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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2011 年，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 863 计划）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改

善民生、新农村建设、装备制造业升级等当前重大紧急需求，积极加强和调整了任务

部署，充分发挥对产业技术发展高端和前沿的引领作用。

（一）项目安排

2011 年，863 计划新启动了 65 项主题项目、17 项重大项目 ；新立项目课题

554 项。

图 4-1　2011 年 863 计划新立课题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4-2　2011 年 863 计划新立课题按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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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2011 年 863 计划新立课题按依托单位性质分布

图 4-4　2011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项目按进展情况分布

（二）经费投入

2011 年，863 计划安排项目课题经费 106.4 亿元，其中 863 计划（民口）共完成

课题预算拨款 51.15 亿元，年度预算执行率 100%。

图 4-5　2011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4-6　2011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按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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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2011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按依托单位性质分布

图 4-8　2011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经费投入构成

（三）人员投入

2011 年，863 计划共投入人员 6.42 万人。

图 4-9　2011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人员投入构成

（四）主要成效

1. 总体进展和成效
2011 年，863 计划共发表论文 2 万多篇，其中被 EI、SCI、ISPT 收录近 7000 篇 ；

出版专著 4692 万字 ；培养研究生 1.14 万人，其中博士生 0.36 万人。申请专利 7245

项，获得授权专利 2860 项 ；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5790 项，获得授权 2051 项。获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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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科技奖励 17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5 项 ；获得国外有关科技奖励 8 项，省

部级奖励 136 项。实施成果转让 337 项，创造产值 18.7 亿元。

2. 各领域主要进展情况
（1）信息技术领域

在 863 计划“高效能计算机及网格服务环

境”重大项目的支持下，神威蓝光千万亿次计

算机系统（以下简称“神威蓝光”）研制成功。

神威蓝光是我国首台全部采用国产 CPU 和全套

国产软件系统构建的千万亿次计算机系统，标

志着中国继美国、日本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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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国家大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目标。

“新一代高可信网络”项目提出原创性体系结构，完成具有广泛影响国际标准

（Y.2611、Y.2612），项目研制完成了开放式、构件化、T 比特级通用核心路由器，可

重构支持电信网、广电网和互联网及其演进的各种先进网络架构 ；项目完成了高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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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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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大肠杆菌）戊型肝炎疫苗

神威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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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慢性损伤及急救指标等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制”项目已成功研制了载脂

蛋白 A1（ApoA1）、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同型半胱氨酸（Hcy）等用于心

脑血管诊断的检测试剂。该课题组研制的诊断试剂盒目前已创汇 181 万元，上缴利税

3048 万元。其中 Hcy 试剂盒年销售额将近 5000 万元，HDL-C 等试剂盒目前已销往

美国，走向国际市场。

载脂蛋白 A1（ApoA1）、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同型半胱氨酸（Hcy）等心脑血管诊断试剂

“同位素食道支架的研制与应用研究”项目设计研制了“125I 粒子食管支架

及输送释放系统”，该支架系统外首次将同位素粒子内照射治疗与食管支架融为一

体 , 通过对支架的机械结构和设计进行重要改进，使之成为真正具有临床应用价

值的治疗系统 ；研发了与之配套的“支架粒子置入放射治疗计划系统”，使 125I

食管支架的临床应用更为安全有效。该课题“同位素食道支架的研制与应用研究

（2009AA02Z402）”的研究成果“新型消化道支架的研发与应用”获得了 2011 年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25I 粒子食管支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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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在精神分裂病、 “肺癌全基

因组关联分析和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在肺癌、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对照数据库和验证

技术平台”在弥漫性甲状腺肿伴甲亢（Graves’disease）、 “食管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和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在食管癌的全基因组分析研究中，发现了一批与我国人群发病

率息息相关的基因易感位点，这些成果不但填补了相关疾病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中中

国人群数据的空白，而且对深入了解这些发生的分子机理和对高危人群的筛查、早期

诊断等有重要意义。

“AC 群脑膜炎球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研制的 AC 群脑膜炎

球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多糖结合疫苗已完成Ⅲ期临床研究，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递交了新药证书申请。AC 群脑膜炎球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多糖结合疫苗的

成功研制将为保护更广泛的人群免受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痛苦做出一定的贡献。

“心脑血管疾病早期诊断设备关键技术和部件研发”

项目在已有产品“心血管系统状态监测仪”的基础上进

行改进，设计并产品化试制了新型心电电极夹、多锥度

可调节袖带、高灵敏度、宽频带心音传感器、颈动脉压

力血流信息检测装置等诊断设备所需的关键部件，使之

适用于医院、社区等多种检测环境。该课题的核心技术

2011 年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新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 2 项。

“高性能神经外科手术导航关键技术的研究与产品开

发”项目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手术导航技术相关核

心技术的突破，研发出“高性能神经外科手术导航系统”

并于 2011 年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

器械注册证。

“富含纤维素发酵残渣制备功能材料及其对燃料油生物脱硫的应用”项目以富含

纤维素的白酒糟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构建了针对粉末状生物质原料，集成干燥、炭

化和活化的活性炭连续生产工艺，通过热化学转化制备多孔碳材料，实现了生物废弃

物的高价值利用。

心血管系统状态监测仪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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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糟制备活性炭中试装置实物

（3）新材料技术领域

“大型压水堆核电站关键结构材料与工程应用技术”重点项目下设的“一回路主

管道关键材料研究及工业化生产技术”课题取得突出进展，研制成功了百万千瓦级主

管道不锈钢材料。该材料的自主研发及批量生产，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有力

提升了我国高质量不锈钢的生产技术能力，对有效保障我国核电长期安全的运行也有

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高温超导涂层导体制备关键技术”项目

在基带和功能层制备两个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项目已完成二代高温超导带材制备关键

技术研究，形成包括 NiW 基带制备技术、功

能层制备技术和保护层制备技术在内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涂层导体完整制备技术。

百米级涂层导体测试照片

百米级 NiW 合金基带照片

百米级涂层导体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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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进制造技术领域

2011 年 3 月 19 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及三一重工发函，请

求三一重工支援一台 62 米混凝土泵车，以对相关机组进行注水冷却作业。三一重工

第一时间响应，免费为日本提供了一台价值为 100 万美元的 62 米泵车，该泵车在福

岛核电站的救灾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赴日本参与救援的 SY5502THB 62 米泵车是三一重工新产品，其主要技术指标均

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产品水平。

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用于仪器检定和校准用的系列椭圆标准器、圆

度标准器和圆柱度标准器，其中圆柱度标准器的圆柱度误差可达 0.5μm/100mm，

1.0μm/300mm。课题起草了国家机械行业标准《JB/T 10864—2008 圆柱度测量仪》1

项，申请发明专利 7 项。

超精密圆度 / 圆柱度测量仪产品样机

攻克了大型医药自动化生产线高速、高精度、高可靠性的自动化检测与控制关键

技术难题，完成了检测包装智能机器人的复杂光机电一体化机构设计，成功研制出安

瓿、大输液、保健酒等三类高速高精度的检测包装智能机器人，替代了人工检测，大

幅度提高了医药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实现了无菌生产区设备的全自动化无人操

作，严格保证了药品生产质量规范（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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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为 ：安瓿、大输液、保健酒检测包装智能机器人

医药大输液吹洗灌封一体化生产线

在国际上首次全面突破飞机钛合金大型构件激光快速成

型工艺、成套装备、内部质量控制和技术标准等重大技术难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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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激

光快速成型制造出目前国内最大的整体钛合金飞机主承力结

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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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快速成型大型客机 C919 钛合金主风挡窗框
( 左 ：激光成型“近终型”毛坯 ；右 ：机械加工成品 )

激光快速成型某型飞机大
型钛合金整体主承力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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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先进能源技术领域

“非晶硅 / 微晶硅叠层薄膜太阳电池成套关

键技术研发”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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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国内第一

个 a-Si/a-SiGe/μc-Si 三 叠 层 硅 薄 膜 太 阳 电 池

13kWp 示范光伏电站，并成功进行并网发电。

“100kW 级微型燃气轮机及其供能系统”课题取得重大突破。2011 年 7 月 14 日，

100kW 微型燃机首次热启动点火成功，达到额定工作转速 45000r/min，标志着我国

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00kW 微型燃气轮机研制取得重大进展。2011 年 12 月 30

日，100kW 微型燃机简单循环实现满负荷发电运行，达到额定功率 100kW，标志着

100kW 微型燃气轮机本体研制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并形成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较为完整的微型燃气轮机产品研发和制造体系，为开拓以微型燃气轮机为核心

装备的分布式供能产业提供装备支撑奠定了坚实基础。

（6）资源环境技术领域

“2500HP 大型数控成套压裂装备”课题组成功研制了车载式 2500HP 压裂泵车、

出大功率混砂车 ；研究 140MPa 高压流体控制元件的材料及结构设计，建立试验装

置 ；实现压裂泵车、混砂车和压裂仪器

车的数据共享、网格控制及远程通讯。

成套压裂装备和多项核心技术将大大提

升我国大型压裂装备的整体水平，带动

系列压裂设备的开发和推广应用，为中

国石油机械制造形成一个年销售收入 10

亿～ 15 亿元的规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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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解决了产品

太阳电池 13kWp 示范光伏电站

2500HP 大型数控成套压裂机组在新疆压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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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和一致性的技术和工艺问题，掌握了万道级的地震仪器批量化生产技术，主要

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新疆塔里木盆地沙漠腹地顺利完成了 10km 的野外地

震剖面，并与目前最常用的 Sercel428 地震仪器进行对比试验，对比处理结果非常理

想，目前正在进一步完善，并寻求战略投资进行工业化生产。

针对我国污水处理工艺工程污泥减量技术的需求与应用现状，研发了水蚯蚓原位

消解污泥技术，主要应用于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污泥“源头控制”，目前已成功研

发水蚯蚓原位消解污泥技术，可实现污泥减量 80%。

成功开发出了树脂型高效吸附剂，针对突发性水面溢油事故，创造性地提出了以

高效海绵状吸附材料为基础、装备配套和“围、堵、吸”一体化处置工艺相结合的理

念，形成对水面溢油快速捕集和资源化回收的集成技术。该技术研发成功后先后参与

处置了多起有重大影响的水面溢油事故，目前该项技术已列入 2010 年度国家先进污

染防治示范技术名录。

（7）海洋技术领域

2011 年 7 月 26 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第二次下潜试验中成功突破 5000 米

水深大关。本次海试历时 49 天，航程万余海里，海试期间，潜水器共完成 5 次下潜，

参与下潜人员达到 8 人，共计下潜 15 人次，最大下潜深度 5188 米。海试的成功，是

我国海洋科技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到达全球 70% 以上海洋深处进

行作业的能力。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成功突破 5000 米水深大关

经过 3 年技术研发，海底观测网络多项核心技术得到突破，研制出海底接驳盒、

水下原位化学和动力环境监测系统等样机与配套软件在完成浅海试验后，于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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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正式与美国海底观测网络并网运行，从美国蒙特利湾海底获取水深 888 米海底环

境数据。此次深海试验，充分验证了接驳盒输能通讯、海底水下离子色谱原位分析、

海底化学环境传感监测、海底动力环境监测、数据库与网络发布技术以及系统集成等

技术。

4500 米载人潜水器载人球壳设计及相关性能检测技术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分别

采用半球瓜瓣焊接成型和半球整体锻造成型两种技术路线完成了载人舱耐压球壳第一

阶段的厚板和 1/4 球壳的加工，获得第三方测试的全部数据，积累了重要技术经验 ；

复杂动态海洋环境下的人机混合自适应鲁棒航行控制技术、基于多类信息源数据融合

的水下高精度导航定位技术两项关键技术进行了算法研究和实验验证。

深海空间站涉及的水动力性能综合优化、缆控潜器的搭载、收放与控制、超大潜

深新型耐压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完成了小型试验平台的总体模块化三维设

计及技术方案审查。目前，小型试验平台站体结构建造和站载分系统集成均已完成，

正在抓紧进行小型试验平台联调测试。

2011 年 5 月，由我国自主设计的 “海洋石油 981”3000 米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在上海交付用户使用，该成果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第六代超深水半潜式钻井装备，是

中国实施南海深水海洋石油开发战略的重点配套项目。

海洋石油 981 深水钻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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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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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国在深水高端重大工程装备方面跻身世界前列，对于增

强中国深水作业能力，实现国家能源战略规划，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

多项海洋监测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深远海监测技术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南海

油气开发区极端海洋动力环境监测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自主深水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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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

构设计已完成，正在着手展开数据入库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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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波观测试验网建设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海洋遥感定标检验技术研究”课题最后一个链路卫星通讯系统正式开通，标志着我

国海洋遥感定标检验集成平台系统开始迈入业务化运行阶段。

我国自主研制的水下与空中平台蓝绿激光通信上行通信系统工程样机在南海完成

海上试验，该试验由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牵头组织实施，试验结果验证了

样机的性能和技术指标。这是在 2010 年飞行试验基础上首次实现水下深度接近实际

应用深度的验证试验，掌握了接近实际应用场景的第一手资料数据，为今后实用化蓝

绿激光通信系统设计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大气波导实时探测技术研究”项目组经过两年多的系统研制，完成了工程样机、

反演算法、预报软件及陆基试验，并于 2011 年 8 月成功开展了船基性能现场比测试

验。海试结果证明，工程样机与雷达适配性、最大探测距离、反演剖面输出距离间

隔、波导反演诊断时间等达到合同指标要求。

两型浅水宽覆盖多波束测深系统完成样机研制，并成功进行海上试验，在测深精

度、测深范围和覆盖宽度等多项指标达到并超过合同要求，研制设备已被两家单位采

购并应用，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该技术的突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握该项技

术的国家。

深水多波束测深系统研制课题所研制的深水多波束测深系统，发射声基阵和接收

声基阵各自长约 8 米和 4 米，能在 20 ～ 11000 米海域进行海底地形精密和快速探测。

项目已完成 10 套仪器设备的改进研发，其中 8 套定型样机完成第三方独立检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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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系统依托向阳红 8 号船已进入准业务化运行，系统运行状态良好 ；大浮标、小型水

质监测浮标和路基套频海冰监测雷达系统完成研制，并进入海上运行阶段 ；完成了

海监飞机的改造，LiDAR 检校和成像光谱仪完成安装和试飞，完善了机载系统集成，

突破了 SAR 油膜、海冰反演等关键技术，建立了反演模型，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基

础 ；完成多源数据传输网络建设、数据融合集成，完成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研究，建立

了海洋监测综合数据库和质控软件，完善了第三方检验方法。

（8）现代农业技术领域

为提高棉花种植生产过程中重大关键装备技术自主供给能力和水平，现代农机智

能装备与技术研究团队，开展了棉花种植生产中关键的打顶、采收环节技术装备的智

能控制系统技术及集成研究，研制智能控制自走式采棉机、自走式仿形棉花打顶设

备，提高关键环节重大装备的自动化、智能化、精准化水平。项目实施有效解决了棉

花种植生产中的打顶和采摘环节占用劳动量大、机械装备水平较低、关键重大装备依

赖进口的问题，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装备。

生物质水相重整制生物汽油和丁醇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创新性地开发了高温液

态水 - 超低酸预处理与酶水解偶联技术，结合自主设计的微分式渗滤床水解反应器，

大大提高了水解液中糖的得率。在此基础上，还开发了新型减压低温浓缩工艺，提高

了水解液中糖浓度。突破了目前生物质能利用中纤维素类物质溶剂转化率低及菌种对

配备智能控制系统的 4MZ-5 型智能采棉机自走式棉花打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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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瓶颈解液中的抑制剂耐受力较差两大难题，实现了全糖共发酵高产丁醇的技术，该

成果为生物质高效转化高品质燃料提供了基础保障和技术支撑。

零反式脂肪酸或低反式脂肪酸专用油制造技术获得了突破，使我国食用油生物制

造水平大幅提升，食用油生物制造技术的应用和新型健康食用油产品问市已成为我国

食用油产业转型、提升发展的标志，我国居民营养健康得到进一步保障。

（9）现代交通技术领域

针对中国高速铁路列车运行控制系统互联互通测试与评估这一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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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利用需求管理工具 RequisitePro 对需求规范

150t/a 生物汽油中试系统 300t/a 生物丁醇中试系统

生物分子原子力显微镜观察零反式脂肪酸产品



060

年度报告2012

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2

验证的分析方法，建立了需求规范的 UML 模型以及追溯关系，并采用 NuSMV（新符

号模型检验器）实现对需求规范对应的 UML 模型的分析。

项目制订了 15 项 CTCS-3 级列控系统的行业标准，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我国高

速铁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CTCS-3 级列控系统标准体系和技术体系，对指导高速铁

路 CTCS-3 级列控系统的方案设计、设备研发、工程建设、测试验证、系统评估、运

用维护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城市客车混合动力总成关键技术研究课题于 2009 年立项。搭载该成果的整车在

国标《GBT19754-2005——能量消耗试验规范——重型车》测试规范下的节能效果都

达到了 25% ～ 30%，在公交公司实际线路上运行的节油率为 15% ～ 25%。目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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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的研制成功和

推广，带动了相关产业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为整车企业提供了性价比和进口系

统相当的产品，为国家“十城千辆”示范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产业化保障，也为公交

企业提供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逐渐树立了市场信心。

最高试验速度 400km/h 高速检测列车关键技术研究与装备研制课题对列车轨道、

弓网、轮轨动力学、通信、信号、综合等检测系统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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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形成了 CRH380B-002 高速综合检测列车，掌握了基础设施移动检测核心技术，

实现了高速条件下对基础设施多参数实时采集、精确测量、数据集成、综合处理和

分级评判。

高速检测列车关键技术研究与装备



863计划

061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2

深港澳电动汽车大规模示范运行，截至 2011 年底，深圳市示范推广的各类新

能源汽车总数已达 2880 辆，其中公交车 2013 辆（混合动力公交大巴 1750 辆、纯

电动大巴 253 辆、纯电动中巴 10 辆）、纯电动出租车 300 辆，公务车 20 辆，私家

车超过 547 辆 ；建成各类充电站 62 座，其中公交充电站 57 座，社会公共充电站

5 座。

深圳市新能源汽车示范运行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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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可作为我国重要的导航和定位服务基础设施，广泛应用于精密农业、交通运输、空中

交通管理、国土资源调查、物联网、精确位置服务等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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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卫星 CO2 探测仪光学系统核心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分光元件采用反射式全息

衍射光栅方案，衍射光栅的大小为 140mm×190mm，是 CO2 探测仪的关键光学元

件，大面积衍射光栅技术是项目关键技术之一，对达到高精度的探测性能具有重要

意义。

广域实时精密定位系统在国土资源调查和精细农业中的应用

SiC 基底图样 32mm×32mm 口径的光栅图

测量型双频接收终端      手持型单频接收终端       车载型单频接收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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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栅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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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于本年度设

计实现的复杂地理计算平台和算法对水文过程进行了验证，实验环境是 4 路 6 核集群

服务器。验证结果表明，采用项目研发平台和算法，各子过程计算的平均加速比在 8

以上，峰值加速比接近线性比。

罗玉沟流域复杂计算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