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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频萍

什么是“计算复杂性”

今天，算法和互联网安全应用是我们日常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拉兹洛·洛瓦兹和艾维·
维格森的研究在这一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尹一通告诉记者，算法和互联网安全应用的
理论依据来自于 20 世纪 70 年代所提出的“计算
机复杂性”理论，现已成为数学和理论计算机科
学的成熟领域，“互联网安全应用的理论依据之
一就是零知识证明理论、网络研究也离不开组合
数学工具。这种依赖关系就像是现代飞行器的
发展对于空气动力学的依赖或者以电力为基础
的现代工业对电磁学的依赖。”

什么是“计算复杂性”？这与普通人对计算
机寻找“最佳算法”的理解有所不同。

“在这个领域，我们不是去为某个问题找到
一个高效的算法，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计算
机研究。”尹一通说，在计算复杂性的研究中，人
们往往要去论证一个计算问题难以解决，从根本
上理解一个计算问题因何而难。作为理论计算
机科学的子领域，计算复杂性的目的是系统地刻
画不同计算问题的必要计算代价——即不同问
题的“计算难度”。

尹一通将这种思维通俗地比作小学生分蛋糕
的题目，“一个蛋糕分给N个小朋友，最少要切几
刀。”尹一通说，如果我们将“分蛋糕”变成各类计算
问题，“刀”换成计算设备，“那么切了几刀对应的就
是计算的代价，即计算复杂性。”尹一通说，“所有切
蛋糕的方案”针对的是无穷多个可能的算法，而不
仅仅是人们已知的算法，都要一一论证其解决问
题不够高效，依靠的不是穷举，而是数学证明。

这种“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找理由说
明问题如何困难”的态度，似乎有别于计算机学
科的大部分分支，以及社会大众对于计算机学科
的预期。尹一通表示，这是因为计算复杂性、乃
至理论计算机科学领域都是以科学角度、而非工
程角度来看待计算的，“计算的能力与极限客观
上是一种自然规律，科学研究的宗旨是为了揭示
这一客观真相。”尹一通说。

即便从工科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理解了解
决一个计算问题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也有助于
人们找到那个最聪明的算法。就像在前面切蛋
糕的故事中，懂得“怎样切才刀数最少”的小朋
友，往往是因为懂得了为何“再少切一刀就一定
不行”。

掷骰子能让算法得到更快解答吗

20 世纪 70 年代，图论成为能够阐明新兴计
算复杂性领域的纯数学领域之一。拉兹洛·洛瓦
兹曾说，图论并不是主流数学，但计算机科学的
迅速发展，让这一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

尹一通介绍，洛瓦兹开发解决了各种不同问
题的算法，比如算法设计最负盛名的发现是洛瓦
兹局部引理算法，这是组合数学中重要的概率法
工具，“概率法是一类强大的‘非构造化’数学证
明方法：为了确定性地证明一个数学命题，却需
在证明过程中引入随机性，从而让传统构造性方
法无法证明的一些数学命题得到证明。”洛瓦兹
局部引理目前已成为概率法的基本原理之一，说
明了“随机性对于数学证明可以很有用”。

有趣的是，另一个获奖者艾维·维格森的成
就之一是为“阐明随机性在计算中的作用”提供
了一些关键证据，而且这些证据所支持的方向是

“随机性在计算中也许没有本质上的作用”。
掷骰子往往能让算法更快找到解答，这一想

法其实由来已久。人类在现代电子计算机上实
现的最初的几个算法之一，就是利用了随机性。

“艾维·维格森所研究的是，随机性为计算带来的
这一便利，是否是不可替代的。”尹一通说，目前
人们发现的许多随机算法的确巧妙而且高效，但
对于它们解决的问题而言，是否存在一个不依赖
随机性的算法来做到类似的事情？维格森的一
系列发现，都使得人们逐渐开始觉得，对于一大
类计算问题而言，“掷骰子”能让算法更快找到解
答，也许只是因为人们尚未发现那个不需要掷骰

子的算法——而这样的算法可能始终是存在的。
维格森的另一项重要成果也在信息经济学

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即看起来有点悖论
的“零知识证明”——这种证明方式可以让一个
人在不透露某个论断内容的情况下，证明这条论
断的正确性。

尹一通打了个比方说，我有一项独门秘技，
能够区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味道。我希望
向我的朋友们证明我真的有这种本事，却不希望
他们因此也学会我的秘技。方法就是：让朋友每
次随机地倒两杯或相同或不同的可乐，让我来判
定这两杯可乐是否是同一种。随着测试次数的
增加，如果我总是能答对，则证明了我的确有区
分两种可乐的能力。然而，整个过程我都没有透
露任何关于这两种可乐哪里不同的知识,这个过
程就是零知识证明。

“典型的零知识证明协议恰恰就是依赖非等
价性的判定，只不过这里需要判定的，不再是可
乐是否是同一种，而是类似于图同构性这种有严
格定义的复杂计算问题。”尹一通表示，维格森的
研究已经被用于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上，“验
证方可以用一系列问题来让对方提供‘我知道正
确密码’的零知识证明，而无需透露具体密码。”

计算的边界是一等的数学问题

“现在区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已经越来越困
难，不过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获奖
者洛瓦兹的评价也让人们重新审视理论计算机
科学与纯数学之间的关系。量子杂志指出，“20
世纪70年代时理论计算机科学和纯数学几乎是

完全分开的学科领域，今天，它们已经发展得如
此紧密以至于很难找到两者之间的界限。”

尹一通说，事实上，计算机科学最初就是由
数学家创立的：哥德尔、图灵、丘奇、冯诺依曼、柯
尔莫哥洛夫⋯⋯这些对于计算机科学而言如普
罗米修斯一般的巨人们，他们的职业都是数学
家。可以说，在计算机科学诞生的上世纪30-40
年代，世间并没有“计算机科学家”，而只有研究
计算的数学家。进入上世纪 70 年代，计算机科
学逐渐有了一批成长及活跃于这个学科的理论
计算机科学家，形成了自身的学术社区。

“理论计算机科学与数学的联系越来越紧
密，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现代计算机科学使用
的数学工具越来越高等；另一个更加本质的原
因，是理论计算机科学所关注的一部分核心问
题，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数学问题。”尹一通说。

长久以来都有一个说法，算法是数学世界
里的“二等公民”。尹一通举例，一个著名的典
故就是：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的发现，使得现代
信号处理、通信和电子工程的大量实践成为了
可能，但其数学上的价值远远无法与提出傅里
叶变换相比。

“这是公平的，从数学的角度，快速傅里叶变
换的确只是傅里叶变换这一数学过程的一个具
体实现。但是，假如我们更进一步，问傅里叶变
换最快可以有多快，凭什么不能做得更快？”尹一
通说，以此类推，问求解一个线性方程组凭什么
不能在与读取方程组相当的时间内做到？对于
这类问题的探索，就成了第一等的数学问题，因
为此时，我们是将计算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希
望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

在 Clay 数学研究所公布的七个千禧年大
奖问题中，头一个就是理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
P vs NP 问题。P 是一组计算机在数秒内可以
轻松解决的问题，NP 包含了计算机难以解决的
问题，意味着用已知方法可能需要几百万年来找
到答案。是否所有困难的问题都可以转化为简
单的问题，即P=NP是成立的吗？这一计算复杂
性问题也是当今世界七大数学猜想之一。

相对于这个雄心勃勃的使命，目前人类所发
展的数学工具都不胜任，“从著名的 P vs NP 这
一经典难题，到当前的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机器
学习的理论解释，都非常缺乏合适的数学工具。”
尹一通表示，数与计算，都是数学最基本的元
件。“计算”是非常核心的数学对象，对计算的本
质与界限的理解，必将为数学世界带来全新的内
容和变化。

3 月 18 日，“2021 亚太地区自然指数”发
布。其中包括亚太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 200
强名单，以及 4 个学科类别（地球与环境科
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百强名单。统计
时间范围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日。

榜单显示，中国机构整体表现强劲。在
2020 年亚太地区科研产出贡献份额排名前
10位的8家中国机构分别是：中国科学院（第
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二）、北京大学（第
四）、中国科学院大学（第五）、南京大学（第
六）、清华大学（第七）、浙江大学（第八）、上海
交通大学（第九）。苏州大学进入 TOP20，排
名第十八。

按照学科划分，在地球与环境科学领域，
2020 年亚太地区贡献份额排名前 20 家机构
中，有 15 家来自中国。排名前 5 的分别是中
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大学、中
国科学院大学。

在物理学领域，2020 年亚太地区贡献份
额排名前 20 家机构中，中国有 12 家。排名
前 5 的分别是中国科学院、东京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
排名第八，苏州大学排名第十四。

在化学领域 ，2020年亚太地区贡献份额
排名前 20 家机构中，中国有 16 家机构上榜，
表现强势。排名前 5 的机构分别是中国科学
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
大学、清华大学。苏州大学排名第十二。

在生命科学领域，2020 年亚太地区贡献
份额排名前 20 家机构中，中国占据“半壁江
山”。排名前 5 的机构分别是：中国科学院、
东京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

值得关注的是，2015~2020 年中国大部
分学术机构科研产出增幅明显。其中，南方
科技大学、深圳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广东工
业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河海大学等机构的科
研产出呈“暴增”趋势。

自2015年以来，亚太地区科研产出对全
球的贡献份额已由 26.9%增长至 2020 年的
34.3%，而中国对这一增幅的贡献超过了
98%。相较之下，日本科研机构的贡献在下
滑 。 比 如 ，此 次 排 名 第 3 的 东 京 大 学 在
2015～2020年的贡献份额增长率为-20.7%。
根据最新数据，亚太地区领先的科研国家是
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先的科
研城市为北京、上海、东京都市圈、南京和首
尔都市圈。

据了解，自然指数通过追踪机构和国家
发表在 82 种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上的科研
论文，呈现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及合作情
况。该指数主要采用论文数和份额两种科研
产出计算方法。 （据科学网公众号）

亚太地区自然指数出炉：

南大苏大进入TOP20

2021年3月18日《自然》杂志封面

争论和辩论是人类智能的基本能力。
在本期《自然》中，Noam Slonim 和同事描
述了人工智能系统——Project Debater（意
为辩手项目）与人类进行竞技辩论的结果。
该系统能通过扫描浏览一个存有4亿篇新闻
报道的档案库，自己组织开场白和反驳论
点。研究人员用一系列辩题测试了该系统，
并将其与人类专业辩手和各种基线系统的
表现进行了比较。虽然人类专业辩手仍然
更胜一筹，但 Project Debater 的辩论在虚
拟的人类观众这里拿到了高分。研究团队
认为该结果证明了人工智能具有参与复杂
人类活动的潜力。

（来源：Nature Portfolio 公众号 封面
图片：Yijia Xie）

会抬杠的机器辩手来啦

数学界数学界““诺奖诺奖””阿贝尔奖揭阿贝尔奖揭晓晓 ——

理论计算机科学理论计算机科学，，
被寄予被寄予““登月火箭登月火箭””般厚望般厚望

□ 本报记者 谢诗涵

毫米波频段以其带
宽 资 源 丰 富 的 显 著 优
势，正逐步成为宽带卫
星 通 信 、5G 乃 至 未 来

6G 移动通信发展的“黄金”频段。然而，如何解
决毫米波无线通信传播距离受限问题是始终困
扰科研界的一大难题。3 月 4 日，由教育部科技
委组织评选的 2020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
技进展”揭晓。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紫金山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副主任尤
肖虎教授领衔的“CMOS 毫米波芯片与大规模
集成相控阵”研究项目入选。近日，尤肖虎教授
接受《科技周刊》记者采访，为我们揭秘这项重
大技术突破。

尽管目前 5G 商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可以
预想在不久的将来，正如我们曾使用的 4G 通信
一样，随着用户的不断增加，网络越来越拥堵，而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带宽有限。因此，发展
更高频段的 5G 毫米波是大势所趋。“毫米波的
特点在于其带宽非常宽，但传播距离很近，容易
受遮挡。所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毫米波能否
用于 5G 以及卫星通信的关键难点之一。”尤肖
虎告诉《科技周刊》记者，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需

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让毫米波无线通信距离
传得更远。以前电波是按照球面状来传播，而利
用相控阵则能使电波沿着一条直线传播。“能量
集中在某一方向上，这样一来，传输距离就不单
单是几十米，甚至可以传递到 3 万多公里之外。
相控阵的奥秘实际上就是让电波能够朝着某一
方向集中传播，从而延长传播距离，使得 5G 毫
米波能够应用于移动通讯以及卫星通信。”

此外，我们需要使毫米波无线通信尽可能不
受阻挡，无线电波可以自由传播。尤肖虎举例说
明，对于室内来说，如果可以在房间内部署多个
毫米波基站的前端，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相
应的毫米波前端可以与设备进行连接，这样问题
就能得到有效解决。而想要达到这一点，研发新
型集成相控阵技术迫在眉睫。

传统的毫米波相控阵通常基于化合物半导
体芯片加以实现，由于制作成本高昂, 极大地限
制了其应用范围。尤肖虎教授、赵涤燹教授等人
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经过6年多的探索，突破了
CMOS 器件固有瓶颈，成功研制出 Ka 频段毫米
波 CMOS 相控阵芯片，并探索出基于高密度混
压 PCB 工艺的大规模集成相控阵解决方案，具
有超高集成度、超低成本等特点。“我们目前使用
的手机等电子产品，超过 95%都是基于 CMOS
工艺。在集成电路里，基于 CMOS 工艺是最常

见、也是最容易做到低成本且大规模量产的一项
工艺，它和我们以前所使用的化合物半导体工艺
之间在成本上有着量级上的差别。”尤肖虎表示，
CMOS 毫米波大规模集成相控阵研制成功之
后，相同的工程量，此项技术可以将成本降低至
原本的 1/10。随着此项技术的不断成熟，未来
相控阵工程成本还将进一步降低，这也使得毫米
波技术更容易推广应用。

据了解，以此技术为基础研制的 4096 通道
收发集成相控阵是目前国际上集成度最高、规模
最大的 CMOS 毫米波集成相控阵，其等效全向
辐射功率(ERIP)等关键技术指标遥遥领先于国
际同类研究。“在基于低成本CMOS工艺和PCB
工艺相控阵集成度上，一般来说几百甚至上千都
是比较少见的，而我们目前能够做到 4096 非常
难得，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尤肖虎进一步解
释，由于CMOS工艺本身固有的缺点，如对温度
相对比较敏感、噪声系数相对较高等，很难提高
其发射功率。为此，团队设计了一系列新型构建
电路，同时在系统级进行创新，从而让毫米波信
号可以合理分配给不同芯片，形成一个非常稳定
的系统。

据悉，目前我们使用的 5G 主要是低频段，
即相对拥挤的 Sub-6GHz，预计中国将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前后进入 5G 毫米波时代。届时，

移动通信基站将采用毫米波平台，用户能像在使
用 5G 低频段时一样“不掉线”畅快上网，而集成
相控阵技术也将大有可为。“未来，利用中低轨道
卫星，我们这项技术还可以应用于手机等终端设
备。大胆畅想，在地面时，手机可以接收地面信
号，而当地面信号弱时，手机可以自动接收卫星
信号，确保移动通信的稳定。”尤肖虎介绍，
CMOS 毫米波大规模集成相控阵成果对于支撑
我国移动通信技术与产业发展意义重大，这项技
术突破曾入选《Light: Science & Applica-
tions》与科学网评选出的“2020 中国光学领域
十大社会影响力事件”。目前，30多个厂家正围
绕着这项成果开发各自产品，成果已在车载、船
载和无人机宽带卫星移动通信和毫米波 5G 领
域得到规模性应用，“可以说，这项技术已经走出
实验室，逐步走向市场。”

随着移动通信朝着 6G 方向发展，尤肖虎
和团队也正考虑将现有技术运用到 6G 之中。
尤肖虎表示：“目前来看，CMOS 毫米波大规
模集成相控阵技术在 200GHz~300GHz 频段
上仍可以使用，只是那时可能遇到更大的挑
战。这是一项长久的研究，我们需要把基础再
扎牢一些，当国家出现毫米波相关重大需求
时，有完全自主可控的技术可用是我们的目标
和愿景。”

东大科研成果入选“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新型集成相控阵突破毫米波通信距离受限瓶颈

3月17日晚，国际数学界“三大奖”之一、2021年度阿贝尔奖正式揭晓。

挪威科学与文学院将奖项授予了匈牙利厄特沃什·罗兰大学教授拉兹洛·洛瓦

兹和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艾维·维格森，以表彰他们在理论计算机科

学和离散数学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使它们逐渐成为现代数学的中心。

阿贝尔奖设立的初衷之一是为了弥补数学界没有诺贝尔奖的遗憾，旨在表

彰对数学领域具有“非凡深度和影响力”的贡献。此次获奖的理论计算机科学领

域还相对年轻，何以得到了纯数学领域的高度“认可”？新华日报·科技周刊记者

联系采访了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尹一通，尹一通告诉记者，人类目

前对计算的理解还如同“爬树登月”，对新的数学内容和工具有如“登月火箭”般

的向往，理论计算机科学被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