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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算力大会的“山东棋局”与济南机会
以算成势、算赋百业，济南正崛起为全球算力产业高地

编辑：魏银科 美编：继红 组版：刘淼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记者 蔡宇丹

算力“新基建”多热？
十余“大单”总额500亿

此前，工信部副部长张云明
在中国算力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 ，中 国 算 力 总 规 模 超 过
140EFlops（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6月底，中国算力总规模超
过150EFlops），算力规模排名全
球第二。“十四五”期间，大数据中
心投资预计年增速将超过20%，
累计带动投资超过3万亿元。

这句话，在中国算力大会算
力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签约启动仪
式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主场作战的浪潮，在自家门
口签署了4个总额超69亿元的大
单。这4个项目分别为，浪潮与济
南市政府签约，建设一体化大数
据中心，提升济南算力服务供给
能力；建设中国算谷科技园，为中
国算谷提供科技支撑，推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生态发展；浪潮
与京东科技集团合作，通过开发

“天枢”服务器，助力京东云建设
第一代绿色数据中心；智慧城市
建设，围绕社会治理、智慧灯杆等
领域，建设算网融合数据中心，支
撑智慧城市运营。

三大运营商、华为、阿里云等
也都有斩获。十多个算力基础设
施重点项目签约，总投资额近500
亿元，让这场在山东举行的“国字
号”算力大会含金量十足，投资12
亿元的超大型数据中心山东蓝海
领航大数据中心二期、投资30亿
元的烟台大数据智算中心等大项
目，显示了数字经济总量排名全
国第三的山东在算力基础设施建
设上的热度。

7月30日，张云明在2022中国
算力大会开幕式上表示，要加快算
力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适度超前建
设，以建代用，以用促建，推动算力
基础设施水平的持续提升。

淄博投资30亿元
打造产业新标签

山东的算力“新基建”大单
中，投资30亿元的中国产业算力
中心，寄托了淄博“数字强市”的
勃勃雄心。

今年4月发布的《淄博市“十
四五”数字强市建设规划》中提
到，中国产业算力中心要实现以
产业应用为核心的算力产业生态
圈落地。此次算力大会上，淄博市
与商汤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共建
中国北方AI算力创新中心。

作为省会都市圈中规上工业
营收增速最快的城市，淄博谋划
的算力产业蓝图中，“济淄同城
化”元素频现。淄博市在算力大会
上透露，将依托山东爱特云翔大
数据产业园，围绕打造产业算力
中心构建产业算力集群；与济南
超算合作建设超算平台，挂牌成
立淄博市算力产业技术研究院；
依托淄博市积累的产业数据资
源，规划建设产业数据知识仓库。

截至目前，淄博市科技创新
能力指数连续4年保持全省前三
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1000余
家、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400余
家。全市460个重大项目中，工业

互联网、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
字农业等11条新赛道的新经济项
目达97个，这给淄博博取中国北
方AI算力创新中心的位置打开
了广阔的应用市场。

商汤科技拥有的AI大装置，
以商汤AIDC为算力基座，是亚
洲最大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之
一，可以降低各行各业大规模人
工智能应用的成本。

来自中国算力大会的信息显
示，目前，在算力规模方面，山东
省数据中心在用标准机架数突破
24万个，较去年同比增加60%以
上，较2019年翻了两番。全省已建
成大中型数据中心44个，边缘数
据中心176个，低时延边缘算力占
比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各地携手互联网大厂超前建
设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的背后，
更希望引进华为、阿里云、京东这
些大厂，依靠他们强大的资源为
当地孵化科技型企业，促进当地
创新生态形成。

2017年以来，京东科技已经
在济南、滨州、东营、济宁和烟台
落地5个数字经济产业园区。2017
年4月，滨州市和京东共建黄河三

角洲大数据中心。这个占地100
亩、总投资15亿元的项目，一期投
入 2 0 0 0 0台服务器，二期投入
30000台，建成后将作为京东云全
国数据中心节点，为山东乃至环
渤海经济圈内的政府和企业提供
云计算大数据业务服务；同时依
托这个数据中心，双方合建数字
经济产业园，招引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等领域的
项目，与滨州特色产业相结合，提
升当地电商发展水平，成为新经
济发展的新动能。

截至目前，黄河三角洲大数
据中心已安装6000余台服务器，
滨州64个市级部门政务大数据已
经接入，京东云正与当地政府一
起大力推动滨州企业上云，已有
渤海活塞等20余家企业上云。

算力产业的
爆发节点在哪里？

济南是中国算力发源地，山
东始终是中国算力供给与输出的
先锋。在中国，每装机3台服务器

就有1台来自浪潮。在人工智能算
力方面，浪潮生产的AI服务器产
销量全球第一，供应了全球1/5的
智慧算力，在中国，每装机2台AI
服务器就有1台来自浪潮。

“中国算谷”是济南市谋划的
未来战略新兴产业中的重要一
极，在《中国算谷发展规划》中，
2030年“中国算谷”要成为全球领
先的数字产业发展高地，数字产
业规模超过1万亿，数字经济比重
要达到60%以上。

那么，中国算力的市场需求
在哪里？算力产业的爆发节点在
哪里？在7月31日中国算力大会的
算力云服务发展分论坛上，演讲
嘉宾提出的这些问题，道出了算
力产业发展的关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
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何宝宏说，
从“机房”到“数据中心”，再到“算
力中心”，这体现了算力产业从存
储到计算的发展历程。自2012年
以来，AI训练对算力的需求每
3 . 43个月增长一倍，训练GPT-3
的成本接近500万美元。未来进入
智能驾驶时代，汽车对算力的需
求将比手机大得多。

但是，从目前看，算力这个数
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并未达到
像水电一样廉价和方便使用。中
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说，算力中
心建设存在“烟囱化”现象，一些
算力中心的利用率只有10%，导
致算力成本居高不下。要消除“烟
囱效应”，算力就要开放，要云化、
网络化、服务化。

这样一个行业大趋势，给济
南崛起为全球算力产业高地带来
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浪潮云总经理颜亮说，算力
产业正在从以互联网企业和政府
为主的早期市场，迈向以传统行
业为主的产业互联网时代，这一
领域的算力消耗占到84%。

这个巨大的需求端意味着，
各地在“算力竞赛”中猛砸真金白
银，但最终还要看“算赋百业”创
造的新模式、新业态和产业价值。
所以，本次大会上，“算赋百业”的
应用创新案例尤为值得关注。

打造“中国算谷”
济南的优势与挑战

作为工业大省，山东在工业
互联网领域消耗的算力巨大，由
此积累的产业数据资源成为一座

“宝藏”，亟待开发和应用。近几
年，淄博作为工业互联网改造传
统工业最激进的试验场，引进商
汤科技的AI算力作为“引擎”，目
的即在此。

山东连续四次荣登“双跨”
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此次
大会上分享了在各地的最新应
用创新。

在淄博，东华水泥在浪潮云
洲工业互联网助力下，通过算
法和模型在碳排放核算、碳交
易上进行精准管理，降低人力
成本和碳履约成本，年累计收
益1475万元。在济南，浪潮为济
南政务服务打造了“空壳”公司
识别、人才大数据等特色应用，
加强政府数据治理能力；帮助
森峰激光进行敏捷式改造。在
邹平，西王特钢在浪潮助力下
通过算法和模型，使得单个炼
钢炉降本4620万元。在诸城，通
过开发炒菜算法研发炒菜机器

人，帮助诸城惠发预制菜产业
打开新的产业空间。

在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通
过对海量电力数据挖掘，帮助当
地光伏企业精准管控。在山西，帮
助山西路桥集团构建起全国交通
工程数据中心，通过建设交通基
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公路基建
行业物资“供”“需”两端的生态交
易链，助推公路基建物资行业实
现降本增效。

这些最新实践生动地反映了
算力的广泛需求，而工业互联网
领域的创新应用，是推动算力行
业爆发的强大驱动力之一。

在这个分论坛上，浪潮发布
了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浪潮云洲
算网一体机；联合山东未来网络
研究院成立云网数协同联合实验
室；与云舟联盟核心伙伴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这四大动作透露出

“算赋百业”阶段，云数网深度融
合成为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浪潮的这盘棋，与济南谋
划的“中国算谷”产业力量紧密
相连。

在这个分论坛上，山东临工
分享的企业算力应用与数字化转
型实践，就是浪潮携手未来集团，
通过部署边缘一体机，打通临工
超算、济南超算、青岛超算、浪潮
超算等节点，打造确定性网络，形
成物联网平台、技术平台、制造
云、工业App四层数字化架构，为
计划、作业、品质、物流、设备、工
艺、人员、环境等全链条提供应用
支撑，使得整体服务效率提升超
15倍，成本降低逾87%。

这样一个数字化架构，使得
装载机全球市占率第一的山东临
工，拥有了三一重工“挖掘机指
数”般的“嗅觉”。现在，临工产
品在各地的开工率数据，成了
当地政府判断区域经济的“晴
雨表”之一。

在济南“中国算谷”的布局
中，未来集团掌握的全球领先的
确定性网络技术，是济南算力产
业的重要力量。

浪潮在算力产业发展早期
的政务云时代，通过10年积累
在全国布局七大核心云数据中
心、95个区域云中心、350多个
分布式云节点，建成了全国最
大的分布式云体系，服务我国
245个省市政府、128万家企业。
这个架构让浪潮在云网融合时
代坐上了“顺风车”。

在这个分论坛上，山东大学
计算机学院院长成秀珍探讨了山
大团队研发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零信任计算如何在浪潮云上应
用，以实现对Web 3 . 0等新兴应
用的支撑，体现了基础研发突破
对于产业端的价值。

在企业和政府在区域经济
发展中深度绑定的“城市合伙
人”时代，如何发挥好浪潮这个
本土企业的产业优势，汇聚算力
产业生态，将未来集团的确定性
网络和浪潮的全国最大分布式
计算体系链接，让山东不光成为
中国算力供给与输出的先锋，更
要成为算力应用创新的样本输
出地，把“中国算谷”的辐射力延
伸到全国乃至全球，是济南面临
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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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31日，首届中国算力大会在济南举行，这是今年2月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启动以来，全国首个以数据中心算力赋
能为主题的省部联办会议。山东省大数据局的数据显示，首届中国算力大会签约36个算力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总投资金额预计
592 . 36亿元。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铁塔、中国广电、华为、阿里、浪潮等算力龙头企业纷纷投资山东。

这个具有风向标式的大会透露出中国算力产业的最新趋势。互联网下半场，中国算力产业的爆发节点在哪里？济南在算算力
产业发展新阶段的机会又在哪里？让我们一探究竟。

山东数字经济“新基建”与数字经济规模 （图片来源于中国算力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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