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信息技术创新将是
应对挑战、强基固本的必由之路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自学

网络信息技术正在成为新一轮科技
和产业革命的基础。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
变，网络信息技术创新已迫在眉睫，它关
乎着我们是否能够继续保有互联网高速
发展带来的成果， 更关系着未来3至10年
我们企业、国家能否在技术创新领域中占
领制高点、争夺更多话语权。网络信息技
术创新将是应对挑战、强基固本的必由之
路，也是必要前提。

伴随着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
术的应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的架构也在
逐步形成并不断成熟完善。网络正向着大
带宽、虚拟化、高融合、智能化的方向演
进，并在最上层的云端实现资源的统一共
享，智能化、智联化、智慧化走向纵深。

对于终端产品而言，自主研发的操作
系统将成为核心竞争力。操作系统应该具
备良好的封装能力，向上能够提供主流的
编程接口库、支持国产办公软件及行业应
用软件； 向下能够适配国产主流芯片，支
持多种硬件终端。这样才能保障多形态终
端的产业链发展，也才能保证终端的安全
可信。

把智能世界带入每个人、
每个家庭、每个组织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云计算和人工

智能产品与服务总裁 侯金龙

智能世界，它的动力就是算力。当下，
人类已经进入智能时代，算力正在成为数
字经济的生产力。

随着5G时代的到来，世界进入万物互
联， 将会产生海量需要智能分析的数据，
这就有了海量的、多并发、高带宽的算力
需求。

为满足海量算力的需求，需要从以前
的芯片级的创新，升级到架构、系统级的
创新，再到整个数据中心的创新。随着算
力的增加，人工智能将进入到社会的每一
个环节，包括每一个家庭，将企业的供应
链制造、研发销售等环节结合起来，从而
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

华为的追求，是把智能世界带入每个
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
智能世界。围绕市场的需求、技术的变化，
华为花了大概10年时间、投入2万人，围绕
鲲鹏和昇腾两个核心芯片组，打造了双引
擎芯片组解决方案，它们将为广大的客户
提供更好的算力。

经过深度挖掘的、
智能分析的数据才更有意义
戴尔科技集团全球资深副总裁 曹志平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泽”时代。“泽”是
一个数据量单位，叫ZB。我们较为熟悉的
数据量单位是GB，一般企业级的数据量是
TB或者PB，PB上面是EB，EB再上面就是
ZB。 到今年底， 全球数据量可以达到
44ZB，而且90%的数据量是在过去两年的
时间内创造的。

我们常说“资产为王，数据变现”，这
说明数据很重要， 但严格意义上来说，经
过深度挖掘的、智能分析的数据才更有意
义。如果我们把数字化产业或者数字化技
术比喻成一个火箭，计算能力就相当于火
箭的引擎；经过挖掘的、智能分析的数据
就是燃料，可以不断地带动数字化火箭向
前飞跃，到达下一个新的目的地。

中国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阶
段，社会各界都在不断推动“互联网+”的
解决方案的完善和成熟，深耕中国市场20
余年的戴尔科技集团，将携手所有的用户
与合作伙伴，助力中国数字化转型的旅途
走得更远、更好。

能够适应环境的群体智能，
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突破口

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院长 杨学军

作为一名在湖南、 在长沙工作学习了
34年的科技工作者，“湘约未来” 我一定要
回来。

机器人时代或者智能时代， 我认为操
作系统将面临三个挑战： 多域异构资源的
管理，复杂环境机器人的自主行为控制，群
体智能。能够适应环境的群体智能，是人工
智能的下一个突破口。比如，现在的机器人
往往只能在特定环境中工作， 一旦要融入
人类社会，就要实现机器与机器的协同、人
与机的协同等， 才能适应人类社会复杂的
环境。

面对这三大挑战， 必须设计新的基础
软件， 这个基础软件我们把它命名为mi-
cROS———机器人的“新脑”， 这是经过对

“自主行为与群体智能、多态体系与分布架
构、场景理解与人机操控”等科学问题的分
析， 结合技术趋势和应用需求的一种多态
智能集群机器人操作系统。

中国人必须要设计一个未来的操作系
统、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对传统的计算机
操作系统、传统的计算机芯片有所突破。否
则，可能我们谈自主可控、谈Atech都会没
有基础、没有底气。

计算机关乎人工智能
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芬恩·基德兰德

众所周知，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
了迅猛的GDP增长。我来参加大会，在祝贺
中国成就的同时，也想提出一些建议，未来
怎么样才能走得更好？我相信，中国未来的
经济还会发展得更好。

增长，代表着居民收入增长、社会福利
提高。任何一个时间点的GDP，它是三个变
量的函数， 包括技术水平、 资本和人力投
入。通过当代经济模型发现，增长是和技术
水平成正比的。 在资本和人力投入不变的
情况下， 技术水平每增长1%，GDP就会增
长1%。技术水平的提高来自开发、科研、新
的项目、新的发明。

值得关注的是，金融环境、金融行业的
发达程度对技术水平的发展影响很大。一
个良好运作的银行体系能够提供很好的资
金，帮助初创企业、帮助企业家不断发展。

来到湖南， 我看到这里有非常多的新
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比如这次世界计算机
大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计算机给我们
带来便利、资讯，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计
算机关乎人工智能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彭可心

“计算无边界。现在什么都可
以做计算， 而且你不知不觉中就
在做计算。”9月10日， 在2019世
界计算机大会主论坛上， 中国科
学院院士、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
学会理事长张平文自豪地说，计
算机是根植于数学的， 计算机的
发明与发展， 数学家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

张平文说，行内有一个说法叫
“计算湘军”，因为湖南的数学在国
内外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如国防科
大的计算机实力非凡，湘潭大学的
计算数学全国知名， 袁亚湘院士、
许进超教授、黄云清教授等一批优
秀数学家均毕业于湘潭大学。

“湖南‘数学人’非常愿意为家
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并已经在行
动。”不论是在主题演讲中，还是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张平文都强调这一点。

作为长沙人， 张平文今年推动中国工业与应
用数学学会的总部办公基地落户长沙星沙。 他介
绍，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是中国应用数学领
域的国家一级学会，拥有1.3万余名会员和包含人
工智能与大数据、 区块链等在内的16个专业委员
会，希望以学会为平台，建立数学界和湖南工业企
业界之间的联系， 解决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面临
的各种数学问题。

在张平文看来， 现在许多企业都存在数学的
问题，只是普遍没有意识到。民营企业中，华为有
700位数学家，把华为的问题转化为数学的问题，
然后去解决。

今年4月，他与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发起成立潇
湘大数据研究院，发挥人才培养、服务政府、项目
研发、产业孵化4个方面的作用，为湖南打造传统
领域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交叉融合的一流支撑服务平台。“产学研引领、
应用数学支撑，一定能为‘创新湖南’建设注入新
动能。”张平文充满信心。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彭可心

“中国电子是一个有计算机
产业基因的企业，第一台国产PC
机长城0520就诞生在中国电子。”
9月10日， 在2019世界计算机大
会上，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董
事长芮晓武的第一句话， 就让大
家感受到了中国电子在计算机领
域的深厚底蕴。

面对计算机产业变革发展的
新趋势，中国电子与时俱进，积极
探索新技术路线、新的安全策略、
新的组织模式。

“现在我们将笔记本电脑、台
式电脑和手机融合，也就是说，用
手机办公可以像在 PC机上一
样。”芮晓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
绍， 这种计算机就是在中国电子
位于湖南的生产基地制造的， 中国电子做了一个
先行先试的探索者。

芮晓武介绍，中国电子按照超前布局、换道超
车的思路，选择了一条新的技术路线，成功打造了
新飞腾CPU，同时自主研发与飞腾CPU深度适配
的麒麟操作系统， 构建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计算机基础软硬件“PK体系”（即飞腾与麒麟的
英文缩写），被誉为中国架构。“PK体系”创新成果
于2017、2018年连续两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 这些创新成果已在重要行业的信息化建设中
实现了规模化应用。

对于计算机产业而言，生态意味着生命，没有
生态就没有生命。在国内，中国电子在北京、湖南
等地建立了计算机技术联合攻关基地，聚集产学研
400多家单位，不断提升“PK体系”的能力水平。去
年9月， 由长沙市政府与中国电子共同组建的中电
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在长沙正式成立，共同打造中
部地区“智能制造+互联网+信息安全”高地，并致力
于打造基于“PK体系”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创
新中心。芮晓武表示，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中国电子
将携手国内外合作伙伴， 打造中国特色计算机生
态体系，深入推动全球计算机产业变革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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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全球智慧
“湘约”智能未来

———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及主论坛嘉宾发言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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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小沃，带我去云数据展示中心。”
“好的，请跟我来。”
9月10日，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的创

新技术与产品应用成果展上，一台名叫“小
沃”的机器人引起不少观众的注意。

听到观众的指令， 这台中国联通展区
的AI服务机器人，忽闪着大眼睛，转身向云
数据展示中心处“走”去。途中遇到行人，还
不忘绕道而行。将观众带到目的地后，又穿
梭自如地到人群中，回到原地站好，等候为
下一位观众提供服务。

云数据展示中心有什么呢？

中国联通湖南省分公司云计算工程师
陈明杰拿起一副眼镜，乍一看，这副眼镜跟
普通眼镜无异，拿到手中才发现玄机，右眼
镜片上方安装了一个黑色的小长条，戴上，
没有度数，朝人群看，每个人的脸上都出现
了一个小框，不到一秒钟，小长条上便显示
出中心位置人物的基本信息。

“这副AR眼镜可以连接‘智能眼镜警
务平台’，方便警方快速在人群中识别犯罪
分子。”陈明杰介绍。

随后， 陈明杰带记者来到云数据展示
中心的“智慧课堂”。

10余名雅礼中学的学生正在上英语课，
讲课的是一位“虚拟”老师。通过全息投影技

术， 这名英语老师身在福建省的录音棚，却
能为雅礼中学的学生们即时答疑解惑。

陈明杰说，AI机器人、全息投影、AR眼
镜……这些都不是新鲜玩意了， 但它们将
在前端采集到的有效信息，通过我们“看不
见”的5G技术传输，能够消灭网络不畅所造
成的延时、卡顿等问题，更快速稳定地呈现
出这些我们看得到、享受得到的成果。

这些“看不到”的“黑科技”，在2019世
界计算机创新技术与产品应用成果展上，
比比皆是。

深耕存储行业30年的北京同有飞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ACS� 5000A自主
可控统一存储系统。 在一个其貌不扬的盒

子内， 整齐放置着我国自主研发的存储板
卡等部件。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业
经理邓超说， 这套存储系统形成了从主控
芯片级、 核心部件级到存储系统级的存储
全产业链布局。2018年研发出来后，便在湖
南得到首次应用，为“看不见”的数据提供
着安全可控的保护。

一块不到指甲盖大小的芯片、 一台周
正敦实的服务器、 一个界面丰富的操作系
统……每一个看似平淡的展品背后， 实则
都翻涌着科技的浪潮。

据了解，本次展览在9月10日至11日举
行的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期间展出， 展示
面积约1000平方米，分为创新技术、应用以
及产品等部分，共有56家企业通过展板、音
视频、声光电、虚拟现实产品设备体验等，
展示70余项计算机及应用领域的优秀创新
技术与应用成果。

■特写

计算万物 湘约未来
———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

看得见的成果，“看不见”的“黑科技”
———2019世界计算机创新技术与产品应用成果展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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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前的这个季节， 我来到湖南，在
国防科技大学度过了7年最美好的时光。
今天我们再次相约湖南，共创未来。

我们身处伟大时代。2018年4月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网络强国”的重要论
述，明确网络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原则
要求，明确互联网治理的国际主张，明确
做好网信工作的基本方法。信息技术带来
更多的互联互通，将创造一个具备网罗一
切、虚实融合、协同共享、时空压缩、深入
智能等特征的未来。

我们肩负历史使命。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目前拥有员工17万人， 其中科技人员

10万人、工程院院士11名，拥有46个国家
级研究所、2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8个国
家重点工程技术中心、10个上市公司。这
样一支战略科技力量，当前正在致力于网
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建设。如，
创新物联网开放架构， 承担国家创新
2030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天地一体化信
息网络”， 承担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的
技术谋划，面向党政军打造自主安全的云
等。

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提出，大力推动
国家大数据战略在湖南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相约湖南，共创未
来，尽心尽力。

致力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曼青

万物要计算，安全要保障，数据靠自
保。第一句话代表了时代的潮流，对于潮
流我们只能去适应；第二句话代表了时代
对我们的要求， 针对要求我们要去满足；
怎么样才能达到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我提出的方案是数据自保。

比如一部智能手机若被黑客攻破，它
每拍一张照片、每发一条信息，都会被黑
客传送到一个网站上去；如果启动智能手
机里的数据自保，黑客即便在攻破手机系
统的时候，因为照片、信息等本身有数据
加密，所以黑客也拿不走照片、获取不到

信息。
我们现在很注重网络安全，但现在市

面上的网络安全方案普遍是重网络、轻数
据，重外围、轻内核，它们大多是从外向内
的，试图把网络空间做得100%干净，如防
火墙的启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病
毒， 但并不能拦住所有不安全的因子。网
络系统的漏洞总是会存在的，数据自保可
以做到网络环境不再安全的情况下，保证
信息的安全。网络安全必须从网络走到系
统、走到应用、走到数据；数据在、价值在、
安全在，数据不在、一切无法从来。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黄利飞

“计算万物 湘约未来”。9月
10日，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在长
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开幕。
在当天举行的开幕式与主论坛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芬恩·基德兰德等17
位来自计算、网络技术等相关领域
的著名专家、 学者作主题演讲，共
同探讨计算产业核心技术与应用
的创新发展，推动计算与智能的深
度融合、全面创新、多方应用，为产
业、为生活、为世界开启一个新的
智能时代。

网络安全必须从网络走到系统、走到应用、走到数据
加拿大信息理论与应用研究主席、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杨恩辉

芮晓武

张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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