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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性的技术将为未来一
年的成功做出巨大贡献。

Splunk 预测 2021：行政报告



步入数据时代
我们真正希望在 2021 年看到的是我们所
有人，来自我们的家。到了夏天，正常和稳
定的表象应该开始在全球展现。旧的模式
会回归，但会有所改变。其他地区可能会保
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习惯，即使是在大
流行之后也会如此。登机时测量体温可能
是一件好事，餐馆可能再也不会感到拥挤。



数字化转型是一种没有被大流行中断，而是加速发展的模式。数据时
代由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带来的更大互联性定义，它已经到来。现在
真的到了。

“新冠肺炎是一个催化剂，大大加速了数字转型，”Splunk 战略和企 
业发展高级副总裁 Ammar Maraqa 说。“对于业务和 IT 领导者来说， 
战略远景已被大幅压缩。预计在 5 年或 10 年内出现的中断已被压 
缩到数月或数周的水平。”

对于许多组织来说，高速转型看起来会像更多的云技术。在采用云方
面已经相当成熟的组织正在推进自动化和机器学习。真正能够突破
极限的组织正在计划 5G，研究增强现实或区块链，或者部署边缘计
算解决方案。

“预计在  
5 年或 10  
年内出现的
中断已被压
缩到数月或
数周的水平。”
Ammar Maraqa， 
Splunk 战略与企 
业发展高级副总裁



Splunk 移动工程主管 Jesse Chor 说，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一个关
键的硬件发展：图形处理单元 (GPU) 的崛起，许多强大的软件即
将问世。中央处理器是计算机的大脑，也是程序运行速度的基本
决定因素，它在不断改进。但近年来，GPU（最初是为 3D 图形设
计的，因此是游戏的核心部分）对于超越“第一人称射击 
游戏”的用例越来越重要。 

玩游戏
当然，游戏不是推进 GPU 
的唯一用途，但它仍然是一
个大用途。Splunk 首席技
术官 Tim Tully 表示，GPU 
的改进使游戏成为了一个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趣
的技术空间。他还承认，自
大流行以来，他已经成为了
一个更经常玩游戏的人。

“GPU 的进步使开发人员能
够制作这些超级沉浸式游
戏，VR 将是其中一个有趣
的元素。”他说。“自从大
流行以来，游戏已经成为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
活动，更重要的逃避机制。
我认为，这将消耗我们过
去在餐馆或电影院花费的
更多预算。”

“GPU 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Chor 说， 
“因为这是开启边缘机器学习的钥匙，也是开启  
AR 的钥匙，还是开启所有这些伟大未来体验的 
钥匙。然后，如果你将这一点与 5G 和 WiFi 6 的低
延迟和高带宽相结合，你就拥有了需要的一切。”

今年对新兴技术的预测包括许多让最强大的  
GPU 保持忙碌的方法。



2021 年的预测 
和生存策略
06 
AI/ML 
自学 ML 会帮助我们看到超越流行语到价值的 
价值。 

挑战：对抗性攻击，AI 伦理，人类培训

14 
5G/移动设备 
5G 会延迟，然后会壮大。同时，看看 WiFi 6。 

此外：非接触式支付、双重身份验证和生物识别。

21 
AR/VR 
AR：大流行的挫折可能会导致出现沉浸式的协作
工具和医疗保健。 

VR：硬件已经就位。在软件方面，这是一个生死攸
关的问题。

26 
生物识别技术 
生物识别技术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开始。

28 
区块链 
市场最终得到了区块链；如今它专注于效率， 
在未来几年将会看到更大的可能性。

34 
边缘计算 
所有的一切都汇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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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AI/ML)
当大流行发生时，AI/ML 技术已经开始被采用，但是自从新冠肺炎破坏了公共卫生、经济以及我
们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几乎所有其他方面，组织已经显著加快了机器学习算法的整合。

“我们在安全用例上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仅限于此。”Splunk 机器学习主管 Ram Sriharsha 说。
对于已经在使用的算法来说，大流行带来了挑战。当我们的行为突然发生显著变化时，预测零
售算法就会动摇。正如 MIT 技术评论在 5 月指出的那样，“基于正常人类行为训练的机器学习
模型现在发现，正常已经改变，一些不再像它们应该的那样工作。” 

换句话说，在线零售商的推荐引擎在三月份还没有准备好让每个人突然只关心卫生纸和洗手液。

此时，机器学习已经大多赶上了大流行和衰退带来的变化。在各行各业，算法已经，如果不是商
品化，那么就是民主化了。主要的云提供商正在提供硬件和软件，将机器学习的力量带给他们的
客户。这些提供商和其他第三方供应商正在提供“AI 即服务”。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理念已
经在企业的想象中扎根。

AI/ML 
自学 ML 会帮助我们看到超越流行语到价值的价值。挑战：对抗性攻击，AI 伦理，人类培
训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05/11/1001563/covid-pandemic-broken-ai-machine-learning-amazon-retail-fraud-humans-in-the-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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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AI/ML 将被它自己的局限性所阻碍 - 
直到它可以自己学习。
Splunk 机器学习主管 Ram Sriharsha 表示，阻碍人 AI/ML 采用的一个因素是资源开销。

“传统 ML 模式的问题在于，人们花费大量时间来构建和部署模型，但这种模式无法扩
展。”他说。“组织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你对数据提出的问题也在不断发展。你不可
能快速雇佣数据科学团队来跟上它的步伐。”

他说，答案是在机器学习中实现学习自动化。“你不仅必
须自动化创建和部署模型的过程，还必须自动化学习和
重新学习的过程。”

他指出，与人类密集过程密切相关的一个挑战是，大多数
机器学习模型依赖于结构良好、标记清晰的数据来学习。

“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研发能量试图解决这两个问题，这
就是如何让算法用尽可能少的标签和尽可能少的人工输
入来学习。”Sriharsha 说。“我对非结构化数据投入 ML 的
越多，让算法找出如何从数据中提取所需信息，它对组织
的贡献就越大。”

与掌握象棋和围棋等结构化棋盘游戏的模型相比，要让
算法模型与推动更好的零售推荐或供应链优化的不断变
化的非结构化数据源一起工作要困难得多，但这正是首
席信息官们想要的。这绝对是我们首席信息官想要的。

“我一直在关注自我学习系统，”Splunk 首席信息官 Steve 
McMahon 说。“我希望我的过程自动化很大程度上是自
我意识的，也就是说，是学习的，这样它就能发现最大的
机会。”

“我一直在 
关注自我 
学习系统。”
Steve McMahon， 
Splunk 首席信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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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对抗学习的防御能力将在未 
来几年得到提高。因为必须如此。
去年，我们的预测报告警告了 AI 破坏的潜在威胁：你可以通过毒害 AI 所学习的数据
来毒害 AI 驱动的自动化的结果。我们举了一个让自动驾驶汽车误解停车标志的例子。 
9 月，研究人员发现，战斗机大小的物体上的一个小标签可以隐藏它，不让 AI 处理 
无人机镜头看到。数据欺骗的威胁仍然存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不得不迎接挑战，
因为今天的 AI 就像一只一周大的小狗一样幼稚。

“机器学习算法信任它们从中学习的数据。”Ram Sriharsha 
说。“但是如果有人试图攻击你会怎么样？作为一个行业，
我们没有仔细想过如何在对手面前学习。”

他说，研究人员将需要探索如何使他们的模型强大起来
对抗对手。他说，现在是开发这些技术的时候了，因为这
种攻击的潜在力量将由于标准的市场力量而增长。

“到时候，将不会有数百家机器学习初创公司出售数百个
机器学习平台。”Sriharsha 说。“会有几个，或者一个。”

就像 Microsoft 操作系统的主导地位成为黑客攻击的一
个大目标一样，少数主导的 AI 平台会吸引所有的攻击。

“一旦市场围绕一个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的平台整合，黑客
们就会被激励去想办法打破它。”他说。“有了这种对抗性
的关注，我们现在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构建能够抵御
攻击的强大算法。”

“作为一个行
业，我们没有
仔细想过如
何在对手面
前学习。”
Ram Sriharsha， 
Splunk 机器学习主管

https://www.splunk.com/pdfs/ebooks/emerging-tech-predictions-2020.pdf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253881-small-sticker-could-hide-a-fighter-jet-from-an-enemy-d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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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超越 AI 的热门词汇，从 AI/ML  
中获得真正有意义的价值。
AI 通常是一个黑匣子，一个模糊的承诺，一个星际迷航未来的希望。当然，供应商们正
在称赞产品“现在有了 AI！”，就像葡萄干麦片里有额外的葡萄干。企业客户正陷入难以
界定的兴奋之中。

“如果你的产品没有内置 AI，或者在最初的用例或结果出
来后没有集成的潜力，很多客户甚至不会考虑使用你的
产品。”Splunk 首席客户官 John Sabino 说。“但很多时候，
当人们要求 AI 时，他们只是勾选一个框。他们不确定这
是什么，但他们害怕被落下。”

Splunk 亚太地区副总裁 Simon Davies 表示，亚太地区
的组织已经超越了流行词阶段。“他们已经从 AI 这种你
特别考虑的东西，变成了任何决策或技术的核心部分。”
他说。“相反，对话与‘你的平台如何帮助我们？’有关。”

交付基于 AI 的产品是供应商的工作。但是，组织如何使
用 AI 来提高竞争力或提供更好的结果，这是一个战略考
虑。Sabino 补充说，这对组织来说很重要。“你希望与真
正了解如何利用 AI、真正了解你的业务和用例的提供商
建立关系，因为这是一种战略关系。它涉及到一家竞争激
烈的行业中的公司如何超越竞争。”

“很多时候， 
当人们要求  
AI 时，他们 
只是勾选一 
个框。”
John Sabino， 
Splunk 首席客户官



预测
人们对 ML 偏见挑战的关注日益增加，这将导
致工程师在其工作中承担道德责任。
随着我们将更多的决策留给算法，人们会越来越关注它们是如何做出这些决策的。我们有一个乌托邦的
愿景，那就是对客观数据进行冷静的审视之后，能够获得公平的结果，但忽略了谁选择数据集和自己设
计算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人类，我们天生具有缺陷，并且带有不可避免的偏见。

我们已经看到了偏见的例子。我们去年的预测指出了一个
敌对的学习例子，即混蛋（专业术语）教一个众包聊天机
器人种族主义。抵押贷款行业的算法偏见是众所周知的
失败，在 2020 年的多次争议中，面部识别碰了壁。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7 月份的一篇文章讨论了 
“不道德的优化”问题以及用于检测和消除此类偏见的数
学方法。Ram Sriharsha 预计，这一追求在未来几年将变
得更加重要。但是他说，完全消除偏见的目标注定要失败，
所以它必须与一个目标相结合，以便至少在偏见（不可避
免地）发生时理解它。

https://www.cbsnews.com/news/mortgage-discrimination-black-and-latino-paying-millions-more-in-interest-study-shows/
https://www.cbsnews.com/news/mortgage-discrimination-black-and-latino-paying-millions-more-in-interest-study-shows/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525023/most-creative-people-2020-joy-buolamwini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os.20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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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贷款申请带有种族偏见的经典例子为例，即使这不是
你的意图，而是你提供的数据的无意结果。”Sriharsha 
说。“你不能教一个算法，‘识别种族，不要做一个混蛋。’ 
所以可解释性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算法模型是如何产生令人不快的结果
的，我们就可以更快地调整它，以产生更好、更公平的结
论。培训数据有偏见是因为它没有准确反映社会的种族
和性别构成吗？某个特定的数据集是否反映了该模型正
在强化的社会偏见？是否有其他数据集有助于更清晰地了
解我们的社会，并产生更符合组织或社区价值观的结果？

可解释性可以帮助我们修复错误的模型，但 Sriharsha 说，
更大的问题是，在模型变得宽松之前，我们如何提前处理
道德问题。

“它从教育开始，发展我们用来培训未来计算机科学工程
师的课程工作。”他说。“但不仅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了旨

在防止这些意外偏见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果计算机科学
家过去是孤立工作的，现在他们正与伦理学家、经济学家
和社会学家合作，以理解某些模型的社会含义。”

如果我们不能教每个软件工程师成为社会学家、城市规
划师、社区活动家和道德哲学家，我们至少可以确保工程
师把它们都放在快速拨号上。

这些磋商，以及考虑更广泛后果的行为本身，意味着 
更好、更公平的模式将需要更多时间和考虑来建立。 
问题：“让我们放慢脚步，想清楚这一点”并不是典型的 
硅谷鸡尾酒谈话。

“‘快速行动，打破陈规’一直是硅谷的信条。”Sriharsha  
指出。“我认为，要让硅谷的企业家精神保持在顶端， 
你必须快速前进。尤其是在 AI 这种快速发展的领域。 
但是我们可能要学会快速行动，并且不打破陈规。”

“可解释性将 
至关重要。”
Ram Sriharsha， 
Splunk 机器学习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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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将机器学习应用于医疗保健的一个挑战是，这是一
个人类密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治疗和研究方面发
生的许多事情必然会以人类的速度进行。Sriharsha 指出，
临床试验或个体治疗中涉及的少量数字并不真正需要先
进的算法支持。

“我认为 AI/ML 在当今医学中最有意义的地方不是在当 
前的试验中，而是在已经发生的数千个试验中。”他说。 
“临床试验极其昂贵。公司在这上面花了数十亿美元， 
很多都失败了。有大量关于药物结构的数据没有进展， 
但可能有未被发现的前景。”

预测
机器学习将有助于加速新药的发现 - 
部分是通过观察以前的“失败”。 
我们最后的预测着眼于 2020 年数据困扰我们的一个领域：医疗保健。当前的危机是
寻找人工智能的新应用，医疗保健行业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增长领域。例如，美国美国疾
病控制中心开发了一种冠状病毒聊天机器人，它使用 AI 来告诉你是否需要去医院。

他说，一些临床试验被停止不是因为一种药物失败， 
而是因为它在预想的情况下不够有效。但这些药物或 
其新的结构变体可能在其他重要情况下更有效。这些 
现有的、未使用的数据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快地瞄准 
有效的新药物。

“如果你想看到 AI 在未来 10 年对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的
最大影响。”Sriharsha 说，“这可能是它将发生的地方。”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dc-microsoft-coronavirus-chatbot-feeling-sick-should-i-go-hospital-2020-3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symptoms-testing/coronavirus-self-check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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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必须让员工适应快速变化的角色：

这种动态不仅仅是远程工作，或者自动化和 AI 的作
用。它还涉及领导者如何在后流行病时代重新配置 
和提升劳动力，以提供新的商业模式。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公司应该制定一项人才战略， 
培养员工的关键数字和认知能力、社交和情感技 
能以及适应性和弹性。现在是公司加倍削减学习 
预算并致力于再培训的时候了。发展这种力量还 
将增强公司应对未来中断的能力。

每个组织在 2020 年的战略都是建立抵御进一步破坏 
的能力。

预测
更智能的 AI 将创造奇迹， 
并挑战人类工作者。
AI/ML 从数据中获取见解，并通过自动化对其采取行动，将改变我们生活中的几乎每一
个数字交互。在这一点上，我们生活中几乎每一次互动都有一个数字部分。随着上述趋
势的出现 - 伦理上合理的算法对对手来说是强大的，并且可以自己学习，我们将看到它
们的行为更像人类，做出更重要的决策和行动。

然而，在一个被 AI 改造的世界里，人类仍然有工作要做。 
Ram Sriharsha 说，人类的破坏将是巨大的。很多现在的
工作会被淘汰或者根本改变，并将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在
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新的劳动力，组织应该现在就开始
再培训。

Sriharsha 说，公司应该培训员工，并指出这种培训过去
更常见。“公司将意识到，现在培训员工对他们来说是一
种增值。新方法、新技术等方面的内部培训将非常重要。”

McKinsey 5 月份的一篇文章称，新冠肺炎大流行说明了
突然变化对员工的影响，并强调了培训的必要性，因为公

“新方法、 
新技术方 
面的内部 
培训将非 
常重要。”
Ram Sriharsha， 
Splunk 机器学习主管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organization/our-insights/to-emerge-stronger-from-the-covid-19-crisis-companies-should-start-reskilling-their-workforce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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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移动设备
自从智能手机发明以来，我们数字生活的焦点一直是我们手中的屏幕。对于软件开发人员来说，移动优先多年
来一直是一个口号，直到现在它都是如此的基础，以至于没有必要说出来。Splunk 首席技术官 Tim Tully 指出，
他可以在智能手机上完成 80% 的工作（但他补充说，由于新冠肺炎把他隔离在家里，他十年来第一次回到了一
台笨重、强大的台式电脑上）。

支持移动数据流的 4G 网络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移动设备的崛起，这反过来推动了 Netflix、YouTube、Uber  
和 Lyft、所有社交媒体网络等的成功。

（4G 之前，我们还是大多用手机通话。现在，我们在咖啡桌上的一个支持 AI 的冰球上用手机获取数据和指令。） 

5G 是下一个即将推出的产品，但有一些重大的障碍将减缓它的推出。在我们考虑更长期的趋势之前，有一些即
时的移动趋势，这些趋势因大流行而大大加快。举两个例子：双重身份验证和数字支付。

5G/移动设备 
5G 会延迟，然后会壮大。同时，看看 WiFi 6。此外：非接触式支付、双重身份验证和
生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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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双重身份验证将成为普遍的规范， 
而不是一种选择。
突然出现的上班族从家里登录的浪潮引发了安全问题，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从你的
网络之外登录，他们的身份可能与所说的不符。

他说，这是一个让安全专家和移动软件工程师彻夜难眠的挑战。“由于新冠肺炎和移
动性，安全的表面积已经扩大。”Splunk 移动工程主管 Jesse Chor 说，“我认为这肯
定是一个问题。”

预计会有更多人采用双重身份验证，无论是通过电
话应用程序询问“您刚刚尝试登录了吗？”还是生物扫
描。Splunk 安全顾问 Mick Baccio 曾在美国卫生与公众
服务部和白宫工作，曾是 Pete Buttigieg 总统竞选团队

的 CISO，他同意 2FA 正在发展，他认为硬件令牌是最
有可能的解决方案。硬件令牌包括很少的 USB 安全密钥，
或者可以并入手机。

“硬件令牌基本上消除了帐户被接管的风险。”Baccio 指
出。“谁不想消除它呢？这是安全团队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消除它，然后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下一个最大的问题上。”

“现在可怕的是，只有两个现有的移动操作系统。”Chor 说。 
“如果 Apple 或 Google 搞砸了他们的操作系统，想想一
个漏洞可能会带来多么大的毁灭性。比如说，我的 PIN  
上有一个简单的漏洞，可以让你进入我的工作网络，攻
击我的电子邮件，使用我的电子商务帐户，攻击我的银行。
你基本上可以是我。”

“硬件令牌包 
括很少的  
USB 安全密
钥，或者可 
以并入手机。” 
Mick Baccio， 
Splunk 安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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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双重因素的外形，Chor 说他是生物识别技术的超级
粉丝。“我认为新冠肺炎将真正加快生物识别在安全和支
付领域的采用。”

Chor 说，生物识别登录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取代了
物理设备。如果手机是生物识别的接口，但不存储生物数
据，对小偷来说就会毫无用处。（有关生物识别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下文。）

“就像我们不再通过无线电发送密码一样，我们发送散列，
设备会发送你的生物特征数据的散列。”Chor 说。该设 
备成为在云中得到确认的信息的管道。只要你的拇指还
在手上，那么丢失或被盗的手机就不会构成安全威胁。 
“我认为安全将向那个方向发展，电话只是一个渠道。”

“我认为新冠肺
炎将真正加快
生物识别在安
全和支付领域
的采用。” 
Jesse Chor， 
Splunk 移动工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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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非接触式支付将比预期上升得更快。（真得很快。）
新冠肺炎推动了数字支付的采用，例如，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Square Cash、 
Venmo 和 PayPal One Touch等非接触式支付应用。在大流行消退后，我们实现了“新常态”， 
预计便利和无接触的好处将继续获得吸引力。

“人们仍然外出购物，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更经常使用 
非接触式支付，这通常涉及到一部电话。”Jesse Chor 说。 
“像数字钱包 Apple Pay 这样的想法将对更多的人更有 
意义。”

在 4 月份的一份报告中，Bain & Co. 指出，从餐馆到零
售，再到整个旅游业的业务中断意味着支付量下降，支付
服务提供商受到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非接触式支付行
业便是例外。Bain 观察到了增长的迹象，包括几家支付提
供商的招聘，并预测即使在疫情结束和经济复苏后，采用
速度也会快于预期。在新冠肺炎之前，Bain 的估计是，到 
2025 年，57% 的交易价值将通过数字方式完成。自大流
行以来，Bain 已将预测修正为 67%。

Splunk 亚太地区副总裁 Simon Davies 表示，新冠肺炎
已将几项新兴技术推向亚太地区的中心舞台。“在新冠肺

炎之前，人们已经在做区块链、移动技术等事情了。但没
有被视为主流。”他说。“现在，非接触式支付变得更加普
遍，基本上是常态。如果不是大流行，这种情况不会很快
发生。”

https://www.bain.com/insights/the-covid-19-tipping-point-for-digital-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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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尽管人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但 5G 在  
2021 年不会广受欢迎。预计至少到  
2022 年，硬件挑战将阻碍其推广。
在新冠肺炎之前，电信业急于推出 5G，这是下一代电信标准，承诺更大的带宽和更低的延迟，每八英尺左右
就有一个手机信号塔。这项技术可以使我们的移动设备更加强大，并推动其他新兴技术，包括虚拟和增强现实。
如今，5G 的强劲部署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三到五年的计划。

科技行业新闻网站 EPS News 预测 5G 的采用将会缓 
慢而不均匀：“在大流行爆发之前，移动行业急于将 5G 
网络和技术推向市场。随着收入下降和市场萎缩，这种转
变不太可能很快发生。像 Verizon 和 Apple 这样的公司
已经推迟了即将发布的 5G 设备和服务。”

451 Research 的分析师也看到了延迟，但他们指出，现在
不是睡觉的时候，他们在 7 月写道1，“5G 在 2020 年不会
在企业中实现目标，但规划必须从现在开始。几年后，5G 
网络将支持超低延迟和任务关键型通信，从而启用支持
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和流程，其中一些行业将因新冠
肺炎而加速发展。”

“5G 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Jesse Chor 说。 
“你需要具有在能够使用 5G 的设备中实现的需求，
并且还需要运营商基础设施。但是在二者缺一的
情况下，谁能建造出来呢？”

“我认为 5G 最大的障碍是技术的物理限制。”他说。
新标准不仅需要新的手机信号塔，而且 5G 的射
程比 4G 短得多，在穿墙方面也不太好，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比早期标准更多的手机信号塔。这样做
会很贵，而且，还有全球性的流行病。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时代，制造业已经放缓，现在
很难让一队人来安装东西，甚至很难获得适当的

1 451 Research，“更新：2020 年应用基础设施和开发运维趋势”，2020 年 7 月 2 日

https://epsnews.com/2020/05/19/5-ways-coronavirus-is-affecting-the-smartphone-industry/
https://epsnews.com/2020/05/19/5-ways-coronavirus-is-affecting-the-smartphone-industry/
https://www.451alliance.com/Resources/Alliance-Market-Insight/View/ArticleId/1647/Update-2020-Trends-in-Applied-Infrastructure-DevOps


许可。”Chor 说。“但尽管目前采用的障碍重重，对更高带宽的需
求仍在上升。在在家工作和对流媒体娱乐的渴望之间，人们非常
渴望带宽。”

Chor 认为引爆点来自设备端：“我认为手机制造商需要着手做
这件事。我们刚刚在 Apple 看到过，Apple 在 10 月份推出了 5G 
iPhone 12。这可能会增加 30% 左右的潜在市场。其他运营商也
会紧随其后，尤其是如果他们得到运营商关于 5G 覆盖何时到来
的保证。”

推广的另一个障碍是大流行已经关闭了最初推广的关键位置。 
Chor 预计公司和大学校园将与运营商合作推出基础设施。

“一旦办公室全面重新开放，我认为许多科技公司将开始在校园或
建筑内实施 5G，并以这种方式提高效率，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低
延迟的联网设备获得很高的生产率。”Chor 说。如果技术员工或
大学生和员工在工作时享受高速带宽，他们将在他们居住的地方
推动需求。

他补充道，寻找在亚洲推出的初始网络。“中国已经在许多地方推
出了这种产品。在新冠肺炎之前，我就在那里，我看到到处都是
信号楼。”他说。“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在缺乏传统基
础设施方面具有优势。当你从近乎一无所有开始，而不是从广泛
的传统投资升级开始时，这只是一个不同的讨论。“

世界经济论坛将 5G 列为继新冠肺炎之后10 大值得关注的新兴
技术之一，从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到无人机递送和非接触式支付，
并指出名单上几乎所有其他技术都依赖于稳定、经济、高速的互
联网。但在承认这项技术的力量的同时，它也指出，“5G 的采用将
增加兼容设备的成本和数据计划的成本。随着5G 网络的全球扩
张，解决这些问题以确保包容性互联网接入仍将是一项挑战。“

别管 5G 了，这是 WiFi 6
Jesse Chor 说，我们希望从 5G 中获得的
许多好处将首先通过 WiFi 6 来实现，这是
一种可用但尚未普及的技术。

“WiFi 6 比普通 WiFi 至少快 10 倍，因此它
将带来我们所说的 5G 的带宽和低延迟。”
他说。“如果你是一家企业，你希望快速推
出它，现在就可以拥有它 - 你只需要能够
使用它的联网设备。”

很多新设备，例如 iPads、iPhones，都已为 
WiFi 6 做好准备。学校和企业校园可以从
这项技术中受益，它将是包括 5G 在内的
带宽等式的主要部分。

“WiFi 6 非常适合你控制、管理和拥有的内
部设备。5G 将用于你不一定控制和拥有
的外部设备，但你希望它们能够连接起来。”
他说。

例如，购物中心希望购物者可以使用 5G，
但零售商和管理层可能会在内部使用 
WiFi 6。

“就像 5G 一样，WiFi 6 将很快无处不在。”
他说。“几年后，你购买的几乎所有支持 
WiFi 的设备都将是 WiFi 6。”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10-technology-trends-coronavirus-covid19-pandemic-robotics-telehealth/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10-technology-trends-coronavirus-covid19-pandemic-robotics-tele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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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 指出，5G 承诺的不仅仅是更高的带宽。3G 和 4G 
网络都带来了新的服务和全新的行业，从 Lyft 到 Door 
Dash，再到万花筒般的数字流媒体频道。电信带宽释放
出巨大的经济力量。

“我相信 5G 也会出现相同的情况，用更大的带宽和更低
的延迟释放我们没有想到的新事物。”他说。“如果你看看
互联网公司的市值，每当另一项电信标准被解锁时，它们
就会爆炸性增长。”

有待释放的新可能性包括：新的移动外形。（预测：未来，
我们都是 Tony Stark。）“移动设备的未来是可穿戴的免

提设备。”Chor 说。“联网眼镜，就像你脸上的手机，完全
有道理，尤其是考虑到 AR/VR 的兴起。” 

这需要几年时间，比如 5 到 10 年，而且不仅仅是用例。

“你需要在材料科学、电池技术等许多需要迎头赶上的领
域取得进步。”Chor 说。“但一旦我们拥有了眼镜，谁会不
想要万能的眼镜呢？那你就像钢铁侠。我们还需要一段
时间才能到达那里，但它肯定会到来。”



AR/VR
说到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 (AR/VR)：如果有一天人们可能渴望回到数字现实， 
2020 年肯定是那个时候。但是硬件和软件都还在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就像年 
初任何不稳固的东西一样，新冠肺炎带来了挫折。

但挫折将是暂时的。今年 7 月，IDC 评估了正在开发的技术，并估计从 2019  
年到 2024 年，全球 AR/VR 支出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76.9%，达到 1369 
亿美元。2

在许多讨论中，AR 和 VR 很自然地被归为一类，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增强现实通常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摄像头将数据叠加在实时视频上。 

（想想 Pokémon Go，或者观看这段 Splunk 视频演示一个工业修复场景。） 
至少自 1982 年 Tron 登陆电影院以来，虚拟现实是我们一直期待的： 
完全由计算机图形创建的交互式世界。VR 需要耳机来创造真正的沉
浸感，而目前的耳机不仅价格昂贵而且笨重。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改善了协作和获取知识的途径。随着越来越
多的零售活动和商业交流转移到网上，将会有更多的沉浸式体验
需求。此外，不像电子商务那样成熟的行业正在向数字平台大规
模转移：教育和远程医疗正首次进入许多学区、大学和医疗实践。

2 IDC 新闻稿，“流行病缓和了 AR/VR 实支出的增长，但长期前景仍然乐观”，2020 年 7 月 20 日

AR/VR 
AR：大流行的挫折可能会导致出现沉浸式的协作工具和医疗保健。VR：硬件已经就
位。在软件方面，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EUR146720420#:~:text=20%20Jul%202020-,Pandemic%20Tempers%20Growth%20in%20AR%2FVR%20Spending%2C%20but%20the%20Long,Outlook%20is%20Positive%2C%20says%20IDC&text=But%20the%20long%2Dterm%20outlook%20remains%20strongly%20positive%20%E2%80%94%20IDC%20estimates,reach%20%24136.9%20billion%20by%202024
https://www.splunk.com/en_us/resources/videos/puget-sound-energy-improves-response-ti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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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医疗应用已经出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的医生从 3 月份开始使用 VR 技术来揭示新冠肺炎导致的
肺损伤。

“随着医疗实践与保险提供商的合作，远程医疗无疑已经加速发展。”Splunk 亚太区副总裁 Simon Davies 说。

“我看到的最有趣的 VR 进步之一，是在数据可视化和事件管理方面。有效使用数据的能力对于及时性至关
重要。组织正在使用虚拟现实来利用 20 到 30 个仪表板，将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相结合，以实时提取有意
义的见解。”

律师事务所 Perkins Coie 今年 3 月发布的一项针对风险投资家的 AR/VR调查预测，AR 将继续超过 VR， 
部分原因是移动设备已经无处不在，它们比全沉浸式 VR 更适合 AR 覆盖。

https://www.cnet.com/news/hospital-uses-vr-to-show-how-coronavirus-impacts-the-lungs/
https://www.cnet.com/news/hospital-uses-vr-to-show-how-coronavirus-impacts-the-lungs/
https://www.perkinscoie.com/images/content/2/3/231654/2020-AR-VR-Survey-v3.pdf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说法，AR 在三个方面做得非 
常好：可视化、注释和讲故事 - 在大流行期间和之 
后，每一项都对工作场所、学校和机构非常有用。 
此外，AR/VR 体验有助于缓解封锁的孤立性和对 
商务和休闲旅行的长期影响。

WEF 链接指向有关以下示例的新闻报道：

• 针对自闭症年轻人的虚拟工作培训

• AR 全球空气污染可视化

• “ 凯斯西储大学 (CWRU) 的所有 185 名一年级
医学生都在使用由 CWRU 和克里夫兰诊所
开发的屡获殊荣的 AR 应用“HoloLens 和 
HoloAnatomy”，从他们自己的家中学习。”

• “ 伦敦国家剧院正在使用 AR 技术来帮助失聪和
听力有障碍的人更容易观看其演出。”

• Microsoft的东京项目使用 AR、AI 和 HoloLens 
帮助视力障碍者“看”世界。该设备可以检测用户
环境中的人员位置，并识别人脸，通过音频将信息
传递给佩戴者。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augmented-reality-covid-19-positive-use/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8-10/uosc-uat101018.php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12/02/climate/air-pollution-compare-ar-ul.html
https://engineering.case.edu/HoloAnatomy-honors
https://engineering.case.edu/HoloAnatomy-honors
https://engineering.case.edu/HoloAnatomy-honors
https://www.nationaltheatre.org.uk/your-visit/access/caption-glasses
https://news.microsoft.com/innovation-stories/project-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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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AR/VR 的突破性应用将是沉 
浸式协作通信。
“我认为这是类固醇上的 Zoom。”Jesse Chor 说。远程工作对协作通信的影响意味着我
们需要更沉浸式的解决方案，使交互更容易、更有效。“不像今天的 Zoom 通话，每个人
都在谈论对方：‘哦，对不起，您继续。’‘不，你说吧。’”

5G 带宽和更强大的笔记本电脑将减少延迟问题，并为新
的协作方式、共享视觉演示、即时笔记等提供机会。后新
冠肺炎时代，越来越多的员工将继续远程工作，技术公司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创新来自同事的日常生活，走廊和厨房
与指定的会议室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所以问题变成了，远程团队如何有效地取代实际上在
对方面前的位置？我们希望虚拟协作尽可能地贴近现
实。”Chor 说。“我认为视频会议的下一次迭代将结合  
AR 和 VR 技术。“



预测
我们将在 2022 年初看到消费/娱乐 VR 的突破，
否则虚拟现实将会淡出人们的视线。
任何消费娱乐模式都需要硬件和内容的结合。Jesse Chor 说，硬件因素是存在的。但这还不够。

“虚拟现实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Chor 说。“这并不新鲜，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 
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

他指出，娱乐技术的成功是由内容驱动的。一种新设备可能
只会让铁杆爱好者着迷，直到病毒式的流行推动了主流的采
用。Chor 说 VR 的硬件就在那里。Oculus Quest 于 2019 年 
发布，2020 年在各地销售一空，是 VR 的任天堂 Switch：一种
廉价、有吸引力的设备，可以推动采用。现在我们需要临界质
量的软件，突破性的游戏。

“这是决一死战；要么这一突破在 2021 年，22 年初到来，要么
再过 10 年它才会被再次访问。”

所以 VR 需要它的《塞尔达传说：野性的气息》或者《超级马
里奥奥德赛》。Chor 说，否则，公司将失去耐心，停止对技术
的投资。他乐观地认为，将会有一部热门电影引起人们的兴趣。 

“因为新冠肺炎，任何能让你沉浸在家中的东西都有了受众。”

我们只能烤这么多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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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识别技术
生物识别技术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开始。Apple 设备多年来一
直在要求你使用指纹解锁，最新的 iPhones 真的很想通过你
的脸来解锁。

除了指纹、声音和面部扫描等生物属性之外，生物统计学还包
括行为测量，这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通过比较签名来验证
身份并不是最先进的。同样，你什么时候定期登录系统，你的
打字风格，你走路的方式，这些都是今天用来识别个人的特征。

英国学校使用指纹或面部扫描进行访问控制，记录出勤情况，
购买午餐，查看图书馆书籍。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利兹大学
技术学院不得不放弃其指纹传感器访问控制，代之以接近卡
传感器、面部识别和出于健康目的的热像仪。（另一方面，一家
法国法院禁止高中使用面部识别。） 

日本 Seven 银行在 2019 年底测试了使用面部识别的 ATM， 
并在 2020 年进行了在日本 7-11 商店使用面部识别进行无收
银员结账的试验。

生物识别技术 
生物识别技术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开始。

https://www.utcleeds.co.uk/news/2020/06/23/utc-leeds-reopens-its-doors-to-students/
https://www.biometricupdate.com/202002/french-high-court-rules-against-biometric-facial-recognition-use-in-high-schools
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190913/p2a/00m/0na/006000c
https://findbiometrics.com/veritrans-nec-partner-provide-facial-recognition-tech-7-eleven-japan-cashless-payment-trial-032302/
https://findbiometrics.com/veritrans-nec-partner-provide-facial-recognition-tech-7-eleven-japan-cashless-payment-trial-03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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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生物识别技术将在世界范 
围内得到发展。并进入云端。
“我是生物识别技术的忠实粉丝。”Splunk 移动工程主管 Jesse Chor 说。 
他预测，生物识别的采用，像（作为一个例子）双重身份验证，将在数据时代急剧增加。 
他预测，生物识别验证的一个关键发展将是不将你的数据存储在你的设备上的解决方案。因为如果验证拇指
指纹的应用程序存储在手机上，坏人只需要攻击你的手机（实际上，这可能比攻击你的拇指更好）。

“数据不会存储在你的手机上。”Chor 说。“它会存在于云
中。手机只是把它收到的指纹发送给另一个实体，由那个
实体来决定，这是正确的吗？你的设备不会发送你的实
际生物特征数据，而是一个散列，就像我们现在对密码
所做的那样。”

虽然生物识别是一个好方法来最大限度地减少依赖于帐
户或身份盗窃的安全漏洞，但该领域极具争议，尤其是在
面部识别方面。9 月，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禁止政府或企业
使用面部识别，这一禁令比旧金山、奥克兰和波士顿已经
颁布的政府机构使用禁令更严格。围绕这项技术的争议
导致了对加强监管的呼吁。《纽约时报》在 2019 年刊登了

一篇关于一家面部识别提供商的做法的报道，标题是 
“可能终结我们所知隐私的神秘公司”，中国使用面部 
识别和其他生物特征数据收集（包括 DNA 样本）作为
管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措施招致了国际谴责。

Chor 指出，必须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制定法律和道德准
则，允许使用的生物识别数据可能有所不同。（《麻省
理工学院技术评论》9 月的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些努力。） 
但是生物识别技术太重要，非常有用，不能抹杀。无论
我们是在工作还是管理个人财务，我们生活中最重要
的方面都是数字化的，并且受到网络攻击的威胁日益
增加。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18/technology/clearview-privacy-facial-recognition.html
https://www.hrw.org/news/2017/12/13/china-minority-region-collects-dna-millions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09/04/1008164/ai-biometric-face-recognition-regulation-amba-k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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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企业区块链生态系统已经迅速成熟，Splunk 的区块链负责人 Nate McKervey 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衡量。

“2020 年是我第一年不用向组织解释区块链。”他说。“他们对它的理解达到了足够高的程度，我们可以向他们展示
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回顾过去，2018 年是“区块链是什么”的对话年。2019 年充斥着 
‘没人需要区块链’的讨论，而在 2020 年，我们实现了‘好吧，我明白它在哪里有用和有价值。现在，你们如何帮助
我成功？’”

他预测，2021 年的对话将是，“你的区块链战略是什么？” 

“两年后，”他说，“一些公司会意识到，如果他们没有区块链战略，他们的竞争力就会降低，因为他们不会像竞争对手
那样高效。”

考虑到这一点，他围绕数字分类账技术提供了一系列快速预测。

区块链 
市场最终得到了区块链；如今它专注于效率，在未来几年将会看到更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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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新冠肺炎将加速区块 
链的采用。
McKervey 说，当流行病封锁开始时，他认为组织会节约资源， 
专注于核心技术投资。

“我甚至告诉我们的领导层，我预计新兴技术将是第一批
被削减的技术。”他表示。但是到了秋天，在他交谈的 100 
多个组织中，没有一个暂停了他们的区块链计划。“事实上，
我们对入站更感兴趣。” 

CIODive.com 8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支持了他的观点。 
该出版物采访了一些专家，他们也曾预计 2020 年对区 
块链来说是糟糕的一年，但他们看到了持续的兴趣， 
尤其是在供应链和其他价值明显的用例方面。由于国 
会继续敦促利用区块链技术，我们预计兴趣不会放缓。

https://www.ciodive.com/news/blockchain-adoption-coronavirus-crisis/582825/
https://emmer.house.gov/_cache/files/2/7/276d8dcd-ea28-4236-a2af-24e3748d1c7c/B3AB1A3EE89378C6DDB47DB00F798760.final-caucus-letter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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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成功的区块链实施 
将注重效率。
随着区块链从 2019 年的幻灭低谷中走出来，McKervey 预计，在大流行/后大流行时
代，采用速度将会加快。这种流行病中断供应链的程度将特别激发人们对区块链技
术的兴趣，这种技术可以提高对货物来源、货物在任何时候的位置以及重叠供应链
如何相互作用的了解。

“如果我的供应链比你的效率高 10 倍，你的供应商不会想
在你的供应链中工作。”McKervey 说。“我们看到组织将
文书工作和手动流程减少了 97%。如果他们的竞争对手
不这样做，他们就无法竞争。”

金融服务业是我们去年在区块链大踏步前进中的一大 
亮点。该行业仍然是区块链的一个重要兴趣领域，尤其 
是对央行数字货币 (CBDC) 感兴趣，但预计供应链应用
将在近期获得最大的改善，这主要是由大流行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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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在短期内，组织将很难将区块链测试
项目转化为全面的成功。
区块链计划仍然从证明小规模价值的小型概念验证项目开始，成功推动全面实施…… 
这是问题经常出现的地方。

“转向生产才是真正的挑战。”McKervey 说。“当你做一个概念证明时，你只需要证明它
的功能。而当你转移到生产环境时，它需要安全、稳定并且能够大规模运行。”

他说，问题在于缺乏可观察性。生产中的问题必须进行
诊断。你需要从数字分类账本身、基础设施和应用程序中
了解数据。组织通常将各种工具组合在一起，分析和可视
化每种类型的数据。他们可能必须编写专有代码来分析
分类账数据。这让他想起了 Splunk 出现之前的日子，当
时 sysadmins 会通过日志文件向 awk 和 grep 编写脚本。

“问题是，随着分类账的升级和修改，他们必须支
持、扩展和修改这些代码，这是我们与客户合作
的一个巨大障碍。”他说。因此，他希望看到供应
商以更具互操作性的监控解决方案做出回应， 
或者像 Splunk 提供的那样，结合日志、指标、 
跟踪和分类账数据的内聚性可观察性解决方案。



预测
虽然区块链联盟是一个领先 
的模式，但他们将受到协调 
和可见性挑战的阻碍。
许多区块链企业目前的经验是通过联盟，在联盟中，某个行业或供应链中的公司通过
数字分类账进行合作。联盟运营商不是合作伙伴本身的利益相关方，可能正在协调解
决方案，但缺乏可见性，联盟成员也是如此。当某些数据可能是某个特定参与者的专
有数据，并且某些参与者可能是竞争对手时，可见性可能是一个挑战。

McKervey 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走向一个分权的状态。
联盟通常由运营商集中控制，目标是分散控制。只有获得
整个联盟的足够可见性，才能实现这一点。足够的可见性
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因为成员使用不同的基础设施、

云提供商和监控解决方案。这与单个组织在从概念验
证到全面生产的过程中发现的挑战相类似，也是推动
更具凝聚力的可观察性方法的另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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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大约三年后，区块链将变得
非常激动人心。
区块链的短期目标是安全和效率，但展望未来几年，新的基于区块链的业务转型
解决方案将会出现，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区块链是该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安全投票、
追踪政治捐款、追踪疾病爆发和保障医疗供应链现在都在发生，但商业变革的用
例很难预测。（出租车行业看到 Uber 模式来了吗？没错。）分散的身份将成为这些
新商业模式的推动者。

“不过，这是一条出路。”McKervey 说。“目前，我们
仍将区块链视为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战略技术。 
我们正处于区块链开始提高效率的阶段，但大多
数首席信息官还没有将区块链视为首要举措。”

他们什么时候会得到消息？“当领导者看到他们的
业务模式被打乱时，”他说，“到那时对他们的组织
来说可能就太晚了。”

McKervey 说，分散的身份尤其有趣。个人和组织使用
许多全球唯一的标识符，例如：通信地址（电子邮件地址、
用户名等）、ID 号（护照、驾照、税收 ID）、产品标识符 

（序列号、条形码、RFID）。这些全球唯一标识符中的绝大
多数都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并且可能被欺诈性使用：身
份盗窃。一种安全的、全球性的、不受中央机构控制的身
份识别手段想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有很多应用。



边缘计算
边缘计算是不可避免的进步。我们已经通过云管理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大 
量数据和交互，软件作为服务交付，而不是安装在终端上。我们不断数字化更多 
的东西。我们将传感器放入仓库、卡车和货运列车、工业机械中。

其结果是，我们通过将数据发送到一个可能是基于云的中央数据中心，进行分析， 
并发回自动指令，来测量网络边缘设备的情况并做出决策。所有这些来回都需 
要时间，延迟是一个问题。

（没错，四分之一世纪前我们都在拨号，现在都在抱怨光速。听起来很有趣，但是当 
你的车在高峰时间行驶时，半秒钟的延迟并不是一个笑话。）

我们对边缘计算的主要预测是（在边缘计算中，分析和自动化会进行所有的“思考”， 
并在网络外围采取行动，而不是向母舰报告），它已存在，它是必要的，并且正在变 
得更好。有趣的是，边缘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每一种新兴技术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舞台。

边缘计算 
所有的一切都汇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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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 GE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工业互联网的概念，这个
概念正在获得动力。”Sabino 补充道。“你现在可以在啤酒
生产线上看到它。你可能有四个主酿酒商，他们可能经营
着一条数百万加仑的生产线。”

进步。我们将为此干杯。

预测
新兴技术在边缘走到了一起。
John Sabino 说，新兴技术的真正力量不是其中任何一种，而是它们的组合。 
“我认为关键是 AI/ML 和自动化，当你将它们添加到 IoT、边缘计算和 5G中时， 
你可以转变整个行业 - 物流、制造、医疗保健、能源。”

Tim Tully 也看到了同样的效果，他指出，更智能的 AI、 
更强大的硬件和强大的连接能力将促使边缘计算的应
用产生变革。“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在边缘，因为随着
硬件和软件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可以做越来越多的计
算。”Tully 说。“本地处理减少了将数据移动到云中进行 
处理的延迟，你将获得相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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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牛排，工作设想
我们问 Jesse Chor，他最遥远的十年以上的预测是什么，他给了我们一个相当疯狂的愿景。
今天的 3D 打印机可以处理机器零件和许多消费品。Chor 说这只是数字印刷的第一步。

“我把新冠肺炎作为一个例子。”他说。“毫无疑问，这将加
速疫苗的生产和测试，但我也期待着一个我们数字化打
印疫苗、数字化打印药品的世界。这将改变世界，即使这
只是一个开始。想象一下数字化印刷食物。”

听起来很神奇，但是如果我们预测《星际迷航》的未来，
与吃由食物复制机打印的菲力牛排相比，我们对参观  
VR 全息甲板更兴奋。为了让我们回到现在，我们向  
Tim Tully 询问他最直接、最平淡无奇的预测是什么。

“我们都将不得不更新我们的家庭网络。”他说。许多人在
家工作，也许是因为工作的配偶和远程学习的孩子在争
夺带宽。即使那不是你，在新冠肺炎时代，你可能会在家
里消费更多的数字娱乐，而不是更活跃的社交生活。

“如果你家里有三个孩子使用 Zoom 参加学校课程，外加
两个工作的父母，这可能是你以前遇到的流量的 5 倍。”
他说。“我已经帮助我们的一些高管升级到企业级或专业
技术。”

所以带上 WiFi 6，进入 Oculus Quest 等候名单。未来就
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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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者
Steve McMahon
Splunk 首席信息官 Steve McMahon 在高
科技行业拥有 20 多年的经验，此前曾在 
Cisco、IBM 和几家初创公司担任过变革性角
色。在 Splunk，他领导了业务转型、全球客户
支持以及云运营和工程组织。 

John Sabino
John 是 Splunk 的客户成功官，这意味着他
和他的团队帮助客户采用行业最佳实践和 
Splunk 技术，通过数据推动成功。John 还 
曾担任 GE Capital 和 NBC Universal 的商 
业运营高级副总裁。 

Ram Sriharsha 
Ram 是 Splunk 的机器学习主管，领导着最
先进 ML 技术的应用，包括为 Splunk 提供动
力的 ML。此前，他在 Databricks 领导基因组
学的工程和产品开发，并在阿姆斯特丹创办
了 Apache Spark 的研发中心。他是 Yahoo 
Research 的首席科学家，拥有马里兰大学的
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

Tim Tully
Tim 是我们的首席技术官，负责 Splunk 的产
品和技术组织。在此之前，他在 Yahoo 工作
了 14 年，担任首席数据架构师、工程副总裁
等职务。他擅长数据、设计和移动的交叉领
域，为企业家、初创公司和大学提供建议。

Jesse Chor
Jesse 是 Splunk 的移动工程主管。在此之前，
他是 Yahoo 软件开发工程主管，Yahoo 收购
了 Sparq，这是一家由他创建并担任首席执
行官的移动营销初创公司。 
 

Simon Davies
Simon 是 Splunk 在亚太地区的副总裁。在此
之前，他是 Microsoft 亚太和日本业务应用副
总裁，并在 Salesforce、Oracle 和 Citibank  
担任领导职务。 
 

Ammar Maraqa
Ammar 是 Splunk 负责战略和企业发展的高
级副总裁。他于 2015 年加入，担任业务运营
副总裁，此后担任过几个重要领导职务。他曾
先后在 Cisco 领导企业发展和战略，在 Dell 
负责产品工作，并在 Bain & Co 作为专注于
增长的顾问开始了其职业生涯。

Nate McKervey
Nate 是 Splunk 的区块链主管；自从 2005  
年他在 Harris Corporation 当工程师时发现
了 Splunk，他就成了一个数据迷。现在，他正
在执行一项下一步的业务转型任务，为多方
系统使用分布式分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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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ML
自学 ML 会帮助我们看到超越流行语到价值的价值。挑战：对抗性攻击，AI 伦理，人类培训
	5G/移动设备
5G 会延迟，然后会壮大。同时，看看 WiFi 6。此外：非接触式支付、双重身份验证和生物识别。
	AR/VR
AR：大流行的挫折可能会导致出现沉浸式的协作工具和医疗保健。VR：硬件已经就位。在软件方面，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生物识别技术
生物识别技术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开始。
	区块链
市场最终得到了区块链；如今它专注于效率，在未来几年将会看到更大的可能性。
	边缘计算
所有的一切都汇集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