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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刘永涛

本届计算机大会上，倪光南
院士在分论坛上作了题为《迎接
开源芯片新潮流》的演讲。

刚从发言席上移步到接受
媒体采访的贵宾厅，来不及休
息，81 岁高龄的倪光南就被“长
枪大炮”包围了。

提到现在中国计算机产业
发展有哪些“短板”时，倪院士提
到了芯片。

“缺芯少魂”正是倪院士在
演讲中指出来的问题。他提出，
主要的互联网服务商平台都是
基于开源软件的，以 Linux 为代
表的开源软件影响力很大。我们
可借鉴开源软件成功的例子，在
芯片领域也采用开源模式。这不
仅是一个商业模式，也是个开放
模式和推广模式。希望把开源成
功的经验从软件界移到芯片和
硬件方面。

倪院士在论坛上介绍了最
近 国 际 上 出 现 的 开 源 芯 片
RISC-V，这是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创新。用开源的模式
推广出来，做到了完全开放、完
全免费，而且，在设计、技术、市
场和管理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另外，RISC-V 的基金会已
经搬到瑞士，不受美国出口管制
的影响。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
阿里巴巴、华为等研究机构和企
业都加入了基金会。随着中国企
业对 RISC-V 的贡献不断增加，
中国会在开源社区拥有更大的
话语权。

倪光南院士是老一辈科技
人员。1983年在加拿大国家研究
院做了两年访问研究员，他放弃
高薪回国，曾主持开发了联想式
汉字系统、联想系列微型机，两
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
后，致力于发展自主可控的信息
核心技术和产业，获得中国中文
信息学会和中国计算机学会终
身成就奖。

“湖南发展计算机产业有哪
些比较优势？该怎么把这些优势
发展壮大？”

面对湖南日报记者提出的
问题，一头银发的倪光南院士微
微一笑，从容道来。

他说，湖南在计算机产业方
面有传统的科研优势，很多计算
机专家都是从湖南的国防科技
大学等高校出来的，天河高性能
计算机等科研成果在世界上都
有影响。湖南高校多，人才优势
明显。

“发展计算机产业的重要优
势，就是人才的优势。”

他希望世界计算机大会一
直在湖南办下去，每年都有新的
突破和贡献，以此来带动中国计
算机产业的发展。

对于未来，倪院士相信湖南
将会不断有新的作为。

“正如大会的口号所说，‘计
算万物、湘约未来’，我觉得湖南
主办的‘世界计算机大会’一定
会 在 业 界 发 挥 越 来 越 大 的 作
用！”他肯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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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见习
记者 刘奕楠）今天，2020世界计
算机大会“网络安全与可信计
算”专题论坛在长沙梅溪湖国际
文化艺术中心举办。本次论坛聚
焦计算机领域关键技术，沟通交
流网络空间安全和可信计算领
域的理论热点、关键技术。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党委书记宋显珠在致辞中
表示，可信计算以“整体安全”

“主动免疫”的思想为指导，以密
码技术为基础，以安全芯片为信
任根，以计算机系统为平台，以
可信基础支撑软件为核心，以可
信网络连接为纽带，确保应用程
序的可信运行。

本次论坛面向构建可信计
算生态，旨在推动可信计算与
技术、行业、生态的融合发展，
加快提升计算力，推动计算力
共享，赋能产业发展，共筑网络
安全之盾。

数字经济时代，安全被重新
定义。360 政企安全集团浏览器
事业部总经理霍海涛说，我们身
处“一切皆可编程，万物均要互
联，数据驱动业务”的时代，整个世界架构在软
件之上使得安全风险前所未有。数字时代，安全
要保护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城市，还要保护
数字经济，已然升级为“大安全”。

安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王小丰
发表了题为《采用威胁框架，度量和提升网络安
全防护体系》的演讲，他表示，网络攻击的技术手
法，应用场景和防护体系，APT攻击行动的复杂
性和危害性均在剧增，采用威胁框架十分必要。

智能网联车的出现，在方便群众生活的同
时也带来了一定的信息安全风险。“当汽车能够
上网，也就说明远程攻击存在可能，车内的WiFi
接口、恶意网站、入侵云端服务、移动应用都是
可能产生危害的切口。”上海银基信息安全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CEO 单宏寅介绍，银基安全目前
专注于“保驾”物联网、车联网，将安全赋能智慧
城市、智慧出行、智慧交通等多业务应用场景。

腾讯副总裁马斌、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谷虹，分别就腾讯安全在云时
代的实践以及量子计算如何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进行了主题分享。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刘永涛 李
治）推动先进计算产业升级，是高端芯片、基
础软件加速发展重要驱动力。11 月 3 日，在
2020 世界计算机大会第二场专题论坛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教授黄广斌、华为昇腾计算业务总裁许映童、
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御风
等知名专家、企业家聚焦“计算芯片与平台能
力”，探寻计算芯片高质量发展路径。

当前，计算芯片体系不断扩展，由通用计
算向专用计算延伸。多位专家在论坛上提出，
在通用计算芯片领域，CPU、GPU、FPGA 是
三大主流架构，在专用计算领域，满足人工智
能应用计算需求的专用计算芯片成为创新的

焦点，吸引科研机构、互联网企业、中小创新
企业等竞相抢占市场发展先机。

据介绍，国内通用计算芯片应用不断取得
突破。CPU方面，申威、飞腾等持续推进服务器
CPU产品创新和能力升级；龙芯和兆芯在桌面
电脑 CPU 方面深耕多年，其典型产品已可与
英特尔、AMD中端产品实现对标。GPU方面，
景嘉微电子JM7200芯片产品已完成流片、封
装和功能测试。同时，大批企业积极参与人工
智能专用计算芯片布局。

计算芯片在快速创新发展的同时，也面
临生态基础薄弱等诸多挑战。倪光南院士表
示，应鼓励科研院所及企业持续加大对高端
芯片的研发投入，提升核心芯片技术产业水

平。深化对开源软件技术的理解，提升国内计
算芯片配套的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供给能
力，迎接开源芯片新潮流。他说，当前我国迎
来发展 RISC-V 开源芯片架构的机遇，希望
RISC-V 能成为中国建立足够话语权的体系
架构。

华为昇腾计算业务总裁许映童认为，人工
智能不仅带来技术变革，还带来管理和组织结
构变革。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需要更
多合作伙伴，推动多种技术融合，加强生态体系
建设。他建议加大对核心技术产品自主突破的
支持力度，开展研发攻关和国产化应用部署，实
现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协同效应。通过人工智能
应用，让人们生活变得更美好。

探寻计算芯片高质量发展路径

11月4日，世界计算机创新技术与产品
应用成果展现场，多项领先科技成果集中展
示了未来科技的魅力。

11月4日，世界计算机创新
技术与产品应用成果展现场，工
作人员演示通过5G+AR技术还
原兵马俑的历史色彩。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黄利飞 刘奕楠

长沙，不仅有排号 2 万桌的文和友、网红
奶茶店“茶颜悦色”，还有每秒万万亿次运算
的长沙国家超算中心天河系列、穿行街道的
无人出租车、矗立园区的“无人工厂”“智能车
间”……而这些都离不开计算力的支持。

11 月 4 日，为期 2 天的 2020 世界计算机
大会落下帷幕。透过这场立足世界计算机最
前沿、汇聚行业顶尖智慧的盛会，可以感受到
计算释放出的“加速度”，触摸到计算机产业
迸发出的新动能。

一场关乎生活的变革
听障人士怎样“听”懂电视新闻，电竞舞

台上何时能有国产电脑“身影”，5G 高清摄像
头拍到的画面有多清晰？在 2020世界计算机
大会创新技术与产品应用成果展上，都能找
到答案。

“世界计算机大会，我们来了！”观展嘉宾
话音刚落，屏幕上虚拟的 3D 人物——“千语
老师”立即将这句话翻译成“国标”手语，不仅
手势准确，细微的唇部动作也丝毫不差。

“小看长城了，原以为国产的电脑玩游戏
会卡，没想到这么流畅！”一名年轻小伙在成
果展现场试过完全国产的电竞机后，不禁竖
起了大拇指。

竖立在长沙橘子洲亲水平台的 5G 高清
摄像头，对准至少 500米之外的一棵柑橘树。
随着后方遥控拉伸镜头，树上一颗颗柑橘的
纹理，清晰可见。

目前，这样的摄像头正在岳麓山、橘子洲
前期试点，未来将在全省旅游景区推广。湖南
移动数据信息技术中心技术人员介绍，一旦
景区有突发情况，监管者可以迅速确定位置。

在本届世界计算机大会设置的 1000 平
方米的展区，50 余家参展单位带来了计算机
领域的创新技术和产品应用成果。

“我的生活被‘计算’了！”一句调侃，折射
出先进计算与生产生活各领域深度融合，催
生和支撑了电子商务、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
新业态发展。一场关乎生活的变革，已悄然开
启。

在长沙梅溪湖、洋湖两个片区的 120 多
个站点，乘客只要打开百度地图，点击“打
车”，选择“自动驾驶”，就可以免费体验自动
驾驶出租车。

出租车如此“高大上”，公交车也不乏“优
越感”。2000 多辆行驶在长沙街头的智能网
联公交车，构筑起智慧公交体系，不仅可以精
准查询公交车的实时位置、到站时间，还能根
据公交车载客量、正点率等，对路口红绿灯进
行智能调节，确保公交优先。

如今，人们出门可以不带钱包和钥匙，但
必须带上“两码”——健康码和通行码。在今
年疫情期间，湖南 24 小时内紧急开发出湖南
省居民健康卡（码）全省推广，并对接全国平
台。以“湘健康”“湘消费”“湘就业”“湘农荟”
为代表的“湘数据”，成为湖南对抗疫情、复苏
经济社会发展的“利器”。

一次面向未来的对话
2020 年，是计算机诞生的第 74 年。2020

年的秋天，世界计算机领军人物再次齐聚星
城。

历经无数次迭代，一路狂飙突进的计算
机技术，让今天的人类与运算共生、与数字共
舞、与万物互联。

计算力就是生产力，已成为全球共识。先
进计算基础研究、应用发展，无疑是世界各国
竞相抢占的未来制高点。

17位海内外院士、40多家知名企业的高
管以及800多名业内人士，在一场场思想的碰
撞中，凝聚起产业、技术、应用、生态的合力。

如何打造引领世界的人工智能生态？中
国科学院院士、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给出
两个实施方向：人工智能计算芯片、群体智能
操作系统。

芯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工程院院
士廖湘科认为，开源及敏捷芯片设计，是一个
重要趋势。敏捷的芯片开发，可以降低开发成
本，大有前途。

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冬辰表
示，应用传统、被动“打补丁”的计算机安全模
式已满足不了要求，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免
疫”十分必要。

国际复杂形势及“国产化”不断发展，为
中国计算机行业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中国
计算机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相春雷认为，
中国计算机行业要打造政、产、研、学、用的完
整生态产业链。

算力赋能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趋势已成，
计算产业新动能成为本届大会首要议题。

目前，好莱坞大片制作已经进入每秒120
帧的技术水平，背后是 10台以上的超级计算
机参与制作、播放等；5G 数据应用在精准医
疗、智慧医疗方面，心跳波动图形分析可以细
致到毫秒级。

“数据只有变成有用的应用场景，才能对
社会、经济产生真正的价值。”美国国家工程
院院士、美国科学与艺术院院士陈世卿表示，
帕金森综合征、自闭症、抑郁症、老年痴呆症
这4种脑类疾病是智能医疗的攻坚项目。

对于计算机产业未来，中国工程院院士
倪光南相信，湖南将会不断有新的作为。

他说，湖南在计算机产业方面有传统的科
研优势，很多计算机专家都是从国防科技大学
等高校出来的，天河高性能计算机等科研成果
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希望世界计算机大会一
直在湖南办下去，每年都有新的突破和贡献，
以此来带动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

一次产业升级的蓄势
金秋时节，三湘大地硕果累累，也在孕育

新生。
“世界计算机大会是湖南省计算机产业

的一张名片，是一次很好的对外开放展示机
会。”湖南长城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信创解决方
案专家唐泉说。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同样收获满满。“与同
行、客户进行近距离无障碍交流，加快推动我
们自主可控系统的建设与完善。”公司研发中
心副总经理张铎说。

湖南长城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全国产化”
的一体机和笔记本电脑，凭借“不仅能用，而
且好用”的优越性能，获赞无数。

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其中可能深藏
着 10亿多个晶体管。在芯片这个堪称计算机
系统的“心脏”的领域，国科微、景嘉微等芯片
设计企业矢志不渝：“走自主创新道路，把关
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彻底治愈

‘芯’痛。”
抱团合作，共建产业良好生态。湘江鲲鹏

力邀行业领军企业共建联盟，布局湖南鲲鹏生
态；芯华章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礼宾表示，期
待与湖南产业生态深入合作、共创共荣。

大会期间，长沙市政府、湖南湘江新区携
手华为联合为湖南省人工智能生态创新中心
揭牌。该中心将与产业需求相结合，盘活算力
资源，推动智能化产业升级。

在世界的东方，计算机产业经受住了一
系列风险考验，化危为机，有力护航中国经济
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为世界经济复苏注
入了信心和力量。

抵抗住疫情冲击，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湖
南电子信息产业逆风飞翔，今年1至9月全省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达
13.9%。

“湖南发展计算产业，有基础，有优势，有
机遇。”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
信息研究所所长温晓君看来，凭借较完整的
电子信息产业链、较强的计算技术创新积累，
以及人才梯队的储备、优秀的创新案例和前
沿探索，结合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
湖南在信息技术产业变化调整过程中只要找
准位置，产业发展未来可期。

以算力为基础，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5G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将不断加快，为湖南打造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注入澎湃动力。

计算释放“加速度”
产业孕育新动能

——2020世界计算机大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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