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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可以在云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区，进行协同数

据存储、计算分析以及网络传输等程序运行，以提升网络传输效

率。而且边缘计算的逻辑位置与5G专网的逻辑位置是共通的，所

以边缘计算可以说是5G专网的理论支持，而5G专网则是边缘计

算的具体体现之一。

王晓飞
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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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运营商正在加紧部署 5G，许

多运营商把边缘计算策略运用于 5G 的部署中，

纷纷推出定制化 5G 专网。在 2020 年底召开的

边缘计算产业峰会上，运营商都强调了边缘计算

对 5G专网建设的重要意义。

中国联通集团相关专家表示，2020 年是中

国 5G SA 网络商用元年，未来几年 5G 网络将承

载更多的行业需求，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行业

应用需要具备差异化、确定性、自主灵活的专属

网络，不同的行业业务对带宽、时延、可靠性等的

要求不同，这要求 5G专网要具备确定性体验、自

服务、新业务快速开发上线等网络能力。在云网

融合趋势下，边缘计算将助力 5G 行业应用加速

落地实践。

作为 5G 网络关键技术之一，边缘计算将如

何助力 5G专网建设？

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教授王晓飞介绍，

在 5G时代，积极拥抱专网，对于运营商来说是实

现业务转型和扩大收入的重要筹码。不过深度

挖掘适合 5G 专网和边缘计算融合的杀手级应

用，共创产业新价值是下一步最需解决的问题。

业界一直在探索 5G赋能垂直行业的最佳方

式，而专网已成为 5G 服务垂直行业用户的核心

方式之一。王晓飞指出，5G 专网是在特定区域

实现网络信号覆盖，为特定用户在组织、指挥、管

理、生产、调度等环节提供通信服务的专业网

络。“简单来说，在一定的 5G信号覆盖范围之内，

只把部分需要与外界进行交互的如需向企业监

管方提交的数据流量连接到外网，而像监控摄像

头数据调取、微信文件互传等业务则不再走主干

网络，而是通过本地网络执行。”王晓飞介绍。

与 5G 公网相比，5G 专网具有大带宽、广连

接、低时延、安全性高等诸多优势，优化了传统基

于窄带物联网、WiFi网络、专有频段 LTE 局域网

等网络的灵活性、安全性、稳定性较差等缺陷。

在实际应用中，专网的主要用户都是行业用户，

比如工厂、矿山、楼宇、CBD、智慧社区等。

“特别是针对垂直行业，5G 专网可以提供一

个全新生态。”王晓飞介绍，这就像在本地搭建一

个类似手机里的安卓或者苹果系统一样，专网内

有各种各样的 App来支持本地的业务，同时这些

App可以在云上运行，也可以和核心网的云服务

进行沟通，还可以脱离云在本地执行。而且基于

专网的构架，这些 App 之间可以进行联动，相当

于提供了一个新生态。

此外，行业用户特别是垂直行业领军企业，

对于专网的期待和需求也为 5G专网发展提供了

强大动力。中国移动副总经理赵大春曾说，在中

国移动 100 个集团级 5G 龙头示范项目中，有超

过 70%的项目已经提出了明确的网络专用需求，

不仅需要 5G 大带宽、低时延、大连接的网络特

性，也呼唤自运维、自服务、自开发等多元化的网

络能力。

5G专网可针对垂直行业提供全新生态

“边缘计算和 5G 专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儿。”王晓飞介绍，因为边缘计算也是本地计算，

它指的是利用靠近数据源的边缘地带来完成的

运算程序，可以在云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缓冲

区，进行协同数据存储、计算分析以及网络传输

等程序运行，以提升网络传输效率。而且边缘计

算的逻辑位置与 5G 专网的逻辑位置是共通的，

所以边缘计算可以说是 5G 专网的理论支持，而

5G专网则是边缘计算的具体体现之一。

边缘计算有很多种，比如云计算视角的边

缘云计算，就是云的扩充，它能够组成多种异

构的微云来和云计算进行呼应；另外还有物联

网的边缘计算，是以边缘计算网关和海量化、

碎片化、长尾化（个性化的，零散的小量的需

求）的物联网设备进行交互，网关自身的数据

分析计算能力能够让数据在到达网关的同时就

完成聚合、优化、筛选和本地预分析，从而让物

联网设备作出直接反应，并将结果和高价值数

据再上传云端。

王晓飞表示，目前国内三大运营商在边缘计

算领域已经走出了一条专网化的道路。

据了解，中国移动推出了“优享、专享、尊享”

3 种模式的 5G 专网，通过边缘计算、超级上行、

网络服务等多项 5G 服务，帮助客户快速构建安

边缘计算和5G专网“天造地设”

◎本报记者 陈 曦

“边缘计算在底层技术和商业应用中，其实

还有很多不足。”王晓飞指出。

首先是安全性，因为边缘计算的市场必然是

一个多方参与、充分异构，而且长尾效应非常严重

的市场，所以会出现五花八门的诉求。同时在硬件

的架构、软件的体系方面，还涉及很多利益冲突或

是多方共赢的情况。因此安全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如何让这些设备、软件相互之间可信；如何

防范恶意的攻击；如何在分布式的端边云协同的

架构里确保任务的执行等同于集中式的任务执

行，这些都是问题。”王晓飞说。

除了安全外，智能化也是重要挑战和需要提

升的部分。

“比如现在有很多采用自动化运维、自动化

巡检、自动化调度方案的技术站，可大幅度减少

数据中心的运维和优化的成本。”王晓飞介绍，但

是当云边协同逐渐深入，边缘计算技术开始介入

时，如何对其进行智能化的运维管理，目前还处

于空白阶段。现在业界、企业和高校都在做类似

的工作，希望能够全面提升边缘节点边云协同的

智慧化能力，还有边缘节点的智慧化自制能力，

以期实现边云协同更智能。

最后是来自应用生态的挑战。目前，5G 专

网下的边缘计算场景业务基本都是经过和头部

企业进行探讨，以科研或以应用示范为目的，甚

至以抢占先机为目的推动一些项目落地示范。

“这些落地示范项目的实用性还有待考证，

目前并没有找到 5G 专网+边缘计算才能解决

的杀手级别的应用，还需进一步的挖掘。”王晓

飞感叹道，解决新的挑战必须真正将 5G 专网和

边缘计算深度融合，从而大幅提升 5G 专网在工

业制造、智慧城市、生产智能等方面应用的能

力。对于应用生态的挖掘，只能是迭代，边走

边看，鼓励学界产业界协同创新，多用 5G 专网

和边缘计算，用创新思维、开放思维，去探讨各

种各样的新生态。

边缘计算应注重安全性、智能化和生态建设

55GG专网起飞专网起飞 边缘计算不再边缘计算不再““边缘边缘””

平时，我们在浏览网页时偶尔会遇到写有 502的报错页面，更多时候

会出现 404错误页面，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登录网页时这些步骤在后台运行

当我们在 IE、搜狗、火狐等浏览器中访问一个网址（域名）的时候，首

先要找到域名所对应服务器的 IP地址，简单说就是先要找到所需的服务

器在哪里。

得到服务器的 IP地址后，我们电脑上的浏览器要向服务器发出想加

载网页资源的请求，建立一个浏览器与服务器的连接。

接着，浏览器会发送网页链接请求，服务器收到请求后，进行相应的

处理，比如说身份验证等。这一步的目的是，查看你有没有访问服务器内

相应资源的权限。

以上步骤完成后，服务器会将资源发送给浏览器，这一步称为网页响

应。在资源传输完成后，浏览器成功接收到来自服务器的资源时，电脑就

会显示出我们想要查看的相应内容。

前面介绍的一系列动作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平时我们点击网页后，电

脑后台进行的，便是“请求资源”和“网页响应”的过程。

当然，上述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情况，比如用户身份验证失

败、该用户失去访问资源的权限、服务器在处理过程中出现错误等。

所以，在网页响应中还要加入相应的状态码来告诉浏览器当前请求的

处理状态，这就是我们在链接网页出错时所看到的404、502等状态码了。

404代表找不到查询网页

404和502都是一种表示页面出现错误的代码，也叫做页面状态码。那

么，404和502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又分别代表什么样的页面错误呢？

404代码的意思是“输入错误，找不到要查询的页面”，表示用户在浏

览网页时，服务器无法提供正确的信息或是服务器因不明原因无法将信

息发送给访问者。

其中，404 的第一个 4 表示客户端出错，第二个 0 表示你把网址打错

了，最后的那个 4表示“Not Found”，即找不到网页。

科学家设计 404 页面的主要作用是提醒用户，网站可以打开但是想

要访问的页面找不到了。简言之，当 404页面出现时，此网页链接就成为

了“死链接”。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 404错误的发生呢？

导致这种错误发生的原因有 3 种可能，一是管理员将原始的网页数

据更改，导致网页失效。

二是上传到网页的文件目录或文件名称被更改，导致原网页链接失

效，另外文件被移动或被删除也可能导致原链接失效。

三是输入的网址有错误，不能链接到所需的文件。

对于 404错误，还有一个比较奇葩的原因，据微软 IE部门客服中心统

计，接到“该页无法显示”的投诉中，大部分是用户上网的时候没有插网线

或者没有连接 WiFi 导致的。现在的用户大多用的是 WiFi 网络，也有可

能在信号很差时出现 404错误。

502意味着内部网络拥堵

说完 404错误，我们再来谈谈 502错误是怎么导致的？

502代码表示内部网络故障或设置问题，即内部网络拥塞，可能是内

部存在大量的数据调用或交互时，网页内容提供方的一个或两个服务器，

由于性能缺陷或程序错误，无法正常运行，使得网页上的内容无法被传输

到用户的浏览器上。这就是为什么网页提供方使用更高配置的设备后，

502错误出现的次数会少一些的原因。

目前，网络上代理和缓存的使用日渐增加，我们在对网页内容进行申

请时，处理我们访问网页请求的一连串电脑或服务器中，只要有一个环节

出现差错，502的错误就会产生。

由此，我们可以推演抢票网站崩溃时的情形：当用户大量涌入购票网

站时，抢票网站的数据库瞬间需要调用和读取大量数据，而内部网络的服

务器无法一下子处理如此多的数据，最终引发了 502错误。

这就需要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及 Web 服务器软件供应商联络，

由他们去检查在其控制下的不同电脑与服务器之间的 IP 数据传输的流

通状况。

对于 502错误，我们普通用户无法对服务器进行设置，只能采取一些

比较简单的方法处理。

例如在我们进行网页连接时，可以尝试多次刷新，但这是最基本的刷

新，只是从本地的硬盘重新读取数据到我们的浏览器，不一定能够重新连

接服务器。

如果简单的刷新没有效果，我们不妨关掉502页面，再重新登录网页。

这样恢复正常网页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这种方法是从服务器进行

刷新的，但是该方法操作的过程会比较慢。为了减少重新点击的时间，用

户也可以用快捷键 Ctrl+F5来进行服务器刷新。

由上可知，404 和 502 的网页错误代码在本质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对

于不同的网页错误，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应对的小方法。

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得从各个服务器进行改进，各网站

服务商可以进一步优化各自的服务器，减少 404 和 502 的出现，让用户可

以享受更好的浏览体验。

（来源：微信公众号“数字北京科学中心”）

出现网页错误时，

404、502这些数字代表啥

全稳定、服务可视化的专属网络；中国联通的 5G

专网策略是虚拟专网、混合专网和独立专网，以

边缘计算节点集中运营，形成全国一张网，赋能

5G 千行百业；而中国电信针对不同的网络需求，

推出了“致远”“比邻”“如翼”3种服务模式，为 5G

专网在行业的应用提供了端到端、系列化专属解

决方案。

运营商们之所以主推专网，并把边缘计算作

为 5G专网建设的核心能力，是因为他们在 4G时

代单纯地做管道，移动网络上数据的变现能力和

提升潜力都被腾讯、京东、阿里等 OTT（第三方

服务商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投放服务的一种商业

模式）厂商所限制、剥夺。

“在 5G时代，运营商可以以 5G专网为抓手，

或者由运营商牵头一些外围公司一起建设 5G专

网，通过边缘计算把自身的移动网络数据和场景

的业务数据进行充分融合，把管道上的业务能力

释放出来，为专网用户提供更便利、更高效的本

地交互以及本地智慧化服务。”王晓飞认为，5G

专网是运营商拥有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也是 5G时代运营商可以扭转当前局面的一个重

要筹码。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几十年来，计算机科学家一直都想验证是否

存在绝对安全的方法来加密计算机程序，让人们

在使用计算机的同时却无法破解其程序。

在 2020 年底，几位学者成功找到了一种加

密方式，让计算机用户无法通过获取代码破解

程序。

加密程序代码
首先要对其进行混淆

不可区分混淆（indistinguishability obfusca-

tion，简称 IO）是一种强大的加密算法，它不仅能

隐藏数据集，还能隐藏程序本身，从而实现几乎

所有的加密协议。

要想知道不可区分混淆是什么，我们不妨先

来看一看混淆是什么。

对于程序员来说，最宝贵的自然是代码，一

旦源代码被人获取，基本上就等于程序员编写代

码花费的心血付诸东流，还会涉及到知识产权纠

纷。为了保护代码，有的程序员会在导出程序之

前采取一些手段来混淆程序。

当前程序混淆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全文替

换关键词，把整段代码中所有的“命名”全部替换

成数字（例如将 ui_controller替代为 a0123456)；第

二种是直接输出编译过后的代码，将人们可以看

懂的源代码转换成电脑看得懂的机器码，这样别

人就没法直接打开这个文件看到原本的代码了。

这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在导出程序的时候，

把标注性的符号摘除。从而达到不暴露源码信

息的效果。

但这两种方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混淆，因

为虽然人类难以理解这串代码到底要做什么，但

如果把这样的代码放入编译器中，让编译器去分

析整个编程语言的语法结构，把每一行指令所要

做的事情都归纳出来的话，那么很容易就能看出

些端倪。

真正意义上的混淆被称作虚拟黑盒（Virtu-

al Black Box Obfuscation，VBB），相当于将一个

程序 C嵌入一个黑盒中，我们可以在黑盒的一端

输入 x，另一头会输出 C（x）。因为整个程序都藏

在黑盒中，我们完全无法得知任何 C 的构造信

息，也无法从输出反推输入。

如果实现虚拟黑盒，用户可以使用程序却无

法理解程序本身，那么就能让开发的程序永远不

被破解，并且加密程序的过程也会十分高效。

但虚拟黑盒的概念提出不久后，很快就被泼

了一盆冷水。2001年，7位研究者联手提出了一

种特殊构造的程序，并证明通用的 VBB 混淆是

绝对不可能的。

不过，这 7 位研究者的成果中，提出了一种

混淆的新型定义——如果一对程序 A 和 B 具有

相同的功能性，能否通过一种新的混淆算法，使

第三方无法区分两个程序呢？对于这样的混淆，

我们称之为 IO。

其利用的原理是：如果把相同值输入程序 A

和 B，计算得到 O（A）=P 和 O（B）=P，在无法进

入程序 A 或 B 的情况下，在计算上分辨 P 来自于

A还是 B是不可行的。

有了强大的不可区分混淆，我们就能完美加

密已有的程序，使其永远不会被破解。

IO存在性被证实
但还难以抵御量子计算

2013 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阿米

特·沙海教授联合其他 5 位学者提出一种 IO 协

议，把一个程序拆分为几块，就像拼图游戏，单

个碎片看上去毫无意义，但如果使用多线性配

对方法将碎片正确地组合到一起，程序就能正

常工作。

多线性配对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多项式进行

计算的方法，多项式是由不同变量和数字组成的

数学表达式，如 3xy+2yz2。为了保证其安全性，

用户不能获知整个过程中任何参数。

多线性配对方法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

“层数”，它可以理解为运算公式中变量的阶数，

如 3xy+2yz2 为 2 阶多项式，即其层数为 2；3xy+

2yz4为 4 阶多项式，其层数为 4。层数越多，多线

性配对的安全性越差。

2016 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副教授林惠嘉开

始探索能否通过减少多线性配对的层数来实现

IO。最初，她想出了如何用 30 层多线性配对构

建 IO。接下来，她和其他研究者逐渐实现了只

用 3层多线性配对来构建 IO。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有一个

问题——从安全的角度来看，3 层多线性配对和

其他 3层以上多线性配对一样不安全。

此前，研究人员只知道 2层及以下的线性配

对是绝对安全的。林惠嘉与阿米特·沙海联手，

试图找出如何用 2 层线性配对构建 IO，但是很

长一段时间研究都没有突破。最终，他们想出了

一个折中方案：既然实现 IO 需要 3 层线性配对，

但为了安全需要减少到 2层，那么中间是否存在

2.5层呢？

研究人员设想了一个系统，使用户可以看到

部分变量的值，这让整个机制不需要对太多变量

进行加密。但多项式被隐藏的变量必须不能超

过 2阶，如 3x2y+2yz4公式中，z的值可以让用户看

到，而变量 x、y 的阶数由于没有超过 2 阶因此被

隐藏。由此，研究人员在保证线性配对安全性的

前提下，成功实现了 IO。

虽然几位科学家联手证明了 IO 的存在性，

但量子计算机的超强计算能力，会使得目前绝大

部分加密算法都无法抵挡，这意味着所有的加密

信息，都将会暴露在量子计算机的面前。现在研

究者们正试图开发一条新的通往 IO 的潜在途

径，希望能抵挡住量子攻击。

（王昱编译，据《环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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