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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要 

中国计划在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1 为此，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开展人工智
能研发。本文基于公开数据，对中国在此方面的支出作出了初步评估。 

我们估计（此估计置信度为中下）:2018年中国在人工智能研发上的财政投资约数十亿美元。我们
还估计（此估计置信度较高），中国政府每年在人工智能研发上的投入并非一些人认为的数百亿

美元。2 

数据差距如此巨大，使我们无法更准确地估计中国目前的支出，尤其在国防研发上的支出。然

而，粗略估计和基本分析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较高的估计值（此估计置信度为中上）。 

其他调查结果包括： 

• 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研发上的支出很可能不会高出美国政府太多。虽然文中未深入分析

美国人工智能研发支出，但研究结果显示，中国2018年的支出堪比美国2020财年的预算
支出，其他地方也有相关记载。3 

• 中国人工智能研发财政支出可能重点倾向于应用研究与实验开发，而不是基础研究。这

与中国整体财政研发支出相一致。4 
• 中国政府每年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在私营企业人工智能活动上的投资（ 多）可达数十亿

美元－－政府引导基金本质上属于财政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然而，正如我们在附录1
中所述，政府引导基金支出不属于研发支出，而且数额可能有所夸大。 

本文详述了我们的分析。为估算中国政府的民用研发支出，我们将中国财政部的支出数据与中国

两大重要科技项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研发基金计划以及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

公开数据相结合。我们依据中国财政部非专项数据估算出其国防研发支出，这一估算比民用估算

更为粗略；我们认为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为军事支出，这与其他分析人士的观点不谋而合。5 

我们是基于稀疏、不平衡的开放性数据得出的结果，并且分析中也涉及到许多假设。因此，我们

的结果也是初步的，与各种专项和研发子类别的数据结果一样。第4部分中的数据仅作为粗略估算
的输入，不得单独引用。 

估算中国在人工智能研发方面的财政投资颇具挑战性，原因如下：6 

• 中国公开的财政支出信息（如中国财政部年度报告）通常都进行了整合和高度汇总，未

专门列出人工智能相关支出。与民用支出相比，甚至与美国国防支出相比，中国在国防

方面的财政支出尤为不透明。 
• 确定人工智能相关的支出需要了解相关细节，这类细节通常无法从美国公示的预算文件

中获得，而在中国的公开文件中则更为罕见。 
• 即使一系列支出均与人工智能相关联，但要确定研发部分的支出也颇具挑战性。在美国

政府的支出文件中也存在这种问题。例如，用于人工智能监视系统的支出可能包括监视

平台和支持系统的开发和采购费用、相关通信设备的支出、人员和/或承包商的支持费
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研发支出比例则很少列明。中国政府文件中同样存在这种问题。 

• 虽然与人工智能研发支出相关的主要中文文档已公示且有译本，但仍有大量中文文档尚

未翻成英文，其中可能包含尚未确定与此问题相关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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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个月，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CSET）计划继续研究中国人工智能研发支出，并完善本文中
的估算结果。我们将探索中国人工智能研发财政支出的次要信息来源，检测可用于确认并完善估

算结果的替代方法，并制定更好的方法对人工智能及其相关项目进行分类。CSET还将加大中文文
件英文翻译能力，这些文件可能会进一步揭示中国的总体财政支出，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研发

支出。 

欢迎大家对我们的研究议题提出反馈。如有任何建议，请联系Zachary Arnold 
(zachary.arnold@georgetown.edu) 和Igor Mikolic-Torreira (Igor.MikolicTorreira@georgetow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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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方法概述 

我们的分析是基于《科学技术》期刊对中国财政部2018年财政支出报告（第五部分）汇总的支出
数据。我们依据此类数据估算出了民用和军用人工智能研发支出，然后将两者相加，得出2018年
中国人工智能研发财政支出总额的估算值。 

我们将中国财政部数据中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相对应的民用支出项目单列出来。然

后从这些类别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项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基础研究的拨款，

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对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的举措。接着，我们估算了每个代表性项目中人工

智能相关活动的比例（以合理值范围表示）。对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我们依据拨款

项目说明及其统计数据估算此比例。对于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我们依据NKP资金申报中的项
目说明进行估算。 后，我们用预估的人工智能相关比例乘以中国财政部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和实验发展的总数字，得出中国在民用人工智能研发上的财政投资总额。 

在军事支出方面，我们计算了中国财政部数据中包含的、但未在其支出项目中说明的科技支出金

额。根据先前的研究，我们推测这一未披露的支出可能与国防相关，约占研发支出的60%。7由于

缺乏中国国防在各类技术研发方面的数据，我们假设国防研发中人工智能比例与民用支出大致相

同。然后，我们用此相同比例（以范围表示）乘以中国财政部数据中未披露的支出，估算出中国

在国防人工智能研发方面的财政投资总额。 

由于其他年份数据不全，我们的分析仅限于2018年一年。具体来说，我们依据中国国家重点研发
项目的资金申报来估算中国在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上的支出，但只能获得有限时间段的资金需求

情况。8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能会使用其他来源的数据及时进行前后扩展分析。 

第2部分民用研发支出估算 

估算中国在人工智能研发上的总体民用财政支出，我们先从中国财政部的科技支出数据入手。9根

据财政部的统计，2018年中国政府在科学技术上的支出为8327亿元人民币（1207亿美元）。10财

政部将该支出分为几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管理费用、技术条件和服务、
11社会科学、科技普及以及科技交流。12 前三类分别对应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这也
是公认的研发子类别。13 根据中国财政部的分类14，我们假设中国2018年的研发支出是这三类支出
的总和：4367亿元人民币（633亿美元）。 

中国财政部报告称，15 2018年16 中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技术研究与开发上的支出分别为
649亿元人民币（94亿美元）、1757亿元人民币（255亿美元）和1960亿元人民币（284亿美
元）。（同样，我们信赖中国财政部的数据，但需要注意，在某些情况下，中国财政部划分的分

类界限可能与美国或经合组织标准不同。17）我们选取了两个具体的中国政府项目（中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项目以及中国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代表这些支出类别，以此估算每个代

表性项目与人工智能息息相关的支出比例。然后，将这些比例乘以中国财政部报告中相关类别的

总支出，估算出所有研发中的人工智能支出。 

基础研究 

为估算人工智能在中国财政部公布的中国2018年649亿元人民币（94亿美元）基础研究支出中所
占的比例，我们研究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的具体项目说明。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是中国 大的基础研究投资方，历来重点投资由科学家主导的预先商用项目，因此

我们采用该机构的资金数据，代表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总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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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估算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8年对人工智能的出资比例，两种
方法得出的结果均相似。 

首先，我们使用维度学术资金数据库19估算了人工智能相关资金比例。维度数据包括中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拨款明细（2018年共计38亿美元），20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披露

的数据基本一致。21 用人工智能相关关键词搜索拨款标题和摘要，22跳出1268项拨款，总价值1.18
亿美元，占2018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所有规模可追溯拨款支出的3.1%。23 

第二，我们参考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2018年支出的分析。根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的数据，在“一般项目”资金或主要基础研究项目资金中，用于“人工智能”的资金总

计为1.39亿元人民币（2000万美元），用于“自动化”的资金总计为2.19亿元人民币（3000万美
元）。24 2018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所有一般项目领域的总支出约为111.5亿元人民
币（16.2亿美元）。25 因此，根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统计，“人工智能”和“人工
智能加自动化”的支出分别占一般项目资金的1.2%和3.2%。26 

两种方式计算结果表明，在2018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研究支出中，人工智能似乎只占
其中的几个百分点。我们假设，这种分布大致代表了中国财政部对2018年所有基础研究的支出。
27 依据这种假设，我们估计，2018年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上的财政支出约占649亿元人民币
（中国财政部对基础研究的统计数据）的1%-3%。换句话说，此项金额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2.9
亿美元），甚至低至6.5亿元人民币（9000万美元）。 

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 

为估算2018年中国用于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28的3718亿元人民币（539亿美元）中与人工智能相关
的比例，我们研究了该资金的一个子集，即中国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对此我们掌握了更详细的信

息。假设该子集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出资比例适用于整个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预算。 

中国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也称为“国家重点项目”或“NKP”）是由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根据
欧洲委员会 近的一份报告，这些项目“反映了一种自上而下、产学研相结合的设计，集基础研

究、技术应用、示范和商业化于一体。”29 尽管一些中国国家重点项目和其子项目需要进行基础
研究，但我们在总体上认为，中国国家重点项目是针对重要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际问题而制

定的科技解决方案，并且这些解决方案需要投入商业化运行。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国家重点研

发项目属于中国财政部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支出的一个子类。30 

我们计算了中国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资金申报中与人工智能明显相关的子项目比例，估算出NKP支
出中的人工智能相关部分。中央政府指定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并通过公开申报为每个NKP项目
发放资金。这些申报邀请公众对指定子项目提出建议。除少数例外，中国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主要

关注广泛的技术应用领域。一些领域与人工智能相关，如“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和智能城

市”以及人工智能运输。31 其他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并不总是主要关注人工智能，但其资金申报中
包括与人工智能相关或可能涉及人工智能工具的子项目描述。例如，“服务业技术”的国家重点

研发项目包括“基于人工智能创新和创业服务技术”的子项目。32 

我们根据子项目描述计算了与人工智能相关子项目的比例，从而估算出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总支出中人工智能所占的比例。此方法涉及大量假设。首先，我们假设NKP子项目全部与人工智
能相关或全部与人工智能无关。其次，我们假设，2018年10月到2019年8月可查阅的申报中提出
的支出代表2018年（广泛分析支出的年份）的实际支出。33 此外，我们还假设模糊子项目描述中
使用的关键词能够阐明出资的实际活动。尽管有这些假设，我们认为我们的方法虽然不准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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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进行了初步合理的修整。与其他中国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项目的数据相比，中国国家重点

研发项目资金申报中的信息更为详细，且更加可靠。34 

首先从公开可查看的NKP资金申报数据库入手。35 我们查阅了2018年10月26日至2019年8月1日发
布的申报，共计40项，相当于136亿元人民币（19.7亿美元）。36 我们从介绍的594个子项目中整
理了一个子集，内含303个子项目，其中的项目描述暗示其与人工智能相关。37 

接着，我们将人工智能相关子项目单列出来。由于子项目未明确其与人工智能相关，我们制定了

两种替代标准，一种比较宽松（代表人工智能相关支出上限），另一种比较严格（下限）。 

根据宽松的上限标准，如果子项目描述或其对应的NKP描述使用与人工智能、“智能”系统、自
主性或机器人技术相关的关键词，我们则将该子项目认定为与人工智能相关。38 根据较宽松的标
准，我们所查看的所有子项目中有85个或14.3%与人工智能相关。 

根据更严格的下限标准，如果子项目描述中（a）明确提到人工智能或智能系统；或者（b）使用
人工智能方法相关的关键词（如神经网络），我们则将该子项目认定为与人工智能相关。39 根据
此严格标准，我们所查看的所有子项目中只有22个或3.7%与人工智能相关。 

但是，以上计算统计的只是子项目，而不是子项目资金。不幸的是，资金需求并未表明子项目上

花费的资金。由于缺少此类信息，我们假设NKP中每个子项目都能获得同等份额的NKP资金。在此
假设下，根据严格的标准，人工智能相关项目占NKP资金的3%；而根据宽松的标准，则占13%。
但是，满足宽松要求的大部分资金都与机器人、“智能”产业或“智能”基础设施项目有关；这

些项目可能需要在硬件开发上投入大量资金，而在核心人工智能发展上的投入则很少，甚至没

有。鉴于子项目资金分布不确定，严格估算和宽松估算之间有差异，且宽松估计过度包容，我们

简化了结果并将其四舍五入：在样本中（假设代表了2018年实际NKP支出）40，NKP支出的3%-10%
与人工智能相关。 

然后，我们进一步假设，该NKP支出代表了中国2018年在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上的全部支出，同
样3%-10%用于更大的支出部分。41 在此公认的假设下，中国政府将3718亿元人民币支出的3%-10%
用于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换句话说，2018年，大约110-370亿元人民币（16-54亿美元）42 用于
人工智能的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 

未选择的代表性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大专项 

尽管我们认为NSFC和NKP合理代表了中国政府在民用研发项目上的支出，但也存在其他可能的代
表性项目。2014年，中国国务院宣布将大多数中央政府出资的研发项目重组为五大“支柱”： 

•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中国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 政府引导基金，其本质上也是财政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 
• 重大专项项目，加速少数具有战略意义行业的创新；43 和 
• “基地和人才”计划，建立由中央政府资助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44 

如上所述，我们对中国民用研发总支出中与人工智能相关比例的估算仅依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和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的数据。我们假设中国财政部2018年研发总数字包括所有研发财政
支出，也包括其他三大支柱的研发支出，这是我们估算的依据。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估算中涵盖

了所有五大支柱（包括研发）的人工智能研发支出以及任何其他民用研发资金来源，但我们仅依

据其中两大支柱的数据来估算人工智能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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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不使用政府引导基金、重大专项或基地和人才支出数据推断人工智能相关研发支出的总

比例，原因如下。正如我们在附录1中解释的那样，尽管政府引导基金支出很大，但通常不属于任
何意义的研发支出。45 相比之下，重大专项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涉及真正的研发活动，但重大专项
的公开支出数据有限且不均衡，无法得出人工智能部分的估算值。46 同样，也缺乏“基地和人
才”项目的公开数据。47 在这些计划中，2018年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SKL）对大学和企业研究中
心48的资助计划花费约82亿元人民币（12亿美元），但具体的资金分配尚不明确。49 因此，我们无
法可靠地估算出近期SKL活动中人工智能相关的研发比例，也无法使用该估算值推断中国研发总支
出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比例。50 综合估计：民用支出 

我们对2018年中国民用人工智能研发财政支出的估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估算下限 估算上限 注释 

基础研究 

支出总额 649亿元人民币（94亿美元） 与中国财政部宣称的“基
础研究”数字一致。 

人工智能相关

比例 
~1% ~3% 依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的数据。 

人工智能相关

支出总额 
~6.5亿元人民币
（9000万美元） 

~20亿元人民币
（2.9亿美元） 

 

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 

支出总额 3718亿元人民币（539亿美元） 与中国财政部宣称的用于
“应用研究”和“技术研
究与开发”的数字一致。51 

  

人工智能相关

比例 
~3% ~10% 依据中国国家重点研发项

目资金申报中提出的支出
和子项目描述。 

人工智能相关

支出总额 
~110亿元人民币 
（16亿美元） 

~370亿元人民币
（54亿美元） 

 

合计 

2018年民用人
工智能研发支

出总额 

~117亿元人民币 
（17亿美元） 

~390亿元人民币
（57亿美元） 

 

第3部分军用研发支出估算 

中国不公开国防研发预算，因此任何对中国军事领域人工智能研发上的估计都是间接的，且极为

不准确。52 但是，由于中国军方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投资表现出浓厚兴趣，53我们得出一个大概的

估算。 

与民用研发估算一样，我们首先从中国财政部的科技支出总额数据入手。根据中国财政部的统计

数据，2018年中国政府在科学技术上的支出大约为8327亿元人民币（1207亿美元）。其中，专项



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 | 8 

支出5239亿元人民币（759亿美元），非专项支出3088亿元人民币（448亿美元）。54 根据先前孙
和曹（2014）的研究，我们推测至少有部分未公开支出是军事支出。55 我们认为这一数字不可能
全部都是军事支出；如果是，那么中国2018年国防科技支出可能达到3088亿元人民币（约合440
亿美元）。56 

接着，根据孙和曹的分析和普遍接受的定义，我们假设大约60%的军事科技支出（2011年609亿元
人民币）用于研发活动。57 如果是这样，2018年中国在国防研发上的支出可能高达1850亿元人民
币（270亿美元）。58 

要估算这笔支出中人工智能相关的比例，还需更多的推测。众所周知，虽然中国军方对人工智能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在许多其他技术领域上也取得了进展。至少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军方分配给

人工智能的研发预算明显高于或低于民用科技机构。鉴于此，我们假设，与前一部分评估的民用

机构一样，中国国防机构在人工智能相关项目上仅花费了其2018年研发经费的几个百分点，大概
1%-10%。根据这一假设，我们估计2018年中国在人工智能相关国防研发上的支出不超过190亿元
人民币（27亿美元）59－－可能会更少，具体取决于用于国防项目的未归属于科技支出的费用有

多少。 

第4部分综合估计 

我们的汇总结果如下： 

民用人工智能研发－－ 基
础研究 

~6.5亿人民币（9000万美元）~ 20亿人民币（2.9亿美元）（确
定性中低） 

民用人工智能研发－－应

用研究和实验开发 
~110亿人民币（16亿美元）至~370亿人民币（54亿美元）
（确定性较低） 

国防人工智能研发－－全

部 
~18亿人民币（3亿美元）至~190亿人民币（27亿美元）（确
定性极低） 

人工智能研发合计 ~135亿人民币（20亿美元）至~575亿人民币（84亿美元）
（确定性极低） 

鉴于分析中普遍存在不确定和假设，我们希望读者不要从这些数据中得出任何结论，而只是做大

概的估计。 终结论是，根据我们认为合理的假设和推断，估计中国政府2018年在人工智能相关
研发上的支出约为几十亿美元（ 多100亿美元），其中基础研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基于这一发现，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每年在人工智能研发上投入数百亿美元，这与其他信

息来源的结果一致。60 尽管我们的调查结果和假设都是初步的，但从公开数据中推断每年数百亿
美元的研发支出需要建立在更为极端的假设基础上。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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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中国政府引导基金支出评估 

政府引导基金机制概述 

政府引导基金是中国政府支持战略产业的核心战略。典型的引导基金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实体投

入少量自有资本，并从私人风险资本家、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和/或机构投资者处募集大量“社会
资本”。将由此获得的资金直接用于商业企业。62 

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受到了其他国家成功举措（如美国SBIC和In-Q-Tel计划以及以色列的Yozma计
划）等的启发，通过政府资本支持培养新产业。63 自2014年起，64中央政府优先采用政府引导资金

支持国家重点产业，力图取代陈旧、无效的国家补贴以及政府对私营企业的过度干预。到2018年
底，公布的政府引导基金已超过一千只，承诺资金约为5840亿美元， 终融资目标总额超过1.7万
亿美元。65 

地方政府创建的大部分引导基金用于支持当地工业和基础设施，而不是用于高科技。但是，许多

大规模基金（包括中央和地方基金）宣称，将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以及半导体、光电子等相关产

业。66 

政府引导基金与研发支出 

我们选择不使用政府引导资金支出数据帮助推断人工智能相关研发支出的总体比例，原因是政府

引导基金的财政投资不能直接与研发财政资金进行比较。据我们所知，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并非专

门用于研发，其目标可能是仅将其获得的一部分资金用于研发活动。我们认为，政府引导基金投

资类似于私人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企业的股权投资。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逐项比较（包括政

府引导基金支出），则也必须包括此类投资。尽管文中未进行此类比较，鉴于美国股票投资市场

的规模和成熟度以及美国科技行业的卓越地位，我们预计这种比较将有利于美国。 

此外，从战略角度看，政府引导资金机制可能不如直接研发资金有效。首先，中国政府引导基金

投资数量不确定，而且经常被夸大。政府引导基金公告通常假定，私人投资者的投资规模比国家

基金高出几倍，但是政府种子资本和后续私人投资往往非常庞大，67 令人难以置信，而且通常无
法兑现。68 许多观察人士还忽略了一点，筹集到的资金是分批支出，而不是一次性支出。大多数
基金的投资期限 多为10年。69 

其次，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效果往往较差。政府引导基金通过放弃一部分回报来吸引“社会资

本”；如果投资失败，则需承担很大风险。因此，基金管理者应投资安全企业而不是高风险初创

公司，即便投资成功也不会让自己或其监管者富有起来。70 这些基金通常会投入规模较大的成熟
企业或者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项目。71 投入特定领域的大规模基金效果也不佳。与其他国家在类
似项目中的做法相比，中国正试图将更多的资本投入政府引导基金。由于市场上资源规模巨大，

人才和可投资金额有限，基金资本可能会推高价格，排挤成熟的私人投资者，支持低价值公司，

或者干脆闲置。72 

估算政府引导基金在人工智能中的投资 

尽管无法与研发投资相提并论，但政府引导基金确是中国人工智能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西

方观察人士经常提到政府引导基金，尤其是在中国人工智能财政投资显著超过美国时。73 

实际上，我们认为政府引导基金用于人工智能活动的财政资金远远少于人们通常认为的水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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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缺少相关数据，很难衡量实际支出，但考虑到政府引导基金在中国创新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以

及在这些工作的分析中频繁使用（滥用），我们认为进行粗略估计是值得的。如下文所探讨，我

们估计，2018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在人工智能相关的活动上投入
多达数十亿美元。然而，尽管我们因数据不确定无法排除这个上限，但我们怀疑实际支出可能更

少，而用于有意义的人工智能研发的支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为了得出估算，我们首先分析了几个数据来源列出的主要政府引导基金数据。74 然后，我们咨询
了相关领域专家，手动单列出48只专注于人工智能、战略科技或新兴科技的基金(截至2018年
底)。这48只人工智能相关基金的筹资总额为6280亿美元。公开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政
府引导基金筹集的资金总额还不到公布资金的三分之一。75 假设48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基金也是
如此，到2018年底，可控资金可能不超过2090亿美元。（事实上，可控资金可能更少，因为其中
几只基金是在2018年年中才宣布的。76） 

为了估算2018年可能投入资本池的资金比例，我们粗略估计了相对完善的集成电路“大基金”。
77 近年来，“大基金”每年78将20%的资本用于投资，与典型政府引导基金相比，其增速不同寻
常。如果48只基金投入类似芯片（我们认为不可能），则2018年投资总额约400亿美元。79 

后，我们估算了投入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的基金比例。与一般性中国研发财政支持一样，列表中

大部分基金用于投入广泛的战略技术。如前文所述，我们估计，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

重点研发项目只将其资金总额的几个百分点用于人工智能。如果我们假设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对人

工智能的投资是其他资金来源的两倍，那么2018年中国在人工智能相关活动上的投资额在20亿到
80亿美元之间。80 

同样，我们强调这一上限值是基于宽松假设得出的，不是对人工智能相关研发支出的估计（充其

量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上文所述，即使2018年政府引导基金投入金额如此，但资金分布也
可能不够理想，某种程度上排挤了私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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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达120亿美元。我们还估计，到2020年，此项投入将至少增长至700亿美元。”参见VeraLinn “Dash” 
Jamieson，在美国空军协会活动上的发言，2018年7月26日，https://www.afa.org/content/dam/afa/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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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会，2018），https://nsf.gov/statistics/randdef/rd-definitions.pdf。通过查阅中国财政部报告及相关
研究，我们认为中国财政部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一词可与“试验发展”互换。请参见朱迎春，《创新型

国家基础研究经费配置模式及其启示》，2018年中国科技论坛第2期（2018）：20，
http://www.casted.org.cn/channel/downfile/vzyQNkqqW （等同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技术研究与开发，
统称为“研发”）。 
14这是一种简单的假设。中国科技和研发会计准则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弗拉斯卡蒂手册》等国际标准

并不完全一致。请参见Normile，《中国研发支出激增，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中国财政部的拨款使我们
确信，这些类别的数据包含了中国大部分“真实”研发支出，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明显不属于研发的科技支

出。我们还注意到，在2017年（这是两家机构公布数据的最后一年），中国财政部的数字与中国国家统计
局的研发数字相当吻合，包括经合组织在内的外部观察员均认为这些数据可信。请参见注释9的讨论。 
15本术语含义请参见注释13。 
16参见中国财政部《2018年全国一般财政预算支出》。 
17请参见注释14中的讨论。 
18但是，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确也资助了一些应用研究。参见贾鹤鹏，《中国改组科学治理》，

《化学与工程》新闻杂志，2018年4月25日，https://cen.acs.org/policy/research-funding/China-reshuffles-
science- governance/96/i18；另参见《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概览》，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2017，http://www.nsfc.gov.cn/english/site_1/about/6.html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全面推行严格、客观的择优评审制度，履行支持基础研

究、培养研究人才、开展国际合作、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使命。”）；周忠和和赵维杰，《以基金改革追

求卓越科学：专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李静海院士》，国家科学评论6，第1期（2019年1月），
https://academic.oup.com/nsr/article/6/1/177/5304651；中国财政部，《2018年全国一般财政预算支出》，
投入约300亿元人民币（43亿美元）用于“自然科学基金”，在基础研究中可能是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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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然而，当前的公务改革可能会改变这种平衡。请参见贾鹤鹏的《中国改组科学治理》。 
19参见Christian Bode, Christian Herzog, Daniel Hook和 Robert McGrath，《维度数据方法指南》，（《维
度》，2019年4月），www.dimensions.ai/resources/a-guide-to-the-dimensions-data-approach/。 
20具体来说，《维度》中宣称，从2018年开始，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各类拨款总额为38亿美元。
假设该笔金额实际是在2018年支出。 
212019年3月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声明，收到政府277亿元人民币（40亿美元）的拨款（术语为“统
筹使用财政经费”），实际花费260亿元人民币（38亿美元），为研究项目的“直接拨款”，另外还有47亿
元人民币（7亿美元）为“间接拨款”。参见张茜，《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2018年资助账单》，《中国青年
报》，2019年3月27日，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40/info75532.htm. 在2018年财政部统计
的649亿元人民币（94亿美元）国家基本研究支出中，这里的260-307亿元人民币（38-44亿美元）约占40-
47%。 
22具体的搜索词包括：“（“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或（“一次性学习”）或（“强化学习”）

或（“监督学习”）或（“迁移学习”）或（“非监督学习”）或（零样本学习）或（计算机视觉）或

（自然语言处理）或（自然语言理解）或（人工神经网络）或（卷积神经网络）或（递归神经网络）或

（“深度学习”）或（生成对抗网络）或（“图形模式”）或（“随机森林”）或（受限玻尔兹曼机）或

（支持向量机）”。 
233.1%的比例可能偏高；人工审查金额最高的拨款后发现，尽管使用了其中一个关键词，但似乎与人工智能
的相关性不大。另一方面，我们的搜索可能会忽略未使用这些关键词但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论文。 
24参见“信息科学部面上项目近两年资助情况一览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19,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01/06xx/index.html.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使
用“一般项目”指基础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2018年，一般项目支出约占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总
支出的40%。参见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2019），1，
http://www.nsfc.gov.cn/english/site_1/pdf/NationalNaturalScienceFundGuidetoProgra ms2019.pdf（2018年，一
般项目支出的“直接成本”是111.5亿元）；中国财政部，“2018年全国一般财政预算支出”（根据财政部
的统计数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出约300亿元人民币（43亿美元））。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的其他资金来源（包括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项目”）也支持重要基础研究，但据

我们所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未公布其中的“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资金比例。 
25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第33页。 
26 分别是139/1115和 (139+219)/1115。两种方式计算结果表明，在2018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研究
支出中，人工智能似乎只占其中的几个百分点。 
27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假定学术出版物动态提供了前几年所有来源的国家基础研究资金，并用注释23中
列出的人工智能关键词搜索了维度数据库中的2018年中国出版物。搜索显示，2018年发表的所有中国学术
论文中，3.2%的文章标题或摘要中包含人工智能相关关键词；反过来，我们推测，在2018年之前的几年
内，中国所有国家基础研究资金中大约3.2%的资金流向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认为，自此之后，人工智能的
支出比例可能大幅增长；例如，其他维度搜索（采用上文列出的相同方法和关键词）表明，2014年至2018
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人工智能的相关拨款大约翻了一倍。即使2018年所有数据来源显示，
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比例略高于3.2%，但这与我们仅依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支出得出的“几个百分比”也大致相当。 
28正如上文所述，中国财政部对这些类别的术语与其他机构不同。参见注释13。 
29参见《中国国家重点研发项目》，chinainnovationfunding.eu，欧洲委员会，
http://chinainnovationfunding.eu/national-key-rd-programmes/;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管理暂定办法》，
chinainnovationfunding.eu，欧洲委员会，2017年6月28日，
http://chinainnovationfunding.eu/dt_testimonials/interim- measures-for-the-management-of-national-key-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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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s-2/。 
30我们还注意到，根据我们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资金申报的审查，单个NKP子项目通常具有精确的技术规
范，一般包括单位成本数字目标、规模和物理分量效率，以及算法和网络的可伸缩性、速度和可靠性。最

后一种目标类型是指实施规模，不仅在已发表论文中实施，而且通常在特定行业的专利申请或应用中实

施。这些目标表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通常针对直接的实际应用，而不会针对不切实际的研究。也可参见

欧洲委员会，《国家重点研发项目》（NKP“具有多个明确目标和可交付成果，可在三到五年内实现”）。 
312019年6月，中国科学技术部网站上公布了这三项资金申报需求；参见中国科学技术部（MOST），科技部
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等重点专项2019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19] 205
号，2019年6月14日，http://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6/t20190621_ 
147261.htm。关于人工智能相关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的更多详情可查阅该通知附件。关于2019年智能机器人
申报项目，请参见中国科学技术部，《‘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 2019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2019，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8/W0201 90801566650620304.pdf，
和《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智能机器人（2019年度申报）》，chinaiinovationfunding.eu，欧洲委员会，2019
年6月21日，http://chinainnovationfunding.eu/project/nkp-intelligent-robots-2019-annual-call-2/. 关于物联网与
智慧城市项目申报，请参见中国科学技术部《‘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关键技术与示范’重点专项2019年度项
目申报指南》，2019，http://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6/W02019062 
1571078438548.pdf，和《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物联网与智慧城市（2019年度申报）》，
chinaiinovationfunding.eu，欧洲委员会，2019年6月21日，http://chinainnovationfunding.eu/project/nkp-iot-
and-smart-cities-2019-annual-call/. 关于2019年智能交通项目申报，请参见中国科学技术部《‘综合交通运输
与智能交通’重点专项2019年度项目申报指南》，2019，
http://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6/W02019062 1571077032479.pdf，和《国
家重点研发项目－－综合交通与智能交通（2019年度申报）》，欧洲委员会，2019年6月21日，
http://chinainnovationfunding.eu/project/nkp-comprehensive-and-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2019-annual-call/。 
32请参见中国科学技术部《‘现代服务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重点专项2019年度项目申报指
南》，2019，http://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6/W02019062 
1571076252007.pdf；《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现代服务业关键技术（2019年度申报）》，欧洲委员会，
2019年6月21日，http://chinainnovationfunding.eu/project/nkp-modern-service-industry-key-technologies- 2019-
annual-call/。 
33目前，我们未获得有关2018年实际NKP支出的可靠数据，也没有关于样本中提议支出产生差异原因的相关
信息。 
34我们还注意到，我们的分析仅依据NKP支出数据来获得人工智能相关支出比例，然后将其应用于中国财政
部的研发数据，得出美元/人民币结果。也就是说，我们的最终结果中不直接包含（预估的2018-2019）NKP
支出数据。 
35参见“中国投资数据库”，chinainnovationfunding.eu，欧洲委员会，
http://chinainnovationfunding.eu/chinese-funding-database/；  数据来源，请参见《中国研发与创新资金：项
目介绍》，chinainnovationfunding.eu，欧洲委员会，http://chinainnovationfunding.eu/rd-innovation-funding-
china- project/。该数据库由欧洲委员会（EC）和欧盟赞助。数据库引用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发布的原始项目
申报需求。中国科学技术部在线发布了原始项目申报需求，但很难直接定位并编译。粗略浏览中国科学技

术部网站后，我们认为欧洲委员会数据库比较全面，可以信赖。后续研究可能需要对中国科学技术部的原

始数据进行更全面的审查。 
362019年8月最新公布了一系列项目资金申报，2018年10月的项目资金申报则是欧洲委员会最早收集的。欧
洲委员会声称，自项目申报公布后，需要三到五个月方可获得最终批准。因此，2018年相关NKP公告的详细
分析中将包含2017年7月或8月的项目资金申报。参见欧洲委员会，《‘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项目周期和申
请流程》（申请截止日期为招标公告后四到五周，1至2个月之后进行第二轮评估，再过1-2个月进行项目公
告）。 
37具体来说，我们收集了项目描述中提及人工智能、“智能”技术、计算相关硬件（如集成电路和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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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计算机科学、机器人技术、传感器、远程通信、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媒体相关技术、神经学和建

模的子项目。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并未收集欧洲委员会数据库中的所有子项目，而只是收集了样本。我们

计划验证所有子项目的样本结果，鉴于构建样本的依据广泛，我们认为样本基本包含了所有具有重要人工

智能方面的子项目。 
38我们使用的关键词如下：AI、智能、智能的、机器人、机器人技术、自主的、自主。 
39我们使用的关键词如下：AI、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智能的或智力）和系统、（智能或智能的）及控制。
与维度关键词搜索（见注释23）一样，我们还使用了大量机器学习关键词（如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等），
但由于NKP子项目标题中没有指出所需的技术，未搜索出任何结果。使用以下关键词未搜索出任何匹配项：
机器学习、一次性学习、强化学习、监督学习、迁移学习、非监督学习、零样本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

语言处理、自然语言理解、人工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递归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生成对抗网络、图

形模式、随机森林、受限玻尔兹曼机、支持向量机。 
40参见注释34所附内容。 
41我们认为，从目前来看这种假设是合理的，因为NKP是一项重要的研发项目，是国务院2014年12月确定的
中央科学技术投资的“五大支柱”之一。参见《中国国家科技创新基金体制改革》，

chinainnovationfunding.eu，欧洲委员会，http://chinainnovationfunding.eu/the-reform-of-the-chinese-national-
sti-funding-system/ 
421758亿元人民币+1960亿元人民币=3718亿元人民币；200亿元人民币约占3718亿元人民币的5%。 

参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国科学技术部，2019年11月，http://www.nmp.gov.cn/。 
44参见欧洲委员会，“中国国家科技创新基金体制改革”。五大支柱中未包含的进行中项目包括千人招募计

划、特定部门的研究计划以及公立研究性大学的核心政府资助计划。 
45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政府引导基金投资不考虑财政部的研发数据（反过来，也不考虑人工智能研发估算

值）。 
46据报道，近年来，重大专项资金变动较大；由于前一批2020年目标的重大专项项目已经完成，而新的2030
年创新型重大专项尚未启动，因此目前似乎处于停滞状态。2018年10月，2030年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专项
计划宣布出资8.7亿元人民币(约合1.26亿美元)，资助项目多达39个，这表明中国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与日俱
增，但与重大专项项目支出相关的信息却很少；通过搜索中国科学技术部信息系统

（https://service.most.gov.cn/2019zr1/）和欧洲委员会项目数据库（http://chinainnovationfunding.eu/chinese-
funding-database/),  ），发现2018年似乎只有少数几个重大专项报告了支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一代人
工智能重大专项实际上对2018年整个重大专项支出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预计，随着新型重大专项开始分
配资金，未来几年内将发生重大平衡变化。参见《‘2030年重大专项’－－新一代人工智能（2018年度申
报）》，chinainnovationfunding.eu，欧洲委员会，2018年10月13日，
http://chinainnovationfunding.eu/project/2030- megaproject-new-generat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中国科学
技术部，科技部关于发布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
知》，国科发资〔2018〕 208 号，2018年10月12日，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8/201810/t20181 012_142131.htm。 
47“基地和人才”部分包括一些早已存在的计划。参见《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创新基金体制改革》。 
48参见《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Datenna，2014年7月17日，https://www.datenna.com/2014/07/17/chinese-
state-key-labs/； 《中国2020年将建成70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日报》，2018年6月6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806/26/WS5b323775a3103349141deebf.html。 
49 据中国财政部报道，2018年中国在“重点实验室和相关设施”上的支出约为82亿元人民币（12亿美
元）。中国财政部，《2018年全国一般财政预算支出》。我们认为报告中主要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支出。 
50根据荷兰研究咨询公司Datenna的数据，可得出一个粗略的估算值。2018年6月，Datenna收集了来自中国
政府和学术界的230座国家重点实验室名称和说明，特别是国家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平台（escience.gov.cn）
上的信息（撰写本文时无法访问：详见存档的中文和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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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12112259/http:/www.escience.gov.cn/；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4041528/http:/www.escience.gov.cn/eng/inde x.html)。Datenna源数据可
从https://datenna.carto.com/tables/skl_297_entries_v1_final_version_on_june_06/public获取。非正式审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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