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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工程科技 2035 的需求分析
栾恩杰 １，袁建华 ２，满璇 ２，张璋 ２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北京 100088；2.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北京 100048）

摘要：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对工程科技需求分析，是将我国工程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需求紧密相连，使工程科技发展真正
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交汇、对接。本文介绍了开展工程科技需求分析的背景和国内外需求分析方法，采用核心人员访谈、问
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提出 2035 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愿景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工程科技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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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 of this analysis is to closely link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its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and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methods of demand analysis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analysis uses interviews and surveys from core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long with other methods, to depict six vision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2035, and to point out the demand for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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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究成果，对我国未来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开展深化研
究。此次研究首次设立需求分析组，分析提出我国

2015 年，中国工程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联合启动了“中国工程科技 2035 发展战略研究”。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对工程科技的需求，为我国工
程科技的发展思路和未来的技术选择提供支撑。

本研究是在 2009 年开展的“2030 中国工程科技中

需求分析是战略研究的先行者，将经济社会发

长期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最新研

展的愿景和需求投射到工程科技的各个领域，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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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程科技的系统谋划和前瞻部署提供支撑。本文

年至今）中，由英国内政部科学发展局主导，开展

从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愿景出发，采用核心

以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要目标的技术预

人员访谈、德尔菲问卷调查、迭代等研究方法，提

见活动 [4,5]。该研究涉及人员广泛，例如，英国制

出经济社会发展对工程科技的需求。

造业 2050 预测分析是由来自 25 个国家的 300 名专
家、商界人士以及政策制定者共同参与完成的 [6]。

二、国内外工程科技发展需求分析的经验
借鉴

德国在欧洲率先开展体制化的技术预见活动，
由此拉开了欧洲各国政府开展技术预见的序幕。德
国在 2012—2016 年开展的技术预见工作中，将预见

（一）国外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的需求分析实践

工作转换为以社会发展为主导，通过开展广泛的意

近年来，各国在制定工程科技发展战略时，越

见调查，来发现大众的生活愿景，基于愿景征集的

来越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注重将基于愿景的

结果，技术预见工作者从实现国民期望的角度出发，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为制定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的重

通过分析研究对国家未来的技术发展作出规划 [7]。

要参考。
1. 日本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的需求分析
实践

（二）我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的需求分析实践
我国在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引入需求分析

自日本在第 6 次技术预见中引入需求分析以来，

研究的起步较晚，但也进行了有益探索。

开展需求分析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

1.“十二五”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愿景研究实践

验（见表 1）[1,2]。在第 10 次技术预见中，其需求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为编制国家科技

分析结论涉及 7 个领域，包括制造业、人口、城市、

发展“十二五”规划，对“十二五”末及未来国家

食品等，每一领域下设 8~ 2 个主题（共计 63 个）[3]。

经济社会发展愿景进行了研究 [8]。主要分为以下

2. 欧洲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的需求分析
实践

几个阶段：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愿景描述：在文献
资料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场访谈、专题研讨会、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欧洲的一些国家如英

问卷调查、专家咨询和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利用

国、德国等陆续开始在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开

规范的研究方法和预测手段，通过领域专家与政府、

展需求分析。

产业和经济界人士、民众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结合

英国在 1999—2001 年开展的第 2 次技术预见

严谨的统计分析，勾画未来图景，凝练经济社会发

研究中，由英国贸易投资总署与商业、创新和技能

展愿景；②凝练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从

部主导，主要关注科技和社会领域的创新给英国经

经济社会发展愿景的角度洞悉科技需求，为明确科

济社会带来的发展机会。在第 3 次技术预见（2002

技的发展方向提供依据；③得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

表1
需求分析

日本开展需求分析实践总结
实践总结

第 6 次技术预见中的需求分析

在技术预测调查后组织了需求研究。主要做法包括：
1. 开展公众意见调查，了解人们的中长期需求
2. 从社会经济需求的角度分析关键技术

第 7 次技术预见中的需求分析

1. 评价社会经济的各种需求的重要性；
2. 评价各技术领域的技术项目与这些需求的相关性以及技术对需求的贡献程度

第 8 次技术预见中的需求分析

1. 以第 7 次技术预见报告中提出的需求门类为基础，面向 4 000 名民众展开网络问卷调查，
综合各领域专家、社会公众和商业领袖的意见，最终形成社会经济需求清单
2. 通过技术与需求关联分析调查问卷的形式评价未来科技对需求的贡献

第 9 次技术预见中的需求分析

1. 采用情景预测法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愿景下的技术需求做预测
2. 设置情景分析委员会，由专家来描绘未来的情景

第 10 次技术预见中的需求分析

此次需求分析是为实现未来社会的结构化和愿景而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主要做法包括：
1. 通过有众多参加者参与的研讨会，进行有关未来社会愿景的调查
2. 创建基于相关科学技术群整合推进的、面向愿景实现的多选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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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最终，该研究得到了 6 个方面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研究步骤
需求分析研究主要分为以下 3 个步骤，具体如

愿景、13 个方面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需求。
2. 中国未来 20 年技术预见研究中的需求分析实践

图 2 所示。
1. 愿景征集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进行的
愿景分析和需求研究是为“中国未来 20 年技术预

愿景征集主要包括 3 个步骤：①资料的搜集、

见”服务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①发展愿景

整理、分析，包括我国经济社会和工程科技发展现

分析：采用发展趋势预测、指标预测等方法，从全

状、未来 20 年发展中遇到的机遇和挑战，有关长

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消费型、循环型

远发展规划研究报告，特别是经济、社会、工程科

6 个方面，勾勒我国 2020 年经济社会发展图景，并

技发展趋势的相关资料；②通过专家访谈、问卷调

提出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②提出对科技的需求：

查等形式，面向社会各界专家征集 2035 年我国经

分别从“全球化及信息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城

济社会发展愿景；③在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的基础

市化社会”“循环化社会”与“消费型社会”发展

上，归纳、总结、凝练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

愿景出发，分别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科技发

愿景，勾勒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图景。

展的战略需求 [9]。

2. 确定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清单
所谓需求清单，是指根据经济社会各领域未来
20 年的发展趋势和愿景，按领域罗列出来的需求。

三、 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对工程科技
需求分析的实践总结

在愿景分析的基础上，课题组提出备选需求清单初
稿，进一步对经济社会和工程科技类各领域专家进

（一）总体思路

行访谈、召开专家研讨会，最终确定备选需求清单。
3. 提出对工程科技的需求

从宏观着手、层层推进是需求分析研究的总体
思路。首先，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问卷

通过对工程科技类各界专家的访谈和召开专家

调查和专家访谈，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我国 2035 年经

研讨会，将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备选需求清

济社会发展愿景，勾勒出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
图景；其次，根据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愿景，

我国2035年经济社会发展愿景

对经济社会和工程科技各专业领域专家开展访谈，

提出

提出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备选需求清单，以支
撑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愿景的实现；再次，将

我国2035年经济社会发展备选需求清单

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投射到工程科技领域，

提出

通过对工程科技类专家的访谈，提出我国 2035 年经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具体如图 1 所示。

资料搜集、分
析整理，以及
预测2035年经
济、社会、产
业发展

图1

确定我国2035年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清单
提出备
选需求
清单
初稿

提炼我国2035
年经济和社会
发展愿景

确定备选
需求清单

通过专家访谈、
专家研讨等形式，
对备选需求清单
开展讨论

通过专家访谈、
问卷调查等形式，
面向社会各界
征集2035年发展
愿景

图2

支撑

我国2035年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对工程科技的需求

济社会发展对工程科技的需求，以满足我国 2035 年

愿景征集

支撑

需求分析研究总体思路

提出对工程科技的需求
我国2035年经济
和社会发展对工
程科技的需求
面向工程科
技各界专家
开展专家
访谈

需求分析研究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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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投射到工程科技的各个领域，进而提出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对工程科技的需求。

（五）愿景五：和谐的中国
2035 年，一个更和谐的中国将屹立在世界东
方。健康理念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健康

四、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愿景

成果，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成为常态，人
均预期寿命达到 80 岁；公民享有更加优质、更加

此次研究最终形成了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

公平的教育资源。

展的六大愿景。
（六）愿景六：安全的中国
（一）愿景一：全球化的中国
到 2035 年，我国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将进入新
的历史发展阶段，具备较高的国际威望和影响力，

2035 年的中国是安全的中国，拥有有效维护
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强大国防力量；公共安全体系健
全；具有较强的应急处理和风险防控能力。

为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促进世界繁荣做出贡献；经
济成为世界的强力引擎，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惠及相
关国家；科技进步为全人类带来福祉，与国际先进

五、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对工程
科技的需求

技术的融合程度显著加深；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将展
现更加立体的当代中国。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愿景，工程科技是关键的因
素之一。从经济社会发展愿景的角度洞悉工程科技

（二）愿景二：迈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
未来 20 年，我国通过自身结构的不断调整，
将迈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到 2035 年，国家经

的发展需求，可以为明确工程科技发展方向提供依
据。此次研究提出了 37 项我国 2035 年经济社会发
展对工程科技的需求，分为以下九大类。

济总体运行情况良好；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新
动力，促进我国的经济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产
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水
平，中等收入阶层发展壮大，收入分配趋于合理。

（一）优化产业结构，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传统产业附加值、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
提高产品质量是助推未来 20 年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 2035 年产业发展的重要需

（三）愿景三：智能化的中国

求。将这些需求投射到工程科技领域，对我国 2035

到 2035 年，智能化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

年工程科技的发展提出的需求如下：①全面提升产

各个方面，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水平；智

业清洁生产技术水平，从源头削减污染的产生，提

能医疗走进寻常百姓生活，健康优先、预防为主的

升产业核心竞争力；②大力发展新材料和增材制造

理念深入人心；智能教育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

技术，提高国民经济中低能耗 – 可环保 – 高效益产

趋势，促进教育公平、和谐发展；智能交通体系基

业链比例；③建立智能化工艺与生产体系，大力发

本形成，居民幸福指数显著提高。

展工业机器人产业，打造中国制造新优势；④推动
与制造业服务化相关的技术的发展，助推我国整体

（四）愿景四：可持续发展的中国

产业升级。

未来 20 年，中国将从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落
实到美丽中国具体蓝图的实现，实现绿色崛起与可

（二）突破关键技术，保障国防安全

持续发展。到 2035 年，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

有国就有防，“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只

降近一半，资源利用率大幅提高，能源结构不断优

要国家存在，就必须建设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

化；中国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生

的强大国防。对我国 2035 年工程科技的发展提出

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建设美丽中国”成为现实。

的需求如下：①加快发展高性能计算技术、赛博网

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在全社会得到推行，公众绿色生

络安全技术和传感感知技术，占据国际信息领域竞

活方式的习惯基本养成。

争的制高点；②构建经济实用的航天运输系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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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一体信息互联互通系统和深空探测工程体系， （六）推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满足高效、安
突破量子导航定位技术，支撑航天强国建设；③大
力发展高端科学仪器及相关技术，为各行业的发展
奠定基础。

全的出行需求
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和运输体
系，是我国交通和运输领域发展的迫切需求，将
交通和运输领域的发展需求投射到工程科技领域，

（三）优化能源结构，建设优美生态环境

对我国 2035 年工程科技的发展提出的需求如下：

未来 20 年，我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

①突破陆、海、空交通运输工具的关键技术，保

人口与经济增长，将带来能源和资源需求的快速上

障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②全面提高综合交

升以及巨大的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结构

通技术水平，大力发展新型交通体系关键技术，

调整和技术进步将成为节能减排的主要手段。经济

满足智能交通的建设需求；③提升交通网络能力

社会的发展必须考虑能源资源的有限增长能力、环

和水平，建立顺畅、便捷、高效、安全的交通运

境的可持续承载能力的制约，将能源和环境领域的

输体系。

发展需求投射到工程科技领域，对我国 2035 年工
程科技的发展提出的需求如下：①提高传统的产出
率和利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保障能源产

（七）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城乡一体化
“城镇化进程接近完成”是确保未来 20 年经

出的安全、高效、环保；②加快发展污染防治技术，

济整体平稳运行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 2035 年经

构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体系，建设优美的生

济发展的重要需求。将此项需求投射到工程科技领

态环境；③推动循环与生态化技术的发展，实现循

域，对我国 2035 年工程科技的发展提出的需求如

环化生产。

下：①大力发展城市中心区功能提升与再开发关键
技术，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②大力发展新型高性

（四）建设海洋强国，保障海洋权益

能结构体系关键技术，实现土木结构工程的“优生

将海洋领域的发展需求投射到工程科技领域，

优育”与“健康长寿”；③大力发展城市泛在感知

对我国 2035 年工程科技的发展提出的需求如下：

互联网络，突破大数据分析决策技术及其集成整合

①建设好空间气象海洋信息共享服务工程，实现

与数据挖掘技术，建设智慧城市。

全球海洋环境三维立体观（监）测、预警预报系
统，积极建设智慧海洋，保障各类海上作业活动
安全进行；②大力发展海底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

（八）应对超级老龄化社会，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2035 年，我国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同时，

勘查及开发技术、海水资源和海洋能综合利用技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身健康的要

术，扩大海洋经济规模；③大力发展相关的海洋

求不断提高。应对超级老龄化社会，提高人民群

工程装备技术，保障各类海洋开发活动，积极建

众健康水平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因

设智慧海洋。

此，对我国 2035 年工程科技的发展提出的需求如
下：①大力发展精准诊断及疗效评价技术，使再

（五）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到 2035 年，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基本稳定。

生医疗、精准医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②突破新
药研发与制药工程关键技术，大力发展中医药相关

这就要求我们具有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农业生产的

技术，保障人民健康；③建立面向社区的健康大

能力，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将农业的发展需求

数据及智能健康管理系统，加快发展慢病防控工

投射到工程科技领域，对我国 2035 年工程科技的

程与治疗关键技术；④大力发展老年医学相关技

发展提出的需求如下：①大力发展农业生物技术，

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技术保障；⑤不断优

提高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②建设现代农业工程，

化不孕不育治疗体系，促进优生优育，使人口素质

绝大部分农业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部分实现智能

不断提高；⑥大力发展疾病防治技术，突破应对

化；③推动农产品生产、流通领域的信息工程技术

生物安全关键技术，提高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

建设，确保食品安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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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高风险防控和应对能力，保障公共安全

（二）充分重视愿景研究

构建具有风险评估、防范、监测、应急等能力

从国内外开展需求分析的实践经验来看，愿

的全方位公共安全网络，关注网络舆情、危险化学

景研究在需求分析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日

品安全、发展防恐和反恐科技，是我国公共安全发

本在第 10 次技术预见中开展的需求分析，就是为

展的迫切需求。将公共安全的发展需求投射到工程

实现未来社会的结构化和愿景而进行的科学技术

科技领域，对我国 2035 年工程科技的发展提出的

研究。本次在工程科技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中开

需求如下：①构建定量化、标准化、综合化和系统

展的需求分析也充分证明，经济社会发展愿景研

化风险评估与预防系统，实现跨领域、跨行业的全

究是需求分析的基础。在今后的愿景研究工作中，

链条风险评估管理体系；②构建国际领先的监测、

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愿景征集的调查过程中来，

预测预警技术，发展综合应急救援技术，保障社会

同时利用多种途径，如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

安全；③大力发展公共安全综合保障技术，为健全

开展愿景征集。

公共安全体系、建设韧性城市和国家重大战略的实
施提供科技支撑；④构建安全性与可靠性并存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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