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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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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能源部向阿贡实验室拨款300万美元用于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阿贡国家实验室(ANL)获得美国能源部 (DOE)近3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两个跨学

科项目，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这两项拨款由美国能源部高级科学计

算研究办公室( ASCR )授予。这两个项目是因使用人工智能推进国家实验室跨学科工

作而获得美能源部拨款的五个项目之二。

阿贡实验室获得拨款的第一个项目是阿贡实验室与美国能源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

实验室、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阿贡的研究人员将开发

方法和技术来处理非常大的动力系统，建立强大而准确的替代模型。这些模型可以显

著减少运行复杂模拟的时间和费用，例如用于预测天气或气候的模拟。

第二个项目资助授予阿贡数学家 Mihai Anitescu，他将与芝加哥大学的 Rebecca 

Willett 合作，与来自应用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人员团队合作，使

用机器学习加速模拟来改进对极端事件频率的预测、数据同化和预测。极端事件——

如级联停电、德州寒流或波特兰热浪——可能对人、基础设施和电网造成严重后果，

但真正的极端事件，几乎没有过去的数据来帮助预测。这些情况下，典型的机器学习

方法不起作用。通过这个项目去解决这类数据的缺乏，可能大大提高预测极端天气事

件的可能性及其对电网的相关影响的能力。（最新科技进展公众号）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11 (TOTAL 52) in 2021 2

前沿动态

新钠硫电池300次充放电保持稳定

美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美国化学学会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研制出一种新式钠

硫电池，解决了同类电池普遍面临的枝晶等问题，使电池寿命更长——历经300次充放电

仍然性能稳定。最新研究是钠硫电池商业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种电池未来有望

取代现在广泛使用的锂电池。

最新研究负责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材料研究所所长阿鲁姆甘·曼提拉

姆教授说：“钠和硫含量丰富，对环境无害，而且成本更低，钠硫电池堪称一种‘梦想电

池’。”在曼提拉姆团队近期开展的两项钠电池研究中，科学家们调整了电解液的组成，有

助离子在阴极和阳极之间来回移动，刺激电池的充电和放电。此外，他们还攻克了钠电池

中的常见问题——电池阳极上会生长出针状结构树枝晶，导致电池迅速老化、出现短路，

甚至起火爆炸。过去一年，锂价飞涨，人们对锂电池替代品的呼声日益高涨。研究人员计

划在这一突破的基础上，用更大的电池进行测试，观察其能否应用于电动汽车以及风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储存。（颠覆性技术情报平台 2021年12月15日）

研究人员开发提升电动汽车运输货物效率的新工具

来自查尔默斯技术大学电气工程系的巴尔扎兹•库尔卡斯教授研究了电动汽车如何在

完成运输货物的任务同时尽可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电动汽车在完成充电后可以行驶多

远是已经拥有或正在考虑购买电动汽车的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担忧，库尔

卡斯教授的团队开发了一些可以帮助电动运输货车尽可能策略行驶的工具。库尔卡斯教授

表示：“我们开发了系统工具来为电动货车实现最优的能源利用。此外，我们可以确保电动

汽车在运输货物的过程中不会耗尽电量”。

该研究团队研究了电动卡车车队如何在复杂拥挤的交通网络中运送货物。目前的挑

战是如何合理的规划将日常用品（如杂货或家具）配送至多个不同地址的最佳路线。优化

向客户运输货物的顺序意味着电动汽车可以尽可能长时间行驶，而无需为了充电而中断工

作。这项研究是库尔卡斯教授的团队与沃尔沃集团合作进行的，沃尔沃集团对电动汽车如

何用于运输货物的任务很感兴趣，而库尔卡斯教授创建的新算法非常有效，以至于沃尔沃

集团已经将其投入应用。（Innovation news network网站 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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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美国政府同意联合量子合作

英国和美国已同意合作发展量子科学。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英国科学部长乔治弗

里曼和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埃里克兰德确定了两国继续合作的共同优先事项。优

先事项包括促进联合研究、建立全球市场和供应链以及培训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

联合声明所涵盖的重点领域包括：合作，促进政府、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互动，

为量子信息科技研究建立全球市场和供应链提供机会，促进多学科研究和研究方法的

交叉融合以及数据共享。为了鼓励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发展，该声明还暗示两

国政府将鼓励在量子中心工作的人员以及参与量子信息科技研发的大学进行交流。

（Computer Weekly.com 网站 2021年11月）

科学家首次发现了铁磁性的准晶体

科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寻找二十面准晶中的长程磁序。在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

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中，由东京理科大学 (TUS) 的 Ryuji Tamura 教授、东北大学的 Taku 

J. Sato 教授和澳大利亚核研究中心的 Maxim Avdeev 教授领导的全球科学家团队科学技术

组织和悉尼大学报告了对二十面体准晶体（iQC 或具有五重旋转对称性的QC）中长程铁

磁有序的首次观察。 TUS 田村实验室的成员 Asuka Ishikawa 和 Shintaro Suzuki 也为该项目

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使用传统的 X 射线衍射，他们观察到 Au-Ga-Gd 和 Au-Ga-Tb 的二十

面体准晶相的形成。他们使用磁化率和比热测量研究了两类iQC 的特性。他们发现这两

种合金在 23 K (Gd iQC) 和 16 K (Tb iQC) 下都表现出铁磁相变，代表体系中存在长程磁

序。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结果，他们使用 ECHIDNA（澳大利亚 ANSTO）和 ISSP-GPTAS

（日本 JRR-3）进行了中子衍射实验，并观察了 i QC 在不同温度下的中子衍射图。他们

观察到低于各自转变温度的显著布拉格峰，证实了 i QC 的铁磁性质。迄今为止，合成磁

性 i QC 的尝试都以“旋转玻璃状冻结”告终，其特征是无序的磁性状态。在这项研究中

发现的长程铁磁有序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材料物理特性的范围，并为定制磁性材料打开了

大门。 “铁磁 QC 的晶体对称性远高于传统周期晶体的对称性，这使得将它们用作超软

磁性材料成为可能。” （Phys.org网站 2021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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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最近的点火尝试失败了

自8月实现1.3兆焦耳的聚变能以来，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LLNL)的国家点

火装置(NIF)一直试图重复这一突破性成果。自8月以来进行的三次惯性约束聚变实验没

有达到要求。 然而，每一个都超过了先前实验的表现。

NIF主任马克赫尔曼说，11月7日的实验产生了700千焦的聚变能，上个月的第二次实

验产生了430kJ。 尽管他拒绝透露11月21日待定数据分析测试的具体结果，但赫尔曼承认

它没有超过8月的记录。自2009年点火尝试开始以来，8月的记录发生在第177次尝试中。

“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复制八月实验的参数，”赫尔曼说。 三个后续实验的表

现远高于之前的170kJ的最佳标记这一事实表明，NIF已进入一个状态，即使靶丸和激光

性能的微小差异也会对结果产生巨大影响。 他补充说，这些变量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理

解。（Physics Today网站 2021年12月03日）

作为汽车行业最大的化学品供应商之一巴斯夫日前宣布将进一步聚焦电池材料与回

收领域，并将建立独立的机动车排放催化剂、汽车催化剂回收及相关贵金属服务的实体。

新实体将被命名为“巴斯夫汽车催化剂与回收”。巴斯夫表示，设立这一独立的新架构是

为了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内燃机市场变化，同时也为未来的战略选择奠定基础。据称这

一新实体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运营，旗下拥有约 20 个生产基地和 4,000 余名员

工。 分拆流程将于 2022 年 1 月开始，预计将历时 18 个月。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

成员、负责表面处理技术业务领域的凯礼博士（Dr. Markus Kamieth）表示：“团队在机动

车排放催化剂、汽车催化剂回收及相关贵金属服务领域开发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创新技

术，巴斯夫对此倍感自豪。持续专注于具有竞争力和成本效益的创新解决方案让我们建立

了紧密的客户关系，并带来了稳定的盈利。巴斯夫将继续对其产品组合进行评估，通过此

次分拆，我们希望赋予这一业务领域更大的商业自由度和灵活性，从而能够更加紧贴市场

和客户需求。”在汽车产业全面电动化、低碳化的大趋势下，传统零部件供应商分拆新旧业

务，已成为常用手段。（颠覆性技术情报平台 2021年12月13日）

巴斯夫投资45亿欧元发力电池材料与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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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最近宣布计划为小企业提供5400万美元，以兑现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承

诺。这项投资计划主要针对的是从事气候和能源等领域研发的小型企业，以及参与先进科

学仪器开发的小企业。其关注的领域还包括可再生能源、碳管理、聚变和核能、先进电网技

术和网络安全。该投资计划与拜登-哈里斯政府最近发布的环境计划相一致。其包括计划

在美国各地引入电动汽车充电点，以鼓励更多人使用电动汽车。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更多的

电动汽车充电端口将有望大幅减少人们对行驶中电池耗尽的担忧。哈里斯副总统认为“未

来是电力的”，拥有像加油站一样随处可见的充电端口将从根本上帮助世界实现从天然气

到电力的过渡。该计划将由美国能源部的小企业创新研究中心（SBIR）和小企业技术转让

（STTR）中心进行管理。其成立宗旨是为了鼓励不同社区参与技术创新，并增加研究机构

和小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Innovation news network网站 2021年12月14日）

美国能源部计划对小企业进行5400万美元投资

前沿动态

我国首条完全自主的氢燃料电池核心部件生产线投产

日前，国内首条全自主可控的氢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生产线在武汉投产，预计年产能

30万平方米。氢燃料电池车被视为新能源汽车的下一个风口。质子交换膜作为氢燃料电池

核心部件，其质量好坏直接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去年7月，国家电投氢能公司在武汉经开

区注册成立武汉绿动氢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启动建设“国家电投华中氢能产业基地和研

发中心”。该项目投资70亿元，重点开展燃料电池核心部件产品研发及生产，包括质子交换

膜、膜电极、碳纸、电堆及燃料电池系统，同时进行电解水制氢关键设备的研发和生产。经

过17个月攻关，终于实现氢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生产线投产。此次投产的30万平方米质子

交换膜生产线，可生产厚度从8微米到20微米的质子交换膜，产品在质子电导率、气体渗透

率、机械强度等方面均相当或优于国内外同类竞品，但价格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一半。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张清杰表示，质子交换膜的成本对未来氢

燃料电池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武汉生产线投产意味着我国在质子交换膜高端产品领域拥

有自主生产的能力，将推动我国燃料电池核心材料产业向前大步迈进。（颠覆性技术情报

平台 2021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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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发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方法

美国能源部今天公布了一项3500万美元的项目，以资助十二个致力于降低石

油、天然气、煤炭工业中的甲烷排放的科研项目。能源部下属的高等研究计划局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支持的“减少甲烷排放年(Reducing Emissions of 

Methane Every Day of the Year, REMEDY)”项目于今年初公布，它通过支持大学与私

营公司以大幅减少美国的甲烷排放。这些计划是对拜登总统2021年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上公布的“美国甲烷排放减少行

动方案”的强力支持。这一行动方案将致力于减少甲烷排放的同时促进美国创新能

力，提高其应用新科技以达成气候目标的能力。

美国能源部长Jennifer M. Granholm称，“甲烷是比二氧化碳强力二十五倍的温室

效应气体，我们必须采用新科技以大力减少其排放。新科技能够大幅削弱气候变化

的影响，同时降低消除甲烷的经济成本。”

REMEDY项目的资金将在三年内分两阶段提供。第一阶段将聚焦于实验室研

究，以确定各种技术方案的可行性。第二阶段将扩展测试的尺度，包括进行野外实

地测试(field tests)等。（Department of Energy网站 2021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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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

会引发新的科技变革、变革，推动人类

文明的进步，给国家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和更高要求。重大颠覆性技术不仅是改

变世界的重要源头，也是维护国家安全

的关键保障，它多源于国家发展与安全

的需要，又作用到国家发展与安全中。

当前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兴起，我国正

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时期，基于国家

安全视角开展颠覆性技术研究，分析两

者之间作用机制，构建颠覆性技术评估

预警框架，对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颠覆性技术影响国家安全的机

制初析

首先，重大颠覆性技术对国家安全

影响具有“双刃剑”叠加效应。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兴起，一

些重大的颠覆性技术正在创造新产业新

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

能、量子技术等的应用几乎渗透到所有

和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科技对国家安

全的作用日益凸显，科学技术从支撑国

家安全的“后台力量”逐渐走向前台，

从“潜力量”演变为“显力量”，发展

成为国家安全的独立要素。颠覆性技术

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指

标，带动了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

无疑对国家安全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另

一方面，重大颠覆性技术在发展中还孕

育了国家安全的风险与威胁。其一是技

术本身的自源性风险，即技术本身的不

成熟性和其两面性的内在属性带来应用

过程中的安全挑战，威胁国家安全。其

二是颠覆性技术扩散中，由于使用的不

确定性带来的伴生性风险，如技术异化

或技术误用引发国家安全的相关风险。

图1颠覆性技术与国家安全作用机制演化路径

其次，重大颠覆性技术对国家安全

影响具有阶段性。颠覆性技术从科学、

技术、工程/产业是一个长期阶段，伴随

着创新扩散过程，不同颠覆性技术发展

的成熟度不同，在不同阶段参与主体不

同，带来的国家安全影响具有阶段性。

在科学突破时期，即颠覆性技术的婴儿

时期，涉及到新原理的发现与传播。政

颠覆性技术影响国家安全的作用机制与评估预警框架初析

观察思考

郭秋怡 军事科学院战略评估咨询中心
李   莉 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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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需求推动的颠覆性技术往往是战略规

划层从国家安全保障作用重大需求出

发，与国家安全相关度最为密切。技术

分叉时期指新技术的发明与技术路线的

分叉选择时期，新技术在发展时期，通

过技术传导、扩散效应，对相关产业

链、科技生态等带来影响，也会对国家

安全产生作用。新技术的产业锁定时期

指技术发展成熟度到达一定程度，基本

确定了其应用领域。此时颠覆性技术引

入的新参数一旦到达其可用阈值，突破

关键技术，将立刻应用于具体领域，对

国家安全起到重大作用。

最后，重大颠覆性技术对国家安全

影响具有双向互动性。长期以来，技术

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研究中技术都是作为

一个外生变量，一般对技术的研究都是

集中在技术本身，或分析技术如何应用

于领域并产生影响，而较少关注国家对

技术的反作用机理。从国家安全的视角

出发，重大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明显会受

到国际政治变化及大国竞争的影响，国

家对颠覆性技术的作用也会更加凸显。

国家安全有关的战略决策也会反作用于

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国

家投入、技术管制等措施加强对技术的

推动和管控，此时，国家安全会反作用

于颠覆性技术，并影响其发展进程。在

国家安全视角下考虑颠覆性技术评估预

警工作，应确保尽量消除颠覆性技术的

发展为国家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使

其发挥保障国家安全的作用。

二、国家安全视角下颠覆性技术评

估预警的重点和维度

国家对于安全状态及能力的需求，

包括低层次的基本安全需求和高层次的

发展需求。首先，应保障基本生存安全

状态需求，涉及国家政权、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包括军事安全、国土安

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

传统安全，其次，应保障安全发展能力

需求，涉及科技发展创新生态环境。发

展层次的需求则更多涉及到非传统安全

的要求，而总体国家安全内涵将在非传

统安全领域得到极大拓展，这一部分拓

展在未来会更多的倚重科学技术的发

展。最后，作为一个大国对安全需求的

最终目标应是实现自主安全，涉及国家

价值实现，文化、科技等自主权，在国

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影响力和国际话

语权的体现。颠覆性技术作为颠覆现有

格局，形成非对称优势的技术领域重要

手段，直接作用于科技安全，通过科技

安全连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将国

家安全的基本需求、发展需求和自主安

全需求有效连接。

通过对重大颠覆性技术对国家安全

影响案例评估分析中梳理归纳，发现颠

覆性技术在技术实力对比、技术路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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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负面风险冲击、创新政策引领、核

心技术依赖度、应用领域方面与国家安

全发生交叉作用较多。结合国家安全需

求层次，综合考虑重大颠覆性技术影响

国家安全评估预警维度如下：

表1 国家安全视角下颠覆性技术评估预警维度

评估预警维度 具体评估内容

科技实力体系安全性

基础研究水平

应用研究水平

试验发展水平

产业化水平

技术颠覆程度

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安全性

软硬件自主可控程度

先进材料和制造技术自主
可控程度

网络技术和产品依存程度

应用领域对保障国家安全
重要性

应用领域保障国家安全关
联性程度

应用领域市场颠覆程度

生产链、产业链安全性

抵抗外部竞争安全性

优势抵消风险

差距拉大风险

技术管制风险

科技发展支撑安全性

创新政策引导能力

创新人才发展水平

经费投入规模结构

科技战略影响安全性

可持续发展水平

国际合作水平

军民融合程度

科技支撑国家战略布局风
险性

三、国家安全视角下颠覆性技术评

估预警框架设计

颠覆性技术的评估预警通过监测预

报重点科技领域、重要科技行业的科研

状况、发展趋势和竞争态势，对可能遇

到的技术突袭和封锁第一时间发出预

警，使有关部门能够及早采取应对措

施，确保科技安全和维护国家安全。建

立一个系统科学、完整高效的颠覆性技

术评估预警机制应遵循系统性、科学

性、相对独立性原则，并应具有监测扫

描、风险评估、诊断预警、辅助决策和

效果评估几项基本功能。

图2 评估预警系统功能

颠覆性技术的评估预警包括评估和

预警两个方面内容，评估是掌握技术发

展的基本态势，以及其为国家安全的支

撑能力，预警包括预测和报警两大功

能，通常是通过运行过程中重要指标的

预测，发出警报。在流程和方法设计

上，可以采用风险评估和技术评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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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预见方法结合的方式，参考目前国际

主流技术评估、技术预见和风险评估方

法实践，国家安全视角下的颠覆性技术

评估预警基本框架和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3 评估预警系统

总体评估预警思路是“总-分-总”与“先

分散后聚焦”结合的模式，针对某一项颠覆性

技术，首先对其当前态势进行扫描，结合指标

体系先得出国家安全总体指数，从技术角度出

发分解全部风险点，得到技术态势与国家安全

总体指数。然后，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将不

同安全领域抽取关键特点，将风险点分类对

应，找出风险等级明显偏高的国家安全领域定

位，进行风险预警。最后，针对关键技术点和

风险点在风险等级偏高的安全领域进行纵向深

入分析，找出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点和关键技

术点，总结规律，对国家安全领域特点进行有

针对性分析，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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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流体力学研究方法随研究工具的发

展不断创新和变革，计算机的发展促使

流体力学的研究方法从最开始的理论推

导和实验模拟逐渐转向借助计算机对流

体力学问题进行数值建模，这一转变

直接导致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这一学科的出

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催化剂，

是21世纪被广泛提及的一个名词。AI依
靠大数据和优秀的算法不断为传统领域

赋能，突破传统领域的技术壁垒。流体

力学作为经典学科，AI能否为其带来新

的活力？2019年以来流体力学智能化这

个名词逐渐在会议和文章中被提及，越

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流体力学智

能化这一领域。张伟伟[1]对流体力学智

能化问题进行了系统性地归纳和总结，

将其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1）流体力学

理论和方法的智能化，探索融合经典流

体力学理论和人工智能算法的新理论，

以解决经典方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2）
流动信息特征提取与融合的智能化，流

体力学数据繁多复杂，人类大脑难以从

这么庞大的数据信息中发掘一些有价值

的信息，相反人工智能算法恰恰非常适

合处理大数据问题，因此使用基于人工

智能的算法可以挖掘和融合不同来源的流

体数据信息；3）多学科、多场耦合模型

的智能化，人工智能可以充当一种粘合剂

将经典流体力学、计算机和自动控制学科

紧密的联系起来，从而做到多学科之间的

相互交融和协作。对此国内外研究者们在

近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与探索，如研究应

用人工智能技术研究湍流模型[2-7]，以及

飞行器设计中的应用研究[8]。

流体力学智能化需要在经典流体力

学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

能技术，流体力学大数据小样本的学科

特点和背景是机器学习建模时需要考虑

的客观问题。当前流体力学智能化的核

心内容或许是提升人工智能赋能流体力

学的可解释性，探索流体力学新的物理

内涵和认知。因此，人工智能给流体力

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范式，流体力学

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足够复杂的研究

对象，使传统学科和新型学科交叉融合

相互促进。

物理问题尤其是流体力学问题其数

融合物理的神经网络方法在流场重建中的应用
尧少波，何伟峰，陈丽华，吴昌聚，陈伟芳

（浙江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杭州 310027）

本文转自《空气动力学学报》，为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三期）”（2021-

HYZD-9-4）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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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之间的隐含规律复杂多变，这导致传

统机器学习模型在发掘数据之间的隐含

规律时其表现往往差强人意。但是流体

力学中的数据往往存在控制方程形式的

约束，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数据的约束方

程作为机器学习模型的先验知识是改善

机器学习解决物理问题的重点。融合物

理先验知识的神经网络方法（Physical-
informed neural network, PINN）算法自

Karniadakis[9]提出以来就受到广泛的关注

和探索。作为一种融合物理方程信息的

神经网络模型，它既拥有神经网络的强

大学习能力，又能结合学科背景使其网

络模型具备可解释性。本文结合课题组

近期工作，以三维超声速可压缩槽流和

不可压缩圆柱绕流为例，介绍PINN算法

的原理及其在求解N-S方程、预测流动参

数、确定方程待定系数机理和可行性。

1 PINN原理

神经网络属于参数模型（图1），使

用多层神经网络构建输入特征（x,y,t）
和输出特征u的函数关系gnn ：

                                (1)

并通过最小化输出的预测值和真

实值之间的均方误差Loss指导自身的训

练：

Loss 1
1 pred true

2              (2)

传统神经网络算法从数据中发掘隐

含的相关关系，当数据量有限时，使用

梯度下降计算网络参数ω时极有可能陷

入局部最优的困境。而针对物理信息的

学习，多数场景都有已知的控制方程约

束，因此训练时通过添加约束神经网络

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控制方程关系可以赋

予神经网络数据之间的先验知识。PINN
网络便是这样一种融合偏微分方程的特

殊神经网络模型，其结构如图2所示。

            

图1 传统神经网络模型
Fig.1 Traditional Neural Network

首先，PINN与传统神经网络相比，

增加了将网络输出作为输入附加约束的

偏微分方程的步骤。偏微分方程的形式

复杂多样，考虑偏微分方程的一般形

式：

                            (3)

PINN假设存在函数f：

               (4)

图2 PINN网络结构
Fig.2 Physical-informed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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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x, y, t有输出u使得f(u,x,y,t)  0，
则说明偏微分方程式（3）成立。

其次，与传统NN方法损失函数式

（2）相比，PINN网络的约束Loss如式

(4)所示：

        

                                                      (5)

其中n为样本数量，第一项
是传统神经网络约束目标label loss，；

第二项f2是新增控制方程约束的equation 
l o s s ，计算 P I N N 预测值 u p r e d代入

f(upred,x,y,t)2后的大小，并用权重系数λ

以调整方程约束在loss中的比重。

故可见PINN通过最小化损失函数

Loss实现两个目的：（1）最小化PINN
的预测值和样本真实值之间的误差使

PINN预测值upred跟真实值utrue一致；；

（2）最小化代入预测值后的方程约

束使其趋近于0，以使得预测值满足

f(ui
pred,xi,yi,ti)=0使得方程成立。

再者，两者训练过程中网络参数的

更新公式也有所不同。PINN的如参数ω

更新如下式：

            (6)

从式(6)可知PINN更新权重时增加了第二

项 ，使得直接在
训练环节通过所增加的方程约束让参数

朝着使总Loss减少的方向调整，即同时

使和最小。

综上，通过对比图1和图2所示网络

结构、损失函数Loss和网络参数的优化

过程发现：PINN并未比传统神经网络额

外增加需要学习的网络参数，因此如果

把PINN学习到的参数组合复制给传统神

经网络后，两者的预测结果将一致，似

乎表明传统神经网络也能达到和PINN一

样的预测结果。但实验证实PINN方法的

预测结果要优于传统神经网络模型预测

结果，究其原因是PINN方法通过增加控

制方程约束降低了网络参数陷入局部最

优的可能性，从而使得获得的更好的神

经网络模型参数组合。

2 PINN方法的应用

由于PINN融合神经网络和偏微分方

程，发掘样本数据之间的潜在规律，因

此PINN方法的应用前景十分广泛。结合

笔者近期的研究工作，对其目前主要应

用进行介绍。

2.1 PINN解偏微分方程

神经网络方法求解偏微分方程的核

心思想是：利用神经网络和符合偏微分

性质的样本数据逼近数据所在区域偏微

分方程的显式形式。偏微分方程可以用

来描述系统状态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规

律，因此物理问题的大多数控制方程是

以偏微分方程形式存在。偏微分方程由

于多变量耦合，常常难以获得精确的数

学显式解，因此偏微分方程解的存在性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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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偏微分方程的求解一直是数学领域的

热点[10-12]。

虽然一般情况下偏微分方程难以获

得精确解，但是借助数值方法可以求解

离散网格上变量状态，借此可以获得大

量符合偏微分性质的网格点上的数据。

接着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机器学习训练，

从而能够获得满足偏微分形式表征物理

量隐含关系的机器学习模型。神经网络

作为一种强大的数据分析算法，在发掘

数据之间隐含的函数关系问题上发挥巨

大的作用，理论证明多层非线性激活函

数组成的神经网络能够逼近任意的函数

关系[13]。近年来用深度神经网络等机器

学习方法构造有效的物理模型一直是研

究热点[14]，在PINN之前，主要是用约束

神经网络求解偏微分方程，采用数值微

分的方式[9]。与之不同的是，PINN的特

点是用误差的形式将物理控制方程融合

入神经网络，某种程度上与迭代 Krylov
线性解算器相似，其主要优点是采用自

动微分的方式求解微分方程[15][16]。PINN
求解偏微分方程模型结构如图3[17]。

图3 PINN求解偏微分方程模型结构[17]

Fig.3 PINN model structure for solving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17]

将时空坐标输入神经网络，经过

神经网络计算输出控制方程物理量。

将输出的物理量与训练样本的标签物

理量分别带入偏微分方程、边界条件

（Boundary Condition，BC）约束以及

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IC）约

束，并通过两者之间的差异构建损失函

数，通过最小化损失函数调节神经网络

中每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权重以达到训

练收敛。

由于偏微分方程在其定义域与值域

关系数量在是无限的，在整个域上进行

训练约束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取定义

域与值域上离散的映射关系（训练数

据）进行训练。训练样本的选取关系到

模型的泛化性能，选取的样本分布尽可

能地涵盖所研究的偏微分方程在其定义

域与值域映射关系中所有关系特征，可

以大大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

同理边界条件的泛化性能也应考虑

对不同边界条件函数的映射关系的特征

分布进行训练样本选取，例如壁面上不

同区域的时空坐标与物理量值的映射关

系的特征选取。

2.2 PINN在流场重建中的应用

 流场重建指充分利用流场的已知

信息或可观测信息挖掘流场未知信息或

不可观测信息。实验是解决CFD和理论

分析无法解决的流体力学问题的最后手

段，但是实验通常只能获得有限的，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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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测的数据样本，因此想要获取全流

场的流动信息进行更细致地研究就需要

涉及到流场重建，包括：（1）基于流场

快照的速度场构建；（2）基于流场速度

场的其他流动信息构建，比如压力场；

（3）基于稀疏流场和噪声流场的信息重

建等。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是获得高

精度实验结果必需解决的难题。

针对特定流场重建已发展出各种算

法，例如图像信号处理方法对原始流场

图像进行图像增强和去噪后获得高质量

图像；相关法和光流法从PIV（Particle 
Image Velocity）流场快照中提取出速度

场信息后，有限容积法、直接积分法和

泊松公式能结合不可压缩流动的速度场

重建压力场[18]；本征正交分解（POD）

方法对稀疏流场进行模态分解后重组模

态基完成稀疏流场的重建等。这些方法

都各有优势和局限，相关法和光流法其

原理基于图像信号，缺乏流体力学先验

信息约束，因此对实验图像质量要求苛

刻。有限容积法、直接积分法和泊松法

通过处理不可压缩N-S方程后，求解压力

梯度获得流场的压力场，这要求高精度

的速度场，并且存在误差积累的问题。

此外，现有流场重建问题根据其背景不

同，适用的算法也完全不同，算法之间

难以相互联系和发展。而人工智能具备

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发掘数据之间的隐含

规律这一特性，因此探索通过人工智能

赋能流场重建，挖掘大量流场数据之间

的隐含信息，从而可以构建流场变量和

时空坐标之间的函数关系。直接使用传

统机器学习模型回归数据样本的函数关

系因缺乏物理信息的先验知识而不能获

得较好的结果，但是PINN方法通过对神

经网络增加流场物理变量之间的N-S方
程约束使人工智能赋能流场重建变得可

能。

本文使用张朋[19]计算的可压缩充分

发展槽道湍流直接数值模拟(DNS) Case2
的结果作为训练和测试数据。计算条件

为来流马赫数，来流雷诺数，等温壁

面；流向和展向为周期性边界条件，法

向壁面为无滑移边界条件。DNS计算域

和训练区域如表1所示。受限于计算机

的能力，截取了半槽道的部分空间和时

间作为PINN训练区域：方向网格区域为

[50, 150]，方向为[1, 90]，方向为[150, 
220]，从总DNS计算时刻中随机抽取100
个时刻的数据文件，形成的实验数据

集。再从中随机采样25个离散时刻的流

场作为训练数据集，余下作为测试数据

集。训练中对于偏微分方程约束采用自

动微分求解,方程的边界条件由训练数据

确定。

表1 计算和训练区域设置
Table 1 The domain Setup for DNS & PINN

Nx Ny Nz LX Ly Lz

DNS 400 180 320 0-4π -1~1 0~

PINN 101 90 70 1.54~4.69 -1~0 1.96~2.88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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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曲线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知，

方程约束项Equation_loss的波动要大于

输入特征项Label_loss，两者的数值大小

接近，这反映流场重建结果同时受数据

样本和方程信息约束。

图4 PINN重建Re=6000槽道的Loss
Fig.4 Reconstruction of loss of Re = 6000 

Channel based on PINN

图 5为从训练空间截取的 t＝ 0时
刻、 z = 2 . 3 8流向X - Y平面的D N S和

PINN重建的瞬时物理量等值图对比，

包括流向速度u、法向速度v、展向速

度w、压力p、密度、温度  T等。从图

中可知，u、v、w、p、p、T在不同时

刻的PINN重建结果与DNS结果十分接

近。数据分析显示在其余时刻、以及不

同平面包括展向Y-Z平面和法向X-Y平

面的物理量的等值线对比也显示了相近

的结果。

(a1) DNS u

(b1) PINN u

(a2) DNS v

(b2) PINN v

(a3) DNS w

(b3) PINN w

(a4) DN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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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PINN p

(a5) DNS 

(b5) PINN 

(a6) DNS T

(b6) PINN T

图5 流向平面DNS和PINN的瞬时物理量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instantaneous physical 

quantities between DNS and PINN in 
streamwise plane

图6 (a)为从预测结果中随机选取的第

40个时刻法向X-Z平面(1-|y|）/H=0.176，H
为半槽高)上的流向脉动速度

等值云图，可以清晰看出脉动流场的结构

细节。同时，应用 判据[20]计算该法向平

面上的涡结构也验证了该条状流动特征，

说明PINN可重建湍流流动特征。

图7对比了PINN预测结果和所选区

域的DNS结果的平均量，结果显示雷诺

时均流向速度<u>、密度< >、温度<T>
沿发现法向分布均与DNS的统计平均值

吻合良好，证明添加了物理先验知识约

束后的神经网络具有良好的数据回归和

流场重建能力。

图8记录了瞬时物理量的PINN重建结

果与对应时刻测试数据DNS数据的相对

误差，横坐标t表示25个离散时刻，显示

u、 、 、T的重建结果优于v、w的重建

结果，其相对误差RE低于1%以下，v、w
作为充分发展槽流中的脉动速度具有随机

性，数量级也远小于其他物理量，预测结

果的相对误差反而较大。

(a) 脉动速度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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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涡判据

图6 PINN重建流场瞬时量分布

Fig.6 Instantaneous flowfield by PINN

上述内容验证了PINN重建流场的可

行性，根据结果我们可以发现PINN的训

练拟合的结果精度较高。

图7 PINN方法和DNS的统计平均物理量的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mean profiles between PINN 

and DNS

图8 PINN重建结果的相对误差RE
Fig.8 The relative error RE of the reconstruction 

result of the PINN

为了验证 P I N N的预测而能力，

采用同流场不同分布数据集进行训练

并预测，从流场中抽取半槽道结果作

为实验数据集：x方向网格区域为[50, 
150]，方y向网格区域为[2, 90]，z方向

网格区域为[150, 220]。采样共100个离

散时刻的流场，采集的样本数据量为

(Nt,Nx,Ny,Nz)=(100,101,89,71)。训练测试

数据如表2。

表2 训练测试样本算例
Table 2 Example of training and test samples

Train Test

Case1
100个离散时刻的前
70个时刻的流场数

据

100个离散时刻的后
30个时刻的流场数

据

Case2
x方向101个离散点
的前71个坐标点的

流场数据

x方向101个离散点
的后30个坐标的流

场数据

Case3
方向101个离散点每
10个坐标中前7个坐
标点的流场数据

方向101个离散点每
10个坐标中后3个坐
标点的流场数据

预测的瞬时流场如图9，统计平均量

如图10。

（a）PINN X-Y切面，速度U

（b）DNS X-Y切面，速度U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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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NN Y-X切面，密度ρ

（d）DNS Y-X切面，密度ρ

（e）PINN Y-X切面，密度ρ
（f）DNS Y-X切面，密度ρ

图9 预测的瞬时流场
Fig.9 Training and prediction of instantaneous 

flow field

流场训练结果如表3，流场预测结果

如表4。

表3 流场训练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flow field training

U V W P T D

Case1 1.9% 50% 22% 0.5% 0.4% 0.4%

Case2 4% 83% 68% 1.0% 0.87 1.0%

Case3 3.8% 84% 66% 0.9% 0.6% 1.0%

表4 流场预测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flow field prediction

U V W P T D

Case1 2.3% 54% 39% 0.6% 0.5% 0.6%

Case2 6% 96% 93% 1.1% 1.1% 1.6%

Case3 3.7% 84% 65% 0.9% 0.6% 1.0%

图10 PINN方法和DNS的统计平均物理量的对比
Fig.10 Comparison of mean profiles between PINN 

and DNS

结果显示，对于同一流场不同分

布的训练集，PINN的预测性能较为可

观，多数物理量的预测效果较好，但由

于物理量V、W的量级与其他变量的量

级相差太大，预测性能较为一般，可采

用加大loss函数中对于V、W的损失权

重以改善其预测效果。

由于预先融入了物理信息的约束，

PINN相比普通的神经网络的拟合速度

更快，效果也更好，相比普通的神经网

络的效率更高。PINN对于同一特征流

场的预测性能较好，但是由于其输入特

征为时空坐标，以至于输入模型的信息

量有限，导致其泛化性能较为一般。增

加有效输入特征以及减少损失函数中关

于特定流动的特征约束可以一定情况下

提升PINN的泛化性能。对于高Re的非

定常流动，流动的随机性大大提升，相

比全连接网络，可以尝试采用时序、卷

积等结构的神经网络模型，在一定情况

下可以改善对于高Re非定常流动中的

特征捕捉能力。

PINN在流场重建中的应用具有实际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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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价值，可用于PIV流场重建，利用实

验的流场数据，探索一种能够以较高精

度重建流场变量的连续状态变化的方法

具有一定工程意义，以及对于流场数据

缺失复原也具有较大的应用可行性。

2.3 PINN在参数重建中的应用

模型的系数重建问题是一类较为重

要的工程问题，研究人员常使用渐近性

原则来确定模型方程中的待定系数。渐

近性原则的思想是模型预测的方程题，

渐近性原则的思想是模型预测的方程输

出结果应当和实验结果一致，其本质是

数据拟合。研究人员常使用渐近性原则

来确定模型方程中的待定系数。其方法

是在逼近模型系数时，率先确定对精度

影响大的方程项的系数，再逐步确定其

他系数，进而逐一确定系数。这一方式

可以降低小项的影响，但难以同时获得

最优的系数组合解。不同于传统做法，

PINN具备结合样本数据反推方程属性

的能力[21]，可以同时确定方程中的待定

系数组合，因此PINN方法可以在参数

重建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

如图 11所示建立P I N N模型来说

明P I N N的参数重建。具体为针对二

维不可压缩绕圆柱流动，设置N - S约
束方程系数 为可训练参数并给

定初值，采用不可压缩圆柱绕流DNS
结果作为训练数据（其对应的真实

） [22]。训练过程中

对 不断调整，设置 不同的初

值所对应的训练过程中其收敛曲线如图

9所示。观察图12发现不同初始值下的

在训练过程中不断跳出局部最优

值，达到全局最优值即真实值。

图11 待定系数的PINN模型
Fig.11 PINN model with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s

图12 不同初始值 随着训练次数的变化趋势
Fig.12 Different initial values with the change 

of training times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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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为最终收敛值和对应的相对误

差。从表5中可知，使用PINN重建流场

时，PINN可以将Navier- Stokes约束方程

的系数当作自身的可训练参数，使其随

着训练收敛至真实值。

表5为最终收敛值和对应的相对误

差。从表5中可知，使用PINN重建流场

时，PINN可以将Navier- Stokes约束方程

的系数当作自身的可训练参数，使其随

着训练收敛至真实值。

表5 不同初始值λ1，λ2的重构结果
Table 5 The reconstruction results of λ1，λ2 with 

different initial values
初始值 收敛值 RE

c1
-2 0.998 0.2%

-1 0.0108 8.01%

c2
1 0.998 0.18%

1 0.0106 6.1%

c3
2 0.995 4.92%

1 0.0112 12.4%

此外，我们进一步尝试了通过2.1节
中三维可压缩槽道流DNS数据对三维可

压缩N-S方程中的体积力项f进行重建，

分别设置体积力项f初始值为f0=1与f0=-
1，训练的过程中，体积力f与方程损失

equation loss收敛曲线如图13所示。

图13 体积力与方程损失收敛曲线
Fig.13 Convergence curve of volume force and 

equation loss

由图13可知不同初始值下体积力f分
别在f=0.00305与0.00288附近收敛。而三

维可压缩槽道中DNS计算中体积力平衡

壁面剪切摩擦力，而DNS数据平均后得

到的壁面剪切摩擦力 =-0.0033，与本文

预测值的偏差分别为7.9%和-12.7%。通

过体积力项的预测，说明了应用高精度

DNS数据不仅可以预测待定系数，还可

以预测方程中的组成项，这为后续利用

DNS数据耦合平均流方程来预测雷诺应

力提供了解决思路，验证了该方法有可

能适用于更广泛的模型构建场景，这与

Callaham[23]所做的聚类分析工作有着异

曲同工之处。

3 结论

PINN作为融合人工智能和以数学

方程表示的物理先验知识的一种新方

法，其未来应用的方式还有更多可能，

本文阐述了该方法并结合具体工作举

例说明了其可适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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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INN用于求解偏微分方程：应用

神经网络来逼近高维复杂偏微分方程是

人工智能目前重要研究方向之一，PINN
将偏微分方程融入误差网络，结合自动

微分方法提高了求解的效率和精度。

2）PINN用于流场信息重建：通过在

损失函数中添加偏微分方程约束并利用自

动微分技术，结合DNS训练数据集应用于

可压缩槽道流动，可以重构瞬时湍流流

场，并通过对预测参数的统计分析与DNS
数据对照分析，验证了预测模型有效性及

其用于更多流动场景的可能性。

3）PINN用于方程参数重建：结合

不可压缩圆柱绕流与三维可压缩槽道流

的控制方程和DNS数据训练集，通过

训练可以获得方程中的待定系数与待定

项，验证了该方法可以进一步应用于更

广泛的模型构建场景。

但是在研究中也发现了PINN方法

目前的泛化性欠佳，极大限制了其使用

范围和能力，是急需研究以克服的难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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