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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充分发挥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的组织优势，进一步促进

学术交流，助力电子信息技术创新和产业进步，中国电子学会联系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部分院士，组织学会会士，并邀请相关专

家，针对电子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前沿技术，组织撰写

《中国电子学会会士观点》。 

《中国电子学会会士观点（2018）》在第十三届中国电子信息

技术年会上发布。 

《中国电子学会会士观点（2019）》继续在第十四届中国电子

信息技术年会上发布，供学术界和产业界交流参考，并请批评指正。 

 

 

                                       中国电子学会 

                                        20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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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子技术 

光电子技术利用特定材料和结构中光子与电子的相互作

用，实现光子的发射、传输、调控、处理、放大和探测等功

能，在信息通信、高性能计算、量子科学、先进制造、测量

检测、生物医疗和军事国防等应用中发挥重要支撑和使能作

用。 

光电子正从分立器件向集成化方向发展。InP（磷化铟）

基和硅基是目前光子集成的主流方向。InP 材料具有优良的发

光和高速性能，但 InP 基光子集成的制造工艺复杂，与现有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不兼容；其制造工艺复杂、难以兼容集成

电路制造工艺；硅基光子集成工艺兼容性优异，可直接实现

光电单片集成及进行大规模低成本生产，但要采用混合集成

解决片上光源和光放大等难题。混合集成主要包括：倒装焊、

晶片键合和硅基衬底直接生长量子点光源等三种方法，各有

其优缺点。随着光子集成技术和光电单片集成技术的不断突

破，光电子芯片、器件、模块的成本、功耗、尺寸将极大降

低，推动光电子系统向高速率、高密度、小体积、低能耗、

多功能、智能化方向持续发展。 

光电子集成具有高性能、高集成度、低功耗、低成本、

高可靠等优势，有望实现与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

息等深度融合，成为构建未来信息社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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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存储器技术 

存储器是信息系统中的“记忆”单元。传统基于电荷存

储效应实现信息存储的存储器，如内存（DRAM）和闪存（Flash）

等，尺寸微缩已逼近物理极限，性能难以进一步提升。基于

自旋、阻变、相变等非电荷存储机制的新型存储器，兼具高

速、大容量和非易失等优点，是下一代存储技术的有力竞争

者。 

新型存储器技术存在可靠性的改善、集成架构的创新和

大规模制造技术的开发等方面的挑战。新型存储器的发展将

对存储和计算技术带来变革。在存储领域，新型存储器成为

先进工艺节点嵌入式存储技术的主要解决方案；高性能新型

存储器有望替代传统的内存和外存，通过存储层级的简化和

存储器性能的提升，缓解计算系统“存储墙”瓶颈。在计算

领域，发展存-算一体的新型存储器，并结合计算模型、电路

和系统架构的创新，是突破现有计算系统“存储墙”瓶颈，

发展高能效、智能化计算系统的变革性路径之一。 

新型存储器技术是推动数据存储和计算技术进一步发展

的基础技术之一，将提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

信息技术领域的海量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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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显示技术 

信息显示是信息通过电子显示器件创建的感知形态，以

可见光形式传输到人眼来呈现，显示质量涉及色彩、对比度、

分辨率等因素。根据电子显示器件形成影像的方式不同，分

为主动发光型显示，如阴极射线管显示器(CRT、LED)、有机

发光二极管（OLED display）、量子点电致发光（QLED）；透

射型显示，如液晶显示（LCD）；反射型显示，如投影显示和

电子纸（e-ink）。信息显示技术作为信息科学技术的重要基

础，已成为经济支柱性重大产业。 

多功能集成是显示技术发展的趋势，未来的显示器件将

是集空间三维光场显示、多彩照明、空间精准定位、可见光

通信（LiFi）等其他感知功能为一体的高度集成半导体信息

显示器（Highly Integrated Semiconductor Information 

Display, HISID）。微米级 LED（MicroLED）显示，是指将传

统 LED微缩化后形成微米级间距 LED，以达到超高密度像素阵

列，可实现显示内容不仅在平面上还能在空间上产生真实的

三维影像，使得自然交互成为可能。相比现有的 OLED和 LCD，

MicroLED 显示在寿命、亮度、对比度、轻薄、发光效率和环

境适应性上更具优势。  

信息显示技术已成为光学、材料学、光电子学等多学科

交叉的新兴发展方向，在教育、交通、广告、导航、军事等

领域将发挥着越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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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智联网 

工业智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新一代人工智能

技术、知识工程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旨在对

智能工业系统和知识服务平台提供关键支撑，实现现代制造

业在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间的全

面联结、高度协同与自主智能，支撑具有自感知、自学习、

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工业智联

网可更大范围、更高效率、更加精准地优化生产和服务资源

配置，是新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设施。 

工业智联网通过无所不在的智能与自主系统构建泛在网

络、边缘计算、智能服务三大功能体系，实现从数据到知识

再到智能的转化，打造智能层面的人、机、物、环的全面交

互、协同与共融，其关键核心技术包括资源自组织、信息可

信、自然交互与虚实交互以及群智决策。工业智联网正在引

发近百年来工业生产的重大变革，形成未来智慧工业发展的

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催生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日益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

是“新一代智慧制造”的重要基石。 

当前，工业智联网概念和技术体系在我国的首次提出将

引起全球制造业格局的调整和变革。我国应切实加强对工业

智联网核心关键技术与装备、智能软硬件核心系统、标准体

系等关键共性技术的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工业智联网开源开

放平台，构建一批工业智联网重大应用系统，培养工业智联

网多学科交叉创新型人才，打造智能驱动的工业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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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基础设施安全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是对通信、广播电视、能源、交通、

水利、金融等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实行安全保护的系统性技术，

防止网络信息系统因遭遇攻击而受到破坏。从关注信息系统

的机密性、完整性，发展到更加关注面向行业用户重要基础

设施的可用性和可控性，是构建智慧社会的核心关键技术。 

随着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演进，IPv6 将成为主流，

一方面需要更加关注基于IPv6网络体系结构下的域名解析体

系和信息系统内生安全等体系性、根本性的技术方向；另一

方面将安全机制与信息系统高度融合，实现内生的安全防御，

以应对未知攻击，提高系统性安全防御能力，减少安全防御

对系统可用性的影响，可为安全服务和安全应用提供支持，

提升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性。 

我国应加快建立IPv6体系下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系统的建

设，重点攻克基于国家联盟的分布式根域名解析体系、网络

信息系统内生安全等关键技术，提高国家各重要领域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防御效能；要关注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知识

产权和国际标准的积累，推进我国网络安全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 

  



 

6 
 

人机混合智能 

人机混合智能充分融合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的优势和特

点，以人与机器作为同一个智能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智能系

统中引入人的作用或人类智能的计算模型，人-机通过不断地

相互交互、相互学习，达到螺旋式增进自身智能水平的目的。 

人机混合智能使人机更加耦合而成为一个能力更强大的

整体，有望突破传统人工智能以“机器”为中心的局限。人

机混合智能主要有在线混合与离线混合两种方式，前者通过

“人在回路”智能系统实现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实时融合，

后者以数据与知识的离线汇聚或学习的途径实现人-机智能

的非实时融合。主要挑战包括人机混合增强范式、混合计算

模型、人机共生机制、仿人学习与决策、人机混合对抗博弈、

人机混合可理解性、对人精准感知、人机知识传递等。而通

过脑机接口对脑与机进行联通协同、有望实现人机混合智能

的终极形态——脑机混合智能。 

人机混合智能被认为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发展方向

与组成部分，将形成一种新型的智能形态，满足未来智慧社

会对人机深度融合的需求，也为安全与可靠的无人车、无人

机等智能系统提供重要理论与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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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基信息网络 

天基信息网络是以航天器为主要承载手段实现信息获取、

存储、处理、传输分发等功能的信息网络，实现不同层次、

类型的卫星网络和地面网络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和无缝连接，

简化了数据交换手段，优化了信息处理流程，为天基资源的

合理利用及未来信息网络的泛在应用奠定基础。 

天基信息网络核心特征包括高中低轨卫星动态组网、全

球无缝覆盖、星载传输交换一体化及在轨多功能信息融合处

理等。当前，高轨高通量（HTS）卫星通信网络的建设以及新

一代低轨卫星互联网项目的付诸实施为天基信息网络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性能星载处理芯片、空间高速激光通

信、高频段微波通信、自主星载网络管理控制，以及人工智

能等技术的星载应用，将推动实现天基信息网络百 Gbps的天

基组网传输能力和 Tflops的星载数据处理能力。 

通过与下一代移动通信网、互联网、天地一体化定位导

航授时（PNT）信息网络的深度结合，以天基信息网络为主体

构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将带动消费、工业、交通、通信

等领域的发展，为全球范围的万物互联时代到来提供重要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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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海洋信息系统 

智慧海洋信息系统是面向海洋资源开发、海上交通运输、

海洋天气预报、海防建设等各领域多样海洋信息服务需求，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海洋

智能综合感知系统为“耳目”、以海洋高速信息通信系统为“神

经”、以海洋大数据与智能化应用服务云平台为“大脑”，集

信息感知、传输、融合、共享、应用、服务于一体的复杂物

理系统。 

当前，智慧海洋信息系统主要存在水下远海极地等区域

信息获取困难、数据难以共享以及信息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

需解决的关键技术包括：远海极地大范围海洋信息全维智能

感知技术；水下自主导航技术；高带宽、高可靠、低延迟海

洋信息传输技术；多源异构海量稀疏海洋数据智能挖掘技术；

智能海洋信息应用服务云平台构建与服务技术等，为形成智

慧海洋信息系统提供支撑。 

智慧海洋信息系统是海洋信息化、网络化与智能化进一

步深度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发展智慧海洋信息系统，对维

护国家海洋战略利益、引领海洋科技创新发展、促进海洋经

济持续增长、保障海洋国土安全，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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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空探测 

深空探测是指脱离地球引力场，进入太阳系空间和宇宙

空间的探测。国内目前将对地球以外天体开展的空间探测活

动称为深空探测。 深空探测是探索浩瀚宇宙、发展空间科学、

开发天体资源、拓展空间疆域的重要领域，是高新科技领域

极具挑战性、创新性和带动性的重大活动。 

深空探测一般通过飞越、硬着陆（撞击）、环绕、软着陆

与巡视、无人采样返回、载人探测等方式来探测天体表面环

境、形貌构造、物质成分、内部结构以及空间环境等，拟回

答太阳系及宇宙的形成与演化、生命起源与进化等重大科学

问题。深空探测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距离地球遥远、任务

周期漫长、工作环境恶劣，深空探测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深

空轨道设计与优化、自主技术、能源与推进、深空测控通信、

新型结构与机构、新型科学载荷等关键技术的突破和支撑。 

通过深空探测，能帮助人类研究太阳系及宇宙的起源、

演变和现状，更好地认识我们的地球家园；极大推动空间技

术的跨越发展，不断提升人类进入太空能力；促进空间资源

开发与利用，服务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催生系列基础性、

前瞻性的新学科、新技术，促进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培养

和造就创新型人才队伍，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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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 技术 

6G 是继 5G 后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相比 5G，要实现

更高接入速率（十到百倍）、更低接入时延、更广更深通信覆

盖、更快运动速度（马赫级）。6G 将融合陆地无线移动通信、

中高低轨卫星移动通信以及短距离直接通信等技术，融合通

信与计算、导航、智能感知等技术，通过智能化移动性管理

控制，建立空、天、地、海泛在移动通信网，实现全球泛在

覆盖的高速宽带通信。 

6G 将向更高频段扩展以获取更大传输带宽，如毫米波

(mmWave)、太赫兹(THz)、可见光等，支持 10G 到 100G bps

用户接入速率，实现 Tbps的无线接入速率；同时，通过智能

化的灵活频谱共享技术，突破频谱分配专用造成的利用率低

下难题。6G 将是个性化的智能网络，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实

现从以网络功能为中心向以用户、内容和数据为中心的转型，

实现虚拟个人移动通信网络。6G 将采用更开放架构，软件定

义核心网络和无线接入，实现敏捷开发和快速网络功能动态

部署。6G 将是具有内生安全的网络，引入可信机制，对网络

攻击具有自感知、实时动态分析、自适应风险和信任评估，

实现网络空间安全，满足国家与社会治理、个人安全与隐私

的要求。 

6G 愿景是实现空、天、地、海万物互联和泛在通信能力，

构建与人类社会和物理世界紧密关联的网络空间，支撑触觉

互联网，实现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的无距离感互动，拓展

人类活动空间 、和突破人类能力的极限，使人类社会进入泛

在智能化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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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评价与成果转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普惠南里 13号楼 

邮编：100036 

网址：www.cie-info.org.cn 

电话：010-68600699 

邮箱：etst@cie-info.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