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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清华科幻季与未来定义权
林天强

林天强，中国信息协会智

能制造分会总规划师、清

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研究员。

2021 年是元宇宙元年。2021 年 3 月，元宇宙概念

第一股罗布乐思（Roblox）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正

式上市，元宇宙成为科技、风险投资、互联网领域最

火爆的概念之一。

科幻想象

元宇宙（Metaverse）一词诞生于 1992 年的科幻

小说《雪崩》。尼尔·斯蒂芬森在小说中描绘了一个

庞大的虚拟现实世界，在那里，人们用数字化身来控制，

并相互竞争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到现在看来，描述的

还是超前的未来世界。1999 年，科幻电影《骇客帝国》

（Matrix）系列系统想象了智能机器对真实世界的控制。

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幻影视《阿凡达》（AVATAR）、

《头号玩家》《西部世界》《失控玩家》陆续展现了

真实与虚拟交融的元宇宙。

元宇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是一个科幻概念经

由科技产业和资本市场在 2021 年的重生，2021 年 5 月，

Facebook 表 示 将

在 5 年内转型成一

家元宇宙公司；8

月，字节跳动斥巨

资收购 VR 创业公

司 Pico，同月，畅

销书《元宇宙》与

《元宇宙通证》狂

销 20 万 册 …… 股

市上元宇宙概念股

飙涨，所有人都在

谈论元宇宙，元宇

宙在此意义上成为

一种未来定义权。未来定义权不是人们一般想象的未

来预测，而是经由未来想象、科技加持、产业生态、

资本推动形成的概念、推理、传播、产销的逻辑闭环。

自 2015 年以来。笔者一直以“未来定义权”作为

概念框架和分析单位，以阐明科幻文化参与的重要意

义、权力逻辑与现实指向。经与若干学者共同撰文，

并经由《南京社会科学》《当代电影》《新华文摘》

等刊物发表传播，目前学术认可的所谓“未来定义权”，

就是刻画、书写和预测未来世界图景、生活图式和发

明创造的权力 / 权利。这个权力与权利的分野，体现

了不同族群在科幻思想、内容制造、资本逻辑、权力

分配和大众传播领域中所处地位不同与承担功能不同。

2017 年笔者回到清华大学，得到科幻名人刘慈欣、

王晋康、吴岩、姚海军、郝景芳等以及清华校友 50 余

人签名支持开始筹办清华科幻季。目前，“清华科幻季”

由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主办，包括未来定义权

系列论坛、未来科技与先进制造圆桌会议、永生奖全

球科幻三创大赛、未来科技大展、科幻舞台剧展演、

科幻寻宝秀等一系列科幻科创活动。“清华科幻季”

以文化为灵魂、科技为动力、创新为核心、产业为赛道，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注入更多的品牌要素、创意要素和

科技要素，定义未来产业。元宇宙正是发端于科幻小《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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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与科幻电影的一种科幻思想，经由产业界与资本界

对扩展现实（AR/VR/MR/XR）、区块链、云计算、物

联网、数字孪生、智能网络等新技术整合后的概念具

化而跨圈到大众传播领域的一次完美操作。 

科技的爆炸增长，使得科幻与科技只有咫尺之遥。

科幻定义世界，通过科幻和元宇宙，真实世界和虚拟

世界，物理世界和想象世界耦合在一起。

科技集成

自从 2008 年金融海啸和 2019 年新冠疫情后，世

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产业界和科技界诸多现

象发生，却缺乏类似“全球化”和“互联网”这样激

动人心的理论概括。

激动人心的概念不仅假设合理，逻辑严密，而且

必然自带光环催人分泌多巴胺和荷尔蒙，让人脑补故

事情节，憧憬美好未来，并拥有足够的科技空间容纳

巨大利益共同体。元宇宙正是这样具有故事内涵、美

好前景和庞大视野的概念，又具有足够的技术支撑。

  Blockchain 核心支撑

考虑到用户和数字资产必须跨子元宇宙，底层的

架构一定是区块链。不仅解决信任问题，而且节省成

本和提升效率，同时满足互联网扁平化、UGC 的趋势

特性。中国的产业区块链得到政府引导，在新基建中

发展迅速，是建设元宇宙的数字基础设施。

  Interactivity 交互体验

元宇宙必然是开放和交互的生态。现有交互技术

分为输出技术与输入技术。输出技术包括头戴式显示

器、各种感觉（视觉、嗅觉、听觉等）乃至神经信息

传输转换于人体感官的技术。输入技术包括微型摄像

头、各式传感器等。真实感和沉浸感是对技术的要求。

包括 AR/VR/MR/XR 等技术，目前领先的包括 2014 年

被 Facebook 收购的 Oculus 和腾讯 AILab 院长姚星创

立的元象。对于马斯克研发的脑机互联技术仍可保持

高度关注。

  Game 游戏思维

2020 年“清华科幻季”得到腾讯和网易等支持做

了一次“生而游戏，定义未来”论坛，深感我们的学

习和生产要吸取游戏的原理和激励机制。目前最接近

元宇宙构想的游戏公司是 Roblox，在开放海量 UGC 自

建内容交互和形成闭环的经济系统方面领先。沉浸式

体验方面，Epic（腾讯占股 40%）的堡垒之夜更胜一

筹。另外在新社交领域 Soul（腾讯占股 49.9%）领先。

游戏开发引擎 Unity 也是受益玩家——全球约 80% 手

游是用 Unity 开发，包括王者荣耀。

“全球科幻三创大赛永生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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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为未来的大趋势。在元宇宙中的体现智

能合约，交互识别，虚拟形象、物品、情节的自动生成，

智能语音，分析预测等。

  Network 智能网络与综合能力平台

主要指以云计算为基础的，以 5iABCDE 为基础的

包含 5G、物联网、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边

缘计算在内的综合智能网络。此时的网络不再只是信

息的传输平台，而是综合能力平台，提供高速、低延时、

高算力接入，提供实时、流畅的沉浸式体验。这个领

域的受益者包括提供算力的半导体厂商，以及 PaaS

和 IaaS 层的服务提供商，包括亚马逊、阿里、微软、

Google、华为等巨头。

  IoT 物联网打通终端

只有万物互联，元宇宙才完整落地——所有终端

联网的时候，交互才能打破时空的界限。机会主要在

于基础设施，如 5G、6G，传感技术，边缘计算等。相

对成熟的是智能手机，发展迅猛是智能汽车。目前苹果、

特斯拉、三星和华为拥有通往未来的船票。

产业逻辑

由此可见，不能仅仅将元宇宙认定为一种炒作和

传播，而要研究一种思想如何成为社会思潮，一种创

意如何形成产业生态，元宇宙是正在发生的一个思想

实验与产业案例。

为此，作为清华科幻季的思想界与产业界平台，

未来定义权系列论坛以科幻元宇宙和工业元宇宙为主

题，以“永生共同体与科幻名人堂”为样式组织了中

国科幻大会品牌日的第一场活动，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在北京首钢园顺利举行。中国科幻大会由中国科协

和北京市政府主办，在这次大会上，最热的正是元宇宙，

而元宇宙的基础和供给侧正是这些年国家倡导的产业

数字化转型。

 从上世纪开始的 ERP、CRM 到今天智能工厂和数

字供应链，充分使用 5iABCDE，也就是 5G、物联网、

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等关

键技术，数字科技对制造、工厂和供应链产生了积极

的作用和影响。

以华为为例，华为布局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业

务领域，华为在端、管、云、边等领域有端到端的 ICT

产品与技术，积极采用 5G、物联网、边缘计算等技术，

实现技术与应用场景的融合，率先推进智能制造，随

着 5G、云、AI、大数据等新的 ICT 技术对世界的重塑，

我们认为未来的制造必将是智能化的先进制造。

在华为自身数字化转型实践中，也积累了很多方

法论、数字人才和数字平台，尤其经过多年的数字化

转型实践，华为已经在研发、销售、供应、交付等多

个业务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实现了自身的生产效率

提升和运营成本下降。这些能力与经验，与制造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诉求高度匹配。对制造业的深刻理解，

加上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实践，以及领先的

ICT 产品与技术，构成了华为服务制造业的独特优势。

同时，华为非常重视与伙伴的合作，在制造行业已经

与近百家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了联合解决方案，并从规

划、咨询、顶层设计、交付实施、人才培养等领域全

方位为行业客户赋能。华为充分结合制造行业核心业

务场景的转型升级需求，帮助更多的制造企业迈向智

能制造。

数字孪生技术和人工智能对未来先进制造的影

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与融合，正

在把物理工厂带入“工业元宇宙”，物理工厂  在元宇

宙里的全要素展示  ，将给我们带来一个更透明、更智慧、

能够不断自我优化和迭代的  未来数字工厂。工业元宇

宙并不能替代实体经济，而是新基建运用新能源创造

新经济的新机会。

 

大众叙事

科技与产业要通过大众对于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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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闭环，未来定义权才落实为现实生产力。科幻正是

通过小众爆点迅速放大为大众爆款的新契机，在此意

义上，元宇宙正是科幻思想对于生产生活方式的未来

定义权。

中国科幻大会上设立的科幻名人堂是基于全球科

幻产业链之上的科幻、科技、科创精英汇，延续清华

科幻季上海论坛科幻七侠的传统。此次中国科幻大会

上“七侠论道”隆重推出永生首钢七侠的名单：董仁

威、刘兵、林天强、许怡然、江波、杨梓琦、袁煜明。

本场永生共同体活动包括永生元宇宙和制造共同体上

下半场。上半场嘉宾围绕主题科幻与元宇宙做了精彩

演讲。他们从科幻的角度讨论沉浸式的虚拟空间，而

用户众生可在其中进行文化、教育、社交、娱乐活动。

下半场围绕“科技与制造共同体”主题，与会嘉宾探

讨了工业元宇宙与智能制造的发展，会议聚合科技与

制造业领军企业、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未来科技与未来

产业展开了热烈讨论。

未来定义权系列论坛搭建了科幻、科普、科技、

科创业界沟通和合作的平台，助力北京科创中心建设，

促进中国科幻事业和科创产业繁荣发展。同日，2021

年度“永生奖”全球科幻创作创新创业大赛在中国科

幻大会期间揭晓，以元宇宙为主题的《失控玩家》荣

获年度“最佳科幻电影永生奖”。同时永生奖全球科

幻三创大赛发布了 2022 年度作品征集，并且会同中国

中小企业协会产业区块链专委会和中国信息协会智能

制造分会共同发布了针对企业家和创业

者的“未来科技和未来产业”主题单元

的作品征集。嘉宾们还完成了银河文明

七侠论道的开放式剧本。

综合本次思想与产业的交流碰撞，

元宇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是

定义下一代互联网和定义下一代产业的

关键机会，是如何应用科幻影响未来科

技和未来产业的未来定义权和精彩案

例，不能以炒作或批判简单视之。

从企业来看，元宇宙仍处于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无论是底层技术还是应用场景，与未来的成熟形态相

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这也意味着元宇宙相关产业可拓

展的空间巨大。因此，拥有多重优势的数字科技巨头

想要守住市场，数字科技领域初创企业要获得弯道超

车的机会，就必须提前布局，甚至加码元宇宙赛道。

从政府来看，元宇宙不仅是重要的新兴产业，也

是需要重视的社会治理领域。元宇宙是下一代互联网

和下一代数字生活基础设施，以移动互联网去类比元

宇宙，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政府部门对其关注的内在逻

辑。政府希望通过参与元宇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

便前瞻性考虑和解决其发展所带来的相关问题。

元宇宙概念来自西方科幻小说，但在中国的产

业界和投资界引发热潮，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

历史上产业布局最完整的重要地位和产业链升级做

大做强的关键时期，中国加入世贸的智慧接轨和防

疫抗疫的伟大斗争，证明了这一代中国政治家、企

业家和投资人具有敏锐的战略探知和强大的操作执

行能力，能充分利用有效资本的无限增殖和有为政

府的战略掌控实现产业的迅速测试、布局、推广和

对全球市场的反超。我们以独特的竞争力利用原有

规则定义体系可以取得应有份额赢得发展机遇，也

可以利用新的变局建立属于中国的未来定义权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中国科幻与中国科技、中国

制造与中国创造的未来使命。

作者（后排站者中）在 2021 中国科幻大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