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国外同期的先进计算机水平相比晚了约10年。过去60年，经过广大科研人员艰苦
卓绝的奋斗，中国的计算机科研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水平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本期《科技导报》组织了信息专题，一方面为读者梳理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另一方面介绍中国在多个计算机领域的科
研进展，希望能让读者对中国计算机事业有更好的了解。

中国计算机学会于2010年启动了《中国计算机发展史》的撰写工作，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陶建华等基于该文稿整理撰写的《中国
计算机发展简史》，以较为简短的方式阐述了中国计算机发展的历程，相信会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段不平凡的历程。

高性能计算是继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之后，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第三大范式，已广泛应用于核爆模拟、天气预报、工程计算等众多领
域，是当代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臧大伟等撰写的《高性能计算的发展》一
文，介绍了高性能计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当前高性能计算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探讨了高性能计算未来的发展方向，对未来高
性能计算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科曙光与浪潮集团是国产高性能计算机与国产服务器的两大知名企业，对中国高端计算机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曙
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历军撰写的《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产业化》一文介绍了曙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历程，在技术研发和产
业化应用方面的重要举措和取得的主要成绩。《国产服务器的摇篮——浪潮集团》一文介绍了浪潮服务器的发展历程与成绩。两篇文章均
各自展望了中科曙光与浪潮集团未来在云计算服务和大数据分析领域的发展规划。

计算机软件是计算机系统的“灵魂”，而操作系统是软件运行支撑技术的核心。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梅宏等撰写的《面
向网构软件的操作系统：发展及现状》一文，分析了互联网时代软件的运行环境和开发方法变化所引起的新软件范型的需求。针对该需
求，文章介绍了中国学者提出的“网构软件”新范型以及网构软件对包括操作系统在内的软件技术体系带来的一系列新挑战，对互联网时
代操作系统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开源软件的发展是推动当前软件发展的重要模式，并已经扩展到其他领域，如开源硬件，众包等。对开源软件进行科学和深入的分析
具有重要的意义。北京大学金芝等撰写的《开源软件与开源软件生态：现状与趋势》一文，对国际开源软件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了并定义
了一些与开源软件相关的特征、属性等，对软件工程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大数据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世界范围内几乎每个行业都在努力发现和利用大数据的价值。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程学旗等撰
写的《大数据技术进展与发展趋势》一文高屋建瓴，介绍了国内外产业界、科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布局和战略规划，阐述了大数据技术的进
展，梳理了大数据技术生态体系和创新特点，并针对大数据发展趋势提出相关建议，对了解大数据的发展现状和研究方向具有较高的价值
和指导意义。

深度学习近年来已成为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一类算法，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山世光等撰写的《深度学习：多层神经网络的复兴与变革》一文，系统地回顾了深度学习发展的历程和若干重要成果，并以
语音识别和计算机视觉领域为例展示了深度学习的效果，有助于读者系统了解深度学习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虚拟现实是信息技术的前沿，由于其系统性和广泛应用性一直很受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沁平等撰写的
《虚拟现实技术研究进展概述》一文，分析了虚拟现实的发展过程、基本特点和主要应用，从虚拟现实的设备、内容、交互3个方面，概述了该
领域当前的主要研究目标和研究成果，并提出了未来的几个挑战和方向。该文对虚拟现实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做了全面、深入的综述，对
了解虚拟现实发展与未来研究方向具有很高的价值与指导意义。

计算机图形学自1960年代初伊凡·苏泽兰（Ivan Sutherland）创立以来，已广泛应用于军事仿真、数据可视化、影视特效、游戏动漫制
作，包括近年来前沿热点如3D打印、机器人、认知计算、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等。清华大学刘永进撰写的《中国计算机图形学研究前沿进
展》一文，从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历史、应用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对未来的展望3个方面，综合阐述了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发展与前
沿动态，对国内最新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进展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过去1年，存储器件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非易失性存储器，已经逐渐成为主流，但仍然面临诸多技术挑战。清华大学舒继武等撰
写的《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存储系统技术研究进展》一文，详细综述了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存储体系结构、系统软件及分布式协议3个
方面的变革需求，并总结了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存储系统的研究趋势，对未来计算机存储技术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年来构建覆盖全球、天地一体的网络，是网络技术发展趋势，也是国际互联网巨头争夺的焦点，更与我国全球化国家战略密切相
关。清华大学李贺武等撰写的《天地一体化网络研究进展与趋势》一文，对以卫星通信系统为代表的空间网络及其协议体系结构的发展趋
势和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进一步归纳了一系列研究难点和发展趋势，并给出了相应的研究思路和设计方案建议，可为中国天地一体
化网络建设发展提供技术参考。

网络信息安全领域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其本身更像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博弈棋局。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战略
官潘柱廷撰写的《一局持续变化的恒久棋局——网络信息安全》一文古今结合，从技术以及观念/管理两个方面探究网络信息安全的本质性
结构，仿照医学的分科模式，将网络安全领域分解成多个子领域，并探究各个子领域的内在规律和关键人群。该文视角新颖，有助于读者
更好地理解网络信息安全的总体格局。

希望通过本专题，启发更多人关注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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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即将升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7月14日消息称，中国制造的首颗“量子实验通信卫星”有望于2016年7月底发

射。如果成功发射，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量子通信的国家，加

上2016年下半年建成的地面光纤量子通信网络，国内将初步建成广域量子通信体系。

量子通信是根据量子力学原理，提供一种全新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传输和

逻辑操作，并对光子、原子等微观粒子进行精确操纵，以确保通信安全和提升计算速度

等。而量子力学理论被认为是继牛顿经典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后，人类科学的颠覆

性发现。量子通信概念图（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网）

2 美国微生物学会宣布旗下期刊不再支持影响因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7月12号，美国微生物学会（ASM）官网发布消息称，ASM期

刊总编和ASM领导层决定，以后将不在ASM期刊网站上公布影

响因子（IFs）。影响因子评价系统过分强调高影响因子，这一决定

正是为了避免为这一扭曲的系统“推波助澜”。高影响因子期刊限

制刊发论文数量，创造出一种排他性的印象。而且，有些研究人员

因为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获得了不恰当的奖励。这样

的扭曲评价系统损害了科学本身，阻碍了科研工作的交流。

ASM期刊总编和ASM领导层希望，通过从ASM期刊网站上

撤除影响因子，远离这一系统，远离其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过度关

注。同时也希望其他期刊能够追随ASM的做法。

ASM官网声明截图（图片来源：科学网）

3 中国将于“十三五”末发射全球水循环观测卫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7/30]

7月11日消息称，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全球水循环系统的时空

分布和变化过程，使洪水、干旱等极端水文事件频率和强度增

加。中国将于“十三五”末发射“全球水循环观测卫星（WCOM）”，

以加强对全球变化背景下水循环系统的观测和认识。

“全球水循环观测卫星”是国际上首个对全球陆地、海洋和大

气水循环关键要素进行综合观测的地球科学卫星。目前卫星已

完成了有效载荷关键技术的攻关和试验验证，为开展工程研制奠

定了基础，卫星预期于2019—2020年发射。

“全球水循环观测卫星”计划是在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

专项“空间科学背景型号项目”的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

字地球研究所、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共同提出，也是中国第一个面

向重大科学前沿问题的空间地球科学卫星计划。

4 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在北京成立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7/30]

中国科协

信息科技学会

联合体将主要

开展建设信息

科技领域高端

智库、搭建信

息科技领域协

同创新服务平

台、建立信息

科技领域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的合作机制、搭建培养和举荐信息科技人才的平

台、搭建国际信息科技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平台等5项核心任务。

学会联合体2016年度执行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党

组成员怀进鹏怀进鹏表示，该联合体将致力于高端智库建设，创新平台

和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建设，人才建设平台以及国际合作交流平台

的建设，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别是通过任务驱动

融合发展，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高层次深

度结合。

成立大会现场（图片来源：光明网）

5 美欧联手打造癌症模型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7月12日，几家来自美

国和欧洲的基金资助机构发

起了一项“人类癌症模型计

划”（HCMI），该计划旨在向

全球研究人员提供特征与真

正的人类肿瘤更为接近的癌

症细胞，研究人员将利用新

的细胞生长技术建立大约

1000个癌细胞模型。

研究人员指出，与目前使用的癌症研究细胞系相比，新模型

将更接近人类肿瘤的组织架构和复杂程度，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出

人类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以帮助开发出更好的癌症疗法。

共有4家机构参与了该项计划，它们分别是美国马里兰州贝

塞斯达市国家癌症研究所（NCI）、英国伦敦市癌症研究所、英国欣

克斯顿市维康基金会桑格研究所，以及荷兰乌特勒支市由海布雷

赫茨研究所的癌症研究人员Hans Clevers创立的非营利“海布雷

赫茨类器官技术”基金会。

由结肠癌细胞生长出的一个类器官

（图片来源：Hubrech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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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万米深潜母船“张謇”号首航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中国万米级载人深潜器科考母船“张謇”号7月12日上午从

上海临港出发首航，奔赴“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前往南太平洋巴

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

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崔维成崔维成表示，“张

謇”号首航标志着“彩虹鱼挑战深渊极限”项目迈出了重要一步。

首航期间，科学家将在南太平洋8000多米深的新不列颠海沟附

近海域开展深渊科学联合科考。与此同时，还将组织多批深渊探

索爱好者，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探索体验及文化交流活动，登

上“张謇”号与科学家一起体验深渊科考，探索产学研全方位结合

科学考察运作方式。

“彩虹鱼挑战深渊极限”项目计划研制3台万米级着陆器、一

台万米级无人潜水器和一台万米级载人深潜器。2015年10月，

中国首台万米级无人潜水器和着陆器在南海成功完成4000 m级

海试。目前，“彩虹鱼”号万米级载人深潜器的载人舱正在紧张研

制中。

8 同济大学发现促使乳腺癌转移基因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7 染色质基因分析可识别癌症起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7月11日消息称，

美 国 杰 克 逊 实 验 室

（JAX）的研究人员开

发出一种新方法，通过

对开放染色质进行全

基因组分析，来确定导

致既定类型白血病的

细胞类型。这一方法

对白血病的诊疗具有

重要作用。相关研究

7月 11日发表在《Na⁃
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

每种癌症都始于一个单细胞的异变。知道了癌细胞的起源细

胞，研究人员就可以分析出癌症的亚型，进而开发出新的诊疗手段，

但现有方法很难从大量肿瘤细胞样本中识别出其起源细胞。

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AML细胞样本的开放染色质进行分析，

并与正常细胞中开放染色质模式进行对比，进而确定了AML细胞

样本中开放染色质的特征和基因表达模式，这使他们能将干细胞

引发的AML与祖细胞引发的AML区别开来。

7月12日消息称，同济大学高华研究组发现一个促使乳腺癌

向多个器官转移的基因 TM4SF1，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在

《Cell》杂志上。切断和阻止该基因的表达，可能是治疗乳腺肿瘤

转移复发的首要靶点。

肿瘤转移复发是绝大部分肿瘤患者死亡的最直接原因。在

乳腺癌发生早期，肿瘤细胞会离开原发位，最终在肺、骨和脑等多

个远端器官，“播种生长”成致命的转移病灶。尽管肿瘤转移复发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是相关研究非常薄弱，特别是肿瘤在向

多个靶器官转移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核心基因尚不清楚。

9 2015年度中国PM2.5跨省输送矩阵发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7月8日，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发布2015年度全国PM2.5跨省输

送矩阵（以下简称矩阵），除新疆不存在PM2.5跨省输送外，其他省

份都存在一定的输送比例。

受跨省输送影响最大的是海南。矩阵显示，海南本地PM2.5排

放仅占28%，在跨省输送中，海南省20%的PM2.5来自广东，9%来

自湖南，7%来自湖北，此外，还受福建、广西等地传输影响。

在大气污染形势较严峻的京津冀地区，河北虽然有 38%的

PM2.5来自其他省份的传输，但其却给北京、天津空气质量带来的

不小影响，其中北京18%、天津20%的PM2.5均来自河北传输。

10 新显微镜揭示珊瑚“跳舞”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7月 12日消息称，一项新研究描述了一种新型的水下显微

镜，该设备能以高清晰度拍摄在天然环境中生活的海洋生物。这

项研究对活珊瑚的视频录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分辨率。相关成

果在线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分校的Andrew MullenAndrew Mullen和研究团

队使用长工作距离的显微镜物镜和特定的透镜与照明方式，开发

了一种可以达到微米级别的光学显微镜，这种显微镜可被潜水员

手持或部署用于多小时拍摄海床生物系统。

研究者通过拍摄不同的珊瑚如何竞争空间展示了这款显微

镜的能力，如当珊瑚受到威胁时，它们会迅速地吐出类似肠道的

长丝。研究人员同时量化了珊瑚白化时藻类是如何覆盖并且占

领珊瑚的。该显微镜将有助于揭示不断变化的海洋生态环境中

的相互作用。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张謇”号（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白血病细胞（图片来源：《科技日报》）

显微镜下的珊瑚（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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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可以被定义为“数

据的时代”。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我

们创造出的数据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

加。如何有效地存储、传输和利用这些

数据，以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并推动社

会的进步，就成为摆在科学家和工程师

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由美国微软公司和华盛顿大学组成

的研究团队于 2016年 7月 7日在微软官

方博客上宣布，他们利用DNA存储技术

完成了200 MB数据的存储工作（7月7日
Microsoft）。这些数据

存储的内容包括一支

乐队的高清视频、以超

过 100 种语言记录的

《联合国人权宣言》以

及“古登堡计划”（Proj⁃
ect Guttenberg）中排名

前100位的经典作品。微软公司表示，虽

然已有研究人员证明数据可以被存储在

DNA中并且完成过相关操作，但此前并

没有任何研究者能一次性向DNA写入如

此多的数据。

全球范围内数据存储的需求正在以

指数级增长，而现有的存储介质的存储

能力显然跟不上这个步伐。根据一项名

为“数字宇宙”（Digital Universe）的研究，

全球的数据总量预计在 2017年会达到

16 ZB（160万亿亿字节），而到2020年，这

个数字预计会达到 44 ZB（440万亿亿字

节）。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就要求研究人

员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存储介质。

DNA存储数据的原理是将 0和 1数

据转换为 4种核苷酸，即碱基组成的序

列。作为一种存储介质，DNA有很多明

显的优势。比如说相对于传统存储技

术，DNA存储能带来更高的存储密度，理

论计算表明会高出 8个数量级。同时，

DNA存储有很好的耐久性，在良好的存

储条件下可以保存很长时间。此外，这

项技术不会过时，微软公司负责该项目

的首席研究员Karin StraussKarin Strauss就认为：“只

要地球上还有含有DNA的生命，这项技

术就有应用的价值。”

面对可观的应用前景，研究人员也

没有盲目乐观。华盛顿大学负责该项目

的首席研究员、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副教

授Luis Henrique CezeLuis Henrique Ceze这样说到：“虽然生

物技术工业近些年在编码和解码数据方

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想把DNA存

储技术变成一项实用的技术还是有很长

的路要走。”这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是成

本，因为制作存储数据所需的DNA分子

费用高昂。不过，研究人员也相信，随着

技术发展读写DNA的成本未来几年将会

大幅下降。

数据浪潮带给我们的冲击除了数据

量的迅速增加，还有数据传输速度的显

著提高。当我们也许还沉浸在4G技术带

来的流畅上网体验的时候，5G技术已经

正式提上议事日程。2016年 7月 15日，

美国白宫宣布将投资4亿美元支持5G无

线技术研究，以保持美国在无线技术领

域的领先地位（7月 15日新华社）。根据

这项“先进无线研究计划”，美国将在未

来 7年建设 4个小城市规模的 5G无线技

术测试平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从

2017财政年度开始提供总计5000万美元

的建设费用，并在未来 7年另投入 3.5亿

美元支持利用这些平台开展的学术研

究。

美国政府之所以投入重金进行5G技

术的研发，主要原因就在于 5G技术广阔

的应用前景。5G网络的速度比 4G网络

快100倍，这将大幅提升移动互联网用户

的使用体验，满足物联网应用的海量需

求，推动移动通信技术产业的重大飞跃，

并将与工业、交通、医疗等行业深度融

合，催生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新业态。

我国也同样十分重视5G技术的研发

工作。国务院于 2015年印发的《中国制

造 2025》就对全面突破 5G技术做出了部

署和安排，“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

出要积极推进 5G发展、2020年启动 5G
商用。在2016年5月31日召开的第一届

全球 5G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苗

圩圩表示：“发展5G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战略

共识”（5月31日中国证券网）。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发展可再生

能源方面，海量数据的价值也日益得到

重视。从 2016年 6月开始，德国一个名

为EWeLiNE的项目开始测试大数据对可

再生能源发电效率的提升作用（7月18日
《中国科学报》）。通常情况下，使用可再

生能源发电的电力公司会燃烧化石燃料

并使设备空转以应对风力减弱或者阴天

时发电量的突然减少，然而这种方法不

仅成本昂贵而且会带来额外的污染。该

项目负责人Malte SiefertMalte Siefert 表示：“为了更

加高效地运行电网并

使化石燃料储备维持

在最低限度，运营商

需要更好地了解任何

既定时间内预计消耗

多少风力和太阳能发

电。”

这个时候大数据就会大显身手。大

多数风力涡轮机装有测量中心处风速的

设备，一些太阳能电池板则含有针对阳

光强度的传感器。EWeLiNE将这些数据

同来自地面气象站、雷达和卫星的其他

大气观测数据相结合，复杂的计算机模

型就能预测未来48 h内的发电量。该团

队会将这些电力预测同实际情况进行对

比，并对预测模型进行修改和完善。

早在 2014年，智能风能和太阳能就

被美国的《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为“全

球十大突破技术”之一，彼时在美国已经

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近两年来，该

项技术又获得了快速的发展。2015年，

通用电气能源公司（GE Power）开发出一

套基于云计算的智能数字风电场系统。

这一次作为世界风力发电量第三、太阳

能发电量第二（仅次于中国）的德国开始

测试工作，标志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与电力技术的融合使得可再生能源

开始可以与化石能源相提并论，更加清

洁和美好的未来也许已经不再遥远。

身处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

们正面对席卷而来的数据浪潮。我们见

证了大数据对人类生活的改变，也期待

在数据的存储、传输和利用方面能取得

新的突破。一幅由数据描绘的未来画卷

已经展开，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上面添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鞠强

扑面而来的数据浪潮扑面而来的数据浪潮

科技的发展创造出海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反过来也深刻改

变了人类的生活。我们正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里迎接扑面而

来的数据浪潮。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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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建设海绵城市，必须首先精心疏浚

城市内外部水域系统，使其形成一个完

整水系。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控制雨水

径流、修复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涵养水

资源，才是破解城市内涝的根本所在。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教授 戴慎志戴慎志

《光明日报》[2016-07-12]

转基因技术只是整个农业育种技术

的一个新的方法、新的发展，此外还有很

多其他的育种方法，如传统的杂交、分子

标记育种、选择育种等方法，但目前这些

方法已经发挥到极致，或者说发展的空

间比较有限。而“转基因”（分子杂交育

种）是目前科技含量较高的一个方法，效

果也会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朱作言朱作言

澎湃新闻 [2016-07-12]

在全球变化背景下，水循环的变化

直接影响人类生活。目前在我国南方地

区肆虐的洪水就是水循环在区域发生变

化造成的。因此，进一步提高对水循环

时空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的认识，提高

我们的预报能力，是当前最前沿的科学

问题之一。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施建成施建成

新华社 [2016-07-12]

我们正加速进入大数据时代，但并

不是所有数据都能开放，而是按照分类

来进行部分开放。大数据有很多来源，

包括社会空间数据、物理空间数据和信

息空间数据。比如国家安全数据、商业

秘密数据、个人隐私数据这3方面的数据

就不能开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

理事长理事长 邬贺铨邬贺铨

《中国科学报》[2016-07-12]

厄尔尼诺发生时，西太平洋地区受

高气压控制，同时赤道印度洋海温增暖

加剧了副热带地区上空气流下沉，导致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中国夏季降

水主要受副高势力影响，来自南方的季

风与北方的弱冷空气在副高西侧交汇，

形成了集中且持续的强降水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

王浩王浩

《南方都市报》[2016-07-11]

为应对创新流程向以需求为导向转

变，政府、大学、企业等创新主体必须就

共同需求分工合作、协同创新。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怀进鹏怀进鹏

《中国科学报》[2016-07-05]

中医药走向国际的前提是世界需要

中医药，而科技是中医药走出去的翅膀，

翅膀越硬飞得越高、飞得越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

校长校长 张伯礼张伯礼

《中国科学报》[2016-07-05]

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

展阶段，生态环境保护压力依然很大，自

然保护区在建设和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面临严峻挑战。

———环境保护部部长—环境保护部部长 陈吉宁陈吉宁

澎湃新闻网 [2016-07-01]

臭氧超标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区域及山东等省，且污染范围

呈扩大趋势。臭氧已经成为颗粒物之

外，影响空气质量的最主要污染物。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

规划部副主任规划部副主任 雷宇雷宇

《人民日报》[2016-07-02]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

国力的战略支撑，校企协同创新是实现

科技和经济有机结合的重要途径。尤其

是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

育兴起的背景下，全球各国都在寻找推

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校企协同创

新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 周济周济

《中国科学报》[2016-07-05]

在今后的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一

方面应继续坚持推进贡献最大的主要措

施的落实，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其他配套

措施以及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以期取

得最大的空气质量改善效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贺克斌贺克斌

新华网 [2016-07-06]

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当务之急

要采取 2方面措施：一方面是全面落实

“冬病夏治”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排

放。另一方面是建立科学有效的重污染

天气应对管理体系。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柴发合柴发合

新华网 [2016-07-06]

海绵城市是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

城市中的河湖水系、湿地，也包括大的江

河流域中的洪泛区，此外还有建设小区

里面的绿色屋顶、雨水花园、可渗透铺装

等。如果按照这种广义的概念控制好流

域的洪泛区、蓄洪区、保护好城市的河湖

湿地和水系、合理布置城市的建设用地，

将对缓解城市内涝起到很大作用。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市政所所长市政所所长 张晓昕张晓昕

《光明日报》[2016-07-12]

要打造一个环保、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锂电产业链，首先应当适度降低锂电

行业增长速度，加大研发投入，下大功夫

抓质量，踏踏实实地解决暴露出的问题，

厚积薄发，迎接电动汽车产业的爆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 陈清泰陈清泰

《经济日报》[2016-07-11]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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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细菌超级细菌””再敲抗生素滥用警钟再敲抗生素滥用警钟
2016年 4—7月，美国本土接连 2次

发现“超级细菌”病例，感染者体内检测

出的大肠杆菌中均携带 MCR-1 基因，

MCR-1基因的存在使得大肠杆菌对粘杆

菌素产生了耐药性。被誉为对抗“超级

细菌”最后一道防线的粘杆菌素在这场

“超级细菌”对抗战中败下阵来。滥用抗

生素一直被认为是“超级细菌”出现的主

要原因之一。此次美国 2例超级细菌病

例的相继出现，科学家再次呼吁应对抗

生素的使用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

“超级细菌”由来已久

“超级细菌”是指对多种抗生素产生

耐药性的细菌，是临床上对携带多个耐

药基因的多重耐药菌的泛指。近年来，

“超级细菌”被发现的报道层出不穷。

2015年，华南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

大学研究团队在《Lancet Infectious Dis⁃
eases》联合发布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抽检

的中国 5省 804头牲畜的检测报告中，有

21%的样品中携带了MCR-1基因的大肠

杆菌菌株。此后同样的细菌也在德国、

瑞士和柬埔寨病人样本中被筛查出来。

2016年 7月报道的美国本土的第二

例“超级细菌”感染病例由“‘哨兵’抗菌

剂监测项目”国际计划发现，这一项目检

测的 1.3万多个大肠杆菌样本和 7400多

个肺炎杆菌样本由亚太、拉美、欧洲和北

美等地医院提供。检测结果显示，其中

有390个样本对多粘菌素具有耐药性，而

这390个样本中又有19个携带MCR-1基
因，他们来自上述4个地区的10个国家。

中国、欧盟、加拿大和美国相继发现

的人类感染带有MCR-1基因的“超级细

菌”，引发了公众对“超级细菌”的广泛关

注和担忧。

耐药而非无药可医

近期频繁曝出“超级细菌”在人体中

被发现的消息，公众给予了极大关注和

过分解读。专家呼吁，“超级细菌”只是

对某些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人类并非

对其束手无策。

报道美国首例“超级细菌”的美国微

生物学会刊物《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在1篇文章中称，这种携带

MCR- 1 基因的大肠杆菌 E.coli MRSN
388634的质粒中编码了包括MCR-1在内

的 15 种 耐 药 基 因 ，但 E.coli MRSN
388634并非对所有抗生素都不敏感，例

如它的质粒上就没有发现碳青霉烯酶。

所以，它无力抵抗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发现美国第 2例“超级细菌”的美国

JMI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在一份声明中

说，这种基因暂时还不太可能造成难以

治疗的感染。目前美国 2例感染的大肠

杆菌的感染者仍然可用一些常用抗生素

治疗，暂时还没有出现所有抗生素都失

效的情况。

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MCR-1基因

研究者黄显会黄显会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

提到，超级细菌并不会对人体造成致命

的杀伤力，它只是一种多重耐药菌，对某

些抗生素具有耐药性而言。面对公众可

能会产生的“闻菌慌乱”的情况，他呼吁

公众不用过度恐慌，但滥用抗生素引发

的细菌耐药性的问题却要引起足够的重

视。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长期抗生

素耐药性项目的高级官员、传染病专家

David HyunDavid Hyun在面对媒体采访时也提到，

“在美国发现首例MCR-1病例的事件表

明，若想打赢抗生素耐药性这场仗，就迫

切需要更好的监测和管理项目。”

抗生素滥用警钟再响

“耐药的出现是自然规律，但大规模

发生及扩散则是人为错误。”美国俄亥俄

州立大学教授王华王华在接受《科技日报》采

访时说。在他看来，抗生素耐药性的发

展是自然现象，但滥用抗生素大大加速

了这一发展进程。随着细菌繁衍产生了

基因突变，而拥有突变耐药基因的细菌

则不再害怕抗生素，抗生素智能杀死正

常的致病菌，却杀不死耐药致病菌，这些

耐药致病菌得以不受限制的繁殖。其

实，早在 1945年青霉素的发明者AlexanAlexan⁃⁃
der Flemingder Fleming就提出了对滥用抗生素滥用

的 担 忧 。 他 也 曾 在《The New York
Times》上撰文警告人们不要滥用青霉

素。但人们只看到了抗生素所带来的一

时便利，而忽视了Fleming的忠告。

2016年 5月 21日，世界卫生组织发

文呼吁全球关注抗生素耐药问题。报告

中提到，到 2050年全球抗菌素耐药每年

会导致 1000万人死亡，造成 100万亿美

元的经济损失。报告中还特别指出了中

国目前的抗生素滥用问题。文中提到，

目前中国抗生素用量约占世界的 1/2，其
中 48%为人用，其余主要用于农牧养殖

业。据研究估计，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到

2050年，抗生素耐药每年将导致中国100
万人早死，累计给中国造成 20万亿美元

的损失。2013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开展的研究中也显示，人口占

世界总人口 1/5的中国，抗生素消耗量却

占世界将近1/2。其中，人类消耗量48%，

动物消耗量52%。

“目前中国在抗生素使用上存在有

滥用的问题，尤其是饲料中添加抗生素

危害很大。但新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大

多数时候还把抗生素用错了，现在发现

最常用的口服抗生素可能在导致耐药快

速攀升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王华说，他

强调，抗生素的污染已经形成一个大的

循环。口服抗生素进入人体后直接导致

肠道微生物菌群产生耐药性，经过排泄

后，这些富含耐药菌的粪便会进一步污

染水、土，此后抗生素会经食物再次进入

人体。但是他同时表示，人类目前已经

采取相关措施降低抗生素的循环污染。

如将口服改为注射，这一手段已经在动

物模型中取得大幅度降低耐药的成果。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也给出了降

低抗生素污染的建议：即通过减少抗生

素在农业、畜牧业的使用，在医疗行业积

极寻找可替代疗法、提倡疫苗使用、精确

诊断和早期治疗、改善卫生保健条件等

方式来降低对抗菌药物的需求，避免不

必要的使用。

文//祝叶华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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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7月 1日，1万余名来自国内外化

学界的专家、学者齐聚大连，参加由中

国化学会主办，大连理工大学承办的

中国化学会第 30届学术年会。中国

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项昌乐项昌乐，大

连市副市长朱程清朱程清，大连理工大学校

长郭东明郭东明，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姚建年姚建年，

美国化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法国化

学会、韩国化学会等国外学会的主席、

代表团成员，国内化学界专家等出席

开幕式。

开幕式上，46位化学科研和教育

工作者分别获得“中国化学会化学基础教育奖”“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等6个奖项。美国工程院

院士、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鲍哲楠鲍哲楠，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安立安立

佳佳，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谭蔚泓谭蔚泓，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彭孝军彭孝军分别作大会特邀报告。年会设

立学术分会46个、专题论坛12个，并设立系列科普活动及新技术、新产品与新仪器成果展览。

中国化学会 [2016-07-04]

中国化学会第30届学术年会举行 万人参会

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

联合体成立

7月 13日，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

联合体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第十二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

部长万钢万钢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国科协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尚

勇勇，学会联合体 2016年度执行主席、工

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怀进鹏怀进鹏，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相里斌相里斌，中

国科协党组成员兼学会学术部部长、企

业工作办公室主任宋军宋军，专家代表沈昌沈昌

祥祥、蔡吉蔡吉人等10余位院士出席大会。

万钢指出，组建学会联合体是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创新

举措，是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

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和党的群团工作改革要求的具体行动，

是中国科协创新学会组织工作模式的一

项改革尝试。他希望，中国科协信息科

技学会联合体强化战略导向，围绕学会

联合体的核心任务，想事干、创新招，集

成资源，积极参与科技计划体制改革、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制定工作，切实担负起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责任。中国科

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由中国电子

学会、中国光学学会、中国空间科学学

会等 15家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共同发起

成立。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6-07-14]

中国钢研科技工作者协会成立

7月8日，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召开科技创新大会，宣布中国钢研科

技工作者协会成立。中国科协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出

席大会并发表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殷

瑞钰瑞钰、翁宇庆翁宇庆、干勇干勇、王海舟王海舟、李卫李卫，中国

科学院院士王崇愚王崇愚等出席大会。尚勇指

出，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是我国金属新材

料、冶金共性关键技术、国防军工重点项

目的创新基地。中国钢研科协的成立是

落实中央关于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

案部署的实际行动，是科协组织向园区

和企业延伸的重要举措，必将有力地团

结和凝聚中国钢研科技工作者，充分调

动他们的科技创新热情，完善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促进集团公司蓬勃发展。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6-07-11]
国际智慧城市和智慧

生活专题研讨会召开

7月 8日，由北京市科协、中美创新

协会、北京海外学人中心、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共同举办的2016年“创新链接——

国际智慧城市和智慧生活专题研讨会”

在北京举办。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马林马林，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部

长张建生张建生，北京海外学人中心主任袁方袁方

等出席会议。中国工程院院士、欧亚科

学院院士李德毅李德毅应邀作大会开幕演讲。

此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中、英、美、西班牙、

荷兰等国的“互联网+智慧”产业领域专

业人士600人参加。会议聚焦“互联网+
智慧”在交通、医疗、农业、社会创新、城

市发展和生活服务等领域的应用与实

践，通过主旨报告、大会交流、专题研讨、

项目对接、成果展示等方式，为海外与首

都地区的科学家、科研人员、科技企业提

供了更为有效和深入的沟通平台。

北京市科协 [2016-07-14]
第九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举办

7月 5—7日，第九届中国生物产业

大会暨首届“中国光谷”国际生物健康产

业博览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由中国生物

工程学会等生物领域的十几家全国学

会、协会、联合会与湖北省政府共同主

办。大会举办了高层论坛、主题论坛、创

新成果发布及转化、项目投融资路演等

活动，以及3万m2展示生物医药、精准医

疗等重要领域的大型展览。中国生物工

程学会在大会上举行了创新驱动助力工

程签约活动。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马树恒马树恒分别与安琪酵母股份

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负责人签订会企协

作创新服务协议。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将

发挥在组织与专家方面的优势，搭建会

企合作交流平台，建立产学研信息资源

共享机制，推进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与转

型升级，协力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2016-07-14]
“海洋强国战略与跨海通道建设”

学术沙龙召开

7月 9日，由科技导报社、中国行政

体制改革研究会环渤海发展研究中心、

山东省环渤海发展研究基地主办，中国

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山东省第三

地质矿产勘查院、鲁东大学环渤海发展

研究院、烟台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九州

动脉隧道技术有限公司承办，主题为“海

洋强国战略与跨海通道建设”学术沙龙

在山东烟台召开，来自全国从事跨海通

道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研究生及相关

企业代表近50人与会交流。会议交流了

国内外跨海通道最新研究成果，总结了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前期研究工作，并探

讨如何推进深度研究和成果转化，以期

为国家和地方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科技导报》编辑部 [2016-07-1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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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要科学资助机构同行评议的进展美国主要科学资助机构同行评议的进展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陈绍英 1，孟庆峰 2

作者简介：1.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副研究员。

·科技建议·

1986 年，我国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建

立了采用科学家自由申请和同行评议的机制来支持科学研究的

科学基金，标志着同行评议方法正式引入我国并在科技评价中

发挥作用，并在科技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但新时期，NSFC亦

面临着科学基金申请量剧增、评审国际化、非共识创新项目的遴

选等多方面的挑战，需要了解和借鉴国外优秀资助机构的经

验。本文简要梳理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立卫生研

究院（NIH）有关同行评议的新进展。

1 NSF同行评议系统的主要变化

从NSF同行评议系统的历史发展和近年的变革措施来看，

其发展呈现以下趋势。

1）各季度平均分配全年的基金项目，缩短申请者的等待时

间，提高工作效率。NSF每年会有近2万项新增和持续的资助

活动，2015年之前，50%在第四季度完成，即几乎75%资助申请

要在该财年的后半年完成。但若在短的时间内集中处理大量的

资助申请不仅增加了工作人员的负荷，也使 IT工作系统和供评

审小组使用的会议空间资源较为紧张。2015年9月30日，NSF
通过将全年的基金申报评审工作平均分配到各季度来缩短申请

基金的等待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受资助机构高效管理研究基金

的能力。

2）支持变革性研究。NSF的价值评议系统是世界各国评

审和资助创新性研究的主要参考准则，因此，美国国家科学理事

会（NSB）认为没有必要调整或修改NSF当前的价值评议系统，

但建议设立一个新的、明确且独立的覆盖全基金会的计划，专门

征集和支持挑战现有范式的变革性项目申请，即NSF将会考虑

并支持具有风险性与挑战性的想法。这一计划还将在NSF开拓

一条新的、非计划性的且非特定学科的途径，来听取和考虑这类

研究想法。

3）改变评审方式应对评审者数量的增加。为确保评审工

作的顺利完成，NSF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吸引更多合适的人加入

评审者队伍。2002—2006年这5年间，NSF的评审专家库中的

人数增加了15%。

2 NSF关于资助评审开展的主要试点

除了现存的同行评议手段，NSF也在不断进行新的尝试。

在2012—2014财年中，NSF在已有的评议方法中添加了新的举

措，进行的主要试点方式如下。

1）在线评议。在线评议是专家会评形式的延伸，它允许专

家在不同地点（办公室或家里）通过电子系统进行项目申请的评

议。NSF 计划在2014财年中至少有15%的评审会议实现完全

在线评议，而事实上真正的完全在线评议会评率达到了31%，这

有效的降低了评审成本，同时大大扩大了评审专家的选择范围。

2）重大项目预申请。面对激增的项目申请数量，生命科学

部与其下属的两个部门进行了为期3年评议试点运行，取消了

过去每半年一次提交完整的项目申请书的评审方法，取而代之

的是项目申请书每年只提交一次，并将评审分为两个阶段：每年

1月申请者提交一份4~5页的预申请，经同行专家评审后，遴选

出15%~30%的申请者；在夏末提交完整的项目申请书参加最后

的评议。

3）附加赛制。针对具有重大意义和潜在变革性研究的申

请，地理与空间科学项目组将此类重大项目的申报由每半年一

次改为每年9月集中申报一次，在项目评审结束后，负责项目的

管理人员会在落选的申请中挑选出有限的项目申请，并通知项

目负责人对原申请书进行修改，并在2个月后再次提交，参加评

议。

4）同行异步评议。在评议专家提交了评审意见之后，专家

可以在线参与该项目的评审交流，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可以了解

其他专家的观点。此类平台的管理工作由 NSF 的项目管理人

员负责。该平台的最大优势是能让评审专家最大程度地了解其

他专家的观点和想法，并进行充分的交流，大大提高后期会评的

评审效率。

3 NIH同行评议的新进展

NIH两级评审的同行评议体系已经确立了 60多年，期间

NIH多次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改进，致力于建设一个透明、规范和

负责任的同行评议系统。特别是近年来，NIH对其同行评议系

统的改革力度越来越大，从其历史发展和近年的变革措施来看，

其发展呈现以下趋势。

1）常规评审机制与特别评审机制并重。从评审小组的调

整变化来看，学术评审中心在逐步实现评审小组的小型化、专业

化，与此伴随的则是评审小组数量的显著增加。但是评审小组

规模变小也有不利之处，即不利于评审跨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

的研究，为此，NIH建立了特别评审机制，以弥补常规评审机制

的不足，例如在申请书找不到合适评审小组时或者评审出现利

益冲突时，或者为特殊项目类型的评审设立。每年所有特别评

审组评审的项目总数约为常设评审小组的2倍。

2）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工作效率，缩短评审周期，并对申请

者实行全程反馈。其措施包括：探索自动指派工作流程；缩短评

审时间；缩短反馈时间等。

3）推进评审的数字化和网络化。采取的重要措施有：完善

网络辅助评审系统；推进视频会议；探索异步电子评审系统等。

本文主要并以美国科学资助机构（NSF和NIH）为例，简要

介绍了其在同行评议中的最新进展，期待为中国科学基金同行

评议相关政策制定和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借鉴和启示。

11



科技导报2016，34（14）

国产服务器的摇篮国产服务器的摇篮———浪潮集团—浪潮集团

浪潮集团是中国领先的云计算、大

数据服务商，拥有浪潮信息、浪潮软件、

浪潮国际三家上市公司，业务涵盖系统

与技术、软件与服务、半导体三大产业

群组，为全球 8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

IT产品和服务。作为中国最早的 IT品

牌之一，始终秉承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发

展的理念，经过 70多年的发展具备了

涵盖基础技术研究、共性和关键技术研

究、工艺和工程技术研究体系化创新和

服务能力，建设完成高效能服务器和存

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机系统国家

工程实验室、国家信息存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成果转化基地等国家级技术研究

和创新平台。

服务器是浪潮集团的主营业务之

一，也是集团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

撑，从 20世纪 90年代初，经过 20多年

的发展，取得了累累硕果。从中国第一

台服务器 SMP2000到第一台高端容错

计算机浪潮天梭K1（图1），从市场份额

国产品牌第一到中国市场份额第一、全

球第五，从中国服务器领域的第一个世

界纪录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多

年时间，浪潮一直以技术创新为本，不

断突破，在产业发展的多个关键节点都

起到了引领作用，带领着中国服务器产

业完成了由弱到强转变。

图1 浪潮天梭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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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浪潮服务器的发展
1.1 中国首台服务器的诞生

20世纪 90年代，随着中国正式接

入 internet、国家实施“金桥工程”等一

系列旨在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基础

设施建设拉开序幕，服务器作为信息化

建设的核心设备，其需求日益旺盛，然

而以 IBM、惠普、SUN等美国为主的服

务器厂商垄断全球市场，国外服务器厂

商技术及产业的生态体系相对封闭，如

何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和限制，建立国

产服务器的技术和产业体系，成为国内

服务器厂商的巨大挑战。

西方国家在服务器核心技术上的

封锁和产品上的垄断激发起了国产服

务器厂商的斗志，为了满足中国信息化

建设的需要，突破核心技术，研制国产

服务器、开创中国服务器技术及产业体

系势在必行。面对服务器处理器等芯

片组的缺失、多处理器总线技术、系统

可靠性设计技术、系统可管理性设计技

术、系统性能扩展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浪潮在国内率先将开放架构PC处理器

引入到服务器系统的设计，与国外同期

将 IA架构技术引入服务器系统设计，

攻克了对称多处理器服务器多总线架

构技术、多平面全互连技术、内置冗余

磁盘阵列、内存冗余、I/O设备热更替等

技术难题，研制了系列服务器产品。其

中，SMP2000是国内第一台服务器，基

于 10颗英特尔处理器。SMP3000是基

于 IA开放架构设计，具有更强的兼容

性，技术指标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当，荣

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研制

的64位高性能服务器打破决策支持性

能基准测试世界纪录，荣获 2004年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技术的突破与创新也带动了产业

的发展，浪潮服务器在实现技术突破之

后，又逐步实现产品化、产业化，并取得

卓越的效益。浪潮建立了国内第一条

服 务 器 产 品 专 业 生 产 线 ，引 入 了

ISO9001及 ISO14001国际质量控制体

系认证，实现了“大规模标准化”下有品

质保障的设计制造。1996年浪潮服务

器位列国产服务器品牌销售额第一。

1.2 高端服务器的技术突破

2000年以来，中国信息化建设进

入快车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快

速发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统计数据显示，2001 年至

2005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从3370万增

长到1.11亿，其中网上银行用户数年均

复合增长 100%，由此带来的在线交易

类和大规模网络服务类业务爆发式增

长，传统总线式架构服务器无法满足高

并发联机事务处理和大规模互联网访

问的需求，因此突破高端服务器系统结

构技术、高带宽低延迟设计技术、资源

调度优化方法、模块化设计、高可靠设

计等技术，实现高端服务器系统的研制

势在必行。

面对传统服务器总线式架构扩展

能力的局限性、系统计算存储等资源利

用率低、数据存储保护开销大等技术难

题，浪潮提出了“超越战略”，旨在系统

体系结构形成突破，在性能扩展、可用

性提升提出创新，研制自主的高端服务

器产品。在体系结构方面，浪潮创新地

提出了弹性架构、弹性部署的理念，将

计算、存储、网络资源单独封装，按应用

需求调整系统资源构成，实现了系统规

模弹性扩展，该技术荣获 2005年信息

产业领域最高奖“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

明奖”。在性能扩展、可靠性设计方面，

浪潮也提出了基于时间和事件策略的

资源调度方法、可定制数据保护机制等

创新方法，实现了服务器系统资源在应

用间的动态迁移以及系统数据存储的

分级保护。基于在高端服务器领域的

技术创新，浪潮研制了天梭高端商用服

务器系列产品，该系列产品以高带宽、

低延迟的点对点无阻塞数据交换结构

为核心，采用模块化设计将计算、存储、

网络等资源单独封装，可根据应用需

求，灵活调整系统资源，实现了系统规

模弹性扩展的同时，提高了系统资源的

平均利用率。浪潮研制的 TS20000系

列高端服务器是国内第一个实现产品

化的高性能高端服务器产品，研制的

TS30000系列高端服务器在 2006年被

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2009年入选

国家首批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并荣获

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浪潮天梭高端商用服务器整体性

能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针对在线事务

处理、联机事务分析、决策支持等关键

的应用领域，在政府、金融、税务、军工、

医疗、能源等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形

成了国产高端服务器与国外RISC小型

机分庭抗礼的局面。在2004年一举打

破了由 IBM保持了 8个月之久的商业

智能计算 TPC-H世界纪录，这也是国

产服务器创下的第一个世界纪录。随

后又在国内率先通过了 Oracle RAC、
VM等国际认证。浪潮立足自主创新，

突破高端服务器关键技术，研制高端服

务器系列产品，以全新的姿态在高端服

务器领域与国外厂商展开了技术和产

品的竞争。

1.3 高端容错计算机技术及产业体系

的建立

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沉淀，2008年

浪潮向服务器领域的制高点（高端容错

计算机）发起了挑战。

高端容错计算机，是指具有高可靠

性和强大信息处理能力的大型计算机

系统。作为信息化的重大战略装备，承

载着金融、能源、交通等国家关键性基

础设施的核心信息系统，广泛应用于银

行的储蓄业务系统、汇兑结算系统、银

联信用卡交易结算系统，证券的交易系

统和证券报价系统，电信领域的网管系

统，电力行业的调度系统，民航领域的

空管系统和机场出港系统，其强大的处

理能力和高可靠性保证了核心系统的

长期正常运转，确保了社会的安定和经

济的正常运行。

高端容错计算机的研制是集高可

扩展体系结构、超大规模ASIC、复杂硬

件系统和高可用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

为一体的系统工程，长期以来，美国在

该领域对中国实施严密的技术封锁和

绝对的产业链垄断，2010年以前中国

的高端容错计算机全部依赖进口，中国

经济运行安全和国家战略安全面临巨

大隐患。

浪潮经过多年持续攻关，成功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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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翼可扩展多处理器紧耦合共享存储

器体系结构”“三级缓存两级目录一致

性协议”和“软硬一体化的容错技术体

系”3项核心技术，成功研制1个核心部

件——处理器协同芯片组以及中国第

1个通过Unix 03认证的Unix操作系统

K-UX，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自主技术体

系，研制完成国内首台 32路高端容错

计算机系统（浪潮天梭K1系统）。该系

统支持 256处理器核心，4～8 TB全局

共享内存，内存总带宽 1177.6 GB/s，系
统互连总带宽 1088 GB/s，I/O 总带宽

675 GB/s,联机事务处理能力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系统实现动态硬件分区、处

理器互连链路冗余/自适应路由、内核

级进程冗余等多种容错技术，可用度达

到 99.9994%，与 IBM、HP 同期产品相

当，满足了金融等客户对系统高可用性

的需求。浪潮32路高端容错计算机系

统荣获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目前，浪潮天梭K1系统已经获得

广泛应用，形成了产业规模。2015年，

天梭K1应用于金融、电力、公安、交通

等12个行业市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

进出口银行、农业部、交通部ETC、胜利

油田、北京市财政局、广州白云机场、大

连银行都在核心业务中用天梭K1替代

了进口产品。根据全球权威调查公司

IDC发布的数据，2015年下半年，浪潮

在高端Unix服务器市场的份额已经达

到14%。

随着国内第一台32路高端容错计

算机系统的问世并得到规模化应用，其

技术和产业体系也相继建立与发展。

在技术体系建设方面，围绕高端容错计

算机的体系结构、容错技术、软硬件设

计及系统评测方法等技术的专利、论

文、专著等不断涌现，在系统性能和容

错能力方面的深入研究不断开展，针对

主机系统（即高端容错计算机）工程工

艺技术研究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建立，一

系列标准草案形成并提交。在产业体

系建设方面，浪潮牵头成立了国产主机

系统产业联盟，目前成员已达近百家企

业，覆盖了芯片、整机、软件等各个产业

环节，建立了一条完整的国产高端计算

机产业链，推动了整个计算机产业的发

展。高端容错计算机系统的研制成功，

填补了国内空白，是中国在战略必争信

息化核心装备领域的历史性突破，打破

国外长期垄断，使中国成为3个有能力

研制此类系统的国家之一，为国家推进

安全可控技术的应用提供支撑，对国家

关键性基础设施信息系统摆脱美国控

制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2 浪潮服务器发展展望
浪潮服务器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

服务器技术及产业体系的建立到发展

壮大的过程。可以说，中国服务器产业

从浪潮起步，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

实现了“从绿皮车到高铁”的跨越。

掌握了32路高端容错计算机的核

心技术，浪潮就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

远。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
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推动

着计算技术和应用的变革，在上述技术

的推动下，整个物理世界的信息化和智

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大量传感器、移动

终端和可穿戴设备产生的海量原始数

据会统一集中到后端云数据中心，这些

数据在云数据中心统一进行深度分析

和挖掘以形成知识，最后形成智能应用

来影响物理世界、服务大众生活，适合

这些新型应用的数据中心将成为未来

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在这样的背景

和趋势下，2015年，浪潮提出了长期业

务发展战略“计算+”。
“计算+”是浪潮首度提出的关于

未来智能世界下数据中心计算架构的

理解。“计算+”迥异于各类设备分散部

署使用的传统数据中心，通过硬件重

构，将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融合到一

个全新计算形态的设备中，再通过软件

定义表现出计算、存储、网络、安全功

能，支撑科学计算、存储、大数据和人机

交互等多种业务，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

需求。这种新型计算架构能够从更深

层次上提高数据中心的精简化和智能

化程度，让应用软件与基础设施之间的

契合程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促

进未来数据中心的高效、绿色、灵动、开

放。同时，“计算+”还是浪潮在业务模

式方面的创新。“计算+”是创新的 IT基

础设施，因而“计算+”可以通过和各行

业的创新应用相结合，针对不同行业特

点形成各种可定制化的行业云解决方

案，推动各个行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

发展。

基于上述技术趋势和业务模式思

考，浪潮制定了以“计算+”为核心的业

务布局，涵盖关键业务计算、高端存储

计算、企业计算、高性能计算、云计算、

大数据计算、安全计算七大业务，其中

关键业务计算和企业计算为重点。在

七大业务的推动下，2015年浪潮交出

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中国市场份

额第一，四路X86服务器份额第一，八

路X86服务器份额超过 50%。具有战

略意义的高端容错计算机业务，位列高

端Unix服务器市场第二。

一个中国本土企业，立足中国，布

局全球，目标成为中国第一、全球前三

的企业，浪潮正在沿着这条路坚定不移

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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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全球科学参与全球科学参与：：20162016美国科促会年会综述美国科促会年会综述

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The Ameri⁃
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以下简称“科促会”）

成立于1848年，是美国最大的科技工作

者团体和非盈利性国际科技组织，下设

21个专业分会，涉及的学科包括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现有265个分

支机构和1000万成员[1]。科促会第1届

会年于 1848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费城举行，170年以来，该年会已成为世

界规模最大的科学会议，汇集世界各国

的科技工作者，研讨科技发展新趋势和

新挑战。科促会于 2016年 2月 11—15
日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召开了

第182届年会[2]。

1 年会主题聚焦全球科学参与
2016年科促会年会的主题是全球科

学参与（Global Science Engagement），

会议的目标是：推进科学家的工作、相互

合作，促进科学自由，提高科学在为人类

造福方面的效益，增进公众对科学在人

类进步中重要性的了解；会议由2个大会

报告、10个主题演讲及许多专题分会组

成，还包括颁奖典礼、科普展览等活动，

下设议题包括：寻找引力波、超大质量黑

洞与宇宙起源、全球应对传染病、发展中

国家的科技参与等，涉及人类学、社会

学、物理学、生物学、农学、信息科学、天

文学、医学、药学等10余个科技领域[2]。

在信息爆发性增长的今天，知识创

造、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变得越来越复

杂、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单一国家或地区

的科学家群体具备的资源、视野和能力

往往有限，在全球范围开展科研立项、资

源互补和分工协作，已成为人类科学家

群体应对科学发展问题的必然选择和未

来趋势。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处于深度

结构调整期，知识在全球范围内被创造

和共享，某些领域的科技突破或者潜在

的颠覆性创新，很可能造成全球经济版

图和社会格局深度变化，这引起了美国

科技界人士的高度关切，这也是提出今

年年会主题“全球科学参与”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科技政策潜台词仍然是保持

美国科学技术的全面领先地位：一方面，

推进全球科技合作，吸引世界科技人才，

开展全球科技活动，现任科促会主席

Geri Richmond在主席发言中为发展中

国家代言，呼吁全世界科学家平等参与

到美国主导的科技活动中；另一方面，在

全球科学参与中发现挑战与机会，增强

美国自身科研投入和创新实力，巩固领

先优势。参加大会的美国白宫科技政策

办公室主任（OSTP）John Holdren博士

在会上提到：美国政府的科技投资呈现

出萎缩态势，某些科研领域的成果被其

他国家赶超，如何在全球科技竞争与合

作中保持领先优势，这是一个全球战略

问题。美国需要在战略上重新审视自己

的位置和发展方向，制定恰当的科技政

策，在重大科技领域抢占先机，应对全球

科技新时代[3]。

本次年会吸引到超过 3000多名世

界各地的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家、企业

家、政府官员及记者，与会人数为历届之

最。会上发表的最新科学进展及科技经

济动态受到全球瞩目，被知名媒体争相

报道，如英国《卫报》转述了运用T细胞治

疗癌症的新尝试，《经济学人》聚焦报道

了尼日利亚科学家运用基因组学技术改

良木薯 、基因编辑技术的专利问 题

等 [4,5]。与会嘉宾，除白宫科技政策办公

室主任 John Holdren博士，还有英国外

交部首席科学顾问Robin Grimes、英国

科技政策研究学者 James Wilsdon 教

授、新西兰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Peter
Gluckman 爵 士 、日 本 学 术 振 兴 会

（JSPS）人员及法国、韩国等其他国家负

责科技事务的官员，以及国际科联（IC⁃
SU）秘书处执行主任Heide Hackmann
等国际组织高级官员；中国科协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张勤、学会学术部部长宋军、

企业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郑浩峻、国际联

络部双边合作处处长何巍及创新战略研

究院院长罗晖等领导参加了此次年会，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

研究员做了视频发言，中国科学院科技

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樊春良研究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薛澜教授等也参

加了年会。从与会人员和议题来看，会

议体现了全球参与性。

2 重大科学发现成为年会热点
此次年会展示了科技前沿成果和动

态。所有前沿问题，都蕴含着科技发展

固有的规律，其规律性主要表现为2点：

1）纵览全球科技发展，自19世纪中叶以

来，重大科学发现和科技进步，都与科研

方法、科研设备的突破和进步不可分割，

黑洞的观测、基因编辑新技术的突破、探

索引力波需要的大型天文观测设备等

等，都符合上述共性规律；2）当今的重大

科技进步离不开广泛的科技合作，如天

文观测需要在世界不同地区取得观测数

据，中微子的试验在中国和美国等多地

实验室里同时进行等。

2.1 黑洞照亮理论物理学革命的方向

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物理学和天

文学教授 Thaisa Storchi Bergmann 在

本次年会上做了关于黑洞的专题讲座

——超大质量黑洞有助星系的演化？她

表示，通过观测物质落入超大质量黑洞

而产生的强大能量辐射，可追踪物质能

量变化的极限状态。一旦取得进展，将

丰富理论物理学的大统一理论，进而解

释宇宙万物的根本 [6]。但与振奋人心的

科研目标相比，目前科研观测方法仍没

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因而进展较缓慢。

2.2 引力波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发

言人Gabriela González在分会上做了

关于发现引力波的报告，报告称：在2015

1.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
2.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863

石磊 1，罗晖 2，李政 2，王寅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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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14日，引力波探测器记录了一条

疑似引力波的信号，随后处于异地的另

一台仪器上也记录了一个十分相似的信

号，通过将数据特征与仿真引力波信号

比对，LIGO的科学家认为该信号能够作

为证明引力波存在的一条证据。随后，

很多科学家质疑该证据的正当性[7]，意识

到该信号也可能仅仅是设备或由宇宙尘

埃干扰引起的误差 [8]，LIGO团队的论证

主要是在《物理学评论快报》与同行讨论

中进行的，目前的结论是认为这次探测

不同于以往[9]，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Gabriela还曾提到引力波观测设备不止

修建于美国，它们是“大科学项目”的全

球扩展项目，其他合作的天文台包括：德

国探测器GEO600，在建的意大利 VIR⁃
GO和日本KAGRA，以及计划中的LIGO
印度探测站。

2.3 国际科研团队携手寻找惰性中微子

国际大亚湾合作项目共同发言人陆

锦标在本次年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做了演

讲，他指出，利用大亚湾实验设备收集了

超过30万个反中微子，精确测量了电子

反中微子的能谱，由此得出“理论模型可

能存在问题”的结论，即可能存在惰性中

微子；同时，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正在联合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及

瑞士、英国等地实验室共同开展试验，以

判断大亚湾实验室假设的惰性中微子是

否真的存在。

2.4 探究人类成瘾行为的神经回路线索

美国、欧盟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开发

神经科学研究技术平台，从脑神经学角

度解读人类疾病。本次大会的分会讨论

了人类成瘾行为、情绪障碍等相关问题，

从个体细胞以及神经网络在空间与时间

上的联系的角度，交流了破解人类的大

脑的神经学线索。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的Wilson Compton主任在分会议

上汇报了关于人类成瘾行为（如对高热

量食品的嗜好、对烟酒等物质的依赖行

为等等）的化学机制的最新进展。从神

经学角度分析，Wilson团队发现大脑神

经回路是造成成瘾问题的物质基础，而

神经适度回应外在刺激存在成瘾速度的

个体差异，基因学和后天环境（子宫内环

境、早期童年环境、学校、邻居关系等）都

对脑神经回路构成物理性影响，在某种

程度上决定了成瘾行为的形成。他们的

研究表明，生理、心理和社会三大因素共

同作用，影响成瘾问题治疗的效果[10]。

3 颠覆性技术的影响显现
3.1 全球企业持续追求颠覆性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不仅是国家层面的焦点问

题，也是企业家和创业者最为关注的热

点，尤其是那些能够颠覆现有生产能力

乃至整个行业生产链的全新技术。在关

于企业创新的研讨会里，多位企业家介

绍了他们最新的创新经验，包括科技创

新活动中的投资角度、孵化器管理等等，

这些资本运作使科技创新从基础发现和

发明，转化成为带有收益的商业产品。

来自 Incubic管理公司的Milton Chang
在大会报告中阐述企业家如何在创业初

期强化职业生涯、降低风险；来自斯坦福

大学的 Thomas M. Baer在报告中详细

叙述了在工程技术领域可持续创新的重

要性；某公司执行总裁Daniel Rogers分

享了他在创业起步阶段的经验，论述了

科技创新对一个新兴企业的重要性[11]。

研讨会还涉及到企业创新面对的壁

垒。报告人针对在美国能源、交通运输、

建筑业以及制造业中的创新投资和科技

研发可能遇到的各种壁垒与他们在欧

洲、亚洲等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比较，探

讨了创新的发展方向以及创新的发展速

度[12]。

3.2 人工智能的进步可能影响就业

康奈尔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Bart
Selman在会议上表示，去年在人工智能

研究领域的花费超过10亿美元——这比

在这个领域的历史上的总投资还多，在

接下来的 2~3年内，智能和和半智能自

动系统将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改变

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他还强调，人工

智能的进步可能威胁到就业，并引发的

一系列法律、法规和伦理问题。莱斯大

学的Moshe Vardi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最

先颠覆的就业领域可能是交通运输业。

10%的美国就业涉及车辆的操作，可以

预测，大多数这样的工作会消失；进一步

讲，这些工作消失很可能将对制造业产

生影响。Moshe还预计，智能机器越来

越多的使用将会产生“工作极端化现象”

（job polarization）。有许多高技能的工

作需要太多的人类智慧，还有许多低技

能的工作负担不起昂贵的自动化，处于

这两极之间的工作就是自动化最容易担

负的。“两极之间”工作的消失将形成巨

大的不平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经

济结构。此外，与会专家还探讨了自动

武器、大数据与机器学习[13]、信息技术与

网络安全[14]等热门话题，反思自信息产业

革命以来运用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机

器的道德与法律难题，追问科学技术进

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全新伦理问题。

3.3 日臻成熟的基因编辑技术或将颠覆

人类伦理观

目前广受关注的基因编辑方法

CRISPR的发现者之一，来自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Jennefer Doudna，在大会上

做了研究报告。她表示，基因编辑项技术

已经日臻成熟，易于使用。运用CRISPR
技术可以容易、准确、廉价地改变任何基

因，进而开发对抗病毒的新型医疗手

段。但是，在这项技术的风险与益处没

有被清晰了解前，在对其使用未达成广

泛的社会共识前，研究人员推进临床应

用是不负责任的，科学家和公众正在考

虑这项技术的伦理性，因为，有朝一日该

技术可以编辑人类生殖细胞（精子和卵

子）基因，创造出新特点并传递给后代，

修正病变基因或“不想要的”基因。这类

人为干预遗传特性的技术手段，一旦实

施，或许将颠覆现有的伦理观和人类自

我认同。此次年会的参与者还讨论了很

多这类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科技成果和趋

势，比如，探讨如何在芯片上建立迷你大

脑[15]、精准定制药物等等，而这些讨论将

科技从实验室带到了寻常百姓家，将颠

覆性科技创新引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

此，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携手，制定具

体、有效的科技政策，引导科技朝着有利

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向发展。

4 政策讨论关注科技与社会
4.1 同行评议确保公共决策的科学性

美国环保署的Thomas Burke、华盛

顿特区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David
Michaels和华盛顿特区国家高速公路安

全管理局的David Friedman在分会上介

绍了美国行政机构以科学为基础制定决

策的实际案例：他们所在的联邦机构平

日里负责制定并实施保护空气、水、食

物、工作场所和居民健康与安全的法律

法规，许多规定的建立，需要适当地运用

同行评审和咨询委员会等科学决策方

法，以便增强决策透明度、保证决策质量

和科学性，同行评审和咨询委员会的具

体操作要依照具体案例来设计。此外，

一些演讲者还在大会上介绍了科研机构

及单个研究人员是如何在政策制定过程

中应用科学知识和技术，以帮助完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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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16]。

4.2 科学教育“2061项目”设置新型科

学课程

如果说运用科学决策方法辅助政策

制定是政府层面的案例，那么将最新的

科学技术延伸到学校的课堂里，则是更

接近民生的实例。Jo Ellen Roseman是

新课程项目的主要研究者，他在会上介

绍了美国科学促进会发起的长期科学素

养教育倡议“2061项目”，该项目最近的

工作重点之一，是被称为“面向高中生物

学 （Toward High School Biology，
THSB）的新课程单元”，旨在培养学生更

好地理解在现代生物学中的关键化学概

念，确保学生在进入高中时，能够理解科

学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发生的。超过25
名教师和2000多名学生从科罗拉多、华

盛顿特区、马里兰、马萨诸塞州等参加了

THSB单元的开发和测试，包括 19课时

活动。这些新课程一改教科书很少帮助

学生建立物理、化学与生命科学之间联

系的弊端，将很多实际问题，如气候变

化，砍伐树木、二氧化碳排放及植物光合

有机联系起来帮助学生在阅读科学文

献、分析数据、构建和使用模型过程中，

建立科学兴趣和科学素养，理解和参与

科学实践。这个新的课程单元发布得到

了很多专家的认可，预计将在 2016—
2017学年得到应用。

4.3 倡导建立跨国科学咨询机制

新西兰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Peter
Gluckman爵士，是科学咨询领域的领军

人物，获2015年度AAAS科学外交奖[17]，

他对国际科学咨询的未来趋势有深刻的

洞见。此次年会上，在题为：“国际科学

咨 询 变 化 的 图 景 ”的 报 告 中 ，Peter
Gluckman认为，科学在双边、多边和全

球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突显了科学运用于决策中

的有效性。然而，在科学参与决策的过

程中，总会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尽管

世界卫生组织（WHO）中的科学委员会和

专家，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中的评估机制很好地保护了科学

建议的完整性，但这种缓慢而复杂的模

式并不能复制，并用来应对每一次全球

挑战和危机。在地区和双边性事务中，

几乎没有这样的机构存在以降低科学被

误用的风险。随着新技术产生后所带来

的一系列问题，国家间需要在一些概念、

标准以及复杂的规则上达成一致和理

解。目前，为处理危机和突发状况，各国

的科学咨询机构间加强联系的举措已经

出现。这种通过将科学家个人与学术机

构建立正式联系来进行科学咨询的方式

与机制与依靠分散的专家咨询的做法相

比，科学咨询的有效性更强[18]。

5 科技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当前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更

多共同挑战。寻求解决极端气候、传染

病、能源短缺、自然灾害等难题的努力早

已超越了国家边界。随着挑战的增多，

全球科学参与主体多元化趋势越来越迫

切与明显。值得庆幸的是，当前国际科

技合作在食品和水安全、可持续性发展、

传染病、健康，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能

源方面的合作成果丰富。此外，在越来

越多的科学家与工程师跨越国界以解决

地区和全球问题的同时，科学与技术本

身也在知识与技术的产生与分享中不断

前进。在呼吁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际

组织、以及社区组织等处在不同社会经

济发展阶段的多元化科学参与主体在全

球科学参与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不同的目

标。关注和解决不同科学参与主体的诉

求，可以更好地推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

作，以期更有效地应对全球挑战。

5.1 日本等发达国家倡导“开放的科学”

根据2015年OECD国家：让开放的

科学成为现实（Making Open Science
a Reality）的报告，“开放的科学”（Open
Science)主要指公共资助研究的成果能

够以电子化的形式更广泛被科学共同

体、商业部门及社会所获得[19]。当前这项

工作主要依靠由研究者自下而上推动。

在此次年会上，日本政府科学技术与创

新理事会 Yuko Harayama 在发言中指

出，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而言，研究机构、

大学、图书馆、出版机构也正在考虑加入

这个进程。随着互联网与数据存储技术

和计算能力的推进，科学进步的方式发

生了重大改变。这样的改变便利，加速

了在相对封闭的科学家圈子以外的知识

分享及合作。开启“开放科学”的动议正

在起步阶段，它可以使科学的生产、扩散

及利用更加开放。Yuko Harayama 谈

到，OECD国家针对“开放科学”的政策

制定已经开始，G8科学部长会议也对此

活动有所推进。在此全球趋势下，日本

已经认识到了在此问题上参与国际讨论

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具有前瞻性的工

作。目前，日本已召开相关专家组会议

并发布了指导原则，最直接的成果之一

就是日本政府将“促进开放科学”政策写

入了即将实施的第5个科学技术基本计

划（2016—2020）之中[20]。

5.2 发展中国家在科学领域的平等参与

美国科促会主席Geri Richmond在

年会上做了主席发言。她表示，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在面对全球问

题时，比如，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需要

站在同一立足点。她为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在同等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提出

5点建议 [21]：1）建立信任。Geri提到的

例子是，南美地理学家帮助美国科学家

在他们国家建立监控和研究站以便研究

自然灾害，如地震和火山爆发，但由于美

国科学家只认数据，南美科学家的科研

成果在一些期刊并未得到承认。真正的

合作应该是建立在持续的分享经验的信

任上，而不仅仅是实验数据。2）学会倾

听。比如喀麦隆的一位教授研究可循环

塑料瓶的变质问题，这是许多发达国家

的科学家没有想到过的。3）人才遍天

下。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有天赋的科研

人员。4）与偏见作战。在很多领域都难

以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期刊文章和作者，

这不意味这些国家没有过硬的研究者，

尤其是非洲和南美洲。发达国家的科学

家需要更加致力于向发展中国家邀稿，

并邀请这些国家的专家做评审人，出版

商应该继续资助这些国家的期刊订阅

率。5）具有全球视野。在解决科学问题

时，如果不研究文化，就无法理解具体的

问题，进而产生不必要的疑惑，导致找不

到正确的解决办法。Geri最后总结道：

最好的科学“发生在每个人都参与并发

声的时候，创造是在不同国家、不同角

度、不同背景、不同机构产生的”。

5.3 世界卫生组织寻求全球团队应对传

染病

国际卫生组织总干事办公室的战略

主任Christopher Dye在年会上介绍了

寨卡（Zika）病毒对世界公共安全的威胁

及在美国的发展情况。他指出世界卫生

组织的国际公共卫生基金近年来下滑，

2014年爆发于西非的埃博拉（Ebola）病

毒暴露出在基金下滑背景下的国际团队

合作的重要性。然而，由于一些研究埃

博拉病毒的科学家因为害怕失去在重要

科学杂志发表论文的权利，在分享数据

方面表现的动作迟缓。在这样的机制

下，分享信息经常遇到障碍。Dye主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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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资金是个严重问题，慈善组织的经

费，很可能不足以承担应对下一个致命

流感的支出，但好的方面是，研发埃博拉

疫苗的制药公司股价的突然上涨对制药

公司具有经济激励作用，能确保紧急时

药物能够到位。最后，他建议设立公共

卫生基金，同私人保险和在保险部门一

起合作，用保险的方式应对流行病，正如

公司用保险应对飓风灾害一样[22]。

5.4 建立社区大学补充科技人力资源

科促会教育与人力资源项目的Abe⁃
ni Edwards在会上进行了国际合作促进

劳动力发展的报告，她认为跨越国家疆

界的知识共享，给当地劳动力就业带来

极大的压力，制定科技持续教育计划，将

有助于缓解这种压力。具体方式是以社

区大学为基础，设立专业课程、选择教

员、招收即将进入科技类工作岗位的学

生。这种教育模式尤其要面向那些新型

技术产业，包括科学研究、医疗诊断、国

土安全、可持续能源生产和管理等等[23]。

6 会议的启示
美国科促会 2016年年会探讨了当

今科学进展的新动态和国际科技合作的

总趋势，展望了可能对未来社会生产、生

活产生颠覆性影响的科技，强调了企业、

社团和国家在科技创新中开展合作的重

要性，这些都为全球科技工作者、企业家

和政策制定者思考今后工作的内容和形

式提供了实例参考。以下是5点启示：

1）持续投入与探索基础科学研究，

巩固重大科学发现产生的前提基础。此

次年会上，美国科学家对重大基础科研

问题的探讨体现了美国对基础科学研究

领域持续关注。对基础理论体系的不断

完善并在实践层面上进行探索和印证，

这体现了实证研究的精髓，它成为美国

占领世界科学制高点、在原始创新方面

领先于世界的法宝。不论是好奇心驱使

的基础科学研究，还是任务导向型基础

研究，美国都以持续的巨额资金投入为

保障，为重大科学发现的产生提供渠道

和前提。虽然这种投入稍露缩减之势，

但仍比其他国家高出许多，加上美国的

政界人士强调潜在的被赶超的威胁，美

国科研投入力度或将有所加强。

2）探讨颠覆性技术带来的经济与社

会新问题，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颠覆性技术，比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

技术或许在某一个技术关键点上为人类

提供了几近于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这并

不意味着它们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全部

都是积极的。在颠覆性技术产生之初着

手研究其对经济、社会、伦理方面的影

响，实际上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

预调研。积极利用政策工具将颠覆性技

术的优势最大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削弱

其不利影响，应该成为科技公共政策制

定者努力的方向之一。

3）制定灵活务实的科技交流合作政

策，以适应国际科技合作大趋势。国际

科技合作蓬勃开展，参与主体日趋多样，

参与范围和手段不断更新，我国应制定

适合本国国情与国际形势，灵活务实的

科技外交政策，使其成为提升本国国际

科技合作水平、凸显合作成效的操作指

南。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不能盲从权威

或贪恋眼前利益，要善于转化美国科技

界人士全面保持领先地位的政治心理和

外交策略，为我所用；要善于权衡双方需

要，主动发起合作倡议，寻求共同感兴趣

议题，争取最大范围吸引更多科学界领

军人物参与，打造一流科技合作平台，是

对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贡献，也是参与

科技全球治理的有效途径。

4）构建政府科学咨询的国际网络，

为应对国际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决策。面

对许多全球性政策议题，比如气候变化、

食品安全、全球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等，运用科学方法提供高质量的科技

咨询，是当今世界科学家、研究人员和政

策界人士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科学方

法支撑下的决策系统，不仅可以服务我

国政府决策，还可以服务企业决策；构建

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决策系统，还可以

成为我国政府主动引领全球政府咨询科

学化、构建政府科学咨询国际网络的契

机，是决策科学与政府职能结合的发展

方向之一。

5）重视科技创新的全球参与，应对

全球性难题。在全球化挑战不断增多的

大背景下，各国都将科技创新看成是破

解难题的关键因素。在全球范围内，不

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科学家

还是企业家，国家还是个人都应该共同

参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需要全社会的

重视与参与，更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这

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大趋势。

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年会的主题“全球科

学参与”与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开

放创新具有一致性。不断拓展科技创新

参与者的主体，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创新

资金的流动，鼓励创新人才跨国、跨界合

作，不断扩大个人、企业、产业、国家各个

层级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广泛性、全局

性，可以最大程度地释放创新活力，为应

对全球性难题提供动力。

总之，“全球科学参与”已经成为当

今人类科技活动的主旋律，是当今人类

社会的一个重要理念和现实活动，对中

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如何

参与其中、对不同国家采取何种交流合

作方式、对全球科学界能够做出什么贡

献、如何在自主创新与交流合作中把握

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颠覆性的科技问

题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深入探讨的课

题。科学技术是一条纽带，可以超越种

族和国籍、跨越地域和时间，将世界资源

和信息联系起来。积极主动地利用好这

条纽带、开展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可以

成为中国科技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需

要我国科研人员、教育家、企业家、政策

制定者等共同参与。

致谢致谢：：本文得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

理科学研究所樊春良研究员的热情帮助和悉

心指导，他在会议主题解读、会议背景阐释、议

题内容补充以及词语运用等方面，对本文的初

稿进行了细致且精辟的修改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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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根号诞生探源平方根号诞生探源

文//徐传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临沂大学理学院，教授。图片为本

文作者。

·科技纵横·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数学符号的科学意义就是选用恰当
的对应方式，把复杂事物用简便形式表
示出来，故数学符号是数学思维的结
晶。数学符号能节省人类思维劳动，巧
妙运用符号技巧是数学研究成功的关键
之一。正是数学概念和运算的深入符号
化，极大促进了数学发展。现代数学符
号可谓经过了千锤百炼，逐步演进而
成。如平方根号，从古埃及人、罗马人、
印度数学家婆罗摩笈多（Brahmagup⁃
ta），直到法国数学家笛卡儿（R.Des⁃
cartes）创建现代符号,历经了4000余年
的演进历程。

有史记载，最古老根号出现在古埃
及纸草书。约公元前2500年起，古埃及
人就用一种僧侶文来作日常书写。这套
文字最初只是象形字的缩写，尽管其有
限数学符号尚不成体系，却有了加法、减
法和平方根的符号。

古埃及人应用符号“”表示平方根
号。公元2世纪，罗马数学家尼普萨斯应
用拉丁文单词 Latus（正方形之边）表示
平方根，其后“L”就逐渐成为欧洲的平方
根符号。直到16世纪，法国数学家拉米
斯（R.P.Ramus）仍 用“L27adL12 等 于

L75”表示 27 + 12 = 75 。1624年，英

国数学家布里格斯（H.Briggs）仍沿用罗
马人符号，分别用 L、L3、LL表示平方根
号、立方根号和四次根号。

无理数的发现在西方引发了第一次
数学危机。对无理数引发的研究恐惧
感，致使古希腊先贤未能创造出根号符
号，然而平方根与无理数始终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在古印度语中，无理数的

“无理”为“carani”，7世纪印度数学家婆
罗摩笈多就选用其第一个字母C来表示
平方根号。如他应用 ru3C45 表示 3+
45 。了不起的是，婆罗摩笈多提出了负

数概念，并用小点或小圈记在数字上面
表示负数。其负数概念及其加、减法法
则虽然晚于中国，但其负数乘、除法法则
领先。在中世纪的印度相关数学文献
中，平方根则改用“kapaha”术语的“ka”
来表示，但其不表示负根。

在阿拉伯早期文献中，发现其曾用8
表示 8 。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

拉萨迪（Al-Qalasadi）应用阿拉伯文根
号术语“jidr”首写字母“j”表示根号，其用
法是将该符号放在所求平方根的数字之
上，有时会在符号和文字之间用一水平
线加以分隔。他注重应用数学符号，诸

如用“wa”表示加号，“illa”表示减号等。
拉丁文平方根单词“radix”源于阿拉

伯语，一度曾用 radix表示平方根。如 ra⁃
dix de 5 et radix de13 表 示 5 +
13 。选取其首写字母，将“radix”简化

为“R”成为必然，其首次出现在阿拉伯文
版《原本》第10卷之中。

斐波那契（L.Fibonacci）是欧洲黑暗
时期过后第一位有影响的意大利数学
家。其随父到印度、埃及、阿拉伯和古希
腊等地旅行，师从阿拉伯人学习算学知
识，回意大利后写成《算经》，其中把“R”
用作平方根号和未知数。因《算经》在欧
洲影响较大，致使符号“R”应用了好几百
年。卡尔达诺（G.Cardano）在其《大法》
中，亦用“R”表示平方根，且用“cu”表示
立方根。这个“科学史上的怪杰”还把

7 + 14 表示为R.V.7.P:R.14，其中P表

示加，V表示其后一切皆在根号之下。
欧洲其他地区也创建了一些符号表

示根号。约 1480 年前后，德国人曾用

“·”表示平方根，如·3表示 3 。至16世

纪初，小点带上了一条小尾巴，后逐渐演
变成了“√”。如1525年，鲁道夫（C.Ru⁃
doff）在《求根式》中，应用√8表示 8 。

类似地，荷兰数学家斯蒂文（S.
Stevin）亦用“√”表示平方根号。不过他
又创用了一些符号，如应用“√③”表示
立方根，“√④”表示四次方根。

1629年埃尔伯特（G. Albert）将指数
放在“√”左上方，用以表示开几次方根，
如三次方根，但对于开四次方根，他却使
用了符号“√√”。

学界认为，现在通用平方根号为笛
卡儿所创建。在其1637年出版的《方法
论》第 299页，笛卡儿写道：若求 a2+b2的

平方根，则写作 a2 + b2 ；若求 a2-b2+abb
的平方根，则写成 c.a2 - b2 + abb 。

观察其符号，笛卡儿是在符号“√”
基础上，加上一条横线，可能考虑到被开

方数是多项式情形。
笛卡儿创造出如此别致的平方根

号，他未给出任何解释。这就自然引起
一些猜测，如欧拉（L.Euler）认为，笛卡儿
设计的平方根号是由“root”首写字母变
形而来，其演化进程为：r→√→ 。肯
定的是，笛卡儿是在前人基础上创造了
平方根号。

另外笛卡儿还创造了指数符号。首
次应用 a3代表 aaa，a4代表 aaaa等，不过
他仍将 b2记为 bb。直到1801年，德国数
学家高斯（C.F.Gauss）用 b2替换了 bb，成
为现代标准记法。至于根号用分数指数
表示，早在1676年牛顿（Isaac Newton）
写给皇家学会秘书的信中，就介绍了其

发现的二项式定理，并把 a 、 a2 表示

为a1/2、a3/2。
反观国内，我国古代数学可谓领先

世界，可惜未能创造出系列的数学符
号。现在使用的平方根号源于李善兰
（1811—1882）所翻译的西方数学著作，
然而受当时封建传统文化影响，他不敢

“全盘西化”，直接引进英文符号，而是将
英文的26个字母分别对应“天干”和“地
支”，剩下的 4个字母则对应于“天、地、
人、物”。即“甲”对应于“a”，而“天”对应
的则是“x”。这样简单数学式子也会变

得怪异繁杂，如图1表示 16a2x 。

“产生于过去的现在，孕育着伟大的
未来。”任何数学符号的孕育、演化、生
成，均经历了数学家无数次的观察、分
析、猜测、实验、判断、辨析、调整、优化等
思维活动。从平方根符号的演进历程足
以窥见数学家的辛勤努力，感悟数学王
国的博大精深，感受数学带来的极大乐
趣。

图1 中国清代对平方根号的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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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照止章照止：：中国密码算法之泰斗中国密码算法之泰斗

·科学人物·

文//杨义先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安全中心，主

任/教授。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章照止，这个名字在社会上几乎默

默无闻；但在中国密码学的同行圈内，却

如雷贯耳！可惜2016年2月16日，章先

生因患肺炎不治离世，享年82岁。

章先生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中国顶级密码算法

专家。他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要想

全面介绍他，既十分困难，又相当容易。

中国编码密码界的一头牛

一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老黄

牛！虽然著作等身，但从不图名，绝不为

利。圈内同行，特别是像我等“后生”，无

不打心底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公开

发表的众多学术成果（包括那些与我联

名发表的论著），遍布诸如信息编码理

论、人工神经网络、系统复杂理论、优化

算法、信息安全理论、现代密码理论等重

要领域。但是，这些只不过是他成果的

“冰山一角”，直到著名数学家关肇直教

授的追悼会，他身边的同事才隐约知道，

原来章先生还在密码破译、非线性移位

寄存器序列等方面上屡建奇功。

中国编码密码界的一匹马

一匹骏马，数十年如一日，驰骋在广

袤的学术大草原，随心所欲，上下求索，

绝不为外界干扰所羁绊，这也是章先生

的写照。他这匹骏马或北上寻“嫩草”，

或南下狂奔跑，或东进饮清泉，或西拓仰

天啸。好一匹人人羡慕，但又难以企及

的国宝！他从未拿其成果申报过任何奖

励，也没有用其“战功”争取过哪怕一丁

点回报。直到去世时，仍然居住在半个

世纪前，单位分配的简朴蜗居中，享受着

老伴儿的粗茶淡饭。被高楼阴影笼罩着

的家里，除了书还是书。他的日常活动，

除了看书，还是看书。领导实在过意不

去，多次要“照顾照顾”这位贡献良多的

老专家，却都被他婉言谢绝。

中国编码密码学术界的一只虎

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对待日常生

活，章先生是慢行之虎，宛如病猫，对万

千诱惑不闻不问，毫无半点欲望。他身

体极度虚弱，用“骨瘦如柴”来形容一点

也不为过；别说缚鸡之力，就是站在眼

前，都担心被风吹倒；体检表上的病痛清

单，从来就是满满的。但是，对待科研难

题，他却突然变成下山之猛虎，以雷霆万

钧之势，扑向目标，只需“一扑、一掀、一

剪”，纵然是恶狼凶豹，也经受不住他这

三板斧绝招。多年来，被他攻克的诸如

最佳伪随机序列算法、数据压缩极限等

重要难题的清单长度，又远远超过了他

的病痛清单！

密码破译界的一只猫头鹰

一只视力突变的猫头鹰！在日常生

活中，由于遗传和高度近视等原因，从小

他的视力就几乎为零，即使戴上厚厚的

眼镜，也不过白昼居巢的雕鸮。初次见

面时，大家都以为他在用鼻子“闻书”，其

实他是在用眼睛看书。但是，一旦有待

破译密码摆在眼前，他就瞬间变成黑夜

捕食的巨枭，其视力绝对超凡，把猎物看

得清清楚楚，把密码破得明明白白。冷

战时期，他的杰出表现，使其成为了能够

看穿一切，令对手肝颤的“中国之眼”！

盘旋在中国赛博蓝天的一只隼

一只凶猛的猎隼！他搏击长空，随

时捍卫着编码密码的安全。任何狡兔硕

鼠，只要胆敢来犯，他都将迅速锁定目

标，闪电般地俯冲而至，把猎物撕得粉

碎，并与众雏隼共同分享战利品，以实例

向年轻人传授真本领。至今，可能连他

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种密码曾经

被破译，也不知道其成果多少次使我方

由被动变为主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

的，他将自身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凝练整

理成了“杀手锏”，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

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同仁。

中国信息论学术界的伯乐

一位和蔼可亲、全心全意的伯乐！

他只要发现了后起之秀，就如获至宝，对

其精心呵护，循循善诱，甚至拿出自己的

多年珍藏秘笈，不把“小马驹”培养成“千

里马”，就决不罢休。如今，他培养的千

里马群，已经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许多

弟子也都名利双收，甚至成为了国内外

赫赫有名的大教授和院士，但是，他仍然

一如既往地，怀着一颗平常心，不断地寻

找和培养着千里马，不断奉献着自己的

肩膀。每当其弟子有重大喜讯时，他甚

至比弟子还高兴。

中国应用数学百花园中的一只蜜蜂

一只辛勤的蜜蜂！他长年累月，在

万花丛中采蜜，不但收获了丰富的甜蜜，

而且，还为花儿们广泛授粉，让各学科分

支的精华相互杂交，使得密码之花更加

五彩缤纷。“优化算法”与“随机性”嫁接，

“复杂性”与“加密”结缘，“信息论”与“安

全”成亲等等，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直

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不曾停止过采

蜜和授粉。特别是“授粉”，对密码学这

样的对抗性学科来说尤其重要，尤其不

可或缺，因为，该领域讲究的是“以奇制

胜”，而非“循规蹈矩”！

单位的一头羊

一头温顺的小绵羊。他与世无争，

诚心待人，集温、良、恭、俭、让等优秀品

德于一身。从不给领导添麻烦，从不与

同事闹别扭。20年前，胃癌之蛇，狠狠地

咬了他一口，差点没要命。幸好，他以坚

强的毅力和罕见平静心态，逃过了这一

劫。可惜，2016年他又被肺炎之蛇再次

缠住，终于还是走了。遵照遗嘱，他家人

未惊动任何亲友，迅速简洁地办完了后

事，才淡淡地通知包括我在内的各相关

同事和弟子。

章先生1934年生，属狗。无论事业

还是家庭中，都处处彰显着他天性的忠

诚基因。子女和睦，夫妻恩爱，既不嫌贫

穷，也不弃富贵。他对人永远忠厚老

实。淹没在平凡家属楼里的小蜗居之

门，始终对学者敞开着，不管是初出茅庐

的后生，或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都会得

到他和师母一视同仁的热情接待。至

今，先生对我的教导言犹在耳，音容笑貌

历历在目！

这位中国编码密码界的泰斗，真是

中国学术界的楷模。

章照止，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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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科研的基本原则企业科研的基本原则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

员。图片为本文作者。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马臻，电子信箱：zhenma@fudan.
edu.cn。

文//彭思龙

在高技术企业，如何搞好研发（尤其

是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是个非常

复杂而又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

从读研究生开始，我已进入科研领

域 23 年了。论文发表了不少（200 多

篇），但是绝大多数都是练习级别的，说

不上是什么大成果。值得欣慰的是，这

些年，我没有只是纯粹地开展基础研究，

而是一直致力于科研和实际相结合，创

立了几家公司，分别从事不同行业的产

品研发。以下，我谈谈企业科研的基本

原则。这些原则主要针对于我所熟悉的

IT行业。虽然不见得适合所有类型的企

业，可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些，这个企业的

研发实力必然不差。

以实用为最终目的

在科研院所，研究者们往往是针对

典型的问题开展研究，提出新的理论和

方法。科研院所的科研带有科研训练的

成分，实用化并不是主要目标。可是企

业必须以实用化为目标。企业科研的最

终目的不是为了发文章、申请专利，而是

为了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花哨的、华

而不实的、“忽悠”的课题只会消耗企业

有限的利润。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很多科研单位和大学的课题都来自

于科研人员的设想，这些设想可能不成

立，或者和实际应用有较大的偏差。在

科研院所，为了发表论文，什么条件更好

用，实验效果更好，就用什么条件。这些

课题作为科研探讨十分正常，但是对于

实际应用可能没有价值。企业的科研必

须严格按照实际需求进行设计，投机取

巧和自我陶醉式的假设都只能带来毁灭

性的结果。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提炼问

题，形式化问题，最终提出解决方案，这

是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以市场认可为节点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科研成果。所有

的算法和理论都有缺点，因此如果非要

等到技术已经非常完美了再做产品，那

就意味着最佳商业化阶段早就过去。不

成熟的技术更有市场价值，成熟的技术

往往不值钱。

科研的完美化是学院派的理想，但

是企业必须学会在有限的时间节点内控

制目标，而不是无限制地拖延。大多数

人都同意，科研是不能规划的，不宜设置

严格的时间节点。可是企业依然要这么

规划，这种规划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企业

研发的成熟度，越成熟的企业，其研发规

划的时间可控性就越好。当然，学会规

划阶段性的产品是在技术没有完全成熟

的阶段做好产品的挑战。

以团队为基本形式

企业的科研要求科研人员的素质非

常全面，理论、技术、软件、硬件等各方面

只要用到的都需要，可是年轻的科研人

员不可能全面深入地掌握所有方面，因

此，团队的有机配合就成了优势互补的

有效机制。此外，条条道路通罗马，很多

的技术路线需要不同的技术风格，同样

需要具有不同潜质的人的有效参与。因

此，企业的科研必须以团队为基本形式，

鼓励团队成员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智慧。

这就要求科研人员具有开放的胸怀，不

鼓励内向的和自我封闭的成员。一个科

研人员在企业的贡献有两个基本方面，

一个是完成本职工作，另一个不断提供

自己的想法，给团队以互相提高的机

会。后者的价值有时候甚至超越前者。

以持续为基本态势

企业的技术研发往往是持续不断

的，有时甚至需要加速前进。这是因为，

技术的进步是持续的，不会是脉冲式的，

企业需要持续不断地跟踪技术发展，保

持先进性；其次，用户的需求是扩展的、

递进的，企业需要不断地挖掘和满足用

户越来越高级和深入的需求；同时，竞争

对手不会停下脚步，不断地优化和提高

产品的技术层级是保持竞争力和利润的

关键手段。所以，企业的研发往往类似

冲锋，不断地冲锋，这样参与的人员往往

就会很累。

以全面系统为要点

产品的竞争是综合性价比的竞争，

单个技术在复杂系统中很难起到决定性

的作用。所谓木桶理论，就是强调产品

的设计、生产和推广等过程中不能有很

差的环节。每一个环节相当于一颗珍

珠，所有的环节穿起来相当于项链，既要

好的珍珠，也要好的项链，即组织合理恰

当。技术研发的布局要和产品的需求紧

密结合，不能有盲点。

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现在信息时代，技术得到了快速

发展，公司可做的产品和技术很多，但是

企业资源有限，在限定的时间内只能做

有限的事情。大多数企业的利润是被无

用的或者是错误的研发方向吃掉的。根

据自己的团队的具体情况，重点投入，有

所为、有所不为就变得非常关键。整体

规划就变得非常重要。另外，核心竞争

力买不来，只能靠自己。在关键的技术

上，对外部力量，不能有丝毫的依赖思

想，必须组建自身的力量完成任务，否

则，企业可能面临高风险。

以内外循环为手段

科研人员长期从事某一个课题的研

发，可能存在思维上的惰性、知识结构上

固有缺陷带来的弱点和思维惯性带来的

盲区，因此，人员的流动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理论层出不穷，

需要不断引入新的成员以补充新知识的

不足。由于企业不断走向更高层面的竞

争，需要更有竞争力的成员加入，希望每

一个后来者水平超过此前的平均水平。

以速度为核心竞争力

时间就是金钱，也是产品能够获得

最大利润的重要因素。在每一个需要突

破的核心竞争力点上，速度往往比创新

要重要的多。在当下竞争非常激烈的时

代，走得早并不一定成功，但是走得太慢

一定会失败。有些公司起步很早，可是

走路如同蜗牛，浪费了大好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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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人工智能时代来临，，拥抱还是拒绝拥抱还是拒绝？？
————《《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评介评介

[美] 杰瑞·卡普兰著，李盼译，浙江人

民出版社，2016年 4月第 1版，定价：

59.9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文//刘志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刘志远，《科技导报》编辑部，编

辑。

2016年正值人工智能60周年之际，

谷歌人工智能围棋程序AlphaGo对战韩

国围棋九段棋手李世石，将人工智能再

次推向公众的视野。这场“人机大战”引

爆了人工智能与人关系的热议。而谷歌

AlphaGo的胜利，也标志着人工智能时

代的到来。

AlphaGo的胜利带给人们的不只是

震撼，还引发了不少人对人工智能的恐

慌。2014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著名

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就曾表示运用人

工智能技术制造能够独立思考的机器威

胁人类的生存，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可

能导致人类的灭绝。

毫无疑问，未来的人工智能在很大

程度上将会改变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

式，在为这个时代来临感到兴奋的同时，

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利用并与之和谐相

处。未来的世界是《终结者》，还是《星际

迷航》？杰瑞·卡普兰的著作《人工智能

时代》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人机共生的未

来图景，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这场变革，

在这场变革中什么是真实的，而什么又

是最新科技发展中的幻象。如果公众对

这一重要科技的认知只是由科幻电影和

小说所塑造的话，那么就无从应对它即

将对人们生活和工作带来的极为真实的

影响。植根于事实的认识是通往未来更

好的向导，因为今天所处的世界将和未

来大相径庭，这也为人类了解自身存在

的意义以及未来通往何处的终极问题带

来些许启迪。

60年来，人工智能经历了从爆发到

寒冬再到野蛮生长的历程，在两个方向

上有所突破。第一类新系统已经进入应

用阶段，它们从经验中学习，这个领域的

研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名字，根据

研究的重点和方法，研究者称其为机器

学习、神经网络、大数据、认知系统或者

遗传算法等，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书中，

作者称之为“合成智能”。第二类新系统

来自传感器和执行器的结合，它们完成

人们习以为常的任务，虽然这些系统缺

少常识和一般性的智力，但是它们能毫

不疲倦地在混乱而多变的环境中完成种

类庞杂的工作，作者称其为“人造劳动

者”。未来，人造劳动者将侵占蓝领劳动

力市场，取代人类体力劳动者。而一些

脑力工作，例如律师、医生、财会、教师

等，也将遭受合成智能的席卷。在书的

第一部分，卡普兰以极大篇幅阐述了人

工智能时代大冲击，用冰冷的事实拉响

了警报：持续性失业，人类生活被机器全

面接管，愈演愈烈的财富集中化（1%最富

有的人借助控制 99%的人）。没有臆想

的机器人叛变，却有真实的切肤之痛。

不久的将来，人类将迎来有史以来

最大的失业潮，我们该如何应对？《人工

智能时代》给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失业

带来的恐慌未必会有想象中的那么可

怕。当高效的机器代替人类工作时，会

创造更多的财富，也许可以通过政府征

税等，按照社会福利将其分配给大众，使

得失业者无须再为生计担忧，反而可以

从创造力差、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转而去发展自己的爱好，从事更多有创

造性的工作。

杰瑞·卡普兰在书的第二部分论述

了如何构建一个适用于人机共生的新生

态：在这个生态中，机器人犯罪了，人们

知道该如何去惩罚，也知道该如何让自

己置身世外，不受牵连；在这个生态中，

企业、教育体系与个人知道应该如何建

立一个有益的绿色闭环，以帮助将近半

数的失业人员再就业；在这个生态中，人

们知道企业的形态、竞争机制，甚至社会

保险制度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又该如

何做才能让射虎经济良性运行。最终，

在这个生态中，机器人做的将是机器人

该做的，而人的价值自有它的去向。

当人工智能开始从实验室走向更为

广泛的应用时，它就不再仅仅具有技术

上的冲击力，而是会越来越明显地影响

到人类经济社会的运行，如何在未来建

立人际之间的协调关系，在利用人工智

能以使人类活得最大解放的同时，不至

于带来收入差距拉大等负面影响，这些

都是影响未来的重大课题。而这些问题

从《人工智能时代》一书中可以看到作者

的独特见解和深度思考。人工智能时代

已经开启，如何应对它的冲击？正如李

开复在书的推荐序里面所讲“向前一步，

永远比止步不前更适合应对人工智能时

代的冲击；提出答案，永远比舔舐恐惧更

适合驾驭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巨变”。

本书作者杰瑞·卡普兰是一个颇具

传奇色彩的人物 。童年时期 ，他被

《2001：太空漫游》中拥有强人工智能的

超级计算机HAL9000所吸引，对人工智

能燃起了极大的兴趣，引领他走上了人

工智能的研究道路。大学时期获得了芝

加哥大学历史和科学哲学的学士学位之

后，继而攻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计算机

科学博士学位，随后在斯坦福大学人工

智能实验室做研究，成为斯坦福大学顶

尖人人工智能专家。1982年创建了硅谷

最为传奇的Go公司，并设计了世界上第

一台笔触式计算机，从而开启了平板电

脑和智能手机的先河。在经历多次创业

后，卡普决定抑制自己的创业热情退休

之时，他被邀请回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

实验室任教。这一次，他作为一位白发

航海家，撰写了《人工智能时代》这样一

本恰逢其时的著作，充满了独创性和活

力，指引人们在迷茫的新时代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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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算机发展简史中国计算机发展简史
陶建华 1，刘瑞挺 2，徐恪 3，韩伟力 4，张华平 5，于剑 6，田丰 7，梁晓辉 8

1.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北京100190
2. 南开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天津300071
3.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北京100084
4.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上海200433
5.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北京100081
6. 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北京100044
7.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北京100190
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北京100191
摘要摘要 简要论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计算机事业起步以来的发展与学科建设。系统介绍了中国从早期的基于电子管第

一代计算机、基于晶体管的第二代计算机、基于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的第三代计算机，到基于微处理器的第四代计算机发展过程。

中国自主研发的计算机为国防和科研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推动了计算机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计算机在很多方向的研究

上达到了世界前沿，部分计算机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与此同时，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与国外发达国家

同步的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学科，这些学科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很多领域在技术研发或产业化上，达到甚至超越了同期国外水

平。本文重点介绍了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安全、数据库、人工智能、中文信息处理、图形图像处理、虚拟现实和人机交互等学科的

发展。

关键词关键词 计算机发展；电子管计算机；晶体管计算机；集成电路计算机；巨型机；学科发展

中国的计算机（主要指电子计算

机）事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

国外同期的先进计算机水平相比，起步

晚了约10年，在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经历了各种困难，走过了一段不平

凡的历程。随着科研人员艰苦卓绝的

奋斗，使中国的研制水平从与国外的差

距整整一代直至达到国际前沿水平。

中国自主研发的计算机为国防和科研

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推动了计算

机产业的发展。截至目前，中国既研制

出了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高性能计

算机，也成为了国际上最大的微机生产

基地和主要市场。与此同时，中国计算

机事业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

势，与国外发达国家基本同步地形成了

一系列新的学科，这些学科也获得了快

速的发展，很多领域在技术研发或产业

化上，达到甚至超越了同期国外水平。

1 中国计算机系统研制
1.1 电子管计算机的研制

中国计算机的研制起步于20世纪

50 年代。与国外计算机发展历程相

同，国内计算机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早期

的基于电子管、晶体管的第一代计算

机，到基于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的计算

机，一直到基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计

算机的过程。相对于国际上计算机研

制的状况，国内计算机研制起步较晚，

但是经过科研人员的艰苦努力，直至目

前，中国计算机在很多方向的研究走在

世界前沿，且部分研究已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中国计算机事业在开创阶段，以

“先集中、后分散”，“先仿制、后创新”的

方针，迅速制成中国第一代电子管计算

机、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建立了一批

科研院所，在一些高校设立了计算机专

业，并且通过国产计算机的系列化，形

成了初具规模、能够批量生产的计算机

工业。

1952年在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

华罗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简称

中科院数学所）内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电

子计算机科研小组，由闵乃大、夏培肃、

王传英组成，华罗庚邀请闵乃大担任组

长，开始了计算技术的探索。同年 3
月，由闵乃大执笔写出了中国第一个

“电子计算机研究的设想和规划”。中

国计算机的发展从华罗庚建立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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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计算的发展高性能计算的发展
臧大伟，曹政，孙凝晖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继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之后，高性能计算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第三大范式。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高性能计算广泛

应用于核爆模拟、天气预报、工程计算等众多领域，是当代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本文介绍高

性能计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当前高性能计算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探讨高性能计算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高性能计算；高性能计算机；高性能计算市场

利用大量处理单元的聚合计算能

力来解决复杂问题，是高性能计算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HPC）最

直观的定义。高性能计算已成为继理

论科学和实验科学之后科学探索的第

三范式，被广泛应用在高能物理研究、

核武器设计、航天航空飞行器设计、国

民经济的预测和决策、能源勘探、中长

期天气预报、卫星图像处理、情报分析、

互联网服务、工业仿真等领域，对国民

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价

值。它作为世界高技术领域的战略制

高点，已经成为科技进步的重要标志之

一，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科技综合实力的

集中体现。

本文介绍高性能计算的发展现状，

分析现在高性能计算面临的挑战，探讨

中国高性能计算未来的发展方向。

1 高性能计算的发展现状
高性能计算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

个分支，致力于开发高性能计算机和运

行在高性能计算机上的应用软件。回

顾历史，高性能计算作为一个强大的计

算工具，与科学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

一方面，科学研究对计算能力永无止境

的需求促进了高性能计算技术向前发

展；另一方面，高性能计算技术的每一

次巨大进步都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

的手段。

1.1 永无止境的计算需求

在近代科学研究中，单靠理论和实

验解决问题的难度逐渐增大，数值运算

的方法被用来模拟物理世界，以求解复

杂的问题，计算科学成为自然科学研究

的必备工具。随着求解问题规模的越

来越大，对计算能力的需求成为驱动高

性能计算发展最直接的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靠人力计算

火炮的弹道非常困难，战争对计算能力

的需要促进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

生；早期的高性能计算机主要应用于解

决军事领域的计算问题，如美国在

1960年代使用CDC超级计算机进行弹

道计算、火箭设计等工作[1]。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机群技术构建的高

性能计算机的普及，高性能计算的成本

和编程的复杂度大幅度下降，为高性能

计算的广泛使用创造了条件。如图1[2]

所示，现在高性能计算已经渗透到各个

学科领域，不仅在气候模拟、石油勘探、

天体物理这些传统应用领域保持强劲

的生命力，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大数

据处理这些新兴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

在传统应用领域，如天气预报、石

油勘探、核爆模拟等，计算问题一般采

用划分网格的方式来解决，随着应用的

物理建模不断精细，数值模拟分辨率越

来越高，对计算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以气候模拟与天气预报为例，建立

模拟气候变化的模型是一个非常有挑

图1 2014年全球高性能应用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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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产业化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产业化
历军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300384
摘要摘要 介绍了曙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曙光公司在国产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方面的重要举措

和取得的主要成绩，展望了曙光公司依托高性能计算技术开展云计算服务和大数据分析的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高性能计算机；超级计算；曙光公司；云计算

1 精彩曙光
2015年 11月 17日，最新一期全球

超级计算机 Top 500榜单在第 46届世

界 超 算 大 会 SC15 期 间 公 布（www.
top500.org）。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

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再次位居第

一。这是天河二号自 2013年 6月问世

以来，连续 6次位居世界超算 500强榜

首，打破了日本“京K”地球数值模拟器

所保持的 5连冠世界纪录。这说明中

国的超级计算机研制已经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另一方面，中国超算领军企业

曙光公司以49台的成绩超过 IBM问鼎

榜单系统份额三甲，实现了中国企业在

世界超算领域的历史性突破。这也是

Top 500榜单发布以来，第一次有非美

国的企业进入全球前三（图 1）。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高端电子产业的

快速发展。在此之前，曙光已经第七年

蝉联中国高性能计算机性能 Top 100
排行榜市场份额冠军。

2 成长历程见证中国速度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曙光公司）是在中国科学院大力推动

下，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重大科研成果为基础组建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从事研究、开

发、生产制造高性能计算机、通用服务

器及存储产品，并围绕高端计算机提供

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与技术服务。曙光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倡导“自主创新

服务中国”的品牌理念，以全面、专业、

增值的服务为广大中国用户提供良好

的应用体验。现在，

曙光的硬件产品、解

决方案、云计算服务

已被广泛应用于政

府、能源、互联网、教

育、气象、医疗及公

共事业等社会各个

领域。 2014 年，曙

光公司成功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

票代码：603019）。
曙光公司的成

立要追溯到 20世纪

90年代初期。1990年，经国家科委批

准，依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

立了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

智能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承接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智能计算

机”主题的关键系统研制任务，并开展

产业化推广工作。1993年，智能中心

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全对称紧耦合的

共享内存并行计算机“曙光一号”，该系

统累计生产与销售 20多套，成功应用

于教育行业、信息服务、政府办公、援外

等领域。应该说，是科研成果产业化的

迫切需求促成了曙光公司的成立。

1996年，曙光 1000大规模并行计

算机（MPP）系统通过鉴定。该系统采

用了当时国际最新的 i860超标量处理

器，自主研发了蛀洞路由芯片和操作系

统，峰值速度达到每秒25亿次，实际运

算速度达到每秒15.8亿次浮点运算，为

当时中国性能最高的计算机系统。但

是，由于曙光 1000在底层对操作系统

进行了创新，导致很多商业应用软件不

能兼容，应用软件需要重新修改、重新

移植，这让曙光 1000“叫好不叫座”，给

市场推广带来了困难，也不符合曙光作

为企业所追求的以“应用为本”实现高

性能计算产业化的战略。

因此，曙光公司重新调整了产品战

略，把工业标准化集群作为主攻方向，

计算节点采用主流的操作系统，集中力

图1 2015年11月各厂商市场份额排名，曙

光为第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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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梅宏, 郭耀 . 面向网构软件的操作系统：发展及现状[J]. 科技导报, 2016, 34(14): 33-41;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14.004

面向网构软件的操作系统面向网构软件的操作系统：：发展及现状发展及现状
梅宏 1,2,3，郭耀 1,2

1.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软件研究所，北京 100871
2. 高可信软件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3.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上海 200240
摘要摘要 计算机软件是计算机系统的“灵魂”，而操作系统是软件运行支撑技术的核心。在互联网时代，软件的运行环境和开发方

法发生了重要变化，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面向互联网计算的软件范型，中国学者将这种新范型命名为网构软件。网构软件对包

括操作系统在内的软件技术体系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本文关注“面向网构软件的操作系统”（简称“网构操作系统”），简要回顾了

操作系统的发展历史，介绍了网构操作系统的概念、基本特征和关键支撑技术。在总结当前网构操作系统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对操作系统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操作系统；网构软件；网构操作系统；软件定义

计算机软件是计算机系统执行某

项任务所需的程序、数据及文档的集

合，是计算机系统的“灵魂”。作为计算

机系统的一部分，软件已经逐渐渗入人

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C++
语言的设计者、著名计算机科学家

Bjarne Stroustrup 在演讲中多次提到

“我们的文明运行在软件之上”。美国

著 名 发 明 家 和 计 算 机 科 学 家 Ray
Kurzweil在其《奇点临近：当计算机智

能超越人类》[1]中也断言：“如果地球上

所有智能软件都突然停止工作，那么人

类现代文明也会戛然而止。”

计算机软件技术体系主要涉及四

个方面（图1）：软件范型、软件开发（构

造）方法、软件运行支撑及软件质量度

量与评估。软件范型是从软件工程师

（或程序员）视角看到的软件模型及其

构造原理，是软件技术体系的核心。每

次软件范型的变迁，都会引发软件开发

方法和运行支撑技术的相应变化，并导

致新的软件质量度量和评估方法的

出现。

随着计算平台从单机向多机、网

络，以及开放互联网的演变，软件应用

也从最初单纯的计算与数据处理拓展

到各个行业的应用，乃至现在泛在的无

所不在的应用。在过去 60年中，软件

范型经历了无结构、结构化、面向对象、

面向构件/面向服务化等的变迁，每次

软件范型的变迁，都会导致软件技术的

一次螺旋上升。软件范型的演变，反映

了推动计算机软件技术发展的几个基

本动因——追求更具表达能力、更符合

人类思维模式、易构造、易演化的软件

模型，支持高效率和高质量的软件开

发，支持高效能、高可靠和易管理的软

件运行等[2]。

进入 21世纪，在互联网计算环境

下的软件形态展现出一系列新的特

点。从软件范型的研究角度来看，发生

了研究对象从“产生于相对封闭、静态、

可控环境下的传统软件”到“运行于开

放、动态、难控的网络环境下的复杂软

件”的转变；质量目标的重心从“指标相

对单一的系统内部和外部质量”到“指

标比较综合的以可信度和服务质量为

主的使用质量”的转变；构造方法从“满

足功能需求并保障功能正确性”到“满

足质量需求并保障可信度和服务质量”

的转变；运行支撑从“凝练共性应用功

能并保证软件正确运行”到“凝练共性

管理功能并保证软件可信、高服务质量

运行”的转变。

在对互联网计算环境下软件形态

的分析和抽象的基础上，中国学者提出

网构软件（Internetware）[3~5]的范型，用来

描述具有自主性、协同性、演化性、情境

性、涌现性和可信性等性质的互联网应

用软件。通俗来说，网构软件是指在互

联网上开发、在互联网上运行、呈现网

图1 软件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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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软件与开源软件生态开源软件与开源软件生态：：现状与趋势现状与趋势
金芝，周明辉，张宇霞

高可信软件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要摘要 开源正在侵吞软件世界。目前已有80%的软件声称使用了开源的方式进行开发。开源技术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包括云、

内容管理、安全、移动和社交媒体等。本文回顾了开源软件（OSS）的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开源软件的研究进展及开源软件对技

术、行业和社会的影响，展望了开源软件生态系统的演变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软件技术；开源软件；开源软件生态

开源软件，从字面上说，是指开放

源代码的软件。但开源软件不是简单

的源代码开放，而是代码创作者在遵循

相关开源协议（如MPL许可证等）的基

础上，将自己的源代码全部或部分向世

界公开，允许用户进行自主学习、报错、

修改等活动，以共同提高软件的质量。

开源运动的先驱者通过对早期自

由软件活动的深刻认识，有效地解决了

开源软件在法律和商业方面遇到的问

题，建立起一种群体参与的软件开发方

法和生态环境，将分布在全球的个体智

慧汇集到开源软件中，把用户对高品质

软件的需求、企业商业战略、抑制技术

垄断、产业良性循环等诸多目标有效地

集成到开源活动中，实现了对软件产业

的重大变革，使开源软件开发成为一种

重要的软件开发形式和研究热点。

20世纪末，开源软件取得的很大

成功，为软件开发提供了一种用户创新

驱动、成本低、质量高的新思路。由于

认识到开源软件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公

司和组织参与到开源运动中，建立起了

商业-开源混合项目，并驱动搭建围绕

开源软件技术和平台的各种业务模型，

促进项目参与者（Stakeholders)之间的

协作和利益关联，形成了“开源软件生

态系统”。

开源软件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利用

互联网实现群体参与、分布协作，进行

软件创作活动的重大实践，在开发模式

上展现出无偿贡献、用户创新、充分共

享、自由协同、持续演化的新特征[1]。本

文介绍开源软件及其开源生态的发展

历程和趋势

1 黑客文化、自由软件到开源

软件
自由/开源软件起源于“黑客文

化”[2]和对软件私有化的抗争。早期，在

计算机程序设计领域，“黑客”是一个褒

义词，指那些有才干、喜欢解决难题并

乐于贡献的程序员。当时的硬件价格

非常昂贵，软件却不需付费购买。当需

要软件来满足某种特定需求时，通常由

使用者自己编写代码来实现。20世纪

60—70年代，大部分软件都是由科研

人员自己编写。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软

件应该在研究环境中自由分享、交换，

可以被他人修改或者重新编译，并应该

与他人分享这些修改。这种自由分享

软件源代码的行为就成为“黑客文化”

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文化在麻省理

工（MIT）人工智能实验室软件开发小

组中非常盛行[2,3]。

20世纪 70年代末，微软开始倡导

软件私有化，声明软件拷贝需要付费，

并且只提供可执行程序而非源代码。

20世纪 80年代，MIT将由黑客编写的

代码授权给一个商业公司，但该公司却

严格限制对这些源代码的访问，阻止

MIT的黑客们继续学习和开发这些软

件。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 Richard
Stallman[4]对源代码访问权限受限和当

时软件私有化（特别是对广泛使用的操

作系统Unix的商业私有化）的趋势非

常不满，提出了自由软件的想法。1984
年，Richard Stallman 辞去了 MIT 的工

作 ，成 立 了 自 由 软 件 基 金 会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希望通过自

由创作的方式开发出一套操作系统。

该计划称为GNU计划，允许任何人自

由地下载、使用、修改和发布该软件。

为从法律上保证这种自由的权利，经过

斟酌，Stallman提出GNU通用公共授权

许可证（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那些有意将自己的软件作为自

由软件的作者都可以简单地附上这样

一份标准许可证，来保证未来用户的权

利。这种软件被称为“自由软件”。

对于自由软件，基本的权利包括免

费使用、学习、修改以及免费分发修改

过的或未修改的版本等。但自由软件

的想法并未立即成为主流，按照GPL的

要求，使用GPL授权的软件（即自由软

件的衍生软件）也必须是自由的，不能

转化成私有软件。并且，如果在某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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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网络数据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随着 IT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范围内各行各业都在进行信息化变革，几乎每个行业都在努力发现和利用大数据的价值。

为了充分利用大数据带来的机遇，同时有效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国内外产业界、科学界和政府部门都在积极布局、制定战略

规划。本文介绍大数据背景与动态，描述各国大数据政策实践及中国大数据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产业界生态发展状况；阐述大数

据技术的进展，梳理其生态体系和创新特点；提出大数据可视化、多学科融合、安全与隐私、深度分析等发展趋势和相关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大数据技术；信息技术；大数据生态体系

信息科技经过 60余年的发展，已

经渗透到国家治理、经济运行的方方面

面，政治、经济中很大一部分的活动都

与数据的创造、采集、传输和使用相

关。随着网络应用日益深化，大数据应

用的影响日益扩大。根据 IDC（国际数

据公司）的监测统计，2011年全球数据

总量已经达到1.8 ZB，而这个数值还在

以每 2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预计到

2020年，全球将总共拥有35 ZB的数据

量，比 2011年增长了近 20倍。换句话

说，近2年产生的数据总量相当于人类

有史以来所有数据量的总和[1,2]。在这

个大背景下，从公司战略到产业生态，

从学术研究到生产实践，从城镇管理乃

至国家治理，都将发生本质的变化。国

家竞争力将部分体现为一国拥有数据

的规模、活性以及解释、运用数据的

能力。

大数据时代的 2个特点非常有利

于中国信息产业跨越式发展[3]。第一，

大数据技术以开源为主，迄今为止，尚

未形成绝对技术垄断，即便是 IBM、甲

骨文等行业巨擘，也同样是集成了开源

技术和该公司已有产品而已。开源技

术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开放的，中国公

司同样可以分享开源的蛋糕，但是需要

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开明的思想正

确地对待开源社区。第二，中国的人口

和经济规模决定了中国的数据资产规

模冠于全球。这在客观上为大数据技

术的发展提供了演练场，也亟待政府、

学术界、产业界、资本市场四方通力合

作，在确保国家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最

大程度地开放数据资产，促进数据关联

应用，释放大数据的巨大价值。大数据

超越信息技术，使人们重新界定国家竞

争的主战场，重新审视政府治理水平，

重新认识科学研究的新范式，重新审视

产业变迁的驱动因素，重新理解投资的

决策依据，重新思考公司的战略和组织

结构。

1 国内外大数据发展动态
1.1 国际大数据战略决策

纵观世界各国的大数据策略，存在

3个共同点：一是推动大数据全产业链

的应用；二是数据开放与信息安全并

重；三是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大数

据应用[4]。本文以美国、英国、日本、德

国4个国家为例具体说明。

1）美国。2009年，美国政府推出

公共服务平台（data.gov），全面开放了

40万联邦政府原始数据和地理数据。

2012年3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成立

“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通过对海量

数据分析萃取信息，提升对社会经济发

展的预测能力。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部、能源部、国防

部高级研究局、地质勘探局6个联邦部

门和机构宣布投资2亿美元，共同提高

收集、储存、保留、管理、分析和共享海

量数据所需核心技术的先进性，并形成

合力；加强对信息技术研发投入以推动

超级计算和互联网的发展。2013年，

美国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和机器可读行

政命令》，要求公开教育、健康等七大关

键领域数据，并对各政府机构数据开放

时间提出了明确要求。2013年 11月，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支持

数据驱动型创新的技术与政策》指出，

政府不仅要大力培养所需技能劳动力

和推动数据相关技术研发，还要制定推

动数据共享的法律框架，并提高公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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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深度学习：：多层神经网络的复兴与变革多层神经网络的复兴与变革
山世光，阚美娜，刘昕，刘梦怡，邬书哲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人工智能（AI）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期。推动这一轮AI狂澜的是三大引擎，即深度学习（DL）、大数据和大规模并行

计算，其中又以DL为核心。本文回顾本轮“深度神经网络复兴”的基本情况，概要介绍常用的4种深度模型，即：深度信念网络

（DBN）、深度自编码网络（DAN）、深度卷积神经网络（DCNN）及长短期记忆递归神经网络（LSTM-RNN）。简要介绍深度学习在

语音识别和计算机视觉领域几个重要任务上的应用效果情况。为便于应用DL，介绍了几种常用的深度学习开源平台。对深度

学习带来的启示和变革做了一些开放式的评述，讨论了该领域的开放问题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深度神经网络：深度信念网络；深度自编码网络；深度卷积神经网络；长短期记忆递归神经网络；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

1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复兴
深度学习是以不少于 2个隐含层

的神经网络对输入进行非线性变换或

表示学习的技术。其以层级连接的方

式，实现渐进抽象的非线性信息处理，

尤其擅长于求解从原始输入信号到期

望输出的复杂非线性变换，并以此实现

对原始数据的表示学习或非线性建

模。深度学习尤其强调直接从原始数

据开始进行“端到端（end-to-end）”的

学习，而不像过去一样要从人工设计的

特征开始进行学习，因此深度学习在很

多场合下也被称为表示学习。

深度学习本质上是包含多个隐含

层的人工神经网络，而人工神经网络的

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1943
年，McCulloch和 Pitts提出了第一个神

经元的数学模型[1]。1949年，Hebb提出

了神经元的学习准则 [2]。 1957 年，

Rosenblatt 提出了感知机（perceptron）
模型，开启了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的第一

次热潮[3]。但随后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

学者Minsky和 Papert等指出感知机模

型是线性模型，无法解决线性不可分问

题（如异或问题），导致人工神经网络的

研究进入了第一次低潮期。此后，1986

年 Rumelhart、Hinton 和 Williams 在

《Nature》发表了著名的误差反向传播

（back propagation，BP）算法，用于训练

多隐含层神经网络[4]，从而使得求解具

有非线性学习能力的多层感知机

（multi- layer perceptron，MLP）成为可

能，带动了人工神经网络的第二次研究

热潮。事实上，BP算法[4]作为训练多层

神经网络的标准算法，直到今天仍被广

泛应用。1989年Hornik等从理论上证

明了多层感知机可以逼近任意复杂的

连续函数[5]，进一步激励了非线性感知

机的发展。

虽然BP算法貌似“解决”了多层神

经网络的训练问题，但对于训练较深的

网络依然存在优化难题，加之当时数据

规模都较小，不足以支撑多层神经网络

大量参数（权重）的学习，因此多层神经

网络并未在许多领域取得突破性结果，

研究热潮仅持续了很短的几年，便再次

进入了研究的低谷期。此后至2006年
的 10多年间，多数研究者转向了采用

SVM、AdaBoost等在当时看来更加简单

高效的分类方法，处理非线性的手段大

多依赖于经验驱动的分段、局部线性逼

近（如流形学习），或者采用Kernel技巧

进行隐式的非线性映射。同时，研究者

还基于经验或专家知识设计了众多“人

造特征”。例如，在语音识别等语音信

号处理领域，LPCC、MFCC等倒谱系数

特征被大量采用，而在计算机视觉领

域，描述图像局部梯度或纹理性质的

SIFT、HOG、Gabor、LBP等也被广泛应

用，并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还不错的性

能。但人工设计特征通用性差，设计新

的特征需要很强的先验知识。最重要

的是，即使拥有大量数据，这些以经验

或专家知识驱动的模型和方法也无法

借力大数据，不能从大数据中学习出其

中蕴含的丰富知识和规律。

今天所谓的深度学习作为多层神

经网络的复兴始于 2006年。这一年，

多伦多大学的Hinton等在《Science》及

《Neural Computation》上发表文章[6,7]，强

调多隐层深度神经网络相比浅层网络

具有更优异的特征学习能力，并可以通

过分层、无监督的预训练有效解决深度

神经网络训练困难的问题。与此同时，

蒙特利尔大学的Bengio等在国际会议

NIPS2006上发表论文[8]，也强调了分层

（layer-wise）训练深度网络的做法。这

些工作重新开启了多层神经网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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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研究进展虚拟现实技术研究进展
赵沁平，周彬，李甲，陈小武

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摘要 分析了虚拟现实VR的发展过程、基本特点和主要应用，从VR设备、VR内容、VR交互3个方面概述了VR当前的主要研

究目标和研究成果，探讨了VR进一步研究的技术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虚拟现实；VR硬件；VR内容；VR交互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是以

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生成与一定范围真

实环境在视、听、触感等方面近似的数

字化环境。它是人类在探索自然、认识

自然过程中创造产生、逐步形成的一种

用于认识自然、模拟自然，进而更好地

适应和利用自然的科学方法和技术[1]。

用户借助必要的装备与其进行交互，可

获得如临其境的感受和体验。VR涉及

心理学、控制学、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

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数据库设计、实

时分布系统、电子学和多媒体等多个学

科，具有较强的学科综合性和交叉性，

已成为科学技术探索过程中除理论研

究、科学实验之外的第3种手段。

由于VR的综合性和不可替代性，

世界各国均重视 VR 技术的战略研

究。美国工程院2008年公布了经评选

产生的21世纪人类在工程技术领域所

面临的14个重大挑战性问题，其中2个
重要问题与VR技术密切相关。英国

2006 年 12 月发布了“2015—2020 年 8
个新兴科学技术集群的战略报告”，其

中6个涉及VR的研究内容。日本政府

2007年 5月发布了“创新 2025”长期战

略报告，其中第 5方面指出了VR对未

来的重要性。澳大利亚政府投入11亿
澳元的“超级科学计划”涵盖了 3大优

先领域的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信息

通信技术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涉及VR
研究。中国 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

期科技规划纲要（2006—2020）》也将

VR列为信息领域优先支持的3个方向

之一。

1 VR发展过程、基本特点及主

要应用
1.1 VR产生与发展现状

VR从产生萌芽，到形成思想，再到

独立发展，先后经历了以下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集中在20世纪50—60年
代 ，主 要 代 表 包 括 1956 年 Morton
Heileg 开 发 的 摩 托 车 模 拟 器

Sensorama、1965年 Ivan Sutherland提出

的终极显示（ultimate display）概念 [2]

等。由于受计算机技术本身发展的限

制，这一阶段VR技术发展不是很快，

处于思想、概念和技术的酝酿形成

阶段。

第二阶段发源于 20世纪 80年代，

主要代表包括 1983 年美国 DARPA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 SIMNET 计 划 、2002 年

NVIDIA和ATI等公司推出图形处理器

GPU单元等。该阶段VR进入快速发

展期，VR主要研究内容及基本特征初

步明朗，在军事演练、航空航天、复杂设

备研制等重要应用领域产生了典型

应用。

中国科研人员自20世纪90年代开

始对VR进行研究，其中有一批重点实

验室长期开展基础研究，如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

实验室、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

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理工大学光

电学院研究团队、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十二五”期间，科

技部设置了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主题，

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VR显

示、VR内容感知、VR内容智能处理、

VR内容生成、VR内容呈现、VR交互等

方面，部署了多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

展计划（973计划）项目、国家高新技术

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和重大

项目。

目前，计算机技术得到了高速发

展，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改变了人类生

活、工作的方式，VR正处于第三阶段前

期。该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 2014 年

Oculus Rift 头盔显示器的研制以及

Facebook以 20亿美元收购Oculus。这

一阶段VR研究和应用向高端和民用

两个方向拓展，特别是在民用领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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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算机图形学研究进展中国计算机图形学研究进展
刘永进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从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历史、应用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等方面阐述了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发展与前

沿动态。通过对近3年（2013—2015）ACM SIGGRAPH论文发表情况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展现国内外研究现状。结合统计

数据，阐述了国际上各科研机构与商业公司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研发情况以及近年来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方向的分布特点。介

绍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和研究成果。

关键词关键词 计算机图形学；模拟仿真；真实感；3D打印

1 计算机图形学研究历史及应

用领域
1.1 计算机图形学研究历史

1946年 2月 14日，世界上第一台

电子计算机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问世，1950年第一台图形显示器

诞生于麻省理工学院，从此计算机具有

了图象显示功能，也开启了图形显示与

计算机技术联系的桥梁。1959年，麻

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第一次使用了

具有指挥和控制功能的阴极射线显像

管（CRT）显示器，让单纯显示的“被动

式”图形学开始迈向交互式计算机图形

学。在同一时期内，许多商业公司也开

始陆续在工业设计和工业生产中运用

计算机图形技术，比如美国Calcomp公
司的滚筒式绘图仪和美国GerBer公司

的平板式绘图仪。这些学术研究和商

业应用初步奠定了计算机图形学作为

一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基础。

计算机图形学是一门通过计算机

算法将二维或三维图形转化为计算机

可以表示的形式并进行计算、处理与显

示等研究的学科。“计算机图形学”这一

术语最早出现在伊凡·苏泽兰（Ivan
Sutherland）196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发

表的博士生论文《Sketchpad：一个人机

交互通信的图形系统》中。伊凡·苏泽

兰在这篇论文中精彩地阐述并展望了

交互计算机图形学这一具有前瞻性的

研究领域，并提出了一些至今仍被广泛

使用的技术与基本概念，比如交互技术

和分层存储符号的数据结构等。该博

士论文的发表被视为是计算机图形学

作为一个正式独立学科分支的开始。

Ivan Sutherland也因为在交互式图形学

方向的杰出贡献在 1988 年获得图

灵奖。

在 20世纪 60—70年代，随着光栅

显示器的诞生，对光栅图形学算法的研

究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大量基本概念

以及相应的算法应运而生，计算机图形

学进入了第一个兴盛时期。光栅图形

学将图像转化为点阵表示，通过区域填

充、裁剪、反走样等技术将图像在显示

器上尽可能完美地显示出来。光栅图

形的出现弥补了矢量图形数据结构复

杂、难以进行位置搜索和难以计算多边

形形状和面积的缺点。同时，随着实用

图形软件的发展，大量图形软件的基本

标准被人们提出，比如 Core Graphics
System （ACM SIGGRAPH，1977） 、

Computer Graphics Metafile（ANSI，ISO/
IEC，W3C，1986）等。这些标准为计算

机图形学的推广、应用以及资源的共享

发挥了巨大作用。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真实感图形

学和实体造型技术开始获得广泛的关

注和研究，产生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1970年美国计算机专家Bouknight提出

了第一个光反射模型，1971年法国计

算机专家Gourand提出“漫反射模型+
插值”的思想，1975年美国计算机专家

Phong提出Phong模型。这些光照模型

都使得计算机图象显示更加接近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场景。此外，在

20世纪 70年代初期，英国剑桥大学的

BUILD-1系统，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

COMPAC 系统，日本北海道大学的

TIPS-1 系统和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

PADL-1、PADL-2系统等实体造型系

统相继出现，这些系统都使用了多面体

表示形体的方式，为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20世纪 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计

算机硬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出现的图形处理器（GPU），计算

机图形学开始具有强大的硬件计算基

础。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局光照

明模型推动了真实感图形学的进一步

发展，并大量运用于CAD、科学计算可

视化、动画、影视娱乐等各个领域。

1.2 计算机图形学应用领域

传统的计算机图形学应用领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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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存储系统技术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存储系统技术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舒继武，陆游游，张佳程，郑纬民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非易失性存储器（NVM）主要包括两类，即适用于外存的、块寻址的闪存和适用于内存的、字节寻址的持久性内存。相比

于传统磁盘，闪存具有性能高、能耗低和体积小等优势；相比于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持久性内存如PCM（相变存储器）、

RRAM（阻变存储器）等，具有非易失、存储密度高以及同等面积/内存插槽下能给多核环境的CPU提供更多的数据等优点，这些

都为存储系统的高效构建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然而，传统存储系统的构建方式不适用于非易失性存储器，阻碍了其优势的发

挥。为此，分析了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构建存储系统的挑战，从闪存、持久性内存两个层次分别综述了它们在存储体系结构、系

统软件以及分布式协议方面的变革，总结了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构建存储系统的主要研究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非易失性存储器；闪存；持久性内存；存储系统

近年来，非易失性存储器（non-
volatile memory, NVM）技术得到了快速

发展。非易失性存储器主要分为块寻

址和字节寻址两类。以闪存（flash
memory）为代表的块寻址非易失性存

储器已经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桌面

系统及数据中心等系统中。字节寻址

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主要包括相变存储

器（phase change memory, PCM）、阻变

存 储 器 （resistive random- access
memory, RRAM）、自旋矩存储器（spin-
transfer torque RAM, STT- RAM）等 。

而在字节寻址的非易失性存储技术方

面，NVDIMM是已经商用的一种模拟持

久性内存存储器件。NVDIMM采用闪

存与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的混合

形式，并采用电容或后备电源保证

DRAM数据掉电不丢，以模拟持久性内

存。2015年，英特尔与镁光公司联合

发布的 3D XPoint存储技术，是最接近

商用的、真正意义上的、字节寻址的非

易失性存储器，并计划于 2017年进入

市场。随着非易失性存储器硬件技术

的成熟，基于非易失性器件构建存储系

统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

在应用方面，高性能计算和大数据

分析对数据的存储与处理的要求越来

越高，对非易失性存储器的使用有着迫

切的需求。数据密集型应用的比例逐

渐超越计算密集型应用，成为了计算机

系统中的主流应用。然而，外存存储性

能的提升远远落后于计算性能的提升，

传统存储系统的性能远不能满足高性

能计算与大数据应用的需求。为此，非

易失性存储器因具有性能高、能耗低和

体积小等优点，对于数据密集型应用的

性能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传统存储系统的构建方式不

仅不利于发挥非易失性存储器在性能

方面优势，还暴露了易失性存储器在耐

久性（使用寿命）、读写不对称等方面的

劣势。本文首先分析非易失性存储器

在现有存储系统中应用的矛盾问题，讨

论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构建存储系统

的挑战，然后从闪存与持久性内存两个

层次综述现有相关研究进展，总结基于

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存储系统的研究

趋势。

1 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存储

系统构建的挑战
在近半个世纪里，磁盘占据着存储

介质的主导地位。磁盘的机械式部件

限制了其延迟和带宽性能的提升。现

有存储系统中积累了大量针对磁盘机

械式特性进行优化的设计。非易失性

存储器与磁盘存储存在较大差异。非

易失性存储器是电子式存储器件，数据

读写无需机械式部件驱动，数据读写访

问延迟可从毫秒级降至微秒甚至纳秒

级。除此之外，非易失性存储在读写方

式、读写对称性、耐久性等方面与传统

磁盘存储相差较大。这些差异对现有

存储系统的设计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包

括存储体系结构、系统软件和分布式协

议等方面。

1.1 体系结构

非易失性存储器相比于磁盘有延

迟低和带宽高的特点。现有存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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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一体化网络研究进展与趋势天地一体化网络研究进展与趋势
李贺武 1,2，吴茜 1,2，徐恪 2,3，吴建平 1,2,3，杨增印 2,3，江卓 2,3，朱亮 2,3

1. 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北京 100084
2.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北京 100084
3.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空间网络在覆盖范围和移动接入等方面与地面网络具有极强的互补关系。随着地面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络和空间网络的

业务逐渐融合，近年来通过采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空间网络与地面网络在协议体系层面的一体化融合演进，从而构建覆盖全球的

天地一体化网络，不仅是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也是国际互联网巨头争夺的焦点，更与中国的全球化国家战略密切相关。通过对

以卫星通信系统为代表的空间网络及其协议体系结构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分析，归纳了天地一体化网络的体系结构、组网

结构以及路由、端到端传输、安全控制等关键技术的研究难点和发展趋势，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思路和设计方案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天地一体化网络；体系结构；组网结构；路由；端到端传输；安全控制

时至今日，网络已经和人类的社会

活动密不可分，一张无所不在（覆盖陆

海空天）、无所不连（万物互联）、无所不

知（借助各类传感器）、无所不用（基于

大数据分析）的未来网络已经初露端

倪。当计算与通信技术走向全面融合，

计算机网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极致

与挑战。

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海量

增长的“杀手级”互联网应用不断驱动

地面各类网络从简单的物理“连通”向

协议体系层面的“互联互通”转变，进而

向采用相同网络层协议（IP协议）的一

体化融合演进，这使得现有地面各类网

络在体系结构上正走向融合。

与此同时，以卫星通信为代表的空

间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其应用除了

早期的广播、导航、遥感等外，也逐渐实

现了卫星宽带接入、卫星移动数据、卫

星移动语音等业务。根据美国卫星工

业协会发表的《2015年卫星产业状况

报告》[1]，上述业务收入已经超过 50亿

美元，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随着卫

星业务的不断拓展和用户需求的多样

化，以通用卫星平台和网络基础设施承

载各类综合业务引起了广泛关注，例如

“铱星二代”明确提出将支持遥感业

务[2]，而中国的北斗定位导航系统打破

了传统导航卫星系统业务模式单一的

现状，系统不仅能提供导航业务，还提

供短信业务，初步实现导航与数据业务

综合支持[3]。

由于空间网络在覆盖范围和移动

接入等方面与地面网络具有极强的互

补关系，以 Google、Facebook为代表的

国际互联网巨头纷纷积极开展空天互

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期为用户提供

全球互联网接入服务。例如，从 2013
年起，Google推出Google热气球计划，

Facebook推出无人机计划；而卫星互联

网公司OneWeb计划在 2018年前发射

680颗小型卫星 [4]，SpaceX（由埃隆 .马
斯克领导的太空探索公司）则计划采用

数量更加庞大的低轨卫星构建空间互

联网基础设施[5]。可以预见，空间互联

网的争夺战一触即发，而天地一体化的

网络也正逐渐呈现出来。

截至目前，天地一体化网络尚没有

统一的定义，通过对国际现状的调研与

分析，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天地

一体化网络的理解如下[6]：

天地一体化网络是以地面网络为

基础、以空间网络为延伸，覆盖太空、空

中、陆地、海洋等自然空间，为天基、空

基、陆基、海基等各类用户的活动提供

信息保障的基础设施。

天地一体化网络是利用互联网技

术实现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络、空间网

络的互联互通，将3种网络业务承载方

式打通，采用通用平台承载实现各类信

息覆盖的网络系统。

天地一体化网络不仅符合未来技

术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重大战略需

求，科技部、发改委、工信部、中国工程

院等部门正在共同组织专家进行“天地

一体化信息网络”国家重大工程的论

证。同时，2016年初发布的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网络空间安全重点专项”首

批启动的项目之一就包括“天地一体化

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技术”，正在准备的

“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重点专项”也将

天地一体化网络作为其重要研究内容。

收稿日期：2016-05-30；修回日期：2016-06-25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2015AA015701）；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20131089339）
作者简介：李贺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无线移动网络、天地一体化网络，电子信箱: lihewu@cerne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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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安全网络信息安全：：一局持续变化的一局持续变化的
恒久棋局恒久棋局
潘柱廷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193
摘要摘要 网络信息安全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博弈棋局。本文从南向（技术领域）和北向（观念和管理）两个方面，探究这个棋局的本质

性结构。仿照医学的分科模式，将网络安全领域分解成多个子领域，并探究各子领域的内在规律和关键人群。

关键词关键词 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黑客

1 网络信息安全是一个什么

棋局？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

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

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

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

治而后天下平。”——《大学》

把《大学》中的修齐治平，引申到网

络信息安全的格局中，就是要向内参修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外践行“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安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原始人

要在自然和野兽的包围中追求生存安

全；在冷兵器、游牧农耕的时代，个人家

族之间、部落国家之间争夺以土地为标

志的空间；在热兵器、工业和大航海贸

易时代，对于土地和市场的争夺变成了

全球化；而在信息化时代，发展和争夺

都信息化了、网络空间化了。在信息安

全研究领域，已经开始习惯采用“网络

空间 Cyber Space”这个词汇了。在网

络空间中的安全问题，就称之为网络信

息安全或网络空间安全。

安全是一场持久的博弈。信息化

时代到来之后，技术推动了网络信息安

全这个新棋局的形成。随着技术的发

展变迁，网络信息安全这个棋局一直在

持续地变化着。这是一个持续变化的

恒久棋局。

1.1 安全是有立场、需担当的

网络信息安全是一个多方博弈的

棋局，而且入局的弈者很多。并且这局

棋还是一个局中局，有国家间的大局，

也有机构和个人面对的中局和小局。

修身，个人所面临的围绕个人信息

和个人计算的个人信息安全。

齐家，《大学》中的“家”指家族，在

这里把其对应为个人所在的机构，也就

是机构安全问题。可以是企事业机构

或政府机构，当然也可以是一群人的

群落。

治国，就对应为国家内部的网络信

息安全，也就是基于公共基础设施安全

的社会信息安全和秩序。

平天下，这里就对应为国家作为一

个整体，面临国际环境下的国家自身安

全以及对国际和平与秩序的维护。

如果借用儒家的“仁爱”之说，这

“网络空间之仁爱”是有远近和高下之

分的。“远近”就是内外之别，是亲疏之

分，是立场立于内、立于亲。技术是无

国界的这种论调，在安全领域是行不通

的。“高下”就是责任，是担当。当一个

人或者一个组织要更多地跨出自己的

亲疏界限，去更多地满足其他人其他机

构的诉求，这就是责任，是担当。这是

所谓“高尚”。在网络空间安全的格局

中，若每个人都能够很好地仁爱自己和

亲近者，且能有一部分人去保护整体，

从而形成整体格局的稳定和秩序。

1.2 安全的本质性结构

在 IT领域的各分支中，网络信息

安全具有区别于其他分支、特有的根本

结构。一般 IT领域的问题，常常可归

结为两要素问题：“需求”和“需求被满

足”；但是，安全永远是一个三要素互相

交织、博弈的课题。这三个基本要素就

是：业务和资产、威胁和危害、保障和处

置（图1）。
安全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有难以控

制、难以意料的“威胁和危害”一方，自

然就要有针对之的“保障和处置”这一

方，这两者与业务资产一起形成了一个

三方博弈关系。在网络信息安全的弈

局中，A类、T类、S类都会成为入局的

各方。ATS安全三要素所代表的入局

的各方，立场各异，印证了“安全是有立

场的”。

107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754




邮发代号邮发代号：：22--872872（（国内国内）） TPTP30923092（（国外国外）） 单价单价：：3737..5050元元


	14期 封面
	14期 封二
	卷首语
	蓬勃发展的中国计算机事业

	14期 版权页
	14期 目录
	特别栏目
	热点排行
	科技风云
	科技界声音 
	科技事件
	科学共同体要闻
	科技建议
	科学共同体推介
	科技纵横
	科学人物
	科技职场
	书评

	企业推介
	国产服务器的摇篮——浪潮集团

	专题论文:信息科学 
	中国计算机发展简史
	高性能计算的发展
	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产业化
	面向网构软件的操作系统：发展及现状
	开源软件与开源软件生态：现状与趋势
	大数据技术进展与发展趋势
	深度学习：多层神经网络的复兴与变革
	虚拟现实技术研究进展
	中国计算机图形学研究进展
	基于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存储系统技术研究进展
	天地一体化网络研究进展与趋势
	网络信息安全：一局持续变化的恒久棋局

	14期 封三
	14期 封底

	Button1: 
	Button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