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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领域发展概述

1.1 科技前沿领域的界定及现状

1.2 不同时期的规划重点对比

1.3 不同时期的规划目标对比



1.1 科技前沿领域的界定及现状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深空深地深海等前

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回顾“十三五”，我国研发（R&D）经费支出、

专利授权量不断增长，国家创新体系也不断完善。

资料来源：《“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统计年鉴（2020）、国家统计局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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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天科技

脑科学

2016-2020年中国R&D经费支出专利授权量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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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十三五”、“十四五”规划重点对比（一）

对比《“十三五”规划纲要》的专项重点，在《“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量子信息、

“三深一地”探测、脑科学研究等继续成为“十四五”期间的发展重点；而集成电路、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

医学与健康等则为新增的发展重点。

资料来源：《“十三五”规划纲要》、《“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十三五”规划

 推动战略前沿领域创新突破

 优化创新组织体系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十四五”规划

 升创新基础能力

 打造区域创新高地

 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

 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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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科技项目

 新一代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

 集成电路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科技前沿领域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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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服务与维护系统

 基因与生物技术

 临床医学与健康

 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



1.2 “十三五”、“十四五”规划重点对比（二）

此外，《“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适度超前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高共

享水平和使用效率。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类型包括：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前瞻引领型和民生改善

型。

资料来源：《“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战略
导向型

应用
支撑型

民生
改善型

前瞻
引领型

建设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

超重力离心模拟与试验装置

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

未来网络试验设施等

建设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

极深地下极低辐射本底前沿物理实验设施

精密重力测量研究设施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等

建设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

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

大型低速风洞

海底科学观测网

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

施等

建设转化医学研究设施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

模式动物表型与遗传研究设施

地震科学实验场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器等



1.3 “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目标对比

对比《“十三五”规划纲要》的主要发展指标，《“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每万人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和“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速”提出了预期性的发展指标，且强调了“高价值”创新

和“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十四五”规划-预期性目标“十三五”规划-预期性目标

2.1

6.3

2.5

12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2015年 2020年E

6.3

12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2020年 2025年E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

资料来源：《“十三五”规划纲要》、《“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瞻

2.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

2.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

2.3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



2.1.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科研活跃度高、国际影响力增强

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智能活动规律的研究，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

其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和自主智能的新特点。回顾“十三五”，我国在人工智能

领域各顶级国际会议上的活跃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自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可解释性方法、异构融合类脑

计算等领域中都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性成果。

论文发表量（万篇） 专利申请量（万件）

2019年

2018年

2.87

2.55

3+

1.97

2015-2020年，在全球前100篇人工智能论文高被引论文中，

中国产出占21篇，居第二位

创新性

成果

神经网络

可解释性方法

异构融合

类脑计算
自动机器学习

2018-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论文发表量、专利申请量

资料来源：于成龙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国防科技领域发展探讨》、《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0》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1.2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涌现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AI企业

“十三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凸显。截至2019年末，我国约有797家人工智能企业，

占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数的14.8%，数量仅次于美国；同时，据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

公布的“2019年全球人工智能企业TOP20榜单”中，中国有7家企业上榜，且中国有5家企业排名榜单前十。

排名 公司简称 国家 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领域

1 Microsoft（微软） 计算机视觉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 办公

2 Google（谷歌） 计算机视觉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 综合

3 Facebook（脸书） 人脸识别、深度学习等 社交

4 百度 计算机视觉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知识图谱等 综合

5 大疆创新 图像识别技术、智能引擎技术等 无人机

6 商汤科技 计算机视觉技术、深度学习 安防

7 旷视科技 计算机视觉技术等 安防

8 科大讯飞 智能语音技术 综合

9 Automation Anywhere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非结构化数据认知 企业管理

10 IBM Watson（IBM沃森） 深度学习、智适应学习技术 计算机

资料来源：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9年全球人工智能企业TOP10榜单

中国
14.8%

2019年末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占全球比重



2.2.1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开源算法平台构建、重点领域创新

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期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将着重构建

开源算法平台、并在学习推理与决策、图像图形等重点领域进行创新。此外，在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

国人大代表们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建言献策：

开源算法平台构建开源算法平台构建 重点领域创新重点领域创新

 前沿基础理论突破

 专用芯片研发

 深度学习框架等

 学习推理与决策

 图像图形

 语音视频

 自然语言识别处理等

科大讯飞-刘庆峰

 加快人工智能在我国基层医疗的应用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

新东方-俞敏洪

 利用人工智能提升乡村小学英语

教学水平

联想-杨元庆

 运用信息技术切实解决老年人困难

红杉资本-沈南鹏

 利用人工智能助力碳达峰

资料来源：《“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十四五”时期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点、2021年全国“两会”声音聚焦



2.2.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六项重点任务

同时，根据国务院于2017年7月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提出了面向2030年我国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的六项重点任务：

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

• 前沿基础理论

• 关键共性技术

• 创新平台

• 高端人才队伍等

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

• 发展高效智能服务

• 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

• 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

• 促进社会交往的共享互信

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经济

• 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

• 推进产业智能化升级

• 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

• 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军民双向转化

• 军民创新资源共建共享

构建泛在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

• 网络基础设施

• 大数据基础设施

• 高效能计算基础设施

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

• 设立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

• 形成“1+N”人工智能项目群

资料来源：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3.1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核心产业规模将达4000亿元

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智能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人工智能

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4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5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

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资料来源：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到2025年

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

到2030年

智能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4

5

核心产业规模 相关产业规模

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人工智能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



2.3.2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布局建设20个左右试验区

此外，为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科技部于2019年8月印发《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旨在有序推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截至

2021年3月末，我国已有14个市+1个县获批建设试验区；至2023年，试验区数量预计将达20个左右。

资料来源：科技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开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示范开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示范

推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开展人工智能政策试验开展人工智能政策试验

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

15

20

2021年3月末 2023年E

北京
天津

济南
苏州
安徽
上海
杭州

德清县

武汉
长沙

成都
重庆

西安

深圳
广州

“十四五”时期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已获批数量及建设目标

已获批：15个



2.3.3 “十四五”时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各省市发展目标

此外，全国各省市也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产业规模、龙头企业数量等内容，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

资料来源：各省市政府网站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深圳：到2023年，建成20家以上创新载体，培育20家以上技术创新能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龙头企
业，打造10个重点产业集群；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6000亿元

杭州：到2023年，培育有影响力的领军企业10家以上，人工智能细分领域专精特中
小企业300家以上、高新技术企业500家以上，人工智能产业总规模2000亿元以上

四川：力争到2022年，培育30家国内
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形成人工
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000亿元，带动
相关产业规模5000亿元以上

济南：到2022年，实施100个以上人工智能应用示范项目；打造10个人工智能特色产业
园区，形成千亿级人工智能产业链

广州：到2022年，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过1200亿元，打造8个产业集群，建设
10个人工智能产业园，培育10家以上行业领军企业，推动形成50个智能经济和智能
社会应用场景，推进实施100个应用示范项目

西安：到2022年，人工智能企业超过300家，其中领
军企业10家以上；打造5-7个产业聚集区，人工智能
产业规模超过200亿元，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湖南：到2021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1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
1000亿元；建成10个左右国际国内一流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开放创新平台

重庆：到2022年，培育人工智能高新
技术企业500家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
业规模超过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
模超过2000亿元

天津：到2024年，打造100个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场景示范项目；培育10家百亿级以上
的人工智能领军企业、50家以上细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人工智能高新技术企业，形
成3至5个千亿规模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集群

湖北：到2022年，核心产业规模超过2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1500亿元，
形成10家以上国内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到2025年，核心产业规模超过600亿
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6000亿元，形成30家以上国内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
业；

河南：自2019年起，经过3-5年努力，引进培育3-5家国内
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建设3-5个人工智能应用
示范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及相关产业规模超过500亿元

江西：到2025年底，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量子信息产业发展前瞻

3.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

3.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

3.3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



3.1.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三大领域的发展态势总体向好

以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测量为代表的量子信息技术已成为未来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十三

五”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和支持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三大领域的发展态势总体向好。其中，量子通信的科研

基本与国际同步，但量子计算的前沿研究等与欧美存在较大差距、量子测量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仍有一定差距。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知识产权中心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全球量子信息技术各领域论文发文量及国家排序

注：论文发文量检索时间：2020年10月；检索库：WoS

量子计算

• 交通规划

• 航空航天

• 电信网络

• 分子化学

• 人工智能

• 金融交易等

量子通信

• 国家安全

• 信息安全

• 军事安全

• 科研安全等

量子测量

• 高精度频谱分析

• 磁场探测

• 引力场探测

• 定位导航

• 超高分辨成像

• 大气与环境监测

• 目标识别等

量子信息技术的（潜在）应用场景及领域



3.1.2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科技巨头加速布局、初创企业涌现

• Google
• IBM
• Honeywell
• Microsoft
• Intel
• HP
• lonQ
• Rigetti
• QC Ware
• QxBranch
• Qubitekk
• Turing
• Science
• Seeqc
• Semiyber
• Xofia
• QuDot

• QCl
• Labber Quantum
• Qubit 

Engineering
• Qbit Logic 

International
• Zapata Computing
• Atom Computing
• Labber Quantum
• QuEra Computing
• Aliro 

Technologies
• Driven Quantum
• Turing
• BraneCell
• …….

• 1 Qbit
• Xanadu
• Qindom
• AuroraQ
• Menten Al
• Agnostiq

• Boxcat
• CircuitMind
• ISARA
• NetraMark
• SoftwareQ
• ……

美国美国

加拿大加拿大
• Cambridge Quantum 

Computing
• Oxford HighQ
• Oxford Quantum Circuits
• Oxford lonics
• Quantum Motion
• Quantopticon
• GTN Limited
• ……

• Nokia
• Delft Circuits（荷）
• JoS Quantum（德）
• Alice&Bob（法）
• NextGenQ（法）
• AVANETIX（德）
• ApexQubit（荷）
• Molecular（丹）
• QuantFi（法）
• Atos（法）
• IQM（芬）
• ……

英国英国

欧洲欧洲

• Qu an Co

• Q-Ctrl
• Silicon Quantum Computing
• Quantum Brilliance

新西兰新西兰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 Quantum Machines
• ClassiQ

以色列以色列

• Quanterro Labs

阿联酋阿联酋

• 阿里巴巴
• 腾讯
• 百度
• 华为
• 本源

• 量旋
• 先扬剑
• 昆峰
• 启科

中国中国

• NTT
• Fujitsu
• NEC
• MDR
• Elyah
• Jij
• QunaSys
• Blueqat
• ……

日本日本

• 三星

韩国韩国

• Horizon Quantum computing
• Entropica

新加坡新加坡

• ApexQubit

白俄罗斯白俄罗斯

近年来，全球科技巨头纷纷布局量子计算领域；同时，在各国政府、投资机构的推动下，量子计算领域的初创

企业大量涌现：

注：以上企业名单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10月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量子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报告（2020年）》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全球量子计算领域的企业名单（部分）



3.2.1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围绕三项科技攻关任务

01

0302

城域、城际、自由空间

量子通信技术研发

通用量子计算原型机和

实用化量子模拟机研制
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突破

“十四五”时期量子信息领域科技攻关任务 2021全国“两会”声音-潘建伟代表

 量子通信方面，构建完整的天地一体广域量子通信网络技术体系，率

先推动量子通信技术在金融、政务和能源等领域广泛应用；

 量子计算方面，将有效解决大尺度量子系统的效率问题，实现数百个

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研制专用量子模拟机以解决若干经典计算机难

以解决的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问题，并为实现通用量子计算机奠定基

础；

 量子精密测量方面，将突破与导航、医学检验、科学研究等领域密切

相关的量子精密测量关键技术，研制一批重要量子精密测量设备。

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期间，我国量子信息领域的科技攻关任务围

绕量子通信技术研发、量子测量技术突破和量子计算的产品研制，针对这三项攻关任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在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了相关建议。

资料来源：《“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3.2.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三大领域的企业布局情况（一）

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布局也表明了“十四五”量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向。根据中国信通院公布的《量子信息技术

发展与应用研究报告（2020年）》，在量子测量领域，以五大技术路线为发展主线，这五大技术包括基于冷原

子相干叠加，基于核磁共振或顺磁共振等。

冷原子相干叠加 核磁共振 / 顺磁共振
无自旋交换驰豫

原子自旋SERF
纠缠态 / 压缩态 量子增强技术

量子时频同步
NIM、NTSC、上海光机所、

华东师大、WIPM等
/ /

NTSC、西北工大、

中科大、华东师大、北邮等
/

量子磁场测量 / 中科大、航天33所、浙大、北航等 北航等 / /

量子定位导航
WIPM、航天13所、

中船重工717所、清华等

北航、国防科大、航天33所、

航天13所、航空618所、兵器导控所等
北航、航天33所等

西安电子工程研究所、

空军工程大学、中科大等
/

量子重力测量
华科、浙大、NIM、

WIPM、国盾量子等
/ / / /

量子目标识别 / / / / 中电14所、中科大等

量子测量五大技术路线-中国研究机构与企业布局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量子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报告（2020年）》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3.2.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三大领域的企业布局情况（二）

在量子计算领域，我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华为通过与科研机构合作等方式成立量子实验室，布

局量子处理器硬件、量子计算云平台等领域；而初创公司-本源量子，则在量子处理器硬件、开源软件平台和

量子计算云服务等方面进行探索。

“十四五”时期中国企业在量子计算领域的布局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量子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报告（2020年）》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量子计算-企业布局

 采用全栈式商业模式；

 开展基于退火、超导、离子阱、光学

或硅半导体等技术路线的量子处理器

硬件、开源软件平台和量子计算云服

务等方位探索。

初创公司：本源量子

 成立量子实验室；

 布局量子处理器硬件、量子计算

云平台、量子软件及应用开发领

域等。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



3.2.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三大领域的企业布局情况（三）

在量子通信领域，国内企业纷纷布局，其中三大运营商一方面助力量子通信的应用落地，另一方面也不断创新

应用技术、提升通信等行业的安全标准。

“十四五”时期中国三大运营商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布局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董事长-杨杰提出，未来要强

化6G、量子通信等前沿领域

谋划布局；

 发布超级SIM卡，内含加密芯

片以及NFC功能。

 成立“量子加密通信联合实验

室”；

 成功完成区块链BaaS及应用+量子

通信的验证测试等。

 启动“量子铸盾行动”并发

布“量子城域网”方案，布

局量子安全产业；

 推出行业内首款量子安全通

话产品“量子密话”。



3.3.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三大领域各有侧重

目前，国家层面的量子信息产业发展规划暂未出台，参考中国信通院对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定位及应用前景，

“十四五”期间，我国量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目标各有不同、各有侧重。在省市层面，根据山东济南市发布的

《济南市量子信息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2年）》，至2022年，济南市将力争实现量子信息产业规模20亿

元；至2030年，实现量子信息产业规模300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量子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报告（2020年）》、《济南市量子信息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2年）》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量子信息三大领域的发展定位及应用前景

20

300

2022年E 2030年E

山东省济南市量子信息产业发展目标

量子测量量子测量量子通信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计算

• 为计算困难问题提供高效解

决方案，实现突破经典计算

极限的算力飞跃

• 量子计算与经典计算长期并

存，相辅相成

• 连接量子信息处理节点构成

量子信息网络；量子密钥分

发服务于经典通信加密

• 量子通信与经典通信应用场

景不同

• 实现物理量测量和信息获取

的精度、分辨率、稳定度等

性能指标进一步提升

• 经典测量到量子测量是发展

必然趋势

• -5年：基于含噪声中等规模

量子处理器（NISQ）和云平

台探索具备实用化价值的应

用算例

• 远期：大规模可编程容错量

子计算机及其应用

• -5年：量子信息网络关键技

术突破，实验网络和标准体

系建设；量子保密通信商用

化探索

• 远期：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

融合形成量子信息网络

• -5年：新一代定位、导航和

授时系统，微弱磁场和重力

场测量系统，高灵敏度成像

系统

• 远期：小型化和商用化量子

测量系统和量子传感器

发

展

定

位

发

展

定

位

应

用

前

景

应

用

前

景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前瞻

4.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

4.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

4.3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



4.1.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国内市场快速增长、贸易逆差扩大

集成电路产业信息产业的核心之一，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十三五”以来，我国集

成电路产业快速增长，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达8848亿元，平均增长率达到20%，为同期全球产业增速

的3倍。但同时，我国集成电路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总体扩大，2020年达2334.4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半导体协会（CSIA）、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5-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出口贸易情况（单位：亿美元）2015-2020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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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龙头企业涌现、整体实力待提升

在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竞争格局中，目前仍以美国“一家独大”，中国大陆、韩国快速发展，而欧洲、日本、

中国台湾则有所衰退。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国内涌现出一批龙头企业，在集成电路设计环节，有

海思半导体、豪威集团、智芯微电子等企业；在集成电路的研发创新方面，2020年，浪潮智能、华虹集团和长

江储存科技的专利公开量排名靠前。

2020年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厂商

排名 企业简称 市场份额

1 英特尔 15.6%

2 三星电子 12.5%

3 SK海力士 5.6%

4 美光科技 4.9%

5 高通 4.0%

6 博通 3.5%

7 德州仪器 2.9%

8 联发科技 2.4%

9 铠侠 2.3%

10 英伟达 2.2%

资料来源：Gartner、中国半导体协会（CSIA）、《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知识产权年度报告（2020版）》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9年中国集成电路设计十大企业

排名 企业名称

1 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2 豪威集团

3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 深圳市中兴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 清华紫光展锐

6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7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9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 北京兆易创新科枝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 企业名称 专利公开量（项）

1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852

2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784

3 苏州浪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97

4 华虹集团 668

5 长江存储科技 626

6 美光科技公司 523

7 爱思开海力士有限公司 519

8 中芯国际 518

9 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503

10 电子科技大学 386

2020年中国集成电路领域前十大专利人



4.2.1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技术、工艺、研发、宽禁带半导体

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期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将围绕技术升级、

工艺突破、产业发展和设备材料研发四个方面重点发展。此外，在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们

围绕金融支持模式、第三代半导体发展、产业资源共享等内容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先进存储技术

技术升级

碳化硅、氮化嫁等

宽禁带半导体发展

产业发展

集成电路设计工

具、重点装备和高

纯靶材等关键材料

研发重点

集成电路先进工艺和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IGBT）、微机电系

统（MEMS）等

特色工艺突破

邓中翰代表

 通过投融资的精准模式支持

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

王文银代表

 推动第三代半导体产业落地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集成电路

产业大学

杜小刚代表

 建议鼓励地方探索集成电路

产业国际供应链

徐晓兰代表

 促进国内集成电路产业要素

资源高效共享

“十四五”时期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重点、2021年全国“两会”声音聚焦

资料来源：《“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4.2.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围绕四大环节重点发展

2014年，国务院为支持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印发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纲要》提出了我

国集成电路产业在2015-2030年间的发展目标，并从集成电路设计业、制造业、封测业和关键装备、材料四个

方面提出了主要任务和发展重点。

01 02 03 04

 强化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开发、系

统集成、内容与服务协同创新；

 开发量大面广的移动智能终端芯片、

数字电视芯片、网络通信芯片、智

能穿戴设备芯片及操作系统；

 开发基于新业态、新应用的信息处

理、传感器、新型存储等关键芯片

及云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

 分领域、分门类逐步突破智能卡、

智能电网、智能交通、卫星导航、

工业控制、金融电子、汽车电子、

医疗电子等关键集成电路及嵌入式

软件。

着力发展集成电路设计业

 持续推动先进生产线建设；

 加快45/40nm芯片产能扩充，加紧

32/28nm芯片生产线建设；

 加快立体工艺开发，推动22/20nm、

16/14nm芯片生产线建设；

 大力发展模拟及数模混合电路、

微机电系统（MEMS）、高压电路、

射频电路等特色专用工艺生产线

 增强芯片制造综合能力。

加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

 大力推动国内封装测试企业兼并

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适应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工艺节

点的演进升级需求，开展芯片级

封装（CSP）、圆片级封装

（WLP）、硅通孔（TSV）、三维

封装等先进封装和测试技术的开

发及产业化。

提升先进封装测试业发展水平

 加强集成电路装备、材料与工艺

结合，研发光刻机、刻蚀机、离

子注入机等关键设备；

 开发光刻胶、大尺寸硅片等关键

材料；

 加强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和装备、

材料企业的协作，加快产业化进

程，增强产业配套能力。

突破集成电路关键装备和材料

资料来源：国务院《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4.3.1 “十四五”时期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解读（一）

根据《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中提出的发展目标，至2015年，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超过3500亿元；

至2020年，全行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截至2021年3月末，这两项目标均已完成。展望2030年，我国

集成电路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企业进入国际第一梯队，实现跨越发展。

 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超过3500亿元；

 中高端封装测试销售收入占封装测试业

总收入比例达到30％以上。

2015年

2020年

2030年

 全行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

 16／14nm制造工艺实现规模量产，封

装测试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关键

装备和材料进入国际采购体系。

 集成电路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一批企业进入国际第一梯队，

实现跨越发展

资料来源：国务院《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4.3.1 “十四五”时期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解读（二）

另根据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其中针对集成电路产

业的市场规模、产能规模等提出了具体的量化发展目标：

指标 2025年发展目标

国家安全需求 满足国家安全和特点领域应用需求

产业发展需求 占领战略性产品市场

市场规模 中国市场规模在1734-2445亿美元之间，复合增长率为3.5%，在全球市场占比约43.35%-45.64%

产业规模 产业规模达851-1837亿美元，全球市场占比达21.3%-34.2%

产能规模

集成电路制造 重点突破20-14nm制造技术；2025-2030年，12寸制造产能达100-150万片/月

集成电路设计 设计业产值达600亿美元，全球占比达35%

集成电路封装 封装业产值达200亿美元，全球占比达45%

2025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解读

资料来源：《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4.3.2 “十四五”时期集成电路产业各省市发展目标

此外，全国各省市也围绕集成电路产业的产业规模、龙头企业数量等内容，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

标：

资料来源：各省市政府网站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安徽：到2021年，全省半导体产业规模力争达到100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相关企业
达到300家，芯片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装备和材料龙头企业分别达到2-3家

南京：到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综合销售收入力争达2000亿元，进入国内第一方阵
四川：到2022年，集成电路和新型
显示产业分别实现产值超1500亿元

广东：到2025年，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400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其中，集
成电路设计业超2000亿元，形成3家以上销售收入超100亿元和一批销售收入超
10亿元的设计企业；集成电路制造业超1000亿元

西安：到2021年，西安集成电路产业产值
突破1000亿元，其中集成电路设计产业产
值过100亿元，制造业产值过500亿元

江西：以南昌、吉安、赣州等地为重点，加快打造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区；到2025
年，力争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

重庆：到2022年，集成电路销售收
入预计突破1000亿元，其中装备材
料100亿元、设计企业200亿元、封
装测试300亿元、生产制造400亿元

北京：到“十四五”末期，北京经开区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实现千亿级产值规模

湖北：到2022年，湖北省集成电路产
业主营收入将力争实现1000亿元以上。

上海：到2025年，上海临港片区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引进培育5家以
上国内外领先的芯片制造企业；形成5家年收入超过20亿元的设备材料企业；培育
10家以上的上市企业

厦门：到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产值将达到1500亿元，以集成电路产业支撑的信
息技术产业和相关产业规模超4500亿元



脑科学领域发展前瞻

5.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

5.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

5.3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



5.1.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中国“脑计划”启动

大脑是人类最重要的器官，理解大脑的结构与功能是21世纪最具挑战性的前沿科学问题。脑科学研究既对有效

诊断和治疗脑疾病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还可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型信息产业的发展。近年来，美国、

欧盟、日本等国家（地区）纷纷宣布启动脑科学研究，即“脑计划”；经过多年的筹划，中国脑计划也于2016

年正式启动。

加拿大脑科学研究战略

加拿大脑科学家于2017年发起了脑科学研究

战略倡议，致力于改善加拿大神经与精神健

康状况，构建加拿大神经科学创新合作平台。

中国脑计划

全称“脑科学与类脑科学研究”，
在“十三五”期间正式启动，2016
年纳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韩国《脑科学发展战略》

2016年5月30日，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发布

《脑科学发展战略》，并将此作为韩国脑科

学计划的起点。韩国计划投入3亿美元，使韩

国2023年发展成为脑科学研究新兴强国。

澳大利亚大脑联盟

2016年2月，澳大利亚大脑联盟成

立，旨在协调和促进本国的大脑战

略性研究，并与全球各国的大脑研

究计划展开合作。

美国脑计划

2005年，提出“神经科学研究蓝图”计划；

2013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启动脑科

学计划（BRAIN Initiative）；

2014月，启动了“通过推动创新型神经技术

开展大脑研究”国家专项计划。

日本脑计划（Brain/MINDS）

2014年启动，计划每年投入2700-3600万美

元，实施周期为10年；其目标是建立狨猴大

脑发育和疾病发生的动物模型，加快对人类

大脑疾病的研究。

欧盟脑计划（HBP）

2013年10月启动，规划周期为10年，旨在建立

用于模拟和理解人类大脑所需的信息技术、建

模技术和超级计算技术平台。但

资料来源：李萍萍等《各国脑计划实施特点对我国脑科学创新的启示》、李新钢等《当代脑计划研究进展》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5.1.2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研发计划陆续落地

“十三五”期间，北京和上海成立了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均已启动“脑

科学与类脑智能”地区性计划，开始资助相关研究项目；各高校也纷纷成立类脑智能研究中心。同时，据科技

部发布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结题项目验收结果（2016-2019年）》，其中

有关中国“脑计划”的项目也陆续验收通过。

•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 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等

研究机构

• 北京大学-IDG/麦戈文脑研究院

• 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

• 北京师范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

• 脑认知科学和脑疾病研究所（深圳）等

其他机构

•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 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等

高校

中国脑科学领域的研究机构、高校院所名单（部分）

验收通过年份 项目名称

2019年 视觉认知的脑工作机理及高级脑机交互关键技术研究

2019年 模型驱动的奖赏记忆相关脑区的功能整合研究

2019年 脑胶质瘤精准诊疗技术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2019年 大脑皮层微尺度信息传入活动图的绘制

2019年 睡眠脑功能及其机制研究

2017年 脑机融合感知和认知的计算理论与方法

2017年 人类概念认知的脑网络基础

2016年 中国语言相关脑功能区与语言障碍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中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脑科学领域项目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科技部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5.2.1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一体两翼”+ 五项重点

中国脑科学计划以“一体两翼”为结构，即以研究脑认知的神经原理为基础，用以研发重大脑疾病的治疗方法

和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另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期间，我国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将围绕脑认知原理解析、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绘制、脑重大疾病机理与干预研究等五项重

点。

“一翼”

利用脑科学研究来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一体”

即以脑认知的神经原理为基础，理解大脑认知功能是怎么来的

“一翼”

研发重大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形成各类新型医疗产业一体

两翼

脑认知原理解析

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绘制

脑重大疾病机理与干预研究

儿童青少年脑智发育

类脑计算与脑机融合技术研发

中国脑科学计划“一体两翼”结构分析 “十四五”时期中国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攻关重点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5.2.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重大项目围绕5个方面

根据科技部于2021年1月公布的《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

意见稿）》，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2020年度围绕脑认知原理解析等5个方面部署研究任务，实施期限一

般为5年。

脑认知原理解析脑认知原理解析

认知障碍相关重大脑疾病

发病机理与干预技术研究

认知障碍相关重大脑疾病

发病机理与干预技术研究

类脑计算与脑机智能

技术及应用

类脑计算与脑机智能

技术及应用

儿童青少年
脑智发育研究
儿童青少年
脑智发育研究

技术平台建设技术平台建设

• 神经细胞的起源、分化与老化进程

• 感觉信息捆绑的神经机制

• 多模态感觉整合的神经机制

• 情绪与情感的神经环路机制

• 情感障碍的环路机制及其防治

• ……

• 痴呆的临床队列研究、痴呆的社区队列研究

•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及干预技术研究

• 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制研究

• 睡眠障碍的发病机制及干预技术研究

• 焦虑障碍的发病机制及干预技术研究

• 药物成瘾发病机制及干预技术研究

• 婴幼儿社会情绪与交流能力发展的脑机制

• 儿童青少年情绪问题预防和干预的原理和技术

• 脑智异常的脑白质发育机制

• 新型无创脑机接口技术

• 柔性脑机接口

• 基于新型纳米器件的神经形态芯片

• 支持在线学习的类脑芯片架构

• 基于神经可塑性的脉冲网络模型与算法

• ……

• 多模态多尺度脑图谱研究新技术

• 神经活动记录与调控新技术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5.3 “十四五”时期脑科学领域发展目标解读

根据中国脑计划“一体两翼”的结构特征，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主任

蒲慕明表明，中国脑计划在于推动我们对大脑基本规律的理解，同时利用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成果来满足一些

紧迫的社会需求，比如人民脑健康的改善与新技术的发展。同时，2020年11月初，科技部召开了中国脑计划第

一次中心专家会议，会议透露：未来国家将拿出540亿元，正式推进中国脑计划的发展。

中国脑计划

发展目标

推动我国对大脑基本规律的理解

利用基础研究成果
推动新技术的发展

利用基础研究成果满足
人民脑健康的改善需求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临床医学领域发展前瞻

6.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

6.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

6.3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



6.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平台建设加强、论文数量快速增长

临床医学研究一直是我国医学科技发展的薄弱环节。“十三五”以来，我国医学实验室、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工作不断推进，截至2020年末，科技部共公布了四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数量达51家。此外，中国的临床医学研究论文数量增长迅速，2018年以4.43万篇位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比

重也从2009年的5.06%提升至13.57%。

资料来源：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2019中国临床医学研究发展报告》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领域 数量 领域 数量 领域 数量

老年疾病 6 消化系统疾病 3 心血管疾病 2

妇产疾病 4 血液系统疾病 3 中医 2

口腔疾病 4 眼耳鼻喉疾病 3 放射与治疗 1

感染性疾病 3 代谢性疾病 2 骨科与运动康复 1

呼吸系统疾病 3 恶性肿瘤 2 神经系统疾病 1

精神心理疾病 3 儿童健康与疾病 2 医学检验 1

慢性肾病 3 皮肤与免疫疾病 2 合计 51

截至第四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领域分布情况

2009 2018

中国临床医学研究论文数量占全球比重



6.2.1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中心”建设围绕七项任务

一方面，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简称“中心”）的建设是有效强化我国医学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根据《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五年（2017-2021年）发展规划》，2017-2021年，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将围绕中心

布局、高水平临床研究、医学研究平台建设等七项重点任务展开：

• 领域布局：根据疾病防控的实际需

求，原则上各疾病领域和临床专科建

设1-3家中心，重大疾病领域建设3-5

家；

• 区域布局：引导心血管疾病、恶性肿

瘤、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

重大疾病领域的中心建立分中心；鼓

励各地方建设省级中心。

01 合理布局中心

• 重点开展临床循证研究、转化应用研究、

应用推广研究及防控战略研究四类研究；

• 开展20-30项万人以上规模的疾病人群

队列研究，开发50-80项疾病综合治疗

方案。

02 开展高水平临床研究

• 建立国家临床样本平台；

• 建立国家健康医疗研究大数据库；

• 建立药物和医疗器械临床评价平台。

03 建设医学研究平台

• 培养领军人才和创新团

队；

• 培养临床研究专业人才。

04 培养领军人才和团队

• 基层适宜技术推广科技行

动；

• 网络协同服务科技行动；

• 帮扶地方“精准”对接；

• 建设科普基地。

05 普及推广行动

• 建设高水平国际合作研究网络；

• 开展重大疾病国际化协同创新研究（心血管

疾病、恶性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

疾病、代谢性疾病、精神心理疾病等）；

• 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

06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

• 积极联合企业开展原创产品的研发；

• 开展高质量、高水平的临床研究和疗效评

价研究；

• 加强国产新药和医疗器械的临床评价研究

和产品孵化；

• 在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领域

打造5-10个全链条式新型创新创业联合体。

07 促进医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资料来源：《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五年（2017-2021年）发展规划》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6.2.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研发+研发平台建设

同时，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期间，我国临床医学和健康领域将重

点聚焦癌症和心脑血管等发病机制基础研究、主动健康干预技术研发等四项任务；另根据《国家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五年（2017-2021年）发展规划》、第一至第四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已布局领域分布，我国还有多类

重点病种领域的研发平台仍待布局，这些未布局领域的平台建设也将成为“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任务。

“十四五”期间中国临床医学与健康领域攻关重点

资料来源：《“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五年（2017-2021年）发展规划》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疾病领域 重点病种

糖尿病与代谢疾病 甲状腺疾病、垂体瘤、营养障碍、肥胖等（内分泌疾病）

感染性疾病 艾滋病、血吸虫等寄生虫病、细菌和真菌类疾病

肾病与泌尿系统疾病
前列腺疾病、泌尿系统感染、泌尿系统肿瘤、泌尿系统结石等
（泌尿系统）

出生缺陷与罕见病 结构性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等

骨科与运动康复 运动康复、神经康复等（康复）

职业病 职业性尘肺病、化学中毒、放射性损伤疾病等

地方病 包虫病、大骨节病、地中海贫血等

中医 妇科、皮肤、免疫等（优势病种）

放射与治疗 介入治疗、生物治疗、放射治疗

其他疾病领域
影像医学、医学检验、病理诊断、麻醉医学、急危重症、医学
营养

2020年末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未布局领域

癌症和心脑血管、

呼吸、代谢性疾病

等发病机制基础研究

重大传染病、重大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

关键技术研究

主动健康干预

技术研发

再生医学、微生物组、

新型治疗等前沿技术研发



6.3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2021年底，将建成100家“中心”

根据《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五年（2017-2021年）发展规划》，到2021年底，针对重大需求，我国将在主要

疾病领域和临床专科统筹建成100家左右的中心。同时，我国部分省市也制定了“十四五”期间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的建设目标。

51

100

截至第四批（2018年11月） 2021年E

山东：到2025年，在山东省主要疾病

领域和临床专科建设3-5个国家临床中

心、20个左右国家分中心

上海：到2023年，建设25家左右上海市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南京：2019-2021年，分别建设4个和6

个国家级、部省共建培育中心，争创2-

3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部省共建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或区域分中心

广东：到2021年，在全省组织建设30-50个
临床（含中医）医学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五年（2017-2021年）发展规划》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21年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目标
（单位：家）

“十四五”期间部分省市的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目标



深空探测领域发展前瞻

7.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

7.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

7.3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



7.1.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中国起步晚、但成功率达100%

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从全球深空探测的现状看，月球和火星是世界各国首要的探测目标。截至

2020年3月，美国、俄罗斯（含苏联时期）、中国、日本、印度、欧洲等国家（地区）先后实施了240余次深空

探测活动。其中，美国在深空探测活动中处于领先位置；而中国起步较晚，但成功率达100%。

月球月球

火星火星

金星金星

水星水星

巨行星巨行星

小行星、彗星、矮行星小行星、彗星、矮行星

46/33

太阳太阳

21/15

6/5

2/2

7/6

合计合计

7/5

深空探测器深空探测器

13/10

102/76

欧州欧州

60/22

19/5

33/16

/

/

/

/

112/43

1/1

2/2

1/1

1/1

/

2/2

2/2

9/9

5/5

/

/

/

/

/

/

5/5

2/2

1/0

1/0

/

/

5/5

/

9/5

/

/

/

/

/

/

2/2

2/2

2/1

1/1

/

/

/

/

/

3/2

1/0

/

/

/

/

/

/

1/0

117/64

43/23

41/22

3/3

7/6

14/10

17/14

242/142

资料来源：刘继忠、胡朝斌等《深空探测发展战略研究》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注：“/”后的数字代表任务成功的次数

截至2020年3月30日国际深空探测任务情况



7.1.2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正式实施

“十三五”时期，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正式实施。截至2020年末，全球在轨深空探测任务共计

35个，其中中国在轨深空探测任务共有4个。同时，截至2020年末，中国大陆地区共有19家高校、研究机构、

企业成为了国际宇航联合会的会员单位，大部分位于北京市，说明我国航天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截至2020年国际宇航联合会会员名单（中国大陆）截至2020年国际宇航联合会会员名单（中国大陆）

 北京智星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未来宇航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北京爱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轩宇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INFINITE EDUCATION INC.

 中国宇航学会

 国际和平联盟（太空）有限公司

 天仪研究院

 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微卫星工程实验室

 大连理工大学

轨道/位置轨道/位置状态状态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月球
嫦娥三号

（玉兔号）
科学探测 月表

月球

鹊桥
中继卫星

（Queqiao）
巡航 环月轨道

月球
嫦娥四号/玉

兔二号
科学探测 月表

火星 天问一号 巡航
环火轨道&火

表

探测对象探测对象

截至2020末中国在轨深空探测任务情况

资料来源：时蓬，王琴等《2020年深空探测热点回眸》、国际宇航联合会（IAF）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7.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星际探测+探月工程+设备研制等

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期间，我国深空探测领域将开展四项攻关任

务，内容涉及基础科学研究、星级探测、探月工程四期建设和重要设备的研制。同时，2021年3月9日，中国国

家航天局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

站的谅解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在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方面开展广泛合作。

“十四五”期间

中国深空探测领域

攻关重点

宇宙起源与演化基础科学研究

火星环绕、小行星巡视等星际探测

探月工程四期建设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和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研制

资料来源：《“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7.3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围绕六大方面

根据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于2020年12月介绍的国家航天局“十四五”规划任务，以及

中国探月与深空探测网披露的信息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航天领域的发展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六大方面：

01 月球探测 03 载人航天 05 应用卫星

02 行星探测 04 进入空间能力 06 空间科学卫星

• 嫦娥六号任务预计在2023-2024年实施；

• 嫦娥七号拟开展月球南极着陆与巡视探测；

• 嫦娥八号继续进行科学探测试验以外，还要进

行关键技术的月面试验。

• 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是第一次，已经发射实施；

• 第二次是小行星探测任务，预计在2024年前后实施；

• 第三次是2030年前后将开展火星采样返回任务；

• 第四次是2030年前后将开展木星系及行星星际穿越探

测，即探测完木星和木卫4之后还要飞往更远的深空。

• 国家航天局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空间站

共计11次发射任务。包括2021年上半年计

划发射的核心舱、两个试验舱、四艘货运

飞船等，并准备开展大量的在轨科学实

验。

• 预计2021年，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完成垂直起降关键

技术的演示验证；

• 预计2025年前后，改进型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采用两

个助推器与芯一级不分离的集束回收方式实现回收与

重复使用；

• 我国重型运载火箭有望在2028年前后实现首飞。

• 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北斗导航卫星、遥感卫

星、通信卫星等）要广泛地为国民经济各领域提供

强大的支撑保障能力；同时，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

施还将为大众生产生活提供更为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 除了月球和行星探测、载人航天等平台可

以依托开展空间科学探测外，还有必要研

制发射专用空间科学卫星，开展空间科学

探测和研究

资料来源：国家航天局、中国探月与深空探测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深地深海、极地探测领域发展前瞻

8.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

8.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

8.3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



8.1.1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深海装备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在人类发展的4大战略空间（陆/海/空/天）中，海洋是第二大空间，也是生物资源、能源、水资源等资源的开

发基地。随着深海工程技术的进步，深海探测正成为国际地球科学的研究前沿。深海探测技术体系包括深海运

载器探测技术、深海传感探测技术和深海取样探测技术，“十三五”期间，我国深海装备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深海传感探测技术深海传感探测技术深海运载器探测技术深海运载器探测技术 深海取样探测技术深海取样探测技术

载人潜水器

（HOV）

深海声学传感

探测技术
深海生物取样技术

深海光学传感

探测技术
深海海水取样技术

深海电磁学传感

探测技术
深海岩芯取样技术

深海热学传感

探测技术

无缆自治潜水器

（AUV）

缆控潜水器

（ROV）

深海探测技术体系

现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技术水平和产业化水平总体较落后。

研发单位：中科院声学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

所、苏州桑泰海洋公司、哈工大、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

深海传感探测技术

“十三五”期间，科技部布局了一系列全海深的载人/无人潜水器，

并，开发出了一系列全海深的着陆器、无人潜水器和载人潜水器等先进

装备。其中，2020年11月10日，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

沟成功坐底，下潜深度为10909米。使中国自此成为继美国、法国、俄

罗斯、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掌握3500米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

家。

深海运载器探测技术

“十三五”时期中国深海探测技术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丁忠军等《深海探测技术研发和展望》、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8.1.2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深地探测稳步进行、提升空间较大

深地探测是了解地球深部构造、物质成分分布及演化规律的重要手段。“十三五”期间，我国深地探测研究主

要开展了深地资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2016年科技部）和深部探测地质调查项目（2016-2018年，原国土资源

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并取得了多项进展。同时，对比全球地球深部探测工作开展较先进的国家-美国，我

国总体探测水平与美国存在明显差距。

项目 “十三五”进展情况

深地资源勘查

开采重点专项

（DREAM）

深部矿产勘查理论与技术综合研究：已启动15项

仪器装备与测量技术系统研究：已启动10项

地球物理软件平台建设：已启动3项

战略性新兴矿产：已启动7项

深部煤炭开发：已启动5项

“穿透性地球化学勘查技术”：已完成中期验收

“深部金属矿绿色开采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2018年已启动

深部探测地质

调查项目

对松辽盆地深部地球物理数据的采集、处理与解释进行了研究

依托松科2井获得了连续完整的6500m岩心，为研究白垩纪的古气候和古环境提供了依据

基本查清了祁连-天山廊带地区的区域地质结构与构造演化

在华南地区开展三维大地电磁测深工作，探测研究了各构造单元岩石圈结构和构造样式

对比要点

地震探测
探测剖面和观测网络已基

本覆盖全美大陆

探测剖面长度较短，尚未

布设全国规模的观测网络

大地电磁观测网络 尚未覆盖整个美国大 已覆盖全国大陆

科学钻探

起步早，钻孔数量较多，

钻取岩心较长，

钻探深度较浅

起步晚，钻孔数量较少，

钻取岩心较短，

钻探深度较深

地球化学探测 未建立观测网 已建立地球化学基准网

探测精度 较高 较低

实验数据量 较多 较少

科研管理模式
拥有专门的实验观测与数

据管理机构

尚未设立专门的实

验观测机构

资料来源：贾凌霄，马冰等《中美地球深部探测工作进展与对比》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8.1.3 “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极地装备发展取得了一定进步

极地科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基础工业和高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而极地装备是我国开发、利用、保护极地

地区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极地装备发展已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在主要技术、核心装备等方面的需求较为紧

迫。

我国“海洋石油

720”物探船完成了

北极圈海域两个区域

的三维地震物探工作

2016年

12月，我国深度参与

了首个极地能源重大

项目-北极圈内Yamal 

LNG项目的第一条生产

线投产

我国设计建造的“雪

龙2号”破冰科考船成

功服役，“雪龙

号”“雪龙2号”破冰

船合作完成了我国首

次“双龙探极”，为

我国未来的极地科学

考察提供了基础保障。

2017年 2020年

“十三五”期间中国极地装备发展的重要事件

类别 名称 紧迫度

极地科学
装备

技术

极地海洋观测与环境预报技术 ★★★

极地导航技术 ★★★

极地通信技术 ★★★

核心装备
极地破冰科考船 ★★★

冰浮标、冰下无人潜器、冰下滑翔机等仪器装备 ★★★

极地船舶
装备

技术 极地冰载荷预报技术 ★★★

核心装备 极地LNG船队 ★★★

极地资源
开发装备

技术
“冰情参数–物模–装备设计制造–安全运行–冰

情监测–预警保障”全生命周期配套技术
★★★

至2035年中国极地装备与技术的需求紧迫度

注：“★★★”代表非常紧迫 资料来源：于立伟，王俊荣等《我国极地装备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8.2 “十四五”时期发展重点：基础研究+装备研制+项目建设

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期间，我国深地深海、极地探测领域将围绕

基础科学研究、关键装备和技术的研制等方面进行重点攻关。同时，根据“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

海和极地关键技术与装备”共有11个重点任务。

资料来源：《“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科技部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十四五”期间中国深地深海、极地探测领域攻关重点

• 深海无隔水管泥浆回收循环钻井技术装备研发

•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浅层气、深部气目标评价及合采技术”

深海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探开发利用

• 超长续航水下滑翔机产品化开发

• 全国产千米级通透轻型载人潜水器研制

• 船载重型深海作业装备的研制

• 北极航道通信导航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系统研发

• 北极海冰自主卫星探测及微波综合试验

• 极地多栖无人艇研制

• 极地大深度冰盖快速钻探技术与装备

深海进入、探测与作业技术装备

极地探测、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 深海微型核能发电系统

• 深海多金属结核非连续采矿模式及其原理样机研究

前沿和颠覆性技术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深海和极地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

透视地球等基础科学研究

建设：蛟龙探海二期、雪龙探极二期

研制：地球深部探测装

备、深海运维保障和装

备试验船、极地立体观

监测平台和重型破冰船



8.3 “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2021年拟部署15个研发项目

根据科技部印发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和极地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十四五”期

间，“深海和极地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将着眼于三大发展目标，专项的执行期从2021年至2025年，其中

2021年拟针对拟针对11个重点任务方向，部署约15个项目。

建成世界上最为完备的深潜装备集群，形成世界

领先的深海进入能力；

着力突破深海科学考察、探测作业、深海资源

开发的系列关键技术与装备，支撑促进深海装

备产业发展；

着力攻克极地空天地海立体探测、极地保障与资源开发利用及其

环境保护技术、装备和体系，显著提升极地监测预报能力

11 22

33

2021年，

针对11个重点任务方

向，部署约15个项目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和极地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发展目标

资料来源：科技部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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