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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未来的科技发展新趋势*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科技创新正加速推进，并深度融合、

广泛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重塑世界格局、创造人类未来的主导力量。我们只

有认清趋势、前瞻擘划，才能顺势而为、抢抓机遇。从宏观视角和战略层面看，当今世界科

技发展正呈现以下十大新趋势。

（1）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将催生产业重大变革，成为社会生产力新飞跃的突破口。作

为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的领域，信息网络、生物科技、清洁能源、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等正孕

育一批具有重大产业变革前景的颠覆性技术。量子计算机与量子通信、干细胞与再生医

学、合成生物和“人造叶绿体”、纳米科技和量子点技术、石墨烯材料等，已展现出诱人的应

用前景。先进制造正向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器件一体化方向发展，极端制造技术向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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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航母、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和极小（如微纳芯片等）方向迅速推进。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智

能材料与3D打印结合形成的4D打印技术，将推动工业品由大批量集中式生产向定制化分布式生产转

变，引领“数码世界物质化”和“物质世界智能化”。这些颠覆性技术将不断创造新产品、新需求、新业

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驱动力，推动经济格局和产业形态深刻调整，成为创新驱动发展和

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2）科技更加以人为本，绿色、健康、智能成为引领科技创新的重点方向。未来科技将更加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致力于研发低能耗、高效能的绿色技术与产品。以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加速光合作

用、智能技术等研发应用为重点，绿色农业将创造农业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保障粮食

和食品安全。基因测序、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分子靶向治疗、远程医疗等技术大规模应用，医学模式将

进入个性化精准诊治和低成本普惠医疗的新阶段。智能化成为继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之后的新“工

业革命”，工业生产向更绿色、更轻便、更高效的方向发展。服务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快递无人机、智

能穿戴设备等的普及，将持续提升人类生活质量，提升人的解放程度。科技创新在满足人类不断增长

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增进人类福祉方面，将展现出超乎想象的神奇魅力。

（3）“互联网+”蓬勃发展，将全方位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和无线传输、无线充

电等技术实用化，为实现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人与服务互联向“互联网+”发展提供丰富高效的工

具与平台。随着大数据普及，人类活动将全面数据化，云计算为数据的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提供了

基础。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车联网、物联网、太空互联网等新网络形态不断涌现，智慧地球、智慧

城市、智慧物流、智能生活等应用不断拓展，将形成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信息网络环境，对人们的交

流、教育、交通、通信、医疗、物流和金融等各种工作和生活需求作出全方位及时智能响应，推动人类生

产方式、商业模式、生活方式、学习和思维方式等发生深刻变革。互联网的力量将借此全面重塑这个世

界和社会，使人类文明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迈向新的“智业革命”时代。

（4）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制高点向“深空、深海、深地、深蓝”拓进。空间进入、利用和控制

技术是空间科技竞争的焦点，天基与地基相结合的观测系统、大尺度星座观测体系等立体和全局性观

测网络将有效提升对地观测、全球定位与导航、深空探测、综合信息利用能力。海洋新技术突破正催生

新型蓝色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多功能水下缆控机器人、高精度水下自航器、深海海底观测系统、深海空

间站等海洋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将为深海海洋监测、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海洋安全保障提供核心支撑。

地质勘探技术和装备研制技术不断升级，将使地球更加透明，人类对地球深部结构和资源的认识日益

深化，为开辟新的资源能源提供条件。量子计算机、非硅信息功能材料、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等下

一代信息技术向更高速度、更大容量、更低功耗发展。5G有望成为未来数字经济乃至数字社会的“大

脑”和“神经系统”，帮助人类实现“信息随心至、万物触手及”的用户体验，并带来一系列产业创新和巨

大经济及战略利益。

（5）前沿基础研究向宏观拓展、微观深入和极端条件方向交叉融合发展，一些基本科学问题正在孕

育重大突破。随着观测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人类对宇宙起源和演化、暗物质与暗能量、微观物质结

构、极端条件下的奇异物理现象、复杂系统等的认知将越来越深入，把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合成生物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和量子的微观层面认识生命

活动的规律，为探索生命起源和进化开辟了崭新途径，将掀起新一轮生物技术的浪潮。人类脑科学研

究将取得突破，有望描绘出人脑活动图谱和工作机理，有可能揭开意识起源之谜，极大带动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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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网络理论与技术发展。前沿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可能改变和丰富人类对客观世界与

主观世界的基本认知，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发展可望催生新的重大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

（6）国防科技创新加速推进，军民融合向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深度发展。受世界竞

争格局调整、军事变革深化和未来战争新形态等影响，主要国家将重点围绕极地、空间、网

络等领域加快发展“一体化”国防科技，信息化战争、数字化战场、智能化装备、新概念武器

将成为国防科技创新的主要方向。大数据技术将使未来战争的决策指挥能力实现根本性

飞跃，推动现代作战由力量联合向数据融合方向发展，自主式作战平台将成为未来作战行

动的主体。军民科技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在人才、平台、技术等方面的界限日益模糊。随

着脑科学与认知技术、仿生技术、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材料基因组、纳米技术、智能机器人、

先进制造与电子元器件、先进核能与动力技术、导航定位和空间遥感等的重大突破，将研发

更多高效能、低成本、智能化、微小型、抗毁性武器装备，前所未有地提升国防科技水平，并

带动众多科技领域实现重大创新突破。

（7）国际科技合作重点围绕全球共同挑战，向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发展。全球气候变

化、能源资源短缺、粮食和食品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大气海洋等生态环境污染、重大自然灾

害、传染性疾病疫情和贫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事关人类共同安危，携手合作应对挑战成为

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存贮和传输技术的进步，

将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社会效益，深刻改变现有能源结构，大幅提高能源自给率。

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 2035 年可再生能源将占全球能源的 31%，成为世界主要能

源。极富发展潜能的新一代能源技术将取得重大突破，氢能源和核聚变能可望成为解决人

类基本能源需求的主要方向。人类面临共同挑战的复杂性和风险性、科学研究的艰巨性和

成本之高昂，使相互依存与协同日趋加深，将大大促进合作研究和资源共享，推动高水平科

技合作广泛深入开展，并更多上升到国家和地区层面甚至成为全球共同行动。

（8）科技创新活动日益社会化、大众化、网络化，新型研发组织和创新模式将显著改变

创新生态。网络信息技术、大型科研设施开放共享、智能制造技术提供了功能强大的研发

工具和前所未有的创新平台，使创新门槛迅速降低，协同创新不断深化，创新生活实验室、

制造实验室、众筹、众包、众智等多样化新型创新平台和模式不断涌现，科研和创新活动向

个性化、开放化、网络化、集群化方向发展，催生越来越多的新型科研机构和组织。以“创客

运动”为代表的小微型创新正在全球范围掀起新一轮创新创业热潮，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

的“软件创业”方兴未艾，由新技术驱动、以极客和创客为重要参与群体的“新硬件时代”正

在开启。这些趋势将带来人类科研和创新活动理念及组织模式的深刻变革，激发出前所未

有的创新活力。

（9）科技创新资源全球流动形成浪潮，优秀科技人才成为竞相争夺的焦点。一方面，经

济全球化对创新资源配置日益产生重大影响，人才、资本、技术、产品和信息等创新要素全

球流动，速度、范围和规模都将达到空前水平，技术转移和产业重组不断加快。另一方面，

科技发达国家强化知识产权战略，主导全球标准制定，构筑技术和创新壁垒，力图在全球创

新网络中保持主导地位，新技术应用不均衡状态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

术鸿沟”不断扩大。发达国家利用优势地位，通过放宽技术移民政策、开放国民教育、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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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项目、提供丰厚薪酬待遇等方式，持续增强对全球优秀科技人才的吸引力。新兴国家也纷纷

推出各类创新政策和人才计划，积极参与科技资源和优秀人才的全球化竞争。

（10）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将由以欧美为中心向北美、东亚、欧盟“三足鼎立”的方向加

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科技创新力量

对比悄然发生变化，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从2001年到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比

重由37%下降到30%，欧洲从26%下降到22%。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目前在科技创新上仍处

于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但优势正逐渐缩小，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已成为科技创新的

活化地带，在全球科技创新“蛋糕”中所占份额持续增长，对世界科技创新的贡献率也快速上升。全球

创新中心由欧美向亚太、由大西洋向太平洋扩散的趋势总体持续发展，未来20—30年内，北美、东亚、欧

盟三个世界科技中心将鼎足而立，主导全球创新格局。

正如雨果所说：与有待创造的东西相比，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科技创新的前沿永

无止境，科技创新的未来激动人心。我们要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树立创新自信，抢抓战略机

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科

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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