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科技与现代

服务业”重点专项2022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1. 文化产业基础性与制约性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1.1 舆论场态势感知与对抗辩论理论与技术（基础研究、

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研究大规模社会舆论的生成与传播网链模

型，研究网络舆论场舆论倾向性评判和舆情态势测量计算模

型及算法，建立舆论场态势感知技术评价公共测试库和测试

平台；研究舆论场 AI 自主对抗辩论理论与技术，构建可扩

展的网络舆情对抗博弈知识库，研究辩题识别与生成、论据

挖掘、辩论构建与反驳等关键算法；研究针对负面舆论的对

抗辩论自动生成和衍射技术，建立自主对抗辩论技术评价公

共测试库和测试平台。在新闻媒体领域开展实证应用，验证

技术与算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考核指标：开发网络舆论场态势感知智能研判平台 1套，

实现舆论倾向性评判支持不少于 5 种倾向，评判准确率大于

80%；面向舆论安全场景，建立网络舆论场态势评价指标体

系，对突发网络舆情的敏感程度、严重程度、紧急程度和影

响范围实现预判和预警，预警准确率大于 90%；构建数据覆



盖自媒体、短视频、网络论坛以及社交平台的舆论场态势感

知技术评价公共测试库，其中包括不少于 20 种舆情突发事

件；网络舆论对抗博弈知识库覆盖 50 个以上常见网络舆论

博弈主题，自动生成对抗内容主观评价有效性大于 80%；至

少在 1 个国家权威新闻媒体平台上，面向网络舆论态势感知

与舆论场博弈对抗场景，基于网络舆论场态势感知智能研判

平台进行应用验证，对不少于 100 万条网络舆论内容进行态

势感知，形成至少 2 份重要业务报告。

2. 全媒体技术引领与媒体融合创新服务

2.1 全息媒体服务计算技术平台与应用（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非特定环境下针对运动非特定目标的全

息捕捉技术，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特定目标四维先

验信息建模方法，开发高实时性、高精度的动态全息内容采

集装置与工具；基于移动计算平台，研制开放环境下静态全

息对象智能交互驱动工具与系统，实现基于视觉的实时动态

全息化身智能生成；面向“元宇宙”等新兴虚实结合媒体应

用场景，研究信息—物理融合的全息社会活动场景与理论模

型，实现全息内容与真实世界影像的融合，具备时空、环境

以及交互等方面一致性，形成实时虚实融合、跨时空交互等

全息媒体应用方案；开发全息媒体服务计算技术平台，适配

接入各类呈现终端，为新闻媒体等行业提供全息访谈、化身

再入等全新内容应用技术系统与服务，在媒体采访报道、体



育赛事转播等领域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研制全息媒体内容采集服务装置与工具 1套，

支持非特定环境下对人、物体等不同对象的全息采集，实现

60 帧/秒以上的实时帧率，采集平均误差小于 1 厘米；研发

将静态全息对象转化为动态化身的智能驱动方法，动态化身

运动平稳、无抖动，平均误差小于 1 厘米；研制全息媒体内

容融合方案，实现全息媒体与真实世界影像的实时融合，交

互延迟小于 0.5 秒，制定全息媒体内容与终端呈现设备接入

的相关标准规范不少于 3 项，适配各品牌各类型的呈现终端

不少于 10 种，全息媒体的典型应用场景不少于 2 个；申请

发明专利 10 项以上。

3. 数字文化技术集成与典型场景服务创新

3.1 实时高逼真孪生数字人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

（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可控光场的孪生数字人人脸及表情

高精度数据采集、高逼真重构、细粒度表情基分解及自动绑

定技术；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网络的数字人表情、动作形象自

动生成及实时驱动技术，研究跨模态情感、姿态、动作等自

然匹配映射模型构建技术，研究虚实融合的实时数字人多模

态人机智能交互、高逼真数字人物理仿生以及数字人—仿生

机器人融合技术；研发实时高逼真孪生数字人通用技术开发

平台，研制基于球形可控光场的人脸表情及脸部高精度 4D



数据采集系统、同步融合数字人与仿生机器人的增强现实交

互系统等核心软硬件系统；研究未来人偶共生的社会场景与

伦理规范及对文化产业、文化法规及文化传播的影响，建立

“中国人物”高逼真孪生数字人三维数字资产库；创新文化

表现形式，在文化传承、思政教育、党建宣传、网络传播等

领域开展应用示范，制定相关标准规范，打造多种线上线下

大众化、个性化实时交互应用落地场景。

考核指标：研制基于球形可控光场的表情资产生成系

统，脸部模型重建误差＜0.2 厘米，测量贴图与计算法线贴

图分辨率最高可达 8K，表情基数量≥200 个；研制脸部高精

度 4D 数据采集系统，采集帧率≥60 帧/秒，构建语音表情跨

模态数据集，采集数据量≥60 小时；构建数字人表情自动生

成算法，生成动画流畅、连贯、无卡顿，帧率≥60 帧/秒；

研制虚实融合数字—仿生机器人交互系统，数字人和仿生机

器人交互位置匹配误差≤1 厘米，运动延迟≤0.5 秒、机械臂

自由度≥5 个，可触及范围≥50 厘米；构建中国人物三维资

产库，革命先烈、共和国功勋、科学与艺术大师等人物资产

不少于 20 个；在广播电视、网络服务机构和展览馆等场所

开展数字人内容传播及交互等业务，完成至少 3 部包含数字

人角色的影视短片及实验戏剧，观看用户数不少于 20 万人。

形成数字人文化伦理基础理论及相关法规建议研究报告 1

份，制定相关团体标准规范不少于 3 项，申请发明专利 15

项以上。



4. 文旅融合服务技术集成创新与应用示范

4.1 沉浸式文旅体验技术集成与场景创新（典型应用示

范）

研究内容：研究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创新和数据驱动的

多模态融合呈现和虚实融合内容智能构建技术，研究沉浸高

清显示与音效集成、多维沉浸互动展现、智能交互感知、光

影交互和沉浸互动娱乐技术，研究面向文化景区空地融合的

高精度场景数字孪生再现以及“云边端”分布式协同服务技

术；构建沉浸化体验技术引擎和集成应用与服务平台，建立

包含 IP 开发与内容创意、技术集成与空间设计、软硬件系统

集成和运营服务的沉浸式产业技术集成解决方案和服务链；

研究沉浸式内容转换技术，创作原生沉浸式数字文化内容，

制作裸眼 3D、虚实结合的多元数字文化产品，建立线上线

下结合的沉浸式内容展示、保护、交易平台，开发沉浸式旅

游演艺与娱乐体验产品，开展集成应用示范，丰富虚拟体验

内容，培育沉浸式体验新技术、新业态、新消费。

考核指标：面向沉浸式文旅体验技术集成与场景创新，

突破虚实融合、智能感知、实时交互等系列关键技术，体验

主体对宏观环境进行自由观察、判定和定位场景的响应时间

≤0.5 秒，体验设备对微观场景实时建模并实现正确位姿的

响应时间≤1 秒，支持景区激光扫描数据和光学图像自动融

合展示呈现；沉浸式体验呈现支持的交互感知方式≥4 种，

多模态影像呈现方式≥4 种；研制支持自主行驶的沉浸式互

动游乐系统与装备，头戴显示设备分辨率≥4K，运动延迟≤



150 毫秒；建立沉浸式文旅体验技术引擎、集成服务及产业

培育平台，创作面向数字文旅、数字艺术、新广告、新娱乐

高质量沉浸式数字内容≥1 万件，形成数字资源库。结合黄

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等国家文化工程建设，围绕传统与红

色文化教育、沉浸式互动游乐体验等开展应用示范，培育不

少于 10 个沉浸式文旅体验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不少于 10

类沉浸式体验文旅消费内容。

5. 服务科学与技术

5.1 服务智能监管共性理论与技术（基础研究、青年科

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研究针对复杂服务合规监管的计算语言体

系，研究采用多种形式实现监管规则、行为规范、监管流程

等灵活定义方法，研发监管规则与监管模型规范定义系统；

研究监管多模态数据方便接入方法，深度融合多模态规范信

息；研究基于视频流和信息流的自动化监管规则执行系统，

研究多模态服务流程、行为规范识别算法和模型体系；研制

小样本监管算法训练平台，支持在小样本情况下根据监管规

则生产识别模型的能力，提高智能服务监管的灵活性和准确

性；研制实时复杂服务智能监管服务基础平台，研制相关的

场景适配工具，支撑用户快速构建针对特定场景的监管规范

识别预制模型库，包括行为规范、流程规范和内容规范等。

考核指标：建立服务监管语言，构建语言体系和解析系



统，支持超过 3 种不同的监管规范定义方式，监管语言适用

性不低于 90%；提出监管多模态数据方便接入规范与方法，

以及监管数据融合方法；小样本监管算法训练效率提升

20%，建立多模态服务监管规则识别算法体系，支持融合自

然语言、样本视频等超过 3 种服务监管定义输入，典型监管

规则识别正确率大于 90%；研制实时复杂服务智能监管服务

基础平台，并在特定场景开展应用验证；申请发明专利不少

于 10 项，建立面向服务业各行业的复杂服务智能监管的原

创理论与技术。

5.2 大规模复杂数字服务网络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共

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为消除服务孤岛，支撑我国现代服务业生态

体系快速构建，研究大规模复杂数字服务网络的设计、构建、

应用和治理理论方法、基础设施、工程工具。研究复杂数字

服务网络设计方法：研究大规模服务网络的本质特征、运行

规律、构造需求，提出系统化的数字服务网络设计方法，研

制相关设计工具；研究复杂数字服务网络构建基础设施：建

立云边端协同的大规模数字服务网络架构，支持数字服务的

动态接入、高效互联和智能查找，研制数字服务网络基础设

施，支持分布式、多中心、多节点的数字服务自治管理与跨

中心跨节点的数字服务协同，实现数字服务网络的的快速构

建和运维；研究复杂数字服务网络应用技术：突破基于数字

服务网络的服务共享、服务定价、服务评价、服务交易等应



用关键技术，实现基于大规模数字服务网络的服务场景创

新；研究复杂数字服务网络治理方法：揭示数字服务网络生

长演变规律，提出大规模数字服务网络动态演化机理、优化

技术与治理方法，提出服务网络优化理论和支撑方法，提出

网络监管方法，实现数字服务网络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

数字服务网络的高效、全面治理。

考核指标：揭示大规模服务网络的本质特征、运行规律，

建立大规模服务网络构造需求描述方法，提出系统化的数字

服务网络设计方法，研制网络设计与仿真工具，能支撑十万

级大规模数字服务网络的设计与仿真需求;研制面向云边端

协同的大规模数字服务网络架构，架构能支撑覆盖万级网络

节点、管理十万级服务规模、支持千万级/天的服务交互能力；

研制数字服务网络基础设施，实现软件、IOT 等多类数字服

务资源的快速、安全接入，实现大规模服务网络的秒级服务

查询;突破基于数字服务网络的服务共享、服务定价、服务交

易、网络监管等关键技术不少于 5 项，并研制相应支撑工具，

实现基于数字服务网络开展典型服务场景创新；突破数字服

务网络动态演化、优化运维方法，研制相关工具箱，实现数

字服务网络全面高效治理；提出不少于 5 项国际标准/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选择不少于 2 个复杂服务场景实现应用示范，

构建节点不少于 1000 个的数字服务网络，接入数字服务数

不少于 10000 个，服务类别不少于 100 种，支持千万级/天的

服务交互，大幅提升数字服务网络的构建效率、运行效率和

治理效率。



5.3 安全可信交易与服务技术研发与应用（共性关键技

术）

研究内容：面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线上采购、销售存

在的供应商、销售商或中介机构等交易主体不完全可信、供

给及需求信息不完全可信、交易过程不完全可信、交易或服

务相关方难以自主管控交易或服务过程相关信息、交易与服

务平台隐私信息泄露等共性问题，研究建立可信、自主、安

全的交易与服务平台架构及自主可控的软硬件一体化原创

性技术体系；研究开发企业、机构等交易与服务主体物理身

份与信息身份唯一关联技术，交易或服务主体信息身份可信

保障技术；研究开发供给与需求信息可信保障及开放共享技

术；研究开发交易或服务过程信息可信保障及管理技术；研

究开发交易或服务主体、供给与需求信息、交易过程信息安

全与自主管控技术；开发可信、自主、安全的交易与服务支

撑平台及与企业、机构等交易与服务主体 ERP 等业务管理和

数字化赋能等系统集成服务技术，并在原材料、半成品、成

品、消费品等生产资料网上交易与服务领域进行应用验证。

考核指标：围绕安全可信交易与服务，形成自主可控的

软硬件一体化原创性技术体系：包括可信、自主、安全的交

易与服务平台架构，交易主体物理身份与信息身份唯一关联

及可信保障技术，供给及需求等交易内容可信保障及开放共

享技术，交易过程信息可信保障技术，交易相关方（除平台

外）对交易主体、内容及过程信息的自主管控技术等，申请



发明专利 20 项以上，形成相关标准 10 项以上。成功研发可

信、自主、安全交易与服务支撑平台 1 套并在原材料、半成

品、成品、消费品等生产资料网上交易与服务领域进行应用

验证。支撑平台具备安全可信交易或服务主体接入、可信供

给及需求信息发布、交易、支付、物流等基本功能，以及向

企业、机构等交易主体提供 ERP 等业务管理和数字化赋能系

统等集成服务功能。任何企业、机构等交易或服务主体经身

份认证后均可接入交易服务平台，开展安全可信供给、需求、

交易、销售等活动，交易或服务过程相关数据或信息由交易

或服务相关主体（除平台外）各自自主管控，可信交易或服

务主体、供给与需求信息向全社会开放、共享。项目完成时

接入企业、机构等交易或服务主体不少于 1000 家，累计交

易或服务规模不少于 100 亿。

5.4 面向物理信息融合空间的智能服务新理论及新技术

（基础研究、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研究物理信息融合的元宇宙空间的服务经济

规律、服务运作模式、服务交付方法；研究虚实融合的智能

服务架构，提出物理/虚拟双边场景下服务统一表示与信息描

述、标识与封装方法，设计物理空间虚拟化与虚拟空间物理

化的服务交互机制和智能服务架构；研究面向物理信息融合

空间的服务协同方法，通过新型网络技术实现低时延、高可

靠的智能服务运行环境，形成智能服务自主决策、动态适配

及智能迁移等方法及技术；研究物理信息融合空间服务治理



与可信交易机制，形成物理信息融合空间服务交易/追踪/评

估模型、方法与技术；探索物理信息融合空间下的服务新场

景、新业态。

考核指标：提出物理信息融合的元宇宙空间的服务经济

规律和服务运作模式，研发物理信息融合的元宇宙空间服务

交付方法、服务交互机制、智能服务架构、服务交易方式、

服务治理方法等新方法及新技术不少于 5 项，申请不少于 10

项发明专利；实现支撑物理信息融合空间智能服务，能在广

域网环境下部署、延时小于 0.1 秒的原型系统；选择社交、

消费、养老、社区、教育等典型服务场景对项目理论、技术

与方法进行验证。

5.5 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基础研

究、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针对现代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生态化的特征，建立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发展路径与产业要素

模型；提出不同发展路径与服务模式下服务价值评估的理论

模型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提出基于底层

动态数据的指标量化方法，建立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

服务大数据评价模型，构建服务价值与产业发展水平评估指

标体系，构建评价当前国家和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状态的综

合指数、评价不同产业要素模型下现代服务业发展趋势的专

业指数；建立测算服务科技创新对国家和地区现代服务业发



展带动作用与推动作用的模型与关键参数，建立相关的科技

创新效能量化评价理论和评价指标体系；研制基于大数据的

指数计算原型系统，研制基于指数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决

策支持原型系统，实现指标计算的自动化，验证指标体系的

实用性。

考核指标：初步形成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理论，提

出服务价值评估理论模型、产业发展路径与产业要素模型，

提出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不少于 2 套；提出

服务科技创新对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中的量化效能评估指

数体系不少于 2 套，并在省级或以上区域得到应用与认可的

证明 2 份；形成基于大数据统计分析的评估方法，开发发展

水平指数、服务科技创新效能评估等原型系统软件 3套以上，

并在 3 个地市级以上城市开展使用验证；形成对国家及相关

部委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报告 5份，起草国家、

行业或核心企业标准数不少于 3 项。

6. 生活服务技术

6.1 普惠型康养服务生态化技术研发与应用（典型应用

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医康养用户群体差异化需求和医康养服

务企业的多样化运作现状，研究医康养服务生态系统中社会

化市场竞争与利益共享并存的新生态模式；针对老年人早期

疾病筛查、日常行为能力康复、远程干预管理等医康养融合



服务，研究跨用户、跨场景、跨机构的数据安全共享技术，

实现安全可信、隐私保护下的信息共享；研究支持智能巡诊、

居家康复、远程问诊等全周期医康养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

运行演化机制、动态服务匹配以及有效的实验分析技术与干

预手段，保证第三方服务的有效接入和医康养生态体系构

建；针对医康养服务场景和平台服务主客体，研究主客观因

素融合的居家医康养服务效能度量方法及服务质量评价技

术等，实现对多方服务的参与方贡献精准量化。开发面向第

三方的开放式居家、社区和机构的智慧医康养服务平台，在

典型地区开展示范应用，实现“模型即服务”的个性化居家

医康养多方服务供给新模式，为老年人提供早期疾病筛查、

日常行为能力康复、远程干预管理等医康养融合服务。

考核指标：制定普惠的适老化智慧社区及家庭服务的国

家、行业或核心企业标准不少于 2 项；形成面向康养服务生

态系统研究方法框架及相关技术体系；突破隐私计算、服务

智能匹配、服务效能度量以及异质服务融合等关键技术不少

于 10 项；建立跨用户、跨场景、跨机构的医康养数据质量

评价及数据隐私保护等机制；申请专利或软著 15 项以上。

形成第三方智慧医康养服务平台，支持不少于 10 种老年重

点慢病早期筛查服务，30 项日常行为能力提升及远程干预管

理服务，100 家以上“模型即服务”的新服务供给机构，在

不少于 10 个县级以上地区开展示范应用，100 万以上用户获

得 3 项及以上服务，1000 万用户获得 2 项及以上服务，亿万

人次获得至少一项服务。



7. 科技服务技术

7.1 面向未来产业生态的科技服务平台技术研发与应用

（典型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研究未来产业培育的创新理论、演化机制、

迭代范式，研究以“数据+算法”驱动的产业培育服务新模

式；研发数据自动采集、知识演化建模、产业图谱构建等技

术，形成产业培育科技服务的数字资源基础平台；突破深度

搜索和可视交互等核心技术，研发产业字典、知识矩阵、服

务组件等共性关键技术，开发特色产业知识计算和服务引

擎，面向尖端医疗、数字科技、新能源与新材料等专业搭建

创新服务场景；研制面向未来产业培育的研发服务、中试熟

化、技术评价、估值模型、人才画像、市场预测、政策匹配

等服务的创新服务平台；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

所，在大学科技园及国家高新区等机构集聚创新资源搭建科

技服务平台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完成未来产业变革演进、创新节奏、技术转

化、评估方法、产业培育模式等方面研究报告 3 份；形成一

个涵盖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人才链等科技服务要素的

数据资源库，研发一套支撑科技服务的知识计算引擎及组件

库；突破产业培育创新服务关键技术不少于 10 项，完成相

关技术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10 项；建设面向未来

产业孕育发展的一体化科技服务示范平台不少于 3 个，形成



未来产业培育生态，跨学科概念验证成果不少于 100 项，培

养创新创业人才不少于 100 名，服务各类企业不少于 1000

家。

7.2 产业大脑技术与平台研究开发与应用（共性关键技

术）

研究内容：研究产业知识图谱智能化构建技术与工具，

覆盖产业链环节、产业领域、重点企业、研发机构、关键技

术、核心产品和服务、高端人才、知识产权等产业主体和创

新要素；研发产业链与产业生态智能诊断与评估技术、产业

地图动态可视化展示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路线图支撑技术、

区域产业运行分析与监测支撑技术；研发产业大脑平台解决

方案，支撑企业端协同创新、行业专家、产业地图、技术供

需对接等场景，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按需协同，支撑政府端产

业监测、产业评价、产业绿色发展、精准招商等应用场景，

促进产业治理数字化、产业决策科学化；选择典型的战略新

兴产业领域，构建产业大脑平台、产业级知识图谱，面向产

业基础好的国家高新区开展应用示范，优化区域产业链布

局，促进产业资源的跨区域配置。

考核指标：突破产业标签提取、产业领域标引、产业链

评估等关键技术不少于 10 项；形成一套产业知识图谱构建

方法和数据规范，申请相关的国家/地方/团体标准 5 项以上；

形成 1 套产业大脑解决方案，支撑产业地图、产业监测、产



业评价等场景 5 个以上；选择 3 个典型战略新兴产业构建产

业大脑平台，形成超过 50 个细分产业领域知识图谱，数据

量不少于 1 亿条，在 3 个以上的区域完成产业大脑平台应用

验证，服务企业超过 1000 家。

8. 生产服务技术

8.1 跨境贸易协同服务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典型应用

示范）

研究内容：面向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开发跨境贸易

过程相关交易、物流、支付等信息自动采集、管理、交换、

共享技术，报关、商检、外汇结算、退缴税等政务协同技术，

进出口企业信用管理技术，进出口贸易统计、监测与监管技

术等，开发跨境贸易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报关、商检、

外汇结算、退缴税、信用等服务，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跨境

贸易统计、监测与监管服务。

考核指标：形成跨境贸易综合服务平台 1 套，形成跨境

贸易综合服务专利及相关标准 10 项以上。跨境贸易综合服

务平台在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示范应用，服务海关、商

品检验检疫、外汇、税务等政府部门及跨境贸易、物流、金

融等企业或机构 1000 家以上，实现跨境贸易过程交易、物

流、支付信息自动采集及报关、商检、外汇结算、退缴税业

务全程数字化，有效提升跨境贸易过程数字化、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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