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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前，6G 研发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关键技术尚未形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从国家层面制

定了6G 研发战略，并提出了6G 的研发方向和未来展望。
可见，韩国顶层对于 6G 技术布局具有前瞻性，
也体现了韩国对 6G 技术及市场的国家战略和意志。这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同时也提醒我
国要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中占据有利位置，成为 6G 国际标准的重要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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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不仅能给公众生活带来便

展、优化网络环境等是新政的重要政策。2020 年

利，也是社会和产业发展所必需的要素，是一种对

4 月，韩国政府已经审批通过了“6G 技术开发项

国家竞争力具有很大影响的基础技术。预计 5G 之

目”的事前可行性调查，为掌握 6G 技术能力提供

后的移动通信技术能够带来创新融合服务和新设备

了基础。2020 年 8 月 6 日，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

终端等，同时创造制造业领域的新产业。韩国通过

信部在第十二次科学技术部长会议上发布了《为引

促进 5G 商用化、制定 5G+ 战略等，正在努力抢占

领 6G 时代的未来移动通信研发促进战略》
（2021—

相关产业和市场。预计到 2026 年，韩国移动通信

2028 年），标志着韩国正式开始研发 6G 技术。

产业的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 1 161 万亿韩元（约合
7 万亿人民币）。而中美两国也正在积极研发本国
移动通信技术、努力拓展市场。美国于 2017 年 5 月

1
1.1

全球 6G 技术的发展现状
6G 技术的优势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设立了 6G 研究机构，并进行 3 千亿美元规模的研

6G 是继 5G 之后出现的颠覆性通信技术 [1]，

发项目。中国于 2019 年 11 月设立了科技部主管的

预计经过 6G 国际标准化等一系列发展之后，会于

6G 研发专业机构。芬兰于 2018 年提出了 6G 概念

2028—2030 年实现商用化。6G 有超高速、超低延

并开始进行研发。

迟的特点，并且能够支持无人机等空中 10 千米以

2020 年 3 月以来，韩国以本国的网络技术环

内的应用服务。此外，6G 能够兼容所有人工智能

境为基础，正在积极促进后疫情时代的数字化转

技术，突破了 5G 的局限性，具有较高的安全优势。

型、培育非接触型产业。在此过程中，高品质、高

6G 将在 5G 基础上实现全面支撑全社会的数字化

可靠性网络的重要性逐渐凸显，需求也不断增加。

转型，实现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的飞跃 [2]。

韩国政府为了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各种负面影

6G 技术能够用于多种未来服务中，实现高效

响，推出了“韩版新政”。其中，促进网络技术发

能、超宽带、超空间、超精密、超智能、超高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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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需求，如完全无人驾驶汽车、以非接触型社会

日本的 5G 商用活动晚于我国。为了扭转局面，

为基础的虚拟服务（全息会议、数字娱乐活动等）、

日本积极谋划在 6G 技术上的主导权。2020 年 1 月，

飞机内部的高速网络、空中和海上的无人飞行和驾

日本建立了政民研究会，并积极准备制定 6G 综合

驶服务、使用卫星实现宇宙飞行体的大气圈通信、

战略。2019 年，日本索尼等通信公司与美国英特

虚拟和现实的实时连接、没有网络安全威胁的融合

尔公司建立了 6G 研发合作伙伴关系，目前正在制

[3]

服务、智能无线电、超能交通 等。
1.2 全球 6G 技术的研发投入情况

定合作方案。
1.3 各国抢占国际标准的竞争情况

全球主要国家为了在技术环境变化和国际标

移动通信国际标准通常由第三代合作伙伴计

准化活动中抢占 6G 技术和市场，正在从国家层面

划（3GPP）开发，由国际电信联盟制定。6G 标准

着手研发 6G 技术。由于 6G 研发具有高危险性和

化活动已于 2021 年开始。中国和美国等全球主要

不确定性，美国、中国、欧洲等国家的早期研发都

国家以过去 10 年积累的 4G 和 5G 标准化经验为基

是由政府牵头的，在市场具有一定的成熟度后再与

础，预计会在 6G 核心专利和技术抢占方面展开战

社会投资相连接，形成研发生态的良性循环。

略性竞争。

美国为了掌握 6G 市场的主导权，从 2017 年
开始由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主导、高通公司参与

美国的 AT&T 公司受国际电信联盟移动通信领
域的推进组委托，牵头移动通信标准化活动。

开展 6G 长期研发活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于
2019 年 3 月宣布开放面向未来 6G 网络服务的太赫
[4]

兹频段，用于 6G 技术试验使用 。

中国以通信和制造公司华为和中兴为中心，积
极开展 6G 研发活动，并撰写 6G 未来技术动向报告，
提交给国际电信联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原

中国从 2018 年开始由科技部制定 5 年一次的

有的 IMT-2020 推进组扩展到 IMT-2030 推进组，开

6G 研发计划，内容涉及新的网络技术、卫星通信

展 6G 需求、愿景、关键技术与全球统一标准的可

等具体国家战略，经费投入强度约 27 亿元人民币。

行性研究工作 [5]。

2019 年，6G 专业机构正式成立。华为公司从 2018 年

欧洲由芬兰奥卢大学为主导、诺基亚公司参

开始，同时进行 5G 和 6G 的研发，并于 2019 年 8 月

与，通过 3GPP 和国际电信联盟准备 6G 标准化相

在加拿大渥太华设立了 6G 研究机构。

关事宜。

欧洲由芬兰奥卢大学主导，从 2018 年开始设
立了 6G 研发项目。参与者主要有阿尔托大学、芬
兰技术研究中心、诺基亚、Interdigital 公司等。各

日本由政民研究会着手标准化事宜。

2

韩国 6G研发战略及蓝图

方参与者建立了分工合作体系，以自有的安保技

韩国发布的《为引领 6G 时代的未来移动通

术为基础进行 6G 研发，时长 8 年，规模约 2 千万

信研发促进战略》（2021—2028 年）中提出了

英镑。从 2019 年开始，每年由芬兰主持召开 6G

6G 蓝图、战略目标、促进方案等一系列内容（见

国际会议。

表 1）。
表1

蓝图

战略目标

蓝图和研发战略
促进方案

开发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引领 6G 时代 实现全球最早 6G 商用化， 实施 6 大技术领域和 10
为 开 发 核 心 技 术、 主 导 大战略课题；
6G 全球市场奠定基础。
促进国际共同研究和技
术交流；
与战略产业的示范服务
并行。

抢占高附加值专利

研究和产业双轨发展

将研发成果体现到国际 实现 6G 零部件和设备国
标准中；
产化；
抢占国际标准领导地位； 培育高级和实务人才。
提供研发、标准、专利
一站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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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术开发，重点放在高效能、超宽带、超精密、超

韩 国 科 学 技 术 信 息 通 信 部（ 以 下 简 称 科 信

空间、超智能、超可靠性等 6 大领域。考虑到国

部）在 6 大领域集中投资，促进 6G 核心原创技术

际标准化、市场需求等外在条件变化带来的不确

开发。为实现商用化，科信部还推出 6G 示范服务，

定性，开发 6G 核心技术项目实施 3 年后可以根据

以加强 6G 核心设备和零部件的竞争力。主要内容

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后调整。

如下：

推动社会和公共示范服务推出 6G 服务，加快

开发 6G 核心技术，加强技术竞争力。主要集

商用化进程。科信部以 Pre-6G 技术为基础，在数

中解决限制 5G 升级到 6G 的技术难题，使新一代

字健康护理、实感资讯、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城市、

融合服务在全产业领域实现稳定应用。另外，科

智能工厂 5 大领域和公共领域促进 6G 升级示范项

信部还集中投资具有挑战性和示范性的 6G 核心技

目实施（见表 2）。

表2

6G 升级示范项目方案

特点

领域

6G 升级示范项目方案

高效能

超高品质互动媒体

通过移动 +XR（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全息等）提供超实感媒体服务

超精密

超精密远程控制

以终端间的超低延迟技术为基础，实现无人机超精密远程控制

超空间

亚太空服务

通过低轨道卫星实现飞机机体内 6G 覆盖

超宽带

智能工厂

虚拟工伤发生率高的环境，预测现实中可能发生的情况

无人驾驶

在超极限环境中实现 0.1 秒有线和无线应答，使完全无人驾驶成为可能

智能城市

通过以 6G 为基础的超大容量数据学习，实现人工智能的飞跃式发展

数字健康护理

使用量子密码技术对身体信息进行实时管理和诊断

超智能
超可靠性

发掘其他 6G 融合服务，为 6G 技术商用化提
供支持。

得主导权并将韩国标准体现到最终的国际电信联
盟标准中。主要内容如下：

与 5G+ 战略产业相连接，提高 6G 核心设备

力争将韩国的 6G 核心技术体现到国际电信联

和零部件竞争力。为了让 5G+ 战略产业和服务开

盟的标准中。科信部按照 6G 标准化的各个阶段，

发的设备和零部件适用于 6G 环境，科信部积极推

战略性地进行先行研究和技术验证，提高韩国国

动相关设备和零部件应用并优化应用技术。战略

内的技术竞争力，在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掌握主导

产业主要包括网络设备、新一代智能收集、增强

权。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发 6G 蓝

现实和虚拟现实、智能型摄像头、无人机、信息

图和相关事项（2021—2025 年），将韩国的研发、

安保、可穿戴技术、机器人、5G V2X、边缘计算

学界、产业界的优势技术体现到 6G 蓝图中。通过

等，服务主要包括实感资讯、智能工厂、无人驾驶、

相关事项的标准化，为韩国国内 6G 核心技术的普

智能城市、数字健康护理等。

及和推广奠定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制定 6G 候补技

2.2

主导 6G 国际标准化进程，发明具有高附加值

术提案并验证和开发相关技术（2026—2028 年）。

的标准专利

以韩国国内核心技术为基础，撰写候补技术提案

科信部对 6G 标准化的各个阶段进行充分的事

书并提交给国际电信联盟。

前研究，发掘和验证标准专利的潜力技术，并以

在国际 6G 标准化进程中掌握主导权。科信

周边国家的分工合作为基础，在标准化进程中获

部指定和培育 6G 标准专业机构，使其成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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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化 的 领 导 者， 将 专 利 最 大 限 度 地 体 现 到 国

专利等提供支持。为集中发掘有希望获得标准专

际标准中。支持韩国国内专家成为标准化机构主

利的技术，科信部建立涵盖研发、专利、标准化

席团中的一员。促进标准化机构国际会议在韩国

等领域的专家协商团体并制定战略图（6G 移动通

召开，加强韩国国内产业界在国际标准化市场中

信专利、标准化相关详细技术的分类体系），通

的 领 导 地 位 和 作 用。 为 参 与 标 准 化 活 动 的 企 业

过制定战略图，得出具有专利竞争力优势的潜力

提供咨询服务，使其能够迅速进入新市场，将韩

技术，并体现到 6G 新课题的计划中。为了开发 6G

国优秀企业培育成具有 一 流 标 准 化 水 平 的 冠 军

通信核心技术，科信部和专利厅共同选定支持的

企业。

企业和机构，给予从技术开发到标准专利申请等

为加强 6G 标准化的竞争力，对研发、标准化、

图1

2.3

全周期的支持（如图 1）。

6G 标准专利支持流程

研究和产业双轨发展

验证 6G 核心技术所需的性能、奠定 6G 核心零部

科信部在 6 大重点领域部署 6G 核心零部件和

件和设备国产化基础，科信部计划在 2025 年之前

设备的国产化战略，通过培养高级人才，为研究
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主要内容如下：

支持中小企业研发。科信部对 6G 基站、中继
器、B2B 6G 数据专用调制解调器、卫星调制解调器、

积极促进 6G 核心零部件和设备国产化。为了
表3
重点领域
超效能

完成开发软件和硬件的工作（见表 3）。

6G 调制解调器零部件、6G 光模型等潜力设备和零

重点领域的主要软件和硬件开发方案
主要硬件和软件

移动通信

太赫兹移动通信基站的调制解调器和协议软件
太赫兹移动通信终端（B2B 数据专用）调制解调器和协议软件

可见光波通信

Tbps 级别的室内光收发器，多重波段宽带模拟传输信号处理器

超宽带

调制解调器零部件

大规模天线技术模型
sub-THz 天线模型样品
高输出、低杂音的电力增幅器，sub-THz 收发器
测定特定电波的电波频段模型

超空间

移动通信

用于三次元空间移动通信的协议软件
支持超音速移动的系统

卫星通信

用于平板型相位排列天线的单片微波集成电路
超柔韧覆盖天线

网络

超低延迟、高精密、用于高架的网络系统
超低延迟、高精密、用于高架的网络控制和管理应用程序接口（API）

超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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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重点领域
超智能

主要硬件和软件

移动通信

智能型无线存取模拟软件

网络

移动芯终端间的综合自动化技术软件
超分散人工智能服务基础设施软件平台

部件的开发给予支持，在 6G 商用化过程中创造高

与产业界和相关专家的沟通渠道，确定和变更项目

附加值。

整体的目标，掌握项目促进情况，共享成果，明确

培养 6G 高级人才。科信部以韩国国内大学为

6G 项目的促进方向等。此外，6G 研发战略委员会

中心，指定网络研究中心，培养具备硕士和博士

还负责掌握国际标准化动向、市场需求等，必要时

学位的 6G 专家。韩国国内大学向韩国国内 6G 相

可以调整核心技术相关事宜等。为更好地促进战略

关专业学生提供参与产学合作活动的机会，并以

实施，韩国科信部还在 6G 研发战略委员会之下成

融合服务领域的在职者为对象，提高其 6G 业务能

立了项目团。项目团负责制定 6G 研发中长期技术

力。从 2021 年开始，科信部推出在职者再教育培

路线图、制定和评估课题计划、管理研发成果、为

训项目，搭建知识共享平台，为学习者与 6G 技术

技术产业化和技术转移提供支持、向战略委员会提

开发者互动提供平台。科信部通过线上公开授课

交滚动计划等。

平台提供优秀的 6G 技术开发教育资讯，同时促进

3.2

6G 研发相关者集智攻关，建立知识共享平台，实
[6]

时共享技术开发创意和方法等 。

3
3.1

韩国 6G 研发战略的推进情况
韩国发布 6G 研发战略之后还会出台一系列具

体的实施计划、促进计划、执行计划、路线图、滚
动计划等，以更好地促进战略实施，达到预期效果。

韩国 6G研发战略的剖析

2021 年 1 月 7 日，韩国科信部开始着手 6G 核心技

韩国 6G 研发战略的总体情况

术开发项目。这是继 6G 研发战略发布之后的第一

在发布 6G 研发战略之前，韩国就进行了一系

个后续措施，预计今后 5 年投入 2 千亿韩元，以创

列准备工作，在积累了一定基础之后才推出了该战

造更多 6G 标准专利成果、培养 6G 专业人才。韩

略。韩国科信部从 2018 年 9 月开始着手进行“6G

国科信部希望通过 6G 核心技术开发项目促进低轨

核心技术开发项目”的事前可行性调查。不仅分析

道卫星通信技术开发，将民间社会投资较为困难的

了 6G 政策动向、技术水平、市场现状等基本情况，

领域作为重点，以实现互补与平衡。

还从科技可行性、政策可行性、经济可行性等方面
[7]

此次 6G 核心技术开发项目有 5 大重点领域和

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得出综合分析结论 。2019 年

9 大战略技术，分别为超效能领域的 Tbps 级别的

7 月 9 日，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召开了听证会，

无线通信技术、Tbps 级别的光通信基础设施；超

面向全体国民收集公民个人和专家的意见建议，得

空间领域的 3D 空间移动通信技术、3D 空间的卫

出了重点促进课题。2020 年 8 月 6 日，韩国科学

星通信技术；超智能领域的智能无线访问技术、

技术信息通信部在第十二次科学技术相关部长会议

智能型 6G 移动核心网络技术；超宽带领域的 Thz

上发布了《为引领 6G 时代的未来移动通信研发促

宽带射频核心技术、Thz 频率开发和稳定性评估技

进战略》（2021—2028 年）。

术；超精密领域的终端间超精密网络核心技术。

为集结产学研各领域专家的力量，有效促进战

2021 年，超智能和超宽带领域预计投入 108 亿韩

略实施，韩国科信部于 2021 年 3 月成立了通信公

元，超空间领域预计投入 23 亿韩元，超精密和超

司和制造企业、中小企业、学界和研究机构、民间

智能领域预计投入 33 亿韩元，共包括 11 个详细

专家共同参与的“6G 研发战略委员会”，以畅通

课题，总投入 164 亿韩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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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韩国 6G 研发战略的预期效果

京组织召开 6G 技术研发工作启动会，成立国家 6G

如果韩国能够切实贯彻 6G 研发战略和后续出

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和总体专家组，标志着我国

台的一系列执行计划、路线图等，则韩国的 6G 水

6G 研发正式启动 [9]。虽然韩国、美国、芬兰等国

平将跃升到一个新台阶。届时，韩国 6G 技术水平、

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已经开始 6G 技术研究，但

商用化能力、普及程度、全球竞争力等将实现质的

我国以部委牵头、组织国内各方力量，在积极开

飞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展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推进 6G 移动通信技术研发

科学技术水平跃升。韩国作为信息通信技术

的举动，在全球范围来看还是强有力的。我们应

（ICT）领域的领先国家，在开发世界一流水平的 6G

在国家支撑的基础上吸取和借鉴韩国的经验和先

核心技术方面具有优势，为韩国实现全球最早 6G

进做法，使我国 6G 技术研发和应用顺利开展和

商用化目标、抢占全球市场提供了条件。为了将 6G

落地， 从而进一步成为 6G 技术全球领先梯队国

早期商用化效果最大化，韩国通过申请原创技术的

家。

国际标准专利等一系列战略部署，有可能实现智能

第一，开发世界一流水平的 6G 技术。为了在

手机占有率世界第一、核心标准专利保有量世界第

全球主要国家的激烈竞争中获得 6G 主导权，我国

一、设备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二的目标。这样，韩国

有必要预先开发核心原创技术。由于 6G 研发具有

可以抢占 6G 通信基础设施核心技术，保持信息通

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社会投资 6G 研发会产

信技术全球领导力，提供优质服务，形成技术融合

生较大经济负担，所以原创技术开发事宜应该加强

生态环境。

政府职能和作用。以世界一流水平的 6G 技术性能

产业经济规模壮大。韩国通过发掘 6G 技术在
全产业领域引发的新智能型服务，创新产业结构，

为目标，前瞻性地开发原创技术。与 6G 技术领先
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促进战略性的技术合作。
第二，抢占国际标准。预计 6G 会在 2030 年

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以 6G 为基础的新设
备，以及设备市场的国产化、基础设施的智能化等，

实现商用化，全球主要国家大多从 2021 年开始 6G

可以加强韩国有线和无线通信产业的竞争力。通过

标准相关活动和工作。目前，主要国家正在抓紧

建立安全的数字生态环境，激活 6G 安保产业发展。

开发标准候补技术。为了使我国的原创技术成为

发掘并培育 6G+ 融合服务市场，有利于韩国进驻

国际标准，有必要将相关活动与国际标准化日程

海外市场。这样，韩国可以确保材料、零部件和设

紧密连接，促进战略性研发进行。建立与国内外

备产业的主导权，发掘新的融合服务，为中小企业

标准化机构（国家知识产权局、国际电信联盟、

成为经济主体提供支撑。

3GPP）的战略性合作体系，在国际标准化全周期

社会文化广泛传播。韩国在城市、山区、空中、
海上等全域使用数字服务成为可能。不仅如此，6G
服务还将超越空间的局限，实现与所有个体的通信。

（2021—2030 年）确保标准专利的申请量和注册
量。
第三，为早期商用化奠定基础。吸取 5G 商用

韩国将迎来超现实时代。这样，韩国中小企业将实

化早期经历过的用户体验差、性能低下、B2B 融合

现共生发展，产业环境发生变化，形成良性循环的

服务推广效果不佳等负面经验和教训，在 6G 早期

经济发展结构，中小企业的研发效率提高，引发技

商用化阶段尽量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确保 6G

术开发主体间水平式关系的变化。

具有较高品质，激发新的 B2B 融合服务产生。加

4

启示

强对 6G 设备和服务等相关中小企业的技术支持。
第四，培养单项冠军企业和高级人才。以 5G

综合研判韩国 6G 研发战略，能够给我国 6G

商用化的经验为基础，争取在设备和终端市场占据

技 术 发 展 和 布 局 带 来 一 定 参 考 和 借 鉴。2019 年

优势地位。摆脱核心零部件和实验实证设备依赖进

11 月 3 日，我国科技部会同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口的局面，实现核心零部件和设备的独立与自主。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北

目前，研究和产业领域的网络专业人才还无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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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彤，宋

微，李彩霞：韩国 6G 研发促进战略研究

实际需求，这也给今后的 6G 技术和市场带来了一

미래 이동통신 R&D 추진전략 [EB/OL]. [2020-08-06].

定的困难和阻碍，为此，要培养 6G 融合研发专业

https://www.msit.go.kr/web/msipContents/contentsView.

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

do?cateId=_policycom2&artId=3015098.
[7] 한 국 과 학 기 술 기 획 평 가 원 . 6G 핵 심 기 술 개 발 사 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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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outh Korea's 6G R&D Promotion Strategy
CHEN Yi-tong, SONG Wei, LI Cai-xi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130033)
Abstract: At present, 6G R&D is in the early stage of exploration, and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on the

key technologi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South Korea has formulated a 6G R&D strategy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and put forward the future prospect and R&D direction of 6G. Appearently, the top level of South Korea
has a forward-looking layout of 6G technology, which also reflects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will of South Korea
for 6G technology and market. This is a good reference for China, but also reminds China to occupy a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o as to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the 6G international standard.
Keywords: South Korea; 6G era; future mobile communication; R&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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