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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能力跨上新台阶

E级超级计算机即百亿亿次超级计
算机，它的运算能力将在现有超算基础
上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是各国高端信息
技术创新和竞争的制高点。

在国防科技大学和国家超算天津中
心等团队合作下，“天河三号”E 级原型
机历经两年多的持续研发和关键技术
攻关，于今年 7 月研制成功并完成课题
验收。通过创新赋能，实现了进一步的
自主可控。

据国家超算天津中心主任刘光明介
绍，研发团队设计了“迈创”众核处理
器、高速互连控制器、互连接口控制器 3
大芯片，4类计算、存储、服务结点，10余
种印制电路板，实现了一系列关键技术
领域的自主创新。

原型机系统研制成功后，该中心随
即启动了大规模的计算应用测试，用数
据说话。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应用研发
部部长孟祥飞介绍，测试涉及国家 12个
重大创新专项领域、数十个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专挑硬骨头，勇攀科研高峰。

不到一个月，力学所、物理所、大气
所、计算所等中科院旗下院所，以及中
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北京临近
空间飞行器系统工程研究所、清华大
学、西安交大等 30余家合作单位轮番上
阵，利用原型机开展一系列大规模并行
应用测试，涉及大飞机、航天器、新型发
动机、新型反应堆、电磁仿真等领域 50
余款自主研发高性能软件和大型开源
软件。

测试下的原型机实力不俗，仅 6 个
机柜就达到了与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
算“天河一号”120个机柜相当的计算能
力。

多领域获试验突破

真金不怕火炼，测试结果让科研团
队颇为兴奋。从软件兼容性到运行能
力的全方位测试下，原型机取得了一批
突破性成果。

利用原型机，在航空航天飞行器领
域，开展了 100 亿级网格规模全尺寸气
动仿真，为下一步我国新一代航天装备
研发和宽体大飞机设计等打下了坚实
基础；在数值气象领域，运行 1公里级的
高分辨率预报，将为台风等突发性天气
预警和防灾减灾提供更长效参考；在新
材料领域，实现跨整个微观尺度的 10的
4次方量级复杂原子体系动力学计算等
诸多大规模计算处理领域的突破，运算
能力的大幅提升使得新材料研发具备
更多可能，为工业领域产业升级和先进
制造创新增添新的动能。

在应用软件测试中，有 20余款应用
软件扩展到“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全系
统近 20 万个计算核心。尽管只是小试
牛刀，但证明了具备扩展到未来完全国

产E级系统的能力。
硬件设备的性能在测试下也得到验

证。刘光明说，“天河三号”E 级原型机
系统采用的低功耗“迈创”众核处理器、
优化后的互联通信技术以及体系结构
设计，从局部节点结算能力到整机系统
的并行扩展能力，都表现出突出的性能
优势。

石油勘探是超算应用的主要领域之
一，称得上“找油”利器。在原型机上的
石油勘探地震正演模拟测试表明，其计
算节点中一个核组的性能就达到“天河
一号”单节点的 1.24 倍，而原型机每个
节点有 12个这样的核组组成，“找油”更
快更准。孟祥飞分析，这说明“天河三
号”E 级原型机相比“天河一号”具有更
好的高速互联网络，通信性能优势明
显。

为应用生态构建打牢基础

刘光明表示，测试结果充分反映
出，“天河三号”E 级原型机系统具有突
出的易用性、适用性，“这为下一步支撑
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以及构
建全方位应用生态体系打下了坚实基
础。”“天河三号”有望于 2020 年研制成
功，刘光明信心十足。

上一代超算“天河一号”的最大优
势在于，它是世界上获得最广泛应用的
超算。这一优势有望在“天河三号”上
延续，成为不少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原型机测试中，服务智能产业创
新的“天河智能创新一体化平台”也完
成了系统适配，从而打通了“天河三号”
E 级原型机、“天河一号”等不同体系结
构下的计算、存储资源协同调度管理。

该一体化平台通过开展大规模机器
学习算法实现、交互式深度学习应用等
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将会有效降低非专
业领域用户、科研用户的使用难度，让

“高大上”的超算主动融入“江湖”，全面
服务智能应用创新。“点点鼠标，就能调
用‘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的计算能力并
不遥远。”孟祥飞说。

刘光明指出，“天河三号”E 级原型
机系统是我国“E 级（百亿亿次）计算机
研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第一阶段成
果，全面关键技术突破和短时间实现广
泛应用部署，充分说明我国“银河”“天
河”系列超级计算机经过近 40年的不断
创新、不断积累、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了
研制国际领先的均衡超级计算机系统、
带动核心技术产业化、支撑科研和产业
领域全面创新的综合能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天河三号”E 级
原型机将成为基础蓝本，支撑我国 E 级
计算机快速研制部署，同时支撑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助力我国从科技
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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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实现多项试验突破

三张借条“借”走1780余万元

2017 年 11 月 29 日，娄志英在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受审。检方指控，
2013年 8月至 12月，她在北京金澳国际
大厦等地，冒充军人身份，打着借款投
资的名义招摇撞骗。

据被害人王女士的陈述及笔录，
2013 年初，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管国
家金融的领导”的娄志英。

自称“身份比省委书记高半格，27
岁就是中将，总参二部、三部都归她管”
的娄志英向王女士借钱，为获取信任，
她还拿出多张房产证，声称每处房产值
200多万元。

王女士以为攀上高枝，决定借钱，
并于 2013 年 8 月 9 日给娄志英转款 220
万元。18 天后，娄志英又介绍“有个成
都的政府大项目，有部队的参与”，让王
女士将商铺抵押贷款借给她投资，并保
证最多两月就能赚回。次日，王女士的
商铺抵押 1200 万元贷款，每月 48 万元
利息。

此后，娄志英再次找到王女士，称
“大项目差几百万”，王女士借了 330 万
元转给对方。

据了解，从当年 8 月至 12 月，王女
士分 9次给娄志英的三个账户转款共计
1780万元。双方没有任何合同协议，仅
有三张金额分别为 220 万元、1200 万元
以及 330万元的借据。

王女士陈述，再给娄打电话时，对
方不是不接，就是说忙，不见面也不还
钱。直到 2015年 4月 27日，她去马甸金
澳国际公司，被告知“娄志英虽然是法
定代表人，但跟公司没关系”后报警。

当事人辩称投资项目陷入
困局

庭审中，公诉人出示多份证人证言
显示，娄志英多次介绍，自己属于部队、
有很强背景。

为王女士办理 1200 万元贷款的成
都公司职员彭某讲述，当时名为邵名震
的男子介绍，“娄志英是部队高官”，让
王女士放心大胆投资。他问娄“是不是
负责资金”，对方说“是”。

彭某还提到，在开车前往目的地办
理途中，娄志英还提及是政府项目，并
威胁称，款项到位一定把房产抵押解
除，“否则就会调动成都军队过来”。

公诉机关核实，中央军委联合参谋
部情报局政工处没有叫娄志英的现役
军人。娄也否认曾以军人身份自居、商
谈生意。她坚持，只是投资项目陷入困
局，会想办法还钱。

娄志英称，她和王女士都看上了邵
名震在浙江嘉兴的养老项目，但该项目
不动产被查封，需要先投资解冻。她投
资上千万元，因邵名震银行卡被冻结，
所以王女士把钱先转到她账户，她再转
给债权人，但债权人不止一个，因此项
目迟迟未能解冻，目前她也在打官司追
讨这笔钱。

其辩护律师称，没有足够证据证明
娄志英冒充军人身份，及出具任何和军
人有关的物件。此事为普通的民间借
贷纠纷，娄也是受害者。

法院认定冒充军人招摇撞
骗罪

今年 4月 2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
法院审理认为，娄志英于 2013年 8月至
12 月期间，冒充军人身份，以借款投资
为名，从王某处非法获取 1780余万元。

法院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一审
判处娄志英有期徒刑两年半；对尚未追
缴之违法所得 1500余万元，将继续追缴
后发还王女士。

王女士的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王
女士文化程度并不高，很早就下海，靠
矿产生意赚了一些钱，这些钱款至今未
归还。

因不满一审判决，娄志英上诉至北
京市二中院。7 月 30 日，法院审理查
明，认定证人证言只能证明娄志英等 3
人商谈过嘉兴养老项目，但不能证明对
投资是否达成一致意见，以及王女士抵
押借款的目的和钱款去向；嘉兴养老项
目存在，但无法证明王女士借款与该项
目有关。

故终审法院认定，娄志英构成冒充
军人招摇撞骗罪，应予惩处，驳回其上
诉维持原判。 据《新京报》报道

女子冒充军人骗取1780万元
获刑两年半

记者日前从位于天津开发区的国家超算天津中心
获悉，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

“天河三号”的 E 级原型机系统，日前经过密集性能测
试，实现多项试验突破，进一步证明其易用性，将为我
国科研及产业创新提供新的动力。

四个月里，58 岁的北京人娄志英冒充军人身份，打着借款投资的
名义，从王女士处非法获取1780万元。

记者获悉，北京市二中院近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娄志英构成冒
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并继续追缴其违法所得。

8 月 19 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下江镇归江斗牛塘举行盛大的
斗牛比赛活动庆祝水稻丰收，吸引众多游客及周边村民前来观看，现场颇为壮观。图
为众人在贵州省从江县下江镇归江斗牛塘观看斗牛。 新华社发

“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全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