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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1 年国家科技计划执行概况

2011 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国家科技计划围绕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落实国家科学和技术

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各项任务，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环境，自主创新能

力大幅提升，取得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

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

（一）项目安排

2011 年，国家科技计划共安排项目（课题）14557 项，其中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

目课题 657 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 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 858 项，政策引导类计划及专项

13597 项，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建设项目 79 项。

表 1-1  2011 年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安排情况

单位：项

合计 863计划 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

858 82 233 191 352

* 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80 项。



年度报告2012

002 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2

表 1-2  2011 年政策引导类计划及专项安排情况

单位：项

合计 星火
计划

农业
科技
成果
转化
资金

科技
富民
强县
专项
行动
计划

火炬
计划

科技型
中小企
业技术
创新基
金

国家
重点
新产
品计
划

国家
软科
学研
究计
划

科研院
所技术
开发研
究专项
资金

科技
基础
性工
作专
项 *

国家磁约
束核聚变
能发展研
究专项**

国家重大
科学仪器
设备开发
专项

13597 2167 676 238 2108 6545 1384 101 271 40 14 53

* 含创新方法工作专项。

** 国家磁约束核聚变能发展研究专项为国内研究项目数。

表 1-3  2011 年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建设新建项目数

单位：个

合计 国家重点实验室 *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9 49 — 30

*2011 年新建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

（二）资金投入

2011 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财政拨款 240 亿元。

2011 年国家科技计划中央财政拨款 279.46 亿元，其中，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

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专项中央财政拨款 163.65 亿元，政

策引导类计划及专项中央财政拨款 81.79 亿元，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中央财政拨款

34.02 亿元。

表 1-4  2011 年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中央财政拨款情况

单位：亿元

合计 863计划 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

163.65 51.15 55 4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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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2011 年政策引导类计划及专项中央财政拨款情况   

单位：亿元

合计 星火
计划

农业
科技
成果
转化
资金

科技
富民
强县
专项
行动
计划

火炬
计划

科技型
中小企
业技术
创新基
金   

国家
重点
新产
品计
划

国家
软科
学研
究计
划

科研院
所技术
开发研
究专项
资金

科技
基础
性工
作专
项 *

国家磁约
束核聚变
能发展研
究专项

国家重
大科学
仪器设
备开发
专项

81.79 3 5 4 3.2 46.4 3 0.35 2.5 1.84 4.5 8

* 含创新方法工作专项。

表 1-6  2011 年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中央财政拨款情况

单位：亿元

合计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4.02 29.61 2.46 1.95

（三）人员投入

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参与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实施的科研人员约 20.37 万人，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6.9 万人，约占

33.9%。

表 1-7  2011 年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投入人员结构

单位：万人

合计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他人员

863计划 6.42  2.11  1.57  0.75  1.99 

科技支撑计划 8.06  3.07  2.17  1.06  1.76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5.89  1.72  0.84  0.40  2.93 

合计 20.37  6.90 4.58  2.21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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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成效

2011 年，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取得丰硕成果。

出版专著 30863 万字 ；发表论文 69461 篇，其中发表国际论文 34216 篇，占发表论

文总数的 49.3% ；共申请专利 16523 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达到 13095 项，占申请专

利数的 79.3% ；获得授权专利 6792 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4797 项，占专利授权数的

70.6% ；已制定技术标准 2068 项，正在制定技术标准 1882 项。科技计划承担单位的

经济效益状况良好。

表 1-8  2011 年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发表论文和专利等情况

出版专
著 (万
字 )

发表论
文(篇 )

申请专
利(项 )

授权专
利 (项 )

制定技术标准
(项 )

国内 国际
发明
专利

发明
专利

已
完成

正在
制定

863计划 4692 20460 11619 8841 7245 5790 2860 2051 563 537

科技支撑计划 17024 15618 12165 3453 4972 3235 2182 1103 1437 1259

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划

9147 33383 11461 21922 4306 4070 1750 1643 68 86

合计 30863 69461 35245 34216 16523 13095 6792 4797 2068 1882

表 1-9  2011 年科技支撑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承担单位的经济效益

 单位：亿元

　 新增产值 净利润 缴税 出口额（亿美元）

科技支撑计划 959.56  53.29  23.92  7.21 

火炬计划 4095.12  406.17  265.07  83.62 

星火计划 415.45  68.78  19.46  9.24 

合计 5470.13  528.24  308.45  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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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2011 年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培养研究生情况

单位 : 万人

　 合计
　

博士 硕士

863计划 1.14  0.36  0.78 

科技支撑计划 0.94  0.25  0.69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1.48  0.63  0.85 

合计 3.56  1.24  2.32 

1.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取得新进展
2011 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重大战略产品研发、重大示

范工程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一批阶段性创新成果得到推广应用，为推动产业变革

和结构调整、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民生和资源环境改善、推动区域经济

发展发挥了支撑引领作用。

在重大技术突破方面，刻蚀机、离子注入机等一批重大装备投入生产线应用 ；宽

带移动通信专项的 TD-LTE 规模技术试验在上海等 6 个城市开展，加速了 TD-LTE 技

术成熟 ；油气开发专项深层和新类型盆地油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 ；超大型锻件产品已

成功应用于 AP1000 依托项目，标志着我国超大型锻件的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

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非小细胞肺癌小分子靶向药物——盐酸埃克替尼（凯

美纳）和国家Ⅰ类生物溶栓新药重组人尿激酶原（普佑克）成功上市。

在重大成果应用和产业化方面，“神威蓝光”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全部采用核高

基专项研制的“申威 1600”高性能 CPU 产品（8700 颗）；集成电路装备专项支持的

65-45 纳米工艺研发成功，研制的太阳能电池成套设备和 LED 制造设备，以及真空

泵、涂胶显影机、机械手、气体质量流量计等系列产品实现批量销售 ；TD-SCDMA

终端芯片累计出货量超过 6000 万片 ；一批重点领域急需的重大装备通过验收并投入

使用，研制并已应用于核电常规岛转子热处理的“开合式大型热处理设备”有望结

束该锻件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转基因专项培育 66 个抗虫棉新品种，累计推广 2.17

亿亩。

在民生和资源环境改善方面，油气开发专项形成了含 CO2 火山岩气藏安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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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集输处理和驱油循环利用配套技术，并建成了国内第一个工业规模的 CO2 驱

油和埋存试验基地，提升了我国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上的国际影响 ；水污染治

理专项在“三河、三湖、一江、一库”等重点流域开展研究示范，示范区水质明显改

善。在鞍钢建立了 4800 吨 / 天的废水处理及回用示范工程，支撑了辽河流域的水质

改善。北京、天津等地区建成 4 个再生水示范工程，具备年产 2400 万吨再生水能力 ；

在太湖流域梅梁湾上游工业园综合示范区，示范工程实施后全年可节约用水 130 万

吨，减少污水排放量 130 万吨，优化了该地区的产业和经济结构。

新药创制专项实施，加速了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江苏泰州等一批医药产业园

区的发展，促进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医药产业的集聚。全自动艾滋病毒

核酸血筛体系在多家血液中心和血制品企业得到应用，为用血安全提供了保障 ；提出

的艾滋病成人国产药一线治疗方案，副作用小，治疗费用可降低 79% ；60μg 新剂型

乙肝疫苗获得生产批件，优化了乙型肝炎免疫策略。

2. 基础研究取得重要突破
2011 年，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在农业科学、能源科学、信息科学、资源环境

科学、健康科学、材料科学、制造与工程科学、综合交叉科学与重大科学前沿领

域，以及六个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进行部署，鼓励开展创新研究，抢占未来科

技竞争制高点。

在农业科学领域，克隆了光温敏不育基因，获得了可保持稳定温敏不育性的植

株，对未来两系水稻不育系的培育，水稻育种新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提出“近

中性理论”，对改进生物多样性理论的应用价值较有意义。在能源科学领域，提出地

震多次波偏移成像方法，为地震成像研究开拓出一个全新研究方向 ；建立了系统的重

油组成 - 结构 - 催化转化的研究方法，研制出了高性能 ZSM-5 催化材料 ；将具有陷

光作用的向列相联苯氰类液晶引入到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用电解质中，使电池效率达到

了 8.18%。在信息科学领域，超高频、大功率化合物半导体器件与集成技术基础研究

成果为深入研究线性缺陷对 GaN 基器件漏电流贡献的物理机制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

础 ；一体化可信网络与普适服务体系基础研究结果大幅度提升了互联网在服务迁移、

服务可靠接入、普适服务等方面的能力。

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在冰冻圈变化机制、冰川动力响应模拟、复杂地形积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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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反演方法等方面取得突出进展 ；构建了中亚造山带增生成矿的理论框架，成为推动

大陆动力学与成矿理论的源头创新。在健康科学领域，免疫识别、免疫调节与免疫相

关性疾病发生和干预的基础研究项目从免疫学角度发现和认识了调控 I 型干扰素产生

的新机制。在材料科学领域，初步解决了 BVID（目视勉强可见的冲击损伤）可检性

问题 ；高性能钢的组织调控理论与技术基础研究项目得到亚微米超细化亚稳奥氏体

M3 组织，开发了适合第三代低合金钢的超快冷成套设备及工艺技术。在制造与工程

科学领域，提出了一种新的 V 型推进机构型，发明了基于透镜聚焦原理和无衍射光

的姿态角测量新方法，为掘进装备的精确控制提供了技术保证 ；揭示了深部重大工程

岩爆灾害的孕育演化机制。

在综合交叉科学领域，全面研究了多源遥感的叶面指数、植被指数、土壤水分和

气溶胶等参数的遥感反演机理及尺度转换方法，对进一步攻克遥感定量反演难题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大型风力机的空气动力学基础研究项目成果对于推动我国自主研发设

计大型风力机叶片具有重要贡献。在重大科学前沿领域，基于分子间相互作用组装两

亲分子新概念的相关研究成果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分子自组装研究队伍的国际竞争力和

影响力 ；明确地阐述了人工选择对物种起源、演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变异机制 ；合

理解释了印度夏季风在冰期 - 间冰期旋回内的变化过程。

2011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取得丰硕成果。研究发现解析了 STAT 信号通

路为核心全新的细胞固有免疫信号调控网络，为人类诊治这些疾病提供新思路 ；免

疫相关重要蛋白质的生物学研究显著提高对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敏感性的预测和判

断，对指导乳腺癌临床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核自旋量子调控的固态量子计算研

究项目有望使人类在实现量子计算的进程中跨出新的一步 ；重要纳米材料的生物效

应机制与安全性评价研究项目建立了体内纳米颗粒的定量分析和检测方法，2011 年

被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定为国际标准，这是我国第一个纳米技术国际标准 ；胚胎早

期发育的分子调控网络研究项目研究为开发女性不孕不育症的治疗手段提供了新的

理论依据和参考 ；在亚洲区域海气补充观测和海洋资料同化方面取得突出进展，成

功地进行了南海 18°N 断面海洋综合观测，为形成我国第一条南海断面长期海气观

测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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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新技术领域取得全面进展
在信息技术领域，神威蓝光千万亿次计算机系统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

第三个能够采用自主 CPU 构建千万亿次计算机的国家 ；新一代高可信网络项目研制

完成了开放式、构件化、T 比特级通用核心路由器，完成了高清晰度视频为核心的会

话型电信业务、互动型电视业务、个人商务型互联网业务等 10 种以上有代表性的新

兴网络业务。

在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重组戊肝疫苗Ⅲ期临床研究及产业化项目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审批获得新药证书，成为世界首个获批上市的戊肝疫

苗 ；研制的支架系统于国内外首次将同位素粒子内照射治疗与食管支架融为一体，研

究成果获得了 2011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新材料技术领域，研制成功了百万千瓦级主管道不锈钢材料，有力提升了我国

高质量不锈钢的生产技术能力 ；完成二代高温超导带材制备关键技术研究，形成包括

NiW 基带、功能层和保护层制备技术在内的涂层导体完整制备技术。在先进制造技

术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产品 SY5502THB 62 米泵车在福岛核电站的救灾工作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 ；研制出迄今世界最大、拥有系列“原创性”核心关键技术的大型钛合

金构件激光快速成型工程化成套装备，使我国成为迄今世界上唯一突破该技术并成功

装机应用的国家。

在先进能源技术领域，成功研发出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产业化应用的兆

瓦级新型大面积非晶硅 / 微晶硅叠层太阳电池生产线关键设备 APC1860 系统。在资

源环境技术领域，万道数字地震仪研制取得突破，实现了具有工业应用价值的自主知

识产权万道级数字地震仪器 ；成功研发水蚯蚓原位消解污泥技术，可实现污泥减

量 80%。

在海洋技术领域，2011 年 7 月 26 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成功突破 5000 米水

深大关，最大下潜深度 5188 米，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到达全球 70% 以上海洋深处的作

业能力 ；“海洋石油 981”深水钻井平台成功设计建造，填补了中国在深水钻井特大

型装备项目上的空白 ；南海油气开发区极端海洋动力环境监测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自

主深水浮标、深水潜标已完成研制和海上布放，目前已完成共计 11 套系统设备的安

装和调试工作 ；南海深水区内波观测技术与试验系统开发课题已完成合同规定 3 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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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8 套潜标系统研制和布放，回收潜标数量已达 10 余套次，共计开展了 121 天的海

上试验。

在现代交通技术领域，构建了正常功能和故障模式下的复杂车地通信系统模型和

越区切换模型，实现了车 - 地通信和无线闭塞中心交接的安全性分析 ；城市客车混

合动力总成关键技术项目已经累计实现整车配套 733 套，广泛应用于国家十城千辆试

点城市 ；成功研制了最高试验速度 400km/h 的移动检测系统，并完成了与动车组的集

成和试验。在地球观测与导航通信技术领域，广域实时精密定位技术与示范系统主要

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碳卫星 CO2 探测仪光学系统核心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

甘肃天水罗玉沟流域典型地理过程并行模型验证取得新进展。

4. 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一大批重大成果已在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与振兴、支撑国

家重大工程建设、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民生以及缓解能源、资源、环境等社会发

展的重大瓶颈问题和保障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能源领域，完成 3MW 双馈式变速恒频风电机组吊装，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 3MW 海上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和变流器产品的 2 套样机研制 ；基本完成二代加核电

站控制棒驱动系统的设计与制造工作 ；在大型煤基甲醇生产装备、二氧化碳热泵及

能源合同管理、电网抵御极端天气灾害关键技术及装置、新型柔性交流电力控制等

关键技术方面均取得一定突破，为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节能减排起到了一定的推

动作用。

在资源环境领域，研究了开采关键技术，建立工程示范矿山，提高我国矿产资源

开采率 5% ～ 10% ；开发出从铜老尾矿中高效回收有价金属的选矿工艺技术，使铜、

金、铁的回收率大于 50%，银的回收率大于 20% ；开发出表面深度氧化矿物的表面预

处理技术，使铜、金、银回收率提高了 3 ～ 5 个百分点 ；规整结构分子筛催化体系和

泡点反应技术在苯和丙烯烷基化反应中的应用为国际首创，对促进我国大型化工企业

节能减排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 ；30 万吨煤制油工程高浓度二氧化碳捕集与地质封存

技术开发及示范项目，率先将 CCS 付诸实践，并实现了多项创新。

在材料领域，“十城万盏”试点城市已经有超过 420 万盏的 LED 灯具（包括景观

照明）得到示范应用 ；新一代可循环钢铁流程工艺技术项目取得重要突破并与曹妃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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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对接 ；国产镍系低温钢在 LNG 储罐得到应用 ；烯肟菌酯、烯肟菌胺、丙酯草醚

等 9 个农药品种累计推广使用 5000 多万亩次。在制造业领域，建成国内首条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燃料电池膜电极自动化示范生产线 ；开发出 ZY16800/32/70D 神华 7 米

支架等产品，是目前世界上支护工作阻力和伸缩量最大的液压支架。

在交通运输领域，实现了我国高端 AT 自动变速器的突破，显著增强了自主品牌

企业开发中高端汽车的能力 ；研制的新一代高速动车组，通过系统、全面的试验验

证 , 试验速度达到 486.1km/h ；实现了 MEC 智能型船用柴油机产业化 ；开发了自主知

识产权的快速公交智能系统和公交优先系统 ；实现了城市轨道车辆国产化关键核心技

术——牵引传动系统的国产化。

在信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领域，研究建立了一整套覆盖系统功能、业务流程、算

法模型、数据编码和分类术语等方面的 13 类 66 个标准，在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中首

次实现了“统一规范、统一代码、统一接口”；创建了以远程会诊、双向转诊为特色

的新型医疗卫生服务模式 ；钢铁、粮食全程电子商务及其供应链融资服务技术取得重

要突破。

在人口与健康领域，创立了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相结合的新的免疫抑制剂生产手

段，建立了发酵工程药物提取纯化平台 ；完成了 102 位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思

辨特点、诊疗经验的研究 ；建立了大宗微生物工业发酵技术体系，在蛋白质的微生物

发酵与分离纯化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在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领域，村镇生活垃圾处置技术取得新进展，家庭有机垃圾

减量化技术与设备、村镇生活垃圾处置生物干化处置和污染物控制集成系统等关键

设备研制成功。在公共安全与其他社会事业领域，煤矿监控系统伪数据去除技术的

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华鹰二代” 低空飞行器于 2011 年 7 月成功完成所有架次试

飞 ；数字化消防单兵装备与成套化便携应急装备 2011 年列入了上海“智慧城市”消

防计划配备装备之一 ；研制出针对“瘦肉精”等重要非法添加物的一批监测技术及

检测产品。

国家高新区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成为拉动区域经济

增长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引擎。2011 年，88 家国家高新区实现营业总

收入 13.16 万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12.4%，产品出口额达 3000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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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全国外贸出口的 15.8%。

5. 农业科技创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农林植物新品种选育和优质高效生产关键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玉米、水稻、小

麦、棉花、油料作物和大豆等主要作物种业建立了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协作体系与材

料共享平台 ；针对玉米、水稻、油菜和棉花四大作物在主产区推广已育成的新品种

13 个，制种 21 万亩，生产种子 6195 万公斤，推广 3352.7 万亩以上 ；继续实施粮食

丰产科技工程，三大平原三大作物项目“三区”建设和丰产技术创新、技术集成效果

显著，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技术保障，其中湖南省创造了 108 亩单季稻加权平均

亩产 926.6 公斤的高产纪录，震动世界。

农业和农村信息化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探索建立了不同特色的可推广信息化服

务模式。在南昌、鹰潭、吉安等 8 个市 26 个县（区）建成了 300 个农村信息服务示

范点，形成了“农业科技 110”信息化服务模式。2011 年，星火科技 12396 信息服务

覆盖 140629 个村，同 2010 年 134207 个相比增加了 4.8% ；建设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

6739 个，同 2010 年 5413 个相比增加了 24.5%。

大力推广科技特派员等新型农村科技服务模式。全国有 17 万名科技特派员和

5500 家法人科技特派员，长期活跃在农村基层、农业一线，直接服务农户 880 万户，

辐射带动农村 5700 万人。

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加快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村先进适用技术推广

应用。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扶持的特色产业平均实现年产值 17.9 亿元，项目平

均直接参与农民达 5.2 万人，辐射带动农民 7.1 万人，参与农民年人均项目收入达

5732.5 元 ；共计建立信息平台 702 个，农产品交易平台 426 个，农民合作组织 2593

个，建立示范基地 2281 个。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正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催化、现代农业示范和

农民技术培训的重要基地。2011 年共推广新技术 759 项，推广新品种 1160 个。65 个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年产值达到 2899.42 亿元，年出口创汇额 48.13 亿元。组织科普讲

座与座谈工作 9277 次，开展技术培训 4768 次，培训农民 73.28 万人，产生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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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进展显著。2011 年，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等 23 个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通过首批认定纳入国家科技平台体系。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

划项目资源汇交硕果累累，截至 2011 年底，已汇交大型科学仪器 85 台（套）、科学

数据集 150 个、标准 27 个、专利 612 项、论文 3378 篇、论著 41 部、研究实验报告

153 篇、实物资源 922 份。2011 年，利用重点科技资源数据库共计评议原值 50 万元

以上仪器设备 5414 台，为国家财政节省 30.32 亿元。

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科学前沿探索和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

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并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团队。2011 年度，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共获得国家级奖励 121 项，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6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2 项 ；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67 项。2011 年科技 10 大进展中有 6 项出自

国家（重点）实验室。2011 年度，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4.73 万篇 ；获

得发明专利授权 5300 项。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固定工作人员超过了 1.9 万人，

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279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57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 1058 人。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取得突出成绩。2011 年，共获得科技成果 3729 项，其中

自行研发成果达到 66.2% ；841 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国家级奖励 106 项。授予专利

4842 项，其中发明专利 2274 项，较上年增长 56.83% ；发表科技论文 14779 篇，较上

年增长 14.39%。2011 年，工程中心共建成中试基地 270 个，中试生产线 261 条 ；建

立技术服务网点 711 个 ；共转化科技成果 8684 项，对外开放实验室（试验室）959

个，开放设备 11844 台 / 套，开放生产线 362 条 ；共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14258 期，

参加人数 712125 人，同比增长 66.45% 和 11.22% ；为科研机构、企业等培养各类急

需人才 827491 人，同比增长 10.43%。

7. 国际科技合作全面深入推进
国际科技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大，截至 2011 年，全国已经有 35 个国家级联合

研究中心，5 个国家国际创新园及 222 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与 40 多个国家和组

织开展合作。通过国际合作，引进和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和技术工程人员，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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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键技术 328 项。发表国际论文 1044 篇，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527 项，国

外发明专利授权 20 项。制定国际标准 3 项，国家标准 17 项。成果转让 102 项，成

果转让收益 2.3 亿元。一批合作项目取得了显著进展，比如高端 CAD/CAM 系统核

心技术的引进、研究与应用项目，通过与外方合作，研发出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三维 CAD/CAM 软件系统，并在汽车、重大装备制造、军工等关键工业领域

进行产业化推广。低成本 MW 级 CIS 太阳能电池产业化技术开发项目，通过参与

对关键设备进行设计和制造，实现核心技术和装备的国产化，推动相关产业技术

装备水平进步。

2011 年，国家磁约束核聚变能发展研究专项取得重要进展。HL-2A H 模物理实

验研究圆满完成了原创的低温团簇加料系统和挤压式多发弹丸加料系统的建立，取得

了三项国际首次的创新研究成果，项目核心成果“托卡马克等离子体若干重大物理问

题的实验研究”荣获 2011 年度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及中核集团科学技术特等奖。东

方超环（EAST）物理实验实现了长脉冲高约束模式和 100 秒偏滤器运行，实验结果

处于国际前列 ；我国的 ITER 导体生产实现 100% 国产化，ITER 采购包相关工作取得

重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