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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海河实验室开发的高比能锂

离子动力电池项目，应用于电动汽车，续航

里程可达 1000公里。研发中所选材料需要

计算来优化设计、改善性能，电池的电化学

仿真结构和热仿真方面，也需要模拟计

算。平时需要三四天才能算完，应用超级

计算机，一天就算完了。”天津市捷威动力

工业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马华在日前举

行的“计算—数据—智能融合驱动的材料

创新研究高端论坛”上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在此次论坛上，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变革驱动下，如

何探索发展计算—数据—智能融合驱动

的材料创新研究范式，变革传统材料研究

模式。

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信息

技术不断赋能各类行业，带动了行业模式

的深度变革。

新材料的设计和研发越来越依赖超级

计算机，材料的模拟计算已经成为超级计

算主要应用领域之一。“信息技术与新材料

深度融合，共同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发

展。”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党组书记孟祥飞

说，由于材料是一个复杂的高维多尺度耦

合系统，现有的基础理论还不能准确地描

述材料成分—组织/结构—性能—服役行

为的构效关系，一些深层次的机理还不清

楚，导致材料研发长期基于经验，依靠“试

错法”推进。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计算能

力的提高，计算材料学快速兴起，推动了材

料研发由“经验+试错”的模式向计算驱动

模式转变。计算驱动模式是现代材料研发

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提升材料研发的效

率并降低研发成本。

“在最近十多年，随着材料计算数据和

实验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以及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数据和智能驱动的材料研发分

析和性质预测已成为材料研究的新手段。”

孟祥飞介绍。

在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超级计算

机在材料计算与数据库建设方面起步早，

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由美国能源部

主导建设的在线开源材料计算与数据库平

台，可有效加速新材料的筛选；美国杜克大

学建立的 AFLOW 数据库可提供基本的材

料搜索、分析等服务，并集成了材料性质预

测的机器学习模块。

国内也有不少科研团队和公司正在

开展高通量计算与材料数据挖掘等工作，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研发了中国材料

基因工程高通量计算平台 CNMGE，该平

台实现了催化等多种材料的自动高通量

计算以及多元多相复合材料力学行为的

多尺度计算。

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新材料研发变革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变革驱动下，

探索发展计算—数据—智能融合驱动的材

料创新研究新范式，变革传统材料研究模

式尤为重要。

特别是要依托我国新一代百亿亿次超

级计算系统，将传统的计算材料学与新兴

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相融合，通过构

建高通量、多尺度计算与高精度专题数据

库基础研究设施平台，开发基于机器学习

的材料快速性能预测方法及模型，从而提

超级计算驱动新材料创新发展

日前，以“立根铸魂 崛起数智时代”为

主题的操作系统产业峰会在线上举办。本

次峰会汇聚全产业链力量，聚焦基础软件

核心能力构建，引领基础软件持续创新。

峰会由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中国软件行

业协会、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开源专委

会、绿色计算产业联盟、中关村科学城管委

会共同主办。

第一次依托本土企业创
建开源社区

操作系统作为最重要的基础软件之

一，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石，也是数字经济

实现多样性算力和全场景支持的重要保

障。我国操作系统产业的发展正面临着诸

多挑战和机遇，需要业界的共同努力，协同

创新。

一直以来，“缺芯少魂”是我国信息产

业的一大痛点。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

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又面临

着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因此迫切需要操

作系统实现自立自强。经过多年探索，以

开源开放模式促进操作系统做大做强成为

一条可行的道路，欧拉操作系统即是面向

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欧拉操

作系统作为一个支持多样性算力的开源操

作系统，可支持 x86、Arm、RISC-V、Loon-

gArch、SW64、Power六大处理器架构。

过 去 一 年 ，欧 拉 操 作 系 统 加 速 发

展。截至目前，欧拉操作系统累计装机

量 超 过 300 万 套 ，在 中 国 服 务 器 操 作 系

统领域新增市场份额超过 25%。欧拉操

作 系 统 已 构 筑 关 键 技 术 根 基 和 创 新 机

制，并实现在各行各业核心系统的规模

部署，还打通了从处理器、整机、智能桌

面虚拟化平台到软件系统、操作系统的

软硬件完整产业链生态，充分激发产业

链活力，形成了以技术创新拓展用户规

模，以商业合作伙伴反哺开源社区的正

循环、自加速的发展体系。

倪光南表示，依托欧拉操作系统创建

的开源社区（欧拉操作系统社区）是中国第

一次在基础软件领域，依托本国企业带头

创建的开源社区，对众多根技术作出了重

要贡献。社区通过开源模式与世界协同创

新，共同推进计算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仅

用两年多的时间，欧拉操作系统社区就走

出了一条既符合国际开源规则，又具备我

国国情特色的基础软件发展道路，已基本

达到同类社区的国际水准。

开源模式正从软件领域
走向硬件领域

开源模式正在从软件领域走向硬件领

域。2022 年以来，国际开源精简指令集架

构 RISC-V 为我国掌握世界主流中央处

理器芯片产业的主动权提供了新机遇。

倪 光 南 表 示 ，RISC-V 采 用 开 源 模

式，由 RISC-V 国际协会维护，不属于任

何公司。

“我们欣喜地看到，欧拉操作系统在支

持 RISC-V 基础软件方面，已经进入世界

先进行列。从 2020 年 4 月开始，欧拉操作

系统相关单位进行 RISC-V 架构适配，成

立了专门的 RISC-V SIG 组，聚合了全球

RISC-V 上下游开发者和生态伙伴，构建

了十分活跃的 RISC-V 生态，同时也有力

支持了欧拉操作系统开源生态的建设。目

前，欧拉操作系统已成为全球在 RISC-V

基础软件领域，应用推广热度最高的社区

发行版。”倪光南指出。

在大会上，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联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芯来

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澎峰（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等共同发布了基于欧拉操作系

统 的 RISC-V 商 业 发 行 版“ 傲 来

2.0-RV”。傲来 2.0-RV 聚焦 RISC-V 指

令集，可提供桌面、模拟器、硬件板卡等

多种运行环境。

“中国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我

们迫切需要重视开源、学习开源、用好开

源，充分发挥中国新型举国体制、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和人才基数优势，通过开源融入

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到全球科技

治理当中，为世界协同创新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倪光南说。

以开源开放模式促进操作系统做大做强

高能源、化工、电子、环境等领域新材料的

“绿色”创造与制造研发效率。

以近年来国际材料领域兴起的前沿技

术材料基因工程为例，它包括 3 种模式：一

是高通量实验技术，通过高通量实验加速

新材料研发；二是高通量计算，通过理论计

算，减少实验次数，再进行实验验证；三是

数据与智能驱动，通过对材料领域大量数

据（即材料数据库）的挖掘和深度学习建立

模型，预测候选材料，大幅降低实验试错成

本。“在材料基因工程思想的引领下，国内

外也涌现出一批计算、数据与智能相结合

的研究成果。”孟祥飞说。

“首创性、独创性的科学研究不仅需要

快速验证，更需要频繁试错、迭代，找准新

的方向，这就更需要算法和算力的支撑。”

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海河实验室常务副主

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

表示。

由此可见，超级计算平台作为“超级算

力供给+大规模数据支撑+系统性算法集

成”的融合载体，在新材料创新研发方面正

发挥着日益强劲的驱动作用，特别是伴随

天河等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成功，通

过将高性能计算方法、机器学习方法与第

一性原理计算方法相融合，将实现更高精

度、更大尺度的分子层面模拟计算以及开

展上万级任务并发的高通量材料筛选等工

作。因此，计算和智能技术融合将会为新

材料创新研发带来新机遇、新发展。

目前，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已经在平台上

开发了多款适合先进材料研发、科研成果验

证的 App。天河超级计算系统支撑数百家

机构上千个材料研发团队，开展了多项超级

计算支撑的计算—数据—智能驱动的新材

料研究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应用创新成效。

例如，支持北京大学团队发现核量子

效应诱导二维冰，并首次观测到氢离子在

水中的原子级分辨图像，为通过改进电极

材料提升产氢效率带来全新思路。

支持深圳大学在《科学》上发表关于相

变存储材料与器件设备的论文，该成果将

有助于大力推进基于先进微电子技术的高

性能神经元感知芯片的开发。

截至目前，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已经与

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在各类材料领域

的国际期刊及主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超过

1500余篇。

在支持科研成果上“书架”的同时，国

家超算天津中心还助力成果转化，让几十

项科研成果上了“货架”。

2021 年底，天津市成立信创海河实验

室，国内知名的新能源动力电池和汽车部

件生产商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也

成为海河实验室创新联合体的一员。“一年

来，依靠同为海河实验室成员的国家超算

天津中心的帮助，企业研发的新产品续航

能力大幅提升，即将进入产业化阶段。”天

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

马华说。

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党组书记孟祥飞表

示，现在利用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从事材料

研发的科研机构和企业规模超千家，在硬质

合金、电池材料、高分子材料等领域已经产

出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成果。

目前，用户通过手机或电脑登录中国材

料基因工程高通量计算平台，点击选择参

数，就可以将所需材料计算研发的任务，提

交到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并随时可以监控

其计算任务的进度。通过最先进的计算技

术、软件工程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超级算力

将成为材料领域创新的强大生产力。

天河超算系统服务上千材料研发团队

大数据大数据++超算超算，“，“算算””出未来新材料出未来新材料

面向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的欧拉操作系统，已构

筑关键技术根基和创新机

制，并实现在各行各业核

心系统的规模部署，还打

通了从处理器、整机、智能

桌面虚拟化平台到软件系

统、操作系统的软硬件完

整产业链生态，充分激发

产业链活力。

当前我国物联网新物种企业群体总量及发展特征如何？这些

企业怎样引领新赛道发展、新能级提升？近日，在中国物联网新物

种企业大会上，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发布了《GEI中国物联

网新物种企业发展报告 2022》（以下简称《报告》）。

在“万物相连、互联互通”的物联网产业领域，已聚集了一批引

领潮流的新物种企业。新物种企业逐渐成为新经济条件下物联网

领域的新动能、新增长点。

《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物联网新物种企业数量共 156 家。

另外，自 2016年起上市“毕业”的新物种企业有 4家，超龄“毕业”新

物种企业有 5家。

《报告》指出，新物种企业在物联网产业的感知层、应用层集中

爆发。在物联网产业的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 4 个层次

中，2021 年分别涌现了 42 家、6家、23 家、85 家新物种企业，其中感

知层和应用层新物种企业合计占比达 81.4%。在赛道分布方面，

156 家中国物联网新物种企业分布于卫星通信、云服务、协作机器

人、仓储物流机器人等 34个赛道。

从国家高新区分布来看，中国物联网新物种企业中有 110 家

位于国家级高新区，占总数的 70.5%，其中，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数量最多，有 50家，其次为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1

家），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 10家，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上海紫竹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均为 4家。

从城市分布来看，“北上深锡杭”为物联网新物种企业五大聚

集地，五市物联网新物种企业共 113家，占 2022年中国物联网新物

种企业总数的 72.4%。其中北京 50家、上海 28家、深圳 20家、无锡

8家、杭州 7家，其次为广州和苏州各 6家、天津 5家、武汉和南京各

4家、合肥 3家，青岛和长春各 2家。从城市群分布来看，长三角、京

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分别出现 59家、56家、27家物联网新物

种企业。

156家“新物种企业”

引领中国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

你的数字生活有哪些“打开方式”？邮箱、浏览器还是 app？随

着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入网上云”的方式也更加多元，沉浸式的数

字社区成为越来越多网民的选择。

工信部下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发布《数字社区研究报

告（2022 年）》指出，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社区这一新型网

民生态圈正成为数字生活的“新入口”与数字经济的载体。

报告指出，数字社区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海量数据

为流通要素，以先进的数字化交互手段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打造

高互动的数字生活场景，建立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之间的信

任连接，从而实现线上线下高效融合的新型互联网社区。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敖立说，当前，数字社区的主要

表现形式从图文和语音转向以短视频、直播等为主，交互更实时、

场景更丰富等特点，催生了消费、生产新业态、新模式。

让消费更“可感知”。什么样的羊绒最亲肤，羊绒毛衣如何洗

护？通过在直播间进行内容输出，服装品牌“三只小山羊”2022 年

“双 11”成交额创新高。“三只小山羊”创始人杨玉勇告诉记者，通过

短视频内容分享，可以将消费者带入穿、洗、护等多种与服装相关

的生活场景。消费者的感知更多元，对品牌的信任就更多，连接就

更紧密。这就是数字社区推动消费的实践。

新年伊始，快手发布“村播计划”，通过幸福乡村带头人评选等

多种方式，扶持农村优质主播成长，推动农产品销售。过去三年，快

手幸福乡村带头人项目在全国发掘和扶持超过 100名乡村创业者，

通过数字社区模式累计带动1万多户百姓增收。快手科技副总裁宋

婷婷表示，下一步将借助数字社区做好主播培育，助力乡村振兴。

让产业运行更高效。面对生产周期较长的家具供应链，如何

精准锁定产能、筛选合适供应商、洞察用户需求是林氏木业要解决

的重要问题。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借助钉钉平台打造产业链数

字社区，企业将供应链质检、装车运输等 20 多款应用与生产连

接。“运营人员可通过实时报表调整采购计划，生产供应商可及时

备货，实现上下游的协同。”

《数字社区研究报告（2022 年）》指出，数字社区具有普惠、连

接、效率和信任四大特征，将生产要素在数字世界连接成多个内容

模块，形成内容生态，催生更多数字化服务。

“数字社区的每个内容板块背后都连接着多条产业链，各条产

业链覆盖产品或服务供给的全链路。”敖立说，数字社区不断扩展、

丰富人们的交互空间与生活生产消费方式，其间孵化、催生的大量

技术场景赋能到实体产业，成为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型

移动互联网产品形态。

“大力发展数字社区，打造具有高互动特点的数字生活场景、产

业场景，将推动数字技术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实体企业在产业

互联网的竞争中赢得先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说。

打造数字生活“新入口”

数字社区加速推动数实融合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计算能力的提

高，计算材料学快速兴起，推动了材料研

发由“经验+试错”的模式向计算驱动模

式转变。计算驱动模式是现代材料研发

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提升材料研发的

效率并降低研发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