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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2012 年，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 863 计划）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在信

息、生物和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先进能源、资源环境、海洋、现代农业、现代

交通、地球观测与导航等技术领域，围绕突破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关键共性技术

的科技优先任务，进一步加强前沿部署，突出重点，充分发挥对产业技术发展高端和

前沿的引领作用，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项目安排

2012 年，863 计划新启动项目 229 项，其中主题项目 202 项，重大项目 27 项。

新立项目课题 1165 项。

图 4-1-1　2012 年 863 计划新立课题按技术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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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2012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按地区分布

图 4-1-3　2012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按依托单位性质分布

图 4-1-4　2012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执行进展情况

（二）经费投入

2012 年，863 计划（民口）新启动项目课题经费 109.6 亿元，年度课题预算拨款

额 55.1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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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2012 年 863 计划新立课题经费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4-2-2　2012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经费按地区分布

图 4-2-3　2012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经费按依托单位性质分布

图 4-2-4　2012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经费投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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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投入

2012 年，863 计划共投入人员 8.13 万人。

图 4-3-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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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863 计划共发表论文 1.5 万多篇 ；出版专著 3978 万字 ；培养研究生 1.02

万人，其中博士生 3100 人。申请专利 7910 项，其中发明专利 6229 项 ；获得授权专

利 2773 项，其中发明专利 1815 项。实施成果转让 185 项，成果转让收入 6.9 亿元，

成果创产值 140 亿元，创税收 8.2 亿元。

2.各领域主要进展情况
（1）信息技术领域

“3D 内容关键技术与应用系统”项目进展顺利，开展了 3D 内容视觉获取技术及

设备、3D 内容感知生成技术与系统、3D 物理引擎和高效绘制技术与系统、立体视频

的 3D 内容生产和传输系统、3D 技术服务集成环境及应用示范等关键技术研究与原

型系统研发，在支持 3D 内容获取的场景对象精准提取、半透明物体与复杂光照效果

的逼真高效绘制、人体 3D 模型及其动作的快速变形演化与驱动、3D 模型与人体运

动素材库的构建与检索、分色高清 3D 视频编码器及立体视频传输等方面取得了关键

技术的突破性创新。申请中国、美国发明专利 19 项，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或区域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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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规范 2 项。

在 863 计划主题项目“光纤量子通信综合应用演示网络”支持下，量子保密通信

终端设备和核心部件研制以及网络应用技术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为量子保

密通信应用的推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最近研制成功的新型量子保密通信终端将量子

密钥分发设备、加密设备和传统通信设备融为一体，可以支持多种通信业务，如语

音、传真、文件传输、文本通信等。量子保密通信终端可以直接连接模拟电话和模拟

传真机使用，实现了多平台融合的通信终端功能。

云操作系统研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基于腾讯云操作系统，腾讯推出了 Qzone 相

册及 SOSO 地图等服务。飞天（Apsara）是阿里云研发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云操作

系统，是国家 863 计划“云计算关键技术与系统（一期）”项目的重要支持成果之一。

在飞天云操作系统之上，阿里云构建了开放存储服务（OSS），关系型数据库服务

（RDS）， 大规模在线数据分析服务（OTS），大规模离线数据分析服务（ODPS），虚拟

弹性计算服务（ECS）。用户可以直接使用阿里云公有云平台上的以上服务。

（2）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

“抗体研发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重大项目课题在大规模无血清流加式细胞培养

工艺、抗体蛋白大规模纯化工艺等系统工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细胞培养总规模达

3 万升的抗体药物生产线工艺设计，可实现大规模自动化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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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药物生产线

2012 年 3 月，重组戊肝疫苗生产线接受 SFDA 认证管理中心组织的 GMP 检查，

并于 2012 年 7 月份获得了 GMP 证书。疫苗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在全球上市销售，

为世界上首支戊型肝炎疫苗。Nature 杂志刊登了该信息。

2012 年 10 月 29 日，Nature 刊登戊肝疫苗上市消息

“干细胞治疗技术临床转化及应用研究”重点项目建设成体干细胞产业化基地平

台，在江苏南通建成临床级标准的 21 000 m2 的集干细胞研发、制备、质控及储存一

体化的产业化基地。

（3）新材料技术领域

“优化钛合金人工关节系统”课题组突破了传统钛合金在细晶化产业方面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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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并形成了经优化后的锻造、轧制及矫

直工艺，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规模钛合金

铸锭成分的稳定性及组织的均匀性，突破了

传统钛合金在细晶化产业方面的技术瓶颈，

打破了我国外科植入器械用钛材基本采用进

口的局面。

“钛合金脊柱骨科材料关键技术及产品

研发”课题形成了集新材料开发应用、临床

数据采集分析、结合临床的产品开发、产品

批量化生产线建设、产品临床应用为一体的产品开发团队，为国内骨科技术的发展创

造了条件。

“高效半导体照明关键材料技术研发”重大项目重点支持下一代白光核心技术，

突破 Si 基等白光 LED 核心专利，缩小与国际产品差距 ；加强对单芯片白光、UV-

LED、OLED 等新的技术路线的研究 ；努力实现核心装备和关键配套原材料国产化 ；

开展 LED 材料、器件、模组、光源及系统的可靠性研究 ；突破高光效、高可靠的核

心器件产业化技术，降低 LED 器件成本，提升上游企业制造水平与盈利能力。

6 英寸 Si 衬底 GaN 外延片

“先进稀土材料制备及应用技术”重大项目围绕稀土分离提纯——磁、光、电、

优化钛合金人工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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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等高端功能材料的发展需求，通过自主创新，突破了一系列稀土材料关键制备技

术，开发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

（4）先进制造技术领域

仿人机器人移动作业协调关键技术和系统集成课题开展了仿人机器人快速自主感

知、灵巧作业等国际上公认的技术难题研究，研制了新型“汇童” V 代仿人机器人。

突破了基于高速视觉伺服的灵巧动作控制、全身协调自主反应等关键技术，实现了仿

人机器人高度感知与运动控制能力的演示验证。研制成功仿人机器人对打乒乓球系

统，实现两仿人之间连续对打 200 回合，两仿人机器人对打乒乓球 10 回合以上成功

率大于 80%。

“云制造服务平台关键技术”项目在核心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方面均取得了重大

进展，达到了项目各项技术考核指标要求，通过了第三方评测机构的评审测试，并进

行了初步应用示范。

（5）先进能源技术领域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及系统示范重点项目建成的太阳能热发电实验示范电站是我国

自行研发、设计和建造的 MW 级塔式太阳能电站。这一集核心装备、协调控制、系

统集成多项高科技技术与一体的技术突破，使我国成为能够独立设计和建设规模化太

阳能热发电站的 4 个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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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达岭太阳能塔式热发电电站

2012 年 12 月 12 日，我国首座、世界第六座 IGCC 电站——华能天津 IGCC 电站

示范工程正式投产，基于 IGCC 的绿色煤电国家 863 计划研究开发示范基地同日在天

津成立。

华能天津 IGCC 电站示范工程

（6）资源环境技术领域

“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处理与资源化关键技术”项目突破了粉煤灰 / 煤矸石 / 煤化

工灰渣助剂低温煅烧活化、非晶态 SiO2 提取生产高填料文化用纸、铝硅能质耦合利

用制备无机保温纤维、含碱尾渣直接生产硅钙建材等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展中试放

大，形成高值化利用产品 10 余项，初步建立了低能耗活化 - 铝硅提取高值利用 -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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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协同资源化的技术链条，将为我国制革行业绿色化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废旧稀土及贵重金属产品再生利用技术”项目围绕废旧稀土永磁电机、废旧稀

土荧光灯、废旧高温合金，以及废旧高温合金中主金属镍、钴与稀贵金属分离与工

艺等技术进行研究，实现稀土回收率大于 80%，再生稀土纯度大于 99%，镍和钴的

回收率大于 90%，纯度达到国际标准。提出了回收再利用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向相

关标准化委员提出和讨论通过 8 项标准或规范申报建议，其中 2 项已获工信部审批

立项。

超深井钻井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经过长期的科技攻关，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

的超深井钻井配套技术，在国内普光、元坝、塔河等 3 个超深井区块推广获得巨大经

济效益，有力地提升了我国在超深井钻井领域的技术水平，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做出

了突出贡献。

（7）海洋技术领域

我国自主研制的合成孔径声纳系统完成技术设计及定型，并投入实际应用。2012

年，在阿曼海域圆满完成中国 - 阿曼“郑和沉船遗骸探查”国际合作项目二期任务。

沉船探测历时 14 天，总航程 1000 余公里，共计对 10 个目标区域进行了高精度扫测，

确定了 6 个沉船目标。 

执行任务中的高频合成孔径声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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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遗骸图像

经过五年多的努力，2012 年 12 月，我国自主研发的深水多波束测深系统海上试

验取得圆满成功，得到了约 2000 米深试验海域海底深度图。

水下与空中蓝绿激光通信技术在水下全固态蓝绿激光器技术和真实海况下的蓝绿

激光通信体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研制了蓝绿激光通信试验系统，先后开展了两次水

池试验和两次海上机载飞行试验，获取了大量水下激光穿越海气界面后的光场分布原

始数据，率先在国内实现真实海况下的水下与空中移动平台激光通信，并在水下传输

距离、通信速率以及航高等方面

创造了一系列国内记录。

自主研发了深水表层钻井动

态压井钻井装置、随钻环空压力

温度和溢流监测装置，开发深水

表层钻井液及固井水泥浆体系，

形成一套适合深水表层钻井设计

和作业的实用技术，具备在 3000

米水深条件下作业的能力。研究

成果在南海和海外深水钻井中进 表层钻井技术成功试用于南海深水探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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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成功应用。

2012 年 6 月，我国自主设计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第 49 次下潜试验中，成

功突破 7000 米水深大关，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7062 米。“蛟龙”号 7000 米级海试成功

创造了我国载人深潜新纪录，实现了我国深海技术发展的新突破和重大跨越，标志着

我国深海载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使我国具备了在全球 99.8% 的海洋深处开展

科学研究、资源勘探的能力。

“蛟龙”出海

（8）现代农业技术领域

节能膏均匀度喷灌关键技术

与普通机械方式实现变量喷洒相

比，采用变量喷洒变频系统，节能

27%。该研究开发出变量喷洒喷头、

喷滴灌两用灌溉机组，采用多用途、

多目标的系统组合模式，具有显著

的节水节能效果，可满足不同经济

条件与灌溉条件地区的选择。

通过基于靶标的新型化学农药

设计合成技术，成功研制了烟碱型 滴灌水稻（江苏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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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酰胆碱受体（nAChR）拮抗剂——环氧虫啶。目前已经申请了国内专利和美国、日

本、欧盟、澳大利亚等 11 国的发明专利。

强优势水稻杂交研究突破了传统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遗传基础狭窄的瓶颈，拓宽了

育种材料的遗传基础，高效创制了种质资源和亲本，有效改良了亲本的配合力、育

性、产量及综合抗性等性状。

体细胞克隆研究方面，建立了良好供核体细胞系，优化了受体卵母细胞体外培养

体系，建立了牛克隆胚胎培养体系。这些研究使克隆胚胎的囊胚率和妊娠率显著提

高，获得了不同物种的克隆或转基因克隆后代，为克隆胚的产业化开发建立了高效稳

定的保存技术平台。

重组人乳铁蛋白奶牛生物反应器和人用禽流感疫苗家蚕生物反应器等开始规模化

生产并进入生物安全证书申报阶段 ；重组人血清白蛋白水稻生物反应器生产线建成投

产，产品已进入国内外非医药市场。

植物生物反应器生产的人血清白蛋白

（9）现代交通技术领域

综合船桥系统及关键设备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突破电子海图底层数据库技术、

多任务系统协同技术、航迹跟踪控制技术、综合船桥系统模型优化及仿真等关键技

术，完成了新型综合船桥系统及各关键设备研制，自主研发的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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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电子海图系统、驾控台航行值班报警系统和

计程仪通过了中国船级社型式认可。

大城市区域交通协同联动控制技术取得阶段

性成果，构建了网络化交通数据交互平台原型，

开发了 3 种低功耗、普适性交通信息采集设备原

型样机 ；提出了五维度动态监测、面向交通拥堵

疏导的交通拥堵预测和研判技术，提出了基于速

度时空云图和交通拥堵指数的关联分析技术。关

键技术成果在北京、武汉、杭州等城市得到了实

际应用。

北京 TOCC 指挥大厅实景图片

研制了网络化诱导设施布设自动生成与评估系统。建立了基于 PARAMICS 的北

京市示范区域实际数据的城市区域路网交通诱导与信号控制一体化仿真平台。开发了

对交通需求控制、智能诱导控制与交通信号控制 3 种控制策略优化匹配模型，完成了

协同联动控制集成平台系统设计。

2009 年 2 月，科技部联合财政部、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了“十城

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程。截至 2012 年底，97 家企业 628 款新能

源汽车产品纳入了新能源汽车产品推荐目录 ；25 个示范城市共推广示范车辆 27 432

辆，其中公共服务领域 23 032 辆，私人购车 4400 辆。

“无级自动变速器研发”项目实施 3 年多来，完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无级

E2313 型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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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变速器的研制工作。成功开发出可匹配 1.5L-2.4L 排量的发动机，扭矩覆盖范围

147-230Nm 的无级自动变速器 ；完成了 CVT 总成的开发，掌握了基于 CVT 的传动系

统、电液系统、闭锁离合器技术以及 CVT 无级自动变速器控制及匹配标定技术，解

决了产品生产一致性等关键技术问题，实现了批量生产。

（10）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

“地球同步轨道毫米波大气温度探测仪”项目结合我国气象卫星的迫切需求，进

一步完善方案，深入开展星载工程化工作，力争使我国成为国际上首个具有静止轨道

微波观测气象卫星的国家。

“静止轨道毫米波大气温度探测仪”全尺度样机

在“高精度轻小型航空遥感核心技术及产品”项目支持下，国产高精度轻小型航

空遥感装备实现自动化作业，可满足 1 ：500 大比例尺测图精度要求。高精度轻型组

合宽角数字测绘相机、轻小型机载激光雷达 LiDAR、高精度与小型化位置和姿态系

统 POS 及稳定平台四类核心产品，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和产品禁运，从根本上改

变了我国低空遥感核心产品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将实现自主知识产权的测绘地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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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高端仪器设备的产业化发展。

“全球陆表特征参量产品生成与应用研究”项目攻克了海量遥感数据库建设、参

量产品反演算法、生产和分发系统建设等多项关键技术，为全球变化研究提供了长时

间序列、高精度的遥感参量产品，同时还开展了陆表特征属性分析和改进气候系统模

式的应用示范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和国际全球变化研究。

“无人机遥感载荷综合验证系统”项目突破了无人机遥感载荷综合验证系统设计

与集成技术、无人机遥感综合验证通用平台改造技术、小型轻量化标准光学与 SAR

验证载荷技术、科学数据高精度处理和标准测试分析技术、遥感载荷综合验证场设计

与布设技术等关键技术，并成功研制的我国第一个高性能无人机遥感载荷综合验证系

统，综合技术指标处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地位，开创了航空遥感的新局面。

自主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基于凸面光栅分光的星载宽幅高光谱成像仪原型样

机，综合性能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该项目的研究及关键技术的解决，为宽幅高光

谱成像仪进入国家重大专项对地观测系统的型号研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将有力地推

动我国高光谱成像技术的发展，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