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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晶

中国信息与电子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发布

2021年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十四大趋势

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学部从 2014
年起开展 《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
研究》 系列研究工作，主要目标是分析
研究电子信息领域年度科技发展情况，
综合阐述国内外年度本领域重要突破及
标志性成果，为我国科技人员准确把握
电子信息领域发展趋势提供参考。2015
年 11 月，由中国工程院、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联
合成立了中国信息与电子工程科技发展
战略研究中心，深入开展此项研究工

作。2018 年以来，由余少华、陆军两位
院士负责组织学部院士，动员各方面专
家300余人，充分发挥国家部委、企事业
单位和高校科研院所中各层面专家学者
的智力优势，完成包括 13 个领域的 《中
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研究》 综合报
告 （包括综合篇和专题篇）、专题小册子
等系列研究成果。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院士表
示，蓝皮书系列研究成果回答了四个关键
问题。一是指出我国与国际相比，在技

术、产业方面，特别是在关键或核心领域
存在的优势、劣势及所处位置。二是判断
提出技术发展基本趋势、亮点与热点。三
是分析产业情况及基本竞争格局。四是归
纳技术、产业发展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学部主任卢锡
城院士发布了“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
展十四大趋势 （2021） ”，余少华院士介
绍了研究工作和撰写过程。

据余少华院士介绍，蓝皮书项目目前

已出版 3 本综合报告，13 本专题小册子，
后续已安排 10 个专题出版工作，筹划 20
个专题。在蓝皮书系列成果基础上每年发
布年度“挑战”和“趋势”，为我国科技
人员准确把握电子信息领域发展趋势提供
参考，为我国制定电子信息科技发展战略
提供支撑。

中国工程院费爱国院士、谭久彬院
士、刘尚合院士、陆军院士、苏东林院
士、姚富强院士通过视频连线参加发布
活动。

（上接第1版）激光具有亮度高、单色性好、方

向性好三大特性：亮度高，且可精确控制在人

眼最佳视觉感知区，易实现8K高分辨高对比

度显示；单色性好，色纯度高（≤5nm），可构

成大面积色度三角形，实现大于 70%的色域

覆盖率，3倍于传统显示；易实现窄谱（~5nm）

运转，可实现12bit颜色编码不重叠，500倍于

传统显示；采用反射式成像，符合视觉进化过

程；像素面与发光面相同，像素之间无边缘结

构，过渡平缓，观看舒适度高；有体积小、重量

轻、低成本、节能环保等优点，并且 100 英寸

家庭影院一人即可搬运（＜10Kg），可通过寻

常电梯进入家庭，性价比高。

打造自主可控的

激光显示产业

我国激光显示技术和产业得到了国家的

大力支持和引导，先后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

技发展规划（2006—2020 年）”“十三五重点

研发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国

家重大战略规划。

我国激光显示技术和产业已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2003年研制出国内首台激光全色投

影显示原理样机（中科院），经信产部和中科

院联合鉴定，色域覆盖率等核心指标国际领

先，证实了高画质的激光显示是可以实现的；

2015年研发出国际首台100英寸三基色半导

体激光投影电视产品样机（中科院理化所），

打通了产业化技术路线；2017年在科技部和

杭州市的支持下，建成三基色激光投影显示

生产示范线（杭州中科极光公司），证实了产

业化的可行性。

目前，国内激光显示产线遍布全国，中科

极光、海信、长虹、光峰等数十家企业已推出

激光电视、激光教育投影、激光数字电影放映

机、激光工程投影机、激光车载显示器等五大

类激光显示产品，2019 年实现销售超过 15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00%。更重要的

是，我国己具备自主可控打造全链条激光显

示产业的条件（包括材料、元件、技术、整机

以及配套），已形成以 RGB激光光源为核心

的激光显示产业知识产权体系。

建议“十四五”我国显示产业以激光显

示为突破口，开拓各种新型显示的特色市

场，百花齐放、全面发展。

我国己具备自主可控打造全链条激光

显示产业的良好基础，未来 5~10 年将是引

领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争取产业发展主

动权的关键时期，应抓住这一大好机遇，尽

快启动国家重大专项，按照专项实施方案，

到 2025 年突破低成本、长寿命、大功率三基

色半导体激光器（LD）材料、器件、工艺与

装备技术，实现规模化量产；开展视频光

阀、编解码、驱动、电源芯片以及上下游配

套材料器件研发，支撑激光显示规模产业

集群的建立，独立自主将我国激光显示发

展成万亿元级规模产业，推动中国显示产

业由大变强。

1月5日，中国信息与电子工程科技发展
战略研究中心在中国工程院召开发布会，发
布“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十四大趋势
（2021）”。此次发布的十四大趋势包括信息
化、计算机系统与软件、网络与通信、计算机
应用、网络安全、集成电路、数据、感知、电磁
场与电磁环境效应、控制、认知、测试计量与
仪器、区块链以及光学工程14个领域。

（上接第1版）
“上半年由于疫情，厂商普遍备货不足，

甚至正常业务还要打折。现在市场反弹，真

正的需求出来了，厂商之前对产业的悲观预

估导致备货跟不上客户需求。”黄继颇表示。

Somo 也指出，上下半年的供应形势扭

转，是本次“缺货潮”的重要推手。“目前所谓

缺货的现象，可能是上半年供应量急剧下降

以及下半年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急剧反弹导

致的。也就是说，一开始很多企业停止订

货，后来又大量地订货，来支持后期的增长

需求，这可能导致了目前的缺货情况。”So-

mo表示。

在下游需求反弹的同时，供给侧却受到

物流和产能的限制。

“从半导体产业宏观结构上看，中国大

陆产业的供应链依然以国际为主。目前全

球疫情还在发酵，产业链的物流依然处于不

通畅状态，这加剧了供应的不足。”芯谋研究

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向记者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轮供应吃紧中最为

短缺的PMIC和MCU，普遍采用8英寸晶圆

代工。但是，成本效益和缺乏设备等原因，

导致 8 英寸产能逐渐落后于下游需求。当

下游市场急剧反弹，8英寸代工产能紧缺的

问题也更加凸显。

“由于半导体设备厂家主要生产 12 英

寸的设备，导致 8 英寸缺乏新设备，扩产主

要靠旧设备或者翻新设备，所以产能扩展比

较受限。”顾文军指出。

厂商积极化解供应压力

在市场反弹、恐慌性备货、代工产能紧

张等多重因素叠加下，Fabless、Foundry 和

IDM等主流模式的半导体厂商，都在采取相

应对策，提升对下游客户的供应能力。

收购、扩产、加强上下游合作……作为

IDM厂商，安森美采取多种措施应对产能压

力，包括购买了日本富士通位于会津若松的

8英寸晶圆厂的大部分股权，以及收购了美

国纽约州东菲什基尔 12 英寸晶圆厂。目

前，两个工厂都在扩大产能，来满足不断增

长的需求。

“我们有80%的元器件是由我们的工厂

生产，如果用 ATO（面向订单装配）角度来

看，比例占70%。我们正在与制造以及封测

合作伙伴协作，不断增加产能，提升供应能

力。”Somo指出。

与此同时，主要 Foundry 厂商也在通过

扩充产能和优化产能利用效率，为下游客户

纾压。

“台积电将持续优化现存产能利用率，

以积极应对客户需求。”台积电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指出。

被问及“缺芯”问题时，中芯国际也在上

证e互动回答中表示：会根据市场和客户需

求进行产能扩充和平台拓展，持续提高公司

核心竞争力。

衔接晶圆代工和终端客户的 Fabless 厂

商，与上游渠道供应链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并

增强对下游市场的调研能力，成为越来越多

厂商的选择。

“我们会加强与下游客户和上游供应商

的沟通交流，发挥本土供应链优势，与合作

伙伴共渡难关。”黄继颇指出。

顾文军也表示，Fabless 厂商要从供、需

两端着手，应对产能危机。

“在需求端，认真做好市场预测、客户需

求分析；从供应端，要加强供应链管理，可以

通过主动给上游加价、锁定产能等多种方

式，增强供应稳定性。”顾文军表示。

芯片产能吃紧如何解

新闻背景

1.信息化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

息化浪潮方兴未艾，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

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信息技术与各行业

不断深度融合，深刻改变着全球的经济与政

治格局、安全与竞争格局以及社会发展与治

理体系格局。

2.计算机系统与软件

随着社会信息化发展，算力成为人类生

产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超级计算系

统正从后 P 级时代向 E 级迈进，并成为世界

各大国竞相发展的下一个目标。领域专用软

硬件协同计算模式的快速兴起，使得计算机

体系结构再次进入新的黄金发展期。超级计

算正从科学工程计算向大数据处理和人工智

能等新兴计算领域快速拓展。以量子计算、

类脑计算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概念计算模式，

正受到全球业界的广泛关注。

3.网络与通信

5G移动信息网络加速构建，其推广完善

及与各行业的垂直整合仍存挑战。6G 研发

加速布局。互联网尽管仍是支撑未来十年全

球信息传输基础设施的主导体系架构，但也

面临万物互联、万事互联时代 toB、toM、toX

等多样化应用需求带来的前所未有挑战。千

兆接入、P比特级传输、E比特级转发将带来

更高体验，可支持工业互联网、天地一体化网

络、海洋网络、数字孪生网和物联网等人网物

三元互联的新型网络环境将改变网络技术的

发展范式。

4.计算机应用

面向人网物融合的“智能+”时代新需

求，聚焦智能制造、在线协同办公、智慧远程

医疗、数字抗疫等计算机应用产业发展，新一

代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的大数据智能、群体

智能、混合增强智能、跨媒体智能、自主无人

系统、类脑技术等取得突破，推动智能时代的

应用新模式、新手段、新生态创新发展。

5.网络安全

信息安全技术在“双循环”战略需求牵

引下加速寻求发展新范式，推动安全赋能方

式从外挂附加形态向内生构造形态转变，从

边界防御模式向零信任架构转变，从针对局

域网到面向云化环境和内生构造转变，从功

能安全与网络安全分离的传统技术路线正朝

着一体化解决方案转变。具有内生安全、智

能预测、主动防御和自适应响应等功能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实践正在加速落地，支撑

以安全为本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6.集成电路

过去五十年，集成电路产业遵循摩尔定

律持续高速发展，现阶段晶体管微小型化的

平面布局逼近物理与工艺极限，产业技术

演进趋势放缓或变轨。三维晶体管结构技

术发展，晶元级集成技术诞生，系统构造和

新材料新工艺技术进步，以及光电技术的

迅猛发展，将持续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创新

和物理形态的变革。

7.数据

大数据作为一种普遍存在，是信息社

会最为庞大且以指数级增长的基础资源。

数据流动性已成为数据的基本特征，数据

价值高，数据集合规模不断扩大，类型繁

多，产生速度快，网络数据总量正快速向

EB、ZB、YB 乃至 BB 级陡增，急需数据

科学与工程技术的重大创新，以使巨大的

数据产生巨大的价值。

8.感知

智能化发展需求促进传感器与前端

智能处理呈集成发展趋势。各国在完善

军民对地观测体系建设的同时，积极谋

划新一轮的布局。气候和环境监测遥感

技术成为研究热点，遥感市场的快速增长

和空间科学探测任务的急迫需求，正推动

遥感领域创新发展，国产传感器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

9.电磁场与电磁环境效应

随着 5G、物联网、无人系统、人工智能

等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先进智能化装备

或系统的建设与应用，电磁环境适应性和电

磁安全性成为研究热点。电磁场及电磁环

境效应学科建设与发展，以及其与数学、物

理、信息、材料、生物等学科的深度交叉融

合，将不断涌现出大量基础研究问题和新兴

技术研究需求，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持续发

展与进步，并促进相关“卡脖子”瓶颈问题的

解决。

10.控制

信息社会算法、算力和数据的变革，使

工业生产过程、重大装备、自主运动体等物

理空间的典型被控对象，能够在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实现决策优化和协同控制。人工智

能与控制技术融合发展，推动以工业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基础理论方法创新；5G 和边缘

计算与控制技术融合，推动新一代控制系统

的硬件、软件和平台向“工业互联网化”全

面升级。

11.认知

脑与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加速融合，在

无人系统、智能成像、智能视觉、大数据智

能等领域广泛应用。新型脑观测仪器研制、

新认知机理揭示、通用人工智能理论与技

术、计算体系与器件的研究成为国际竞争的

前沿热点。

12.测试计量与仪器

国际单位制七个基本物理量基于常数重

新定义产生的影响持续深化，基于量子化和

“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国家测量体

系建设需求日渐迫切；以量子化为标志的计

量仪器和以“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为

标志的工业测量仪器等新一代仪器形态开始

显现；面对新冠病毒、心脑血管病、癌症等

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规划和加强生命科

学计量和医学计量检测的基础研究，规划和

加强生命科学仪器，医学检验、诊断、治疗

和护理仪器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成为刻不容

缓的课题。

13.区块链

区块链技术发展持续创新，链上链下数

据协同、软硬件一体化等方面取得技术突

破。联盟数据更协同、网络规模更广泛、技

术运维更精细和平台安全更可控是发展方

向。城市级区块链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成为热

点，在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政务和民生等方

面涌现出一批示范性应用。区块链标准制定

不断加速，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监管框

架逐步成型。新型数字货币发展提速，全球

金融体系或将迎来新一轮变革。

14.光学工程

天地一体化的空间目标多维度光电探测

与信息传输技术成为该领域各国竞相发展的

下一个目标。针对陆海空天信息安全的需

要，开展高精度、高实时、多维度、多功能、宽

幅段光电探测、识别、防护、评估与信息传输

是未来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