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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持续深入开
展研究。从未来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和需
求出发，着眼于智能、生态、高效、健康和可
持续等主题，洞察发展新趋势、新态势，研
判未来5年至10年间，能够突破和高速成
长的技术和产业。”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
长顾强表示。

氢燃料电池——
未来车端应用市场规模有

望破百亿
“氢燃料电池是将氢燃料和氧化剂产

生的化学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华夏
幸福产业研究院研究员胡骏明博士介绍，
氢燃料电池能量转换效率高，使用过程零
排放，被视为未来极具应用潜力的车用动
力源，预计到 2030 年，氢燃料电池车端应
用市场规模有望突破百亿元。

“我国氢燃料电池技术在性能、成本和
耐久性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差距。”
胡骏明说，我国在氢燃料电池领域具备很
好的理论研究基础，但在企业研发层面还
存在不足。目前，多个城市已经推出氢能
产业规划，商用车制造企业也在积极推动
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

胡骏明认为，在氢燃料电池关键零部
件方面，我国在膜电极领域具备较好的学
术研究基础。因此，应重点关注国内膜电
极团队的研究进展和成果，适时推动技术
孵化、试制测试、产业化项目落地。

目前，我国氢燃料电池系统附件正处
在起步阶段。“其中，部分附件只需在传统
零部件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开发，建议关注
和挖掘该类潜在企业，比如空压机厂商。
还有些附件仍处在研发阶段，比如未来有
望在新能源车型上广泛应用的 DCDC（直
流变换器），建议优质的电力电子企业加强
与高校合作，共同推动技术进步与产品开
发。”胡骏明说。

免疫细胞治疗——
将成为肿瘤治疗的超级明星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欧阳鹏飞
博士介绍，免疫细胞治疗是一种通过调控
人体免疫 T 细胞对肿瘤细胞进行精准的
免疫应答，来实现抗肿瘤作用的技术。未来
5年至 10年间，它将成为肿瘤治疗领域的
超级明星，市场规模有望达到千亿级。

“近年来，中国肿瘤免疫疗法企业进入

快速发展时期。”欧阳鹏飞说，免疫检测点
单抗药将成为抗肿瘤医药市场的革命性药
物，是未来 5 年潜力最大的抗肿瘤药。同
时，过继细胞免疫治疗正逐渐成为未来肿
瘤治疗的发展方向，将形成未来全新一代
的活体药物。今后，免疫检测点单抗药技
术将向新靶点的研发以及新组合联用方向
演进；过继细胞免疫治疗将朝着解决诸多
安全性等自身问题，以及应用于其他免疫
疾病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中国抗肿瘤治疗市场2017年
达到 1270 亿元，复合增长率高达 17.4%；
其中，免疫细胞治疗技术市场复合增长率
有望超过 30%，未来 5 年到 10 年间，有望
占据抗肿瘤市场较大份额。

“免疫细胞治疗技术正逐渐转化为抗
肿瘤市场的新动能产业，但前提是技术需
要得到需求端的逐渐认可，同时需要供给
端的持续支撑。”欧阳鹏飞说。

柔性显示——
未来已来，让显示无处不在

“未来，柔性显示将成为设备端口首
选。它具有轻薄、机械强度高、任意形态等
优势，可以向各类终端延伸。”华夏幸福产
业研究院研究员覃翔博士介绍，显示技术
经历了从 CRT（阴极射线显像管）到 LCD

（液晶显示器）的迭代，未来5年至10年将
实现从硬屏到软屏的发展。以OLED（有机
发光二极管）、QLED（自发光量子点显示技
术）、Micro-LED（LED微缩化和矩阵化技
术）等为代表的柔性显示技术，正群雄并
起。目前，OLED 处于技术成熟阶段，逐渐
实现产业导入；而 QLED、Micro-LED 等
尚处于技术储备期。

“未来，柔性显示 OLED、QLED、Mi-
cro-LED 并存。”覃翔预测，2022 年，全球
显示产业规模将达到40亿片，其中OLED
约15亿片，年复合增长率约29%。全球显
示产业营收 1500 亿美元，其中 OLED 约
7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约28%。

覃翔认为，柔性显示产业发展关键在
于材料的配套。伴随着全面屏的快速渗
透，以及可折叠OLED手机的推出，中小尺
寸柔性 OLED 进入产业化阶段。同时，在
大力投入推动下，以 Micro-LED 为代表
的下一代新型显示技术，其产业化或将加
速到来。未来5年至10年，如果没有新型
显示技术颠覆现有显示生态体系，韩国三
星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企业需要进
一步加大研发力度，加快发展速度。

3D打印——
颠覆传统制造模式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研究员于泽军博

士介绍，3D 打印是基于离散-堆积的成形
原理，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线材、
光敏树脂或粉末状金属等可黏合材料，通
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也
称为“增材制造”。

“近几年，全球 3D 打印业务发展势头
十分迅猛。”于泽军说，2009 年以来，其年
增长率达到20%以上；2017年，全球3D打
印市场已超过70亿美元；预计2025年，将
达到 500 亿美元。中国从 2012 年起大力
发展 3D 打印产业，2017 年市场规模已达
12.6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0%，预计
2025年有望突破150亿美元。

目前与 3D 打印相关的中国企业有
500多家，分布于3D打印设备、材料、制造
应用、服务平台、关键核心零部件等整个产
业链。于泽军认为，3D打印行业的快速发
展将主要影响航空航天、生物医疗、汽车制
造等领域。从全球化竞争格局的变化来
看，3D打印正处于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发
展的阶段。

“随着材料、效率这两大瓶颈的逐渐突
破，3D打印将不再是未来制造业、企业、医
疗、消费领域的配角。”于泽军说，中国 3D
打印市场规模广、应用潜力大，有望成为
3D打印大国，甚至是强国。未来的智能制
造模式将是：人工智能+物联网+3D打印。

石墨烯——
未来5年内将进入高速增长期

“石墨烯是由碳原子组合成的蜂窝状
平面薄膜，是一种只有一个原子层厚度的
二维材料。”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周
攀博士说，石墨烯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以
及广泛的应用前景。目前，中国石墨烯产
业占全球市场半壁江山，未来 5 年内将进
入高速增长期。

随着高质量石墨烯薄膜制备技术趋于
成熟，性能调控、功能组装等技术难点获得
突破，其在柔性显示、传感器、集成电路等
尖端领域的应用会逐渐破冰。放眼未来，
石墨烯将依次走过赋能型应用、替代型应
用和革命型应用阶段。

“国内石墨烯主营企业主要聚集在长
三角、珠三角、北京等地。”周攀说，目前各

区域在石墨烯产业化方面齐头并进、各有
特色。如北京研发资源充沛，主攻产业化
关键技术；无锡则在储能、导热膜等五大方
向成绩不俗。从发展势头看，长三角区域
最有可能率先打开石墨烯应用新局面。

当前，我国石墨烯产业发展仍存在一
些问题，现有技术虽不断成熟，但仍有难点
待解决，比如：粉体石墨烯的层数控制与产
品一致性问题；CVD（化学气相淀积法）制
备石墨烯薄膜产量低，且目前只能生产多
晶薄膜的问题；石墨烯材料改性调控与下
游应用场景中的工艺组合问题。此外，石墨
烯的价格仍然较高，尚未形成下游成熟的
市场。“石墨烯产业化下一步要解决标准问
题、技术问题、成本问题与市场问题，当然，
这些问题是一体相关的。”周攀表示。

图像识别——
资本最青睐的AI领域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束加沛博
士介绍，图像识别是指计算机对图像进行
处理、分析和理解，以识别图像中各种模式
为目标的技术。高效准确的图像识别在金
融、医疗、安防以及智慧城市等领域，应用
极其广阔——除了替代人类完成简单机械
的工作，还能完成人类无法实现的任务。

“数据、计算力和算法三驾马车是图像
识别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力，可靠的数据来
源和合适的应用场景仍然是企业共同面对
的问题和机遇。此外，资本将对行业发展
发挥巨大影响。”束加沛认为，未来图像识
别将在多层次多领域有着更快速、更准确、
更低成本的表现。

据预测，到 2030 年，AI（人工智能）将
推动全球经济增加 15.7万亿美元，其中图
像识别产业占8.3万亿美元。

“图像识别成为资本最青睐的 AI 领
域，创新创业大量涌现。”束加沛说，目前，
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中的应用不断提升，
错误率已经远远低于人类。

束加沛列举了图像识别在医疗领域的
应用：比如，利用 3D 图像识别技术识别病
灶区；依靠进阶图像重建，三维重构技术建
立靶区自动勾画，帮助医生更快更准确地
读取病人影像数据，更好地做出相关诊断。

多位专家研判10年内能够高速成长的新技术——

这些技术未来将“惊艳”我们城市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未来，哪些新技术将“惊

艳”我们的城市？近日，华夏

幸福产新智库“双新（新技

术、新产业）”部分研究成果

首次对外发布，来自华夏幸

福产业研究院的多位研究员

为未来城市描摹出精彩的技

术图景

近几年，云计算、大数据成了热词，市

场上形形色色的“数据产品”不断涌现。在

商业领域，不少互联网行业巨头正围绕数

据展开竞争，掀起一场“数据革命”。不少

企业家们甚至认为，谁掌握了大数据，谁就

能够引领未来行业发展的潮流。

不可否认，海量数据中包含着用户的

消费需求、习惯、偏好等诸多信息，如果数

据采集和分析方法得当，一定程度上能够

揭示出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内在规律。特别

是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崛起，数据深度融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企业通过洞察和分析大

数据，能够对市场精准定位，推出更多解决

消费者“痛点”的创新产品。

然而，在采集数据、使用数据的过程

中，一些企业也出现了“数据迷信”的倾向，

把大数据视为企业决策的“万能钥匙”，从

产品设计、市场布局到用户体验，认为只要

拥有了大数据，就能包打天下，没有解决不

了的问题。

这种“数据迷信”的背后，是简单地将

数据等同于科学的思想在作祟。有一种声

音认为，只有通过数据描述和反映出来的

事实，才是关于市场、社会最真实的事实。

这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认为定量研

究比定性研究更接近科学，也反映在现实

经济活动中，人们过于看重市盈率、回报

率、满意度等指标，往往会忽略或者回避那

些看不见的、不能量化的因素。

多年前，为争夺潜在市场，Facebook和

微软旗下的Live Space进行了网站界面改

版。用户调查显示，改版之后，Facebook的

用户满意度并不高，招致了不少反对的声

音；而Live Space既没有太多用户夸它，也

没有用户骂它。如果从数据来看，显然

Live Space 改版更为成功，因为没有用户

表达不满。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前者，虽

然有很多用户表达不满，但说明用户在乎

它；而对于后者，大多数用户已经漠不关心

了。如今，Facebook 已成为全球最成功的

互联网公司之一，而 Live Space 早已退出

市场。

这个例子说明，通过统计数据来认知

现实世界，从来都不能尽善尽美。数据虽

然提供了一种更直观看世界的方式，但如

果从数据中得出结论、做出决策的方法论

基础不科学、不坚实，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

就是不可靠的。因而，盲目迷信大数据，结

果很可能被大数据所“忽悠”。

这是因为，由于存在样本误差和统计

偏差等种种“陷阱”，人们难免会将一些

不科学、不真实的数据纳入分析框架。同

时，数据虽然是客观的，但是对于数据的

解释权，却掌握在设计者、分析者和使用

者手中，因此难以完全避免人们由于立

场、利益不同，造成数据解读的偏差和

成见。

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

复杂程度，很难完全采用数据和公式来反

映。对此，经济学家早已提出，市场是无数

人互动构成的“复杂现象”，人们几乎永远

不可能充分了解或计算出能够影响决定市

场结果的所有情况，也不可能进行全面的

测量和量化。

因此，无论在企业经营，还是社会治理

领 域 ，决 策 者 都 应 具 备 一 些“ 数 据 素

养”——既要善用大数据带来的洞察力，又

不能一味迷信大数据，特别要警惕把大数

据作为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的倾向。只

有在尊重数据伦理、保证数据准确、承认数

据局限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恰当的公共政

策或商业上的决策。

在大数据成为热词的当下，警惕“数据迷信”的倾向——

莫 把 大 数 据 当“ 万 能 钥 匙 ”
祝 伟

大脑袋、圆眼睛，憨态可掬——在江苏省人民检
察院，“小苏”是个新晋“网红”。它主要接待律师和
案件当事人，小小年纪身兼 4 职——秘书、监理、统
计员、分析师，是个名副其实的实力担当。

“小苏”不是帅哥，而是科沃斯商用机器人有限
公司和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合作推出的一款案管机器
人，目前已顺利在江苏省多级检察院落地。

在全国检察机关科技装备展上，经济日报记者
邂逅了“小苏”。“你好，你有哪些功能呀？”“我可以接
待咨询、协助完成身份验证、信息查询……”“小苏”
眨巴着大眼睛回答。科沃斯商用机器人有限公司产
品经理蒋林告诉记者，“小苏”设有“已预约事项办
理”“未预约事项办理”“异地事项办理”“程序性信息
绿色查询通道”四大功能板块，并与全省刑事案件信
息联网。案件当事人只需在“小苏”胸口刷身份证验
证个人身份信息，再输入犯罪嫌疑人姓名，几秒内，
相关案件受理时间、进展情况、诉讼阶段就一目了然
地展示在屏幕上。

通过语音交互为前来办案办事的人提供业务咨
询，引导诉讼当事人查询案件程序信息，只是牛刀小
试。蒋林以律师预约申请阅卷为例，从前律师办理
异地案件申请阅卷时，需要提前一天通过网站、微信
等渠道预约，并需填录案件名称、办理检察院、申请
人证件号等信息，上传相关身份材料，预约成功后，
再亲自前往案件受理地检察院预约查看。如今有了
案管机器人，律师仅需在当地检察院通过机器人拍
照采集律师执业证、委托书等材料，再推送给案件受
理地检察院案管部门进行线上实时审核，审核通过，
就能从案管机器人上快速刻录电子卷宗，不必再到
异地办理。

“对检察机关而言，借助机器人进行资料核验和
自助刻录电子卷宗，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缓解了检
察机关常年人少案多的矛盾。目前，江苏省检察院
80%以上与辩护人、代理人相关的业务均可通过‘小
苏’办理。”蒋林说。

“‘智慧检务’的进化，离不开‘以人为本’这4个
字，科沃斯推出案管机器人，也是为了帮助检察机关
实现这一目标，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助力‘智慧检务’
发展。”科沃斯商用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纪冬
表示。

协助身份验证、刻录电子卷宗

案管机器人来了
本报记者 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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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通讯员胡洋报道：“近10
年来，我国每年心外科手术量从 8 万例增至 21 万
例；77 家大型医院的搭桥水平均有显著进步，搭桥
患者的院内死亡率降至2.2%，与美国不相上下。”在
日前举办的中国心脏大会上，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主
任、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院士介绍，从 1990 年到
2016 年期间，我国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明显提
升，进步幅度位列中等收入国家首位。

胡盛寿介绍，我国心血管领域的器械研发近些
年发展迅速，第三代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植入术的研
发与应用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许多关键性能上，由
中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心脏
比前代产品有了大幅度优化；冠状动脉支架产品发
展成熟，已经基本实现进口替代；其他国产心血管创
新医疗器械已陆续获批上市……

此外，阜外医院心脏移植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
地位，心脏移植 30 天存活率达到 95.3%，高于国际
92.5%的平均水平；心脏移植后5年、10年的存活率
已经分别达到 88%和 78.8%，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
72.1%和56.1%。

胡盛寿认为，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心血管疾病的
医疗质量评价体系，力争以最小花费让上亿中国心
血管疾病患者取得最佳诊疗效果，从专业层面而言，
需要构建一个学习型的医疗体系，客观反映医疗资
源的使用效率，并能及时发现问题向医生反馈，持续
进行自我更新和改变。此外，医院层面还应全面提
升医疗质量和服务能力，创新专科协作以及医联体；
社区层面应针对临床指南制订、人员培训考核认证、
诊疗数据收集分析以及质量评价反馈这 4 方面，提
高基层治疗能力和质量。

我国医疗质量提升显著
心血管领域器械研发发展迅速

维信诺公司的技术人员在检查柔性测

试样品。 （新华社发）

▲ 图为在深圳举行的第

十九届高交会上，主办方展示

的生物 3D 打印卵巢的打印支

架材料。

◀ 图为世界首列商用型

氢燃料混合动力 100％低地板

现代有轨电车在河北唐山市唐

胥铁路载客运营。（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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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