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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以来，历经演变和拓

展，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对行业和领域的格局、秩序和体系具

备重构能力技术的统称。颠覆性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

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竞争前沿。持

续深入开展好战略研究，尽早识别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在我

国当前由大变强、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科技强

国”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对颠覆性

技术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和落实指

示要求，2016年8月25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

“创新战略院”），目的是联合国内单位组织开展持续、系

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为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

颠覆性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展现国内外对颠覆性技

术的相关观察与思考，在工程院和中物院的领导和指导下，

创新战略院和“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

目项目组决定编辑出版《颠覆性技术快报》，期望能为决策

层提供有益参考，为同行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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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可编程的256量子比特量子模拟器

物理学家展示了一种大规模、可编程的量子模拟器，具有精确排列的256个量子

比特的二维阵列。该系统由哈佛大学领导的团队设计，使用高度聚焦的激光束阵列来

捕获单个原子并将它们拖到理想的排列中。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描述的这种设

计标志着在设计更大、更可靠的量子计算机的全球竞赛中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并且

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显著提高它们的适用性。在他们未来的研究中，物理学家的目标是

进一步升级他们的设置，通过更好地控制每个单独的镊子光束并使系统更具可编程

性。这些改进可以为各种应用铺平道路：包括研究强相关量子物质的先进新方法，设

计适合运行高效量子算法的硬件，以及解决计算和测量中具有挑战性的现实问题。

（physicsworld.com网站 2021年7月22日） 

前沿动态

谷歌创造出毫秒级时间晶体

8月13日消息，谷歌声称其已经与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合作

开发出一种“可扩展方法”，能够利用公司的 Sycamore 量子计算机来创造毫秒

级的时间晶体。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物相突破了现行物理学，或将大幅提高计

算机处理能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量子计算领域有望迎来新突破。今年7月，

这个由 100 名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在研究共享平台 Arxiv.org 上发表了一篇论

文，详细描述他们用 20 个量子位元组成的阵列创造出时间晶体。根据这篇论文的

说法，科学家在实验中应用让量子位元上下自旋的算法，从而产生一个可以持续

“无限长时间”的可控系统。时间晶体由空间中的原子在时间上以重复模式排列

而成。这种设计使它们能够能量守恒的情况下随时间演化。由于整个时间晶体的

持续演化，因此也不需要太多能量输入就能维持自身的稳定性。这种新物相可能

对原本依赖极其脆弱量子位元的量子计算机有用。(颠覆性技术情报与决策支持平

台 202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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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对AI研究所的支持扩展至40个州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对AI研究所的支持扩展

至40个州。

今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公布了将建立11个新的国家人工智能（AI）研究所的计

划。作为2020年投资7个研究所的后续计划，总计2.2亿美元的投资将使AI研究所能够

覆盖40个州。这些研究所主要研究基于AI的先进技术。这些技术能够给生活带来诸

多改变，例如能帮助老年人独立生活、提高他们的护理质量；提供基于AI的“插入

即播放”技术；为提高农业产量，改进食品供应链提供方案；促进成人在线教育；提

高对从基础教育到理工博后教育，特别是在AI研究领域中的少数群体的支持等。

由NSF领导，与美国农业部粮农司（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美国国土安全部（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谷歌、亚马逊、英特尔等机构与公司合作，这些国家AI研究所将作为一

张国家尺度的研究网络的连接中心，促进对经济、科学、工程、食品安全、下一代先

进网络等颠覆性技术的研究。

此次公布的11个研究所将集中于如下几个领域：

人类-AI互动与合作、AI最优化、AI与先进网络基础设施、计算机与网络系

统中的AI、动力系统中的AI、AI增强学习、农业与食品领域中的AI驱动创新等。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网站 2021年7月29日）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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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玻璃膜表现出奇异的液相

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液相，当超薄膜玻璃直接沉积在冷却的基板上

时，就会产生这种液相。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Zahra Fakhraai 的带领下，研究人员使

用强 X 射线源揭示了薄膜中极其致密、高度稳定的结构，这些结构在一定温度以上

转变为更传统的散装液体。

玻璃通常在材料从熔融状态快速冷却时形成。在某个转变温度以下，这种过冷液

体 (SCL) 中的分子会减慢速度，从而使材料的结构固化。结果是一种物质与结晶固体

具有相似的特性，但原子处于无序配置，更类似于液体。

如果玻璃经受高于其转变温度的温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材料逐渐松弛成液

滴和有序晶体等结构，热力学效应会促使其分子结构进入平衡状态。尽管这种效应在

块状玻璃中受到限制，但对于由过冷液体形成的超薄纳米级玻璃薄膜而言，它带来了

更多问题。由于它们的低转变温度，这些有用的材料随着年龄的增长容易形成液滴和

晶体，从而抑制了小尺寸特征的能力。为了规避这个问题，Fakraai 的团队使用了一

种称为物理气相沉积 (PVD) 的技术。在这里，当分子沉积到基板上时，固体薄膜直

接由气体形成。通过将基板保持在玻璃的转变温度以下，该团队确保分子保持足够的

移动性以重新排列自己，从而在它们放松到平衡状态时采用更稳定的配置。结果是一

种高度稳定的玻璃膜，其结构除非经过数百万年的老化，否则无法通过传统技术实

现。为了更详细地研究这种玻璃膜的结构，Fakraai 及其同事使用了布鲁克海文国家

实验室的国家同步加速器光源 II 产生的极其强大的 X 射线。通过这项分析，该团队

发现 PVD   方法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液体。这种液体出现在 25 到 55 纳米厚的薄膜中，

在转变温度比普通 SCL 转变温度低大约 35 K 时，会发生相转变为典型的大块液体。

有趣的是，这种奇异的新相非常致密，分子紧密地堆积在一起。

在未来的实验中，Fakraai 的团队希望更详细地研究这种独特相变的参数。这些

发现可以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眼镜的整体行为。随后，对现有理论的改进可以作为开

发新的、更先进的玻璃基材料的预测平台。该研究发表在 PNAS 上。（physicsworld.

com 网站 2021年8月9日）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7 (TOTAL 48) in 2021 4

前沿动态

IPCC最新气候报告指出减排的迫切性

2021年8月9日，IPCC发布了气候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参与报告撰写的美国劳伦

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指出地球上二氧化碳吸收体的作用在逐步减弱，未来

排放的温室气体会以更大的比例进入大气。在第六次报告中一些短效影响气候的化学

物质，如甲烷等被在报告中单独评估。同时报告评估了新冠疫情对全球气候的变化，

指出2020年相比于2019年有7%的二氧化碳减排。 

IPCC报告全文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1/#FullReport（LBL.gov网站 2021

年08月09日）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内置谐振器的采用能够在非常大的限度内吸收外界的振动。

在这项研究中，Harne 和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前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生 Sih-Ling Yeh 

将谐振器切割成矩形亚克力板。他们的研究发表在 2021 年 10 月的《薄壁结构》杂志

上，该研究首次考虑了如果将谐振器直接切割成材料用于减震。在之前的研究中，苏

黎世ETH大学的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一种晶格结构，能够用于吸收很大的频率范围内振

动，同时也可用作承重部件来吸收工程应用，如螺旋桨、转子和火箭中，最不受欢迎

的可听范围内的振动。例如他们使用 3D 打印机用塑料制作了晶格结构，同时在晶格

内部，他们嵌入了比骰子更小一些的钢立方体，用作谐振器。从理论上讲，用铝和其

他轻金属代替塑料来建造这样的谐振结构也是可能的。（Phys.org网站 2021年8月3日）

内置振动控制可能有助于空间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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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届TOP500全球超算榜单最新发布，对比上一次评比（2020年11月），这次

排名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内容如下：日本超算Fugaku仍位居榜首，Linpack测试分数

为每秒442千万亿次浮点运算（即442PF），超过排名第二的美国Summit系统三倍。

Fugaku基于富士通定制的ARM A64FX处理器。更重要的是，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中

经常使用的单精度或进一步降低的精度中，Fugaku的峰值性能实际上达到了每秒百亿亿

次级浮点运算（即1exaflops）。这一成绩导致有人将其介绍为第一台“百亿亿次级”超

算。另外，Fugaku还在同时发布的HPCG、Graph500和HPL-AI基准测试中保持领先。

前十中唯一的新面孔是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国家能源研究科

学计算中心（NERSC）的Perlmutter系统。该系统以64.6PF的Linpack测试分数位列第

五。Perlmutter基于HPE Cray“Shasta”平台和一个同时具有GPU加速节点和纯CPU节

点的异构系统（具体地，受AMD Milan CPU和NVIDIA A100 40GB GPU驱动，并通过

HPE Slingshot技术连接）。

EuroHPC系统上榜：8个EuroHPC系统中有四个如期交付并首次上榜。由于其中

两个系统各有两个分区，故本次榜单上出现了六个系统：Vega（排名第106位，分数

为3.8PF），MeluXina加速模块（排名第36位，分数为10.5PF），MeluXina集群模块

（排名第230位,分数为2.3PF），Karolina GPU分区（排名第69位，分数为6.0PF），

Karolina CPU分区（排名第149位，分数为2.8PF）。

其他亮点：

所有上榜系统的综合性能总计为2.79 exaflop/s，上次评比时是2.43 exaflop/s。上榜

系统的最低测试得分为1.51PF（前100位系统的最低分数为4.12PF）。最后一位上榜系

统在上次评比时排名第452位。共有147个上榜系统使用加速器/协处理器技术。上榜系

统的平均并发水平为每个系统153852个核心，上次评比时为144932个。Intel继续为榜

单上绝大多数的系统（86.4%）提供处理器，但相比上次评比时的91.8%，有所降低。

同时，使用AMD处理器的系统比例从上次的4.2%上升至96%（48个系统）。

榜单上中国的系统数量明显下降，从212下降至186，但仍处于领先。美国的系

统有所增加，从113到123个。美国机器的总性能为856.8PF，而中国机器的总性能为

445.3PF。在前100位的系统中，美国份额最高（33个），日本次之（19个），随后是

德国（11个），中国（3个，都不是新系统）。在上榜的58个新系统中，美国16个，

第57届TOP500全球超算榜单发布

前沿动态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7 (TOTAL 48) in 2021 6

前沿动态

中国8个（全部来自联想），德国7个，日本5个。

系统互连的种类也没有太大变化，大约一半的系统（245个）仍然使用Ethernet，大

约三分之一的系统（169个）使用Infiniband，不到十分之一（42）的系统使用OmniPath
互连，只有一个系统使用Myrinet。使用自定义互连的系统有37个，而专有网络有6个。

微软Azure作为四个基于云的集群的制造商首次登上TOP500榜单，其集群在榜单

上排名第26位至29位。这四台机器中每一台的基准测试分数都是16.6PF，它们基于

Azure NDv4集群。这是一种Nvidia HGX设计，利用了8个NVIDIA A100 GPU和两个

AMD EPYC Rome 48核处理器，并通过200Gbps HDR InfiniBand互连。另一个云提供

商Amazon Web Services通过其客户Descartes实验室刷新了其在列表中的排名（目前位

列第40）。（TOP500网站 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电动汽车时代面临电池材料挑战

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宣布，其目标是在

2035年前停止销售汽油动力和柴油动力车型。总部位于德国的奥迪（Audi）计划在

2033年前停止生产此类车辆。许多其他汽车跨国公司也发布了类似的规划目标。根据

伦敦的BloombergNEF（BNEF）咨询公司的数据，即使没有新的政策或法规支持电动

汽车，2035年全球乘用车销量的一半将是电动的。国际能源机构（IEA）今年5月宣

布，这一大规模的工业转型标志着“从燃料密集型能源系统向材料密集型能源系统的

转变”。在电动汽车时代即将到来时，材料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减

少电池中稀有、昂贵或有问题的金属，因为电池的开采会带来恶劣的环境和社会成

本。另一个目标是改善电池回收，使废旧汽车电池中的贵重金属能够有效地再利用。

（Nature网站 202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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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能源在荷兰“零碳未来”中起到重要作用

据荷兰海洋能源中心（D M E C）首席执行官布里塔 ·沙夫迈斯特（B r i t t a 

Schaffmeister）称，海洋能源对于荷兰实现“零碳未来”起着重要作用，其可以产

出100吉瓦（GW）的可再生能源，并产出足以达到欧洲电力消费10%的电力。这

相当于荷兰、法国、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所有家庭的日常电力需求。在

世界各地，有不同类型的技术用于开采各式各样的海洋能源，其中包括潮汐能、波

浪能、盐度差异能（蓝色能量）和温度差异能（海洋热能转换）。DMEC是推出海

洋能源解决方案的加速器。通过推进创新、调动资本和制定政策，DMEC为各种市

场创造了多用途能源解决方案。布里塔指出，未来一些地区可能100%使用海洋能

源，其他地区将混合使用太阳能、风能和海洋能源。到2050年，河流和海洋产生的

电力能够以一种成本效益合理的方式为荷兰电网的电力供应和平衡产出相当大量的

吉瓦。（Innovation News Network 网站2021年8月16日）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新加坡）的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柔软和可伸缩的电

池，其可由人体汗水提供动力。这种新型的可拉伸汗液电池的原型由银片电极组

成，当汗水存在时，银片电极则可以发电。电池体积很小，只有2cm*2cm，固定

在一种可弯曲的吸汗织物上，这种织物具有弹性，可以连接到手表、腕带和臂带等

可穿戴设备上。这项研究已发表在《科学进步》杂志上。一项汗水动力电池的专利

申请已经通过南洋理工大学下属创新公司NTUitive提交。与大多数传统电池不同，

这种可伸缩电池不含任何重金属或有毒化学物质，也不含有害于环境的不可持续

材料。因此，这种更可持续的电池可以减少有害的电子废物。（Innovation News 

Network 网站2021年8月16日）

研究人员开发出可由汗水发电的可伸缩电池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7 (TOTAL 48) in 2021 8

前沿动态

《英国创新战略：创造未来以引领未来》出炉

2021年7月22日，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公布《英国创新战略：创造未来

以引领未来》（UK Innovation Strategy: Leading the future by creating it）。该战略的

目的是通过加速创新提高英国经济生产率、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英国从

COVID-19的影响中快速恢复。该战略重点关注英国如何通过充分利用研发和创新体

系来支持私营部门创新。战略还提出了英国政府的创新愿景：到2035年，使英国成为

全球创新中心。该战略提出了实现创新愿景的4个行动支柱，分别是为创新企业提供

动力、使英国成为创新人才最向往的地方、确保英国的研发和创新机构满足英国各地

企业和场所的需求。（颠覆性技术情报与决策支持平台 2021年8月18日）

美国宇航局宣布核热推进反应堆概念设计

NASA 正在与美国能源部 （DOE） 合作，推动一项推进太空核技术的努力。政

府团队为核热推进系统选择了三个反应堆设计概念提案。该反应堆是核热机的关键部

件，它将利用高含量低浓缩铀燃料。

这些合同将通过DOE的爱达荷国家实验室 （INL） 授予，每份价值约为 500 万

美元。他们为各种可帮助深空探索的，特定性能要求设计策略的开发提供资金。

与化学火箭相比，核推进提供了更高的推进效率。它是一种用于火星乘员和货运

任务以及外太阳系科学任务的潜在技术，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实现更快、更强大的任

务。（NASA网站 202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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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子化合物（如含能材料、药

物、有机半导体和食品添加剂等）的开

发由设计、合成、结晶、表征和性能测

试循环驱动，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且成本

高昂的爱迪生式过程。几十年来，人们

一直希望能够依据化学结构且在合成前

先验的预测分子化合物的整体结晶特

性，减少新化合物的开发时间。然而，

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难以实现，

因为分子化合物的整体特性通常受到晶

体结构的显著影响，因此，分子晶体结

构及其晶体特性的确定仍然是新分子化

合物开发的主要实验工作和瓶颈。

为了加快新分子化合物的开发，美

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
研究了利用机器学习（ML）方法直接学

习分子化合物的化学结构与体晶体特性

之间的关系，并在没有晶体结构信息的

情况下进行预测。虽然已有多种机器学

习方法用于预测分子级特性，包括能级

和亲脂性，然而却很少有利用机器学习

方法来预测分子化合物的体晶体特性。

图1概述了与新分子化合物开发相关的典

型过程，并突出了LLNL提出的机器学习

方法如何为耗时的合成、结晶和表征步

骤提供捷径，而这些步骤通常是了解新

分子化合物晶体特性所必须的。

图1蓝色箭头表示研究新分子化合物
的典型过程，绿色箭头表示机器学习可
以加速新分子开发的各种可能捷径。

结合实验室任务特点，LLNL着重研

究对高能炸药（HE）晶体密度的预测，

因为高能炸药的密度与爆速直接相关，

这是评估高能炸药候选材料的一个重要

性能指标。为了克服将机器学习应用于

化学领域的挑战，即确定如何更好地将

分子特征化为机器学习模型的输入，无

论是专家手工标记的特征还是通过图神

经网络模型学习的分子表示，LLNL结

合多种机器学习模型评估了这两种类型

的表示，并预测了从剑桥结构数据库

（CSD）中收集的类高能炸药分子晶体

密度。研究发现，基于消息传递神经网

络（MPNN）模型通常表现最佳，在预

测晶体密度方面优于当前最先进的方

法。

通常在高能炸药领域，如果密度预

测误差小于0.03g/cm3，则认为预测“优

秀”；误差在0.03-0.05g/cm3之间，则认

美核武器实验室利用机器学习加快高能炸药材料设计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信息中心情报研究室

章   雷

观点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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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测是“有用的”；误差在0.05-0.10g/
cm3之间，则认为预测“勉强可用”；误

差大于0.10g/cm3，则认为预测是“欺骗

性的”。目前获得密度近似值的最佳方

法是通过基于量子力学的密度泛函理论

（DFT）计算。对于含180个C、H、N和

O的高能炸药分子，基于量子力学的方

法获得了41.1%的预测结果在0.03g/cm3

范围内，21.7%的预测结果在0.03-0.05g/
cm3之间。然而，这种方法由此产生了超

过三分之一的预测误差为0.05g/cm3或更

大。相比而言，MPNN模型有61%的预

测为“优秀”，即误差小于0.03g/cm3，

83%的误差小于0.05g/cm3。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对于TATB，一种重要的测试高

能炸药分子，密度为1.93g/cm3。迄今为

止，现有的密度预测方法在准确预测该

分子的密度方面面临挑战，产生的误差

超过0.1g/cm3；然而，利用MPNN模型的

预测值为1.95g/cm3、预测误差为0.02g/
cm3，其余机器学习模型对该分子的预测

误差大于0.09g/cm3。尽管尚不清楚为什

么MPNN能够更好地在这种高密度范围

内进行泛化和预测，但这一结果对于像

MPNN这样的基于神经网络的方法来说

非常令人鼓舞，并表明机器学习到的分

子表示可能会比手工标记的分子特征捕

捉到更多的微妙之处。

虽然基于MPNN模型比其他机器学

习模型（如随机森林和偏最小二乘回

归）具有更好的预测性能，但其算法结

构使得难以在研究人员可以控制的更高

级别特征的背景下进行解释，LLNL也对

提高MPNN较差的泛化性进行了研究。

鉴于计算预测分子晶体结构仍然具

有挑战性，因此从化学结构预测晶体特

性的能力显得特别强大。从这个意义上

说，预测晶体分子材料特性的能力也可

能有助于直接预测晶体结构的计算工

作，因为准确的特性预测，如密度，可

以显着减少潜在的晶体结构变量搜索空

间。更直接的是，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这

些模型来快速筛选高能炸药候选材料，

并且从长远来看，可以与生成模型结合

使用，以加快新分子材料的计算机辅助

设计。

近年来，随着以机器学习为主的人

工智能快速发展，其应用已遍布多个领

域。美国核武器实验室紧跟人工智能发

展步伐，主动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

遇，利用人工智能为科研工作赋能。如

上所述，LLNL已开始将机器学习应用于

实验室重要任务，其目标是发现新的顿

感高能炸药。并且，LLNL材料科学部已

规划将机器学习模型与生成模型结合使

用，以快速有效地搜索大型化学空间以

寻找高密度高能炸药候选材料，其愿景

是为材料科学家提供一套用于研究的预

测模型。这种将材料科学与机器学习融

合的新范式，推动了材料发现的前沿，

值得我们关注；同时，也应注意机器学

习与其他任务/学科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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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说明

（1）技术内涵

几十年来，尽管在摩尔定律的驱动

下晶体管的性能和集成度不断提高，但

存储器和数据总线的带宽却无法跟上晶

体管更新的速度。特别是在数据密集型

计算中，数据频繁传输造成的“存储

墙”问题愈发严重，严重影响了计算性

能的进一步提升。基于新型存算一体器

件的计算架构突破了冯 .诺伊曼架构的

局限，通过将存储器和计算单元结合实

现存内计算，从根本上避免了现行存算

分离架构中大量数据必须在存储芯片和

处理芯片之间频繁传输的问题，对突破

“存储墙”的限制，推动科学计算性能

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现有存算一体器件在通往高

性能计算应用的过程中仍面临着一项关

键的挑战：逻辑计算的可逆性。随着存

算一体器件研究的不断深入和逻辑计算

能耗的不断降低，计算的可逆性问题正

逐渐成为制约计算性能的重要瓶颈。信

息论原理表明，擦除1比特信息至少需

要消耗kBTln2的能量（kB为玻尔兹曼常

数，T为温度），即著名的von Neumann-

Landauer （VNL） 极限。现有逻辑架

构中的“与门”和“或门”等逻辑门在

每次运算中都会不可避免地删除一比特

的信息，造成无法避免的能量损耗，从

而导致芯片发热，限制了电路集成度和

计算速度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探索逻

辑器件和电路的可逆性对于克服VNL极
限，进一步提升计算性能十分重要。

存算一体和可逆计算都需要对现有的

冯诺依曼计算架构做出重要的调整，因此

在探索新型逻辑计算的器件、电路、乃至

架构时，将这两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通盘考

虑，可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合上述对存算一体和可逆逻辑器

件的分析，研究面向可逆计算的存算一

体器件进而验证其在低功耗计算方面的

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2）技术发展脉络

目前，以电荷型（如 D R A M 、

S R A M和F l a s h）和可变电阻型（如

RRAM、PCM和STT-MRAM）存储单

元为基础的存算一体器件得到了广泛的

关注，利用此类器件对向量–矩阵乘积

（Matrix Vector Multiplication）等运算

进行加速也得到了深入的探索，并在人

新型存算一体技术概述
信息与电子领域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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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中得到了很好的应

用。在可逆计算方面，IEEE Spectrum
最近刊文指出，随着VNL极限的逼近，

迫切需要加快探索新型可逆逻辑器件；

IEEE IRDS（国际器件与系统路线图，即

原国际半导体技术发展路线图）从2017
版开始，在Beyond CMOS部分中加入了

研究可逆逻辑器件的重要性。因此，亟

需探索能够实现可逆逻辑的存算一体器

件，从而克服芯片发热的物理极限，更

好地推动未来高性能计算的发展。

（3）技术当前所处的阶段

在DARPA的资助下，MIT的研究者首

先提出了Fredkin门这一能够实现完整布尔

逻辑功能的可逆逻辑门。近年来，研究者

们在超导量子干涉仪、量子光路、微纳机

电系统等体系中先后验证了可逆逻辑门。

其中，基于微纳机电系统的Fredkin门不受

超导所需的低温限制，且拥有量子光路所

不具备的高集成度和大规模单片制备的优

势，在实现存算一体的可逆计算器件方面

具有突出的潜力。

然而，虽然目前国内外对存算一体

与可逆计算均有所研究，但是将可逆计

算与存算一体结合还未见报道，属于开

拓全新的领域。

（4）对经济社会影响分析

这一技术对未来高性能计算计算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科学计算已

经被广泛应用于大分子结构计算、化学

反应仿真、核爆炸过程模拟、飞机气动

性能计算等。然而，即使是目前的超级

计算机，其计算能力仍然无法满足许多

需求，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学计算的应

用。例如在分子动力学仿真中，真实可

测量的研究体系往往包括了数以万亿计

的原子，但目前实现几十万原子级别的

计算已属不易；又如在飞机空气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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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面，由于结构的复杂性和流体力

学的强非线性，在研究中往往需要分部

件进行仿真，对最终结果的准确性带来

了很大挑战。目前，虽然通过计算方法

的优化能部分弥补计算机硬件性能的不

足，但软件的优化毕竟受限于硬件所能

实现的范围。因此，通过研究并开发面

向可逆计算的存算一体技术，有助于从

根本上解决不断增加的计算需求和有限

的计算能力之间的矛盾，有效地应对十

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超大规模科学计算的

需要。

2.技术演化趋势分析

（1）可能突破的关键技术点

1）基于新型信息材料的存算一体可

逆逻辑器件新结构

通过探索新型信息材料（例如低

维材料及其与现有电子薄膜材料的结

合），实现全新的信息器件新结构。通

过充分发挥并综合不同物理场对材料中

各自由度的调控作用、耦合作用，以及

器件结构的逻辑计算潜力，奠定信息存

储、可逆计算等一系列器件功能的物理

基础，为实现新型可逆计算的存算一体

器件提供全新的研究思路。

2）利用新型信息器件构建可逆逻辑

门的新思路

通过研究形成构建可逆Fredkin逻辑

门的新思路，并在多方面超越现有的室温

固态可逆逻辑器件实现方案：例如，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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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微机电谐振器需要较高频移电压的缺

点；或者，突破传统微纳机电开关在工作

状态始终需要施加控制电压的局限等等，

有望为实现具备存算一体特性的可逆逻辑

运算单元提供有效的技术途径。

3）运用新型信息器件内禀存算一体

特性实现多级可逆逻辑的新方法

通过全新的材料和器件设计，发挥

并结合器件内禀的存算一体特性和可逆

计算功能，在现有的存算一体电路和可

逆逻辑电路研究基础上实现融通和拓

展；在新的逻辑运算基础上，可望对电

路结构实现大幅的简化，并为电路性能

带来高效的优化，从而为更好地从器件

原理上实现突破，有针对性地应对目前

高性能计算面临的几大关键挑战，为大

幅提升计算性能并降低能耗提供新的前

景和发展方案。

（2）未来主流技术与关键技术

在新型存算一体可逆逻辑器件与电路

的研究中，我们预期需要深入探索，并有

望成为主流解决方案的关键技术包括：

1）新型逻辑器件的存储机理及高效

读写技术；

2）新型可逆逻辑单元的构建技术及

可逆计算实现技术；

3）新型存算一体器件用于多级可逆

运算的关键技术；

4）新型逻辑器件在混合范式非冯计

算电路中的应用技术。

（3）技术研发障碍及难点

我们预期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克服和

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

1）新型器件中表示逻辑态的物理量

调控原理及其对器件存储性能的影响机

制；

2）新型器件运算过程中对逻辑态的

调控机制及可逆逻辑门工作原理；

3）运用新型可逆逻辑器件存算一体

特性构建多级可逆逻辑的设计原理及其

信号传输规律。

（4）面向2025年和2035年对技

术潜力、发展前景的预判

通过开展相应的研究，在2025年前

后有望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包括阐

明新型逻辑器件的存储机理及读写原

理，构建具有存算一体功能的可逆计算

单元，利新型存算一体器件实现多级可

逆运算，验证新型可逆逻辑单元在混合

范式非冯计算电路中的应用，为新型可

逆逻辑存算一体器件在高性能计算中的

应用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在2035年前后，有望进一步完善新

型存算一体可逆逻辑电路，并实现一系

列相应的逻辑计算的大规模流片验证，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7 (TOTAL 48) in 202115

观察思考

逐步带动这一新型范式逻辑电路研究生

态的完善，形成相关产业链，在相应的

硬件和软件方面带动进一步的技术发

展，为实现未来超高性能计算提供一条

具有自主可控知识产权的新赛道。

3.技术竞争形势及我国现状分析

（1）全球的竞争形势分析

近年来，随着工艺的进步和器件理

论的发展，支持存算一体和模拟运算的

新型存储器件不断涌现；以基于电阻变

化进行信息存储的忆阻器为代表，能够

实现向量–矩阵乘积计算的新型存算一体

器件在国内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

氧空穴型忆阻器为例：忆阻器中氧离子

移动的内部机理，阻值的编写方法，忆

阻器在人工神经突触和类脑运算中的应

用，基于大规模忆阻器阵列的向量–矩
阵乘积的存内计算以及与CMOS芯片的

集成，基于忆阻器芯片的卷积神经网络

等重要成果已经展现了新型存算一体器

件的独特功能和性能优势。因此，在已

有研究基础上探索存算一体的可逆逻辑

器件，有望进一步发掘存算一体架构的

巨大潜力，降低计算功耗，提高计算速

度，最终实现计算性能的大幅提升。目

前，这方面研究国内外处于齐头并进的

局面。

新型可逆逻辑器件近年来在国际上

同样得到了高度关注，特别是符合图灵完

备性原理、可实现全部二进制运算的可逆

Fredkin门，在不同的体系中得到了探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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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理论上，基于机械结构和分子马达

的可逆逻辑门，基于超导量子比特和氮-
空位色心体系的混合型量子Fredkin门等已

经被提出；实验上，基于超导约瑟夫森结

的可逆逻辑电路，基于实验光路中的基本

量子Fredkin门，基于量子光路的Fredkin门
中量子逻辑态的保真度，利用谐振式微机

电系统频移效应的Fredkin门等已经被实验

实现，验证了Fredkin门在可逆计算中的巨

大潜力。目前，这部分研究国外（以美国

为主）处于领先位置，但优势有限，仍在

可追赶的范围。

因此，通过进一步发掘可逆计算与

存储性能的结合，非常有望实现新型存

算一体可逆计算器件。这一构想开辟了

面向可逆计算的存算一体架构的新赛

道，有望在国际上实现领跑，在这一领

域实现国际领先的新科技成果。

（2）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及问题分析

目前，在数据密集型运算中，存算

分离的冯 .诺伊曼架构受到数据传输效

率的局限越来越明显。同时，由于现有

的冯诺依曼架构为西方国家所发明和主

导，国外拥有显著的先发优势（特别是

器件层面）；我国若继续延续传统计算

架构的试图发展甚至实现超越，必然会

不断遭遇“卡脖子”问题。因此，发展

与传统冯诺依曼架构不同的可逆存算一

体新架构，有望从原理上实现突破，提

升计算的算力和降低能耗；同时，将有

望开辟一条全新的赛道，摆脱在现有体

系中受制于人的局面。

我国国内存算一体器件和电路已经

经过了十余年发展，有了深厚的积累，

并且，对于可逆计算理论和Fredkin门
也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但在实验研究上

（特别是新型可逆逻辑器件及电路方

面）仍然较为缺乏。因此，结合这两者

的优势，发展可逆存算一体的新型计算

系统，有望为我国在高性能、低功耗计

算方面实现领先地位做出贡献。

4.相关建议

存算一体可逆计算器件属于国际前

沿，特别是将可逆逻辑架构与存算一体

架构结合起来从器件层面统一考虑的研

究思路具有明显的创新性；而在相关的

各个研究方向上，例如存算一体器件与

电路，新型逻辑器件等，国内均有很

好的研究基础和很多家具有雄厚实力的

研究队伍，通过相应的研究计划和项目

指南的支持有望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此外，将可逆计算逻辑器件与新型存算

一体架构结合，对于从原理上实现超

越冯·诺依曼架构能效的机制有重要意

义。

综合上述对存算一体和可逆逻辑器

件优势及挑战的分析，建议相关部门有

系统有组织地鼓励并资助新型存算一体

可逆逻辑器件与电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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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

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

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为落实碳达峰碳中

和的目标，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2]和

国家能源局印发的《2021年能源工作指导

意见》[3]都指出要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

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   

核电具有低碳、稳定的优势。与火

电相比，核电是清洁能源，在考虑核电全

寿命周期后，核能依然是碳排放最小的发

电技术之一。与水电和风电等能源相比，

核电是稳定的基荷能源，不受季节和气候

影响，发电高效稳定。未来，核能将与风

电、水电互为补充、相互支持，助力碳达

峰，碳中和。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

期，为促进核电事业快速发展，需在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战略部署：

一，打造更加自主可控产业链，

筑牢核电事业发展的安全基石。

经过60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具备完整

的核工业体系，但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及

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我国核工业产业链

仍然面临“卡脖子”风险。因此，在我国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中提出要补短板、锻长板，形成具有

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

产业链供应链。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

重点针对核电产业链中铀矿采冶、核燃料

元件制造、后处理技术等进行梳理排查。

在十四五时期，补短板、锻长板，确保形

成更加安全的产业链自主供应体系，筑牢

核电事业发展的安全基石。

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夯实核
电事业发展的底层动力。

十四五时期，为保证核工业高质量

发展，必须加强核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2021年4月19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的

《2021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也明确2021
年全国能源工作的主要预期目标包括科

技创新等5个方面。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

下，要确保核工业高质量发展，就要不断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将自主创新摆在首要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促进核电事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创新战略研究中心
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

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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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确保产业链更加自主可控，夯实核

电事业发展的底层动力。

三，推动核电数字化、智能化，
促进核电事业发展的转型升级。

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推进能源革

命，加快数字化发展。核能作为非化石能

源的主力能源，在十四五时期，要加强数

字化和智能化的研发投入，重点在数字核

电、核燃料智能生产和数字铀矿山等领域

实现数字化、智能化，促进核电事业发展

的转型升级，为核工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

四，确保核电开工建设进度，加
快核电事业发展进程。

全球核电发电量占比在10%左右，我

国目前不到5%，因此我国核电还有很大

发展空间。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为

4988万千瓦[4] ,为达成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

一次消费能源比重25%的目标，并在考虑

其他新能源发展空间的基础上，《中国核

能发展报告》测算指出在十四五期间每年

至少要新开工6~7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

届时到2030年核电装机容量可达到1亿至

1.1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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