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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IPv6” □新华社 发 翟桂溪 作

IPv6是什么？

IPv6是“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的缩写，是由国际互联网标准化组织

IETF设计的用于替代现行版本 IPv4的下

一代互联网核心协议。与有42亿个 IP地

址的 IPv4 相比，IPv6 理论上可提供的 IP
地址数量达2的128次方，几乎可以“为全

世界的每一粒沙子编上一个网址”。

IPv6相当于什么？参加第四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的新华三集团总裁于英涛有

一个形象的比喻：“在我看来，IPv4和 IPv6
都相当于互联网的油田，IP 地址就是石

油。现在 IPv4资源基本耗尽，已经很难继

续开采，而 IPv6正在源源不断涌出石油。”

网络是由海量的 IP 地址构成的，42
亿个 IP地址已经大得不可想象，但随着移

动互联网爆发式发展，大量的电脑、手机、

智能家电、穿戴设备开始连接入网，原先

IPv4提供的公共网址资源将近枯竭、服务

质量也难以保证。

截至 2016年 10月底，亚太、欧洲、拉

美、北美等地区 IPv4地址池已完全用完。

而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数

据，我国 7.51 亿互联网用户仅有 3.38 亿

IPv4地址，人均 0.45个 IP地址，远远不能

满足需求。

“IPv6的推进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

说，IPv6不仅能够解决 IPv4地址不足的问

题，而且也有可能解决多种接入设备连入

互联网的障碍，为万物互联时代奠定了网

络基础。

我国已经部署全面推进 IPv6。日前，

中办、国办印发《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提出用5年到

10年时间，形成下一代互联网自主技术体

系和产业生态，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IPv6
商业应用网络，实现下一代互联网在经济

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成为全球下一

代互联网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

吴建平说，《行动计划》虽然是 IPv6下

一代互联网的部署计划，但必将对中国未

来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步、应用水平的提

高、网络安全的保障产生巨大影响，使我

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迈上新台

阶，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新引擎，为中国

未来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

奠定重要的基础。

IPv6在乌镇何以成为
热点？“大咖”为你解读

令人振奋的音乐声中，黑色屏幕里出

现了巨大的虚拟互联网架构图，这是世界

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成果的发布现场，下

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名列其中，进行推介

时引发会场阵阵掌声：以清华大学为代表

的我国高校网络技术创新群体，在纯 IPv6
的下一代互联网主干网、真实源地址验证

上，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虽然已经有多项科研成果取得进步，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 IPv6的使用量在全

球排名一直相对靠后。在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位于“互联网之光”展台的大屏

幕上，我国排名前 500 位网站中 IPv6 分

配、应用、支持情况一目了然。

监控屏幕上几乎占据十分之九面积

的粉色圆圈显示着：不支持 IPv6。“现在

IPv6在商业应用上还处于初始阶段。”新

华三集团副总裁兼产品行销部副总经理

毕首文介绍说。

不论是科研发展和商业应用方面的

“快”或者“慢”，不可否认的是，从万物互

联到提供契机实现多国参与建设根服务

器，以 IPv6协议为基础的下一代互联网，

正快速改变现有互联网的面貌与格局。

IPv6并不只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上受关注，在一些发达国家早已形成了

热度。据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主

任刘东介绍，工程中心 2013 年联合日本

和美国相关运营机构、专业人士发起“雪

人计划”，提出以 IPv6为基础、面向新兴应

用、自主可控的一整套根服务器解决方案

和技术体系。

IPv6成为热点，更离不开中国在此领

域的努力。“雪人计划”于 2016年在美国、

日本、印度、俄罗斯、德国等全球 16 个国

家完成25台 IPv6根服务器架设，其中1台

主根和 3 台辅根部署在中国，将填补空

白，为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

治理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

事长邬贺铨说，我们 IPv6的发展不是关起

门来，而是要密切跟踪全球下一代互联网

的研究、实验、技术、产业应用情况，做到发

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

成果共同分享。“中国要在发展下一代互联

网上做出我们应有的国际贡献。”他说。

IPv6之光如何“照进”
寻常百姓家？

此前，在 IPv6示范工程中，运营商、设

备商、应用服务提供商大规模参与，对 IPv4
到 IPv6 的演进起到了积极作用。融入

IPv6，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又将会有什么

样的改变？和老百姓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刘东说，IPv6 对于企业来说不是成

本，而应该是投资。IPv6与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等的应用更是息息相关，蕴含

着大量商机。本届大会提出，培育新增长

点、形成新动能。IPv6 和实体经济的融

合，将会成为这方面的典范。

在乌镇参会的杭州安恒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范渊说，我们的核心产品早

已全面支持 IPv6，并且具备完全自主可控

能力。“IPv6与网络信息安全的共性关键

技术是我们下一步攻关的重点，例如大数

据安全态势感知、物联网安全威胁情报预

警分析、工控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

而对于每一个网民来说，IPv6的全面

推进则意味着更高速、更便利、更安全。

蚂蚁金服高级技术专家马介悦说，IPv6可

以对源地址有效溯源，同时对源地址有一

套验证体系，这些可以更好满足金融级应

用所要求的身份验证和抵御网络攻击的

能力，相当于从技术上为每个人分配了一

个“网络身份证”。

“IPv6 可以精准定位地址。”邬贺铨

说，未来 IPv6地址会和电话号码一样，从

号码前几位就知道用户是从哪里注册的，

就显示出你的身份信息，因为每一个地址

都是真正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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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未来之光”照进寻常百姓家
——聚焦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热词“IPv6”

人工智能 5G时代 物联网 网络安全

大咖口中的高频词
将如何影响我们生活

预测人脑会想什么，机器人蠕虫协助医生做手术，

智能家居煮好早餐，无人驾驶汽车送去上班……在刚刚

闭幕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人工智能、5G时代、

物联网、网络安全这些全球互联网“大咖”们口中的高频

词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新华社记者 魏董华 王思北 施雨岑

本次互联网大会上，人工智能成

为大咖们热议的焦点。大咖们预测，

未来，人类会慢慢习惯进入一个人工

智能无处不在的社会。

“人工智能方向很多，主要看具

体场景如何落地。”腾讯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说，目前人工智

能和医疗结合应用超乎想象，尤其是

在医学影像识别方面，早期筛查肿瘤

的准确率已经超过普通医生的水平。

脸书全球副总裁石峰认为，人和

机器可以互联互通。比如，预测人脑

中可能会想什么，让瘫痪病人大脑里

的信息传递给机器；通过大脑里的信

息和指令直接让机器以比人类在智

能手机上快5倍的输入速度打字。

这些大咖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

是：未来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吗？阿

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人类对自

己大脑的认识不到10%，10%创造出来

的机器不可能超越人类，与其担心技

术夺走就业，不如拥抱技术解决问题。

人工智能 >>
带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智慧社会

IPv6是什么？为什么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引起广泛关注？IPv6跟普通百姓又

有什么关系……

IPv6，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显得还很陌生的词，却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成了“热词”。从

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上的重点推介，到“互联网之光”博览会里略带科幻感的展示、与会嘉宾

的热烈讨论，再到会外大国间技术布局，都预示着下一代互联网将要发生的“大爆炸”。
■新华社记者 商意盈 王思北 朱涵

早晨醒来，智能家居已经为你煮

好了早餐；出门时，你乘坐的是无人驾

驶汽车——这仅是令人期待的 5G时

代的一个侧面，5G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在不久前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

果交易会上，我国三大通信运营商表

示，将于2018年迈出5G商用第一步，并

力争在2020年实现5G的大规模商用。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

说，按规划 2020 年 5G 要启动商用。

5G有三大应用场景：增强移动宽带，

超可靠低时延，支撑移动互联网和产

业互联网的发展。

美国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认

为，5G时代的信息传播将会是智能的、互

联的、配备智能技术和传感器，支持人与

人、人与物、物与物，以及环境之间的信息

交互，这将带来更多用户端的创新应用。

对于中国的5G时代，中欧数字协

会主席鲁乙己非常看好。“以中兴、华

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正在帮助欧洲

部署家庭光纤网络，今后这些家庭可

能更青睐中国服务商提供的各种通信

服务，包括5G无线通信。”

物联网 >>
让世界万物连接在一起

什么是物联网？有人举了一个例

子：在药片中放入传感器吃下去，我们

可以看到机器人蠕虫进入到身体里面

协助医生做手术。这些万物互联的东

西会越来越多地融入我们生活。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

者、“互联网之父”罗伯特·卡恩提出

“数字物体”互联网系统的现有物联

网的拓展。“互联网解决了人与电脑

的连接问题，物联网将让世界万物连

接在一起。”

“在这个智能互联网的时代，越

来越多的设备都因具有计算、存储、

网络等功能而变得更加智能。”联想

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说，在各种

传感器的辅助下，这些智能终端可以

不断地感知周围环境，从而在云端汇

聚成几何级增长的海量数据。

在工作场景应用中，将出现能自

动学习用户使用习惯的智能情境引

擎，支持 24种语言的服务机器人，混

合现实智能眼镜等；在日常生活应用

中，将产生智能心电衣、智能电视、智

能音箱等。

5G时代 >>
正在向我们走来

智能设备和可穿戴设备快速增

多，在线内容爆炸式增长……互联网

已经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然

而，数据泄露、网络诈骗、网络攻击频

发，前沿技术应用带来的潜在安全风

险受到关注，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广

泛应用更是不断引发担忧。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

吴沈括说，目前我国网络犯罪占犯罪

总数近三分之一，每年以近 30％幅度

上升，已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

据外交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所调查的网络犯罪案件中，很多

违法网站和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位于

外国特别是网络资源发达国家，不少

犯罪行为通常使用跨国互联网企业提

供的邮箱、即时通讯等网络服务。

“推动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特

别是制定相关的全球性法律文书，可

为各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提供法律基

础。”吴沈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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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 >>
推动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