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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 

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以及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

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和《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的通知》等提出的任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

施“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

署，现发布 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形成自主可控的云计算和大数

据系统解决方案、技术体系和标准规范；在云计算与大数据

的重大设备、核心软件、支撑平台等方面突破一批关键技术；

基本形成以自主云计算与大数据骨干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生态

体系和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集群；提升

资源汇聚、数据收集、存储管理、分析挖掘、安全保障、按

需服务等能力，实现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本重点专项按照云计算和大数据基础设施、基于云模式

和数据驱动的新型软件、大数据分析应用与类人智能、云端

融合的感知认知与人机交互等 4 个创新链(技术方向)，共部

署 31 个重点研究任务。专项实施周期为 5 年（201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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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本重点专项在 4 个技术方向已启动实施 12 个

项目。2017 年，拟在 4 个技术方向启动 15-30 个项目，拟安

排国拨经费总概算为 5.1 亿元。凡企业牵头的项目须自筹配

套经费，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1:1。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进行。

除特殊说明外，拟支持项目数均为 1-2 项。项目实施周期不

超过 4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

列的全部考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每

个课题参研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5 个。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

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 名课题负责人。 

指南中“拟支持项目数为 1-2 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

下，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

显不同的情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 个项目。2 个项目将采取

分两个阶段支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 个项目执行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 云计算和大数据基础设施 

1.1 新一代云计算服务器技术与系统（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新一代云计算服务器的节点技术，包括大容

量混合内存技术，处理器接口的可重构硬件加速器技术，高

密度混合存储技术等；新一代云计算服务器的跨节点技术，

包括计算、存储等物理资源虚拟化与跨节点共享技术，异构

多种加速器的资源池技术，内部互连网络的虚拟化和性能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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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技术等；新一代云计算服务器基础软件技术，包括大容量

内存计算技术，混合内存支持和优化技术，可重构硬件加速

器支持和优化技术，混合存储管理技术，计算、存储、网络

等资源池调度和管理技术等；新一代云计算服务器的评价与

优化技术，包括性能评价方法与基准测试、性能调优工具、

SLA 评价与保障技术等。基于以上关键技术，研制新一代云

计算服务器系统，在关键行业的云计算环境中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研制至少由 256 个云服务器节点、1 个加速

池组成的云计算系统；单节点存储容量不小 256TB，其中新

型存储器件不小于 128TB；支持传统内存与新型内存介质融

合管理；支持可重构硬件加速器；单节点支持百万级并发处

理。整系统并发处理能力不低于 2.5 亿，支持存储、加速器

等硬件资源跨节点共享。在关键行业的云计算系统中开展示

范应用，在典型云计算应用负载下，较现有产品整机服务能

力提升一个数量级，整机资源利用率提升 50%，整机性能功

耗比提升 5 倍。取得一批本领域的知识产权，形成一组相关

规范和国家标准（送审稿）。 

1.2 高效能云计算数据中心关键技术与装备（共性关键

技术类+示范应用） 

研究内容：云计算高密度数据中心的体系结构；面向云

计算数据中心的新型网络技术及网络虚拟化技术；多资源复

用的细粒度联合感知和分配理论；适用于云计算数据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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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计算、存储、网络节点装备，多数据中心的调度技术，

实现数据中心分布式实施；基于数据分析的精确能源管理技

术，突破基于数据分析的数据中心整体能效提升技术，显著

提升云计算资源运行效率；云计算数据中心的能耗评估理论、

能耗模型、能耗评估方法及能耗评估工具软件；基于以上技

术突破和研制的装备，开展典型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研制高效能高密度的微/全模块，整机柜数据

中心单元的计算密度达到 100 个微处理器计算节点，物理核

数不低于 1600 个，存储总容量可达到 10PB，能效比提升 1

倍以上。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 SDN 交换机组网，支持 40GE

和 100GE 以太网标准，支持全可编程平台，支持高密度机柜

数据中心单元的高密度互联，数据中心节点数不低于 1 万个，

可处理 EB 级数据。云数据中心虚拟网络向物理网络映射的

资源利用率达到 90%以上，网络能效比提升 1 倍以上。云计

算数据中心采用有线无线混合的网络架构，增强网络拓扑灵

活性，减少通信能耗，数据中心内任意两台服务器之间数据

传输率达到 100Gbps 以上。面向异构资源管理的跨层感知系

统软件能有效提高云数据中心的资源利用效率，典型应用的

系统能效比提升 50%以上，同等条件下 PUE 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在 100PB 级大数据场景下应用于 2-3 个典型领域。取得

一批本领域的知识产权，形成一组相关规范和国家标准（送

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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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云模式和数据驱动的新型软件 

2.1 可持续演化的智能化软件理论、方法和技术（前沿基

础类） 

研究内容：针对“人-机-物”三元融合模式下智能化软件持

续演进的基本需求，研究可持续演化的智能化软件系统架构

模型、构造方法、运行机理和服务质量等基础理论；研究准

确及时的情境感知技术、智能可信的适应决策技术、高效可

靠的在线重构技术、数据驱动的软件自动构造与演化方法等

关键技术；研制可持续演化的智能化软件的构造和运行支撑

平台，为关键软件系统提供在其所处软硬件环境及所依赖外

部资源不断变迁条件下仍能长期生存的能力，并在典型的场

景中进行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提出一种面向可持续演化的智能化软件的基

本架构，给出一套相应的基础理论模型与软件开发方法，为

上述方法给出相应的关键支撑技术。环境上下文一致性检测

修复处理效率在不降低处理质量的前提下，较当前业界主流

技术提升一个数量级；软件构件级在线重构能提供系统级的

一致性保障，且对正常服务的干扰较既有主流技术降低

30-50%以上；工业级服务器程序在线更新的程序停顿时间控

制在毫秒级；显著提高开放动态多变环境下软件的自动适应

和长期生存能力，并在 2-3 个应用场景中得到验证。申请一

批相关领域的知识产权，发表高水平论文或编写高水平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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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重要的国际影响。 

2.2 智能无人系统的软件体系结构和支撑技术 （共性关

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无人智能系统的多态分布体系结构、软

硬件资源管理和智能行为管理，突破支持互操作/互理解/互遵

守的软件体系结构、异构资源抽象与封装、自主与协同行为

的模型与算法等关键技术；通过构建“前端无人系统+后台支

撑系统”的模式，实现后台支撑系统与前端无人系统的互补，

提升无人系统的智能化、自主化、协同化程度；研究应用驱

动的无人智能系统开发方法，建立应用开发工具链。 

考核指标：兼容机器人、无人机等常见智能系统的硬件；

知识共享和智能处理后台在主流无线通信模式下响应时间低

于 0.1 秒，支持万台无人系统的并发访问；应用开发环境提

供 10 个以上的无人智能系统特定工具，覆盖需求表达、系统

设计、代码生成、系统集成和系统验证等阶段，提高软件复

用率 50%；至少在 2 类以上典型的无人智能系统领域进行示

范应用；形成一组无人智能系统体系结构和关键技术相关规

范和国家标准（建议稿）。 

2.3 面向智慧城市的智能化集成化软件互操作平台（共

性关键技术类+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面向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研究信息孤岛数据

和功能的运行时复用与互操作、领域知识建模及模型自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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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演化、模型驱动的软件自适应、开发运行一体化机制等

基于云模式和数据驱动的新型软件应用关键技术，研制面向

智慧城市的智能化软件互操作平台，并建立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实现典型信息孤岛业务数据的可读可写、业

务功能的实时调用和按需组装，领域知识模型包含 1 万个知

识概念和 1000 万个知识实例，软件自适应代码生成率超

90%，形成规模化智慧城市示范应用（其中百万级常住人口

城市不少于 10 个），牵头制定 1 项国际标准（草案）和 3 项

国家标准（送审稿）。 

3. 大数据分析应用与类人智能 

3.1 大数据驱动的自然语言理解、问答和翻译（共性关键

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融合大数据与人类常识的开放域多语言

知识图谱构建及关键技术；研究面向自然口语交互的情境化

语义理解和多轮对话交互管理技术；研究大数据驱动的多语

言（汉语与藏蒙维等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文本互译技术；研

究基于大数据的多语言开放域智能问答技术。 

考核指标：汉语语义理解准确率不低于 92%、汉语问答

可接受率不低于 92%；汉语和世界主要语种以及藏蒙维等少

数民族语言互译的翻译准确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通过翻

译实现世界主要语种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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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数据驱动的类人智能感知与情感交互关键技术

（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超大规模面向多模态感知的深度神经网

络模型、结构及并行学习算法；研究大数据驱动的声音、图

像和视频中的目标检测、跟踪、分类以及行为和事件识别机

制，融合多通道语境信息的类人智能感知机制；研究多模态

融合的特征信息协同分析理解方法，构建基于多模态语义协

同分析的计算框架与推理机制；基于上述技术实现具有智能

感知和情感交互的智能陪护机器人验证系统。 

考核指标：建立多通道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实现百亿

级节点的超大规模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创新和并行学习算法

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建立支撑大数据深度学习的多

模态智能感知和情感交互数据库；多模态语义协同分析计算

方面，语义理解准确率大于 85%，受限人机交互意图正判率

大于 80%。研制实现智能陪护验证系统，系统能够正确识别

并响应超过 70%的对话要求。在性能和功能上与国际典型系

统具有可比性。 

3.3 大数据驱动的中医智能辅助诊断服务系统（示范应

用类） 

研究内容：研究复杂多模态、异构碎片化中医药大数据

的动态采集、高效获取、汇聚和有效存储和共享方法体系，

构建中医药大数据信息资源库及平台；研究复杂中医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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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碎片知识的融合归纳与基于传统中医知识体系的重新表

达，研究构建中医药本体化知识图谱及其时空演化模型；研

究中医意象思维的多尺度认知框架及中医“辨证论治”的分析

模型和方法，构建基于中医药大数据的类人认知体系架构和

思维机理，研制人机交互的场景化中医临床智能辅助诊断与

决策推荐机制；研制构建中医药大数据公共服务和普适医疗

咨询服务的示范应用云平台，实现数据的自动更新、自主学

习、自我演化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考核指标：建设中医药行业大数据快速采集处理平台，

实现中医药古籍文献、病案、科研等信息的数字化和资源化

管理以及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等四种典型诊断方式的数据自

动采集、处理和持续更新；建设中医药大数据资源库，其行

业数据规模达到 PB 级别；建立中医药大数据知识图谱，对

中医药行业的知识覆盖面达到 90%以上；场景化中医临床智

能辅助诊断与决策推荐机制对疑难杂症、慢性疾病和重大疾

病的智能诊断的准确率超过 80%；申请一批本领域的知识产

权，构建 PB 级中医药知识智能咨询云服务平台，面向教学

研究、行业应用和公众服务提供大数据研究与知识服务支撑，

服务对象超过 100 万用户。 

3.4 面向视频内容的大数据处理分析平台及示范应用（示

范应用类） 

研究内容：围绕互联网、物联网和广电网等多源感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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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实时产生的视频大数据，基于视频编码 AVS2 和视觉特征

编码 CDVS 等最新国际国内标准，研究超高清视频、网络直

播视频、广播电视视频、城域实时采集视频等各类视频的大

数据处理关键技术，包括支持视频大数据汇聚和分析的超高

效编码压缩技术和特征表达技术，大规模视觉对象实时检测、

属性识别与精准检索技术，面向多种特定行为分析的深度学

习、识别与比对技术等，建立支撑图像视频数据达百亿条规

模的视频大数据深度处理与综合利用平台，在面向重大赛事

和事件的超高清电视广播、互联网视频直播、广播电视节目

实时管理、大中城市视频综合利用等领域开展大规模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基于 AVS2 和 MPEG CDVS 等最新国际国内

标准，实现超高效率的视频内容压缩和紧凑特征描述，比最

新国际标准 H.265 压缩效率提升 20%以上，面向多种检索识

别任务实现万倍率特征压缩；实现大规模视觉对象的属性识

别与对象精准检索，在千万规模数据集上平均识别率超 90%；

实现视频中上百种目标行为的分析识别，平均准确率超过

90%，对互联网直播和广播电视节目匹配精度超过 95%；建

立支撑百亿条规模数据的视频大数据深度分析处理与综合利

用平台，支持超高清视频高可靠播出，支持千路以上实时视

频的汇聚分析，支持 10 万路视频的视觉特征汇聚与分析挖

掘，超高清电视示范应用实现全球性重大赛事实时转播的可

靠率达到 99.99%，对千路以上网络直播视频和广播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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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分析的处理延迟低于 2 秒，对万路以上视频节目实现秒

级内容查询。 

3.5 脑机交互混合智能关键技术、系统及应用（共性关

键技术类+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构建来自多地域、多用户、多类型采集设备、

多范式的脑电、功能核磁共振成像、近红外光学成像、肌电、

眼电、视听觉感知等多模态数据集，发展相应数据分析方法；

研制用于头部有发区域脑电信号高性能采集的柔性干电极，

开发集信号实时去噪、放大、解析于一体的低功耗微型脑机

接口芯片；研发基于脑电、功能核磁共振和功能近红外多模

态脑信号的解码技术，实现对人类视觉、意图、情感、状态

等的智能感知和理解；建立融合脑机交互与智能感知的新型

混合智能系统，并完成司机疲劳驾驶检测应用示范；建立脑

机协同控制系统，实现对严重脊髓损伤、中风及意识障碍残

疾人的功能辅助康复应用示范；建立基于混合脑机交互的高

沉浸自适应反馈环境，实现脑与虚拟现实系统交互，支持百

平米级虚拟现实多用户漫游互动，并在沉浸式娱乐、残疾人

功能康复方面取得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构建 1000 人以上的脑电等多模态生理信号与

感知信号的数据库；柔性干电极带宽 0.5Hz-1KHz，可实现微

伏级脑电采集；脑机接口芯片通道数 8-16、功耗 5-10 微瓦/

通道；放大器功耗 2-5 微瓦/通道、输入阻抗大于 1GΩ。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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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交互系统融合 3 种以上的生理信号，提供控制指令 6 个

以上，指令反应时间 1 秒以内；基于混合脑机交互的高沉浸

自适应反馈平台交互定位误差小于 0.1%。建立面向疲劳驾

驶、医疗康复以及虚拟现实领域应用的示范系统。 

4. 云端融合的感知认知与人机交互 

4.1 多源数据驱动的智能化高效场景建模与绘制引擎（共

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来自实测、仿真、预测、社会、物理的多源

异构场景数据的特征分析、语义理解与注册融合；大尺度场

景的几何、表观与运动鲁棒重建；语义一致的复杂场景高效

编辑合成与动态更新；支持虚实融合和点云、网格等多源几

何数据的实时绘制方法；结合云端的城市规模场景高并行全

局光照绘制方法；面向大规模场景实时绘制的绘制流水线优

化与简化方法；研发云端结合的复杂场景智能建模软件平台

和实时绘制引擎，实现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三维场景重建最大相对几何误差小于 1%；

影像、深度和点云等场景多源数据的分割错误率小于 5%，

识别准确度大于 80%；场景绘制支持 10 亿面片的场景规模，

在 4k 分辨率条件下，达到 30fps 以上的绘制帧率；形成多源

数据驱动的智能化高效场景建模与绘制引擎的方法体系，申

请 20 项以上发明专利，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云端结合的

高效场景重建与建模工具和绘制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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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复杂时变场景的物理仿真关键技术 （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结合大数据背景下的时变数据分析，为复杂

场景的物理仿真建立高动态、可交互的新理论新方法。研究

多源数据驱动的动态自然现象的仿真建模计算方法；基于时

变数据的实时物理仿真关键技术；大尺度形变及介质动态交

互的物理仿真计算方法；多相多态时变模型的物理仿真技术；

时变场景物理仿真的可信性度量准则和方法。在上述工作基

础上，建立一套复杂时变场景的高效物理仿真理论和计算方

法，研制复杂时变场景的物理仿真引擎。 

考核指标：形成不少于 20 种复杂场景中时变模型的物理

仿真过程，适应不少于 5 种的三维模型表示格式；形成多于

5 种物理仿真计算方法；自然灾害场景或者时变模型物理仿

真模拟中，计算模型仿真粒子数不少于 100 万个，并且仿真

显示帧率不少于 20fps；时变模型的物理仿真效率达到或者超

过国际上主流商业软件；形成复杂场景中自然现象的高效仿

真理论方法和评价体系，在物理仿真的度量准则和评价方法

等核心算法和关键技术形成系列的专利群；研制一个具有先

进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物理仿真引擎，仿真引擎要涵盖形

变、碰撞、爆炸、断裂和流固耦合等物理仿真中的主要复杂

时变现象；完成自然场景区域不少于 10 平方公里的灾害实时

模拟仿真或者自由度不少于 1000 个时变模型的动态碰撞模

拟仿真两个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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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大数据多模态交互内容协同感知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多模态交互感知信息的推理和逻辑演化

理论框架；实时准确触力觉生成和反馈模型及设备；沉浸式

三维听觉感知模型；个性化多模态连续情感识别和交互意图

理解模型；基于长历史信息的言语交互、行为交互和情感交

互的多模态时空信息深度融合机制和认知感知模型；多感知

数据自动配准融合技术；具有环境自适应的增量式交互意图

学习机制和智能生长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并构建具有多

传感器融合的强真实感虚实融合人机交互系统。 

考核指标：触力觉反馈平均单次时延不超过 10ms；三维

听觉感知误差不高于 12 度；多模态信息输入至少支持视听

觉、体感、触觉、情感/表情、生理等；多模态信息输出至少

支持视听觉、振动、皮肤迁拉、按压、数字虚拟人物等；连

续情感识别准确率达到 80%；多模态用户意图理解在开放领

域的准确率超过 80%，在限制领域的准确率超过 90%；构建

强真实感的多感知虚实融合的多模态人机交互环境及系统，

整合“产学研用”资源，支持领域应用单位超过 100 家实际应

用。 

4.4 面向大数据应用的桌面实时真三维显示技术（共性关

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大尺寸高分辨率三维显示海量数据的高

速精确处理机制；设计、优化和研制新颖的二维纳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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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人工结构，快速响应液晶与微纳结构全息三维显示调制

器件，量子点三维实像承接介质和微纳三维发光体；研制基

于光场、全息、集成成像等不同机理的高时空带宽积桌面真

三维显示设备，支持多人、裸眼、环视、虚实融合、实时交互。 

考核指标：桌面真三维显示空间带宽积达到 109，显示

幅面各维尺寸不小于 60cm，刷新速率不低于 24 帧/秒，水平

360 度可视，垂直可视角不小于 60 度，支持手势交互；形成

专利池；针对医学、气象、工业、军事、教育、娱乐等领域

大数据应用需求，完成不少于 3 个真三维显示应用示范。 

4.5 面向工业互联网的智能云端协作关键技术及系统（共

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面向工业互联网的云端融合体系结构，

面向工业生产环境的非传感器场景感知关键技术和音视频等

多媒体信息自适应感知技术，面向应用需求感知的大规模异

质工业互联网终端高效互联技术，可信、自适应的云端融合

架构、数据安全通信与终端识别及认证技术，工业制造虚拟

化技术，支持动态传算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处理技术，面向

柔性工业生产环境的智能决策技术及闭环反馈控制机制等，

研制智能云端融合、协同感知的软件系统及支撑云平台，并

进行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场景感知准确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智能云

端协作同时提供千级用户和万级终端的瞬时连接；可处理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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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融合数据；端到端协同通信最大延迟<秒级；云架构系统与

终端移动认证通信延迟<500ms 且具防 DOS 攻击能力；形成

专利池，完成相关协议、规范和标准（送审稿），建立云计算

模式下人机物融合的工业物联网技术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