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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报告人：何传启研究员报告人：何传启研究员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组长组长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主任主任

20201313年年1010月月3030日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上午好！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上午好！ 谢谢邀请！谢谢邀请！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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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引引 言言：：2020世纪的变化世纪的变化

2020年前，老师告诉我：年前，老师告诉我：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2012201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

数学专业：数学专业：86%86%（倒数第（倒数第44））

物理专业：物理专业：86%86%（倒数第（倒数第55））

化学专业：化学专业：87%87%（倒数第（倒数第1010））

全国平均：全国平均：92%92%

工程技术：工程技术：98%98%

今天，今天，

如果：仅仅学好数理化如果：仅仅学好数理化

不少人：找不到好工作不少人：找不到好工作

10%10%的人：找不到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

因为：因为：

数理化是基础，不是前沿数理化是基础，不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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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引引 言：言：2020世纪的变化世纪的变化

2020年前，老爸告诉我：年前，老爸告诉我：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意思是说：意思是说：

男人，如果选错了行业男人，如果选错了行业

就没有好的前途就没有好的前途

女人，如果选错了老公女人，如果选错了老公

就没有好的生活就没有好的生活

20122012年，非私单位平均工资年，非私单位平均工资

金融：金融：约约99万（万（8974389743元）元）

信息：信息：约约88万（万（8051080510元）元）

科研：科研：约约77万（万（6925469254元）元）

教育：教育：约约55万（万（4773447734元）元）

农业：农业：约约22万（万（2268722687元）元）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
离婚率：北京离婚率：北京39%39%，上海，上海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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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 言：言：2020世纪的变化世纪的变化

5050年前，我们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年前，我们没有网络、没有手机

网络发明：网络发明：19691969年（美国）年（美国）

手机发明：手机发明：19731973年（美国）年（美国）

中国网络：中国网络：19871987年年

中国手机：中国手机：19871987年年

网络普及：网络普及：34%34%（（20102010年）年）

手机普及：手机普及：64%64%（（20102010年）年）

今天，今天，

网络：每天都上网络：每天都上

手机：每天都用手机：每天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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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引引 言：言：2020世纪的变化世纪的变化

100100年前，我们没有电视年前，我们没有电视

电视发明：电视发明：19241924年年

中国电视：中国电视：19581958年年

电视普及：约电视普及：约99%99% （（20102010年年））

今天，今天，

电视：每天都看电视：每天都看

家家都看家家都看

电视、网络和手机：改变了生活方式！电视、网络和手机：改变了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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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引引 言：言：2121世纪的前景世纪的前景

19241924年：发明电视年：发明电视

19691969年：发明网络年：发明网络

19731973年：发明手机年：发明手机

2121世纪：世纪：2020世纪：世纪：

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世界科技：日新月异

工作职业：新旧交替工作职业：新旧交替

人类生活：翻天覆地人类生活：翻天覆地

世界科技：前沿何在世界科技：前沿何在

工作职业：机会何在工作职业：机会何在

人类生活：变化何在人类生活：变化何在

发展方向：是什么？发展方向：是什么？

战略机遇：是什么？战略机遇：是什么？

未来生活：是什么？未来生活：是什么？



77

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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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一、什么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

二二、、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特点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特点

三、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三、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

四、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四、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

五、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五、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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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1--1    1    科技革命的定义科技革命的定义

11--2    2    科技革命的标准科技革命的标准

11--3    3    科技革命的历史科技革命的历史

11--4    4    科技革命的影响科技革命的影响

一、什么是科技革命一、什么是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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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062006年年1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

进入进入2121世纪，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

20012001年年22月，江泽民同志在海南省考察工作时指出：月，江泽民同志在海南省考察工作时指出：

我们必须充分估计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充分估计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奋发图强，迎头赶上，抢，奋发图强，迎头赶上，抢

占高新技术的制高点，努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占高新技术的制高点，努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11--1    1    科技革命的定义科技革命的定义

20112011年年55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

面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形势面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形势，我们只有奋力抢占国际经济，我们只有奋力抢占国际经济

科技制高点、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科技制高点、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

关于科技革命：中国领导人非常关注。关于科技革命：中国领导人非常关注。

那么，什么是科技革命？那么，什么是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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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在过去500年里（16-20世纪），现代科技的发展，

既有渐进性的变化，也有爆发性的突变；

一般而言，渐变是科技进步，突变是科技革命

科技革命：一个科技史学（哲学）概念，没有统一定义科技革命：一个科技史学（哲学）概念，没有统一定义

一般而言，科技革命是一般而言，科技革命是1616世纪以来的一个历史现象世纪以来的一个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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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时间

革命革命 革命革命
革命革命革命革命

革命革命

科技革命，没有统一定义科技革命，没有统一定义

渐变渐变 渐变渐变渐变渐变 渐变渐变

11--1    1    科技革命的定义科技革命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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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美国学者库恩认为美国学者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科学范式的转变：科学革命，是科学范式的转变

科学范式：科学共同体公认的范例，包括定理、理论和应用等

1962年，美国哲学家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科学发展：科学范式I——科学革命——科学范式II

成熟科学I——科学革命——成熟科学II

科学范式的转变：是现代科技的一种发展模式

11--1    1    科技革命的定义科技革命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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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2）在学科史和技术史层次上）在学科史和技术史层次上

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指科学范式的转变指科学范式的转变

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技术范式的转变指技术范式的转变

（（33）在世界科技史层次上）在世界科技史层次上

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不仅是一种科学范式的转：不仅是一种科学范式的转

变，而且是引发人类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变，而且是引发人类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

化的科学变迁化的科学变迁

技术革命技术革命：不仅是一种技术范式的转：不仅是一种技术范式的转

变，而且是引发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革变，而且是引发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革

命性变化的技术变迁命性变化的技术变迁

（（11）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统称。）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统称。

指引发科技范式、人类的思想观念、指引发科技范式、人类的思想观念、

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的科技变迁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的科技变迁

11--1    1    科技革命的定义科技革命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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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显著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

（2）显著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3）社会影响人口覆盖率一般超过50%（估计数）

科学革命：需要满足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

技术革命：需要满足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

科学革命指科学范式的转变科学革命指科学范式的转变

技术革命指技术范式的转变技术革命指技术范式的转变

注：参考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注：参考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一书

在世界科技史层次上，大致有三个判断标准

（它不仅是科学范式或技术范式的转变）

在学科史层次上

美国学者库恩认为：科学范式美国学者库恩认为：科学范式II————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科学范式科学范式IIII

科学范式：科学共同体公认的范例，包括定理、理论和应用科学范式：科学共同体公认的范例，包括定理、理论和应用

科技革命：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层次，有不同标准科技革命：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层次，有不同标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1--1    1    科技革命的标准科技革命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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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标准，按上述标准，1616世纪以来大致发生了世纪以来大致发生了 5 5 次科技革命次科技革命

表：表：1616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一面镜子

11--3    3    科技革命的历史科技革命的历史 （存在不同观点）（存在不同观点）

五次科技革命五次科技革命

第一次：近代物理学诞生第一次：近代物理学诞生（（ 1616--1717世纪，世纪，科学革命科学革命））

第二次：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第二次：蒸汽机和机械革命（（1818世纪，世纪，技术革命技术革命））

第三次：电力和运输革命第三次：电力和运输革命 （（1919世纪，世纪，技术革命技术革命））

第四次：相对论和量子论第四次：相对论和量子论 （（2020世纪，科学革命）世纪，科学革命）

第五次：电子和信息革命第五次：电子和信息革命 （（2020世纪，世纪，技术革命技术革命））

三次产业革命三次产业革命

第一次：机械化第一次：机械化

第二次：电气化第二次：电气化

第三次：自动化第三次：自动化

信息化信息化

注：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是一个过程的两种视角，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注：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是一个过程的两种视角，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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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首先，科技影响。首先，科技影响。科技革命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技术科技革命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技术

和新方法，催生一批新学科，促进了科技结构的变化，影响了世和新方法，催生一批新学科，促进了科技结构的变化，影响了世

界科学中心的转移。界科学中心的转移。1616世纪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先后从意大利、世纪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先后从意大利、

英国、法国、德国转移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转移到美国。

其次，社会影响。其次，社会影响。科技革命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新观念、新生科技革命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新观念、新生

活和新知识，如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等。人类生活方活和新知识，如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等。人类生活方

式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到信息化，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式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到信息化，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

到国际化生活，从实体生活到网络生活等。到国际化生活，从实体生活到网络生活等。

其三，经济影响。其三，经济影响。科技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技术和新手科技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技术和新手

段，导致了新产品和新产业的不断涌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段，导致了新产品和新产业的不断涌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

世界经济重心随之变迁，而且与经济周期有较大关系。世界经济世界经济重心随之变迁，而且与经济周期有较大关系。世界经济

的主导产业从农业、工业、服务业到知识产业，先后出现工业超的主导产业从农业、工业、服务业到知识产业，先后出现工业超

过农业、服务业超过工业、知识产业超过物质产业等现象。过农业、服务业超过工业、知识产业超过物质产业等现象。

11--4    4    科技革命的影响科技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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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级为发展中国家降级为发展中国家忽视电子和信息技术革命忽视电子和信息技术革命2020世纪世纪阿根廷阿根廷

降级为发展中国家降级为发展中国家忽视第一次、第二次技术革命忽视第一次、第二次技术革命1818～～1919世纪世纪葡萄牙葡萄牙

升级为发达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抓住信息技术革命抓住信息技术革命2020世纪世纪爱尔兰爱尔兰

升级为发达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抓住信息技术革命抓住信息技术革命2020世纪世纪芬兰芬兰

升级为发达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抓住电子和信息技术革命抓住电子和信息技术革命2020世纪世纪日本日本

世界强国、发达国家世界强国、发达国家第二次、第三次技术革命第二次、第三次技术革命1919～～2020世纪世纪德国德国

世界强国、发达国家世界强国、发达国家第一次、二次、第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二次、第三次技术革命1818～～2020世纪世纪美国美国

世界强国、发达国家世界强国、发达国家第一次科学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次科学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1717～～1919世纪世纪英国英国

结果结果抓住或忽视科技革命的机遇抓住或忽视科技革命的机遇大致时间大致时间国家国家

其四，世界影响。其四，世界影响。1717世纪以来科技革命与国家兴衰世纪以来科技革命与国家兴衰

11--4    4    科技革命的影响科技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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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1    科技革命的结构科技革命的结构

22--2    2    科学革命的特点科学革命的特点

22--3    3    技术革命的特点技术革命的特点

22--4    4    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

二、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特点二、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特点



1818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616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包括：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包括：22次科学革命和次科学革命和33次技术革命次技术革命

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既有共性，也有差别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既有共性，也有差别

一般而言，科技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一般而言，科技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

具有起点、终点、内容、特点、具有起点、终点、内容、特点、

标志性事件和世界影响等。标志性事件和世界影响等。

关于科技革命的标志，有比较多共识。关于科技革命的标志，有比较多共识。

关于科技革命的起点和终点，有较多的争议。关于科技革命的起点和终点，有较多的争议。

同时，关于科技革命的次数，也有一些争论。同时，关于科技革命的次数，也有一些争论。

22--1    1    科技革命（科技革命（STRSTR）的结构）的结构



1919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生物、材料和制造等生物、材料和制造等新时空、新能源、新运输新时空、新能源、新运输时空革命时空革命第七次科技革命第七次科技革命

材料、信息和智能等材料、信息和智能等信息转换、仿生创生再生信息转换、仿生创生再生再生革命再生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

生物、材料和制造等生物、材料和制造等微电脑、信息技术、数据库微电脑、信息技术、数据库信息和互联网信息和互联网

核能、航天、自动化核能、航天、自动化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电子和计算机电子和计算机第三次技术革命第三次技术革命

石化、钢铁和运输等石化、钢铁和运输等发电机、内燃机、电讯技术发电机、内燃机、电讯技术电力和内燃机电力和内燃机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

冶金、轮船和火车等冶金、轮船和火车等纺织机、蒸汽机、工作母机纺织机、蒸汽机、工作母机蒸汽机和机械蒸汽机和机械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

天文、遗传、地学等天文、遗传、地学等相对论、量子论、射线和电子相对论、量子论、射线和电子相对论量子论相对论量子论第二次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

近代科学的全面发展近代科学的全面发展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力学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力学近代物理学近代物理学第一次科学革命第一次科学革命

扩展或带动部分扩展或带动部分主体部分主体部分主要标志主要标志科技革命科技革命

包括：主要标志、主体部分、扩展或带动部分等包括：主要标志、主体部分、扩展或带动部分等

22--1    1    科技革命（科技革命（STRSTR）的结构）的结构

表：表：1616世纪以来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和第七次是预测）世纪以来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和第七次是预测）



2020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第一次科学革命（第一次第一次科学革命（第一次STRSTR：：1616--1717世纪，世纪，144144年）年）

主要标志：主要标志：近代物理学的诞生近代物理学的诞生

主体部分：涉及两个学科：天文学和物理学。主体部分：涉及两个学科：天文学和物理学。

哥白尼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天体运行论》》（（15431543））

牛顿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1687），），

前后经历了前后经历了144144年，犹如一场科学马拉松。年，犹如一场科学马拉松。

从伽利略到牛顿，从伽利略到牛顿，

建立了近代物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实验研究方法建立了近代物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实验研究方法

扩展部分：近代科学的形成和全面发展扩展部分：近代科学的形成和全面发展

如化学革命、生物学革命（细胞、进化论）等如化学革命、生物学革命（细胞、进化论）等

其一，其一，1616世纪以来，发生了世纪以来，发生了22次科学革命次科学革命

22--2    2    科学革命的特点科学革命的特点

1616世纪世纪 1717世纪世纪 1818世纪世纪 1919世纪世纪 2020世纪世纪 2121世纪世纪



2121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第二次科学革命（第四次第二次科学革命（第四次STR STR ：：2020世纪初，世纪初，2626年）年）

主要标志：主要标志：相对论和量子论相对论和量子论

主体部分：物理学，包括相对论（主体部分：物理学，包括相对论（19051905～～19161916）、）、

量子论和量子力学（量子论和量子力学（19001900～～19261926）、）、

XX--射线、放射线和电子（射线、放射线和电子（18971897）的发现等。）的发现等。

相比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漫漫岁月，相比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漫漫岁月，

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扩展部分：天文学（宇宙大爆炸）、粒子物理学、遗传学（基因扩展部分：天文学（宇宙大爆炸）、粒子物理学、遗传学（基因

和和DNADNA双螺旋）、现代地学（板块学说）和计算机科学等双螺旋）、现代地学（板块学说）和计算机科学等

22--2    2    科学革命的特点科学革命的特点

其一，其一，1616世纪以来，发生了世纪以来，发生了22次科学革命次科学革命

1616世纪世纪 1717世纪世纪 1818世纪世纪 1919世纪世纪 2020世纪世纪 2121世纪世纪



2222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1）主要标志：标志性事件）主要标志：标志性事件

（（22）基本结构：主体部分、扩展部分（带动部分））基本结构：主体部分、扩展部分（带动部分）

（（33）时间跨度：每次时间跨度有所不同，有缩小趋势）时间跨度：每次时间跨度有所不同，有缩小趋势

（（44）主要特点：科学革命存在一种）主要特点：科学革命存在一种““蘑菇效应蘑菇效应””：：

一个重大科学突破，往往引发一丛相关的科学突破，一个重大科学突破，往往引发一丛相关的科学突破，

终形成一次改变科学范式和人类观念的科学革命终形成一次改变科学范式和人类观念的科学革命

（（55）社会影响：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生活观念）社会影响：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生活观念

22--2    2    科学革命的特点科学革命的特点

其二，其二，1616世纪以来，科学革命的经验：五点世纪以来，科学革命的经验：五点

1616世纪世纪 1717世纪世纪 1818世纪世纪 1919世纪世纪 2020世纪世纪 2121世纪世纪



2323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二次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二次STRSTR：：1818世纪中后期，世纪中后期，120120年）年）

主要标志：主要标志：蒸汽机、工作母机蒸汽机、工作母机

主体部分：动力技术（蒸汽机）、主体部分：动力技术（蒸汽机）、

机器制造（纺织机和工作母机等）机器制造（纺织机和工作母机等）

带动部分：涉及煤炭、冶金、化工和运输等带动部分：涉及煤炭、冶金、化工和运输等

从蒸汽抽水机（从蒸汽抽水机（16981698）到第一条实用铁路（）到第一条实用铁路（18251825））

第一次技术革命：大约持续第一次技术革命：大约持续120120年年

其一，其一，1616世纪以来，发生了世纪以来，发生了33次技术革命次技术革命

22--3    3    技术革命的特点技术革命的特点

1616世纪世纪 1717世纪世纪 1818世纪世纪 1919世纪世纪 2020世纪世纪 2121世纪世纪



2424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三次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三次STRSTR：：1919世纪中后期，世纪中后期，7070年）年）

主要标志：主要标志：发电机和内燃机发电机和内燃机

主体部分：电力技术（发电机和电动机）、主体部分：电力技术（发电机和电动机）、

运输技术（内燃机）和电讯技术运输技术（内燃机）和电讯技术

带动部分：钢铁、石化、汽车、飞机和电器等带动部分：钢铁、石化、汽车、飞机和电器等

从发电机（从发电机（18321832）到无线电广播（）到无线电广播（19061906））

第二次技术革命：大约持续第二次技术革命：大约持续7070年年

22--3    3    技术革命的特点技术革命的特点

发电机发电机

其一，其一，1616世纪以来，发生了世纪以来，发生了33次技术革命次技术革命

1616世纪世纪 1717世纪世纪 1818世纪世纪 1919世纪世纪 2020世纪世纪 2121世纪世纪



2525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第三次技术革命（第五次第三次技术革命（第五次STRSTR：：2020世纪中后期，世纪中后期，7070年）年）

主要标志：主要标志：计算机和互联网计算机和互联网

主要阶段：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两个阶段，内容有一定交叉主要阶段：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两个阶段，内容有一定交叉

主要内容：包括主体部分和带动部分，涉及众多技术领域主要内容：包括主体部分和带动部分，涉及众多技术领域

带动部分或辐射面比前两次技术革命要宽得多带动部分或辐射面比前两次技术革命要宽得多

电子革命：持续时间比较短（约电子革命：持续时间比较短（约19461946～～19701970），），

信息革命：持续时间比较长（约信息革命：持续时间比较长（约19701970～～20202020）；）；

时间跨度：大约时间跨度：大约7070年，与第二次技术革命时间跨度相当年，与第二次技术革命时间跨度相当

有人认为：电子技术革命是第三次技术革命有人认为：电子技术革命是第三次技术革命

信息技术革命是第四次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是第四次技术革命

22--3    3    技术革命的特点技术革命的特点

计算机计算机

其一，其一，1616世纪以来，发生了世纪以来，发生了33次技术革命次技术革命

1616世纪世纪 1717世纪世纪 1818世纪世纪 1919世纪世纪 2020世纪世纪 2121世纪世纪



2626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1）主要标志：标志性事件）主要标志：标志性事件

（（22）基本结构：主体部分、带动部分（扩展部分））基本结构：主体部分、带动部分（扩展部分）

（（33）时间跨度：每次时间跨度有所不同，有缩小趋势）时间跨度：每次时间跨度有所不同，有缩小趋势

（（44）主要特点：技术革命存在一种）主要特点：技术革命存在一种““绵羊效应绵羊效应””：：

一个技术领域的技术突破，可以带动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一个技术领域的技术突破，可以带动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

或者辐射其他领域，促进它们的技术进步；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新或者辐射其他领域，促进它们的技术进步；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新

技术群，从而形成一次改变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技术革命技术群，从而形成一次改变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技术革命

（（55）社会影响：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社会影响：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66）经济影响：）经济影响：技术革命往往伴随产业革命，它们的时间有交技术革命往往伴随产业革命，它们的时间有交

叉。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一个过程的两个视角叉。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一个过程的两个视角

22--3    3    技术革命的特点技术革命的特点

其二，其二，1616世纪以来，技术革命的经验：六点世纪以来，技术革命的经验：六点

1616世纪世纪 1717世纪世纪 1818世纪世纪 1919世纪世纪 2020世纪世纪 2121世纪世纪



2727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一般特点：标志、结构、时间、影响一般特点：标志、结构、时间、影响

两种类型：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差别两种类型：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差别

逻辑关系：前一次革命是下一次革命的基础逻辑关系：前一次革命是下一次革命的基础

加速趋势：时间跨度缩小加速趋势：时间跨度缩小

1616--1717世纪：第一次科技革命（约世纪：第一次科技革命（约144144年）年）

1818世纪：世纪： 第二次科技革命（约第二次科技革命（约120120年）年）

1919世纪：世纪： 第三次科技革命（约第三次科技革命（约7070年）年）

2020世纪：世纪： 第四次革命（约第四次革命（约2626年）、第五次革命（约年）、第五次革命（约7070年）年）

历史逻辑历史逻辑

第一次：第一次：144144年年

第二次：第二次：120120年年

第三次：第三次：7070年年

第四次：第四次：2626年年

第五次：第五次：7070年年

其一，规律性：其一，规律性：历史逻辑历史逻辑

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

22--4    4    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



2828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818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不紧密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不紧密

1919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比较紧密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比较紧密

2020世纪：科学、技术与产业的联系逐步加强，相互关系多样化。世纪：科学、技术与产业的联系逐步加强，相互关系多样化。

许多新技术建立在科学突破的基础之上。许多新技术建立在科学突破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推动了科学发展，推动了产业进步。新技术推动了科学发展，推动了产业进步。

从新科学、新技术到新产品之间的时间跨度大大缩短从新科学、新技术到新产品之间的时间跨度大大缩短

2121世纪：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融合世纪：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融合

其二，系统性：其二，系统性：科学逻辑科学逻辑

科学逻辑科学逻辑

第一次：物理第一次：物理

第二次：技术第二次：技术

第三次：技术第三次：技术

第四次：物理第四次：物理

第五次：技术第五次：技术

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

22--4    4    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



2929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其三，可预期：其三，可预期： 2121世纪会发生新的科技革命世纪会发生新的科技革命

（（11）五个世纪：发生五次革命，）五个世纪：发生五次革命，2121世纪会继续发生世纪会继续发生

（（22））2121世纪的科技革命：可能包括三次科技革命世纪的科技革命：可能包括三次科技革命

————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延续：后半部（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延续：后半部（19461946--20202020年）年）

————新的科技革命：有可能发生两次新的科技革命：有可能发生两次

第六次科技革命（约第六次科技革命（约20202020～～20502050年）年）

第七次科技革命（约第七次科技革命（约20502050～～21002100年）年）

（（33）新的科技革命，有可能发生在新生物和新物理领域）新的科技革命，有可能发生在新生物和新物理领域

前五次科技革命前五次科技革命

第一次：物理学第一次：物理学

第二次：机械技术第二次：机械技术

第三次：电力技术第三次：电力技术

第四次：物理学第四次：物理学

第五次：信息技术第五次：信息技术

新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

第六次：生物第六次：生物++技术技术

第七次：物理第七次：物理++技术技术

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

22--4    4    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科技革命的经验和启示



3030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33--1    1    国际科技界的相关预测国际科技界的相关预测

33--2    2    中国科学院的相关预测中国科学院的相关预测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

三、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三、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

过去过去55个世纪，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个世纪，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

2121世纪，必然会发生新的科技革命世纪，必然会发生新的科技革命

新的科技革命，先是第六次科技革命新的科技革命，先是第六次科技革命

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国外没有专门的预测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国外没有专门的预测

很多国外的科技预测：与第六次科技革命相关很多国外的科技预测：与第六次科技革命相关



3131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9991999年美国白宫：年美国白宫：塑造塑造2121世纪的科技（世纪的科技（1010大前沿）大前沿）

20012001年美国科学基金会：年美国科学基金会：会聚技术（纳米、生物、信息、认知）会聚技术（纳米、生物、信息、认知）

20082008年美国工程院：年美国工程院：1414个科技难题个科技难题

20092009年美国科学院：年美国科学院：2121世纪的新生物学，生物学革命来临世纪的新生物学，生物学革命来临

20102010年英国皇家学会：年英国皇家学会：1212个科技问题个科技问题

20052005年美国未来研究所年美国未来研究所：：66个领域的个领域的3939项前沿科技项前沿科技

20112011年美国科技预测项目年美国科技预测项目：：1010项技术、项技术、5959项前沿科技项前沿科技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首先，国外科技机构的相关预测首先，国外科技机构的相关预测



3232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121世纪科技发展的十大领域世纪科技发展的十大领域

11、宇宙和生命起源、宇宙和生命起源

22、思维和神经生物学、思维和神经生物学

33、整合生物学、整合生物学

44、材料科学、材料科学

55、地球系统、地球系统

66、信息工程、信息工程

77、生命工程、生命工程

88、纳米工程、纳米工程

99、超级制造、超级制造

1010、超级运输、超级运输

19991999年美国白宫：塑造年美国白宫：塑造2121世纪的科技世纪的科技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3333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生命科技生命科技

信息技术纳米科技纳米科技 会聚技术会聚技术

NBICNBIC

认知科学认知科学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20012001年美国科学基金会：会聚技术年美国科学基金会：会聚技术（（NBICNBIC））

《《提升人类能力的会聚技术提升人类能力的会聚技术》》

如果认知科学家能够想到它，如果认知科学家能够想到它，

纳米科学家就能够制造它，纳米科学家就能够制造它，

生物科学家就能够使用它，生物科学家就能够使用它，

信息科学家就能监视和控制它信息科学家就能监视和控制它



3434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121世纪的新生物学世纪的新生物学

：确保美国领导正在来临的生物学革命

——2009年美国研究理事会的报告

Biological research is in the midst of a 

revolutionary change due to the integration of 
powerful technologies along with new concepts 
and methods derived from inclusion of physical 
sciences, mathematics, computation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20092009年美国科学院：年美国科学院：2121世纪的新生物学世纪的新生物学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3535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20092009年美国科学院：年美国科学院：2121世纪的新生物学世纪的新生物学

健康、环境、能源、食物健康、环境、能源、食物

生物学为基础的解决方案生物学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解释生命本质解释生命本质

生物学内部的学科整合生物学内部的学科整合

多学科的科学整合多学科的科学整合

生物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物理、化学

计算机、工程、数学计算机、工程、数学



3636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02010年英国皇家学会：未来科技年英国皇家学会：未来科技1212个问题个问题

科学的不确定性，科学的不确定性，网络科学网络科学其其 他他

文化的演进，全球可持续增长文化的演进，全球可持续增长社会科学社会科学

生物多样性，地理工程，温室气体生物多样性，地理工程，温室气体地球与环境地球与环境

衰老过程研究衰老过程研究，，认知与计算，外太空生命认知与计算，外太空生命，，

新疫苗，新疫苗，干细胞生物技术干细胞生物技术

生命与健康生命与健康

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皇家学会学科领域学科领域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3737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12011年美国科技预测项目：年美国科技预测项目：5959项前沿技术项前沿技术

9极超音速飞机；智能汽车；小型飞行器；交通领域

9微型机器；纳米技术；智能机器人；智能传感器；制造与机器人

11替代能源；氢能经济；核融合；智能电网；能源与环境

5人类登陆火星；月球基地；太空旅行；星球旅行；太空领域

13人工智能；生物计算；智能化接口；虚拟现实；信息科技

12人造器官；器官培植；寿命延长；合成生命；医药领域

数量主要科技学科领域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3838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02010年年《《科学科学》》 ：：125125个科学难题个科学难题 ————美国美国

20112011年年《《科学美国人科学美国人》》：：3030项关键技术项关键技术 ————美国美国

20002000年年《《新科学家新科学家》》 ：：5050个科学问题个科学问题 ————英国英国

20102010年年《《未来学未来学》》 ：：2020个科技问题个科技问题

其次，国外科技期刊的相关预测其次，国外科技期刊的相关预测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3939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02010年美国年美国《《科学科学》》杂志：杂志：125125个科学问题个科学问题

7通过计算机进行学习的极限是什么？其他

10为什么一些国家向前发展，而有些国家的发展停滞？社会科学

28宇宙由什么构成？物理定律能否统一？宇宙是否唯一？物质科学

339人类能够制造 强的激光吗？40能否制造完美的光学透镜？41
是否可能制造出室温下的磁性半导体？

制造与工程

2什么时间用什么能源替代石油？核聚变将成为未来的能源吗？能源与资源

7地球内部如何运行？地球到底能负担多少人口？是否存在有助于
预报的地震先兆？生态系统对全球变暖的反应如何？

地球与环境

1什么是传统计算的极限？信息科技

67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人类寿命到底可以延长多久？是什么
控制着器官再生？记忆如何存储和恢复？怎样从海量生物数据中
产生大的可视图片？人类为什么会做梦？

生命与健康

数量科技问题学科领域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4040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052005年美国学者：年美国学者：20452045年，电脑超人脑，人机结合年，电脑超人脑，人机结合

20062006年英国学者：年英国学者：20262026年，电脑备份人脑记忆年，电脑备份人脑记忆

20082008年美国学者：年美国学者：未来未来3030年内，通过人造子宫生育年内，通过人造子宫生育

20112011年美国学者：年美国学者：未来百年十大科技未来百年十大科技

20122012年美国学者年美国学者：三种技术变革：：三种技术变革：大数据、智能制造、无线网等大数据、智能制造、无线网等

20122012年美国学者年美国学者：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信息技术 + + 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

其三，国外科学家的相关预测其三，国外科学家的相关预测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4141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美国人工智能先驱、未来学家美国人工智能先驱、未来学家

雷蒙德雷蒙德 ·· 科兹威尔曾在其科兹威尔曾在其20052005年著作年著作

《《奇点迫近：当人类超越生物学限度奇点迫近：当人类超越生物学限度》》

预测：未来有一天，计算机的智能将取代预测：未来有一天，计算机的智能将取代

人脑，永久改变人类的命运。人脑，永久改变人类的命运。

届时，人类和智能机械将无法区分，人类届时，人类和智能机械将无法区分，人类

将会通过与机器结合而获得永生。将会通过与机器结合而获得永生。

他认为这一天将在他认为这一天将在3535年后的年后的20452045年到来。年到来。

20052005年美国学者：年美国学者：20452045年，电脑超人脑年，电脑超人脑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4242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12011年美国学者：年美国学者：未来百年十大科技未来百年十大科技

“碳设计”公司创始人布拉得雷·爱德华兹2100年前太空电梯10

麻省理工学院罗德尼·布鲁克斯2100年前人类与机器人融合9

西雅图系统生物研究所勒罗伊·霍德2100年前战胜癌症8

康奈尔大学梅森·佩克博士2100年建造星际飞船7

美国英特尔公司贾森·坎佩利2100年前手机变形6

麻省理工学院莱昂纳德·瓜伦特博士2070年前延缓衰老5

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罗伯特·兰扎博士2070年前灭绝动物复活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肯德里克·凯伊2030年前读心术3

维克森林大学安东尼·阿塔拉博士2030年前人体器官商店2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巴巴克·A·帕尔维兹教授2030年前能上网的隐形眼镜1

预测者出现时间科技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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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22012年美国学者：三种技术变革年美国学者：三种技术变革

《《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中文版（（M.P.MILLS,J.M.OTTINOM.P.MILLS,J.M.OTTINO）报道（）报道（20122012--22--2222））

米乐思认为：米乐思认为：19121912年：新技术变革：年：新技术变革：电气化、电话、汽车等电气化、电话、汽车等

20122012年：三种技术变革，年：三种技术变革，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

（（11）信息技术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处理能力和数据存储几乎）信息技术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处理能力和数据存储几乎

已经无所不能。互联网正向已经无所不能。互联网正向““云计算云计算””演进。演进。

（（22）智能化制造。新型合金、石墨烯晶体管和超材料，新材料）智能化制造。新型合金、石墨烯晶体管和超材料，新材料

时代与三维打印结合在一起，将产生爆炸性的经济影响。时代与三维打印结合在一起，将产生爆炸性的经济影响。

（（33）通讯革命，不久之后它就会把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以无线的）通讯革命，不久之后它就会把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以无线的

方式连接在一起。以前从来没有哪个时候曾有方式连接在一起。以前从来没有哪个时候曾有1010亿人能够实时亿人能够实时

地沟通、交往和交易。地沟通、交往和交易。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4444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22012年美国学者年美国学者((J.RifkinJ.Rifkin)) 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

里夫金认为：里夫金认为：1919世纪世纪: : 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18世纪？世纪？））

2020世纪：以电气化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纪：以电气化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19世纪？世纪？））

今天：人类进入以绿色科技为领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今天：人类进入以绿色科技为领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信息技术 + + 可再生能源，五大支柱可再生能源，五大支柱

第一大支柱：从化石燃料结构，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第一大支柱：从化石燃料结构，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第二大支柱：用世界各地建筑，收集分散的可再生能源第二大支柱：用世界各地建筑，收集分散的可再生能源

第三大支柱：在建筑和基础设施中，储存这些可再生新能源第三大支柱：在建筑和基础设施中，储存这些可再生新能源

第四大支柱：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建立第四大支柱：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建立能源的神经网络能源的神经网络

第五大支柱：以插电或燃料电池动力为交通工具的第五大支柱：以插电或燃料电池动力为交通工具的交通物流网络交通物流网络

33--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外预测



4545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的三次预测中国科学院的三次预测

33--22--1    1    第一次预测第一次预测

33--22--2    2    第二次预测第二次预测

33--22--3    3    第三次预测第三次预测

33--2   2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内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国内预测



4646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121世纪的十大科技领域世纪的十大科技领域

物质科学物质科学

地球系统科学地球系统科学

能源科技能源科技

生物技术生物技术

空间科技空间科技

生命科学生命科学

认知神经科学认知神经科学

材料科技材料科技

信息技术信息技术

环境科技环境科技

33--22--1   1   中国科学院的第一次预测中国科学院的第一次预测

20012001年中国科学院的预测：十大科技年中国科学院的预测：十大科技



4747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092009年中国科学院年中国科学院

《《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2222个科技问题个科技问题

中国科学院认为：中国科学院认为：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

在六个方面，正在孕育重大突破，在六个方面，正在孕育重大突破，

可能会引发新的科技革命。可能会引发新的科技革命。

能源与资源、信息、先进材料、能源与资源、信息、先进材料、

农业、人口健康、基本科学问题农业、人口健康、基本科学问题

33--22--2   2   中国科学院的第二次预测中国科学院的第二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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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32013年中国科学院：未来年中国科学院：未来55--1010年，年，2222个重大科技个重大科技

——《《科技发展新态势与面向科技发展新态势与面向20202020年的战略选择年的战略选择》》

中国科学院认为：中国科学院认为：

新科技突破，可能在八个领域；新科技突破，可能在八个领域；

能源与资源、材料与制造、信息网络能源与资源、材料与制造、信息网络

农业、人口健康、生态与环境农业、人口健康、生态与环境

空间与海洋、重大基础前沿与交叉空间与海洋、重大基础前沿与交叉

可能引发新的技术革命、科学革命。可能引发新的技术革命、科学革命。

33--22--3   3   中国科学院的第三次预测中国科学院的第三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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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1）研究过程）研究过程

（（22）预测方法）预测方法

（（33）主要结果）主要结果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

20112011年年44月，受中国科学院院领导的委托，月，受中国科学院院领导的委托，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开展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开展““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

白春礼院长白春礼院长

传杰、传启：传杰、传启：

请您们牵头，组织力请您们牵头，组织力

量深入研究关于第六次、量深入研究关于第六次、

第七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第七次科技革命的预测。

20112011年年33月月1919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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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人类发展的科技需求

21世纪的科技难题

科技革命与科学中心

科技革命与经济周期

科技革命与诺贝尔奖

总报告研究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机遇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11））研究过程研究过程

20112011年：年：44月启动月启动

44月月 66日：启动预测研究日：启动预测研究

11个总报告个总报告

55个专题报告个专题报告

44月月2222日：征求院士意见日：征求院士意见

征求社会意见征求社会意见

55月月2727日：提交研究报告日：提交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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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11））研究过程研究过程

20112011年年88月出版月出版 20122012年年44月第二版月第二版

20112011年：年：88月出版月出版《《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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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科学时报：科学时报：20112011--55--55、、20112011--55--99、、 20112011--66--2020、、

20112011--99--2323、、20122012--11--11

中国发展门户网：中国发展门户网：20112011--55--1717

学习时报：学习时报：20112011--66--1313

光明日报：光明日报：20112011--88--66、、20122012--66--22

中国改革报：中国改革报：20112011--88--1010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社：20112011--88--55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20112011--88--1515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20122012--55--16 16 

《《瞭望瞭望》》周刊：周刊：20122012--33--2626，，20122012--1111--1212

中央国家机关：中央国家机关：20132013年上半年推荐读物年上半年推荐读物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11））研究过程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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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关于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报道：的报道：2011201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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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关于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报道：的报道：20112011--6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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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关于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报道：的报道：20112011--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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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关于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报道：的报道：20112011--99--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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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关于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报道：的报道：20122012：：55--1616，，1111--1212

第六次科技革命进入倒计时第六次科技革命进入倒计时

20122012--55--1616

新一轮科技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

不再是猜想不再是猜想

20122012--1111--1212



5858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中央国家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强素质··做表率做表率”” 20132013年上半年推荐书目年上半年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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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首先，首先，根据世界现代化的科技需求，预测新科技革命根据世界现代化的科技需求，预测新科技革命

从外部看科技：科技革命是对社会需求的响应从外部看科技：科技革命是对社会需求的响应

其次，其次，根据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预测新科技革命根据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预测新科技革命

从内部看科技：科技革命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内部看科技：科技革命是有规律可循的

其三，其三，参考其他的相关预测，丰富预测内容和交叉检验参考其他的相关预测，丰富预测内容和交叉检验

国际科技预测：关于科技趋势有一些共识国际科技预测：关于科技趋势有一些共识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22））预测方法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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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首先，根据世界现代化的科技需求进行预测：从外部看首先，根据世界现代化的科技需求进行预测：从外部看

（（11））1818——2020世纪，世界现代化，大致出现了世纪，世界现代化，大致出现了4 4 次浪潮次浪潮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22））预测方法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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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2））1818——2020世纪，世界现代化世纪，世界现代化4 4 次浪潮，都由科技革命推动次浪潮，都由科技革命推动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22））预测方法预测方法

首先，根据世界现代化的科技需求进行预测：从外部看首先，根据世界现代化的科技需求进行预测：从外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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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第一维度第一维度

基于人类学的科基于人类学的科

技需求分析技需求分析

第二维度第二维度

基于心理学基于心理学

的科技需求的科技需求

分析分析

第三维度第三维度

基于科技革基于科技革

命标准的科命标准的科

技需求分析技需求分析

（（33））2121世纪，世界现代化的科技需求是全方位的，但只有部分需世纪，世界现代化的科技需求是全方位的，但只有部分需

求可以引发科技革命。求可以引发科技革命。引发科技革命的科技需求，与人类文明的引发科技革命的科技需求，与人类文明的

世界前沿有关，与科技革命的判断标准有关世界前沿有关，与科技革命的判断标准有关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22））预测方法预测方法

首先，根据世界现代化的科技需求进行预测：从外部看首先，根据世界现代化的科技需求进行预测：从外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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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四个要素：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四个要素：

空间、能源、物质和信息，当然人体是基础空间、能源、物质和信息，当然人体是基础

这五个方面的科技需求，是讨论科技发展的一种分析框架这五个方面的科技需求，是讨论科技发展的一种分析框架

第一维度：第一维度：基于人类学的科技需求分析：基于人类学的科技需求分析：五个方面五个方面

生命科学生命科学

再生技术再生技术

现代医学和现代医学和

生物学生物学

传统医学和传统医学和

生物学生物学

原始医学原始医学人体人体

航天、运输航天、运输武器、运输武器、运输武器、运输武器、运输武器武器空间空间

绿色农业和能源绿色农业和能源现代农业和能源现代农业和能源农学、天文农学、天文狩猎采集技术狩猎采集技术能源能源

绿色高科技绿色高科技现代科技现代科技实用技术实用技术工具制造等工具制造等物质物质

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电讯技术电讯技术文化用技术文化用技术记事技术记事技术信息信息

知识社会知识社会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原始社会原始社会项目项目

科技发展，以人为本科技发展，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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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第二维度：第二维度：基于心理学的科技需求分析：基于心理学的科技需求分析：三个层次三个层次

基本生存相关的科技基本生存相关的科技

物质生活相关的科技物质生活相关的科技

生活质量相关的科技生活质量相关的科技

科技需求科技需求

农业社会的需要农业社会的需要初级的初级的生理需要生理需要11

安全需要安全需要22

工业社会的需要工业社会的需要中级的中级的情感需要情感需要33

尊重需要尊重需要44

知识社会的需要知识社会的需要高级的高级的自我实现自我实现55

备注备注性质性质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层次层次

2020世纪世纪4040年代，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层次理论””
有广泛的影响力有广泛的影响力。一般而言，当低一层次的需求满足后，高。一般而言，当低一层次的需求满足后，高

一层次的需求就会产生，但也有例外情况发生一层次的需求就会产生，但也有例外情况发生

科技进步，满足人的需求科技进步，满足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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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心理学分析、人类学分析，它们的结果基本一致心理学分析、人类学分析，它们的结果基本一致

初级和中级需求：初级和中级需求：

不断增长的不断增长的

物质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

科技发展科技发展：：

物质生产相关科技，物质生产相关科技，

全部的现代科技全部的现代科技

物质生活物质生活

高级需求：高级需求：

物质生活已经非常丰富，物质生活已经非常丰富，

主要是提高生活质量和主要是提高生活质量和

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科技发展科技发展：：

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相关科技，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相关科技，

如绿色高科技、信息、生命、空间等如绿色高科技、信息、生命、空间等

文化生活、健康长寿、遨游太空文化生活、健康长寿、遨游太空

初级需求：初级需求：

生存压力，生存压力，

主要是粮食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

科技发展科技发展：：

天文学、数学、天文学、数学、

农学和医学等农学和医学等

基本生活基本生活

农业社会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工业社会 知识社会知识社会

科技发展，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求科技发展，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求

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科技需求分析，结果基本结构一致科技需求分析，结果基本结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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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科学革命：需要满足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科学革命：需要满足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

技术革命：需要满足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技术革命：需要满足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

第三维度：第三维度：基于科技革命标准的科技需求分析基于科技革命标准的科技需求分析

在世界科技史层次，科技革命的三个判断标准在世界科技史层次，科技革命的三个判断标准

显著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显著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

显著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显著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社会影响人口覆盖率一般超过社会影响人口覆盖率一般超过50%50%（估计数）（估计数）

并非所有的科技需求，都会引发科技革命。并非所有的科技需求，都会引发科技革命。

满足科技革命标准的科技需求，才引发科技革命。满足科技革命标准的科技需求，才引发科技革命。

满足科技革命标准的科技变迁，才属于科技革命。满足科技革命标准的科技变迁，才属于科技革命。

科技革命，满足三个标准科技革命，满足三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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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解释过去和预测未来解释过去和预测未来

17631763--19701970年：工业社会年：工业社会

三次技术革命三次技术革命（机械化、（机械化、

电气化和自动化）电气化和自动化），，主要主要

发生在物质和能源两个方发生在物质和能源两个方

面面，，并扩散到空间（运输并扩散到空间（运输

）和信息（电讯）方面）和信息（电讯）方面；；

满足人类生活的初级和中满足人类生活的初级和中

级需要：生存和物质生活级需要：生存和物质生活

19701970--21002100年：知识社会的年：知识社会的

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有可能主要发生有可能主要发生

在信息、生命和空间科技三在信息、生命和空间科技三

个方面个方面，，并扩散到能源和物并扩散到能源和物

质科技方面质科技方面；；

满足人类生活的高级需要：满足人类生活的高级需要：

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包括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包括

健康长寿和太空生活健康长寿和太空生活

1616--1717世纪和世纪和2020世纪：世纪：

两次科学革命。两次科学革命。

（物理学：牛顿力学（物理学：牛顿力学

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相对论）

改变了人类对物质世改变了人类对物质世

界的认识界的认识，，

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方法论

综合人类学、心理学和科技革命标准的相关分析，综合人类学、心理学和科技革命标准的相关分析，

可以解释和理解：可以解释和理解：1616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

科技革命，满足三个标准科技革命，满足三个标准

科技需求的五个方面：科技需求的五个方面：物质物质、、能源、能源、信息，空间、人体信息，空间、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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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2）新生物学革命）新生物学革命

将为人类的健康长寿将为人类的健康长寿

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

支持，实现人类的再支持，实现人类的再

生和永生，基本满足生和永生，基本满足

太空生活对人体要求太空生活对人体要求

（（33）新物理学革命）新物理学革命

将改变人类的宇宙将改变人类的宇宙

观，为宇宙航行和太观，为宇宙航行和太

空生活提供：新理论、空生活提供：新理论、

新能源和新工具新能源和新工具

（（11）信息革命）信息革命

将实现知识和信息将实现知识和信息

的无障碍获取，为的无障碍获取，为

满足人类的文化生满足人类的文化生

活需要提供技术支活需要提供技术支

持和根本保证持和根本保证

在在2121世纪下半叶，地球可能难以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世纪下半叶，地球可能难以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

开发太空和宇宙移民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开发太空和宇宙移民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需求。

信息、生命和物理革命的成功，将使之成为一种可能信息、生命和物理革命的成功，将使之成为一种可能

综合人类学、心理学和科技革命标准的相关分析，综合人类学、心理学和科技革命标准的相关分析，

可以预测：可以预测：2121世纪的新科技革命：三个方面的革命世纪的新科技革命：三个方面的革命

科技革命，满足三个标准科技革命，满足三个标准

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解释过去和预测未来解释过去和预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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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前面讨论：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前面讨论：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规律性、系统性、可预期性：规律性、系统性、可预期性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22））预测方法预测方法

其次，根据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进行预测：从内部看其次，根据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进行预测：从内部看

2.系统性:科学逻辑

第一次：物理学

第二次：机械技术

第三次：电力技术

第四次：物理学

第五次：信息技术

科技革命:分别发生

3.可预期：新科技革命

两次新的科技革命

科技融合，有可能发生

在新生物和新物理领域

第六次：生物+技术

第七次：物理+技术

1.1.规律性规律性::历史逻辑历史逻辑

1616--1717世纪：发生一次革命世纪：发生一次革命

1818世纪：世纪： 发生一次革命发生一次革命

1919世纪：世纪： 发生一次革命发生一次革命

2020世纪：世纪： 发生两次革命发生两次革命

2121世纪：世纪： 发生两次革命发生两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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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前面讨论：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前面讨论：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标志、结构（主体、扩展带动）：标志、结构（主体、扩展带动）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22））预测方法预测方法

其次，根据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进行预测：从内部看其次，根据前五次科技革命的经验进行预测：从内部看

表表 科技革命的标志和结构科技革命的标志和结构

生物、材料和制造等生物、材料和制造等新时空、新能源、新运输新时空、新能源、新运输时空革命时空革命第七次科技革命第七次科技革命

材料、信息和智能等材料、信息和智能等信息转换、仿生创生再生信息转换、仿生创生再生再生革命再生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

生物、材料和制造等生物、材料和制造等微电脑、信息技术、数据库微电脑、信息技术、数据库信息和互联网信息和互联网

核能、航天、自动化核能、航天、自动化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电子和计算机电子和计算机第三次技术革命第三次技术革命

石化、钢铁和运输等石化、钢铁和运输等发电机、内燃机、电讯技术发电机、内燃机、电讯技术电力和内燃机电力和内燃机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

冶金、轮船和火车等冶金、轮船和火车等纺织机、蒸汽机、工作母机纺织机、蒸汽机、工作母机蒸汽机和机械蒸汽机和机械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

天文、遗传、地学等天文、遗传、地学等相对论、量子论、射线和电子相对论、量子论、射线和电子相对论量子论相对论量子论第二次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

近代科学的全面发展近代科学的全面发展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力学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力学近代物理学近代物理学第一次科学革命第一次科学革命

扩展、带动部分扩展、带动部分主体部分主体部分主要标志主要标志科技革命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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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三种观点三种观点

（（11）新生物学革命：健康和长寿）新生物学革命：健康和长寿

（（22）新物理学革命：能源和空间）新物理学革命：能源和空间

（（33）新生物学革命）新生物学革命 + + 新物理学革命新物理学革命

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大致有三种观点。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大致有三种观点。

我们提出并赞成：第一种观点我们提出并赞成：第一种观点

其三，参考其他的相关预测，丰富预测内容和交叉检验其三，参考其他的相关预测，丰富预测内容和交叉检验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22））预测方法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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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第六次科技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

很有可能是很有可能是

新生物学革命新生物学革命

第六次科技革命（三种可能）第六次科技革命（三种可能）

（（11）新生物学革命）新生物学革命

（（22）新物理学革命）新物理学革命

（（33）新生物学革命）新生物学革命 + + 新物理学革命新物理学革命

从国际环境看从国际环境看

美国科学院：生物学革命正在来临美国科学院：生物学革命正在来临

国际学术界：国际学术界：2121世纪是生物学世纪世纪是生物学世纪

目前，发达国家生物科技投入很大目前，发达国家生物科技投入很大

三种可能三种可能 + + 国际环境国际环境 新生物学革命新生物学革命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22））预测方法预测方法

第七次科技革命第七次科技革命

很有可能是很有可能是

新物理学革命新物理学革命

其三，参考其他的相关预测，丰富预测内容和交叉检验其三，参考其他的相关预测，丰富预测内容和交叉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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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1）它有可能以）它有可能以““新生物学革命新生物学革命””为学科基础为学科基础

第六次科技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可能以生命科学为基础，将可能以生命科学为基础，

融合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融合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

提供满足人类精神生活和提供满足人类精神生活和

提高生活质量需要的 新科技提高生活质量需要的 新科技

从科学革命角度看，它有可能是从科学革命角度看，它有可能是新生物学革命新生物学革命；；

从技术革命角度看，它有可能是从技术革命角度看，它有可能是““创生和再生革命创生和再生革命””，，

仿生仿生——创生创生——再生的三生技术革命再生的三生技术革命

从产业革命角度看：它有可能是从产业革命角度看：它有可能是““仿生和再生革命仿生和再生革命””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33））主要结果主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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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生命科学生命科学 信息科技信息科技

纳米科技纳米科技

新生物学和新生物学和

再生革命再生革命

（（22）它是三大学科的交叉融合：生命、信息、纳米科技）它是三大学科的交叉融合：生命、信息、纳米科技

从科技角度看（从内部看）从科技角度看（从内部看）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33））主要结果主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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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科学革命科学革命 技术革命技术革命

产业革命产业革命

新生物学新生物学

创生、再生创生、再生

仿生、再生仿生、再生

（（33）它是三大革命的交叉融合：科学、技术、产业革命）它是三大革命的交叉融合：科学、技术、产业革命

从社会角度看（从外部看）从社会角度看（从外部看）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33））主要结果主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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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2））20202020年，分子生物学积累将达年，分子生物学积累将达

7070年年（约（约19531953--20202020年）年）。。 20202020年前年前

后新生物学可能出现后新生物学可能出现““集群突破集群突破””

历史经验（孕育时间）历史经验（孕育时间）

第五次科技革命孕育时间约第五次科技革命孕育时间约7070年。年。

电子发现（约电子发现（约18981898年）年）————电子革命电子革命

开始（开始（19461946年发明计算机）年发明计算机）————信息信息

革命开始（约革命开始（约19701970年）约年）约7070年。年。

（（33））20202020年年

，可能是经济，可能是经济

周期的新拐点周期的新拐点

根据经济周期根据经济周期

理论，理论，

20202020年可能是年可能是

经济长波周期经济长波周期

的一个新拐点的一个新拐点

（（11）） 20202020年，第五次年，第五次

科技革命可能结束。科技革命可能结束。

它的持续时间约它的持续时间约7070年年

（约（约19461946--20202020年）年）

历史经验：历史经验：

第三次科技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7070年年

（电力和运输革命）（电力和运输革命）

第五次科技革命：第五次科技革命：7070年年

（电子和信息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

（（44）它的发生时间：预计）它的发生时间：预计20202020--20502050年左右年左右

33--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33））主要结果主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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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美国科学基金会、美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三种预测美国科学基金会、美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三种预测

NSFNSF（（20012001））

会聚技术会聚技术

目标：提高人类能力目标：提高人类能力

聚焦：聚焦：44个领域个领域

NASNAS（（20092009））

新生物学革命新生物学革命

目标：解决四类问题目标：解决四类问题

发散：发散：66个领域个领域

CCMRCCMR（（20112011））

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

目标：人类再生和永生目标：人类再生和永生

聚焦：聚焦：33个领域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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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主要标志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主要标志 + + 基本结构基本结构

55个主体学科个主体学科

55个关键技术个关键技术

主体部分主体部分

55个扩展学科个扩展学科扩展部分扩展部分

影响学科影响学科

副作用副作用

带动部分带动部分

1010个标志个标志

人的四种形态人的四种形态

主要标志主要标志

四、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四、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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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44--1    101    10个标志性成果个标志性成果

未来人的四种形态未来人的四种形态

四、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主要标志四、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主要标志

标志性成果：指满足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准的成果标志性成果：指满足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准的成果

主要标志是一种预测，具有科学猜想的性质主要标志是一种预测，具有科学猜想的性质



8080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1.信息转换器：信息转换器：人脑—电脑—人脑

实现人脑与电脑之间的直接信息转换，引发学习革命实现人脑与电脑之间的直接信息转换，引发学习革命

全球有全球有200200多家实验室：从事多家实验室：从事““人机接口人机接口””研究研究

2.2.人格信息包：人格信息包：“人脑复制”

包含包含““自主意识、独立人格和人生信息自主意识、独立人格和人生信息””的虚拟人（信息人）的虚拟人（信息人）

英国学者预测：英国学者预测：20262026年左右电脑备份人脑年左右电脑备份人脑

3.3.两性智能人：两性智能人： “生活助理”

指具有性功能的智能仿生人（仿真人），解决和满足人类对性指具有性功能的智能仿生人（仿真人），解决和满足人类对性

生活的需要，引发家庭和性模式的革命生活的需要，引发家庭和性模式的革命

美国、韩国、日本：做了许多尝试美国、韩国、日本：做了许多尝试

44--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1010个标志性成果个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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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4.4.合成生命：合成生命：创造生命

人工合成生命，解释生命现象人工合成生命，解释生命现象

目前：合成单核细胞、染色体等目前：合成单核细胞、染色体等

5.5.人体再生：人体再生：“人体复制”

指通过人体的体细胞培养获得人体，引发人生观革命指通过人体的体细胞培养获得人体，引发人生观革命

目前：目前：2020多种动物克隆，人体皮肤细胞转化为胚胎干细胞多种动物克隆，人体皮肤细胞转化为胚胎干细胞

6.6.神经再生：神经再生：

刺激神经细胞的再生，战胜老年神经性疾病刺激神经细胞的再生，战胜老年神经性疾病

7.7.体外子宫：体外子宫：

实现体外生殖，引发生殖模式和妇女地位的革命实现体外生殖，引发生殖模式和妇女地位的革命

美国学者预计：美国学者预计：20302030年实现体外生殖年实现体外生殖

44--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1010个标志性成果个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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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8.8.耦合论：分子和细胞如何耦合？生物与机器的耦合？等耦合论：分子和细胞如何耦合？生物与机器的耦合？等

9.9.整合论：分子如何整合成细胞？生物与机器的整合？等整合论：分子如何整合成细胞？生物与机器的整合？等

10.10.永生论：人类永生的技术可能性和实现方式？永生论：人类永生的技术可能性和实现方式？等，等，

1010项单元科技的重大突破，项单元科技的重大突破，1010项单元科技的多种组合，项单元科技的多种组合，

引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引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

简称为一场简称为一场““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

人类：将获得三种新的生存形态人类：将获得三种新的生存形态

44--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1010个标志性成果个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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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复制性永生复制性永生再生人再生人人格信息包人格信息包 + + 信息转换器信息转换器 + + 人体再生人体再生

仿真性永生仿真性永生仿生人仿生人人格信息包人格信息包 + + 信息转换器信息转换器 + + 两性智能人两性智能人自然人自然人

网络性永生网络性永生网络人网络人人格信息包人格信息包 + + 信息转换器信息转换器 + + 互联网互联网人体人体

效果效果终点终点路径路径起点起点

人类再生和永生的路线图人类再生和永生的路线图————人有四条命（四种形态）人有四条命（四种形态）

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纳米科学、仿生工程和机器人学的结合，信息转换

器、人格信息包、两性智能人、人体再生和互联网的结合，人类将获得三种新

的“生存形式”，即网络人、仿生人和再生人，实现某种意义的“人体永生”

44--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未来人的四种形态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未来人的四种形态

人格信息包：人格信息包：““人脑复制人脑复制””；两性智能人：；两性智能人：““人体仿真人体仿真””；人体再生：；人体再生： ““人体复制人体复制””



8484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科学猜想：人有四条命：自然人、网络人、仿生人、再生人科学猜想：人有四条命：自然人、网络人、仿生人、再生人

网络人网络人

镜像镜像、学习、学习

自然人自然人

创新、休闲创新、休闲
再生人再生人

备份备份、成长、成长

仿生人仿生人

替身替身、劳动、劳动

44--1   1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未来人的四种形态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未来人的四种形态



8585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四、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基本结构四、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基本结构

44--2    52    5个主体学科个主体学科

44--3    53    5个关键技术个关键技术

44--4    54    5个扩展学科个扩展学科

44--5    105    10个受影响学科个受影响学科

44--6    6    主要挑战主要挑战//副作用副作用

基本结构的内容是一种预测基本结构的内容是一种预测



8686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整合和创生生物学整合和创生生物学

思维和神经生物学思维和神经生物学

纳米仿生工程纳米仿生工程

信息仿生工程信息仿生工程

生命和再生工程生命和再生工程

44--2   2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主体学科个主体学科



8787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616世纪以来，生物学发展的基本轨迹是：整体世纪以来，生物学发展的基本轨迹是：整体——器官器官

（系统）（系统）——细胞细胞——分子。即使把生物体内的每一个分子都搞分子。即使把生物体内的每一个分子都搞

清楚了，也不能完全解释生命现象。清楚了，也不能完全解释生命现象。

从分子从分子——细胞细胞——器官器官——生物体，研究大量分子如何协同、生物体，研究大量分子如何协同、

耦合、整合形成细胞？细胞如何协同、耦合、整合形成组织耦合、整合形成细胞？细胞如何协同、耦合、整合形成组织

和器官？器官如何协调、耦合、整合形成生物体？和器官？器官如何协调、耦合、整合形成生物体？

今天，我们正在揭开人体的全部遗传信息，已经认识了今天，我们正在揭开人体的全部遗传信息，已经认识了

成千上万的生物分子、细胞、组织和器官。如果把这些分子、成千上万的生物分子、细胞、组织和器官。如果把这些分子、

细胞、组织、器官组装起来，能否细胞、组织、器官组装起来，能否““制造一个生命制造一个生命””？生物体？生物体

与机器（技术）的组合，能否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和物种？与机器（技术）的组合，能否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和物种？

44--2   2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主体学科个主体学科

（（11）整合和创生生物学（合成生物学）：解释生命本质）整合和创生生物学（合成生物学）：解释生命本质



8888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我们的知识都是思维的产物，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知识都是思维的产物，但是，我们不知道，

思维是怎样产生的？它的原理是什么？思维是怎样产生的？它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有人记忆力好？为什么有人直觉思维强？为什么有人记忆力好？为什么有人直觉思维强？

为什么有人有艺术天赋？等等。为什么有人有艺术天赋？等等。

人脑是思维的载体，神经系统是思维的工厂，人脑是思维的载体，神经系统是思维的工厂，

它们都是如何工作的？人脑认知和创造性思维的机理，人它们都是如何工作的？人脑认知和创造性思维的机理，人

脑信息加工、储存、提取和再现的机理等，很有挑战性脑信息加工、储存、提取和再现的机理等，很有挑战性

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将改善人类的智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将改善人类的智慧，

推进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推进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

44--2   2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主体学科个主体学科

（（22）思维和神经生物学：解释人脑工作原理）思维和神经生物学：解释人脑工作原理



8989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首先，操纵遗传物质，改变生物特性，制造新物种首先，操纵遗传物质，改变生物特性，制造新物种

其次，操纵神经系统，改变生物行为特征其次，操纵神经系统，改变生物行为特征

其三，操纵生物节律，实施人工休眠和人工唤醒其三，操纵生物节律，实施人工休眠和人工唤醒

其四，操纵生物细胞，实现体细胞无性繁殖（克隆）其四，操纵生物细胞，实现体细胞无性繁殖（克隆）

其五，操纵组织器官，组织器官的体外培养和移植其五，操纵组织器官，组织器官的体外培养和移植

其六，操纵生物生殖，实现体外生殖（人造子宫）其六，操纵生物生殖，实现体外生殖（人造子宫）

其七，操纵生物性状，建立其七，操纵生物性状，建立““生物工厂生物工厂””

其八，操纵生命形式，实现生物和机器的组合其八，操纵生命形式，实现生物和机器的组合

再生工程包括：细胞、组织、器官、躯体、人体和物种的仿再生工程包括：细胞、组织、器官、躯体、人体和物种的仿

生、创生和再生，人造组织和器官的产业化等生、创生和再生，人造组织和器官的产业化等

44--2   2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主体学科个主体学科

（（33）生命和再生工程：生命体的工程化和产业化）生命和再生工程：生命体的工程化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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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人脑思维和动物信息处理的数字化模拟和仿真，实现信息和知识的人脑思维和动物信息处理的数字化模拟和仿真，实现信息和知识的

无阻碍获取、现有信息传播渠道的整合等。无阻碍获取、现有信息传播渠道的整合等。

开发以新原理为基础的计算技术，大幅度提高计算速度开发以新原理为基础的计算技术，大幅度提高计算速度

模拟人脑的认知和思维原理，并行处理和整合各种信号模拟人脑的认知和思维原理，并行处理和整合各种信号

逐步建立非线性推理功能（直觉），具有部分人类情感逐步建立非线性推理功能（直觉），具有部分人类情感

开发新的网络技术，大幅度提高信息传输速度。开发新的网络技术，大幅度提高信息传输速度。

““信息转换器信息转换器””的发明，实现人脑与电脑之间的直接信息转换，人脑可以直接的发明，实现人脑与电脑之间的直接信息转换，人脑可以直接

““知识充电知识充电””。。

““人格信息包人格信息包””的发明，它包含人的全部人生信息、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使的发明，它包含人的全部人生信息、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使

人的人的““网络化生存网络化生存””和网络虚拟人（网络人）成为可能，实现人的和网络虚拟人（网络人）成为可能，实现人的““网络化永生网络化永生””

44--2   2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主体学科个主体学科

（（44）信息仿生工程：人脑的信息仿生）信息仿生工程：人脑的信息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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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纳米仿生材料、仿生器官、仿生设计和制造等。纳米仿生材料、仿生器官、仿生设计和制造等。

纳米工程指在分子或原子水平上逐个原子地操纵物纳米工程指在分子或原子水平上逐个原子地操纵物

质，在纳米尺度上进行设计、加工和制造等，质，在纳米尺度上进行设计、加工和制造等，

包括：纳米结构、纳米加工和制造、包括：纳米结构、纳米加工和制造、

纳米材料、纳米器件和系统、纳米机械、纳米材料、纳米器件和系统、纳米机械、

纳米电子元件和设备等。纳米电子元件和设备等。

纳米工程、信息工程和仿生工程的结合，纳米工程、信息工程和仿生工程的结合，

不仅开辟一个新领域，而且开创一个新的工作平台不仅开辟一个新领域，而且开创一个新的工作平台

44--2   2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主体学科个主体学科

（（22）纳米仿生工程：人体的躯体仿生）纳米仿生工程：人体的躯体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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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55个关键技术群：个关键技术群：多学科交叉：生命、信息、材料、制造多学科交叉：生命、信息、材料、制造

信息转换器信息转换器

人格信息包人格信息包

再生技术再生技术

创生技术创生技术

仿生技术仿生技术

44--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关键技术个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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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1）信息转换器技术）信息转换器技术————生物信息与电子信息的整合生物信息与电子信息的整合

信息转换器技术是实现人脑与电脑之间的直接信信息转换器技术是实现人脑与电脑之间的直接信

息交流和转换的技术。人脑息交流和转换的技术。人脑——电脑电脑——人脑人脑

重大突破的科技基础包括重大突破的科技基础包括：神经生物学、认知科：神经生物学、认知科

学、个体心理学和信息科学等。学、个体心理学和信息科学等。

相关技术包括：相关技术包括：人脑的信息获取技术、信息储存人脑的信息获取技术、信息储存

技术、信息传输技术、信息转换技术、信息分解技术、技术、信息传输技术、信息转换技术、信息分解技术、

信息再现技术、信息生成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人脑信息再现技术、信息生成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人脑

反向工程等。反向工程等。

44--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关键技术个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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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2）人格信息包技术）人格信息包技术————人脑的电子备份和虚拟再现人脑的电子备份和虚拟再现

人格信息包技术是制造包含人脑的社会学和人格人格信息包技术是制造包含人脑的社会学和人格

信息的信息包的信息仿生技术。信息的信息包的信息仿生技术。

重大突破的科技基础包括重大突破的科技基础包括：思维科学、神经生物：思维科学、神经生物

学、认知科学、个体心理学和信息仿生工程等。学、认知科学、个体心理学和信息仿生工程等。

相关技术包括相关技术包括：知识工程、人工智能、人性化软：知识工程、人工智能、人性化软

件、虚拟现实技术、虚拟人体技术、虚拟心理技术、件、虚拟现实技术、虚拟人体技术、虚拟心理技术、

虚拟思维技术、虚拟自主意识技术、虚拟人格技术等。虚拟思维技术、虚拟自主意识技术、虚拟人格技术等。

44--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关键技术个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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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33）仿生技术）仿生技术————人体的仿生备份和躯体仿真人体的仿生备份和躯体仿真

仿生技术是仿制生物组织和行为的工程技术。仿生技术是仿制生物组织和行为的工程技术。

重大突破的科技基础包括重大突破的科技基础包括：整合生物学、神经生：整合生物学、神经生

物学、纳米科技和仿真机器人技术等。物学、纳米科技和仿真机器人技术等。

相关技术包括相关技术包括：纳米仿生、信息仿生、智能仿生、：纳米仿生、信息仿生、智能仿生、

仿生材料、仿生设计、仿生制造、仿生工程、仿真智仿生材料、仿生设计、仿生制造、仿生工程、仿真智

能机器人、动物仿真、人体仿真、仿生组织和仿生器能机器人、动物仿真、人体仿真、仿生组织和仿生器

官（人造物质性的仿生组织和器官）等官（人造物质性的仿生组织和器官）等 。。

44--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关键技术个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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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44）创生技术）创生技术————创造新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功能创造新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功能

创生技术是人工有目的地合成生物组织和器官、肢创生技术是人工有目的地合成生物组织和器官、肢

体和生命体的工程技术。体和生命体的工程技术。

重大突破的科技基础包括重大突破的科技基础包括：整合生物学、合成生物：整合生物学、合成生物

学、创生生物学、生命工程、纳米工程和信息工程等。学、创生生物学、生命工程、纳米工程和信息工程等。

相关技术包括相关技术包括：人工合成生命、人工合成生物性的：人工合成生命、人工合成生物性的

组织和器官、遗传工程、细胞反向工程、生物与非生物组织和器官、遗传工程、细胞反向工程、生物与非生物

的耦合技术、生物与非生物的整合技术、生物与非生物的耦合技术、生物与非生物的整合技术、生物与非生物

信息的整合技术等信息的整合技术等 。。

44--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关键技术个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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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55）再生技术）再生技术————生物体的体内和体外再生生物体的体内和体外再生

再生技术是通过诱导或培养实现生物组织、器官再生技术是通过诱导或培养实现生物组织、器官

和生命体的再生的工程技术。和生命体的再生的工程技术。

重大突破的科技基础包括重大突破的科技基础包括：体细胞全能性、再生：体细胞全能性、再生

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等。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等。

相关技术包括相关技术包括：生物组织和器官的体外再生、生：生物组织和器官的体外再生、生

物体的体外再生、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体外再生、人体物体的体外再生、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体外再生、人体

的体外再生、人造子宫、生物和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体的体外再生、人造子宫、生物和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体

内诱导再生等内诱导再生等 。。

44--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关键技术个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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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66）第四次产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或第五次产业革命或第五次产业革命））

一般而言，信息转换器、人格信息包、仿生、创生和再生技一般而言，信息转换器、人格信息包、仿生、创生和再生技

术会不断升级换代，就像计算机和软件技术的更新换代一样；仿术会不断升级换代，就像计算机和软件技术的更新换代一样；仿

生、创生和再生技术会相互交叉和融合，五大技术有可能部分交生、创生和再生技术会相互交叉和融合，五大技术有可能部分交

叉融合，引发第四次产业革命叉融合，引发第四次产业革命

再生工程包括细胞、组织、器官、躯体、人体和物种的仿生、再生工程包括细胞、组织、器官、躯体、人体和物种的仿生、

创生和再生等，人造组织和器官如人造心脏、肺、胃、皮肤、骨创生和再生等，人造组织和器官如人造心脏、肺、胃、皮肤、骨

头、血、血管和肢体等实现产业化生产。头、血、血管和肢体等实现产业化生产。

44--3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关键技术个关键技术

四次产业革命四次产业革命：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仿生和再生：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仿生和再生

五次产业革命：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仿生和再生五次产业革命：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仿生和再生



9999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其他生命科学其他生命科学

和生物技术和生物技术

材料和物材料和物

质科学质科学

绿色超级绿色超级

运输和新运输和新

能源能源

绿色超级绿色超级

制造和人制造和人

工智能工智能

地球与环地球与环

境科学境科学

44--4   4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55个扩展学科个扩展学科

发育生物学、细胞生发育生物学、细胞生

物学、分子生物学、物学、分子生物学、

信息生物学、认知科信息生物学、认知科

学、再生医学、分子学、再生医学、分子

农业、生命和宇宙起农业、生命和宇宙起

源源

如智能材如智能材

料、仿生料、仿生

材料、生材料、生

物材料、物材料、

化学、物化学、物

理理

实现更快实现更快

更安全和更安全和

环境友好环境友好

的新运输的新运输

指利用超指利用超

级电脑系级电脑系

统进行的统进行的

环境友好环境友好

的智能制的智能制

造造

地球资源地球资源

能开发多能开发多

久？全球久？全球

变化将走变化将走

向哪里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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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能源科技能源科技

空间科技空间科技

海洋科技海洋科技

国防科技国防科技

社会科学社会科学

行为科学行为科学

人类学人类学

科技伦理学科技伦理学

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

现代化科学现代化科学 等等

44--5   5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1010个受影响学科个受影响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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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首先，伦理挑战。首先，伦理挑战。人造生命、人造子宫、两性智能人人造生命、人造子宫、两性智能人

和人体再生等一系列突破，将彻底改变人类对生命、家庭和人体再生等一系列突破，将彻底改变人类对生命、家庭

和性关系的认识，引发重大伦理争论。和性关系的认识，引发重大伦理争论。

其次，副作用。其次，副作用。生命工程、再生工程和仿生工程的技生命工程、再生工程和仿生工程的技

术和成果，既可以促进文明发展和人类进化，也会产生许术和成果，既可以促进文明发展和人类进化，也会产生许

多新型武器和犯罪形式等多新型武器和犯罪形式等

前五次科技革命：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

第六次科技革命：人类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和改进自己，

全面提高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可持续性

和适应宇航时代的需要。

44--6   6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主要挑战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主要挑战//副作用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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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其三，人口与资源挑战。其三，人口与资源挑战。21002100年，人口年，人口100100亿左右亿左右

粮食粮食5050亿吨，肉食亿吨，肉食1212亿吨，能源亿吨，能源700700亿吨亿吨

44--6   6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主要挑战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结构：主要挑战//副作用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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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在过去在过去1010多年里（多年里（20012001年以来），年以来），

国际媒体报道了大量的科技突破，国际媒体报道了大量的科技突破，

有些突破与第六次科技革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些突破与第六次科技革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可以看成是它的某种前兆可以看成是它的某种前兆

44--7    107    10种前兆种前兆

44--8    8    专利争夺专利争夺

44--9    109    10种前景种前景

四、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四、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1010种前兆种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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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与自然人相关的进展与自然人相关的进展

合成生命

干细胞器官移植

信息转换技术

与网络人相关的进展与网络人相关的进展

虚拟人

网络技术

与仿生人相关的进展与仿生人相关的进展

智能人

仿生技术

与再生人相关的进展与再生人相关的进展

人体体细胞全能性

动物体细胞全能性

人造子宫 等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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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人工合成生命

——2010年十大科学突破

2010年，美国《连线》杂志评选

出2010年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从人工合成生命（美国文森特

研究所）到三亲胚胎，再从可能发

现新的人类祖先到适于居住的系外

行星，科学界在这一年可谓硕果累

累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与自然人相关的进展与自然人相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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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干细胞器官移植

——2008年的十大医学突破

2008年11月英国媒体报道，西班

牙30岁的克劳迪娅患有肺结核，

她的支气管丧失了功能。医生为

她量身定做了一个新气管。以合

适的捐赠气管为支架，将原有细

胞完全清除，注入女患者的骨髓

干细胞，培育出一个新气管。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与自然人相关的进展与自然人相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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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信息转换技术

——2009和2011年的 佳发明

用意念写微博——2009年发明

思维读取软件——2011年发明

电脑信息下载到人脑——2011年

电脑备份人脑记忆——2006年

读心术——IBM预计5年内出产品

电脑直接阅读人脑——2013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与自然人相关的进展与自然人相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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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与自然人相关的进展与自然人相关的进展

信息转换技术

——2009和2011年的 佳发明

用意念写微博——2009年发明

思维读取软件——2011年发明

电脑信息下载到人脑——2011年

电脑备份人脑记忆——2006年

读心术——IBM预计5年内出产品

电脑直接阅读人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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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网络人

网络替身：参加视屏会（2011年）

微软“虚拟人”：麦洛 （2011年）

剑桥虚拟人:上百种表情 (2013)

网络速度：网络速度：双向每秒双向每秒186GB186GB

速度还在提高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与网络人相关的进展与网络人相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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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智能人

——2009年十大科学进展

机器人做实验——2009年十大科
学进展之一

机器人做手术机器人做手术————20112011年年

情感机器人Nao————20112011年年

（（11岁小孩的情感模式）岁小孩的情感模式）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与仿生人相关的进展与仿生人相关的进展



111111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仿生技术

2008年9月美国广播公司报道, 美

国海军陆战队员克劳迪娅成为名

副其实的“仿生女人”——她的身

体一部分是人体，另一部分则是

电脑。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与仿生人相关的进展与仿生人相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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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人体体细胞全能性

——2011年十大医学突破

克隆制造干细胞是2011年《时代》

周刊评选的十大医学突破之一。

科学家们说，利用“体细胞核

转移”（SCNT），即当年克隆出小

羊“多利”的相同技术，在人体细

胞上进行了同样的实验。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与再生人相关的进展与再生人相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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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动物体细胞全能性

——2009年十大医学突破

2009年，中国科学家采用诱导性多能干（iPS）细胞培育出新老鼠。

它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2009年十大医学突破之一。

所谓诱导多能干细胞都是成年细胞(通常是皮肤细胞)，科学家通过

引入四种基因将其重组为胚胎状态。这些细胞会经过重组，长成老鼠。

20多种动物，克隆成功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与再生人相关的进展与再生人相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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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报中国科学报》》（（20132013--88--2727））：借助动物化石和标本中留：借助动物化石和标本中留

存的存的DNADNA，运用日益先进的克隆和基因技术，人类已经能够，运用日益先进的克隆和基因技术，人类已经能够““复复
活活””一些早已灭绝的动物，如猛犸象、恐鸟、渡渡鸟等。一些早已灭绝的动物，如猛犸象、恐鸟、渡渡鸟等。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20032003年：比利牛斯野山羊年：比利牛斯野山羊 （西班牙、法国），（西班牙、法国），

猛犸象（韩国、俄罗斯），袋狼（澳大利亚、美国）猛犸象（韩国、俄罗斯），袋狼（澳大利亚、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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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人造子宫

——2002年获重大进展

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殖医学与不育症中心的华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殖医学与不育症中心的华

裔科学家刘洪清博士，裔科学家刘洪清博士，20022002年主持的一个试验项年主持的一个试验项

目，成功地在一个目，成功地在一个““人造子宫人造子宫””里培育了胚胎，并里培育了胚胎，并

使其健康发育了使其健康发育了66天之久。天之久。

刘博士首先从一个妇女的子宫内膜提取了部分刘博士首先从一个妇女的子宫内膜提取了部分

细胞，将其置入一个模拟子宫内部形状的框架细胞，将其置入一个模拟子宫内部形状的框架

内，这个框架是由生物分解原料制成的。细胞在内，这个框架是由生物分解原料制成的。细胞在

框架内繁殖生长，框架也随着细胞的衍化而形成框架内繁殖生长，框架也随着细胞的衍化而形成

组织，这时再注入荷尔蒙等养分，组织，这时再注入荷尔蒙等养分，““人造子宫人造子宫””就就
形成了。形成了。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与再生人相关的进展与再生人相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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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美国打造机器人军团

——2012年英国杂志报道

20122012年年22月月1717日，英国日，英国《《每日每日
邮报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先进研报道，美国国防部先进研
究项目局（究项目局（DarpaDarpa）正在进行一）正在进行一
项绰号项绰号““阿凡达阿凡达””的研究项目，研的研究项目，研
制像电影制像电影《《阿凡达阿凡达》》所展现的，所展现的，
用人脑远程控制机器人军团，实用人脑远程控制机器人军团，实
现让人类士兵用思维控制类人机现让人类士兵用思维控制类人机
器人参战，使真人远离战场器人参战，使真人远离战场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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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美国国会规定美国国会规定

20152015年前年前1/31/3地面战斗将使用机器人地面战斗将使用机器人

——2013年7月14日《华商报》

美军新闻处7月12日说，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

为美军研制的世界 先进人形机器人“阿特拉

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日前亮相。

美国国会规定，到2015年前，三分之一地面

战斗将使用机器人士兵。

身高：1.9米，体重：150公斤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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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俄国人类意识移植到机器人

——2012年英国媒体报道

2012年3月2日，英国《每日邮报》报

道，俄罗斯企业家艾提斯科夫宣称，

目前有30位科学家正在从事他负责的

“阿凡达”高科技研究计划。该计划设

想在10年内将人的意识“下载”到机器

人体内，从而实现人类“永生”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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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22012年美国科学家：年美国科学家：3030名转基因婴儿名转基因婴儿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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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英国成立“人体组织管理局”
——2005年4月成立

（1）负责批准和发放“人体组织的保存和

应用”的许可证。这种“人类组织的保存和

应用”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治疗、监测、

教学和公共展览目的需要；

（2）批准活人的组织和骨骼的捐赠

44--7   7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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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第六次科技革命尚未发生。第六次科技革命尚未发生。

目前，目前，合成生命、干细胞器官移植、合成生命、干细胞器官移植、

信息转换技术、虚拟人、网络技术、智信息转换技术、虚拟人、网络技术、智

能人、仿生技术、人体体细胞全能性、能人、仿生技术、人体体细胞全能性、

动物体细胞全能性、人造子宫等方面动物体细胞全能性、人造子宫等方面，，

已经出现一些可喜进展，可以看成是第已经出现一些可喜进展，可以看成是第

六次科技革命的前兆。六次科技革命的前兆。

第六次科技革命已进入倒计时第六次科技革命已进入倒计时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

““核心专利争夺战核心专利争夺战””已悄然展开。已悄然展开。

这场这场““不宣而战不宣而战””的专利争夺的专利争夺

战，将直接影响一个民族的前战，将直接影响一个民族的前

途和命运途和命运

科技进步的历史，科技进步的历史，

就是创造和实现梦想的历史就是创造和实现梦想的历史

专利争夺：核心专利争夺战已然展开专利争夺：核心专利争夺战已然展开

44--8   8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专利争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专利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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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核心专利争夺战核心专利争夺战””

集中在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的交叉结合部集中在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的交叉结合部

信息转换器技术、人格信息包技术、信息转换器技术、人格信息包技术、

仿生技术、创生技术、再生技术仿生技术、创生技术、再生技术

人工智能、信息仿生、纳米仿生、人工智能、信息仿生、纳米仿生、

网络技术、先进计算、先进材料网络技术、先进计算、先进材料

先进制造、先进能源、机器人技术等先进制造、先进能源、机器人技术等

44--8   8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专利争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专利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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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11））学习革命学习革命：信息转换器进入学校，人脑和电脑直接信息交：信息转换器进入学校，人脑和电脑直接信息交

流，告别应试教育。流，告别应试教育。

（（22））大学革命大学革命：大学转变职能，从教育机构转变为科研机构。：大学转变职能，从教育机构转变为科研机构。

（（33））家庭革命家庭革命：两性智能人进入家庭，家庭和性模式多样化。：两性智能人进入家庭，家庭和性模式多样化。

（（44））生殖革命生殖革命：：““体外子宫体外子宫””实用化，实现实用化，实现““体外生殖体外生殖””和和““定制定制

生殖生殖””，妇女地位改变。，妇女地位改变。

（（55））再生革命再生革命：人有：人有““四条命四条命””：自然人、网络人、仿生人和再：自然人、网络人、仿生人和再

生人，人生观发生彻底改变生人，人生观发生彻底改变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1010个改变个改变

44--9   9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景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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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66））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仿生、再生和创生技术的产业化。：仿生、再生和创生技术的产业化。

（（77））人类解放人类解放：绿色超级制造系统和人工智能，大量代替人：绿色超级制造系统和人工智能，大量代替人

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体力和脑力劳动。

（（88））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创新和休闲成为人们的主要活动。：创新和休闲成为人们的主要活动。

（（99））国际战争国际战争：战争技术和目标，从肉体攻击、信息攻击到：战争技术和目标，从肉体攻击、信息攻击到

神经攻击。神经攻击。

（（1010））国际公平国际公平：信息转换器的普及、知识鸿沟的缩小，国：信息转换器的普及、知识鸿沟的缩小，国

际贫富差距可能缩小际贫富差距可能缩小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1010个改变个改变

44--9   9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景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十种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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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宪院士徐光宪院士（国家 高科技奖获得者）认为：（国家 高科技奖获得者）认为：

这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进化史的一次质的飞这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进化史的一次质的飞

跃，由国家之间依靠战争来争夺天然资源，向依跃，由国家之间依靠战争来争夺天然资源，向依

靠科技来获得地球人的可持续发展靠科技来获得地球人的可持续发展

谢联辉院士谢联辉院士认为：认为：

第六次科技革命是以人为本，以生命科学为先第六次科技革命是以人为本，以生命科学为先

导，兼融合其它科学文明，推动人类未来的思想导，兼融合其它科学文明，推动人类未来的思想

和行为范式的质的突变和行为范式的质的突变

44--9   9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影响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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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1    中国科技的机遇中国科技的机遇

55--2    2    中国科技的挑战中国科技的挑战

55--3    3    中国科技的对策中国科技的对策

五、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五、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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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1   中国科技的机遇中国科技的机遇

在过去五百年里，世界上先后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在过去五百年里，世界上先后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

首先，中国与前四次科技革命无缘。中国失去四次科首先，中国与前四次科技革命无缘。中国失去四次科

技革命的机会，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路下滑。技革命的机会，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路下滑。

以社会生产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以社会生产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为例，值）为例，17001700年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排名世界第年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排名世界第1818位，位，

18201820年排第年排第4848位，位，19001900年排第年排第7171位，位，19501950年排第年排第9999位。位。

在在17001700--19491949年期间，年期间，中国从世界强国下降为半殖民中国从世界强国下降为半殖民

地国家，从发达国家下降为欠发达国家。地国家，从发达国家下降为欠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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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1   中国科技的机遇中国科技的机遇

中国现代化（国际地位）的中国现代化（国际地位）的UU形曲线。形曲线。

前四次科技革命前四次科技革命 第五次第五次 第六、七次第六、七次

发达发达 中等发达中等发达 初等发达初等发达 欠发达欠发达 初等发达初等发达



129129

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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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1   中国科技的机遇中国科技的机遇

其次，第五次科技革命包括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其次，第五次科技革命包括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革

命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中国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取命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中国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取

得一些成绩；但效果不如人意，表现比较平淡。得一些成绩；但效果不如人意，表现比较平淡。

例如，没有获得电子和信息技术的重大突破和核心例如，没有获得电子和信息技术的重大突破和核心

专利，没有具有世界影响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电子产品、专利，没有具有世界影响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电子产品、

信息产品和信息品牌等。信息产品和信息品牌等。

第五次科技革命，中国是一个跟踪者，第五次科技革命，中国是一个跟踪者，

而且是一个没有取得优良成绩的跟踪者。而且是一个没有取得优良成绩的跟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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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1   中国科技的机遇中国科技的机遇

（（11）第五次科技革命的）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尾声机会尾声机会””

目前，信息革命尚未结束，仍然存在一些机会目前，信息革命尚未结束，仍然存在一些机会

如物联网、无线网、智能制造、智能电网等。如物联网、无线网、智能制造、智能电网等。

（（22）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先声机会先声机会””

现在距离第六次科技革命，现在距离第六次科技革命，大约还有大约还有1010年时间年时间

世界各国，大致都处于一条起跑线上。世界各国，大致都处于一条起跑线上。

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战略布局，抢占有利位置，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战略布局，抢占有利位置，

就有可能获得先机，获得它的标志性成就和核心专利。就有可能获得先机，获得它的标志性成就和核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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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2   中国科技的挑战中国科技的挑战

（（22）国内挑战）国内挑战

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现行科技体制，还存在诸多不利因素，现行科技体制，还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例如，创新文化不强，重大原创不多等例如，创新文化不强，重大原创不多等

（（11）国际挑战）国际挑战

第六次科技革命核心专利争夺战，已悄然展开。第六次科技革命核心专利争夺战，已悄然展开。

主要国家已经启动一批相关的战略计划或项目，主要国家已经启动一批相关的战略计划或项目，

如美国机器人军团项目、俄国人类意识移植计划等如美国机器人军团项目、俄国人类意识移植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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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2   中国科技的挑战中国科技的挑战

面对第六次科技革命，中国大致有两种选择，面对第六次科技革命，中国大致有两种选择，

相应地，出现两种情景：相应地，出现两种情景：

情景一：精心谋划和超前情景一：精心谋划和超前

布局，抢占第六次科技革布局，抢占第六次科技革

命的有利位置和制高点，命的有利位置和制高点，

就可能抓住机遇，乘势而就可能抓住机遇，乘势而

上，加速民族复兴。上，加速民族复兴。

情景二：对第六次科技情景二：对第六次科技

革命持观望态度，无所革命持观望态度，无所

作为或行动不力，就可作为或行动不力，就可

能失去机遇，表现平能失去机遇，表现平

淡，延缓民族复兴。淡，延缓民族复兴。

错失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中国水平一落千丈；错失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中国水平一落千丈；

错失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中国复兴可能落空。错失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中国复兴可能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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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3   中国科技的对策中国科技的对策：五点建议：五点建议

在第六次科技革命中，在第六次科技革命中，

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者，一个领跑者，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者，一个领跑者，

要获得它的标志性成果和核心专利。要获得它的标志性成果和核心专利。

现在距离第六次科技革命，只有不到现在距离第六次科技革命，只有不到1010年时间，年时间，

机会不等人，让我们行动起来。机会不等人，让我们行动起来。

从知识产权角度看，从知识产权角度看，

科学技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科学技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核心利益。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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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3   中国科技的对策中国科技的对策：五点建议：五点建议

首先，加快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建设国家创新首先，加快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建设国家创新

体系体系，包括新网络、新机制、新模式和新政策等，以适应，包括新网络、新机制、新模式和新政策等，以适应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需要。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需要。

其次，建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响应机制其次，建立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响应机制，如领导小组，如领导小组

和咨询委员会等；动态监测和评估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各种和咨询委员会等；动态监测和评估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各种

进展，对重大科技突破迅速作出响应。进展，对重大科技突破迅速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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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3   中国科技的对策中国科技的对策：五点建议：五点建议

其三，组建中国高等科学研究院（其三，组建中国高等科学研究院（China Institutes for China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SciencesAdvanced Sciences））。借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组。借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组

建中国高等科学研究院，重点开展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方向的建中国高等科学研究院，重点开展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方向的

先锋性、开拓性和前沿性的科学研究。先锋性、开拓性和前沿性的科学研究。

起动阶段可以建设四个研究所：起动阶段可以建设四个研究所：

整合生物学研究所、信息和思维科学研究所、整合生物学研究所、信息和思维科学研究所、

仿生工程研究所、再生工程研究所，仿生工程研究所、再生工程研究所，

分别开展生命合成、信息转换器、人格信息包、分别开展生命合成、信息转换器、人格信息包、

两性智能人、体外子宫、器官和人体再生等的开拓性研究，两性智能人、体外子宫、器官和人体再生等的开拓性研究，

抢占新科技革命的制高点。抢占新科技革命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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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3   中国科技的对策中国科技的对策：五点建议：五点建议

其四，组建中国先进技术研究院（其四，组建中国先进技术研究院（ China Institutes for China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TechnologyAdvanced Technology））。借鉴德国夫朗禾费学会的经验，以国家。借鉴德国夫朗禾费学会的经验，以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类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中国先进技术研究院，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类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中国先进技术研究院，

开发和提供行业性关键共性技术，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开发和提供行业性关键共性技术，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

力，为企业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做好技术准备。力，为企业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做好技术准备。

其五，组建中国现代化研究院（其五，组建中国现代化研究院（ China Institutes for China Institutes for 

Modernization ScienceModernization Science））。借鉴美国圣塔菲研究所和。借鉴美国圣塔菲研究所和UNDPUNDP人类发人类发

展报告研究的经验，以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为基础，组建中国现代展报告研究的经验，以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为基础，组建中国现代

化研究院，开展科技革命与现代化、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等交叉科学化研究院，开展科技革命与现代化、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等交叉科学

研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提供决策支持和研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提供决策支持和

服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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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显示：历史经验显示：科技革命有规律，科技创新有机遇科技革命有规律，科技创新有机遇

过去过去55个世纪，个世纪， 先后发生了先后发生了55次科技革命次科技革命

在在2121世纪，世纪， 也会有新的科技革命也会有新的科技革命

2121世纪的科技革命与战略机遇世纪的科技革命与战略机遇

简短小结简短小结

小小 结结：科技革命有规律，科技创新有机遇：科技革命有规律，科技创新有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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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 结结：科技革命有规律，科技创新有机遇：科技革命有规律，科技创新有机遇

五个世纪：五次科技革命五个世纪：五次科技革命

1616--1717世纪：近代物理学诞生世纪：近代物理学诞生

1818世纪：世纪： 蒸汽机和机械革命蒸汽机和机械革命

1919世纪：世纪： 电力和运输革命电力和运输革命

2020世纪：世纪： 相对论和量子论相对论和量子论

2020世纪：世纪： 电子和信息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

1616世纪世纪 1717世纪世纪 1818世纪世纪 1919世纪世纪 2020世纪世纪 2121世纪世纪

过去过去55个世纪，发生个世纪，发生55次科技革命次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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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小结： 2121世纪的科技革命，会是什么？世纪的科技革命，会是什么？

2121世纪：两次科技革命世纪：两次科技革命

第六次科技革命：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

（约（约20202020--20502050）） 人体再生：人有四种形态人体再生：人有四种形态

第七次科技革命：新物理学和时空革命第七次科技革命：新物理学和时空革命

（约（约20502050--21002100）） 新能源、新运输、太空旅行新能源、新运输、太空旅行

1616世纪世纪 1717世纪世纪 1818世纪世纪 1919世纪世纪 2020世纪世纪 2121世纪世纪

小小 结结：科技革命有规律，科技创新有机遇：科技革命有规律，科技创新有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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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小结： 2121世纪，新科技革命的影响，是什么？世纪，新科技革命的影响，是什么？

地球地球：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宇宙宇宙：人类高级文明的大舞台：人类高级文明的大舞台

1616世纪世纪 1717世纪世纪 1818世纪世纪 1919世纪世纪 2020世纪世纪 2121世纪世纪

小小 结结：科技革命有规律，科技创新有机遇：科技革命有规律，科技创新有机遇

图：图：2121世纪末人类生活的一种情景：世纪末人类生活的一种情景：四种形态、两个家园、两个空间四种形态、两个家园、两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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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牛顿 (17(17世纪世纪))

没有大胆的猜测，没有大胆的猜测，

就作不出伟大的发现就作不出伟大的发现

凡尔纳凡尔纳(19(19世纪世纪))

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海底两万里》》

许多科幻：已经成为现实许多科幻：已经成为现实

小结：小结：第六次科技革命尚未发生，上述内容属于一种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尚未发生，上述内容属于一种预测

科学预测：具有一定意义，至少可以提供一种参考科学预测：具有一定意义，至少可以提供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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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凡尔纳）科幻小说（凡尔纳）

18651865年年::《《从地球到月球从地球到月球》》

18701870年：年：《《环绕月球环绕月球》》

从地球到月球从地球到月球

19591959年：苏联发射年：苏联发射““月球月球11号号””飞船飞船

19691969年：美国年：美国““阿波罗阿阿波罗阿1111号号””，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

20072007年：中国发射年：中国发射““嫦娥一号嫦娥一号””，，2017/242017/24

小结：小结：第六次科技革命尚未发生，上述内容属于一种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尚未发生，上述内容属于一种预测

科学预测：具有一定意义，至少可以提供一种参考科学预测：具有一定意义，至少可以提供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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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传启何传启

20132013年年1010月月3030日日

第六次科技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

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

既是中国复兴的战略机遇既是中国复兴的战略机遇

也是中国科学的历史机遇也是中国科学的历史机遇

谢谢大家！敬请指正！谢谢大家！敬请指正！

小小 结结：科技有规律，创新有机遇：科技有规律，创新有机遇

白春礼院长白春礼院长

勇当第六次科技革命勇当第六次科技革命

的领头羊的领头羊

20112011--99--2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