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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11 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下简称“支撑计划”）以统筹推进“十二五”国

家科技发展规划部署、落实科技计划管理改革重大任务为重点，以支撑结构调整和发

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突出重点任务，集成资源，落实计划管理改革任务要求，圆满完

成全年工作计划。

（一）项目安排

2011 年，支撑计划共实施项目 677 项，其中在研项目 444 项，新启动项目 233

项。2011 年新立项的 233 个项目共设立课题 1155 个，项目总预算为 240.31 亿元，其

中国拨经费预算 85.69 亿元。

图 5-1　2011 年支撑计划立项项目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5-2　2011 年支撑计划立项项目按课题牵头单位所在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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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2011 年支撑计划立项项目按课题牵头承担单位性质分布

（二）经费安排

2011 年，支撑计划项目（课题）实施共投入总经费 143.41 亿元。其中，国拨专

项经费 55 亿元，占 38.35% ；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其他财政拨款 3.12 亿元，占 2.18% ；

承担单位自筹经费 85.29 亿元，占 59.47%。

2011 年支撑计划国拨专项经费 55 亿元中，在研项目滚动拨款 15.44 亿元，2011

年新启动项目拨款 39.56 亿元。

　

图 5-4　2011 年支撑计划国拨专项经费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5-5　2011 年支撑计划国拨专项经费按课题承担单位所在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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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2011 年支撑计划国拨专项经费按承担单位性质分布

（三）人员投入

2011 年，共有近 8.06 万名科研人员参与了支撑计划课题的研发与示范工作。通

过课题实施，共培养博士 0.25 万名，培养硕士 0.69 万名。

图 5-7　2011 年支撑计划课题参与人员构成情况

（四）取得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科技支撑计划研发与示范共取得新产品、新材料、新

装置等各类科技成果 2552 项，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20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223 项。共

发表论文 1.56 万篇。申请国内外专利 4972 项，获得国内外专利授权 2182 项。共完

成 1437 项技术标准的研制。通过新技术成果应用，新增产值 959.56 亿元，新增利税

77.21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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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源领域
在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发电设备方面，完成 3MW 双馈式变速恒频风电机组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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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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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容量钠硫电池研制及兆瓦级储能系统方面，建立了单体钠硫电池的性能评价

体系、钠硫电池相关标准与规范 ；完成总体功率 100kW 的示范电站用电池模块组装、

集成和制备。

在蒸发冷却技术方面，研发的 330MW 蒸发冷却汽轮发电样机顺利通过型式试验，

符合相关标准，具备了运行条件 ；首台三峡地下电站 700MW 蒸发冷却水轮发电机完

成 72 小时并网满负荷运行试验。

在核电技术应用开发方面，进行了特异物质辐射探测技术研究，完成样机研制；

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控制棒驱动系统研制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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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兰炭（半焦）清洁生产和碳氢尾气合成天然气关键技术方面，开发了清洁兰炭

示范工程项目生产线自动控制系统。

同时，在大型煤基甲醇生产装备、二氧化碳热泵、燃煤工业炉窑余能高效回收利

用及能源合同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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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资源领域
在露天矿境界外驻留矿产资源

矿开采关键技术方面，针对露天矿境

界外驻留矿产资源的特点，从安全、

高效、经济、环保等角度研究开采

关键技术 , 建立工程示范矿山，为我

国开采类似矿体提供有效的技术支

持 , 提高我国矿产资源开采率 5% ～

10%，有效保障国家矿产资源的有效

供给，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可持

续发展。 示范矿山白云鄂博铁矿东介勒格勒矿区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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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铜矿山二次资源有价元素高效回收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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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钒钛磁铁矿提钒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及装备方面，突破多力场永磁筒式磁选机研

制关键技术，开发了电解技术处理提钒废水同时回收锰的技术，废水循环利用率达

100%，解决了固废利用问题，标志着我国在提钒技术方面从目前国际先进水平提高

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特大型矿床深部开采综合技术方面，开展了特大型矿床深部开采有效卸压技术

开发与研究 ；首次将分布式光纤

传感变形监测技术成功应用于国

内矿山工程变形监测，实施了超

大采场围岩和充填体变形的全方

位监测，为矿山工程变形监测探

索出一条新路。

在镉污染防治及清洁生产提

取关键技术与装备方面，实现烟

气浓度小于 5mg/Nm2，刷新了迄

今为止铅锌镉冶金行业排放烟气

示范矿山白云鄂博铁矿矿区主矿、东矿、驻留资源位置图 示范矿山姑山铁矿露天边坡三维图

800 吨精镉项目火法厂房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069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2

浓度最低记录。

3. 环境领域
在液压支架不锈钢立柱激光熔覆再制造方面，利用激光束在大气环境下进行无污

染操作，在金属材料表面形成一层硬度高且与基体呈冶金结合的高性能涂层，是目前

提高立柱耐磨性、防腐蚀、延长使用寿命的最新表面处理技术。

 

液压支架不锈钢立柱激光熔覆再制造前后

在苯与丙烯烷基化新型催化体系和反应器技术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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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进料苯 / 烯比与过

程能耗物耗，提高了反应选择性，对促进我国大型化工企业节能减排具有突出的示范

作用。

由神华集团组织实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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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的捕集与封存）付

诸实践，并实现了多项创新。该项

CCS 科技探索与实践将对形成可靠、

成熟、经济的 CCS 技术提供宝贵经

验，为我国减缓气候变化科技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 万吨 / 年异丙苯联产 2000 吨 / 年二异丙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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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气象局组织实施的“我国主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重大气象灾害监测、检

测和预测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在成果转化和应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我国各级政

府和各行业应对气象灾害的决策、灾害风险评估和科学管理提供及时、准确的科技支

撑和服务保障。

与参与 IPCC AR4 的其他模式模拟结果的比较（相对于 1971—2000 年气候平均）

4. 农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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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蔬菜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 10 个，累计展示蔬菜新品种 / 新组合近 500 个 ；

“冀谷 32”、“长生 08”两个品种于 2011 年通过全国谷子品种鉴定委员会鉴定，其中

“冀谷 32”小米含钙 121ppb，是目前我国含钙最高的品种。

建立了华南区杜洛克、长白与大白种猪育种基础数据库，各种猪场可实时利用该

数据库进行育种值计算、选种、选配、场间比较 ；建立了优质肉牛肉羊体细胞克隆胚

胎生产与移植体系。

对自然海域银鲳产卵场的变化经行追踪调查，基本摸清了我国东部沿海银鲳的产

重大气象灾害灾情收集整理分析评估系统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监测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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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区域及产卵场附近水域的水温条件，已成功培育健康苗种 12.5 万尾。

继续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三大平原三大作物项目“三区”建设和丰产技术集

成创新效果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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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了世界。

蔬菜、果树、花卉等园艺作物优质高效节能生产和无土栽培关键技术研究取得新

进展，设施园艺产业提升与绿色生产技术获得突破 ；草原肉牛肉羊绿色养殖技术取得

积极进展，提高了草原牧业生产水平。

在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技术、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辨识、农业气象灾害指标体系

构建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春季华北干旱监测预警、夏季长江中下游旱涝急转

发布了及时准确的预警信息，为科学决策、有效防控灾害和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夺取

2011 年粮食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沿淮低洼地农业减灾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进展良好，该地区农业避灾减

灾能力显著提升，作物产量和效益显著增加。

低碳、高效、安全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装备水平显著提高，有力保障了我国食品加

工能力与技术水平的可持续快速提升 ；全面规划实施了食品质量安全的全过程控制和

物联网信息化工程，食品安全溯源、监测、预警和加工过程安全控制技术取得显著进

展，为全面提高我国食品产业安全保障能力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技术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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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设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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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产智能管理与服务技术研究取得突破，促进了区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构

建了基于致灾机理的作物气象风险度评估模型和基于气象要素与遥感信息的作物产量

早期预测模型，实现了在作物生育期对作物产量变化的早期预测。

研究开发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300 马力级大型拖拉机、贯彻精准农业精细化作业

农艺要求的植株中后期田间管理作业的可变地隙与轮距动力机械两种动力机械，提高

作业效率、降低作业成本。

在动物疫苗关键生产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获得了一种可用于 BHK-21 细胞无

血清悬浮培养的培养基，其促细胞生长效果与国外同类产品无显著差异，价格仅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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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类产品的 1/3 ～ 1/2，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在现代中兽药研究与新药创制方面，研究建立了防治呼吸及消化系统常见病症、

家畜胎产病、感染性疾病和提高畜禽免疫力的多种中兽药药效学评价多种病症模型，

为开展新药创制奠定基础。

在新型缓控释肥与有机肥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方面，在主要作物上开

展功能型生物有机肥与包膜控释肥配合施用的技术研究与应用。

在生物燃气研究方面特别是车用燃气、发酵技术、脂肪酶催化等方面有所突破，

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提供有效的发展途径。

建成可年产沼气 360 万 m3 的生物燃气示范工程，可处理农业废弃物 7 万吨以上，

生产沼肥 2.4 万吨以上，实现年经济收入约 1000 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建成包括移动床生物质热解技术、沼气畜禽粪便水解除砂技术、太阳能加热的恒

温沼气生产系统、多种发酵制沼气技术、甜高粱茎秆压榨提汁、生物柴油及燃料乙醇

技术和小桐子毛油精炼中试建设和示范系统 10 个。

在能源作物栽培方面，培育出多种适合制备燃料乙醇的杂交植物，速生、高产、

高含油并可供大规模生产的小桐子新品种、耐热耐盐碱能源甜菜新品种和新材料及高

淀粉含量的甘薯新品种。

在城乡统筹农村生活污水污染控制技术方面，研发了高效改性生物载体材料、城

乡生活污水共处理集成关键技术等 ；形成了城乡生活污水共处理一体化生物转盘集成

技术等。

5. 材料领域
“十城万盏”试点示范成效显著。据初步统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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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ED 功能性照明灯

具约 200 万盏，年节电约 4.2 亿度，应用领域涵盖室内外功能性照明、景观照明以及

农业、医疗等创新应用。

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牵头起草了《反射型自镇流 LED 灯性能测试

方法》、《LED 筒灯性能要求》等 4 项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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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积极对接，依

托工程曹妃甸首钢京唐钢铁公司试运行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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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NG 工程用低温钢板方面，国产镍系低温钢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LNG 储罐得到应用，实现了国内大型 LNG 工程上使用国产 9%Ni 钢零的突破。

针对海绵钛生产中沸腾氯化和还原—蒸馏两个关键环节，研究了 Φ2600 大型无

筛板沸腾氯化炉主体结构优化设计、设备安装、调试工作，研究了沸腾氯化过程的主

要工艺参数如配料比、流化速度、炉温等。

烯肟菌酯、烯肟菌胺、丙酯草醚等 9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取得农药临时登记

的农药品种，开始在我国农业生产的病虫草害防治上开始发挥作用，现已累计推广使

用 5000 多万亩次。

成功开发国内最大的年产 10000 吨纯度为 6N 的全氟离子膜用四氟乙烯生产装置，

产品质量符合全氟离子交换树脂生产要求。

设计制造了 5L 和 50L 两台套扩试用喷射式环路反应器，分别用于开发甜菜碱两

性表面活性剂的季铵化反应和酯基季铵盐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季铵化反应的新工艺，

基本解决了高碳 MES 低温水溶性差的应用问题。

解决了织物改性、涂料连续染色工艺以及专用设备等关键技术，实现了单位产量

耗水比常规染料染色减少了 90% 以上，节能超过 30%。

建成年产能 40000 吨高压缩性铁粉及预合金粉生产线、高性能粉末冶金结构件生

产线电机磁芯生产线、软磁复合材料生产线。

6. 制造业领域
完成七台燃料电池膜电极专用设备的开发，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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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可达 5000m2/ 年（60cm2 产品，约 80 万件），

产品合格率达到 97.2%。

开发出 ZY16800/32/70D 神华 7 米支架等产品，支架支护高度达到 7 米，工作阻

力达到 16800kN，是目前世界上支护工作阻力和伸缩量最大的液压支架。

试制了国内技术领先的、适应于 500kV 以上超高压、高强度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工艺要求的高性能真空练泥机 ；试制了国内首条以数控坯件旋坯与修坯设备为核心的

盘形悬式绝缘子自动成形生产线。

攻克了焊接转子技术难题，形成一套核电大型汽轮机转子焊接技术规范及企业标

准，并成功试制出两根核电低压焊接转子。



074

年度报告2012

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2

完成了基于三维医学图像的空间配准模块、模块化骨科机器人结构及集成方法、

3D 手术仿真与规划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研究与突破 ；建成了基于骨创伤微创治疗的远

程手术服务平台和远程专家诊断、培训系统，开展了远程会诊及远程病例讨论和培

训，为基层医疗优势专家资源短缺和优质培训资源短缺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取得“低温一次法炼胶系统成套关键装备”、“电子辐照预硫化轮胎胶片生产线”、

“预硫化翻修轮胎成套工艺设备与技术”和“预硫化翻修轮胎成套检测装备与技术”

四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

完成了 3 种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轴承的个性化设计，第一批轴承试件进

入精加工阶段 ；研发了 2 兆瓦以上偏航轴承、变桨轴承、双馈及直驱半直驱主轴轴

承、增速器轴承近 10 余个系列品种。

完成协同空间数据库系统需求分析和系统框架设计。研究制定空间数据信息采集

方案、空间数据库优化方案、制造产业集群协同服务体系建设方案，研究制造产业集

群协同服务空间分析技术，初步建立空间数据库。

完成了新型轻量化起重机模块化小车的设计、模块化，紧凑型起重机运行机构设

计、模块化端梁设计，通过模块化的设计，实现同一小车、端梁等零部件在不同吨位

不同工作级别下的使用，充分发挥了部件及机构的能力。

掌握了隧道式连续大型洗涤机组的控制要求以及工艺要求，并完成了各单机的图

纸设计，主要工序的工艺设计及工装设计和系统施工图。

7. 交通运输领域
“电动汽车应用技术研究与规模化示范”项目中，天津市实现了混合动力汽车的

“怠速停机”工作模式，自主设计并生产的高精度多节串联锂离子电池管理保护系统

MK5207 ；郑州通过研制开发新一代节能环保的纯电动汽车，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产品 ；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实现深圳新能源车 880 辆车的推广，建成 57 座充电站，

其中包括 1 座换电站。

实现了我国高端 AT 自动变速器的突破，显著增强了企业开发中高端汽车的能

力，将有效降低产品的成本。成功实现了世界首款前置前驱 8 挡自动变速器在中国

投产下线。

初步搭建了我国 160 ～ 200km/h 高速货车设计、试验、制造技术体系 ；建立了转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075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2

向架批量生产线，具备了满足高速转向架及其配套集装箱货车需求的生产能力，标志

着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160km/h 高速货车转向架及其配套系列货车设计制造技术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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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项目确定的顶层技术指标要求。

完成了车载感知网络节点、车载智能数据采集终端、电子标签及传感器的研发及

测试工作 ；突破了高速铁路环境下的数据通信系统和数据处理系统核心关键技术。

生产完成城市轨道交通 A 型车一动一拖两辆编组列车的车体，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列车架控式微机控制直通电空制动技术的一些关键技术得到了突破，同时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列车安全关键装备保障系统已完成了产品样机的试制工作，对于打破国

外在这方面的技术垄断、形成该技术产品的产业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撑。

实现了 MEC 智能型船用柴油机产业化，实现了船舶导航、驾控、避碰一体化集

成，研制了国内首套综合船桥系统样件，完成了中低速主机遥控系统、机舱报警系统、

阀门遥控系统和机舱自动化数字平台综合管理系统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及产业化。

海洋油气开发建设的大型工程船研制方面，所设计的超大型起重 / 铺管船设计起

重能力达到 2×8000 吨 ×40 米，较目前世界上最大起重船的起重量大 12.6%、起重

力矩大 14%。

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已在全国 18 个省（市、自治区）正式启用。改进后

具有 FCW 与 LDW 集成预警功能的成熟化产品、具有多种危险工况集成化预警的“营

运车辆行驶危险状态预警集成化装置”、针对乘用车的危险状态预警产品投入示范运

行 ；建立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交通安全科普教育主题示范基地，开展科普教育活动的

大规模示范应用，有效遏制交通事故尤其是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突破了大运量快速公交智能系统和公交优先系统的 7 项关键技术，并开发了自主

知识产权的快速公交智能系统和公交优先系统。

跨海特大跨径钢箱梁悬索桥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体现了当代桥梁的最新建

设理念，支撑了世界最大跨度钢箱梁悬索桥 - 西堠门大桥的安全、优质、高效建成，

并在行业标准规范和多座大跨径悬索桥梁建设中得到了推广应用。

多塔连跨悬索结构及工程示范成果不仅在泰州大桥工程中得到应用与实践，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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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其他工程中得到了推广应用。成果获得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1 项，

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开发了国家海上搜救指挥系统，整合优化研究的各种关键技术，实现了海上搜救

指挥业务工作信息化处理以及国家海上应急搜救指挥系统与国家应急平台的功能互动。

针对云贵川高原潮湿路面凝冰（暗冰）的防治，开发出典型的两种抗凝冰材料

产品，提出生产工艺，并形成规模化生产技术 ；完成确立各种抗凝冰材料路面研究、

设计及铺筑方案，贵州地区借助典型凝冰易发路段完成铺筑 2 种典型的抗凝冰实体

路段。

成功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满足新型直线电机运输系统运输过程自动化要

求的运输组织、控制与安全保障一体化集成系统的关键技术和成套装备，建设了具

有新型直线电机运输系统主要技术特征的长度为 650 米的新型直线电机煤炭运输科

技试验线。

研制出我国自主的 IGBT 器件设计生产技术和大功率 IGCT 器件制造及应用技术，

成功研制完全自主的 35kV 百 MVA 高压大功率变流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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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信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领域
在装备平台、制备技术和产品实现方面进行了全面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

“PCVD 低水峰大尺寸预制棒制备技术”和“大棒高速连续拉丝技术”两个关键技术

体系，开发出低水峰光纤、弯曲不敏感单模光纤和大尺寸预制棒，并实现大规模应

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根据组网及应用示范需求，ACR 试验演示环境接入网采用以太网无源光网络

（EPON）为主体的 FTTX 接入技术对接入网进行改造，完成了互动电视驻地内容管理

系统的研制和部署，支持互动电视 Portal 管理与呈现功能。

结合我国医疗卫生信息标准化的实际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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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以省级

大医院为核心、市县级医院为骨干、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终端的网络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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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完成了满足京津风沙源区与环渤海海岸带应用需求的小卫星影像数据订购计划，

构建了该区域以遥感数据为主的综合数据库，初步建立了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及京津风

沙源治理工程生态效益遥感评价的框架体系。

钢铁全程电子商务及其供应链融资服务技术，针对钢铁类大宗物品交易过程涉及

的物流、支付、信用评估等环节不完整或不完善和交易效率不高等问题，提出了整体

的解决方案，为下一步钢铁全程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奠定了基础 ；粮食全程电子商务及

其精准信息服务技术，形成了国家政策性粮食现货交易全程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并在

此基础上形成和完善了创新全程电子商务服务模式的初步设计。

在移动电子商务支付关键技术方面，完成了基于移动终端的非接触式现场支付技

术、基于移动终端的多模式远程支付技术、基于移动终端的电子钱包空中充值技术

研究。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通过“统筹城乡劳动就业与社会

保险现代服务应用示范工程”项目，开展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应用，采取“芯

片 + 隐蔽磁条复合卡”形式，是全国第一个将社保应用与金融应用融合在一张 IC 卡

芯片上、进行“芯片级”行业合作的地区，为统筹城乡发展、服务民生做出贡献。

在数字文化方面，随着数字电影服务运营和管理支撑平台正式上线，为发行方自

助制作、授权分发提供了技术平台 ；完成了高效拆组包技术方案与高速、可靠的电影

数字拷贝传输机制研究，建立了基于 DVB-C 与 DVB-S 的电影数字拷贝发送传输平

台及认证系统，完成了商业级电影数字拷贝接收专用终端的研制与生产 ；实现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 FPGA 的专业数字电影 JPEG2000 解码核心技术突破。

在数字医疗与健康服务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政策目前已

经在全国基本普及推行。河南省新农合实现了全省覆盖，并稳步发展，目前惠及农民

数量达 7600 万，有效减轻了农民就医费用支付的压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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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出了新治疗

药物，相关药物的中试发酵单位和提取收率均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建立了微生物药

物发酵工程和新型发酵调控技术平台，建立了发酵工程药物提取纯化平台，使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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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的系列免疫抑制药物的发酵和提取纯化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华南地区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及大宗中药材综合开发、西北地区特色中药材规范化

种植及大宗中药材综合开发取得新进展，借助当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创新组织模

式，加快当地农牧民脱贫致富的产业化步伐。

结合目前公众健康存在的实际问题和需求，制订了常见、多发慢性病以及传染病

的防治技术筛选标准，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面向城乡基层的科普宣传活动，惠及公众

1.2 亿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科普宣传效果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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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全

国的名老中医经验传承工作。

针对药物维持治疗和无毒社区防复吸进行了系统的流行病学研究，提出了合理的

建议及应注意的问题 ；建立了综合戒毒模式试点 3 个，试点内吸毒病人年复吸率降低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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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发酵食品微生物菌种改良和“绿色”发酵技术、酶制剂及生物催化关键技术、糖

发酵和分离精制关键技术、抗体工程产品规模化筛选与制备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

进展。

10. 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领域
针对我国城市建设施工安装中存在的建造技术装备落后、施工质量不稳定、施工

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无脚手架安装作业技术装备研究以实现产业化为重点，立足自

主研发，广泛进行国际合作，项目实施过程中成果转化取得显著成效，多项技术成果

实现产业化。

针对农村住宅用能及保温的问题，研制出一系列农村建筑用能关键设备和产品。

针对我国不同气候区村镇，研究提出适应性建筑节能模式和关键技术以及太阳能集成

房屋工程技术、自维持能源补给系统、主动与被动得热蓄热技术 ；针对夏热冬冷气候

区，提出屋面、墙体强化隔热技术措施与室内热环境改善技术。

村镇住宅标准化设计工作取得不断进步，在村镇住宅规划、结构、施工方面取得

一系列软件、数据库和设计平台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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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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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设备研制成功。

村镇污水处理技术方面，研发出高效低动力多层水平流生物膜污水处理设备等村

镇污水高效低耗生物处理关键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了缺钙型羟基磷灰石等新型吸附

材料 ；以村镇污水生物 - 生态协同处理关键技术为代表的村镇污水生态工程典型处

理技术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重点研究了不同地域农村住区规划技术，研制完成农村住区规划导则。成功研制

村庄布局辅助决策系统、农村住区基础设施规划设计系统、农村住区管网规划设计系

统、农村住区公共服务设施分析系统等软件，并初步开展示范应用。

完成一批新的村镇规划、农村住宅建造规范性技术文件研制工作，各项研究成果广

泛应用于北京、安徽、湖北、河北、四川、天津等多个省、市、地区的规划设计及管理

工作中，为解决我国农村地区规划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起到重大推进作用。

研制完成《村镇污染物快速检测操作规范》、《村庄生活污水收集与处理技术规

程》，部分标准规范已经在不同地区颁布实施 ；研制出《我国村镇典型住宅抗风设计

标准》、《村镇防火技术导则》、《村镇基础设施防灾标准》等乡村灾害防治标准与配套

图集。

11. 公共安全与其他社会事业领域
由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与青岛达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设计与实施的

      异型建筑外立面清洗维护设备 　大幅度悬臂变长度施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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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深度冷却器，解决了华能宁夏大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号发电机组锅炉排烟温度

一直超过设计值的难题。

“煤矿监控系统伪数据去除技术”在中平能化集团瑞平公司庇山矿的应用取得较

好效果。这一技术还将在更多的煤矿推广应用，为提高煤矿监控系统的可靠性提供解

决方案。

煤岩动力灾害多参量监测预警系统是一套针对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及大面积

顶板垮落等动力灾害事故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的在线监测系统，使作业人员及时采取

安全措施，降低灾害发生的危险性。

宁夏华能大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号汽轮机组
烟气深度冷却器

积灰磨损试验台

煤岩动力灾害监测分站 煤岩动力灾害监测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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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警与烈度速报系统的研究与示范应用”项目各系统试验软件研发取得重

要进展。研制出可在线运行的地震预警原型系统 ；研制出可在线运行的地震烈度速报

原型系统软件，实现了实时监测地震速报信息，并根据速报结果快速从服务器读取地

震波形及台站信息。目前，系统软件部分功能已实现在线测试。

低空飞行器项目取得显著进展。该项目前身“华鹰二代”于 2011 年 7 月针对该

项目到北安河进行试飞试验，成功完成所有架次试飞。2011 年 8 月项目研究成果到

达内蒙古包头 447 厂进行鉴定试验，并成功完成。

低空飞艇监测系统

地震预警原型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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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消防单兵装备与成套化便携应急装备受到消防部队的一致好评，2011 年

列入了上海“智慧城市”消防计划配备装备之一。2011 年底顺利通过了公安部消防

局 2012 年科技成果试点应用推广评审会。

在食品安全检测试剂和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组织下，通过产学研一体化

模式，加强技术攻关与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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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食品安全监控以及相关突发事件预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效

维护了社会安定团结和人民身体健康。

研发出基于信号增强和抗干扰特性的瘦肉精、阿维菌素、黄曲霉毒素等残留快速

检测酶联免疫试剂盒和胶体金检测卡。目前，使用瘦肉精快速检测产品用于食品安全

地震烈度速报原型系统

待应用推广的消防装备样机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083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2

例行监督检查的市级行政检测单位超过 1000 个，县乡镇级行政检测单位超过 2 万个。

研究开发出基于 GIS 的城市内涝灾害分析模型，是一种重要的 GIS 应用分析模

型，该模型由降雨模型、产流模型、地表汇流模型和管网汇流模型组成。

基于 GIS 的城市内涝灾害分析模型系统主界面

基于 GIS 的城市内涝灾害分析模型三维展示效果

以消防和医疗两大主要救援力量为研究对象，研发出救援力量规划与优化软件系

统，还可以计算和分析城市不同区域的消防和医疗机构在整个城市区域内的时间和空

间到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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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通行能力分析

消防 - 医疗协同应对突发事件结果分析

在节能减排若干能源计量标准关键技术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高压标准功率源

为主体，结合高压标准功率表建立高压电能计量标准装置，并将其量值溯源到国家电

能计量基准的技术方案。首次研制成功 10kV/1000A 高压电能计量标准装置，其准确

度达到项目预期目标 ±0.02%。

专栏 5-1　高产优质小麦品种“郑麦 7698”
2011 年，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育成审定了超高产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郑麦

7698”，该品种具有突出的超高产特性。2011 年 6 月，河南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位于商

丘路河乡和南阳赵河镇的“郑麦 7698”高产创建方进行机收实打测产，两个 15 亩方分

别达到 756 公斤 / 亩和 735.2 公斤 / 亩，创造了河南省优质强筋小麦品种最高产量纪录。

同时品质指标达到国家强筋优质小麦标准，2011 年被农业部小麦品质鉴评会推荐为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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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和优质面条强筋小麦品种，并具有优异的籽粒商品特性。

“郑麦 7698”成功的将超高产、优质强筋、综合抗病性良好结合，在实现小麦品种

产量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长期以来优质强筋品种存在的品质与超高产特性

的矛盾，是一个极具推广前景的小麦新品种。

专栏 5-2　风光储输示范工程
“风光储输示范工程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的依托工程是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位于

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都比较丰富的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处规划建设的河北千万千瓦风电基

地核心地区。示范工程风电总规模 500MW，光伏 100MW，储能 110MW。示范工程将

实现世界首创风光储输联合运行模式、国内首个电网友好型风电场、国内容量最大的功

率调节型光伏电站、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类型化学储能电站，以及智能化运行水平最高、

运行方式最为多样的新能源示范工程。

继 2011 年 8 月 18 日智能变电站实现倒送电，8 月 28 日首批风机、光伏设备实现

并网发电后，于 10 月 30 日前按预定计划，胜利实现全面进入系统联调的第一阶段工作

目标。　　　

示范工程实现了五大技术突破 ：实现了风光储联合发电互补机制及系统集成，首次

提出一体化联合发电系统的最佳配比方法及设计导则，提出了适用于我国三北地区的联

合发电系统优化配置方法 ；实现了风光储联合发电全景监测与综合控制，含风光储全景

信息采集与监控，协调控制、多源无功电压控制、发电计划、优化调度技术，为新能源

友好并网提供强有力支撑 ；实现了高精度风光一体化发电功率预测技术，国内首次实现

对单台风机小机群尺度（≤ 200 米）的发电功率预报，国内首次使用云成像技术跟踪云

层位置，国内首次使用混合数据同化技术提高数值天气预报准确度 ；实现了风光储联合

发电的网源协调技术，具备高低电压故障穿越能力，抗电网突发事件能力强，不易脱网，

在电网侧实现与常规电源优化调度系统和安全稳定控制系统 ；实现了电池储能装置大容

量化及储能系统电站化集成，首次实现大容量多类型电池储能电站规模化集成，首次集

成平滑风光功率输出、跟踪计划发电、参与系统调频、削峰填谷、暂态有功出力紧急响

应、暂态电压紧急支撑等多种应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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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3　低温低电压铝电解新技术
低温低电压铝电解新技术突破了铝电解工艺参数间的定量关系、高电流密度电流强

化、物料平衡和能量平衡的协同控制等核心关键技术。从 2008 年 1 月低温低电压铝电

解新技术路线方案确定并开始进行工业试验以来，“大型曲面阴极高能效铝电解槽技术”

在 5 台实验槽上进行了半年以上的工业试验，实现了吨铝直流电耗 12178kWh 技术指标 ；

“新型阴极结构铝电解槽”已在 5 台 400kA 铝电解槽上开展工业试验。一年多的运行试

验表明，吨铝直流电耗可达到 11920kWh 的国际领先水平。

预计该技术在高效节能铝电解战略联盟企业全面推广应用后，以合计产量 350 万吨 / 年

为计算依据，则每年可直接节电 38.5 亿 kWh 以上，减少阳极效应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 50% 以上。若该技术在全国铝电解企业推广应用后，以合计产量 2000 万吨 / 年为计

算依据，则可年直接节电 220 亿 kWh 以上，减少阳极效应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70%

以上。

专栏 5-4　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综合预防与处置集成技术
京津塘高速公路示范工程针对高速公路事故程度严重和致死率高的突出特点，以现有

较为完善的高速公路交通流、气象、视频等交通信息采集系统为基础，集成应用多车道高

速公路改扩建安全设计与防

护、智能化运营安全管理与

服务技术体系成果，构建高

速公路安全与信息服务走廊

系统，实现沿线信息发布的

立体化、差异化、无缝覆盖，

使公众方便地获得与安全直

接相关的信息，提高高速公

路运营安全与信息服务水平。

目前，示范工程实施工作已

基本完成，正在开展运行调

试和应用效果后评估。
京津塘高速公路安全信息服务走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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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京津塘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方提供的 2007—2011 年的事故数据统计，亿车公里

死亡率由实施期初的亿车公里 1.26 人，降低到评估期末的 0.56 人，平均亿车公里死

亡率降低了 40.81% ；亿车公里事故率由实施期初的 32.17 次降低为 24.40 次，降低

了 30.08% ；事故致死率由实施期初的 3.90% 降低到 2.28%，平均事故致死率降低了

31.88%。

根据京津塘高速公路实际工程特点及需求，形成高速公路紧急事件管理的路警信息

共享与联动机制，京津塘高速公路监控中心发现事故、事件信息后，能够在 5 分钟以内

通过路警信息共享交互系统传递到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交警，交警能够登陆相关页面

查看有关视频信息，并及时做出处警判别，总的响应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专栏 5-5　遥感小卫星智能观测技术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海域发生 9 级地震引发强震海啸灾害。为了及时、准确地

获取灾害发生范围、程度和趋势等信息为指导生产、抗灾、减灾提供服务，在“遥感小

卫星智能观测技术与应用示范”项目总体组的领导及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指导下，项目组

成员对北京一号小卫星编制紧急观测任务，并灵活利用项目攻克的智能观测控制及相关

地面数据预处理等技术，获取了该区域的智能观测数据，为抗震救灾提供了及时的技术

支持和决策服务。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对地面进行的大量多场景曝光控制模拟仿真实验，构建了

多模式控制参数集 ；并对各种模式下的影像进行了综合分析，评估了信噪比，研究了曝

光时间与增益的关系，得到了影像最佳的信噪比和最佳的信息量，获取了观测场景智能

控制载荷的曝光量和电子线路增益及各种模式的曝光控制、增益、信噪比等的最佳组合，

形成了智能观测控制模式。

根据观测计划，在 3 月 12 日晚完成观测指令的上行，13 日上午获取了日本地震海

啸灾区多光谱数据并完成了观测数据的地面预处理和正射纠正处理。通过与历史存档影

像的配准和变化检测，制作了日本地震海啸灾害遥感监测解译专题图并上报国家有关部

门，对灾害的影响进行了评估，为宏观决策提供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