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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1. Z-AI 除人脸以外，并不是马上应用的 AI 方案，而是给出了完整的从数据提炼再到建模

和应用的整个 AI 体系。当你找遍互联网，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 AI 方案，Z-AI 很可能就

是你的目标。 
2. Z-AI 是真正开放的 AI 体系，底层有 GPU 支持体系，中层有光栅、统计学、云服务器支

持体系，高层有结合建模工具的应用支持体系：AI 监控，手机人脸建模/识别，手机万

物识别，三方语言支持，这些体系均是原生，并对授权用户开源和长期升级。 
3. Z-AI 不是那么随波逐流，每一个模型和每一个方案都有应用上的验证，并且 Z-AI 采用跟

踪用户项目进度的方式与用户一起开发 AI 
4. Z-AI 的工具链系统是生产环境的绝对优势：立即修改自己需要，搞不定找作者 
5. 对于长期主义来说，Z-AI 的护城河不会因为时间崩溃，时间越沉淀复制 Z-AI 难度越大，

几近当年 ue2 的发展初期，从生产层面解决 AI 问题，这是长期的价值，而不是长期的

黑洞，不会学而无用 
6. 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自于顶流科学家通过开源向社会普及（生态），Z-AI 也是在这种背景

下完成了各种版本和方案（启动），然后有条有序发展（运行）。Z-AI 并不看重朝夕，而

是追求支持以恒，跟上世界的变化（持续），你不需要花巨款聘请，只需要把专业的事

情交给 Z-AI，精力时间花费这些投入在最后都会变成有价值的收获 
7. 正道光芒万丈，小路崎岖坎坷：自己收集样本，然后自己训练模型并不难，时代在演变，

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自己建模才是把握 AI。使用别人的模型，固然简单见效快，而

别人会限制你，你很难自己思考。Z-AI 最擅长的工作是建模，在建模过程中，涉及到的

大数据，样本，各种测试，应用，以人为本，通过工具链带来积极快乐的工作过程，这

些都要经历才会有切身感受，之后，这会影响到你对问题的判断：在我看来，这就是一

种阳光大道，因为这和巨头公司的顶流工程师处于相同高度。 
 

劣势 

 实话实说，Z-AI 夹在巨头列强中生存，实在是艰辛啊：用户追求快捷，往往直接使用

web api 来解决问题，他们觉得：Z-AI 这种巨无霸项目有点贵，又要投资 HPC 又要买授

权又要花时间开发和学习。 
 Z-AI 是从 2019 年发布的第一个版本，从发布之初到现在，600585（作者）其实一直缺

少用户们的支持：程序员们更喜欢自己可以玩转的开源项目，公司老板更喜欢短频快的

web api，投资人更喜欢花笔巨款聘请一个教授博士到公司，然后，享受“高端服务”（捂

脸）。 
 



to 投资人 

Z-AI 从 2019 年一季度完成了第一个版本，到今天已经历时 3 年多，1000 多天的辛勤开

发，其中不乏在技术之外研究更本质问题：实际去生产。最后才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工具链+
程序的组合体系。 

切入重点 

Z-AI 整个体系，是在前期 2019-2020 间跟进种子用户实际项目中逐步摸索改造而出的，

做到了 AI 的应用开发/建模分离，Z-AI 有能力做为团队的核心 AI 研发技术，并且核心技术有

升级属性：Z-AI 将新方案并入到主工具链，那就是准备长期升级支持。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方

案被别人复制，建模工作和你的样本库，这些都是很专业的东西，哪这么容易复制，再说了，

HPC 和 GPU 云服务器，并不是普通程序员可以负担的。把某些方案并入主工具链，是 600585
认为它很有价值，准备长期升级，这也表示非常认可正确的事情。 

Z-AI 并不是买回家以后看热闹，需要付之于行动，你们的目标项目，可以直接影响 Z-AI
的未来，Z-AI 给你奶技术，你在无形中也会奶 Z-AI 发展，Z-AI 只有不断升级更新才会让你拥

有更多选择以及更加自由思考：在充满变化的时代，新技术是影响生态圈上下游的变量关

键因素。 

历届更新的“善变”风格 

 Z-AI 每次升级都一个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大改，大更新”这种关键词。 
 对于 Z-AI 来说，升级就是推翻重做，上层应用不会有太多感觉，底层的改动总是以重

做的模式大更新。“善变”的升级风格让 Z-AI 的持续性无穷尽与实际生产和应用相贴近，从

时间维度来看，这种更新总会在1-2年间发生一次。这也是Z-AI有一个并入主工具链的概念：

每次升级更新都是推翻重构式的，并入进去就是升级时也会重构你的方案。 

关于创新 

创新是你的工作，Z-AI 只提供技术方案。例如，你可以把所有的识别，都放在服务器，

然后自己定做几个 IOT 板子去访问服务器，你卖给用户创新产品时，直接卖 IOT 板子就可以

了。Z-AI 只关心生产过程，Z-AI 会用合适你的生产方式，帮你把产品做出来：复杂的算法和

生产工艺的工作交给 Z-AI 就行了。 

总结 

投资 Z-AI 并不贵，投资风险主要是你对产品的思考，你应该深入去研究身边的研发公

司在干什么，生态圈在做什么，产业上下游未来的变化，这些工作一定要深入研究，否则你

无法下定决心。项目启动以后，技术的事都交给 Z-AI 就行了，退一步说，即使半场失利你

仍然有个快乐的工作过程，并且，仍然在 AI 赛道奔驰中。 



免费版 

适用性： 
 对机器学习和 CV 感兴趣 
 类似人脸识别，某种行为检测，文字检测，各种监控需求，各种刁专的识别需求，正在

调查选择技术方案 
 希望自己来建模完美解决客户需求，苦于建模困难，正在追求 AI 品质且焦虑 
 贫困个人 
说明： 
 区分免费版和开源，免费版是一个应用方案它给出了免费模式，开源是用源代码混在社

区，开源的目标是用源码俘获程序员的芳心。早期 Z-AI 在设计免费版本时，大家以为

是开源，结果被各种限制，导致流失到三方 py 这类阵营，蹉跎了很多时间。对于免费

版来说，作者给予程序员的关爱和支持是非常足的，很多耐心讲解 
 Z-AI 免费版本拥有完整功能体系，目标是应用，不是放在开放社区博取赞赏。如果以学

习和了解为目的，应该关心整个体系方向，东拼西凑反而会走弯路 
 大规模源代码不可复制，并且都有自己的升级更新规范，给出源代码是作者对技术的

open 态度，并且会一直持续 
授权形式： 
 建议从 https://zpascal.net 下载，https://github.com 版本不包含 Demo 
 只包含了基础 demo，不包含了应用层次的 demo 和方案 
 可以使用工具链建模 
 如果不是脸熟，对于应用方案和技术问题，只做有限解答，不做技术支持 
 对于勤劳的困难户程序员，作者原意帮助完成 AI 方案研发 
 有经济困难时，作者可以免费提供 HPC 使用，必要时作者原意给予能力范围资金支持 
 
  

https://zpascal.net/
https://github.com/


个人版 

适用性： 
 尝试性投资，做做项目，看看结果 
 资金紧张 
 纯粹支持作者 
说明： 
 个人版以项目为中心，个人在 HPC 投资，精力，时间，都有限，我建议项目不要定太

大，并且留有充足的时间研发和试错，个人不要天马行空走高精尖技术路线，多往成熟

方向靠近 
 作者给予的研发支持力度优于免费版本，对于学习时间有限，作者会耐心讲解，请走一

字真言路线：问 
 找作者帮忙做定制时，如果出现排队情况，按 企业->团队->个人 优先级支持 
 个人版也是一个付费的应用方案，请明白 Z-AI 的意图：不要通过个人版本获取源码，

因为源码规模很大，并且滚动大更新，难以修改，这只是带源码的方案，不是开源，不

是大家平时接触的库和组件，而是翻天覆地式的大更新。 
 个人版本付费如果需要升级补差就行了，不需要重新付费 
授权形式： 
 https://zpascal.net 下载工具链和源码，然后找作者要个 Key，安装完就会有源码 
 个人版提供源码是一次性的，只有当前版本，后续版本升级不会给源码 
 永久授权 
支付形式： 
 支付形式：现金方式一次性结算支付 10000 元（1 万） 
 
  

https://zpascal.net/


团队版 

适用性： 
 近期成立前沿型公司或则团队且包含 AI 与 CV 业务基因的团队或公司 
 非 AI，CV 等行业希望转型成 AI，CV 类的团队或公司 
 希望获得稳妥的 AI 与 CV 解决方案 
说明： 
 Z-AI 会尽力确保团队工作效率，对团队版/企业版安排有项目跟踪机制，Z-AI 会根据项

目生产情况打补丁，这就是网站中的 ToDay 补丁，另外，ToDay 补丁也具有下一个大更

新的功能预览。 
 针对项目定做二次开发框架，这种方案不会是 RealTimeTester、监控这种大型系统，更

加类似 Demo，主要目标是帮助团队负责 AI 的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如果有大量训练任务，研发团队最好配一台独立 HPC 对全公司共享，避免使用工作电

脑建模，因为训练程序一跑起来几乎无法工作 
 Z-AI 会使用相比个人版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对团队做技术支持，例如建模工作，开朗外向

不懂就问，这会更容易完成模型 
 研发团队需要花心思搞定场景设计，通讯，UI，框架这些基本功能，Z-AI 不会拖累团队

或影响研发进度和时间 
授权形式： 
 https://zpascal.net 下载工具链和源码，然后找作者要个 Key，安装完就会有源码 
 持续提供 Z-AI 的工具链源码，支持团队自己开发生产工具链 
 永久授权 
支付形式： 
 支付形式：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结算支付 50000 元（5 万） 
 一年做 3 个团队版本支持，超过做溢价交易，然后把升级计划往后排 
 
  

https://zpascal.net/


企业版 

适用性： 
 无论什么公司或则机构，在立项前的 1-2 个月，联系过 Z-AI 作者 
说明： 
 对于企业版主要提供大型解决方案，例如监控系统，人脸门卫系统，手机 AI，物联网

AI 这种项目 
 全部针对企业团队定制开发工具链，并且提供源码 
 帮助企业各培养一名 AI 建模员与 API 调用员 
 赠送企业一台 10 万元的超算用于建模，具体价位视当下芯片市场行情，Z-AI 会给你靠

谱行情的价位和发票，不会吃差价 
 搞 AI 一步到位，技术上的坑从算法到软件再到硬件 Z-AI 帮你全部趟完 
 保证让企业具有 AI 核心研发技术，并且 Z-AI 会对企业提供长期的大规模更新支持 
授权形式： 
 帮忙搞定所有 AI 程序员梦寐以求的高端 HPC，可以买零件公司自己装，也可以让 Z-AI

帮你装好发过来（Z-AI 只装高端分体水冷，低噪） 
 直接与公司团队做接口工作，从工具链到解决方案，全部量身定做，不会使用来自 

https://zpascal.net 的公共版本 
 永久授权 
支付形式： 
 含有超算支付形式：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结算支付 32*10000 元（32 万） 
 不超算支付形式：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结算支付 22*10000 元（22 万） 
 一年只做 1 个企业版本支持，超过做溢价交易，然后把升级计划往后排 
 
  

https://zpascal.net/


机构版 

适用性： 
 投后运营 
 投后技术支援工具箱 
说明： 
 作为投后运营工具，对目标赋能：Z-AI 单独对被投公司提供核心技术，并且长期升级更

新，因为相比公司于追求预期，ZAI 更能潜心技术，更能打持久战 
 跟随投前、投后运营工作，做技术服务，培养一名理解建模+研发的分析员，并且同步

培养被投公司的建模员和 API 调用员 
 思路与企业版模式几乎一致，都是服务于实体，机构版出发点让资方可以作为技术储备 
 提供数据层面的统计学支持，Excel 有局限性，Z-AI 可提供独一无二的统计学模型 
授权形式： 
 可以先免费尝试使用再付费 
 与机构或投资人签署一份纸面协议，长期对投后运营工作做技术支持 
 给予被投资公司企业版授权，不含超算 
支付形式： 
 按年付费，一年 30*10000 元（30 万），不含超算 
 一年只做 1 个企业版本支持，超过做溢价交易，然后把升级计划往后排 
 

作者承诺 

ZAI 的总收入统计达到一定规模：ZAI 将会实行完全开源，并且提供长期技术维护，包括跟

进最新提出的 CVPR，ICML 算法解决方案。对于用户不再收费，但是接受捐赠。 
 
By 老张/qq600585 
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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