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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梳理了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工程科技领域的重大战略计划和措施，简要分析了当前工程科技主要领域发展状况、
水平，对主要国家工程科技领域计划的目标、路径与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描绘了工程科技计划关系图、聚焦点和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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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recent major strategic planning projects in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several maj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briefly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major fields. Through a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goal, path, and content of current plann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study draws a relationship diagram and depicts the focus and
frontier issues of global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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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施，简要分析了当前工程科技主要领域发展状况、
水平，并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工程科技领域重大战略

科技创新发展是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走向和进程
的重要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

计划的目标、路径与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
当前工程科技主要领域的前沿问题与发展趋势。

民族的兴衰和命运。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浪潮迭起，
世界主要国家大力推进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旨在
准确把握、及时布局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以掌

二、世界各主要国家工程科技领域的重大战
略计划

握竞争、发展的主动权 [1]。本文梳理了近年来世
界各主要国家工程科技领域的重大战略计划和措

集中优势力量部署重大工程科技战略计划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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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主要国家推进技术与产业创新的重要手段，为

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
《材料基因组计划》
《美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梳理了近

国 2050 年远景：国家综合运输系统》等等。总体

几年世界各主要国家发布的工程科技领域的重大战

上看，美国在工程科技各领域均部署了不同层面的

略计划，分析其关注的前沿热点和主要技术方向。

科技战略计划，其中对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精密
医疗、大数据及先进计算技术等方面关注度颇高。

（一）美国
美国重大科技战略计划一部分出自国家层面，另
一部分是各类智库提出的咨询报告和建议，两者共同

（二）欧洲
2013 年，欧盟在“里斯本战略”落幕的同时

支撑了一系列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科技计划的出台。

迎来了“欧盟 2020 战略”的启动。作为落实欧盟

近几年，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

发展战略的主要操作工具，新的研究与创新框架计

国家科学技术理事会（NSTC）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

划——“地平线 2020”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启动，

划局（DARPA）、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等

为期 7 年（2014—2020），以期依靠科技创新实现

国家相关部门以及麦肯锡等咨询公司相继发布了

“智能、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地平线

各类重大科技战略计划和科技战略研究报告 [2~4]，

2020”聚焦三大战略目标：打造卓越科学、成为全

其主要聚焦的领域和技术方向见表 1。

球工业领袖、成功应对社会挑战，其中，工程科技

除以上综合性的重大科技战略计划外，美国还
发布了很多领域、行业发展计划，如《先进制造业：
联邦政府优先技术领域概要》
《四年度技术评估》
《推

表1

相关领域的部署计划如表 2 所示 [5]。
综上可见，欧盟整个科技与创新框架体系全方
位覆盖创新领域，包括人口健康，食品安全，可持

美国各重大科技战略计划聚焦的领域和技术方向

重大计划

聚焦的领域和技术方向

美国国家创新战略 2015

先进制造，精密医疗，脑计划，先进汽车，智慧城市，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
教育技术，太空探索，计算机新领域

麦肯锡 2025 颠覆性技术

移动互联网，先进机器人，知识型工作自动化，3D 打印，自动驾驶汽车，云技术，
下一代基因组学，物联网，储能技术，先进材料，先进油气勘探开采，可再生
能源

21 世纪国家安全科技与创新战略

军事领域，国土安全领域，情报领域，制造领域，先进计算与通信领域，弹性、
清洁及经济可承受能源领域

美国国防 2045

先进计算技术 / 人工智能技术，增材制造，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纳米
技术和材料科学

DARPA 未来技术论坛

航天，交通与能源领域，医药与健康，材料与机器人，网络与大数据

美国陆军 2045

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增材制造，数据分析，人类增强，医学，智能手机与云计算，
网络安全，物联网，能源，智能城市，食物与淡水科技，量子计算，社交网络，
先进数码设备，混合现实，先进材料，对抗全球气候变化，新型武器，太空科技，
合成生物科技

表2
框架计划

欧盟“地平线 2020”部署的工程科技相关领域计划
专项计划

支持目的

“工业的领袖”计划

促成工业技术的领先地位

对信息通讯、纳米、新材料、生物、先进制造及
加工和空间技术等方面提供专项支持，确立在工
业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并支持跨领域合作

“社会的挑战”计划

人口健康、人口结构变化及社会福利
食品安全、可持续农业、 海洋 / 事、生物经济
安全、清洁能源
智能交通运输
气候变化， 能源利用效率和原材料
包容、创新、安全社会

该计划将积极与“欧洲创新伙伴关系 (EIP)”行
动计划的科研活动建立联系，并融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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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农业、海洋和海事研究，安全、清洁和高效的能

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提升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总消耗

源，智能、绿色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气候变化以

中的比例，并且到 2050 年能源消耗量降低一半。

及社会安全等多个领域，其中对工业技术相关领域
关注度相对较高。

（三）日本

兰德公司（欧洲）认为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发

日本从 1971 年开始组织了世界上首次大规模

展在各个方面呈现出越来越紧密的关系，研究提出

的技术预见，此后每 5 年进行一次，每次技术预见

在“地平线 2020 ”计划中对塑造和提高欧盟研发、

结果都用来支撑日本不同重大科技战略计划的制定。

创新能力具有关键作用的 10 个与数字技术相关的

2015 年，日本进行了第 10 次科技预测调查，为日本

主题，并分析了未来趋势，如表 3 所示。

部署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供了依据。日本内

英国从 2002 年开始开展第三轮技术预见，并

阁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审议通过了《第五期科学

于 2010 年发布了《技术与创新未来：英国 2030 年

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
》
，提出未来 10 年日本

的增长机会》，对英国面向 2030 年的技术发展进行

将大力推进和实施科技创新政策，把日本建成“世

了系统性预见，提出四大领域的 53 项至关重要的

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7]，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技术，如表 4所示 [6]。

1. 超智能社会

德国近几年也出台了多个研究创新计划，包括

在全世界迎来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日

能源转型的哥白尼克斯计划、IT 安全研究计划、基

本将以制造业为核心，灵活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基

因组编辑新方法对社会影响研究计划等。2010 年出

于互联网或物联网，打造世界领先的“超智能社会

台了《德国 2020 高技术战略——思想·创新·增长》， （5.0 社会）”。日本将优先推进《科技创新综合战略
2013 年提出新的高技术战略计划——“工业 4.0”，

2015》中已确定的 11 个系统的建设工作：能源价

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抢

值链优化系统、地球环境信息平台、高效基础设施

占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先机。

的维护管理更新系统、防抗自然灾害的社会系统、

法国于 2015 年 5 月提出了“未来工业”战略，

高速道路交通系统、新型制造系统、综合型材料开

包含新型物流、新型能源、可持续发展城市、生态

发系统、地方治理系统、工作流程管理系统、智能

出行和未来交通、未来医疗、数据经济、智慧物体、

食物链系统以及智能生产系统。

熟悉安全和智慧饮食等九个项目。并于同年 7 月出

2. 共性技术研发

台了《绿色转换能源法案》，提出限定核能发电量、

日本政府提出，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和国际标

表3
主题

兰德公司提出的数字技术 10 大主题和趋势
趋势

数字化农业和食品

传感器、机器人和无人机支撑下的精准农业，大数据

新兴消费模式和互联网
经济

消费模式的创造和创新，大数据，高度互联和电商

个性化和自适应（人工智
能走向全脑仿真）

机械设计，机器学习，计算速率的指数型增长

教育改革

游戏化，在线 / 远程学习，大数据和知识分析，正规教育 / 非正规教育模糊化

网络结构变革：物联网

互联设备数量激增，设备更廉价、更小型、更智能，先进的无线通信技术，物联网全球
覆盖

新经济模式

可持续，个人经济，对等经济，分配模式创新

个性化制造：3D 打印和
增材制造

个性化制造，批量生产向批量定制转变，当地生产，何时何地生产任何产品

自动化 / 机器人化的经济
和社会影响

更多采用工业机器人，户外机器人和类人机器人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自动化设备全球化，
全球的机器人相关专利、产品和投资项目将更多

数字化的艺术和科学

科学出版物和数据更开放，众筹、公民科学、共同创造，大型、协作性科研项目

政府治理和政策制定

电子政务：以用户为中心和用户驱动的公共服务，更加开放、协同的治理，在设计和提供
服务的环节有更多，沟通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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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对英国 2030 年至关重要的技术

四大领域

技术方向

材料和纳米技术

3D 打印和个性化制造，建筑及建筑材料，碳纳米管和石墨烯，超材料
纳米材料，纳米技术，智能聚合物
活性包装，多功能材料和仿生材料，智能交互式纺织品

能源和低碳技术

先进电池技术，生物质能，碳捕集和封存，核裂变，燃料电池
核聚变，氢能，微型发电技术，循环利用，智能电网
太阳能，智能低碳车辆，海洋和潮汐发电，风能

生物和制药技术

农业技术，医学成像，工业生物技术，芯片实验室，核酸技术
组学，效能促进剂，干细胞，合成生物学，剪裁特效药
组织工程，模拟人类行为脑机接口，电子健康

数字和网络技术

生物识别技术，云计算复杂性，智能传感器网络与普适计算，新的计算技术
下一代网络，光子学，服务机器人和群体机器人，搜索和决策，安全通信
仿真与建模，超级计算监测，大数据集的分析技术，仿生传感器

准化战略，推动网络安全、物联网系统构建、大数

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之后，国务院印发了

据解析、人工智能等服务平台，开展必不可少的共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了“十三五”

性技术研发，同时，围绕机器人、传感器、生物技

时期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

术、纳米技术和材料、光量子等能够创造新价值的

重大举措，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能源、环境、

核心优势技术，设定富有挑战性的中长期发展目标

农业、生物健康以及太空、海洋开发利用领域都进

并为之付出努力，从而提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

行了相应布局 [10]，进而，面向 2030 年部署了一

3. 积极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与工程，形成

为了及早解决日本国内及全球面临的经济和社

远近结合、梯次接续的系统布局（见表 7）。

会发展挑战，日本政府预先选定了要通过科技创新
解决的 13 个重点政策课题，如表 5 所示。

三、世界各国重大科技战略计划的比较分析

2016 年 4 月，日本内阁府与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JST）联合提出包含 16 个领域的综合性科技创新计

对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的各项重大科技战

划——“日本颠覆性技术创新计划（ImPACT）”[8]。

略计划中与工程科技相关的内容进行聚类分析，以

同年 6 月，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发布

发掘世界各主要国家共同关注及各自重点关注的工

了《2030 年研究战略》，提出了日本产业与科技创

程科技技术方向，结果如图 1 所示。

新的重点发展方向 [9]，主要内容见表 6。

由图 1 可见，各国（地区）对工程科技的共同

综合日本各项重大科技战略计划可以看出，日

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信息、先进制造、能源和生物技

本近几年关注的工程科技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智能

术四大领域。信息领域：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

产业、能源资源以及医疗和人口健康等方面。

能和量子技术等当今热点技术受到广泛关注，同时，
大数据发展带来的对先进计算技术的需求，以及互

（四）中国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实施创

联网、物联网快速发展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也受到
各国重视。先进制造领域：智能感知传感器技术、

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

机器人技术以及面向个性化制造的 3D 打印技术是

新，继而陆续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 +”、

关注热点。能源领域：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

网络强国、海洋强国、航天强国、健康中国、军民

是未来主要发展方向，各国对氢能、核能技术有所

融合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部署，节能和储能技术也备受关注。生物技术领域：

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并通过实施全

合成生物、基因组学和生物分子技术受到关注，脑

面系统的科技规划推动创新发展。2016 年中央颁布

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了建

各国在工程科技重大计划部署上各具特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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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日本将通过科技创新解决的 13 个重点政策课题

目标

课题

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区域社会自律性发展

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保障资源稳定并实现循环利用
保证食品稳定供应
实现世界最尖端的医疗技术，建成健康长寿社会
建设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延长高效、高性能基础设施使用寿命的对策
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

确保国家和国民安全安心与实现富裕的高质量生活

应对自然灾害
确保食品安全、生活环境及卫生条件
确保网络安全
解决国家安全保障相关问题

应对全球性挑战和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

应对全球性气候变化
应对生物多样性挑战

表6

日本产业与科技创新的重点发展方向

发展方向

研究内容

发展超智能产业

实现人类知觉、控制的扩展
人工智能硬件和软件的创新
数据流通保密技术
情报交换设备和高效率网络
新一代制造系统
针对数码化制造业的创新测量技术

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再生能源的普及
开发新能源
开发节能储能技术
实现氢能源社会
推进环保资源开发和循环利用
开发环保的新催化剂、新化学合成技术

活用物质和生命构造

超显微测量技术
新机能材料
高附加值材料
新原理、新机能设备
合成技术创新
生理构造解析
生物芯片与健康可视化

增强社会的安全性

评估和降低自然灾害风险
新测量技术
地质信息的可视化
保障稳定供水供粮的新系统

表7

中国科技创新 2030——重大科技项目与工程

重大科技项目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
深海空间站
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
深空探测及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系统维护

重大工程
种业自主创新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智能电网
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
大数据
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
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
健康保障

国对安全方面的技术关注度较高，对国土安全、新

更为关注，同时十分重视核废料回收。从总体上看，

型武器和情报等方面进行技术部署。日本由于其国

欧盟的工程科技重大计划部署与国际大趋势基本吻

家自然地理条件较为特殊，对灾害和地质相关技术

合，但欧洲各国的关注点则各有侧重。中国作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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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世界主要国家工程科技重大计划聚类分析图

业大国，对现代农业技术、转基因和育种技术较为

发展，煤炭利用朝着高效、节能、节水和清洁方向

重视，同时对煤炭和煤层气技术较为关注。在电子

发展。非常规油气和海洋深水油气成为世界油气储

技术方面，由于中国技术基础相对较弱，成为制约

量与产量的新增长点，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向海底化、

科技发展的瓶颈，因而在集成电路和电子芯片等方面

智能化、复合化方向发展。核电发展更加强调安全

加强了部署。此外，轨道交通、中医药等优势技术也

性和可持续性。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研发向大型化、

受到进一步重视。

高效低成本方向发展，而可再生能源利用则是朝着
多能互补、冷热电联产与综合利用方向发展。电力

四、世界工程科技领域前沿问题与发展趋势

工程技术发展特征是安全可靠、经济高效、智能开
放，构建智能电网，发展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技

当前，全球进入密集创新和产业变革孕育加速

术、融合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微电网技术、直流电

的时代，工程科技各领域在技术牵引和需求推动的

网或交直流电网模式。非能源矿业向实现深部资源

双重动力下正在加速发展，结合世界各主要国家重

的安全开采和高效回收方向发展。

大科技计划的梳理分析，整理当前世界工程科技各
领域前沿问题与发展趋势如下。

( 二 ) 着眼环境质量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全球全过
程复合污染控制与生态协同修复成为趋势

( 一 ) 智能、绿色、高效技术发展推动化石能源清
洁化、新能源经济化、能源服务智能化
煤炭开发向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方向

当前，世界范围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不同特
征的环境生态问题共存，既有重工业发展区域面临
的传统重工业污染及新型污染、多重复合型污染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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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有工业化区域面临的生态环境深度改善及全

了以生产网络化、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球化环境改善难题。削减源头污染、清洁生产成为

的发展。

改善环境质量的关键，复合与新型污染物高效深度
处理是解决点源及部分面源污染问题的关键，大区
域、流域生态与土壤修复大面积展开，环境基准与
人体健康影响研究成为关注焦点，大尺度环境监测
及快速预警应急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 六 ) 流程工业聚焦低碳、循环、减量、高效，广
泛建立生态工业链接，发展智能工厂
流程工业正在向绿色化、生态化方向发展，通
过建立广泛的生态工业链接，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
污染物排放，通过智能化工程，不断提升流程工业

( 三 ) 信息技术亟须突破计量、感知、计算和使能

的效率效益。未来，流程工业各行业将进一步调整

技术与体制瓶颈，大力推进泛在智能和移动

企业结构、流程结构、资源结构、耗能结构，提高

互联网

能源效率，实现节约化和高效化生产。

当前，以测量、通信、计算为三大支柱的信息
电子技术在精度、速度、广度、深度等方面的要求

( 七 ) 瞄准低能耗、高可靠、绿色化与智能化，发

越来越高。新一代计量基标准和高精度测量技术长

展智慧城市和高品质、强安全基础设施

足发展，感知技术趋向体制革新、高性能与智能化，

当前，人类社会已真正进入“城市世纪”，绿

使能材料和器件技术的发展促进工业不断升级，网

色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得到广泛关注，智慧城市成

络与通信技术呈现“千亿级人—网—物三元互联”
，

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城市发展的新引擎；新型结构体

计算技术向超高性能、超低功耗、超高通量和多计

系不断涌现，工程结构的可靠性、耐久性及全寿命

算范式等方向发展，软件技术向高智能、高聚合、

设计理念得到初步实现；水安全保障体系呈现出全

高适应方向发展。

球化、多元化趋势，智慧水系统和水资源再生技术
得到了持续关注。

( 四 ) 材料发展呈现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器件一
体化、纳米化与复合化，支撑产品功能创新
和性能优化
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新材料的创新研发，力图在

( 八 ) 构建主动控制型综合交通系统，推动运载工
具智能化、交通设施智慧化、管理服务协同化
在“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

新能源材料、节能环保材料、纳米材料、生物材料、

技术变革之下，交通运输成为大数据、云计算、移

医疗和健康材料、信息材料等领域的未来国际竞争

动互联网、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新兴技术

中抢占一席之地。新材料不断更新换代，硅材料发

的重点应用领域，交通运输工具向节能环保、高效

展推动微电子芯片集成度及信息处理速度大幅提

智能、安全便捷的方向发展，高速铁路技术创新主

高，成本不断降低；碳化硅、氮化镓宽禁带材料为

题由功能设计逐步转向结构运营安全保障、运营品

新一代射频高能效、高功率器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质提升与维护，网联化、协同化和智慧化的综合交

前景；低温共烧陶瓷（LTCC）技术的研究开发取

通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精准、实时、高效的交通应

得重要突破，大量无源电子元件整合于同一基板内

急搜救与安全保障体系也得到日益重视。

已成为可能。此外，变革新材料研发模式逐渐成为
关注的重点。

( 九 ) 海洋空间探测与应用技术向更广、更深、更
精方向发展

( 五 ) 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推动装备制
造智能化

海洋空间仍然是世界主要国家竞争的战略制高
点。世界主要航天国家正在推进高可靠、高效费比

人工智能、物联网与自动化的融合为传统制造

的天地往返运输能力建设，支撑载人航天与深空探

业赋予了新能力，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逐渐得到广泛

测发展，面向空间信息的高效泛在应用，构建天地

应用，增材制造开创生产和商业的新模式，仪器仪

一体化卫星应用与服务体系。海洋环境立体综合观

表向小型化、多功能、智能化方向发展，共同促进

测与智能服务系统得到广泛关注，海洋资源勘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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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走向多样化、精准化并向深远海方向发展，海

动下，公共安全已逐步上升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国

水资源和海洋能高效综合利用技术攻关方兴未艾。

家战略高度。当前，公共安全综合保障强调监测、
预警、应急联动并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交

( 十 ) 生物与信息技术推动农业绿色革命，大力发
展精准化、集约化、高值化农业生产技术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成为
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新的绿色革命推动传统

通安全向系统安全性与可靠性方向发展，危化品安
全研究关注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全链条、大尺度下
的水安全管理技术仍是关注重点，而防恐反恐科技
成为全世界重要关注点。

农业技术改造升级，包括生物化、信息化、无害化、
循环化和标准化等方面，发达国家围绕农业生产精

五、结语

准化、集约化、高值化已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部署。
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成为世界各国的前瞻性战略，

世界各主要国家为了加强超前部署及集中优势

生物基因组学成为国际种业竞争制高点；世界各国

力量推进重大技术突破提出发展战略、重大科技计

十分重视重大动物疫病及人畜共患病的影响，发达

划，以期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推进经济社会进步，

国家在生物技术防控动植物重大疫病方面处于引领

赢取全球竞争优势。本文梳理了世界各主要国家近

地位；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循环经济及生态环境保

年来的重大科技计划，分析了世界工程科技领域的

护技术成为国际关注焦点；智慧农业工程科技的发

主要关注方向和布局。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从跟踪

展已成为国际上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的前沿；全球农

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因此，

产品加工向多领域、多梯度和高科技方向发展。

及时把握世界科技前沿、进展和发展态势，分析科
技创新布局，对描绘我国科技发展蓝图、制定科技

( 十一 ) 健康优先、预防为主，推进精准医学、再

发展路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生医学、药物创新研究，提升医疗卫生信息
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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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科学和临床医学研究重点，有望为人类难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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