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周刊 科学研究
2019年5月27日 星期一

07主编:储召生 编辑：杨文轶 设计：聂磊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531 邮箱:gaojiao5@edumail.com.cn ·

近年来，伴随着数据科学的迅猛
发展，“大数据”似乎一夜之间融入到
各行各业，并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对
于一向吸引着人类探索和求知目光的
海洋来说，亦不例外。大数据甚至与
人工智能、超算一起被誉为带动海洋
科学发展的“新三驾马车”。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获取、
管理和用好海洋大数据，发挥其在智
慧海洋建设中的灵魂作用，如何实现
海洋大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
合，让人类的智慧之光持续闪耀在深
海大洋，已成为当今海洋学界绕不开
的重要话题。

大数据智慧海洋建设

“国家海洋利益拓展到哪
里，‘透明海洋’工程就建设
到哪里。”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完 成 了
2018 年度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拟确定名单中，由中国海洋大学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青岛海洋科学
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以下简称

“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 高性能科学
计算与系统仿真平台主任魏志强教授
领衔申报的“海洋大数据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研究中心”在列。作为中国海
洋大学首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此中心的设立对于推动青岛海洋
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特别是以海洋大
数据为核心的智慧海洋建设无疑是重
大利好消息。

何为智慧海洋？在魏志强看来，
就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到海洋领
域。大数据、超算和人工智能作为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典型代表，自然而然
成为了智慧海洋建设的核心支撑。聚
焦海洋领域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他简洁地归纳为三大板块：“大数
据怎么来”“大数据怎么放”“大数据
怎么用”，即海洋大数据的获取、存储
和应用。

早在 2014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海洋试点国家
实验室主任吴立新便提出了“透明海
洋”大科学计划：即围绕我国海洋环
境综合感知与认知、资源开发与权益
维护等国家重大需求，以“海洋物联
网”技术为核心，面向全球海洋及重
点海区的海洋环境与目标信息感知，
实施“海洋星簇”“海气界面”“深海
星空”“海底透视”和“深蓝大脑”五
大计划，提升我国在海洋环境观测预
测、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的科研能力
和水平，支撑海洋强国建设。“国家海
洋利益拓展到哪里，‘透明海洋’工程
就建设到哪里。”吴立新如此描绘“透
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的美好蓝图。

四年多来，在这一“上天下海驻
底”的五大计划驱动之下，“透明海
洋”在海洋观测领域，尤其是海洋大
数据获取方面颇有建树，并逐渐朝着

“看得清、查得明、报得准”的目标迈
进。初步构建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区

域海洋潜标观测网——“两洋一海”
潜标观测网，突破了潜标实时传输这
一全球性难题，首次实现深海数据长
周期稳定实时传输并共享应用；“白
龙”浮标成功布放印度洋，数据上传
GTS 实现全球实时共享；国内最大规
模海洋智能装备立体组网观测在南海
成功进行；高分辨率“两洋一海”海
洋—大气耦合预报系统研制成功，并
进入常态化预报。

打造经略海洋新高地

拥有海洋大数据可以更
好地认识海洋，掌控大数据
才能更好地经略海洋。

“通过海洋观测和探测获得的大数
据，好比是产品加工的原材料，我们
不仅要有存储原材料的仓库，还要有
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把原材料管理
好，做到安全、可控、高效；紧随其
后的是原材料的加工环节，加工首先
要有设备，其次要有工艺。”魏志强用
如此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海洋大数据的
存储、管理、分析和加工。

在魏志强看来，海洋大数据的加
工处理主要取决于“软”“硬”两个方
面，“软”是指“算法”即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硬”是指装备，即超级
计算机，两者之和便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超算”。

2018 年 10 月 18 日—20 日，由中
国计算机学会主办，中国计算机学会
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海洋试点国
家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和国家超级
计算济南中心共同承办的第十四届全
国高性能计算学术年会在青岛举行。
来自海洋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多位专家
学者，围绕超算与智慧未来、透明海
洋、深蓝大脑、国产 E 级、海洋量子
等 7 个板块进行了深入探讨，为“超
算”与海洋科研深度融合把脉开方。

拥有海洋大数据可以更好地认识
海洋，掌控大数据才能更好地经略海
洋，超算便是掌控海洋大数据的关

键。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海洋科研
与超算相伴而生，且有历代超算皆率
先应用于以海洋为核心的地球科学的
先例。为了实现海洋大数据处理更
快、更准、更精的目标，魏志强和他
的团队一直在努力。

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拥有目前全
球海洋科研领域运算速度最快的 P 级
超级计算机，每秒运算速度最快可达
2.6 千万亿次，并构建了目前全球速度
最快的百 G 超宽网络、百公里毫秒级
超低延时超算互联网。魏志强结合中
国海洋大学与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耦合发展的特
点，把中国海洋大学优秀的信息化人
才队伍与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的高起
点平台有机融合，聚焦海洋大数据分
析处理，持续进行协同创新。

“我们把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超算
中心、国家超算济南中心、国家超算
无锡中心三个中心的超算大科学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公共支撑平台装置统一
互联起来，构建形成了一套超算大科
学装置群。”魏志强说。在这一超算互
联网体系中，神威 E 级原型机、神威
太湖之光、神威蓝光、浪潮千万亿次
超级计算机共同服务于海量、多源、
异构的海洋大数据分析处理，助力海
洋强国建设。

笃定强国的蓝色信念

“得知超级计算机解决了
海洋数据‘碎片化’问题，
大大提高了海洋观测和预测
能力，总书记十分高兴。”

2018 年 6 月 12 日，对于中国海洋
学界来说是值得铭记的一天，也是令
广大海洋人激动的一天。这一天，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来到了海洋试点国家实验
室，在这里他重申了建设海洋强国的
信念。

“在超算仿真大厅，习近平认真察
看高性能科学计算和系统仿真平台运

行情况，并向科研人员详细询问构建
超级计算机互联网、研发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系统‘深蓝大脑’、打造国家一
流海洋系统模拟器的最新进展。得知
超级计算机解决了海洋数据‘碎片
化’问题，大大提高了海洋观测和预
测能力，总书记十分高兴。”每当看见
或听见新闻中提及这段话，魏志强总
是心潮澎湃。

“深蓝大脑”便是海洋试点国家实
验室高性能科学计算与系统仿真平台
重点打造的“全球海洋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系统”。该系统涵盖全球与区域海
洋和气候预测、海洋药物智能筛选、
海底战略性能源智能勘探、海洋生态
系统演变预测、海洋大数据智能分析
等众多领域，致力于更准确、更精
细、更高效地为海洋科技创新服务。

2018 年 7 月 3 日，在青岛举行的
“2018 年全球海洋院所领导人会议”
上传来令世界海洋药物学界振奋的消
息。中国工程院院士、青岛海洋生物
医药研究院院长、海洋试点国家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管华诗发布了全球
首个海洋天然产物三维结构数据库。

海洋天然产物三维结构数据库由
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青岛海洋生物
医药研究院和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
等多家单位联合开发完成，该数据库
容纳了 30117 个海洋天然产物的准确
三维结构，可直接用于虚拟筛选与智
能药物设计，大大提升了海洋药物的
研发效率。

目前，借助该数据库，管华诗团
队已经完成 170 余个美国 FDA 批准的
肿瘤药物靶点对海洋化合物数据库的
精确筛选，发现 1000 余个具有开发前
景的抗肿瘤药物苗头分子，经过有机
合成、生物实测、药理药效分析和临
床前试验，发现了诸多可开发为海洋
药物的先导化合物。

当下，魏志强正带领他的团队与
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的杨金波教授
团队等携手推进“智能超算药物组
学”计划，矢志深蓝，探寻资源，为
海洋强国助力添彩，为人类发展造福。

大数据开启海洋智联网时代
通讯员 冯文波

科研探索

打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李小
平的朋友圈，学术讲座信息占了大半
壁江山。正如同他每天的工作和生
活，教学科研成为最重要的关键词。

李小平持续关注着“一带一路”
倡议如何为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带来
新的机遇和挑战。2018 年，他担任首
席 专 家 的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与中
国产业转型升级研究”获准立项，充
分肯定了他在“一带一路”和国际贸
易领域的扎实研究。

2003 年，李小平从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前

往上海财经大学攻读国际贸易专业博
士学位。“上财的学术氛围非常浓郁，
同学们都铆足了劲儿搞科研。我们这
一届不过二三十个博士生，《经济研
究》 等权威论文就发了五六篇。”

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李小平的
大部分科研论文和项目研究都集中于
国际贸易领域。2013 年，中国发起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致力于打造
“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
体”的战略目标。彼时已经在学界崭
露头角的李小平也开始关注“一带一
路”。他跟踪国际贸易和环境、生产率
增长等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经济治理领
域的学术前沿，紧扣世界经济热点，
积极回应中国高层关注，先后作为子
课题负责人和首席专家参与、主持两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一带
一路”倡议的对策性研究献智献策。

选择一个研究领域，持续深耕，
虽然不为公众所知，但李小平走得踏
实而笃定。和亮眼的科研成绩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李小平在生活中非常朴
素低调。深色系的夹克衫、牛仔裤、
运动鞋，带着微笑的娃娃脸，就是他
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学术影响力
越来越大，但李小平依然坚持继续

“充电”，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
济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后又前往

美国纽约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王烁在 《在耶鲁精进》 中提到一

个观点：人们在学习一个新的领域
时，用 20%的精力可以掌握该领域
80%的知识，如果再想掌握剩余的
20%知识，则需要花费80%的精力。

对李小平来说，不管是前期的快
速成长，还是成为二级教授后的潜心
沉淀，他都选择了坚韧耐心，用“水
磨功夫”对待学问。

2014 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时，为了使申报书中的总体框架图臻
于完美，他就伏在电脑前整整画了两
天。他先在纸上画出基本的逻辑线
路，然后在word中对各种图形进行反
复试验、调整，努力实现内容齐整对
称、图形奇正虚实结合、逻辑清晰明
确。在终于完成定稿、让学生提交材
料到科研部的路上，他猛然想起一处
打印错误，又一通电话把学生叫回
来 ， 重 新 对 申 报 书 进 行 修 正 和 装
订。——有付出就有回报，他精心雕
琢打磨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年再次
中标。

“事财经者为天下经财，绸缪国富
民裕”。除了理论研究，李小平还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学研产用紧密结合，
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和学术特长，将接
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与接地气的咨询决

策结合，学问研究越深，决策咨询越
准。

在学生们眼里，李小平不仅是一
位出色的经济学者，更是一位传道授
业解惑的好老师。勇于探索的精神、
先进的科研理念、科学的研究方法是
他在培养研究生时最为看重的，除了
讲授国内外前沿问题外，还要求学生
们掌握本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等。在
他的指导下，每周一次以硕士、博士
生们为主的学科内学术讨论会和每两
周一次以邀请校外的专家为主的经济
学院经济中南 Seminar 学术研讨会成
为学生们受益无穷的学术大餐。

已经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的周记
顺，是李小平培养的博士之一。周记
顺至今仍深刻记得写第一篇论文的时
候，李小平帮他改了 5 稿，从结构布
局、内容安排到具体方法运用，导师
带着他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最终成
稿和初稿已然是两篇文章了。回忆当
年修改论文的痛苦，周记顺并不掩饰
曾经对导师的无数次腹诽，但他心里
满是感激：“其实，一遍遍地修改文章
是对自己学术态度和科研素养最好的
锤炼——我是辞职后脱产读博士的，
是李老师耐心地带我走上学术之路，
培养我的学术敏感性，才有了我深耕
努力后的成绩。”

李小平：花80%的精力掌握20%的知识
通讯员 张今柯 赖思源

科学人物

1996 年，我从河南考入武汉测
绘科技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摄影
测量与遥感专业。读这个专业也是
阴差阳错，选专业时只看到“摄
影”二字，以为是拿着相机咔嚓咔
嚓拍照玩儿的，却忽视了后面的

“测量与遥感”。
刚进武测没多久，意识到自己

的专业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玩
儿”，质疑“学这干吗”，一度想退
学重新考大学。正在动摇时，时任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的李德仁院
士，给两个航测班的新生上了一堂
班会课，认真生动地讲解了学科的
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李老师这堂班会课对我们这届
新生影响巨大，两个航测班共 60
人，没有出现一例转学和转专业现
象。2006 年，我组织航测班入学 20
周年同学聚会时，大家不约而同地
回忆起这堂班会课，可见它对当年
十八九岁的我们影响多么深远。许
多同学跟我一样，因为这堂班会
课，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与命运。

环境对科研起关键作用

2005 年博士毕业后，李老师将
我留在实验室工作，参加国产第一
颗测绘卫星“资源三号”的立项论
证和工程研制。

为解决卫星“看得清、看得
准”的问题，在李老师和龚老师直
接指导下，我和团队成员反复研
讨、论证方案。经过无数次修改，
终于在 2012 年卫星发射后一周完成
精度报告，完成我国第一颗自主民
用高分辨率立体测绘卫星的精度测
试，该卫星精度全面满足 1∶50000
测图精度，填补了中国在立体测图
领域的空白。

在“资源三号”研究过程中，
李老师叮嘱我，“国产上天的器件比
国外的差，要善于以软补硬，要勇
于超越。有超越才有创新！”

我不敢辜负李老师的期望，潜
下心来做研究，主攻几何定标、标
准产品生产，但是没有走前人的基
于畸变模型的几何定标方法，而是
提出了探元指向角的时变定标模
型，在此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
提出的虚拟重成像解决多CCD拼接
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光学卫星标准
产品生产的标准生产模型。

李老师知道对地观测科研项目
往往周期较长，短期内难出成果，
他不为我们定指标、放压力，给予
充分信任和宽松的氛围。“任何科研
机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因素差异
并不大，最终什么因素决定能不能
出成果？我认为就是环境因素起关
键作用。”这是李老师常说的一句
话。即便全年没有产出显著科研成
果，年终考核时，实验室会给年轻
人提供较好的福利待遇，不让大家
有后顾之忧。

在“资源三号”从 2005 年到
2013 年的 8 年研究过程中，我们团
队是没有束缚的，每个人都可以直
接表达意见。我刚提出探元指向角
定标模型时，在遥感 6 号上进行了
首次试验。一天下午，我给李老师
汇报进度时，可能是表达得不太清
楚，李老师当时没有听明白，但他
说，“我们是工科，所有理论和技术
都应在数据上验证。只要数据验证
和理论方法是真实无误的，我现在
不明白也没问题，你全力去做。”

发射卫星的机会来了

2015 年初，针对地理信息产业
如何发展，李老师撰写文章 《迎接
地 理 信 息 产 业 与 IT 产 业 的 大 融
合》。他指出，地理信息产业与 IT
产业融合发展中，产业链融合、多
技术集成是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必
由之路。

这篇文章使我深受启发，思考
如何将李老师的想法付诸实践，促
进地理信息产业与 IT 产业的大融
合。做一颗多功能集成卫星——这
个想法在我心里落地生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心里
想着这件事，成天琢磨怎么将它变
成现实时，契机真的来了。

这一年的元宵节，我在出差期
间遇到一位从英国学习归来的航天
五院朋友。他和我分享英国学习见
闻时，提到的一个信息让我心潮澎
湃：300万可以搞一个小卫星。

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武汉大
学发射卫星的机会来了！

出差后一回到学校，我便和李
老师讨论发射卫星的可行性。他强
调，我们的卫星要和其他高校的不
一样。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做的卫星，
主要是验证卫星本身的技术。我们
的卫星首先要解决我们学科发展的
痛点，同时要引领卫星的发展。

李老师建议，小卫星命名为
“珞珈一号”。“我们后续发射的卫星
都命名为珞珈一号××星，不会命
名为珞珈2号、珞珈3号等等。我们
珞珈，是永争第一的。”李老师说这

句话时，语气跟平时一样，但我听
来振聋发聩。

2018 年 6 月 2 日，珞珈一号顺
利升空，李老师打来电话，“珞珈一
号发射成功，是火箭的功劳，后续
要做好夜光遥感应用和导航增强试
验，这才是重中之重。”

共享共赢共同发展

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回到学校
后，珞珈一号进入飞控、在轨测试
阶段。我们团队的微信群里，只要
有成员报送研究动向，李老师总是

“秒回”，以鼓励和肯定为主，稍加
指导。另外，他每天给我打两个电
话，中午和晚上各一个，关心进
展，指导测试。

在通电话的过程中，李老师说
得最多的是“胆大心细、不急不
躁、踏踏实实”，叮嘱我们心平气和
地一步一步做好测试。

记得6月4日中午，珞珈一号发
射 48 小时，刚好拍摄下传处理成功
第一景数据，李老师打电话过来。
他看到数据后说，“珞珈一号除了能
进行 DMSP 和 NPP 社会经济参数估
算外，还可以进行城市主体功能区
划分的评估。为了发挥珞珈一号 01
星夜光数据的作用，武汉大学将联
合国内外相关优势团队开展深入研
究，充分发挥它的夜光遥感作用，
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
献。”同时，他要求，珞珈一号夜光
遥感数据一定要对所有研究机构免
费公开，共同促进夜光遥感的发展。

这就是我的导师，心里永远装
着国家，装着武汉大学，装着学
科。我们怀着“吃螃蟹”的心情研
发珞珈一号，其间所承受的心理压
力可谓巨大；研发成功后，导师第
一时间想到的是“共享”“共赢”

“共同发展”。我们实验室这些年来
发展得很好，一路走得很顺，究其
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一份公心
和大爱，正所谓：得道者多助。

跟李老师熟识以后，我发现，
李老师出差的箱子里，总是多装一
套衣服，以备不时之需。“衣服便宜
与否没关系，一定要整洁，穿着大
方得体是对别人的尊重。在快节奏
的当下，这样能给别人留下一个好
印象。”他跟我解释。

2012 年，我开始跟着李老师读
博士。他认为我有做学术的潜力，
对我倾力培养。说到个人问题时，
他笑着建议，以后你会非常忙，找
的对象要以学校为圆心，在方圆 5
公里以内找对象。最终，我相中的
是一个武汉姑娘，而且比我早一年
毕业。李老师帮这个姑娘在武汉解
决了工作，让我们终成眷属。

有时和李老师一起出差，生性
比较淘气的我会撺掇他一起做年轻
人爱做的坏事。有次在回程的高铁
上，恰逢饭点，我捅捅他的胳膊，

“吃份盒饭，来罐啤酒？”他笑着
“接招”，“朱老师 （李德仁夫人） 不
在，可以来一罐。”我听了莞尔。

就着啤酒和盒饭，我们聊着科
研的事儿。那一幕，就像父子闲时
对酌，是难得的放松时刻，久久地
留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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