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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以来，历经演变和拓

展，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对行业和领域的格局、秩序和体系具

备重构能力技术的统称。颠覆性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

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竞争前沿。持

续深入开展好战略研究，尽早识别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在我

国当前由大变强、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科技强

国”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对颠覆性

技术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和落实指

示要求，2016年8月25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

“创新战略院”），目的是联合国内单位组织开展持续、系

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为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

颠覆性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展现国内外对颠覆性技

术的相关观察与思考，在工程院和中物院的领导和指导下，

创新战略院和“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

目项目组决定编辑出版《颠覆性技术快报》，期望能为决策

层提供有益参考，为同行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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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司将于2023年开始用卫星发送秘密量子密钥

总部位于英国的初创公司Arqit有望在两年内开始使用卫星在全球范围内提不可破

解的量子加密密钥。Arqit最近宣布与美国国防巨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英国电信

巨头BT合作，其目标是在2023年从英国康沃尔航天港发射两颗量子密钥分发卫星。

量子密钥分发（QKD）是一种安全通信技术，它使用光子的量子特性来加密由两方

共享的密钥，进而保护他们之间的通信。该技术被认为是不可破解的，因为任何窃听

通信的尝试都会改变光子的状态并破坏密钥。QKD已经可以通过光纤电缆工作，但

由于信号的衰减，仅适用于约60英里（100公里）的相对较短的距离。“光纤的问题

在于，在大约300公里（186英里）以上时，虽然可以传输一些量子信息，但速率低

于每秒一个比特，”Arqit董事长兼创始人大卫威廉姆斯告诉Space.com。“在一个谈

论每秒兆比特或千兆比特的世界里，这不是一个实用的产品。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QKD，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使用卫星。” （Space.com网站 2021年6月）

前沿动态

日本官方估算太阳能2030年将成便宜的发电方式

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估算，太阳能发电成本到2030年将首度低于核电成本，成为

最便宜的发电方式，原因跟太阳能板降价及核电厂增加安全对策以致成本增加等有

关。日本首相菅义伟今年4月明确宣示日本2030年度温室气体减量新目标，从原本较

2013年度减少26%，大幅提高到减少46%。要达成这个困难的目标，日本政府将重新

修正现行能源组合（发电量结构），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占发电总量比率，降低火力

发电占比。经产省6年前估算各发电方式成本时，核电是最便宜的发电方式，但核电

厂必须增加安全对策，以致成本增加。同时太阳能发电成本降低，从而太阳能发电成

本首度低于核电。不过，太阳能发电受天候变化影响，发电量也会出现大幅波动，所

以实际应用上仍需要以火力发电作为后援电力，但这部分的费用并未包括在太阳能发

电成本估算中。因此，经产省针对整体发电成本也将持续进行讨论。（颠覆性技术

情报与决策支持平台 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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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楼的战场核反应堆计划受到猛烈批评

五角大楼计划购买小型核反应堆，这些反应堆可以空运并迅速安装以提供1-5兆

瓦的战场功率，但它的两个特点都遭到了攻击。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

(NASEM)的一个委员会在一份新报告中表示，拟议中的微型反应堆的便携性不足以

在美国陆军的前沿作战基地使用，也无法满足军队的电力需求——这两个因素是致力

于开发反应堆的Pele项目的基本出发点。另外，一个核不扩散倡导组织警告说，这些

反应堆将不安全且经济上不合理。

3月，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向BWX Technologies和X-Energy两家公司授予了

2800万美元的合同，以完成各自的战场反应堆设计。在2020和2021财年，Pele项目共

拨款1.33亿美元，拜登政府已在2022财年为该计划申请6千万美元。该部门计划明年

选择一种高温气冷反应堆设计并开始在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建造原型。该反应堆可能会

在2024年开始运行。

微型反应堆应该满足前沿作战基地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并减少对频繁和脆弱的

车队运送液体燃料到指挥哨所的威胁。NASEM委员会在6月9日发布的报告中表示，安

装和关闭拟议反应堆所需的尺寸、重量和时间与军队的高度机动部队的概念不符，该

部队一次仅停留数小时以尽量减少被攻击的危险。“由于没有建立大本营，在这样的

前沿地区使用核反应堆是不切实际的，”它说。该小组建议，至少到2035年，柴油和航

空燃料仍将是陆军前沿作战基地的唯一燃料。（Physics Today网站 2021年6月28日）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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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挑战美元霸权方面取得进展

数字人民币的成功推出，使中国在挑战美元霸权方面取得进展。今中国正再次进行尝

试，而这次结果可能真的会有所不同。很大程度上，这种推翻美元霸权地位的新努力是基

于中国的技术实力。对此，中国正在押注，必要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世界一流的国内移动

支付体系以及数字人民币的成功推出将使人民币更容易在境外使用和推广。

这是一种非传统的方式。但如果北京的尝试取得成功，它将削弱美元主导的全球

秩序。（英国《金融时报》 2021年7月1日）

美国能源部今天公开了一项价值9300万美元的基金，涵盖推动高能物理发展的71个

研究计划。这些研究计划将由29个州的50所大学主持，目标是探索能源科学的基础，并推

动医药、计算科学、能源、制造、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发展。“粒子物理在21世纪的很多主要

创新中发挥了作用，为保持我们的竞争优势，美国必须投资于基础科学，并为未来的技术

突破提供土壤”，美国能源部长Jennifer M. Granholm称。今天公布的科学项目覆盖了粒子

物理前沿的众多课题，包括Higgs玻色子、中微子、暗物质、暗能量、量子理论与搜寻新物理

等。这些项目将由能源部科学办公室下属的高能物理办公室管理。（Department of Energy

网站 2021年7月5日）

由科学家Ataç Imamoğlu带领的研究团队，ETH的Institute for Quantum Electronic

的研究人员在实验中首次观察到了只由电子构成的晶体。在1934 年，Eugene Wigner

预言到，如果电子之间的排斥能大于其动能，就能形成魏格纳（Wigner）晶体。他们

把实验温度降到了接近绝对0度，并在单层MoSe2的材料中用激子的方法发现了上述

电子晶体。电子晶体被认为是凝聚态物理研究的圣杯之一，该研究发表在《自然》杂

志上。（Phys.org网站 2021年7月1日）

美国能源部为高能物理研究投资9300万美元

研究人员在实验中首次观察到了电子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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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电池工业化中心于本周正式启动

气候变化使北美发生极端热浪的可能性增加150倍

耗资 1.3 亿英镑的英国电池工业化中心 (UKBIC) 已由英国首相在访问考文垂期间

正式启用。UKBIC 的成立是为了帮助推动英国工业在未来推动电动化电池技术的发

展。该中心将支持英国实现其气候变化目标，例如到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到2030年停止销售汽油和柴油汽车和货车。任何为电动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工业

和家用设备以及静态储能等应用开发电池的组织都可以利用这一设施。（Innovation 

News Network 网站 2021年7月16日）

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没有全球变暖，上月底袭击加拿大和美国部分地区的极端

热浪是极不可能发生的。一项针对该热浪的分析发现，自 19 世纪末以来，太平洋西

北地区气温接近 50°C 的可能性至少增加了 150 倍。“如果没有人为气候变化的影

响，这种热浪几乎是不可能的，”位于德比尔特的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 (KNMI) 的气

候科学家、该分析的合著者 Sjoukje Philip 说。 “这可能仍然是一个罕见的事件，但

如果全球变暖可能超过两度，那么未来可能每五到十年就会发生一次。” 该项分析

揭示了此次热浪由人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明确足迹。分析团队将观测到的热量与气候模

型预测的每日最高温度进行了比较，包括模拟未受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影响的大气中的

温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自工业化前时代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 1.2°C，这

使得极端热浪发生的可能性至少增加了 150 倍。（Nature 网站 2021年7月8日）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6 (TOTAL 47) in 20215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KAUST) 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颖的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方法，以加速寻找月球上具有宝贵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地方。研究人员开发出一项

创新的月球扫描技术，其可以自动对望远镜图像中的关键月球元素进行分类，这可能

会大大提高选择具有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地点以及进行勘探的熟练程度。在月球上选择

着陆和探索地点的过程实际上非常复杂。未来登陆和勘探地点有可能选在具有可用的

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地方。然而，用肉眼搜索如此广阔的区域，例如寻找几百米宽的

特征，是一项艰巨且经常出错的工作，因此选择理想的区域进行探索具有挑战性。

该团队研究人员的新方法准确率高达 83.7%，远高于当前最先进的陨石坑检测技术。

（Innovation News Network网站 2021年7月13日）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月球上寻找能源和矿物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高奖项SAIL揭晓

7月8日，2021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在上海开幕。在开幕式上，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的最高奖项“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Super AI Leader，简称SAIL）奖正式揭

晓。在经过多轮角逐后，今年共评选出了5个SAIL大奖，10个SAIL之星和TOP30榜单

项目。TOP30榜单早在6月已经揭晓。获得SAIL奖的分别是：利物浦大学机器人科学

家；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免开路微创植入式高通量柔性脑机接口；鲲云科技高性能数

据流AI芯片CAISA；浙江大学数字创意智能设计引擎；朱明杰、吴飞、卢策吾 论文

《中国迈向新一代人工智能》。其他获得SAIL之星奖项的还包括华为盘古预训练大

模型、百度飞桨深度学习平台、MICA人工智能公司乳腺癌早期检测决策支持平台、

清华大学面向人工通用智能的类脑计算天机芯片等等。（颠覆性技术情报与决策支

持平台 2021年7月10日）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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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电力供应对于现代生活以及

国家安全、经济生产力而言，是生死攸

关的必需品。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

互联网和手机通信成为政府和企业运

营、教育和交流COVID-19检测以获取疫

苗信息的必须品。电力中断会迅速导致

人类卫生和国家安全紧急情况。2021年
2月中旬，一场大型冬季风暴袭击了德

克萨斯州，系统不堪重负，超过400万人

断电。尽管这场危机源于前所未有的天

气事件（不是网络攻击），但是它生动

地说明了电力破坏可能对生活产生的影

响。最近对石油管道的网络攻击也是一

种强烈警告，表明人们日常生活所依赖

的基础设施存在漏洞。

密码学领域的科学家开发了高复杂

度的、基于数学的安全性代码来保障这

些关键的基础设施运行。这些计算机代

码接近于牢不可破，因为它们建立在非

常困难的数学问题上。国家电网一直能

如此安全，应该归功于当今的密码学

家。但像量子计算机这样的新技术的出

现，使当前的加密方式有可能被破解。

随着计算能力稳步增加，敌人解码这些

复杂加密的概率也大大提升。当前的加

密系统依赖于计算难度（例如质因数分

解一个大数），用于防御窃听、冒充或

其他类型的恶意网络攻击行为。未来计

算能力、高效算法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有

可能削弱当前加密系统的安全性。这种

担忧与关键基础设施（例如电网）特别

相关，因为这些设施无法进行快速升级

或修补，以适应每一个新出现的安全漏

洞。

为了摆脱这种持续的攻防循环，洛

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ANL）的科

学家正在尝试开发一种称为量子保障防

御(QED)的信息保护方法。该方法不是

利用数学的复杂性，转而使用量子物理

领域的异常行为。科学家们使用单个的

光子来创建加密“密钥”，可用于将控

制信号“上锁”并转化为密码。

量子保障防御（QED）的目标是使

用量子通信来低延迟地验证控制系统数

据，确保数据在网络拓扑结构中安全运

行，以及实现适合大规模部署的工程设

计。延迟（包括安全系统添加的任何额

外延迟）是电网通信关键的性能指标。

电网上的任何电子干扰传播都非常快，

因此控制信号必须也可以传输并快速使

用，否则就于事无补了。为此，网络控

制信号不能容忍显著延迟（通常不能超

过几毫秒）。

观点荟萃

智能电网的量子保障防御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信息中心情报研究室

张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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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互联网利用脉冲光子发送信

息，脉冲光子从一端的发射器出发，经

过光纤，到达另一端的接收器。QED使

用相同的原理，并利用量子领域的异常

行为。研究人员通过降低光脉冲强度，

使得每个脉冲平均包含一个光子，则其

遵从的规律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

“经典”物理学规律转变为不熟悉的量

子物理学规律。LANL设计的量子发射

器和接收器设备，被放置在发电厂或变

电站中以建立安全链接。人们在发射器

上将信息编码到单个光子上，通过光纤

发送光子，然后检测光子并在接收器处

恢复信息。信息受到保护的三重原因包

括：一个光子不能被切成两半；光子不

能被准确复制；一个光子不能在不发生

改变的情况下进行测量。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ANL）、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RNL）与查塔努加

电力局（EPB）合作，成功在城市规模商

业系统上展示了集成量子通信系统。他

们一起进行了量子可信节点网络的场地

演示，该网络由三个不同的量子密钥分

发系统(QKD)构成，位于包括通信中心

和变电站的EPB光纤网络上。场地测试

成功证明了这些不同的QKD系统密钥的

兼容性（interoperability），并验证了重

点应用于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生成和分

发。这使得量子科学和光学物理与现有

的基础设施系统和软件程序兼容，从而

为全域的部署做好准备。

QED具有以下优点：

• 使用现有架构建立弹性网络

• 易于使用

• 满足延迟要求

• 物理层身份验证保护网络，免受欺

骗和冒充

• 如果检测到信号篡改或中断，立即

提供通知

• 使系统免受理论上可能发生的任何

攻击

美国电网系统平均年龄为40年，超

过25%的电网服役五十年以上。随着可

再生能源的广泛使用、电动汽车的快速

增长、以及效率压力越来越大，陈旧的

电网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

这些以及更多原因，信息的控制和流经

电网的电力对美国的增长和繁荣至关重

要。目前的工作重点是保护电网，尽管

开发的许多技术都可以应用于保护计算

机控制下的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使其

免受黑客攻击。

世界范围内正在掀起量子科学与技

术的研究热潮。LANL基于其传统优势

正在开发的可用于电网保护的量子密

码，具有颠覆传统技术的潜力。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6 (TOTAL 47) in 2021 8

2020年5月21-22日，美国参众两

院分别收到一份题为“Endless Frontier 
Act”的法案（以下简称EFA2020），

法案主导者是时任美国参议院少数党

领袖、现任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

Charles Schumer。EFA2020法案提出要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内新增

技术学部（Technology Directorate）并将

新的机构重组为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基金

会（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NSTF），同时法案提出要

在未来5个财年内向新的基金会投入1000
亿美元。尽管EFA2020法案在第116届国

会并未通过，但是毫无疑问反映了美国

政界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意图有所行

动、维护美国世界范围内科学与技术领

域领导力的决心。

根据互联网上的公开资料，作者调

研了美国政界相关的活动与议案以及参

议员Schumer在提交EFA2020法案前一年

的公开活动，可大致梳理出法案提出前

后的部分脉络。

一、重建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
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PCAST）

2019年10月，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

员会终于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第三年

重建了，PCAST放在了能源部科学办公

室，由办公室提供行政服务和资助（每

年预算预期为100万美元）。PCAST应
有17位成员，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

Kelvin K. Droegemeier担任PCAST主任。

新成立的PCAST下属三个委员会，分别

是：美国未来产业全球领导力委员会、

国家实验室参与美国科研体系新模式委

员会、面向国家需求的STEM教育和多

元化劳动力委员会。

二、Charles Schumer在全国
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首次公开
提出重组NSF建立NSTF

Senator Charles Schumer（无尽前沿

观察思考

从酝酿到提案：中美竞争背景下的美国科技政策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创新战略研究中心
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

王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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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提交者，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在2019年11月的全国人工智能安全委

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SCAI）的会议

上1提出，美国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新机

构（National Science Tech Foundation，
NSTF），在未来五年内投入1000亿
美元资助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研究 2。

Schumer认为该计划将确保美国能够在

关键研究领域上跟上中国和俄罗斯的步

伐，填补（plug gaps）美国企业不愿意

资助的领域。

Schumer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科学

技术基金，在人工智能和一些其他前沿

领域上资助1000亿美元用于基础性研究

（Fundamental Research）3。这些前沿领

域包括：量子计算、5G网络、机器人、

网络安全和生物技术4。

Schumer的这个计划在当时（2019
年11月）已经酝酿了数月，召集了很多

科技产业界的首席执行官和一些科学界

的领袖，但当时（2019年11月）远不成

熟。

Schumer建议这个新机构应是NSF的
下属的一个机构，并与国防部的DARPA
建立联系（他将新的技术学部类比为

NSF之中的DARPA）。这个基金将拥有

自己的理事会。

这个计划是Schumer长期关注中国的

结果，即中国不断增长的技术实力和立志

在2025年成果AI领域世界领先者的决心。

参考文献：

1.https://www.nscai.gov/events/nscai-conference 
与会者包括：

美国众议院代表Elise Stefanik与Kevin McCarthy，能源部长Rick Perry，NSCAI主席Eric Schmidt和副主席Robert O. Work，NSF
主任France Cordova，DARPA主任Steven Walk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主任助理Christine Fox，国家情报办公室

Andrew P. Hallman和Susan M. Gordon，Google高级副主席Kent Walker，人工智能联合中心主任Lieutenant General John N.T. 
“Jack” Shanahan，参议院少数党领袖Chuck Schumer，前国务卿Henry A. Kissinger，麦肯锡高级合伙人James Manyika，美

国国防部长Mark T. Esper等
2.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9/11/united-states-should-make-massive-investment-ai-top-senate-democrat-says
3.此处将Fundamental Research翻译为基础性研究，区别于Basic Research（基础研究）。值得提醒注意的是，Fundamental 
Research和Basic Research的区别所在。根据美国政府1985年的一份文件（NSDD-189，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的定义，基础性研究FR是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和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Fundamental 
research' means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值得注意的是，NSF过去对于基础研究的表述均为

Basic Research，但是在2020年5月国家科学委员会发布的Vision 2030报告中，沿用了NSDD-189中的概念，将Fundamental 
Research定义为Basic Research和Applied Research的总和。

另一方面，V.Bush在1945年给总统的报告“Endless Frontier”中对于基础研究的表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选用了Basic而

不是Fundamental是出于以下理由“说服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美国国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支持基础性（fundamental）
研究可视为一个小小的奇迹 . . .在与国会山的这些人讨论这类事情的时候，使用‘基础（basic）’这一表述而非‘基础性

（fundamental）’是更为有效的”（参考文献：Roger Pielke Jr. The Origins of “Basic Research”）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沿用至今75年的Basic Research被Fundamental Research的表述所取代，这背后是否反映了美国政界某种思

想的转变。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处仅点出这一用词的区别，作者相信这一用词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4.这五个领域也被统称为未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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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tps://www.defensenews.com/congress/2019/11/05/schumer-proposes-100b-tech-moon-shot-versus-china/
6.NSCAI Conference - Congressional Remar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y73TdJO45c
7.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1/senate-bill-would-boost-spending-trump-administration-s-research-priorities
8.此人为财政上较为保守的参议员

9.即未来产业包括的五个技术领域

10.这一预算案正好呼应了20年1月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主席Roger Wicker的要求。

Schumer认为，在AI领域的单位投入

上，美国将会做的比中国更好，但是如

果中国是数倍于美国的投入（现状便是

这样），那美国将会在5到10年内远远落

后于中国5。

Schumer在讲话中提到，如果美国能够很

好的发展AI，美国就将会在众多对手竞争中

保持国家安全的优势，反之亦然6（if America 

can get AI right, we'll be the ones to maintain 

a national security edge on our adversaries, but 

the converse is also true）。Schumer认为美国

（在AI等关键领域）应该有超过中国和俄罗斯

的决心和力度。

Eric Schmidt（NSCAI主席，谷歌创始

人）当时（2019年11月）已经看过这个法案的

草稿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科学》杂志认为Schumer的（建立新机

构）这一想法能在历史上找到与其类似的，即

1950年代为应对苏联发射的Sputnik卫星而建

立了DARPA和NASA。而Schumer自己则将其

与美苏的太空竞赛相类比。

三、两党参议员要求政府加大关
键技术领域投入

两党参议员要求特朗普政府加大某些对

于美国未来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的

投 入 7。白 宫 首 席 技 术 官 员 认 可 了 此 想 法。

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主席Roger 

Wicker (R–MS)8及其两党的参议院同僚（Cory 

Gardner  (R–CO)，Gary  Pe te r s  (D–MI)和

Tammy Baldwin (D–WI)）提出一项法案（未

来产业法案，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Act），

希望到2022年联邦政府在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

领域的资助能够翻倍，并且到2025年，希望联

邦政府在以上两个领域及其他三个领域（先进

制造、无线通讯和合成生物学）9的研究资助

达到100亿美元的规模。

四、美国政府2021财年对关键未
来产业加倍投入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新闻显示，特

朗普政府2021财年预算中承诺将对未来关键产

业（key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进行加倍的

投入（double investments）10。特朗普的21财

年预算案的研发资助达到1422亿美元（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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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量子计算机和量子设备可以形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的发展将会产生新的技术，来改善通讯的安全性并且极大促进计算的

发展。

12.https://science.osti.gov/-/media/_/pdf/about/pcast/202006/PCAST_June_2020_Report.pdf?la=en&hash=019A4F17C79FDEE500
5C51D3D6CAC81FB31E3ABC

20财年有6%的增长）。

预算案将未来产业置于优先地位，承诺到

2022年对非国防领域的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

学研发投入翻倍。除了研发投入，21财年预算

案还包括在未来产业方面的教育和职业培训的

投入，以形成高水平多样化的美国人才队伍。

人工智能领域，21财年研发投入增长如下。

NSF：在人工智能及其相关交叉学科领域

投入8.3亿美元，超过70%的增长（相对于20财

年）。

能源部：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将投入1.25

亿资助人工智能研究，比20财年增长5400万美

元。

农业部：在农业和食品研究计划的竞争性

项目中资助1亿美元，促进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

先进技术在农业系统领域的应用。

国立卫生研究院：投入5000万美元用于在

慢性病研究方面的人工智能及其相关技术的应

用。

国防领域人工智能研发投入：DARPA将在

人工智能领域投入4.59亿美元。比20财年增长

5000万美元；国防部人工智能联合研究中心21

财年预算将增长4800万美元，达到2.9亿美元。

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特朗普政府21财年预

算极大增加了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资助，比20

财年预算增长超过50%，预计22财年量子信息科

学领域预算将是20财年的两倍。

NSF：量子信息科学预算达2.3亿美元，比

20财年增长1.2亿美元（预算翻倍）。

能源部科学办公室：2.37亿美元，比20

财年增长7000万美元，用于资助国家实验室、

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量子信息科学研究。其中有

2500万美元用于支持量子互联网（a quantum 

internet）的早期研究11。

五、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发
布重建后的第一份战略咨询报告，关
注未来产业发展

2 0 2 0 年 6 月 3 0 日 ， 新 成 立 的 P C A S T

发 布 其 第 一 份 报 告“ R e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s 

for  Strengthen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12。以下为摘要。

PCAST建议美国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大胆

的行动（bold actions），确保美国在未来产

业方面（Industries of the Future，IotF，包括

人工智能AI、量子信息科学QIS、先进制造

advanced manufacturing、先进通讯advanced 

communications和生物技术）的全球领导力。

这些行动应基于如下三个支柱：1）促进多部

门参与研究与创新；2）建立新的机构，将一

个或者多个IotF领域整合在一起，开展从科学

发现到产品研发各阶段的研发；3）建立新的

模式以确保能够足够的IotF劳动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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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第一个支柱，PCAST建议联邦机构

应该采取行动，利用其行政手段与产业界和学

术界联合，确保早期的科研成果能够有效地

并且大规模地向应用转化。在AI领域，应建

立一个联合的AI Fellow-in-Residence项目，

在50个州建立AI研究所，建立国家AI测试平

台（Testbeds），建立大型数据集的伙伴分享

关系，建立国际联合项目以吸引和留住全球最

好的AI人才并开展可信赖的AI研发与培训计

划。在QIS领域，产业界的参与对于构建世界

级的大型量子基础设施（特别是量子计算系

统、量子互联网和局域网quantum internet and 

intranet）至关重要。联邦的资助应聚焦于建

立国家量子计算设施、培养量子科学领域的人

才、在竞争之前的阶段（pre-competitive）促

进量子合作研究，建立量子基础探索研究机构

（quantum foundational discovery institutes）

并吸引和留住全球最好的（量子科学）人才。

第二个支柱是建立新的模式，充分利用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力量，实质性地促进并加速

IotF发展。要建立新型的、具有世界水准的、

多机构参与的研发机构，促进研发各阶段（从

基础研究到试验发展，到产品部署和商业化）

的创新。这些IotF研究机构将在两个或者多个

IotF领域之间支持一系列的合作研究项目，通

过降低行政管理的阻碍来最快速地实现这些领

域的创新。这些研究机构将利用创新性的知识

产权条款来激励产业界、学术界和非盈利机构

的参与，并以此来促进IotF领域技术大规模商

业化。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机构将建于能

够最大限度发挥多机构协作的地区，并作为区

域技术、经济和技能发展中心。PCAST认为

有两个领域可以作为最先建立的这些旗舰研究

机构的候选领域，第一个领域是AI和先进制造

的联合领域，第二个是AI和生物技术的联合领

域（提高生物安全和生物多样性）。

实 现 以 上 两 大 支 柱 提 出 的 目 标，需 要

美国要加强其STEM教育水平、培养更多的

STEM人才、提升人才的多样性（技术熟练的

人员和研究人员）。首先，美国需要建立未来

劳动力计划（the Workforce of the Future），

为不同背景的个人（受教育、未受教育、少

数群体等）提供STEM培训和教育的机会。雇

主、学术机构、专业学会及其他伙伴部门应

该开发培训项目，为非STEM背景的人员提供

专业技能的培训，确保这些人员将来能够在

STEM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NSF应建立专门

的资助体系，开展技术人才的STEM再培训，

通过未来劳动力STEM再培训委员会为个人提

供STEM领域的继续教育、培训、认证和技能

培训。

六、美国多数党领袖Schumer
提交新版无尽前沿法案

2021年4月20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

袖Chuck Schumer提出了新版的EFA法案（简

称EFA2021）。EFA2021在EFA2020法案基础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6 (TOTAL 47) in 202113

观察思考

上做了一些完善，放弃了改组NSF为NSTF的

努力，但是要求建立新的“技术与创新部”

（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对应于EFA2020的技术学部）。EFA2021

法案计划在2022-2026财年内投入1124 .1亿

美元，投入金额较EFA2020中要求的增加了

124.1亿美元，增加的部分主要用于技术创新

相关的领域投入。

法案文本分13个部分，现简要摘录

如下：
1、法案名称为Endless Frontier Act

2、一些发现：

（1）过去70多年来，美国在科学与技术创

新方面具有其他国家难以匹及的领导力，美国

人民也因此具有收入尚可的工作岗位、经济繁

荣和高质量的生活。

（2）在研究、教育、技术转移、知识产

权、制造业以及其他美国创新体系的关键方

面，如果不显著增加投入，美国在世界上技术

优势（technological primacy）地位将会被竞争

国家超越。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新一代通

讯、先进制造领域获得优势的国家，将会成为

世界的强国（superpower）。

（3）联邦政府应该通过增加研究投入促

进美国的创新，应聚焦于新技术的发现、创

造、商业化及推广应用，同时应在美国国内制

造应用新技术的产品，确保美国在未来产业方

面的领导地位。

（4）当前，美国创新岗位和投入仅集聚

于美国少部分区域，美国多数区域在创新上是

远远落后的。过去15年，超过90%的创新岗位

集聚于美国5个都会区域。联邦政府必须解决

区域创新不平衡的问题。

（5）罗斯福总统曾说过：“新的前沿就

在眼前，如果我们拿出与战争中同等的视野与

勇气，我们将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更富足

的生活。”

（6）万尼瓦尔·布什曾说过“新产品、新

产业和更多的工作岗位需要源源不断的新知识

以及对这些新知识的应用。同样，我们对于入

侵的方旭也需要新知识来开发新的武器和改进

武器。这些至关重要的新知识只能来源于基础

科学研究。”

（7）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重要的

联邦机构（例如能源部）已经开展了很多工作

支持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创造新的知识，这是美

国经济繁荣的关键驱动力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因

素。

3、改进NSF的技术与创新研究。建立“技

术与创新部”（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对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

（42 U.S.C. 1870）提出修正案。

4、无尽前沿经费。2022-2026财年，拟提议

投入1124.1亿美元。其中：

（1）94.25亿用于“史蒂文森-惠勒技术创

新法案”下的区域技术枢纽计划（the reginal 

technology hub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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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5亿用于“史蒂文森-惠勒技术创

新法案”下的综合区域技术战略资助计划（the 

comprehensive reginal technology strategy grant 

program）。

（3）1000亿用于NSF新的“技术与创新

部”。其中2022财年投入50亿，23财年100亿，

24财年200亿，25财年300亿，26财年350亿。

（ 4 ） 2 4 . 1 亿 用 于 “ 美 国 制 造 计 划 ”

（Manufacturing USA Program）。

5、在“经济安全、科学、研究和创新支撑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方面开展战略研究并向国

会提交战略研究报告。

6、供应链韧性计划。

7、区域技术枢纽计划。对“史蒂文森-惠勒

技术创新法案”提出修正案，建立区域技术枢

纽计划及其具体的规定。

8、综合区域技术战略资助计划。对“史蒂

文森-惠勒技术创新法案”提出修正案，建立综

合区域技术战略资助计划及其具体的规定。

9、美国制造计划。

10、评估美国技术商业化现状。

11、研究新兴涌现的科学与技术对美国的

挑战并提交建议报告。识别10个最关键的新

兴科学与技术领域，研究这些领域对美国的

挑战，并给出建议，以“Strategy to Ensuring 

American Leadership”为题提交报告给国会。

12、协调机制

13、禁止资助的人员与实体名单。

七、启示与建议

1、未来产业涉及的五大领域被美国是未

来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美国着力于在未来产

业的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方面加大投入。

2、美国相关的科技政策是长期酝酿的结

果，面对美国的策略，我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并

开展相关战略咨询研究，在我国发展阶段、发

展目标与当前国情基础上制定面向国家需求的

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

3、加强颠覆性技术及其相关战略研究，布

局未来产业发展与竞争关键领域，把握未来发

展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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