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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发布的《美国联邦政府技术预测工具应用现状与潜在应用》研究报告对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技术预
测工作开展现状进行了梳理，对联邦政府机构期望拥有的技术预测工具能力进行了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联邦政府机构
技术预测工具的应用态势进行了总结，为我国开发相应技术预测工具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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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urrent and Potential Use of
Technology Forecasting Tools in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Agencies
Sun Zongtan, Li Yun, Li Haoyue, Tergul
(China Aerospace Academy of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entitled Current and Potential Use of Technology Forecasting Tools in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released
by the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summed up the current state and capabilities of technology forecasting tools desired by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agencies. On the basis of this repor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forecasting
tools of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rresponding technical forecasting
too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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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术预测工作现状以及技术预测在决策中的作用；二

2016 年，美国知名智库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

是了解联邦政府机构对技术预测工具应具备能力的
期望，包括技术预测工具的特征、方法和信息 [1]。

（IDA）发布了《美国联邦政府技术预测工具应用现

IDA 所进行的调查工作和发布的研究报告是在

状与潜在应用》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主要包含

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IARPA）的支持下开展

两部分内容：一是了解在联邦政府机构中开展的技

的。IARPA 正在探索技术预测在科技决策中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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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应用与未来应用，并开发自动化技术预测工具。
IDA 的这份报告将帮助 IARPA 预测技术的未来特

为了了解联邦政府机构对技术预测工具的使用
情况以及利用技术预测工具开展辅助决策的情况，
IDA 的研究人员对涉及新兴技术和技术应用领域的

征或应用，改进和提升 IARPA 的科技分析能力；
同时还将帮助 IARPA 认清自动化技术预测工具开

联邦政府机构人员开展了一系列的访谈调查工作。

发时需克服的障碍，加速技术预测工具从设计阶段

目前只有两家联邦政府机构——中央情报局科学技

向业务运行阶段的过渡。

术理事会（DS&T）与能源信息管理局（EIA）在

二、技术预测工作开展现状

日常工作中广泛使用自动化工具，而这两家联邦政
府机构中只有 EIA 使用自动化工具进行技术预测工
作。此外，参与访谈的 11 家联邦政府机构表达了
对技术预测的不同需求，如表 1 所示。

（一）技术预测工具使用情况不理想，技术预测需
求不同
《美国联邦政府技术预测工具应用现状与潜在应

（二）对技术预测时间跨度与自动化程度的追求存

用》研究报告将技术预测定义为：在特定的时间窗
口内对技术未来特征或应用的预测 [2]。联邦政府机

在差异
IDA 研究人员根据访谈结果，将各联邦政府

构往往出于对特定事件或必要反应做出响应，以及

机构期望开展的技术预测的时间跨度分为三类：对

对常规监测和报道的需求，而启动技术预测工作。

未来 5 年内技术发展进行展望的短期预测，对未来
5~20 年技术发展进行展望的中期预测，以及对未来

技术预测的具体应用包括：收集情报、从未来

20~30 年技术发展进行展望的长期预测。

技术的潜在应用中识别威胁和机遇、管理研究投资
组合、了解今天的长期技术投资对未来场景的塑造

联邦政府机构采用何种类型的技术预测，与

或影响、了解全球商业技术或产品的演变对经济和

预测的时间跨度相关。对未来 5 年内的技术或技

政策的影响。

术应用状况感兴趣的联邦政府机构，正准备迅速
表1

联邦政府机构

参与访谈的联邦政府机构与技术预测需求
目标

技术预测需求

中央情报局科学技术理事会（DS&T）

研究、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为国家提
供大量的情报优势

需要了解新技术，以保持显著的情报
优势

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AFOSR）

资助实现空中、航天和网络空间最大化
控制和利用目标的项目

需要认知新兴研究领域

商务部工业与安全管理局新兴技术
研究咨询委员会和技术评估办公室
（ETRAC-OTE）

对军民两用技术或是同时与民用、军事、 对军民两用技术进行识别
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
技术，进行出口控制

国防部 技术情报办公室（OTI）

分析全球科技活动，通告研究投资

开展技术监测与地平线扫描工作，也在
寻求以自动化的形式开展这项工作

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保健研究和质量局
（AHRQ）

通告以患者为中心的研究投资结果

开发了“医疗地平线扫描”系统，扫描
新兴医疗保健技术

海军作战部海军作战战略研究组（SSG） 产生革命性海战概念

需要了解未来的技术及其对海军的影响

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

资助和执行威胁降低研发项目

需要了解新兴技术以应对现有的威胁，
并需要做好应对新兴和未来威胁的准备

能源信息管理局（EIA）

对能源产生、最终用途和能源流进行短
期预测和长期推测

对能源和经济的影响进行建模

政府问责署（GAO）

准备对当前和新兴技术进行技术评估，
以了解技术的内涵与潜在的社会影响，
以及联邦政府面临的挑战和机会

需要意识到当前和新兴技术的社会影响

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生物医学成像和生
物工程研究所（NIBIB）

资助新的生物医学成像和生物工程技术
及设备的研发，以改善疾病检测、预防
和治疗

需要了解新兴研究和技术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采办、技术与设施
处 （ODNI-ATF）

通告研发投资，解决当前和未来面临的
情报挑战

需要意识到新兴技术以及可能为情报界
所带来的未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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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本身进行关注与响应；对未来 5~20 年的技

出需要由数据分析师进一步解释与语境化，对数据

术或技术应用感兴趣的联邦政府机构，则将重点

进行验证和理解后，再传递给决策者。在决策过程

放在长期投资上，如基础设施投资或长期组织战

中，任何技术预测工具都无法取代数据分析师与决

略。此外，越是期望进行长期技术预测的联邦政

策者，技术预测工具仅起到辅助的作用。

府机构，越是偏好对自动化程度高的技术开展预
测，如表 2 所示。

三、对技术预测工具能力的期望
受访的联邦政府机构希望技术预测工具可以具

（三）联邦政府机构倾向于短期技术预测与非自动

备一定的自动化能力，这种自动化能力可以概括为

化技术预测
从表 2 可以看到，参与访谈的联邦政府机构中
有很多机构倾向于采用短期技术预测而做出决策，

三类：预测能力、警报能力、追踪与汇总能力，如
表 3 所示。
具备预测能力的技术预测工具，可实现技术中

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联邦政府机构的数据分析师
被淹没在海量信息中，并没有获取到其所需的数据；

期与长期预测（外推和趋势分析工具）
、技术短期预

二是某些技术发展速度过快，导致数据分析师无法

测（预测市场）[3]，甚至还可以计算并预测某项技

及时与深入地理解该技术。

术在军用和民用领域应用的可能性。当指标通过预

此外，联邦政府机构对自动化程度高的技术预

先确定的阈值时，具备警报能力的技术预测工具就

测以及技术预测工具兴趣不大，原因包括：现有的

通知研究人员，将调查集中在特定的问题上，帮助

技术预测工具不能满足联邦政府机构的需求；联邦

研究人员了解技术潜在的威胁和机会。具备追踪与

政府机构对当前非自动化预测流程已充分适应；联

汇总能力的技术预测工具可以协助开展信息摘要和

邦政府机构缺乏对使用技术预测工具相关人员的培

态势感知，概括研究领域、技术或人际网络状态。

训时间；技术预测工具的高成本；数据分析师和决
（一）预测能力

策者缺乏对自动化技术预测工具的信任。

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对获取技术未来状态的定性

受访的联邦政府机构表示，技术预测工具的输

表2

联邦政府机构对自动化技术预测工具及预测时间跨度的偏好
使用技术预测工具的机构

对技术预测工具的需求

短期预测

中期预测

长期预测

已经使用

DS&T，EIA

EIA

EIA

渴望使用

DTRA

AFOSR，DTRA，OTI，NIBIB

—

AHRQ，ETRAC-OTE，GAO

—

—

不打算使用

表3
自动化能力

技术预测工具应具备的自动化能力与希望拥有相应能力的政府机构
与潜在的未来应用的关系 希望 / 已经拥有该能力的政府机构

工具的核心本质

目标

预测能力

基于历史数据或以当
前数据为基础的外推
法、趋势分析、概率
计算和市场预测等

提供关于未来状态
的定性信息

预测未来状态

警报能力

将技术的未来状态用
特定指标定量化表示，
达到指标阈值时发出
警示

通知用户一个预先
确定的潜在的未来
状态可能发生的信
息（具有预先指定
的概率）

预先确定的指标与特定
的未来状态有关

ETRAC-OTE

追踪与汇总
能力

对技术名称术语、重
点人名的追踪，并对
相关信息进行结构化
直观显示

提供有关当前状态
的信息

不提供任何潜在的未来
状态的信息

AFOSR，NIBIB

094

DTRA，GAO，ETRAC-OTE，
AHRQ，NIBIB

中国工程科学 2017 年 第 19 卷 第 5 期
信息、识别当前技术趋势感兴趣，并为预测技术的
未来特点和技术的未来应用提供基础，具体包括外
推和趋势分析工具、军民两用技术概率计算工具、
市场预测工具。
1. 外推和趋势分析工具
外推和趋势分析是根据过去和当前信息来预测
未来的状态，该工具适用于预测技术中长期的发展，
但对未来 20~30 年的技术或技术应用进行预测时可
能缺乏足够的建立外推趋势的数据。
2. 军民两用技术概率计算工具

踪工具、组织与信息可视化工具。
1. 技术更名跟踪工具
对技术进行长期跟踪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技术
生命周期中相关名称与术语的变化，技术报告的数
据源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通过采用技术更名跟踪工
具，可以行之有效地自动跟踪此类技术。
2. 研究领域关键人物识别与追踪工具
对新兴研究领域领先科学家的单人识别不仅是
一种了解该领域前沿研究状态的方法，而且还能在
关键人物身上进行早期的技术投资。同时，对学

军民两用技术概率计算是通过推断历史趋势数

术界与产业界关键人物的多人识别与追踪，也有

据，预测技术的未来状态，若给定驱动技术的不同

助于实现关键人物间的紧密合作，加快技术商业

因素，则可推测出可能的技术轨迹。该技术预测工

化的进程。
3. 组织与信息可视化工具

具可预测技术在早期研发阶段成为军民两用技术的
概率。
3. 市场预测工具

该工具具有可视化功能，能以结构化形式直观
显示信息，可允许用户选择特定数据来源，同时不

市场预测是利用专家集体判断生成对某一事件

断地从这些数据源接收信息更新，并对用户选择的

或参数的预测，预测准确度高于单个专家。市场预

数据源进行额外补充。组织与信息可视化工具具有

测工具非常适合对缺乏可追踪指标技术进行预测，

不同的分析功能，如可通过主题建模或单词云生成

因为这些技术往往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

对数据源的信息进行总结，可查看特定术语随时间
或主题的变化，可高亮显示新术语或主题，可检查

（二）警报能力

数据的协同变化等。

受访者表示，在技术达到预先确定的门槛时，
可以开发出一种警示工具，提醒联邦政府机构的数

四、结语

据分析师进行深入分析。一般来说，技术警报工具
首先需输入数据分析师关心的技术未来状态，然后

《美国联邦政府技术预测工具应用现状与潜在

数据分析师需确定哪些指标可以指示技术的未来状

应用》研究报告对联邦政府机构技术预测工作开

态，并设定警报响起时这些指标的阈值。

展现状进行了梳理，对联邦政府机构期望拥有的

技术警报工具可调整输入的数据和阈值的类

技术预测工具能力进行了分析。笔者对联邦政府

型，从而开展一系列的分析工作。如在基础研究应

机构技术预测工具的应用态势进行总结，并提出

用中，在提取特定科学期刊或论文时，阈值可以是

几点认识。

单独的关键词或作者，还可以是关键词与作者同时

（1）现有的技术预测工具因缺乏普适性暂不能

出现；在对技术未来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时，可将阈

满足联邦政府机构的需求。技术预测工具虽然可以

值设置为专利申请或贸易期刊中出现的关键词。技

帮助联邦政府机构的数据分析师集成、总结和突出

术警报工具具备可定制性，因此可支持短期、中期

关键信息，不断进行技术地平线扫描，并帮助数据

或长期的技术预测工作。

分析人员跟上最新技术的进展，但当前的技术预测
工具并未对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此外，现有的技

（三）追踪与汇总能力

术预测工具功能的单一性也不能满足联邦政府机构

具备追踪与汇总能力的技术预测工具，适用于

的需求。开发满足所有联邦政府机构需求的技术预

对特定技术预测不感兴趣，但想掌握相关技术领域

测工具是不现实的，有些机构对广泛的技术地平线

所有信息的联邦政府机构。该技术预测工具可细分

扫描活动感兴趣，有些机构则遵照其机构使命只对

为技术更名跟踪工具、研究领域关键人物识别与追

特定的技术进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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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备可视化能力的技术预测工具将深得联

（4）我国在开发技术预测工具时，可充分借鉴

邦政府机构的青睐。将信息以结构化形式直观显示

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技术预测工具的使用经验：一是

的技术预测工具可以帮助数据分析师更好地开展数

充分调研各方需求，注重技术预测工具的可定制性

据分析与决策工作。具备可视化能力的技术预测工

与灵活性；二是平衡技术预测工具的复杂度、透明

具即使缺少技术预测模块，也能为开展技术追踪与

度与功能性；三是不能过度依赖技术预测工具，人

汇总、技术外推和趋势分析提供帮助。

类应在技术决策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作用；四是须将

（3）联邦政府机构对自动化技术预测工具的

可视化能力作为技术预测工具的重要设计指标。

信赖度不高。一方面，受访人员担忧自动预测可
能会取代人类自身的判断，数据分析师或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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