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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他们的“平行世界”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通讯员 刘勇进

成立“春蕾”项目研究室

物理学家用他们聪明绝顶的人脑，设计了各
种各样的“思想实验”，来研究验证平行宇宙和其
他的量子力学解释。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以下简称自动化所） 也有一支从事平行研究的
科研团队，他们叫社会计算与平行管理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自动化所研究员熊刚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平行管理就是在对已有事实认
识的基础上，利用先进计算手段，借助人工系统
对复杂系统的行为进行“实验”，进而对其行为
进行分析，实虚互动，得出比“现实”更优的运行
系统。

2005 年夏天，
随着科研人员陆续到岗，
我
们成立了 4 个课题组，
分别由宋振伦、
顾群、
闫
共同组成“春蕾”
项
阿儒和许高杰研究员负责，
春
目研究室，李勇研究员任研究室主任。春蕾，
天的花蕾，寄予着宁波材料所所有人的厚望，
希望我们的研究团队不畏
“寒风苦雨”
，在困境
迎来
“繁花似锦”
，收获硕果累累。
中发展壮大，
四个课题组根据宁波材料所的定位和发
展方向，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开展艰辛的研究
之路。时至今日，他们也成为了宁波材料所建
立事业部的最早的核心单元。在所领导和不
断新加盟的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磁性材
料事业部、高分子材料事业部、表面工程事业
部和纳米材料事业部也不断建立起来。今天，
在工研院的人才引进体系中，
“春蕾”一词早
已赋予了新的含义，但对于最早加盟材料所
的老同志来说，总是很容易忆起当初的那段
岁月。沿用“春蕾”
来命名人才，既是纪念，也
是对“春蕾人才”
寄予祝福和厚望。

实现“知行合一”
熊刚介绍说，人工社会就是平行世界在计
算机和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实现，平行就是以技
术的手段实现“知行合一”。它们与物质精神的
自然社会同构并映，构成研究和处理复杂问题
的平行系统。
“计算机号称‘电脑’
，所以就可以利用
‘计算
实验’来分析其所‘培育’
的人工社会和对应的平
行系统，从而在另外的世界或赛博空间（在计算
机以及计算机网络里的虚拟现实）中克服对复杂
系统问题，特别是涉及人的复杂问题无法进行实
验的根本性困难。”
“仿真”
听了课题组成员一番讲述后，记者以
来理解他们所说的理论时，他们说二者不一样，
因为许多情况下“无真可仿”。
“平行管理系统，
可
以说是计算机仿真研究和利用参考模型进行自
适应控制的自然扩展与升级。”课题组成员先后
给出解释。
首先，平行管理系统在相当程度上要求仿真
与模拟的正规和常态化。例如，仿真不再是桥坝
高楼等结构建成之前仿一仿就可以了，
而将是永
远伴随着这些建筑，
时时刻刻，永不间断，用于监
控，用于管理。
其次，平行管理系统要求经验与知识的数字
化、动态化和即时化，过去马马虎虎的习惯和深
藏于文献或历史中的知识，都必须重新组织表
述，从而使其至少 80%可以自动地随需随取随
用，剩下的 20%或更少，
再向专家咨询。
最后是游戏与动漫的科学与工具化，相信
未来它们将不只是娱乐的一部分，而是每个社
会企业、每个政府机构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工
作，就像今 天各种 设计、规 划、检验 、评估 工程
师的工作一样。
“只有这样，人工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另外
一半的社会，虚实才能一体，计算实验才能成为
真正的分析手段。”
熊刚表示，
如今该理论所揭示
的方式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研究热点。

缓解交通拥堵
采访过程中，为了让记者更加清晰地了解他
们的研究内容，社会计算与平行管理课题组成员
介绍了几个专业术语。
智能交通就是利用新的信息、
自动化和智能
技术来提高传统和新型交通系统的安全、
效率和
舒适水平，并确保交通系统本身及相应的生态与

平行交通控制与管理系统

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课题组来说，就是将 ACP（A 指人工系
统，C 指计算实验，P 指虚实系统的平行执行）方
法平行交通系统控制与管理理念，以实现城市交
通控制与管理方法的重大突破，打造一个
“智慧”
的交通。
针对交通等复杂对象的控制和管理难题，课
题组依据平行系统理论，在传统对工程性对象进
行“小闭环控制”基础上，增加管理、人、环境等社
会性要素，形成一个“大闭环控制”的实际系统。
课题组还针对大闭环控制对象的复杂多变特点，
引入了人工系统，与实际系统共同形成双闭环的
平行系统。
熊刚说：
“城市交通控制与管理工作面临的
最大难题是由于操作对象过于复杂，导致研究
无法开展实验，你不可能真的让多少人或多少
辆车同时通过某个路口，此前关于交通的研究
都是基于以往数据的分析，而我们的平行交通
控制 与管理系统则能计算出某个特定时间段、
特定天气状况下，某条道路上行驶多少车辆才
不会造成拥堵。”
社会计算与平行管理课题组成员、自动化所
高级工程师朱凤华介绍，平行交通控制与管理系
统已在江苏太仓太浏公路的改造工程中得到了
实施，通过一年多的调查数据显示，主路通行能
力提高了 26%，主路排队长度减少了 8%～19%，
明显改善了周边区域的交通环境。这个项目在当
年被江苏省公路局列为示范推广项目。
“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大，高速路上的汽车越
来越多，但是一个城市到底容纳多少人最合适，
交通应该怎样设计才是最优化的？”朱凤华指出，
“我们不可能到最后一刻才去修修补补，需要提
前进行顶层设计，而且必须考虑人的行为和社会
因素，将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肯定只能是社会
计算和平行管理。”
目前国家所采取的系
在课题组成员们看来，

列治堵政策其实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对行
政干预手段的依赖性较大，还并没有很大程度地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有效引导和优化，这也正是大
家着力研究的重点内容。

平行网络诞生
用户
随着网络规模快速扩大、
业务不断创新、
数量不断增加、通信业务量激增，
原有的网络架构
已经很难满足未来发展需要。社会计算与平行管
理课题组成员、自动化所研究员杨柳青说：
“未来
的网络系统必须能够为用户提供低价的无线宽带
因特网接入。”
为了适应未来网络需求，
需要采用新的网络
架构模式。因此，平行网络在这样的网络需求背
景下应运而生。平行网络包括实际网络系统和人
工网络系统两部分内容。
据杨柳青介绍，课题组以平行系统理论为指
导，建立适应现代网络系统的网络模型体系和复
杂认知网络动态计算实验平台，
将人工网络逐渐
发展为具有灵活、
便捷和广泛特性的网络系统。
“这种平行理论的运用能够有效地改善优化
网络运行状态，提高实际网络系统的信息传递效
率及用户体验状态，
有效地解决不断变化的网络
需求，针对网络的性能、
可扩展性、安全性提供潜
在的解决方案。”
杨柳青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工网络作为
计算实验的基础，将认知网络对物理资源的优
化和网络对人之需求的动态响应结合 起来，实
际网络与人工网络平行互动，形成大反馈，最终
形成平行网络。
课题组也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使网络能够根
据用户的业务需求、各接入技术的网络状况、终端
的能力、
用户的设置以及网络的配置等，进行接入
技术的选择或切换，实现用户体验的改善、
网络资
源利用的高效和运维成本的降低。

人物

夜空中最亮的星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躺在空旷的田野上，抬头就是星星满天的
夜空，会很自然地去寻找最亮的那一颗，也时常
把这些不断闪烁的亮点连线组合，让它们符合想
象力深处最有趣的形象。”
这是陈雪飞对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在她的世
界里，那曾夜夜仰望的星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力
量，一直指引着她，从青山和绿水环绕的家乡走
进了科学的殿堂。

探索星空，认知宇宙
现在已是中科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的陈雪
飞，在双星演化和特殊恒星的形成方面取得了重
要的成果，由此获得了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
学家奖”
。
特殊恒星在天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蓝
离散星是疏散星团或球状星团中与其他主序成
员组成表面温度较高、光度更高的蓝色恒星。
蓝离散星自 1955 年被发现以来，有很多理
论都试图来解释这类特殊的天体，其中一些理
论可能更经得住观测的检验。但是，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单独解释所有蓝离散
星的特性。
“蓝离 散星因为 其特殊的观 测特征受到 越
来越多的关注。这类星与标准的恒星演化理论
不符，同时因为它们亮而蓝，几颗蓝离散星可以
极大地改变一个星团的积分光谱特性，所以在
星族和星团研究中非常重要，而它们的形成途
径对其观测特征起着关键性作用。”陈雪飞告诉
记者。在博士期间，她的研究解决了双星形成蓝
离散星的机制问题，该成果被写入德国 Springer
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蓝离散星》。
近年来，陈雪飞开始关注 Ia 型超新星。Ia
型超新星是天文上异常壮观的一类爆发现象，
由白矮星热核爆炸产生。它们和蓝离散星是如
此的不同，却来自相似的物理过程，受同一个规
律支配，这让她更加领悟到星空的奥妙。

清晨，看到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员工从
随着辛苦忙
不同地方会聚到宁波材料所；傍晚，
碌一天的研究人员纷纷离开研究所的大门，一
种掺杂着感慨和自豪的情绪常常萦绕在心间：
不知不觉地我已经伴随着研究所的创立和发展
度过了数千个日日夜夜，研究所的队伍也从寥
寥几人发展到上千人，
十年创业，弹指一挥间！

“吸血鬼恒星”的魅力
蓝离散星，西方媒体称之为“吸血鬼恒星”。
这类从名字中就透露出鬼魅气质的天体，它们
的寿命因为吞噬近邻恒星的物质而比标准的恒
星演化理论预言得要长。这种吞噬过程有两种
方式：一种是靠双星演化，物质慢慢地从一颗星
流向另一颗星；另一种则是在密集星团的内部，
两颗孤立的恒星直接碰撞，并合后形成一颗蓝
离散星。彼时，虽然双星演化可以形成蓝离散星
这种概念已有，但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如两种形成机制在观测上如何区分？双星演化
理论预言和观测事实矛盾等。
在攻 克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陈雪 飞的感受
是复杂的：一方面她需要从冗杂的观测数据 中
提 取有 效信息 ；另一 方面，她 还需 要用 复 杂的
物理公式去计算和模拟自己的理论框架。所有
这 一切 都与 当初 抬头 仰 望星 空 时田 园牧 歌 般
的场景截然不同，但她始终没有忘记最初的向
往——
—“吸血鬼恒星”对她有着鬼魅 般的吸引
力，能够揭开它的面 纱将是一种多么浪漫的追
寻！
经过不懈的努力，几年后，陈雪飞给出了双
星物质交换形成的蓝离散星表面元素丰度异常
这一重要识别条件，解决了双星演化并合形成
蓝离散星渠道和观测之间的主要矛盾，并第一
次从理论上给出了蓝离散星对星团积分光谱的
贡献：包含了蓝离散星的星团积分光谱可以使
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百分之二十。伴随着
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国际天文学一流杂志上的发
表，陈雪飞已然成长为该研究领域的国际著名
学者。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如今的陈雪飞除了享受着自己热爱的研究，
还积极呼吁营造一个更加多元、平等的环境，
以

陈雪飞

此帮助更多年轻女性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也鼓
励着所有满腔热忱的青年在成长拔节的岁月里
爱上科学。
“基础科学研究需要积累和沉淀，踏踏实实
做好自己的工作，
机遇就会不期而至。”
陈雪飞寄
语青年人。
如今，陈雪飞又多了科学家之外的另一重角
色——
—母亲。在陈雪飞办公室墙面上一个低矮的
位 置 ，还 留 着孩 子刚 刚 学会 写 字时 稚嫩 的 笔
迹——
—“妈妈，我出去玩了，你不用担心我。爱你
的又又。”在歪歪斜斜的线条里，陈雪飞看见的是
孩子的天真与懂事，而记者看见的也是她作为母
亲的自豪与幸福。
时至今日，在家人入睡后，陈雪飞仍会习惯
性地轻轻点亮书桌上的台灯，伴着氤氲的光线遥
望夜空中令她动容始终的繁星。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
—她希望能用自己的一点努力，让人们在
敬畏之余对浩渺星空多一些理解与好奇。

曾经的困惑
宁波材料所作为中科院新建所的领头羊，
有自己明确的建所理念和定位——
—面向产业
需求。所以我们做的大多是应用型研究，解决
的是工程技术问题。这和我们早期的基础研究
有着明显的不同，
很多时候追求的不是前沿的
基础科学探索，
而是产品制备过程中的工艺优
化和技术革新，
研究成果不再是孜孜追求十多
专利。
年的高水平论文发表，而是技术、
在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正常的，但在当时，
我们一度也很急躁。因为在这些技术专利没
能立即转化为经济价值，特别是国家大环境
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指标，更是让我们边缘化
而得不到认可。
开始那两年，
宁波材料所的研究人员能成
功申请国家基金都变成了奇迹，甚至是奢望。
甚至埋怨和牢骚。对于
大家也相互交流谈论，
新建的新型研究所，
前面没有成功的案例来参
考学习，处于摸索中前进，发展中出现各种问
题在所难免。我们一度困惑了，甚至有人怀疑

自己的选择了。
记得研究 所最早
的 1~2 次务虚会，
会场
上充满了牢骚、
抱怨和
问题，有人戏称说，
务
所
虚会变成了发泄会。
领导对大家提出的问
题高度重视，
会后针对
每一个问题都给予认
也许是
真对待和处理。
怨气发泄了，
问题想通
了，思想解放了，大家
又充满了斗志，
对未来
坚持理
也充满了信心。
念不动摇，
大家终于从
困难中走出。

中科院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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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所 艰难的
创建之时，海内外众
多科学家的建言献
策、把脉开方至关重
要。来自美国的潘晓
晴教授、卢毅成教授
和朱溢睸教授不仅对
宁波所的发展方向和
科 研规 划 献 计 出 力，
并为宁波材料所的人
才引进和国际合作作
出了重要贡献。功能
材料与纳米器件事业
部的成立和运行以及
研究方向规划，也得到了他们的鼎力支持和
帮助。通过他们的介绍和邀请,我们同美国的
张坚地教授、卢伟教授、刘美林教授，加拿大
的叶作光教授、新加坡的吴义宏教授和日本
的 Tanaka（田中功）教授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这些人也逐渐成为中科院创新团队国
外专家的“主力队员”。
创新团队的组建和申请经历了几番周折。
从项目的研究方向凝练和文本完善，到申请
PPT 的准备，皆凝聚了团队成员的无数心血。
特别是参加在北京的答辩，为了 PPT 的精益
求精，
头天晚上崔平所长带领大家找到一个茶
馆，
7~8 人围着拼凑起来的茶桌，交流讨论至
深夜……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不禁为当初
的干劲而感动。为了共同的目标，
虽然辛苦，
却
很快乐。中科院功能氧化物材料与应用创新团
队就这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组建成功并顺
利运行。 （本文选自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所刊）

杂谈

重视发挥科学需求
对航天技术的牵引作用
姻郑永春
2013 年至今，嫦娥三号实现了上世纪
70 年代阿波罗登月之后世界首次月面软着
陆和月球车巡视探测。探月三期再入返回飞
行试验获得成功，为 2017 年月面采样返回
奠定重要基础。在探月工程的基础上，我国
还将开展以火星探测为重点的深空探测活
动。不可否认，中国航天近年来成就斐然，
航
天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航天人的“中国
梦”
将不断变为新的现实。
在分析世界航天强国的发展历程后，我
们不难发现，航天技术的发展在早期具有较
强的政治竞争色彩，往往以实现人类首次探
测为主要目标，
如首次环绕月球、
首次探测火
星、
首次载人登月、首次机器人采样返回等，
这些探测活动在 1969 年阿波罗 11 号实现人
类首次登月后达到最高潮。这些首次探测在
人类航天史上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
成为表征各国航天技术能力的重要标志。
随着通用航天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探测
疆域的逐渐扩展，可供实现人类“首次”
的未
探索领域已经比较难找了。但与此同时，科
学界在地面观测、
实验室分析和理论研究的
方法之外，越来越希望借助太空环境这样特
殊的有利条件，以验证各种理论假说，探索
未知的科学问题。以生命科学为例，
科学家
希望利用地面实验室难以实现的实验条件，
在太空开展生命科学实验，从而创立太空生
物学这一新的学科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在
太空特别是太阳系各类天体上寻找氨基酸、
核苷酸嘌呤等复杂有机物和生命初始物质，
甚至探寻可能的地外生命信息，有助于回答
地球生命起源的基本问题，这也是天体生物
学的重要使命。
探月工程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
第一次
设
在总指挥和总设计师的“两总”系统之外，
立了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一职，致力于
组织论证和提出探月工程的科学目标，并根
据科学目标提出载荷配置，为发挥科学需求
在航天技术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有益探索。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还
需要不断完善制度设计，
最大限度地实现科
学需求牵引航天技术的发展。
科学研究总体上是以
相较于工程设计，
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和自由探索为主要特征，
因此，
科学家的设想较少受到现有技术能力
的约束，往往能够提出一些大胆新奇的探测
设想。虽然这些设想需要航天工程垫起脚尖
甚至跳起来才能够得着，很可能被认为是不
切实际或异想天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
大胆设想对现有的航天技术能力提出了更

高更难的要求和更远大的目标。即使是现有
技术条件下难以实现的目标，通过科学家和
工程师的反复论证，或许可以找到科学家乐
于接受、技术上又基本可行的探测方案。这
种以科学需求为导向的太空探索活动，既可
以显著提升现有的航天技术能力，又可以获
得具有重要创新的科学产出。反之，四平八
稳、平淡无奇的探测活动，既不能解答重要
的科学问题，又难以发挥对航天技术进步的
推动作用，并非是以探索和挑战为主要特征
的深空探测活动的应有之义。
月球与深空探测本质上是科学探测，其
中科学目标的地位十分重要、
不可或缺。科学
是牵引工程研制的重要引擎，也是人类开展
月球与深空探测的终极目标。航天工程和科
学需求的深度结合，可以创造出合作共赢的
结果。例如，在行星磁场的探测中，为避免探
测器舱体对磁场测量的干扰和屏蔽效应，往
往要求航天器向外伸杆 10 米以上，这就对航
天器的制导导航控制提出挑战。又如行星地
质学家特别希望剥开岩石表面的风化层，通
过放大观察岩石的新鲜断面，以研究行星的
形成和演化过程，这就要求巡视器上的机械
臂具备研磨、
钻孔和显微成像的能力。再如，
彗星和小行星的直径一般只有数千米至数十
千米，相对月球和火星而言引力很弱，且结构
松散，怎样才能实现这种不合作天体的环绕
伴飞和表面附着着陆？小行星带以远的天体
探测，由于距离遥远，太阳辐射强度弱，对航
天器的轨道设计、
测控通信、数据传输和能源
供应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不断触及现有
技术能力的极限，因此需要采用行星借力飞
行、研发新的测控体制、突破激光通信和数传
技术、
开发太空核能技术等。
总而言之，中国航天发展到现在，一方面
需要面向社会需求和国家安全开展航天应
用。另一方面，
为实现航天的长远和可持续发
展，需要特别重视发挥科学需求在航天技术
发展中的牵引作用，要大力鼓励从事基础研
究的科学家深度参与到航天工程的全过程设
计中，不仅科学探测仪器要由科学家牵头研
制，甚至某些特殊需求的探测任务也要根据
科学家的要求来主导航天器的设计。在此过
程中，要包容科学需求的多样性，实现科学与
工程的良性互动。这些探索和尝试将迫使我
们突破现有技术瓶颈，虽然过程艰难，但一旦
成功将显著提升现有的航天技术能力，加速
中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的转型升级。
（作者系国家天文台青年创新促进会负
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