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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09 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下简称“支撑计划”）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应对国

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部署，围绕促进产业振兴和扩大内需、改

善民生等重大需求，及时调整项目滚动安排和国拨经费投入重点，取得显著成效。

（一）项目安排

2009 年，支撑计划共实施项目 614 项，其中在研项目 503 项，新启动项目 111

项。在研项目中，按计划进行的项目占 95.63%，有 8 项进展超前，有 12 项根据研发

进展对年度计划进行了调整，另有 2 项进展滞后。

  超前 ８项

  按计划执行 481 项

  调整或滞后 14 项

95.6%

2.8% 1.6%

95.6%

图 5-1-1　2009 年支撑计划在研项目进展情况

2009 年，支撑计划滚动安排的 111 个项目共设课题 639 个，分别由 466 个课题

承担单位牵头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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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 7 项

  环境 14 页

  农业 29 项

  材料 21 项

  交通运输 4 项

  信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 2 项

  人口与健康 22 项

  城镇化与城市发展 1 项

  公共安全及其他社会事业 11 项

6.3%
12.6%

26.2%

18.9%

3.6%

1.8%

19.8%

0.9%

9.9%

26.2%

18.9%

19.8%

图 5-1-2　2009 年支撑计划立项项目按领域分布情况

  东部地区 447 个

  中部地区 95 个

  西部地区 97 个

70.0%

15.1%

14.9%

70.0%

15.1%

14.9%

图 5-1-3　2009 年支撑计划立项项目按课题承担单位所在地区分布情况

  企业 184 个

  科研院所 79 个

  大专院校 133 个

  其他单位 70 个

39.5%

17.0%

15.0%

28.5%

39.5%15.0%

28.5%

图 5-1-4　2009 年支撑计划立项项目按课题承担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二）经费安排

2009 年，支撑计划实施项目共投入研发经费 289.18 亿元，其中国拨专项经费

50 亿元，占 17.29%; 其他财政拨款 17.05 亿元，占 5.90%; 课题承担单位自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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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3 亿元，占 76.81%。课题承担单位自筹经费中，企业投入经费 206.79 亿元，占

总研发经费的 71.51%。

2009 年，支撑计划国拨专项经费拨款 50 亿元中，在研项目滚动拨款 38.55 亿元，

2009 年新启动项目拨款 11.45 亿元。

 

  能源 15863 万元

  资源 42771 万元

  环境  37681 万元

  农业 96600 万元

  材料 53625 万元

  制造业  28749 万元

  交通运输  71304 万元

  信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 41036 万元

  人口健康  46871 万元

  城镇化与城市发展 26127 万元

  公共安全及其他社会事业  39373 万元

3.2%
8.6%
7.5%

19.3%

10.7%5.7%

14.3%

8.2%

9.4%
5.2%
7.9%

图 5-2-1　2009 年支撑计划国拨专项经费按领域分布情况

2009 年，支撑计划把拉动内需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作为项目滚动安排的重点。

一是针对纺织、轻工、钢铁等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行业，应急启动实施 31 个

项目，安排国拨经费 6.33 亿元；二是筛选一批对拉动内需、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平

稳增长有重大作用的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智能交通、农业、生物、生态修复与

重建等技术及环保产品开发等方面滚动安排了 24 个项目，安排国拨经费 9 亿元；三

是结合中央投资的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加大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力度，启

动实施了高速列车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重大项目，安排国拨经费 9.76 亿元。

同时，继续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

的现代农业技术；进一步落实中央关于节能减排的战略部署，继续加大对节能、资源

的有效利用、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的支持，为生态文明提供技术支撑；继

续加大民生科技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直接关系民生问题的健康、安全、交通运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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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等领域相关技术的研发；继续滚动实施世博科技专项，重点围绕世博园区规

划、场馆建设、新能源利用、节能环保、交通运营、安全健康及展示技术等 6 个重点

领域开展科技攻关和最新科技成果的示范应用，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提供强有力的

科技支撑。

  东部地区 361964 万元

  中部地区 66199 万元

  西部地区 71837 万元

72.4%

14.4%

13.2%

72.4%

14.4%

13.2%

图 5-2-2　2009 年支撑计划国拨专项经费按课题承担单位所在地区分布情况

  企业 231169 万元

  科研院所 99455 万元

  大专院校 126284 万元

  其他单位 43092 万元

46.2%

19.9%

25.3%

8.6%
46.2%

19.9%

25.3%

 
图 5-2-3　2009 年支撑计划国拨专项经费按承担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三）人员投入

2009 年，共有 15.85 万名科研人员参与支撑计划课题的研发工作，其中高级职

称占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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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他人员

40.3%

25.9%

12.9%

20.9% 40.3%

25.9%

12.9%

20.9%

图 5-3-1　2009 年支撑计划课题参与人员分布情况

（四）主要成效

1. 总体进展

据不完全统计，2009 年，支撑计划在研项目共取得新产品、新材料、新装置等

各类科技成果 7816 项；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100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700 项。发表论

文 3.65 万篇，其中在国外发表 0.67 万篇；出版专著 983 部。申请专利 9040 项，其

中发明专利 6208 项；获得专利授权 3101 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771 项。完成 3073

项技术标准制定；正在制定中的各类技术标准 3279 项。转让成果 825 项，获得成

果转让收入共计 28 亿元。新增产值 379.76 亿元，新增利税 68.59 亿元，出口创汇

11.65 亿美元。共培养博士、硕士 1.9 万人。

2. 取得的成果

（1）能源领域

在大功率风电机组整机研制方面，实现了 1.5MW 直驱式变速恒频风电机组产业

化，1.5MW 双馈式变速恒频风电机组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半直驱式变速恒频 3MW

风电机组已进入现场安装阶段，2.5MW 双馈式变速恒频风电机组进入整机总装阶

段。

2009 年 12 月，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条 ±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单极

建成投运，该工程也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的直流输电工程。工程途经云南、广西、

广东三省，全长 1373 千米，输送容量达 500 万千瓦。围绕工程建设，完成了 6 英寸

晶闸管和 5 英寸晶闸管的研制，建成 4 条直流换流阀流水生产线，研制出国内首台

±800kV 换流变压器和平波电抗器，通过全部型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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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W 双馈式变速恒频风电机组 世界第一条 ±800 千伏直流输电线路（云广工程）

流化床甲醇制丙烯（FMTP）工业技术开发在小试成果的基础上，攻克了催化剂、

工艺等关键核心技术，建成了万吨级工业试验装置，通过连续运行、工艺参数优化、

催化剂寿命及工艺设备的可靠性考核，该工业试验装置技术和环境保护等各项指标达

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百万吨级工业化装置建设提供了技术依据。

（2）资源领域

高效节能大型矿山成套设备研制取得重大成果，成功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目

前国内最大的超大型高效浮选设备“200m3 充气机械搅拌式浮选机”，使我国成为世界

上少数几个掌握超大型浮选机关键技术的国家。该浮选机可大幅度降低吨矿石处理的总

成本，减少占地面积、基建投资及改造费用，并显著降低设备维修费用和管理成本。

200m3 充气机械搅拌式浮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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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工程关键技术取得多项突破，制定的基于应变的管道设计准

则，成功地指导了西气东输二线通过强震区、地震断裂带等地区的管道设计；编制

完成的 19 项施工技术标准全部被工程采用；制定的 92 项 X80 钢级主干线焊接工艺，

现场焊接应用覆盖率 100%，自动焊、半自动焊焊接一次合格率达 98% 以上；开发

的 1219 毫米内焊机和间隙自调式内对口器等设备在工程中得到了推广应用；开发的

X80 大变形钢管低温喷涂工艺和装备完成了 330 公里直缝钢管的防腐任务；研制的

X80 钢级不同壁厚的热煨弯管和管件，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实现了批量生产。这些技

术和装备为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大技术保障，并将使我国在高

钢级管线钢冶炼、大口径钢管制造及工程施工等技术方面站在世界前列，成为当今世

界管道建设水平最高的国家。

半自动焊流水作业线 1219mm 多焊炬管道内环缝自动焊机样机

25MVA 大型电炉钛渣冶炼工程的成功实施，突破了国内大型电炉冶炼钛渣工程

技术的瓶颈，创新开发了自焙电极系统替代石墨电极系统在大型半密闭电炉冶炼钛渣

中的应用技术，形成了我国独有的自焙电极大型电炉冶炼钛渣工艺；形成了一系列大

型电炉冶炼钛渣的专有技术和生产操作技术，实现了自焙电极大型电炉炉体长寿化和

电炉的高效运转，开创了国内大型电炉自焙电极、粉矿入炉冶炼钛渣的先河，为我国

钛白原料的升级以及后续钛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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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炉出铁 / 铸铁机

（3）环境领域

建成大型湖泊蓝藻水华预警监测与应急处置技术体系，为富营养化水体监测预警

与无害化处置提供了成套技术与实践模式。初步建立蓝藻水华发生立体监测技术体系

与网络服务平台，实现蓝藻水华实时监测与提前预警预报，为国务院及江苏省政府准

确判断太湖蓝藻水华发生趋势及相关决策提供数据依据。研发成功蓝藻打捞船只并实

现产业化生产；研制成功蓝藻厌氧发酵生产甲烷发电技术与成套装备，首次实现水藻

能源化利用工程示范，有效解决了蓝藻无害化处置问题，并实现资源利用。

大型燃煤锅炉烟气控制装备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商业化推广。成功研发燃

煤电厂双相整流烟气脱硫成套技术与装备及配套工艺；建立脱硝催化剂制备和性能测

试平台，开发脱硝系统物理流动模型和 CFD 模型，建立了 CFD 计算中心，打破了脱

硫、脱硝工程模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烟气脱硝流场模拟方法顺利应用在我国第一个

百万机组的烟气脱硝工程——上海外高桥 1×1000MW 烟气脱硝工程，对烟气脱硝技

术在我国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以废物循环利用、清洁生产、产业耦合等技术为核心链条的循环经济技术模式研

究取得重大进展。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烧结机余热回收发电装

置及炼钢烟气余热回收发电装置，建成了共计 120 万吨矿渣微粉生产线；开发的“直

混式蒸汽换热技术”以及“基于电力变频器和 PLC 反馈控制的变频调速、调载技术”

已应用在苏州光大环保产业园、南京轿子山供热工程，减排温室气体 5 万吨，获得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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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气体减排交易 35 万欧元。剥麻打麻一体化设备和生物脱胶工艺的研制成功，对于

我国苎麻乃至整个纺织行业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气象环境预测预报技术系统业务化水平大幅度提高。针对人工增雨的气象无人驾

驶飞机工程化移动工作平台主体部分已经制造完成出厂，暖云催化剂和直路式等速负

压多级稀释暖云吸湿性焰剂风洞检测系统研发成功，在新中国建国 60 周年国庆人工

消减雨保障中发挥了重要科技支撑。

（4）农业领域

种植业优质高效生产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集成创新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

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丰产技术模式，创造了双季稻亩均 1355.2 公斤、黄淮区

小麦玉米两熟亩均 1770.5 公斤的高产纪录，年增产粮食 1038 万吨，单产比前三年平

均提高了 12.60%，增加效益 172.66 亿元。大豆、棉花、油菜、花生、马铃薯等经济

作物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进一步完善，单产比项目实施前提高 10% 以上。

动物健康养殖与疫病防控技术发展迅速。采取高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结合的方

法，培育出 20 多个自主知识产权的畜禽新品系，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长期以来种畜

禽生产严重依赖国外进口的被动局面。揭示了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传染性支气

管炎等重大动物疫病流行变异规律，研发出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 10 多种重大

动物疫病的疫苗制品，其中，鸡新城疫 - 传染性支气管炎 - 禽流感（H9 亚型）三联

灭活疫苗已获得国家新兽药注册证书，每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12 亿元。

新型农业装备与农用物资研发取得新进展。研制了 113 种现代农业机械，包括

10 个系列直连小型拖拉机，以及 18 种 59.2~148kW 的 3 种功率段大马力拖拉机配套

的联合耕整地、原茬地精密播种分层施肥联合作业、中耕除草和宽幅高效植保机。成

功开发了 200 马力拖拉机、棉花加工成套技术装备、太阳能牧草干燥成套设备、苜蓿

茎叶分离设备、机械化挤奶成套设备。突破了氮、磷肥缓释、促释，控释包膜、专用

复（混）合肥、商品有机肥创制与养分优化关键技术与生产工艺，开发出新型缓释尿

素等系列新产品，攻克了新型高效肥料创制技术难题。

（5）材料领域

新一代可循环钢铁流程工艺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并在曹妃甸首钢京唐钢铁公司试

运行初见成效。“全三脱”洁净钢平台初步建立，转炉实现了功能的优化组合，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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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世界上洁净钢生产全过程周期短、节能高效的企业。

镁及镁合金材料加工技术方面，蓄热式燃烧炼镁还原工艺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在

50% 以上原镁企业得到推广应用，SO2、NOX 等有毒有害气体排放减少 50% 以上；开

发了变速器箱体、座椅骨架、油底壳等 15 种大型复杂镁合金零部件，实现了大型镁

合金压铸件在自主品牌 B 级车奔腾轿车上的同步开发。

在铝合金加工技术方面，形成了低针孔率和低断罐率的强韧化技术、低制耳率

加工技术及高精度板厚和板形控轧技术三大技术体系，实现了 0.275mm 罐体料的稳

定化批量生产；建立了生产规模大于 15 万吨 / 年的高精度铝合金板带热连轧生产线，

结束了我国罐料板基本依赖进口的局面；200~350km/h 高速列车铝型材的批量生产，

实现了高速列车车体材料国产化。

农药创制品种的研发及产业化取得重要进展，烯肟菌酯、烯肟菌胺、丙酯草醚等

9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新品种已在我国农业生产的病虫草害防治上发挥作用，

已累计推广使用面积 5000 多万亩次。

（6）制造业领域

通过启动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应用示范企业认定工作，遴选了一批有效益、有

创新的、有特色的“甩图纸”、“甩帐表”示范企业，有力推动了信息技术对传统制造

业的改造和提升。

绿色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以绿色制造、节能减排降耗为目标，解决了典型机

电产品在设计、制造、回收等全生命周期中的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

百万吨级乙烯装置裂解气压缩机组研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自主研制的国产首台

百万吨乙烯裂解气压缩机“三缸”联动机械运转试验顺利完成，结束了长期以来该生

产技术一直为世界少数几大公司垄断的局面。

（7）交通运输领域

在高速列车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方面，2009 年底完成了新一代京沪高速列车

总体技术方案，CTCS-3 级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总体技术方案，京沪高速铁路运输组织

系统集成框架，高速检测列车关键检测技术、数据分析处理技术方案，为研制出满足

京沪高速铁路运输需求的，时速 350 公里以上的高速列车并同步投入运营奠定了基础。

在新型城市轨道交通技术研究方面，攻克城市轨道交通运行与控制系统（CB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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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研制出一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城市轨道交通运行和控制系统；

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技术，建成了 1.5 公里试验示范线，

研制出实用型磁浮列车，实现列车最高试验时速超过 100 公里；攻克 100% 低地板轻

轨车核心技术，完成了 100% 低地板铝合金车体、100% 动车和拖车转向架的研制。

正在试验线上运行的中低速磁悬浮工程样车

突破了跨海特大跨径钢箱梁悬索桥关键技术，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舟山跨海大

桥建设，建成了世界最大跨径、抗风等级最高的钢箱梁悬索桥，目前已实现通车运营。

 

世界最大跨径、抗风等级最高的钢箱梁悬索桥——舟山跨海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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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舶关键技术方面，研制成功 6K80ME-C 型船用低速电控智能型柴油机并已达

到批量化生产；研制的主机遥控系统、机舱监测报警系统、船用阀门遥控系统、综合管

理平台系统试验样机，在电液驱动阀门遥控系统和光纤传感技术等方面均为国内首创。

（8）信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领域

专业市场综合电子商务服务取得显著成效。在汽车零部件电子商务服务应用方

面，建立了第三方服务的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应用企业达

3000 余家。在大宗农产品交易电子商务服务方面，构建了农业流通电子商务集成服

务模式，形成的整体解决方案已全面应用于全国棉花电子交易市场、山东寿光蔬菜电

子交易市场等。

网络医疗服务模式创新惠及百姓。协同医疗服务和数字卫生服务等一批项目实施

以来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厦门区域网络医疗协同服务应用示范已经覆盖全市 80% 以

上的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上海、浙江结合网络医疗服务示范工程项

目的实施，实现了网上挂号就医，累计为 300 余万人提供网上挂号服务。

数字媒体内容处理关键技术和数字家庭内容服务支撑技术攻关，实现了不同内容

提供商、内容运营商之间数字媒体内容平台的互联互通，支持电视、PC 等不同的终

端形态。建立了互动音视频网络社区，为 200 万个家庭提供了基于有线数字电视的数

字媒体家庭信息服务。

在光通信关键器件研究和光交换网络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自动交换

光网络核心技术研发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特别是此前还没有在国内外同类产品上

实现过的共享式恢复功能；实现的对小颗粒业务（VC-12）智能控制相关技术在国内

外处于领先地位。基于项目成果改进的 ASON 节点设备已经成功地用于我国枣庄、三

明、韶关等地电信工程以及泰国和叙利亚等多个工程中。

（9）人口与健康领域

常见恶性肿瘤预防、早诊及综合治疗方面，建立了多个肝癌转移的分子预测模

型，并在临床标本中大量验证；《胰腺癌综合治疗方案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中医药治疗 HIV/AIDS 新药研发领域中取得创新性突破，开

发出艾滋病中药治疗新药“复方三黄胶囊”；开发出肺癌、胃肠癌、卵巢癌快速检测

试剂盒、智能化定量分析系统及其生产工艺；完成单克隆抗体自行制备技术平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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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告别目前国内抗体原料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实现对癌症的普及性筛查及初级诊

断，使产品可在城乡推广应用。

重大数字化医疗设备关键技术及产品开发方面，完成了双水平无创呼吸机、高强

度超声肿瘤治疗技术装置、低成本高性能数字化 X 射线机等设备研制；研制的人体

状态参数监测分析技术装置，在甲型 H1N1 流感的早期监测、筛检、预警、测评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手足口病（EV71 型）疫苗的研制方面，建立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生产用

病毒株筛选平台、病毒大规模培养技术平台、疫苗下游纯化工艺技术平台、病毒感

染模型技术平台。2009 年，取得经中检所检定合格可用于灭活疫苗研制的疫苗毒株；

建立了可用于疫苗保护效果评价的小鼠动物模型；建立了 EV71 感染性全长 cDNA 克

隆，并已用于 EV71 毒力位点研究；获得两株基因重组 EV71 结构蛋白表达菌株，并

于国内首次获得高度活性的病毒重组抗原。

在社区疾病预防与控制方面，已在临床中心和社区医院之间建立了图文传输的

网络系统，突破院内局域网的限制，实现医院间的信息交流。开展了妇女宫颈癌筛

查方案的规范化和节约化工作，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革新，使宫颈癌筛查成本下降了

1/3~1/5。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脑血液动力学检测法”及其检测仪，可有效

减少脑卒中人群发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

（10）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领域

研发了自保温砌块体系、环境友好型门窗型材、具有可调节热回收功能的房间通

风换气装置、温湿独立控制的空调系统、太阳能供热制冷、通风复合能量系统以及与

建筑一体化构件等一批关键技术和产品，能够大幅降低采暖用耗煤或中央空调电耗。

这些新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应用，将显著降低建筑物的耗电量。

开发的深基础开挖施工装备、基坑支护施工装备、主体建筑施工升降机械、大型

动臂起重机，已用于多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提高生产效率平均 8~10 倍，对提升

我国建筑机械化行业核心技术与自主标准水平具有显著支撑作用。

研制出国内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行和控制系统，并在北京

地铁亦庄线应用，突破了城市轨道交通信号设备完全依赖引进的被动局面，有效减低

了城市轨道交通信号设备的全寿命周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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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出聚乙烯燃气管道和供水管道、钢带增强排水管道并已批量生产，缩短了我国

与国外在塑料管道生产设备制造技术、管材管件生产技术、管道施工技术等方面的差距。

基本完成了城市空间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平台系统的体系结构设计和功能设计，完

成了万米单元网格城市管理新模式在全国 60 多个城市的实践和应用，已建成 150 多

个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大幅度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完成了 3S 技术的集成应

用，通过在全国 20 多个城市的示范应用，降低城市管理和规划成本约 50%。

（11）公共安全及其他社会领域

研制成功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应急联动指挥软硬件系统，该系统包括防爆手持无

线摄像仪、移动无线监控主机、防爆移动复合气体探测仪、防爆手持接收机、防爆移

动气象站，用于危化品泄漏事故现场的气象条件监测与视频图像监测，并为事故现场

指挥人员提供救援决策支持技术。

危化品事故现场应急联动指挥软硬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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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定向长钻孔施工关键技术在钻机研制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已研制出

300、500、1000m 系列钻进装备。利用该成果研制的钻机，在陕西亭南矿完成了

1046m 的定向水平长钻孔，822m 的定向水平分支钻孔（3 个分支）。

ZDY6000LDOO 煤矿用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

针对职业危害预防，在呼吸防护材料及用品开发方面，建立了国内领先、国际先

进的呼吸防护用品（防尘、防毒）检测实验室；有机结合滤材制备、成型工艺、检测

方法等相关技术制备了复合型低阻、高效、舒适、密封良好的新型呼吸防护用品，价

格较同类进口产品降低 50%，有助于扭转国内市场被国外呼吸防护用品占领的被动

局面。

在食品安全与出入境检验检疫方面，初步创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技术平台，

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食品污染物评估模型和风险评估软件；形成了既有中国特

色又能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和监管标准体系；建立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

预警体系。

科学仪器设备研制与开发攻克了一批分析测试仪器设备关键、共性技术，实现了

高精度分布测控等 30 项关键和共性技术，成功研制出 50 余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

析测试仪器设备；自主研发 20 余种关键部件，提升了我国分析测试仪器产品的质量

和水平；相关仪器设备的产业化取得显著成效，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领域，常规的

监测检测仪器基本满足国内需求；大型精密分析仪器产品进入国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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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标准推进工程”初显成效，目前已研制国际标准 106 项，国家标准

299 项，行业标准 83 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2 项。其中，在基础性公益类标准研

制方面，聚焦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已发布实施 5 大耗能行业 16 项高耗能产品单位

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所涉及产品能耗约占全国总能耗的 40% 左右。如果全面贯彻实

施能耗限额标准，可淘汰 16 项高耗能产品中超过 20% 的落后产能，节约 2 亿吨标准

煤；容积式空气压缩机和制冷展示柜两项能效标准的完成，“十二五”期间将可累计

节约 640 亿度电，2100 多万吨标准煤，相当于三峡电站 2008 年发电量的 78%。这些

标准的成功研制，为调整高耗能行业产业结构、保证实现节能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