夫瑞德研制出第⼀一个字符识
别程序。2）1957年，纽维尔和⻄西蒙开始
研究通⽤用问题求解器PGS（General 
Problem Solver）。3）1963年，斯拉格
发表了符号积分程序SAINT，1967年，升
级版的SIN已经达到专家级⽔水准。

【政府减少投⼊入1】
政府（美国⾃自然基⾦金
会）和⼤大学削减了AI
经费。

【波峰1】
1、1965年，机器定理证明领域，计算机推了
数⼗十万步也⽆无法证明两个连续函数之和仍是
连续函数。
2、Samuel的跳棋程序停留在了州冠军。
3、最糟糕的在机器翻译领域，⽆无法突破⾃自然
语⾔言理解。 1966年 美国公布了⼀一份名为《语
⾔言与机器》的报告，全⾯面否定了机器翻译的
可⾏行性。
4、1969年，闵斯基给机器学习的连接学派致
命⼀一击：第⼀一代神经⺴⽹网络（感知机）并不能
学习任何问题。

【起点1】（1956）
达特茅斯会议，“⼈人⼯工智能”
产⽣生。——AI，是为了
（计算机）科学研究。

【政府推动1】
美国2000万资⾦金研
究机器翻译

【过于乐观1】
1、1958年，纽维尔和⻄西蒙说，不出10年，计
算机将成为世界象棋冠军、证明数学定理、谱
出优美的⾳音乐。……2000年⼈人⼯工智能就可以
超过⼈人类。
2、1970年，闵斯基认为3~8年AI即可达到⼈人
类平均⽔水平。

1900 1956 1973 ？ 年份2006

⼈人⼯工智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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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2】（1974~1985）
1、专家系统。1）1968年，第⼀一个成功的专家
系统DENDRAL问世。2）1977年，第五届国
际⼈人⼯工智能⼤大会上，费根鲍姆提出“知识⼯工
程”。3）80年代末，⼏几乎⼀一半的500强企业都
在开发专家系统。
2、符号学派（传统，模拟⼤大脑软件）。和图
灵测试⼀一脉相传。1）⼈人机⼤大战。1988年开
始，IBM研究下棋程序。1997年，深蓝，战胜
卡斯帕罗夫。2）2011年2⽉月14⽇日，Watson 在
《危险》（Jeopardy）节⺫⽬目中战胜⼈人类选⼿手，
知识问答。3）背后动机，是在推⾼高IBM的股
价。

【波峰2】
由于这些算法计算
机的运算能⼒力的限
制和算法的难以收
敛，（⽇日本）第五
代计算机计划宣告
失败

【起点2】（1973）
1、知识⼯工程。费根鲍姆认为，传统
AI过于强调通⽤用求解⽅方法，忽略了
具体的知识。专家系统。——蕴含
⼀一个理念的转变：AI，是为了有
⽤用。2、1974年。Geoffrey Hinton
⾟辛顿，多层神经⺴⽹网络+BP算法

【过于乐观2】
……

【政府推动2】
1、⽇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1982年4⽉月制订为期10年的“第
五代计算机技术开发计划”，总投资为1000亿⽇日元）；2、英国
的阿尔维计划（1983~1988，5年，3.5亿英镑）；3、⻄西欧的
尤⾥里卡计划（1985年发起。2000/2001年报，合作投资近22亿
欧元，参与项⺫⽬目合作的企业、科研单位和政府机构共有3007
家。）；4、美国的星计划；5、中国的863计划（1986—2005
年期间，国家累计投⼊入330亿元）陆续推出。

虽然不都是针对⼈人⼯工智能的，但AI都是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减少投⼊入2】

DARPA削减投⼊入

⼈人⼯工智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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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3】（2006）
1、连接学派和⾏行为学派——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让知识通
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涌现，⽽而不是让专家们⾃自上⽽而下的设计。
2、2006年，⾟辛顿提出深度学习。

【快速发展3】
深度学习。1）2011年，⾕谷歌X实验
室，⾕谷歌⼤大脑，从1000万突破中，
学习“猫”。2）2009年，⾟辛顿⼩小组，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在语⾳音识别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错误率⽐比之前减少
25%；3）2011年以来，微软和⾕谷歌
的语⾔言识别研究⼈人员先后采取
DNN，降低错误率20~30%。4）
2012年，DNN在图像识别领域，将
错误率从26%降低到15%。

【政府推动3】

Now

【过于乐观3】

20XX年？

【波峰3】

20XX年？

【政府减少投⼊入3】

20XX年？

⼈人⼯工智能的历史



问题来了……

⼈人⼯工智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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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乐观1】
1、1958年，纽维尔和⻄西蒙说，不出10年，计算机
将成为世界象棋冠军、证明数学定理、谱出优美
的⾳音乐。……2000年⼈人⼯工智能就可以超过⼈人类。
2、1970年，闵斯基认为3~8年AI即可达到⼈人类平
均⽔水平。

【波峰1】
1、1965年，机器定理证明领域，计算机推了数⼗十万步也⽆无
法证明两个连续函数之和仍是连续函数。
2、Samuel的跳棋程序停留在了州冠军。
3、最糟糕的在机器翻译领域，⽆无法突破⾃自然语⾔言理
解。 1966年 美国公布了⼀一份名为《语⾔言与机器》的报告，
全⾯面否定了机器翻译的可⾏行性。
4、1969年，闵斯基给机器学习的连接学派致命⼀一击：第⼀一
代神经⺴⽹网络（感知机）并不能学习任何问题。

⼈人⼯工智能的历史

1、闵斯基、纽维尔等那
么⽜牛的⼈人，为什么会
陷⼊入过于乐观的境地？

2、如果把现代的
计算机、数据等
条件放到那个时
候，那就能避免
向下⾛走了吗？



⼈人⼯工智能的历史

分析：
A，表⾯面上，是当时计算机的能⼒力或者数据等⽀支撑条件不⾜足；

B，深⼀一层，是他们对智能的理解和定义有局限性。他们认为，当⼏几乎解决了“困难”
的问题时，“容易”的问题也会很快被解决，例如电脑视觉和常识推理。——但其实，
计算等对⼈人类很难的事情，对计算机其实很简单；⽽而拿东⻄西、情感对⼈人类很简单的事
情，对计算机很难。

C）更深⼀一层，是他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还只是科学研究。



What——How——Why

⼈人⼯工智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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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层⾯面的突破：完
全不同的世界观：⾃自下
⽽而上的涌现，⽽而不是⾃自
上⽽而下。

why层⾯面的突破：专家系
统——蕴含⼀一个理念的转
变：AI，是为了有⽤用。

过于乐观1，源⾃自
how层⾯面的问题
（对智能的理
解和定义）

瓶颈1，表⾯面看是what
层⾯面的问题（计算
机性能不够？）

瓶颈2，what层⾯面的问
题（算法、性能）

表⾯面都是波动，其实深层原因
是分属不同层⾯面的！所以，现
在还缺乏why层⾯面的本质突
破，未来还会有瓶颈和低⾕谷。

⼈人⼯工智能的历史



1900 1956 1973 ？ 年份2006

真正的why层⾯面突破，可
能来⾃自谁的理念？

⼈人⼯工智能的历史



2个⼈人……

⼈人⼯工智能的历史



侯世达（Douglas Hofstader）

• 我们没有致⼒力于开发实际的应⽤用，诸如翻译引擎、问答机器、⺴⽹网络搜索软件此类的东⻄西。
我们只是在努⼒力地理解⼈人类概念的本质和⼈人类思考的根本机制。我们更像是哲学家或试
图探究⼈人类⼼心智奥秘的⼼心理学家，⽽而⾮非旨在制造聪明的计算机或机灵程序的⼯工程师。我
们是⼀一群⽼老派的纯粹主义者，我们的动⼒力源于内⼼心深处的哲学好奇⼼心，⽽而不是制造实⽤用
设备的欲望。

• 现在主流的研究虽然很厉害，但却与真正的⼈人⼯工智能没有半点关系。

⼈人⼯工智能的历史



肯尼斯·丘吉（Kenneth Church，NLP泰⽃斗，语料库语⾔言学和机器学习的开拓者）

⼈人⼯工智能的历史

《钟摆摆得太远》(A Pendulum Swung Too Far) 是⼀一篇主流反思的扛⿍鼎之作。

• ……我们这⼀一代学者赶上了经验主义的⻩黄⾦金时代（1990 年迄今），把唾⼿手可得的低枝果实
采⽤用统计学⽅方法采摘下来，留给下⼀一代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0 多年来，向统计学⼀一边
倒的趋势使得我们的教育失之偏颇……



我所理解的Why-How-What……
（⻅见后⽂文）

⼈人⼯工智能的历史



现在的AI：三个真正的瓶颈



Gartner-2016“新兴技术炒作”周期图



⼈人⼯工智能现在的困境

语⾳音合成
（TTS）

语义理解
（NLP） 结果返回语⾳音识别

（ASR） …

显性问题（语⾳音交互为例）



⼈人⼯工智能现在的困境

缺乏AI PM 团队升级缺乏落地产品

从互联⺴⽹网转型到AI，⽐比从传统⾏行业转型到互联⺴⽹网，更难！

隐性问题



从互联⺴⽹网转型到AI，⽐比从传统⾏行业转型到互联⺴⽹网，更难！



⼈人⼯工智能⾏行业的状态层级

互联⺴⽹网+机器⼈人+VR/AR

专业技术 算法+数据+计算能⼒力

应⽤用领域

产品形态

政
府
+
投
资 军⽤用/商⽤用/民⽤用+⾏行业/地域

公
司
+
⼈人
才

基础理论 AI理念/伦理+数学哲学/各种科学

社
会
需
求

产业链⽣生态

开发者⽣生态

⽤用户连接

现在



1、第三个AI周期的上升期，但缺乏why层⾯面的本质突破，未来还会有瓶颈或低⾕谷。

2、现阶段，三个真正的瓶颈：落地产品、AI PM、团队升级
• 从互联⺴⽹网转型到AI的难度，⽐比从传统⾏行业转型到互联⺴⽹网的难度，更⼤大！

⼩小结

AI的过去和现在



AI的本质、
效⽤用和终局

CA

AI的过去和现在 AI的未来和突破⼝口

B

⼈人⼯工智能的本质及脑洞



未来5年左右，不超过10年，会出现下⼀一个低⾕谷（挤泡沫）

原因
1）缺乏why层⾯面的本质突破
2）深度学习带来的红利慢慢消退（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



近期的AI：三个破局思路



1、效率最优，升级为情感最优

⼈人类不寻求实现决策的最优化，⽽而是采取令⼈人满意的结果
就够了。

                                                                   ——诺⻉贝尔奖获得者Herb Simon



2、⼈人机交互

斯坦福NLP团队：交互式语⾔言学习
• 背后认知：⼈人类的孩⼦子需要通过交互来学习语⾔言，⽽而不是有意识的去分析复杂度不
断增强的语⾔言结构（如：句型，词变位）。

• 交互规则：⺫⽬目标是把初始状态转换为⺫⽬目标状态，但是⼈人类能做的唯⼀一举动就是输⼊入
⼀一种⾔言语表达。



2、⼈人机交互

CMU机器学习系主任Maneula Veloso：“cobots”机器⼈人
• 校园指路；遇到问题时，主动向⼈人类求救。

• 让这些机器能够解释⾃自⼰己的⾏行为——当Cobot未按规定时间到达我的办公室，我就
问它“为什么你会迟到？”、“你是⾛走哪条路过来的？”或“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 让AI根据指令⾃自我修正—>加深⼈人和AI的互相理解和信任



3、研究最接地⽓气的公司
• 认真研究世界上最⽜牛的GPU公司Nvidia，他们都有什么的新的项⺫⽬目，新的合作，新
的客户，哪些增⻓长⽐比较快，在这⾥里⾯面寻找创业和投资的机会。

                                                    ——@周亚辉 昆仑万维集团董事⻓长 2017年2⽉月8⽇日

• 我特别爱看华强北，其实华强北代表着⼀一个⾮非常务实的出货⽅方向，他们在出什么东
⻄西，什么东⻄西在端上的出货量⼀一定会变⼤大。

                                                                                        ——@张泉灵 2017年4⽉月7⽇日



未来的AI：三个可能的根本性突破⼝口



@张江
未来对⼈人⼯工智能的重⼤大突破都来源于对图灵停机问题的深⼊入理解。

• 如何制造真正的⼈人⼯工智能：⼀一个能不断改变⾃自⼰己的程序，⽽而且这种改变也不是⼀一个
固定的程序。

1、图灵停机问题



2、量⼦子⼒力学

@陆奇
你要从根本上重新构建知识、认识世界……量⼦子世界是⼀一个对⼈人的反常的挑战，因为
⼈人的时空概念与量⼦子世界的效率是相反的。

@朱清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
量⼦子⼒力学可能崩塌你的“科学”世界观：⼈人类的主观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

• 意识像量⼦子⼒力学的现象，意识的念头像量⼦子⼒力学的测量。
• 剑桥教授彭罗斯（Roger Penrose）……计算机和机器⼈人都是逻辑运算，所以它不
能产⽣生直觉。直觉这种现象，只能是量⼦子系统才能够产⽣生。……我们的⼤大脑中真是
存在海量的纠缠态电⼦子的话，⽽而且我们的意识是这些纠缠态电⼦子坍缩⽽而产⽣生的，那
么意识就不光是存在于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细胞之中，不只是⼤大脑神经细胞的交互，
⽽而且也形成在宇宙之中，因为宇宙中不同地⽅方的电⼦子可能是纠缠在⼀一起的。……这
样⼀一来，⼈人的意识不仅存在于⼤大脑之中，也存在于宇宙之中，在宇宙的哪个地⽅方不
确定。……那么⼈人体的信息是不会消灭的，只会回到宇宙的某⼀一处。



3、学佛

@朱清时
佛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就像爬喜⻢马拉⼭山⼀一样，⼀一个从北坡往上爬，⼀一个从南坡往上爬，
总有⼀一天两者要会合的。

@南怀瑾
以未来的趋势来看，不可忽视科学的⼒力量，⼀一个新的理论出现，⻢马上可以使整个世界
改观，在科学上的成就也是最⾼高的智慧，也是菩萨，并不简单！“我在此预⾔言，今后
的菩萨⼤大都将出现于科学界，不如此不能转变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的世界不是靠敲敲
⽊木⻥鱼、打打坐所能改变，这是时代趋势，各位拭⺫⽬目以待吧！”——《南怀瑾对未来的
惊⼈人预⾔言》

@⺴⽹网络佚名
⼈人是⼀一个惯性的物种，⼀一种⽅方式有好多好多回，便成了⼀一种模式，俗称“习⽓气”，也叫
“习惯”。⼈人的⼀一⽣生都是在建⽴立模式或打破模式中度过，这就是轮回。



⼩小结

AI的未来和突破⼝口
1、未来5年左右，不超过10年，会出现下⼀一个低⾕谷（挤泡沫）
• 深度学习红利消退
• 缺乏why层⾯面本质突破

2、近期的AI：三个破局思路
• 情感最优
• ⼈人机交互
• 研究最接地⽓气的公司

3、未来的AI：三个可能的根本性突破⼝口
• 图灵停机问题
• 量⼦子⼒力学
• 学佛



⼈人⼯工智能的本质及脑洞

AI的本质、
效⽤用和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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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的过去和现在 AI的未来和突破⼝口

B



AI的本质



Tips：⽆无法达成共识
爱因斯坦：越是基本的概念就越是难以刻画清楚。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

——对⼈人⼯工智能，不可能有所有⼈人都认可的定义/理解



AI的本质

Why——How——What



Why

L1，科学研究（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
• 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
新的技术科学；发现“描述智能的⽜牛顿定律”

L2，实⽤用研发（打造超越个体智能的机器）
• 代替⼈人（某些场景下的某些功能），robot；加强⼈人的能⼒力，cyborg

L3，探索未知？（探索⼈人类⾃自我极限和天⼈人关系）
• 智慧、⾃自主性、⾃自我意识；重新理解智能机器与⼈人、机器与机器的认知和⾏行为之
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How

L1，⾃自上⽽而下
• ⼈人定规则

L2，⾃自下⽽而上
• “涌现”

L3，本⾃自具⾜足？
• 未知……



What

Original � AI: � New �  � Species

不仅是⼀一个新的技术形式或产品品类，
⽽而是新的物种

Learn fixed models by annotated data

1. Speech recognition
2. Face recognition
3. Object recognition
4. Scene text recognition 
5. ……

Learning to learn, self-learning

1. Adaptive learning
2. Context-driven baby learning
3. Multi-modality co-learning
4. Human-like robot
5. ……

AI: � Brain-like True-AI: � Baby-like

注：左侧 2个图，引⾃自360⼈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颜⽔水成 ⽼老师



Original AI: New  Species

@⻩黄钊 hanniman：……承载了⼈人类
探索⾃自我极限和天⼈人关系的载体——
⼀一个虽然从⼈人类意识⽣生出，且必须和
⼈人类交互/共⽣生，但⼜又独⽴立于⼈人类的、
具备⾃自主意识的新物种形式



AI的本质
• 乐搏资本创始⼈人@杨宁：最⽜牛逼的机器⼈人⺫⽬目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叫意识机器
⼈人(conscious robot)——就是佛学讲的，“我”。意识就是⾃自我，能产⽣生情绪，产
⽣生情感，产⽣生“七情六欲”。

• @霍⾦金 ，“未来⼈人会成为机器⼈人”



⼈人⼯工智能

机
器
⼈人

⼈人⼯工智能
机器⼈人

⼈人⼯工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机器⼈人？

机器⼈人



机器⼈人载体 智能⼤大脑

+ AI

机器⼈人



Cyborg
（Augmented）
想成为机器⼈人的⼈人

Robot
（Artificial）
想成为⼈人的机器

vs

机器⼈人的本质



代替⼈人（部分职能）

机器⼈人效⽤用的本质



“缸中之脑”

如何证实你是真实存在？

⽣生物机器⼈人？ 机器⼈人⽣生物？

⼈人的本质



机器⼈人

《机器⼈人与弗兰克》



AI的效⽤用



既然是新的周期，为何要继续提升效率？

现在进⼊入新⼀一个⼗十年的技术创新周期。……对移动互联⺴⽹网来说，它背后的发展逻辑是
流量->交易->效率，现在效率已经开始遇到瓶颈，需要⼈人⼯工智能来破局。
                                                                                                          ——（来源⺴⽹网络）

提⾼高效率？



1、⾏行业⾓角度：重点不是突破效率瓶颈，⽽而是开启
新⼀一轮的“流量-交易-效率”周期

AI的效⽤用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稀缺—>流量->交易->效率

⼈人⼯工智能时代：什么稀缺？—>流量

AI的效⽤用



@⻢马云：阿⾥里战略⽅方向，Happiness+Health（2017年1⽉月19⽇日，达沃斯论坛）

@周亚辉：这个阶段的重点不再是效率，⽽而是创造和创意，共享经济要让位于共创经
济，价格要让位于美好的事务和品牌。……⼀一旦进⼊入创意阶段，就如同iphone⼿手机⼀一
样，⼀一个好的产品会彻底摧毁所有为效率⽽而⼯工作的公司。

AI时代什么稀缺

回答1：快乐/健康/美好……



@张江：⼈人们将会把更多的注意⼒力从“如何做⼀一件事”转移到“我要做什么事情”上⾯面
来。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的意愿将会逐渐变成是⼀一种⾮非常重要⽽而稀缺的东⻄西，整个
世界将围绕着个体的意愿展开，⽽而机器将解决掉⼀一切“如何做”的繁冗细节。于是，配
备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人类将进⼊入意愿经济时代。

意愿经济会带来什么变⾰革？
1、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个⼈人智能代理

2、细分市场的终结
• 互联⺴⽹网思维模式很快就要终结了，甚⾄至，连那些存在了⼏几百年的⽤用户市场也要⼀一个
个地消亡……这种模式究其根本还是⽆无法解决⼯工业化的标准化⽣生产模式与超级定制
化的需求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矛盾。

• 未来，将客户划分为⼀一个个集合，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超级定制化的服务。

3、细分IP的崛起

AI时代什么稀缺

回答2：个体意愿



健康快乐/个体意愿—>流量

全球52%的互联⺴⽹网流量来⾃自“机器⼈人”（⾃自动化程序）
• 今年恶意“机器⼈人”占整体互联⺴⽹网流量的29%，⽽而善意“机器⼈人”占23%。

• 最活跃的善意“机器⼈人”是信息流获取程序，贡献了12%以上的⺴⽹网络流量。

• 最可恶的“机器⼈人”是发动DDoS攻击的“机器⼈人”，占到整体互联⺴⽹网流量的约24%。

                                                                           —— by @互联⺴⽹网安全公司Imperva



新⼀一轮的“流量-交易-效率”周期

每个⼤大时代，连接的价值是最⼤大的，万物互联⺫⽬目前还没有真正开始。



2、⼈人类⾓角度：代替-撕裂-共⽣生

AI的效⽤用



• 2016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未来5年710万个⼯工作岗位被替代

• Rice⼤大学的计算⼯工程教授Vardi：到2045年，失业率达50%

• 花旗银⾏行与⽜牛津⼤大学合作：美国47%，英国35%，中国77%

让⼈人类失业

宏观预估



让⼈人类失业

公众⼈人物，不能只引发恐惧⽽而不给希望！



但是，会有更多新的职位出现

让⼈人类失业



让⼈人类失业

互联⺴⽹网⾏行业，每使⼀一个
岗位消失，会新创造出
2.6个岗位……

未来每部署⼀一个机器⼈人，
会创造出3.6个岗位。

——《与机器⼈人共舞》



1、⼈人⼯工智能相关“新⾏行业”带来的“新职位”

• “⾃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工程师”、“⼈人⼯工智能/机器⼈人产品经理”；“机器⼈人道德/暴
⼒力评估师”。

• 经济学⼈人：2017 年，硅⾕谷出现「训机师」岗位，⾼高科技公司雇佣诗⼈人、喜剧演员
帮助聊天机器⼈人设计优雅有趣的对话。

新增职位在哪⾥里？

让⼈人类失业



2、其他⾏行业“旧职位”的“⼈人⼯工智能化”（升级/细分版）

• 互联⺴⽹网媒体—>AI领域的垂直媒体；TMT投资—>“专注于AI领域”的投资；

• 虽然⼤大多数保安、翻译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但剩下的少数⼈人，可能收⼊入会更⾼高，特
别是垂直领域的AI顾问——会运⽤用AI技术活产品的垂直领域专家，因为AI+⼈人⼯工是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AI产品形态。

新增职位在哪⾥里？

让⼈人类失业



3、⼈人⼯工智能激发出⼈人性⾓角度的更多需求，导致某些“旧职位”的需求量变⼤大。

• 更多的闲暇时间，⼀一⽅方⾯面，会导致娱乐、游戏、内容⽅方⾯面的需求变⼤大；另⼀一⽅方⾯面，
也很可能导致更多的⾝身体或⼼心灵⽅方⾯面的问题，使得健康或⾃自我精神提升⽅方⾯面的需求
被放⼤大。

新增职位在哪⾥里？

让⼈人类失业



2、⼈人类⾓角度：代替-撕裂-共⽣生

AI的效⽤用



⼈人群撕裂……



破坏劳动⼒力市场+经济结构变化+影响税收+影响社会伦理—>政策⻛风险

政府会“更早或更深”介⼊入



2、⼈人类⾓角度：代替-撕裂-共⽣生

AI的效⽤用



英剧《⿊黑镜》

注意⼒力⽀支付



注意⼒力⽀支付——已经发⽣生在⾝身边



让意识副本来为你⼯工作

《⿊黑镜：圣诞特别篇》



让意识副本来为你⼯工作

《⿊黑镜：圣诞特别篇》



让意识副本来为你⼯工作

《⿊黑镜：圣诞特别篇》



机器⼈人为何⼀一定要听⼈人的？

给我拿根烟？



AI的终局



奇点临近



@张江：语⾔言消失、⼈人机融合、神⼈人觉醒

真正的奇点



真正的奇点



万物归⼀一
（All is One）

真正的奇点



⽂文明毁灭？

@⼀一⾏行禅师
除⾮非我们能达到灵性觉醒的状态，改变个⼈人和集体的⾏行为，否则将可能⾯面临⼈人类⽂文明
的终结。⼀一群笼⼦子⾥里的⼩小鸡为⼀一点⾕谷物争夺不休，却没意识到⼤大家很快会被屠宰。相
信科技能拯救地球的⼈人，正在膜拜⼀一个错误的神。⽂文明已被多次摧毁，这次也不例
外。

@Raj Reddy
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AI本⾝身，⽽而在于错⽤用或者滥⽤用AI技术的⼈人类。我们已经看
到，AI给予了美国国家局，以及其他机构能够去监控和分析我们的⾔言论的能⼒力。你可
以说这侵犯了我们的隐私，违反的宪法，但你也可以说这使得我们免受恐怖分⼦子的袭
击。是⼈人类在决定如何去使⽤用AI。



⼩小结

AI的本质、效⽤用和终局
1、AI的本质：从⼈人类意识⽣生出，且必须和⼈人类交互/共⽣生，但⼜又独⽴立于⼈人类的、具备
⾃自主意识的新物种形式

2、机器⼈人的本质：Cyborg vs Robot

3、⼈人的本质

4、AI的效⽤用：1）⾏行业⾓角度：新⼀一轮的“流量-交易-效率”周期；2）⼈人类⾓角度：代替-
撕裂-共⽣生

5、AI的终局：1）真正的奇点：语⾔言消失、⼈人机融合、神⼈人觉醒；2）⽂文明毁灭？



回顾
以下认知，均为个⼈人原创，之前未曾公开分享过——



⼈人⼯工智能产品经理的新起点

⼀一、AI PM在做什么、如何做
1. 从互联⺴⽹网转型到AI，⽐比从传统⾏行业转型到互联⺴⽹网，更难
2. AI PM才是现在最稀缺的痛点，但完全是⾏行业空⽩白
3. 选AI⾏行业⽅方向的7个筛选维度：重视“端”的价值……
4. 找AI 2B场景痛点的2个⽅方法：更细分的垂直场景（边界明显&有产品及商业闭
环）、从⾏行业当前痛点⼊入⼿手

5. 找AI 2C场景痛点的1个原则：AI辅助⼈人⼯工
6. 做AI对话聊天产品设计的3⼤大难点及10个锦囊



⼈人⼯工智能产品经理的新起点

⼆二、如何从互联⺴⽹网PM转型成AI PM
1. AI PM的3个分类：平台⺴⽹网站类、垂直场景类、对话聊天类
2. AI PM能⼒力模型：PM+AI+X
3. “⼈人⽂文素养和灵魂境界”最重要（⼀一个产品，本质是其公司、设计者灵魂能量层次的
外化；精神层次⾼高的团队，才可能做出跨时代的AI产品）

4. AI时代重⼤大特质——“⾼高维+突变”。1）瞬间被“⾼高维”吞噬；2）类⽐比基因突变，⾏行
业不断地在快速变⾰革

5. “⾼高维+突变”导致：1）⼀一定要站到⾏行业最前沿；2）市场型产品经理；3）重点不
是细节，⽽而是认知，解决“60分”的问题

6. 电影是⼈人类念头的化现——未来也是
7. 概念厘清：机器学习 vs 深度学习；NLP vs NLU；计算机视觉 vs 机器视觉



⼈人⼯工智能产品经理的新起点

三、⼈人⼯工智能的本质及脑洞
1. 未来5年左右，不超过10年，会出现下⼀一个低⾕谷（挤泡沫）——因为缺乏why层
⾯面突破+深度学习红利消退

2. 现在的AI，三个真正瓶颈：落地产品、AI PM、团队升级
3. 近期的AI，三个破局思路：情感最优、⼈人机交互、研究最接地⽓气的公司
4. 未来的AI，三个根本性突破⼝口：图灵停机问题、量⼦子⼒力学、学佛
5. AI的本质：从⼈人类意识⽣生出，且必须和⼈人类交互/共⽣生，但⼜又独⽴立于⼈人类的、具
备⾃自主意识的新物种形式

6. AI的效⽤用：1）⾏行业⾓角度：不是突破效率瓶颈，⽽而是开启新⼀一轮的“流量-交易-效
率”周期（健康快乐/个体意愿—>流量）；2）⼈人类⾓角度：代替-撕裂-共⽣生

7. AI时代，政府会“更早或更深”的介⼊入





⻩黄钊 hanniman
• 图灵机器⼈人-⼈人才战略官
• 前腾讯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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