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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言堂

作为一家以国家“863”计划重大科研成果组
建的高新技术企业，曙光公司的成立与发展折射
出强烈的“国家意志”。这一方面是因为曙光正是
我国高性能计算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高性能计
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在现代科学技术领
域里的水平，代表着我国在前沿科技中所取得的
成就。另一方面，高性能计算为云计算、大数据等
新型 IT 商业模式提供着强大的运算能力支撑，
高性能计算的理论研究、应用落地都具备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

曙光发展体现的“国家意志”

20年前，“曙光一号”高性能计算机正式诞
生了，它是由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院开发中心自
主研制的我国第一台 SMP（对称式多处理机）结
构计算机，是我国“863”计划取得的一项重大成
果。“曙光一号”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了设计
制造支持多线程机制的对称式紧耦合并行机的
世界先进水平，也宣告着高性能计算“玻璃房子”
耻辱的结束。就在“曙光一号”诞生 3天后，美国
就解除了 10亿次计算机对中国的禁运。

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曙光又接连研制
出被称作中国“争气机”的曙光 1000，标志着我
国超级服务器技术和产品正在走向成熟的曙光
2000，标志中国超级计算机首次进入世界前十
的曙光 4000A，开启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的历史
新纪元的曙光“星云”等超级计算机。这些重点
机型的研发既代表了我国高新技术发展的最新
成就，也推动着我国科技发展由“中国速度”走
向“世界速度”。

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我
国高性能计算产业发展史的缩影。从当初毅然决
定自主研发高性能计算机、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
垄断，到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我国高性能计算
机行业的突破，再到现在的星云等高性能计算机
站在世界的顶端，曙光走出的每一步都推动着中
国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

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发展的意义还在于，它具
有纯正国有血统，完成了从底层技术架构，到平
台架构，以及上层应用架构的全国产化技术创新
与产品化发展工作，真正地实现了从硬件到软件
的自主研发全面科技创新工作，能够在保证核心

设备与技术自主可控的前提下，推进高性能计算
机在国家关键领域与关键部门的应用。

曙光总裁历军表示：“20年来，曙光始终以
‘自主创新服务中国’为发展理念，进行科学技术
研究和产业化发展工作。尤其在目前全球信息安
全局势严峻，‘棱镜门’事件浮出水面的情况下，
国有产品成为保护信息安全的利器，曙光等国有
科技型企业则成为抵御信息安全威胁，实现高科
技设备自主可控的重要力量。”

推动中国产业全面进步

高性能计算的意义之所以巨大，主要是因为
高性能计算能够为经济发展、社会运行中的各个
环节提供计算能力支撑，在物种基因测序、汽车
模拟开发、石油勘探、智能交通网络建设等国计
名生的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云计
算、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的环境中，高性能计算
更能够通过融合应用提供高性能的计算能力。

而曙光也正是基于市场化的考虑来推动着
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在“曙光一号”20周年纪
念活动中，中科院原副院长胡启恒表示：“曙光高
性能计算机的研发成功是里程碑式的成果，其意
义不仅在于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在技术层面上的
重大突破，还在于在研发之初，项目就决定曙光
高性能计算机是要产业化的，在市场上能站得
住，这是从长远角度推动中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一
个重要开端。”

正是由于站在产业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曙
光将高性能计算的实际落地当作了企业的重要
目标，并广泛应用在汽车模拟、大型飞机空气动
力学模拟等重要场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
知名品牌汽车公司的整车开发中，由于应用了曙
光的高性能计算技术，开发一个整车所需要碰撞
的汽车从 88辆降低到了 8~10辆，大大降低了企
业的开发成本与周期。

高性能计算是信息技术皇冠上的一颗“明
珠”，其所代表的高科技力量能够成为转变增长方
式、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产业发展质量的重要依
托。特别是在云计算、大数据成为令人瞩目的 IT
商业模式之后，高性能计算的用武之地将会更大，
高性能计算可以满足云计算、大数据在运算能力、
高性能存储等多方面的需求。

国家意志引领科技创新
姻原诗萌

喜欢上京东商城购物的用户，
最近有了一个新的选择。

1 月 2日，京东商城发布了针
对个人用户的免费即时通讯工
具———京东咚咚。通过该工具，用户
在京东商城购物时，可以与商家即
时沟通，还可以查看店铺信息，咨询
商品信息等。

这被看作是虚拟运营商牌照下
发后，京东商城的市场新动作———
2013年 12月 26日，工信部正式下
发了首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即虚
拟运营商）试点批文，京东商城、迪
信通、万网等 11家企业获得牌照。

分析人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获得虚拟运营商
牌照的企业，将基于各自业务特点，
进行业务模式的创新，未来电信市
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用户也将享
受到更多的实惠。

助力信息消费

所谓虚拟运营商，是指向拥有
基础设施的电信运营商购买电信服
务或租用电信设施，重新包装成自
有品牌的电信服务，再销售给用户，
并从中获取利润的企业。而这一模
式被称为移动通信转售业务。

2013年 1月 8日，工信部发布
了《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
（征求意见稿），而 12月 26日首批
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批文的下
发，则意味着虚拟运营商牌照的正
式“开闸”。

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对此表
示，长期来看，民间资本进入移动通
信领域，将进一步激发市场竞争活
力，有助于优化市场竞争格局，提升
竞争层次和服务水平。

据工信部数据，2013 年 1~10
月，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 3.84亿部，比去年同期增长
178%，全国电信主营业务收入达 9713亿元，同比增长
8.6%，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突破 10亿 GB，同比增长
68.9%，有业界专家指出，虚拟运营商牌照的下发，将进
一步助力信息消费的发展。
不过，不同的虚拟运营商在促进信息消费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从首批获得牌照的企业名
单来看，既有京东商城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也有万网这
样的互联网应用服务提供商，还有迪信通这样的手机
连锁企业。

易观国际分析师王珺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虚
拟运营商的牌照，对于这些企业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
对于手机连锁企业而言，在获得虚拟运营商牌照之后，
可以利用优惠的资费，更好地销售自己的终端产品。而
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虚拟运营商牌照是一个新的互
联网入口，而且是比较强势的入口，他们会利用比较低
的资费吸引用户，然后推进自己的核心业务。

与 4G相互促进

在下发虚拟运营商牌照之前，工信部还于 2013年
12月 4日向三大电信运营商下发了 4G牌照，因此，虚
拟运营商与 4G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

中国通信行业观察家、融合网总编吴纯勇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4G牌照下发后，三大电信
运营商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而从 4G业务层面来看，
虚拟运营商与三大电信运营商基本是同步的。因此 4G
会成为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的重点。“4G时代的竞争会
比较激烈。”吴纯勇说。

王珺也表示，3G从发牌照到商用普及用了两年左
右时间，而在 4G时代，由于虚拟运营商的加入，市场
竞争将更多元化，也更有利于 4G的发展。“4G给虚拟
运营商提供了契机，虚拟运营商则能很好地推动 4G
的发展。”王珺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看来，虚拟运营商牌照的
下发，主要将给市场带来两方面的改变。

首先是让用户享受更多的实惠。王珺告诉记者，虚
拟运营商的加入，会让电信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电信
资费将被拉低。同时，虚拟运营商拥有自己的核心业
务，可以不直接向用户收费，而是通过电信服务聚拢用
户，再推进自己的核心业务，从而也能带来电信资费的
降低。

另一个改变则是业务模式的创新。吴纯勇向记者
指出，用户通过某家虚拟运营商账号登录后，可以享受
短信和语音等电信方面的服务，也可以直接购买相应
的产品和服务，还可以进行充值，从而享受“一站式”服
务。

市场须规范

根据工信部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批文下发的
解释，工信部对参与试点的企业数量没有限制，试点受
理申请截止到 2014年 7月，只要符合要求的企业都可
以获得试点资格。

不过，参与者的增多，和市场竞争的越发激烈，对
于市场监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珺指出，在推进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的同时，相关
的规则和监管也应积极跟上，不能像移动互联网刚兴
起时那样，由于对信息服务提供商（SP）疏于监管，造
成市场混乱，也给用户带来了经济损失。

吴纯勇表示，从首批获得牌照的企业名单来看，腾
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以及苏宁、国美等大型连
锁卖场并未列入其中，这也说明了政府对移动通信转
售业务的谨慎态度。

对于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的监管，工信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监管的重点主要在用户权益保护方面。移动通
信转售业务引入了更多的电信业务经营主体，他们与用
户间的电信资费、客户服务、个人信息保护、市场退出等
问题将从不同程度加大监管工作量，监管政策也将在试
点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进行完善。

姻本报记者 黄明明

那段“洋插队”的岁月

镜头拉向 20年前的岁月。
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有一种“怪

象”———高性能计算机的玻璃房子“中国人
不得入内”。

当时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只能靠进
口。甚至国内科学家去日本参观时，那里的
高性能计算机都是用布蒙起来。时任国家
科委高新司司长冀复生回忆说，当初“863”
计划并没有把曙光计算机列入其中。这给
当时的科研管理者一个很大的警醒。“既然
客观科学规律是这样，那我们也就认可了
科学家们的决策。”再忆起“曙光一号”立项
的成因，冀复生引以为豪的是，他们那一代
的科研管理者最大的优点是敬畏科学家、
敬畏人民、敬畏国家利益、尊重科学规律，
“至少没有起副作用”。

限于经费，国家也只给了“曙光一号”
200万元的支持。
“曙光一号”研发之父、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国杰带领着一支从没有设计经验的队
伍，从零做起。但当时中国的计算机设备生
产条件不足，研发常常在一个小零件的缺
失上犯难。

实在没办法了，李国杰组织一支小分
队“驻扎”到美国去，他称之为“洋插队”：
“租住美国人的房子，利用美国的产业环境
搞研发。”

一年后，即 1993年 10月，“曙光一号”
问世。

这是中国超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
件。“曙光一号”诞生后仅 3天，西方国家便
宣布解除 10亿次计算机对中国的禁运。

1994年，“曙光一号”被写入当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

为用而生

机器出来了，但让人揪心的现实是，即
使是“购买这个机器，国家帮你出一半的
钱”的政策条件下，“曙光一号”仅仅卖出了
3台。
“封闭的设计体系是推广的第一个拦

路虎。”曙光总裁历军说，由于“曙光一号”
是全面自主开发的，设计体系与国际标准
不接轨，不能兼容国际上主流的操作系统
和应用软件，推广十分困难。

显然，那个看起来“耗时、耗钱又耗能”
的高性能计算机，不是摆在玻璃房子里面
的科研成果，应用是其存在的“灵魂”。

而后，科技成果作价 2000万元的曙光
公司 1996年成立。在历军看来，公司命名
为曙光，寓意是当时国家科委领导对中国
高性能计算机产业化的希望。

李国杰表示，这些年来，不管外界的环
境和压力如何变化，曙光公司为高性能计
算机的研发定下的发展基调始终未变：“面
向应用，面向市场。”比如，“曙光一号”并没
有发表在 SCI上，即便到现在，曙光的高
性能计算机连一篇论文都没发。

这 20年来，曙光机如何赢得市场？
曾为曙光第一代奋斗过的战友、如今

的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孙凝晖将之归纳为技
术思路、路线的开放和产学研合作的协同
创新。

国科控股常务副总经理王琪分析说，
如果说联想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从管理
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最后走到技术创新，那
曙光走的是另外一条创新道路，从技术创

新开始，然后走向产业化。
最重要的是，它始终保持了和它的源

头中科院计算所以及中科院其他相关研究
单元的深度合作，这一创新的源头始终没
有断。比如，在人才的储备上，历军、聂华这
些曙光的领军人才，都是中科院计算所的
本土人才。孙凝晖带的博士们，现如今在曙
光研发部门承担最核心的工作。

从中关村一角的水磨西街的四合院走
出，到如今在中关村软件园与 IBM和 Or-
acle两位行业巨头为邻，如今的曙光已成
为国内最大的高性能计算机研发与生产企
业。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IDC最新一期数

据，曙光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第六大、亚洲
第一大高性能计算机的厂商。而在中国
市场上，曙光连续 5年蝉联高性能计算
机市场份额第一，超过了高性能计算领
域的“传统劲敌”IBM和惠普。

谈及应用，聂华颇为自豪，“现在各行
各业，包括过去我们不敢想的金融、电信等
行业，如今都有成功案例”。在他看来，应用
的扩展证明，曙光已能真正跟国外的同行
同台竞争，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支
持。

计算决定未来

何为高性能计算？即使在眼下，很多人
都会觉得听起来高深莫测。

实际上，从气象、地质勘探、石油开
发、科学研究等传统大规模科学和工程
计算领域，到如今汽车碰撞、航空航天、
虚拟与现实设计、药物筛选、基因研究等
新兴领域，都需要高性能计算机的支撑。
高性能计算已经融入了人类生活起居的
方方面面。

这一过程中，从原始的一个设备供应
商到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到服务的供应商，
曙光也几经调整与转型。

除了传统应用，随着新的产业趋势的
兴起，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等应用
都向高性能计算伸出了“橄榄枝”。为此，从
2009年，曙光公司开始在全国布局“城市
云”战略，目前已筹建了成都、无锡、南京、
包头等十个城市云计算中心。
“曙光希望把在高性能计算领域二十

年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向云计算和大数据延
伸。未来，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云计算
技术会带来大量数据的产生和聚集，如何
对这些大规模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查找，
给我们这些高性能计算机的工作者提出了
新的方向和新的课题。”历军表示。

未来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李国杰如此
回答：计算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资源，它
将是驱动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力
和资源。
“我们的理想并非让人人都拥有高性

能计算机，而是让人人都享受高性能计算
的服务能力。”他打了个比方，高性能计算
机在后台就像是发电站，每个人都要能享
受到服务就好，马达在哪没那么重要。

比如在认知计算方面，医生使用超级
计算机看病，他可以把全世界所有人看的
有关病历，最接近的病历和最接近身体情
况的人匹配以后，找到最合适的药方。李国
杰表示，这是 IBM已经提出的方向。

也许 10年后，在这个云计算、大数据
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曙光会成为王琪所寄
予的那样，“成为引领行业发展、有核心技
术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成为继联想之后，中
科院第二块亮丽的企业名牌”。

中国高性能计算机告别“科研盆景”
———“曙光一号” 年回眸 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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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吃一碗热腾腾的米饭时，你或
许能联想到是杂交水稻解决了温饱，但
高性能计算机为现代育种进行几千万
次的基因配对，你知道吗？

当你开车出行，或许想到是油田工
人的辛苦劳作，保证了你的便利出行，
但高性能计算机协助南海油田开采进
行的几千万次计算，鲜有人知。

甚至去看贺岁片，你会惊叹于逼真
的特效。但殊不知，高性能计算机为渲
染特效，要进行几千万次的计算。

在这个越发便捷的时代里，高性能
计算机像是个沉默的幕后推手———计
算改变生活，这恰是高性能计算的意义
之所在。

岁末年初，“曙光一号”高性能计算
机诞生 20 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行。这
20年，正是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的飞速
发展期。

身为国内最大的高性能计算机研
发与生产企业，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市
场份额和运算量级都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从最初只卖出 3台机器，到如
今连续 5年占据国内第一的市场份额；
从亿次计算到千万亿次，计算的速度增
长了 400多万倍……更难得的是，中国
的高性能计算产业告别了“科研盆景”，
正渗入人们的生活。

代表着“中国速度”的高性能计算，
印证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曙光的
发展，亦是中国科技型创新企业发展的
缩影。

高性能计算能够为经济发展、社会运行中的各个环节提供计算能力支撑。 图片来源：www.nipic.com

曙光研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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