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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

 （一）总体部署

2011 年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工作重点任务是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紧密

配合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战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外交工作两个大

局，进一步突出合作重点、提高合作成效。重点支持 ：

一是通过政府间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协定或者协议框架确定，并对我国科技、经

济、社会发展和总体外交工作有重要支撑作用的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二是立足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符合国家对外科技

合作政策目标，着力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科技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具有高层次、高水平、紧迫性特点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三是与国外一流科研机构、著名大学、企业开展实质性合作研发，能够吸引海外

杰出科技人才或者优秀创新团队来华从事短期或者长期工作，有利于推动我国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建设，有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项目—人才—基地”相结合的国

际科技项目合作。

    （二）实施概况

1. 国际合作平台建设
为贯彻落实《“十二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更有效地整合国际国内资源，

实现国际科技合作方式向“项目—基地—人才”相结合的战略转变，2011 年，继续

加大对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完善“项目—基地—人才”结合的国际科技合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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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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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遍布全国 32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2. 项目安排
2011 年，共资助项目 352 项，其中 24 个中央属管理部门推荐 106 项，36 个省、

市、自治区等地方管理部门推荐 246 项。

 

图 6-1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专项项目按金额分布

专项资助领域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其中基础研究占 33%，技术

创新领域占 67%，共涉及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与技术、国际科技合作、化学与

化工、环境科学、交通科学、能源科学、前沿与交叉及生命科学、信息等技术领域。

2011 年，生命科学仍然是最热门的对外合作领域，能源领域的合作日益加强。

 

图 6-2　2011 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专项项目按科学研究过程分布

 

图 6-3　2011 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专项项目按技术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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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中企业承担项目所占比例明显增加，首次超过

大专院校成为承担项目的主力军。技术创新型项目在项目类型上占绝对主导地位。

 

图 6-4　2011 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专项项目按承担单位类型分布

2011 年，从合作国家和地区等来看，涉及 40 多个国家和组织。美国、日本、德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英国、法国分别名列前八位。

图 6-5　2011 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专项项目按地区分布

3. 经费投入  
2011 年，集成国际科技合作经费共约 44.7152 亿元，其中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专项

经费投入 12.5361 亿元，其他财政投入经费约 1.6632 亿元，单位自有货币资金投入经

费约 28.355 亿元，合作外方投入经费约 0.2806 亿元，其他来源经费约 1.8803 亿元。

在全部国际科技合作经费中，企业投入研发经费 13.0515 亿元，成为投入主体。

图 6-6　2011 年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来源经费投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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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员投入
2011 年，共有 6156 位研究开发人员参加了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其中国内参加人

员为 4575 人，国外参加人员为 1581 人。国内参加人员中有 25.99% 为高级职称研究

人员。2011 年，通过国际合作，引进博士后 86 人，博士 219 人，硕士 93 人，技术

工程人员 178 人。

（三）主要成效

2011 年，共举办会议 923 次，其中国内会议 678 次，国际会议 245 次。2011 年，

引进国外关键技术 328 项。 

2011 年，共发表论文 1975 篇，其中在国内发表 931 篇，在国外发表 1044 篇 ;SCI

收录 124 篇，CSCI 收录 17 篇，SSCI 收录 5 篇，EI 收录 114 篇。

2011 年，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527 项，国内其他专利 61 项，获得国外发明专

利授权 20 项，国外其他专利数 2 项，获得国外合作申请专利 49 项 ；共制定国际标准

3 项，国内标准 17 项，行业标准 32 项。共有计算机软件登记数 77 项，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数 12 项，植物新品种登记数 36 项。

2011 年，成果转让数 102 项，成果转让收益 23188 万元，成果产值 2207402 万

元，成果利润 327889 万元，实现利税 278074 万元。

专栏 6-1  高端CAD/CAM系统核心技术的引进、研究与应用
三维 CAD/CAM 软件系统是制造业关键的支撑性软件。项目通过与外方合作，引进、

消化和吸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CAD/CAM 软件内核—CRUX III，掌握了国际设计制造

软件的核心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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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中国三维 CAD/CAM

软件系统产业体系。项目对于打破国外厂商对我国高端 CAD/CAM 市场的垄断及对军

工等行业的技术封锁，提高我国制造行业的设计创新能力、保障国防和尖端工业的安全，

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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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2  低成本MW级CIS太阳能电池产业化技术开发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低成本 MW 级 CIS 太阳能电池产业化技术开发”，中方企

业通过与外方合作将卷对卷非真空 CIS 薄膜电池的制备工艺引进中国，更重要的是该薄

膜制备技术涵盖了多种镀膜制备技术，技术引进的同时也引进了不同的制膜工艺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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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 薄膜电池组件卷               光伏 LED 宣传栏          CIS 薄膜电池光伏充电式车棚

专栏 6-3  微晶硅电池合作研发
南开大学与希腊佩特雷大学合作开展的“通过实验室和理论研究优化等离子体薄膜

微晶硅及其电池的沉积速率

与晶化率”研究项目在执行

期间，通过中希双方的共同

努力，已超额完成本项目的

研究内容和目标。

在生长速率超过 15/s 的

条件下，国内首次获得了效

率 达 8.77% 的 单 结 微 晶 硅

电 池（ 面 积 5mm×5mm）。

成功研制了我国首条年产能
年产能 2 兆瓦非晶硅 / 非晶硅锗 / 微晶硅叠层电池组件生产线

用 VHF-PECVD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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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兆瓦非晶硅 / 微晶硅叠层电池组件生产线，并生产出效率达 9.59%（美国国家可再生

能源实验室测试）的非晶硅 / 非晶硅锗 / 微晶硅叠层电池组件 ；采用该生产线制造出的组

件，建立了首座 13kW 非晶硅 / 非晶硅锗 / 微晶硅叠层电池示范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