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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重点实验室于2010年9月获深圳市政府资助，依托中国科学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组建成立，2013年4月通过深圳市科创委评估结果A，

2013年11月通过深圳市科创委验收评为优秀重点实验室。2014年7月批

复为先进院独立单元，2018年10月重点实验室再组建新研究单元与团队。

人工智能



曲强、林益民. 《区块链+人工智能：下一个改变世界的经济新模式》. 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9年4月1日出版，ISBN: 9787115507990



一、风口上的“新基建”



新基建兼具高科技和基建属性

3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国家决策层强调：

“要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要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相比传统的基建，“新基建”立足于高新科技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涉及5G基建、特高压、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



新基建范围

4月20日，发改委明确新基建范围，三个方面内容：

信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

以5G、物联网、工业互
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
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
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
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
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
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
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
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
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
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
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
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
创新基础设施等。



“新基建”结构解读

城际高速铁路
城际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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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领跑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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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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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应用设施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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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经济发展新动能

疫情为国民经济按下了暂停键，

想要尽快恢复，必须采取措施。

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

△GDP = △I·K 

K =1／(1-△C／△Y)

=1／(1-消费增量／收入增量)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往往能成倍拉动经济增长

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出台的四万亿计划。



新基建并非“重走老路”

四万亿计划

技术类型

主要涉及铁路、公路、机

场、桥梁等领域的铁公机

投资主体

政府主导，

投资主体单一

经济结构

2008年，消费对经济的贡

献率仅为30%

新基建

技术类型

科技创新，未来数字经济

时代发展的基石

投资主体

民间投资的分量正在增长，

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

经济结构

2019年，消费对经济的贡

献率为57.8%

VS



各地新基建投融资计划不断加快，规模不断扩大

最近几个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吉林、浙

江等多个省市出台了新基建专项发展规划，规划期

三至五年，投资规模在数千亿元至1万亿元以上不

等。

其中，吉林省出台的“十四五”期间新基建“761”

工程方案，预计完成投资1.1万亿元；

浙江省启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NI10000

计划，计划三年完成新基建投资近万亿元；

成都市发布的《成都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

（2020-2022年）》，匡算总投资达1.13万亿元。

据了解，其他省市也在积极酝酿新基建专项规划。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20多个省市公布了新基建

投资计划，总投资规模达数万亿元。



二、新基建、新经济、新安全

区块链夯实数据可信安全



区块链的优势



区块链技术在52领域中的应用

智能电网 航空物流 零部件维修 数字档案

钱包 社交 产权登记 证券

云服务 学历证明 支付 代币

虚拟偶像 清算与结算 商品溯源 商品防伪

快速计算 数据服务 企业内部资产交易 基础协议

智能制造 产权登记 防伪溯源 票据金融

数据挖掘服务 征信 投票 版权保护

保险 积分 公益 股权

粉丝经济 数字货币交易 视频版权 理财

企业金融 企业内部清算 智能合约 博彩

电子病历 药品定价 Baas 广告

直播 音乐版权 游戏 物联网

能源服务 资产管理 证据保全 公证

区块链应用场景



分布式数据库+区块链系统

1.提高区块链系统的鲁棒性、提高区块链系统复杂查询
性能

2.使传统数据库应用更好的嫁接区块链特性，如自动备
份、操作溯源等

M. Muzammal, Qiang Qu, B. Nasrulin. Renovating blockchain with distributed 

databases: An open source system. Future Gener. Comput. Syst. (2019)



OSChainX：时空区块链

Qu, Qiang, et al. On spatio-temporal blockchain query processing.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98 (2019): 208-218.



OSChainX：总体架构

➢ OSChainX：一站式混合区块链解决方案

5G

智能设备Intelligent Equipment
云 Cloud

区块链 Blockchain

OSChainX 智能生态圈

⚫ 打造企业级区块链基础平台

⚫ 构建具有高可用、高扩展的应用业务支持系统

⚫ 结合区块链、智能硬件、5G构建可信的智能生态

⚫ 综合多区块链特性，支持多业务场景

OSChainX 系统架构



服务不同类型的数字档案系统

自动化共识不同类型档案数据

为档案数据灾备与操作监管追溯等应用提供支持

在线与离线用户认证体系

自动优化区块链文件存储

数字档案统一化监管方法

数字档案文件的共享与认证

数字档案灾备与监管应用

可嫁接多种数字档案系统

数据治理公共基础设施：
国家档案局试点专项

中科院档案局专项、广东省档案局专项支持

➢ 国家档案局试点专项：区块链中间件与档案云服务平台



中科证链数据存证平台



三、区块链面临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如何做好基础设施？



区块链融合模式“区块链+”

人类社会形成的基础 现代信息世界的组成

➢ “ + 区块链 ” 模式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 + 区块链

发挥各自潜能，相辅相成

真正实现数字经济下万物互联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 区块链+人工智能：开启智能经济新时代

区 块 链
人 工 智 能
(个体智能)

为区块链的不同环境提供优化策略

作为下一代人工智能（群体智能）的基础设施

• 方法：

1. 人工智能（主要是个体智能相关技术）通过算法优化，节点负载均衡，风险识别技术来

解决区块链共识机制，安全机制，节点维护与更新等环节的大量信息处理问题，对区块

链起到辅助作用。

2. 区块链通过智能合约，去中心化存储，安全认证等关键技术，提供自下而上、立体式、

全方位的分布式基础设施，来支撑人工智能（群体智能）的群体协作，个体信任，大规

模信息存储的基础需要。

区块链+人工智能



区块链作为下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体系结构

个体智能 → 群体智能（社会智能）：

• 信息共享层：利用区块链特性解决了群体智

能应用中个体之间协作所产生的信息共享和

交换的需求；

• 信息安全层：利用区块链特性保证了群体智

能应用中个体之间信息传递和处理中的安全

与隐私；

• 信任机制层：利用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技术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任机制的问题，并且提

高了规则执行的效率；

• 协作机制层：利用区块链存储机制为新的个

体加入协作简化了流程；

• 智能社会层：决信任机制和协作机制之上的

问题，包括互操作，监管机制、条规执行等。

区块链+人工智能



方向布局

区块链融合技术

区块链
系统核
心技术

区块链安
全技术

区块链+

云计算
区块链+

边缘智能
区块链+

人工智能

技术研发内容

金融领域 数字货币 电子政务 智慧城市 供应链与物流

技术应用领域

航空 农业 医疗 智能制造 电动汽车能源



未来物流供应链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社交化、云服务、大数据、区块链
与新基建战略下的趋势，形成“下一代供应链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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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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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融资服务 物流服务 中小企业信息化云服务 供应链咨询 大数据服务

管
理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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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安全技术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