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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未来部树立 ICT R&D中长期战略 

韩中科学技术合作中心整理  

 

    10月23日，韩国第23届“经济关系部长会议”通过了未来创造科学部(以下

“未来部”)提交的《ICT R&D中长期战略(又名ICT WAVE战略)》，战略确定了

今后5年韩国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的研发(R&D)政策及方向。  

    此战略为称为“ICT WAVE战略”。战略中，韩国未来部为增强创意经济发

展潜力提出了4大愿景：(W)取得世界最高水平的ICT竞争力(World best ICT)，

(A)大幅改善研究环境((Activating R&D ecology)， (V)创造产业成果

(Vitalizing industry)，(E)改善国民生活质量(Enhancing life)。 

    WAVE战略的目标：今后5年之内技术商用化率达35%(现为18%)，ICT R&D投

资生产率达7%(现为3.42%)；国际标准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4位(现为第6位)。  

    为实现上述目标，未来部计划在内容(C)、平台(P)、网络(N)、设备(D)、

信息保护(S)等5个领域开发10大核心技术，培育新发展动力、率先占领全球市

场。此外，为以10大核心技术为基础建设富裕幸福的社会，未来部选出15大未

来服务并计划重点推动其实现。   

    以下是韩国《ICT R&D中长期战略》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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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R&D中长期战略》概要 

I. 背景 

    ICT是主导经济发展、通过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实现“创意经济”

的核心方法。未来部组织160余名专家，经多次调研和讨论，并召开听证会，提出了今

后5年 ICT R&D方向、树立了开发新技术服务的推进战略。 

II. 现况及问题 

    韩国过去一段时间疏忽ICT的进步与发展，这造成了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基于ICT

的产业融合效果也受到影响。韩国国内ICT产业竞争力（EIU）世界排名：2008年第3位 

→ 2011年第19位。 

    现在ICT产业领域存在以HW、大企业、成品为主的发展等3个不均衡发展现象，这

些现象的深化是构建健康的创造型生态系统的妨碍因素。韩国SW产业竞争力(SERI，

2011年)在 OECD19个国家中居第14位。 

   另外，ICT R&D成果不足，代表性的创造性成果更是尚未出现。  

 



韩中科学技术合作中心 

 

3 

 

III.  ICT R&D战略(2013~17年)  

1. 愿景：通过ICT WAVE战略加强创意经济发展潜力。 

2. 目标：今后5年内技术商用化率达35%，ICT R&D投资生产率达7%，国际标准专利居

世界第4位。 

3. 主要实施课题：开发10大核心技术、实现15大未来服务、加强SW Power、促进技术

产业化、扩大R&D基础。   

 

IV. 主要实施课题 

1. （研究开发）开发10大核心技术 → 实现15大未来服务 

  (1) 为率先占据“内容(C)、平台(P)、网络(N)、设备(D)、信息保护(S)”等5大领

域的全球市场，重点实施10大核心技术开发。10大核心技术以占领全球市场为目的，

在分析未来需要和成功可能性的基础上选出。  

    10大核心技术促进方向如下： 

    ▷（内容）开发人性化的完全立体3D影像及开放参与型内容技术； 

    ▷（平台）开发表现像人一样认知判断的SW技术、各种设备之间的通信服务基础技

术、从巨大的数据中创造所需信息的计算技术等； 

    ▷（网络）开发比现在快1000倍的第5代移动通信(5G)技术、超宽带有线网络技术； 

    ▷（设备）开发利用人类五感的感性型终端技术、体现ICT融合新服务的核心传感

技术； 

    ▷（信息保护）探索新的网络保安威胁，开发实时应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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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0大核心技术 

领域 技术 概念 连锁效果 

内容 

全息图

(hologram) 

把完全立体3D影像制作、压缩

传输、显示为大画面的技术 

- 引领影像内容新范式 

- 应对2022年40亿美元世界市场 

内容2.0 
面向开放参与型内容创作与流

通的、基于云的合作制作技术 

- 推动小规模开发者之间的合作 

- 应对2016年2.1万亿美元的世界市场 

平台 

智能型SW 
像人一样认知、判断及表现

(对话、手势等)的SW技术 

- 应用于本地人语言教育等 

- 应对2020年2,455亿美元的世界市场 

物联网(IoT)平台 
把各种设备连接到互联网等、

相互联动的超连接服务平台 

- 培育创造性的小规模服务产业 

- 应对2020年1.9万亿美元的世界市场 

大数据、云计算 
基于大量数据的信息创造、提

供服务技术 

- 用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 应对2017年3千亿美元的世界市场 

网络 

第5代移动通信 

(5G) 

比现在快1000倍的移动通信原

创技术及电波应用技术 

- 引领移动通信新技术和市场 

- 应对2017年76.4亿美元的世界市场 

智能网络 
基于SW的100Gigabit级网络服

务的提供技术 

- 未来高品质服务基础设施 

- 应对2017年21亿美元的世界市场 

设备 

感性型终端技术 
利用使用者五感的状况认知型

终端使用技术 

- 引领新概念智能产品开发 

- 应对2020年2,351亿美元的世界市场 

智能型ICT融合模

块 

实现ICT融合新服务的核心感

应技术 

- 取得其他产业融合的核心技术 

- 应对2017年1,200亿美元的世界市场 

信息

保护 

应对网络攻击的

技术 

探寻新的网络安全威胁、实时

应对的技术 

- 使网络攻击损失最小 

- 应对2017年442亿美元的世界市场 

 

   (2) 基于国家、社会发展趋势和国家面临的问题，为给国民创造更多的富裕和幸福，

选出15项代表性服务并重点推动其实现。15项服务以10大核心技术(基础原创及商用化)

为基础，围绕未来需求综合考虑政策性、技术性、市场性和竞争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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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5大未来服务概念及期待效果 

服务 概念 连锁效果 

1 
超网络((Hyper 

Network) 
比现行快1,000倍的超连接网络服务 

100M(LET-A，‘13) 

→100G（5G，’17） 

2 未来广告 基于时间、季节等周围情况的个性化广告 
开拓并占据新融合未来广

告服务市场 

3 ICT，D.I.Y 
提供可供所有国民可以直接制作创造性ICT融

合产品的工具 

诞生全球韩流开发源码平

台 

4 
相互作用创意教

育 

基于4D、 体验型感觉内容的双向学习者主导

型教育服务 

培养利用高新学习方法的

创意人才 

5 
对小企业的数字

支持 

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小企业创业支持及成功解

决方案 

经济效果达52万亿韩元 

(2018年) 

6 
使用者选择型现

实广播 

使用者可以生动地收看集中于所需的视点及

对象的服务 

(2013年)HD、双眼型3D→ 

(2017年)选择型HD、UHD、

全息图HD 

7 Join & Joy 远距离的亲朋好友参与的虚拟游乐场 
实现温情生活，减少社会

性费用支出 

8 ICT卡 通过自主驾驶汽车实现无人交通 
增加交通弱者的社会活动

机会 

9 
新一代智能工作 

(Smart Work) 

远距离工作人员召开远程会议的解决方案及

真实感合作服务 

国内智能工作市场年均增

加8% 

10 ICT复原平台 
基于生物体信号及生活习惯等信息的疾病早

期警报 

通过慢性疾病预防，实现

每年节省5亿韩元的效果 

11 智能放心食品 
通过农畜产品全周期履历自动化，消除生产

者的供需不平衡、对消费者提供优质的食品 
每年节省2,970亿韩元费用 

12 
I-My-Me 

能源减量 

I:我所想 - My:我所有 - Me:为了我， 

建筑物及园区的分散型、自立型能源服务 
节约30%能源 

13 
灾难灾害早期感

知、预测 

利用大数据、提前预防和早期应对气候变

化、产业灾害等的服务 

(2018~2022年)节省3,880

亿韩元社会性费用 

14 
实时应对网络恐

怖 

迅速发现并应对高超的网络恐怖、黑客、恶

意代码等的服务 

(2013年)事后应对 → 

(2017年)提前应对 

15 万里眼 
利用具有数万只眼睛和耳朵的智能CCTV视频

监控及传感器发现及预防犯罪的服务 
促使犯罪率降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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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产业化）为提高R&D成果，提高R&D全过程效率 

（1）(计划) 实施反应国民和企业创意和需要、以需求者为中心的R&D计划，扩大机关、

技术、政府出资研究机构、政府之间的合作R&D计划。 

    建设ICT各领域民间企业联合组织，积极反应R&D过程中的意见。主要领域包括创

意融合、移动通信、网络、电波、广播、信息保护、基础SW和电脑、融合SW、智能服

务、数字内容。 

（2）(评审、管理) 改善有关体制和制度，以根据R&D特点提高评审、管理的专业性，

提高产业化R&D的成功率。 

    所有研究期限中，1/6以上时间用于技术转移、产业化。 

（3）(成果普及) 通过对追加R&D(R&BD)的支持、构建技术交易基础、加强多部门合作

网络等提高R&D成果的可信度，以此推进成果普及。  

    基于应对需求型商用化，有选择的支持追加R&D；建设公共、民间R&D成果交易、

技术信息共享平台；构建技术产业化合作体制。 

 

V. 推动体系 

 1. 加强与多部门、民间的合作 

    在总理室信息通信战略委员会下设立“(暂名)信息通信融合专门委员会”，挖掘

多部门课题、推动意见协调。 

 2. 设立信息通信技术振兴院(专业机构) 

    可以完成R&D政策→计划、评审、管理→产业化的全周期支持的、单一化的ICT 

R&D专业机构。整理组合分散在现有各机构（NIPA、KEIT、KCA、KOCCA、KIAT）的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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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管理及产业化功能，建设R&D全周期支持体系。  

 

VI. 期待效果 

 1. 如果今后5年之内(2013~17年)的R&D投资能达8.5万亿韩元，那么有望带动12.9万

亿韩元的生产、创造7.7万亿韩元的附加价值、增加18万个就业机会。 

 2. 通过树立ICT R&D政策方向，创造世界水平的ICT技术开发成果，发展创意经济、

增进国民幸福。 

<表3>  ICT R&D投资的连锁效应 

指标 2012年 2017年 

▷ ICT R&D投资生产率 3.42% 7% 

▷ 中小企业R&D比重 22.7% 32% 

▷ ICT出口额 1,552亿美元 2,012亿美元 

▷ 技术商用化率 18.2% 35% 

▷ 国际标准专利保有量 世界排名第6 世界排名第4 

 

 

■  资料来源：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ICT R&D中长期战略(ICT WAVE战略)》，                   

2013.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