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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
学生记者 田天

在近现代科技发展方面，中国似乎总是走在西方的后面。
从“洋务运动”便开始向西方学习，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
中国的大多数现代工业产业依然处于萌芽阶段。在基础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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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一号计算机

成立，顾毓琇任院长，兼任电机系系主任，清华在电子信息
方面的研究自此开端。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从 １９３４ 年开始确定为电力和电讯两

科研落后的新中国，纵观科技各领域，唯有信息产业方面，

个组，１９３７ 年随校南迁组成联大电机系，１９３９ 年附设了电讯

似乎中国从一开始就与西方主流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齐头

专修科，学制为两年，培养了抗战时期急需的电讯人才。联

并进，并屡屡获得辉煌的发展。１９４６ 年，美国人莫奇莱（Ｊｏｈｎ

大电机系造就了大批人才。很多人在新中国建立后担任中科

Ｍｕｃｈｌｙ）和埃克特（Ｊ Ｅｃｋｅｒｔ）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电子

院院士、研究员、教授、各部委和厂矿负责人，成为知名专家。

计算机（ＥＮＩＡＣ），人们将此定义为信息革命的起点。在随

在海外也有不少校友取得出色的成绩，如美国最早的电子管

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信息产业在西方社会飞速发展，与此同

计算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成功，就有陈同章校友的重要

时，蹒跚起步的新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贡献。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国家政务院公布了《全国工学院调

回溯百年清华的历史，从改办大学、学科建制之初，就

整方案》，电机系电讯组单独成立无线电工程系，后来在新

为电子信息学科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１９３２ 年是清华改办

中国建设信息、电子及无线电方面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学的第 ５ 年，这一年春，经过校评议会的决定，清华大学

而电机系在“电机及电器制造”、“发电及输配电工程”、“高

向教育部提出呈请：“钧部注重理工各科造就专门人才之至

电压工程”、“工业企业电气化”四个方面成果显著，近年

意，本校拟于下学年添设机械工程学系及电机工程学系，并

来在电气工程的基础上，扩展到计算机、电子技术、自动控制、

将现有之土木工程学系合组为工学院。”同年秋清华工学院

系统工程、信息科学等新领域，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

信息产业

１９５８ 年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成立，同一年 ６ 月，我国第
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研制成功，运行速度为每秒 １５００ 次，字长
３１ 位，内存容量 １０２４ 字节。到 １９７７ 年，在清华大学、安徽
无线电厂和电子部六所的共同研制下，中国的第一台微型计
算机 ＤＪＳ－０５０ 以及微处理器研发成功，此后，中国第一台中
文化、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微型计算机——长城 ０５２０ＣＨ
也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曾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工作过的慈云
桂主持建设了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银河”，
这一时期，新中国在大型、中型、微型等计算机研制方面均
有可喜的成就，清华大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
的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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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演变为信
息产业。中国政府对信息产业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清华大

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以每秒钟 １２０６ 万亿次的

学作为国家科研的重要基地，承担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关

峰值速度，和每秒 ５６３．１ 万亿次的 Ｌｉｎｐａｃｋ 实测性能，位居“国

乎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科研项目。包括 ＩＰｖ６、下一代互联网、

际 ＴＯＰ５００ 组织”网站公布的“最新全球超级计算机前 ５００

云计算等重要的研究方向。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第一台国产

强排行榜”之首，在其研制过程中，也不乏清华校友的身影。

冰雪破春妍——中国微型计算机的开端
立中国 ＤＪＳ－１００ 系列机联合设计组（即
电 子 计 算 机 系 列 —１００），ＤＪＳ１００ 系
列机的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家机电部电
子计算机司罗沛霖司长亲自兼任，清
华大学计算机系王继中老师任副组长，
陈正清为联络员，并立即在清华大学
计算机系开始该系列第一个中档机型
ＤＪＳ－１３０ 机的联合设计。从此拉开了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为国家研制 １００ 系
列计算机的序幕，前后持续十几年之
久。ＤＪＳ－１３０ 机联合设计组全体成员
各施所长、各展所能，在次年 １ 月份
DJS-130 机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制成功

就完成了全部逻辑设计和工程设计，
并立即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原叫无线

微型计算机的发展无疑是计算机在全球范围内走向普及的重要一步，其所涉及到
的技术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计算机技术水准的重要依据。
１９５８ 年，清华大学成立自动控制系，后来发展成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１９７３ 年 ５ 月，
当时主管我国计算机工业的四机部（后称电子工业部）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宣布成

电三厂）进行样机的生产和组装，接
着在清华大学进行各部件的调试和系
统总调试。７ 月，总调考核成功，８ 月
由四机部主持在清华大学召开了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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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 DJS-050

《人民日报》1974 年 9 月 2 日报道 DJS-130 小型多用计算机

会，通过了鉴定。《人民日报》头版公布了 ＤＪＳ－１３０ 机联合

什么。对微型计算机作用认识的缺乏，正是研究初期的最大

设计成功。之后很快在全国各地布点生产，主干厂有北京计

阻力来源。

算机三厂、上海无线电十三厂、苏州计算机厂、天津计算机

直到 １９７４ 年，国产微型计算机的研制开始。为加强研发

厂等，后来还有锦州计算机厂、山东潍坊计算机厂、云南计

力量，以具有丰富计算机设计开发经验的清华大学自控系朱

算机厂等先后生产了几千台之多。

家维老师为主组成了“ＤＪＳ－０５０ 微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研

清华计算机系经过近 ２０ 年的发展，到 １９７７ 年已经具有

发组，朱家维、程俞荣与安徽无线电厂的林勋准（后任深圳

了相当规模，拥有计算机等多个专业，创造了新中国的多个

信息局局长）、程锦松、电子部六所钱乐军（清华大学校友，

第一。也正是这一年的 ４ 月，清华大学、安徽无线电厂和电

后任长城集团副总裁）、李德煌（清华大学自控系 １９７０ 届校

子部六所组成联合设计组成功研制了 ＤＪＳ－０５０ 微型计算机。

友）组成联合领导小组开始研发工作。通过对 Ｉｎｔｅｌ８００８ 等芯

这是国内最早研制生产的 ８ 位微型计算机。清华大学负责 １５

片的显微镜分析发现，国产微型计算机的研究核心在于国产

种 ４０ 片一整套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其他两个单位负

微处理器芯片的研制，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基础和装备

责外设与整机研制。该机字长 ８ 位，基本指令 ７６ 条，直接寻

正是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经过研究后，研发组将 ８ 位微

址范围 ６４Ｋ 字节，最短指令执行时间 ２μｓ（微秒）。该机与

处理器分解为 １５ 种组件，由 ３１ 片电路组成中央处理器。以

Ｉｎｔｅｌ 公司 ８０８０ 系列微型计算机完全兼容，也是国内使用较

此来应对碰到的问题。

多的机型。
１９７１ 年 美 国 Ｉｎｔｅｌ 公 司 发 表 了 ４００４ 微 处 理 器， 这 是 世

经过两年的努力，１９７７ 年样机成功研制，并通过了国家
计算机工业总局主持的鉴定。ＤＪＳ－０５０ 字长 ８ 位，基本指令

界 上 最 早 的 ４ 位 微 处 理 器，１９７３ 年 Ｉｎｔｅｌ 又 推 出 了 ８ 位 的

６４ 条，时钟主频 １５０ｋＨｚ，ＲＯＭ２Ｋ，配有小键盘（５４ 个干簧键），

８００８、８０８０ 微处理器，促使很多公司相继投入微处理器的

小打印机（６４ 种字符，每行 ２４ 个字符，重 ７．５ 公斤），小光

研发。而国内对投入微处理器研发的必要性尚存在很大争议

电机（重 ３ 公斤）。１９８４ 年中国计算机工业概览将 ＤＪＳ－０５０

和阻力，主要倾向于投入小型机和大型计算机的研发。记得

列为我国自制的第一台微型计算机。以此为基础，１９８５ 年 ６ 月，

１９７２ 年，外交部某领导从国外带回一部科学计算器，但国内

中国第一台中文化、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微型计算机——

有的专家认为：我们已可制出百万次计算机，这种小玩意算

长城 ０５２０ＣＨ 诞生，国产微型计算机蓬勃发展。

什么是微型计算机
简称“微型机”、“微机”，也称“微电脑”。由
大规模集成电路组成的、体积较小的电子计算机。由微
处理机 （ 核心 ）、存储片、输入和输出片、系统总线等组成。
特点是体积小、灵活性大、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微型
计算机 （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是指以微处理器为基础，配以
内存储器及输入输出 （Ｉ ／ ０） 接口电路和相应的辅助电
路而构成的裸机。把微型计算机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即构
成单片微型计算机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ｈｉｐ 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长城 0520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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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银河落九天——国产巨型计算机的研制

慈云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巨型计算机就在国外初露锋芒，
显现出重要价值。１９７５ 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

从此，慈云桂的名字就与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紧紧地连在
一起。

巨型机研制提上了议事日程。１９７８ 年 ３ 月，邓小平同志亲自

１９６５ 年，４４１Ｂ／Ｉ 型机鉴定会刚刚结束，慈云桂就提出了

决断，把研制巨型机的任务交给国防科委，由张爱萍主任负

一个宏伟的目标：研制中国的集成电路计算机。原来，１９６４

责，而针对这一项具体的科研任务，一位在计算机领域早有

年 ４ 月 ７ 日，美国 ＩＢＭ 公司宣布制成世界上最早的集成电路

建树的科学家，成为了研制国产巨型计算机的不二人选，他

通用计算机 ＩＢＭ ３６０。它标志着世界计算机开始进入第三代，

就是慈云桂。

中国必须迎头赶上。１９７０ 年 ４ 月，百万次级集成电路计算机

早在 １９６４ 年末，国产半导体元器件研制成功，我国第一

研制任务正式下达，经过 ７ 年多努力，１９７７ 年夏，一台百万

台晶体管通用电子计算机——４４１Ｂ／Ｉ——诞生。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次级集成电路计算机“１５１－３”终于研制成功。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该机通过国家鉴定，连续运行 ２６８ 小时未发生任何故障，稳

二百万次集成电路大型通用计算机系统“１５１－４”在连续稳

定性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这项成果背后，离不开慈云

定运行 １６９ 小时之后，通过了国家的鉴定和验收，顺利地装

桂的战略眼光。当初他看到国际计算机发展的主流方向，果

上了“远望一号”科学测量船。

断要求停止电子管计算机研发，转而集中精力研究晶体管通
用计算机，才有了这一成果的尽快问世。

早在接受巨型计算机研制任务之前，慈云桂就已围绕巨
型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研。１９７８ 年，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 ５ 日生于安徽省桐城的慈云桂，在大学毕业

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慈云桂。慈云桂果断接受重托，并代表研

后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之后分配到清华大学物

究团队表示：
“每秒运算一亿次一次不少；研制时间一天不拖；

理系。１９５７ 年夏，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科学家专攻数字电

预算经费一分不超。”在这次的研究团队里有许多跟随他多

子计算机项目，正在前苏联和东欧访问的慈云桂也包括在内。

次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其中有周兴铭院士、陈火旺院士、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他带领一个 ８ 人小组住进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

卢锡城院士等，他们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设计出

科院计算所，经过日夜奋战，模型试验告捷。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８ 日，

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主流巨型机兼容的中国亿次巨型机

一台代号为“９０１”的样机在哈尔滨诞生，这是我国第一台电

总体方案。组织精兵强将攻关，在新技术、新工艺、新理论

子管专用数字计算机，并作为向国庆十周年敬献的礼物在北

的探索中，终于使“银河”亿次巨型机比国际主流巨型机在

京展出，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朱德、陈毅元帅等的高度赞扬。

许多方面有了创造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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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毕德显、孟昭英、慈云桂和刘盛纲四院士合影

银河计算机一景展示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由张爱萍将军命名为“银河”的亿次计

要作用。除了“银河”系列，我国还自主研发了“曙光”系

算机系统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顺利通过国家鉴定，主机平均

列和“神威”系列巨型电子计算机。其中由清华电机系校友

无故障运行时间长达 ４４１ 小时，远远超过鉴定大纲的要求，

金怡濂院士主持研发的“神威”计算机在 ９０ 年代使得我国巨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银河亿次机研制成功。这使得我国跻

型计算机运算速度得到了飞跃，运算速度达每秒 ３８４０ 亿次。

身于世界巨型机的研制行列，标志着我国计算机技术已经发

首先在国家气象中心投入使用。“神威”计算机先后安装在

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聂荣臻在庆祝银河一号研制成功的贺电

北京高性能计算机应用中心和上海超级计算机中心，广泛运

中指出：“我们白手起家干科学技术，凭着革命热情，凭着

用于新药筛选、石油探测、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材料工程、

科学态度，硬是自己动手向这些尖端技术进军。当时我们的

环境科学等领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曙

口号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们的办法就是集中力量，

光”系列巨型计算机的研制与产业化使得我国巨型计算机在

大力协同。这就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

商业化，低能耗等方面逐渐步入成熟。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在此之后，“银河 ＩＩ”于 １９９２ 年诞生，其运算速度为每

第一台国产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在湖南长

秒 １０ 亿次；“银河 ＩＩＩ”于 １９９７ 年通过国家鉴定，其运算速

沙亮相，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能够自主研制

度为每秒 １３０ 亿次。我国巨型计算机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些

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国家。担任“天河一号”常务副总设

巨型计算机的应用，使得我国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得到了具体

计师的廖湘科，也是清华计算机系的校友。

保障，为我国尖端科技及关系民生的许多领域的发展起到重
中国巨型计算机的发展历程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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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 年

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银河Ⅰ型亿次巨型机系统成功问世。

１９９２ 年

曙光投入 ２００ 万元研制曙光一号。随后，曙光一号、曙光 １０００、曙光 ２０００、曙光 ３０００、曙光 ４０００ 相继问世。

１９９４ 年

银河Ⅰ的换代产品银河Ⅱ在国家气象局正式投入运行，其系统性能达每秒 １０ 亿次，大大缩短了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１９９７ 年

银河Ⅲ并行巨型计算机在北京通过国家鉴定，峰值性能为每秒 １３０ 亿浮点运算。

１９９９ 年

神威Ⅰ计算机通过了国家级验收，并在国家气象中心投入运行。

２０００ 年

由 １０２４ 个 ＣＰＵ 组成的银河Ⅳ超级计算机系统问世，峰值性能达到每秒 １．０６４７ 万亿次浮点运算。

２００２ 年

世界上第一个万亿次机群系统联想深腾 １８００ 问世。

２００４ 年

曙光 ４０００Ａ 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研制 １０ 万亿次商品化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

２００７ 年

中美超级计算巨头曙光、Ｃｒａｙ 巅峰会首，曙光启动新的研发计划。

２０１０ 年

天河一号计算机荣登高性能计算机 ＴＯＰ１００ 排行榜首。

信息产业

姚期智主持理论计算机中国论坛

珠箔银屏迤逦开——清华理论计算机与电子科学的发展
姚期智与清华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
２００４ 年的 ９ 月，一位生在上海、长在台湾，却在美国接

的学生。２００６ 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有 ３ 篇论文入选理论计

受了 ３６ 年熏陶的华裔计算机科学家走入清华园，开始了他在

算机科学领域最顶级学术会议 ＦＯＣＳ，不仅实现了国内学者

清华教书育人的生涯，他就是姚期智。

在该会议上“零的突破”，入选篇数甚至超过了美国计算机

姚期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全世界第一位亚裔图灵奖获

科学领域的“超一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得者。１９６７ 年，姚期智带着自己的行囊走进了哈佛大学，追
随导师格拉肖（Ｓｈｅｌｄｏｎ Ｌｅｅ Ｇｌａｓｈｏｗ，１９７９ 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开始了自己的物理世界探索之旅，２６ 岁转而投向
方兴未艾的计算机技术，曾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
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等著名学府担
任教授，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在数据组织、基于复杂性的
伪随机数生成理论、密码学、通信复杂性乃至量子通信和计
算等多个尖端科研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而独到的贡献。２０００
年，５４ 岁的他被美国计算机协会（ＡＣＭ）授予图灵奖。
针对发展中国家在教育、科研事业当中存在的问题，姚
期智曾以登山为喻：“登山的时候要先有一个人攀登到山顶
上，其他的人才能够上来，这种渐进的方式比较适合中国现
在的情况。”作为在国际一流大学长期任教的教授以及在计
算机理论领域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姚期智教授出任清华大
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学术委员会主任和首席
科学家，立即承担起建设世界一流的清华大学信息科学的重
任，组织筹建国家实验室。在清华的 ６ 年多时间里，姚期智
亲自主持创建了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为清华
大学在相关领域的科研与教学实力进行了很大的补充，也为
我国在理论计算机方面的研究注入了很强的动力，中心下设
的理论计算机实验班更是培养了一大批在相关领域潜力无限

清华电子科学研究近况
发端于 １９３２ 年的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简称电子系）前
身为电机工程系电讯组，１９５２ 年秋建系，始称无线电工程系，
有着优良的传统。电子系在近 ８０ 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许多
重大的科研成果与教学创新，其中一大批技术为嫦娥探月工
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与发展起到关
键作用。电子系教授丁晓青所主导的文字与人脸识别技术研
究便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她带领研究组最早全面解决了
结构复杂、字形多变、超大字符集合的印刷体和脱机 ／ 联机
手写汉字识别，并且解决了自动复杂版面分析和原文电子重
构难题，继而研发成功国际领先的日、韩和阿拉伯文档识别
系统、首创我国汉英统一平台上的主要少数民族文字（蒙、藏、
维、哈、柯、朝）文档识别系统。
与此同时，电子系相关技术组较全面地解决了汉字及其
他各种文字文档的识别问题，攻克了文字自动计算机输入的
信息化壁垒。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工作期间，
特别考察、参观了位于长沙市的清华 ＴＨ－ＯＣＲ 文字识别科
研成果应用基地。其间仔细观看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师
彭良瑞演示的“蒙藏维哈柯朝民族文字文档综合识别理解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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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表现出了对文献数字化技术的重视与支持，他说：“把
文献数字化并进行整理，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你们用高科
技手段，对历史文献、精神文化产品进行整理传播，这是一
个很有市场前景、具有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产业，有关部门应
高度重视，给予大力支持。”。
文字识别之外，近年来许多重要工程中，都有清华电子
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嫦娥二号工程中，清华分别研制了卫
星 ＬＤＰＣ 编码器、卫星中央处理单元检测设备、卫星数管检
测设备、整星遥测前端测试设备，以及两套地面 ＬＤＰＣ 译码
遥测终端及相关设备，分别安装于嫦娥二号卫星和青岛、喀
2004 年 9 月，在国际人脸认证竞赛中，丁晓青教授研究组夺冠

什测控站；执行任务时，清华研发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和青岛、喀什测控站全程参与了技术保障，为探月工程
做出了应有贡献。

极目楚天舒——看下一代互联网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在网络发展水平上却处于

然基金委的支持下，
“中国高速互联研究实验网络（ＮＳＦＣｎｅｔ）”

相对劣势，２００９ 年底平均每位中国内地网民分到中国国际互

项目启动，建设了我国第一个地区性下一代互联网试验网络。

联网的干线带宽是 ２．３ Ｋｂｐ，香港是 ２４．５ Ｋｂｐ，内地上网平均

该项目连接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

速度是 ８５７ Ｋｂｐ，香港是 ８．６ Ｍｂｐ，内地是香港水平的 １／１０，

科院、国家自然基金委等 ６ 个节点，并与世界上下一代互联

而香港并不是全球最高水平的城市。在 ＩＰ 地址数方面，中国

网连接。２００１ 年该项目通过鉴定验收，下一代互联网研究

ＩＰｖ４ 地址数量只占全球的 ７％，平均每个中国网民只有 ０．６ 个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国家“８６３ 计划”

ＩＰｖ４ 地址，导致 ＩＰ 地址严重匮乏，由此可见中国急需发展

资助了 ＣＡＩＮＯＮＥＴ 项目，依托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下一代互联网，而发展 ＩＰＶ６ 也是中国的一个必然选择。

ＣＥＲＮＥＴ，由清华大学等单位建设和运行的大规模 ＩＰｖ６ 实

各国对下一代互联网的定义各有不同，但为大家所公认
的特点有以下几点，首先必须采用 ＩＰｖ６ 协议，使下一代互联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

网具有非常巨大的地址空间，网络规模将更大，接入网络的

工程 ＣＮＧＩ 示范网络核心网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

终端种类和数量更多，网络应用更广泛；其次 １００Ｍ 字节／

目正式启动。国家同意由 ＣＥＲＮＥＴ 建设中国下一代互联网

秒以上的端到端高性能通信；并且可进行网络对象识别、身

示范工程中最大的、也是唯一学术的核心网 ＣＥＲＮＥＴ２。而

份认证和访问授权，具有数据加密和完整性，实现一个可信

ＣＥＲＮＥＴ２ 主干网基于 ＣＥＲＮＥＴ 高速传输网，其网络中心

任的网络；此外，下一代互联网必须具备更加及时、方便、

就设在清华大学。

有效、可管理等特点。
清华大学在下一代互联网领域的研究起步很早。１９９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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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网络。

２０１０ 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吴建平教授获得国际互联
网界最高奖乔纳森·波斯塔尔奖。在颁奖仪式上，国际互联

清华大学依托 ＣＥＲＮＥＴ，建设了中国第一个 ＩＰｖ６ 试验床，

网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Ｌｙｎｎ Ｓｔ． Ａｍｏｕｒ 女士说，“二十年

应该说，这是中国开始下一代互联网最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前，吴博士就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及其在中国

１９９９ 年，即开始试验分配 ＩＰｖ６ 地址。 ２０００ 年底，在国家自

未来社会改革、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信息产业

下一代 IPv6 主干网 CERNET2

他带领团队持之以恒地努力工作，先后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国家学术网 ＣＥＲＮＥＴ 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纯 ＩＰｖ６ 试验网
ＣＮＧＩ－ＣＥＲＮＥＴ２，在互联网体系结构设计和管理、路由和
交换、真实 ＩＰ 寻址和过渡技术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积极推
动了中国互联网技术进步和发展，并且对全球互联网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吴建平教授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
一时期清华在同领域的研究成果与贡献。
“随着全球规模最大下一代互联网在我国的正式开通，
也标志着我国在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研究上获得突破。
“我
们用的关键设备中，一半以上是国产设备。”吴建平教授说。
吴建平获得互联网界最高奖

ＩＰｖ６ 核心路由器是用于下一代互联网建设的关键技术设备，
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掌握其核心技术。由清华大学计算机
系和清华紫光比威公司共同研制成功并应用的下一代互联网

验室的建设目标是针对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需求，建立核心

的核心路由器———ＢＥ１２０１６，可望成为我国下一代互联网

网技术研发、测试和试验平台，开展关键技术以及运营管理

示范工程中具有竞争力的国产设备。这标志着我国已基本掌

技术研究，推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试验、应用示范和产品开

握了下一代互联网的核心路由器关键技术，对于保障我国互

发，提高我国下一代互联网核心网的运行和管理技术水平。

联网的安全运行和服务水平，提高我国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
中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下一代互联网核心网国家工程实验
室在清华揭牌。由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担任实验室主任。实

正如吴建平教授所说：“在人类发展史上，火的使用是
野人与文明人的分界线，下一代互联网对我们的意义与影响，
就如火的使用。”下一代互联网也必将点燃领跑新时期中国
计算机产业发展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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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数据包

ＣＮＧＩ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理平台，相应的下一代研究和开发也都可在这一平台上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即为 ＮＧＩ。ＣＮＧＩ 项目的目标是

进行试验，目标是使之成为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平

打造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的基础平台，这个平台不仅是物

台及中外合作开发的开放平台。

ＣＥＲＮＥＴ２
ＣＥＲＮＥＴ２ 中文意为第二代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是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ＣＮＧＩ 最大的核心网和唯一

ＩＰｖ６ 高速接入服务，并通过中国下一代互联网交换中心
ＣＮＧＩ－６ＩＸ， 高速连接国内外下一代互联网。

的全国性学术网，是目前所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采用纯

ＣＥＲＮＥＴ２ 主干网采用纯 ＩＰＶ６ 协议，为基于 ＩＰｖ６ 的下

ＩＰｖ６ 技术的下一代互联网主干网。ＣＥＲＮＥＴ２ 主干网将充分

一代互联网技术提供了广阔的试验环境。ＣＥＲＮＥＴ２ 还将部

使用 ＣＥＲＮＥＴ 的全国高速传输网 ， 以 ２．５Ｇｂｐｓ ～ １０Ｇｂｐｓ 传

分采用我国自主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上先进的

输速率连接全国 ２０ 个主要城市的 ２５ 个 ＣＥＲＮＥＴ２ 核心节点，

ＩＰｖ６ 核心路由器 ， 将成为我国研究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开

实现全国 ２００ 余所高校下一代互联网 ＩＰｖ６ 的高速接入，

发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的重大应用、推动下一代互联网产

同时为全国其他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提供下一代互联网

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设施。

下一代互联网有什么用？
下一代互联网是指在现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经过技术

人均可以分配到 １００ 多万个 ＩＰ 地址，到时侯，你可以把

升级的新一代互联网。从速度看，它要比现在的互联网

家里的所有的家具家电分别设置一个 ＩＰ 地址，通过手机

快 １０００ 倍以上，任何普通互联网用户的速度都可以达到

或电脑随意控制。

１００ 兆，下载一部 １Ｇ 的电影只需要 １０ 秒钟，而在 ＩＰ 地

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同以往的其他划时代技术一样，

址数量更是能比现在增加上百万倍。高清视频会议等将

同样会引导整个产业的一场重新洗牌，新的应用于公司

全面普及。

将会兴起。与此同时，各个国家的实力对比也会因这项

目前我们使用的互联网可以提供的 ＩＰ 地址只有大约
４０ 亿个，人均不足一个，而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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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发展而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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