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期间，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以下简称 863 计划）在继承前 15 年取

得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根据“突出国家目标，结合市场需求；军民结合，以民为主；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原则，力争在我国有相对优势和战略必争的关键高技

术领域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863 计划以增强战略高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使

命，通过主题和重大专项分类进行实施，主题项目以鼓励创新，掌握自主知识产权、

攻克重大关键技术为导向；重大专项以重大系统和工程为核心，以市场、应用和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863 计划贯彻实施“人才、标准、专利”三大战略，取得了一

大批重大科技成果，掌握了一大批核心技术，圆满完成了“十五”期间的各项任务，

在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民族自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一）“十五”期间 863 计划的总体目标与任务

根据我国对重大战略高技术的需求与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水平，863 计划把“十五”

期间的目标确定为：在几个最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

并力争在我们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为 21 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奠定比较

先进的技术基础，并为高技术本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总体目标要求在若干关键

领域掌握原创性技术，抢占未来新兴产业制高点；在若干重要产业源头拥有核心技术，

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我国高技术研究总体水平与实力的提高，863 计划

把“十五”期间的主要任务确定为：解决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前

沿性和前瞻性高技术问题，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培育高技术产业生长点，

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实现国家第三步战略目标服务。

“十五”期间 863 计划确定了攻克支撑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技术；发展

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标的生物、农业及医药关键技术；掌握以提高产业竞争力为

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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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863计划在研课题共3165项。 

目标的新材料和先进制造关键技术；突破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资源、环保和能

源关键技术等重点任务。

（二）2005 年课题安排与经费投入

2005 年，863 计划民口六个领域共安排课题 911 项。其中主题课题 513 项，重大

专项课题 293 项，引导项目课题 79 项，国际合作课题 2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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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863 计划民口六个领域全年中央财政拨款 40.25 亿元，其中新立项课题

共安排经费 22.74 亿元。

（三）“十五”课题安排与经费、人员投入

“十五”期间，863 计划在信息技术、生物和现代农业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与

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资源环境技术等 6 个高技术领域设立了 19 个主题和 27 个重

大专项。累计安排课题 6473 项，其中主题课题 3974 项，重大专项课题 2094 项，引

导项目、国际合作等其他课题 40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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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划取得的成果

截止到 2005 年底，863 计划民口各领域共申请专利 2.2 万余项，其中申请发明专

利 1.7 万余项；发表论文约 7 万余篇；培养研究生 5 万余名；制定国家和行业技术标

准 1800 项。

“十五”期间，863 计划民口六个领域中央财政拨款共计 150 亿元。

“十五”期间，863 计划前后共有 10 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了课题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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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进展与成效

“十五”期间，863 计划继续加强了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究，加强了对重点优

势课题的滚动支持，取得了重要进展。围绕关键技术、创新技术和核心技术，获得了

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志性成果，造就了一大批创业人才和创新队伍，推动了

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快速发展。

1、信息技术领域

研制成功 64 位高性能龙芯系列、飞腾系列通用微处理器，实现了国产高性能 64

位通用 CPU 芯片从无到有的突破。四方国件等中间件系列产品及其配套系统的研制

成功，构建起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网络软件核心平台。全国 863 软件专业孵化器

技术支持中心的建设与运行，初步形成了全国范围的软件专业孵化器公共技术支撑体

系。

研制成功 Beyond 3G 实验验证系统，以此为基础，完成了一个国际上首个基于

分布式无线电技术的多小区、多用户 Beyond 3G 现场试验系统，峰值传输速率可达

100Mbps。研制成功多媒体和移动业务融合、支持开放业务接口技术的新一代软交换

系统，并开通了示范工程。多媒体软交换系统已实现产业化，并出口海外。研制成功

符合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 X.87 的城域网多业务环（MSR）系统，并开通实验局。

研制成功容量达 1.6Tbit/s、无电中继传输距离达 3000km-5000km 的光纤传输系统，

并开通了 1000km 示范工程。研制成功 ASON 节点设备，成功开通了实验局，并投入

国家高性能宽带信息示范网（3TNet）中应用。

机载双天线干涉合成孔径雷达获得了数千平方公里的干涉数据及三维影像图，能

满足 1：5 万地形图的测绘要求。宽视场高空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机载多维集成

对地遥感系统实现系统集成，并开展示范应用。研制成功空间信息栅格基本平台，中

国国家地质网格建立并转入业务试运行，为行业 3S 综合集成应用提供了典型模式和

综合集成产品。

研制成功二代身份证芯片和模块、千兆线速防火墙芯片、支持 WAPI 标准的无线

局域网安全芯片等信息安全芯片，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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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完成 HDTV 标准和 AVS 标准核心芯片，为视音频领域相关自主知识产权标准的

确立提供了有力支持。

金山公司发布的WPS Office 2005，实现了跨平台和对微软Office 深度兼容。国

产 Linux 操作系统DCC版本在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全部 3600 多个前端柜员得到全面

应用。国产金融认证系统CFCA系统已经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联、光大银行、上

海银行等多家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了安全电子认证服务。

支持大规模流媒体业务的 3TNet 在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地电视台开始应用，正式

向大众用户提供了包括高清晰度互动多媒体在内的新一类社会服务。标志着我国在全

球新一代基础信息网络技术体制及其核心技术和成套设备开发方面取得了成功。

研制的两台高性能计算机曙光 4000A 和联想深腾 6800 利用率均超过 80%，进入

了应用高峰期。中国国家网格具备了每秒 18 万亿次的聚合计算能力和 200TB 以上的

存储能力，已投入正常运行。完成了网格软件 CNGrid GOS 2.0 版，并在中国国家

网格成功应用，支持了网格环境运行和示范应用。

2、生物与现代农业领域

人类功能基因组、水稻基因组等研究继续处于国际前列，完成了 10% 的国际人类

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任务，建立了迄今国际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肝脏蛋白质组数据库及

单克隆抗体库，率先在国际上独立完成籼稻 9311 全基因组测序和粳稻第 4 号染色体

精确测序，构建了世界上唯一完整的家蚕 28 对染色体的近等位标记系统。新克隆和

鉴定了 1346 条新基因；开展了规模化的基因功能筛查，获得 278 个功能明确的基因，

56个在疾病诊治和药物开发上显示重要的应用前景。水稻等重要农作物基因组在抗病、

耐盐、抗旱等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的克隆取得了突破，获得 107 个功能明确的基因，18

个在优质、高产和抗逆品种改良方面具有应用前景。建立了不对称体细胞杂交转移异

源染色体小片段到普通小麦的新技术，育成国际上首例高产、耐盐、耐旱小麦新品种

山融 3 号。在世界上第一次针对血吸虫不同发育阶段进行大规模基因片段检测并作全

面分析和验证，获得 20 个功能明确的基因。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触手担轮类（原口动物）

（Lophotrochozoan）和第四大非脊椎动物的表达顺序标签 (EST) 公共数据库。

完成了 40 多种携带不同基因或元件的重组AAV 病毒的制备，并获得了我国第一

个以 AAV 为载体的基因治疗临床批文；血友病 B 基因治疗获得国家 SFDA 批准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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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和安全性。HIV 进入抑制剂和艾滋病疫苗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I 期临床

批文。

组织工程皮肤顺利完成了全部临床试验，即将获得生产许可证，将成为我国第

一个获得批准上市的组织工程产品。组织工程化骨、软骨、肌腱和皮肤构建的相关技

术研究与产品开发已初步通过了中检所的产品标准复核及部分产品的认证，即将进入

SFDA专家审评程序。

累计研制成功 200 多种生物芯片产品，6 个芯片及相关设备获得新药证书或医疗

器械证书。大部分产品已经过 ISO9001、ISO13485和欧盟的CE认证，已打入国际市场，

生物芯片和服务销售达到 2亿元，技术转让和出口近 7000 万元。

在基因工程疫苗研发和规模化生产工艺方面开展集成创新，建立了禽流感等一类

传染病基因工程疫苗和免疫佐剂的研发技术体系，成功研制出带分子标记的高产重组

禽流感疫苗株 rH5N3、猪伪狂犬病毒闽 A 株 SA215 三基因缺失疫苗和 CpG 分子免

疫佐剂等一批产品。

超级稻育种理论、技术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先后育成并通过省级和国家级审定的

超级优质杂交水稻品种达 221 个。研制了作物营养诊断仪、作物生长状况测定仪、作

物病虫害监测仪，实现了农田信息的快速获取。开发了基于遥感和土壤养分的精准施

肥模型和精准农业变量处方生成系统，初步实现了高度机械化规模生产条件下的精准

作业。首次在国际上建立了节水微灌产品激光快速研发平台，使微灌产品单循环开发

周期由 90-150 天缩短为 3-5 天，成本由 3-5 万元降低为 0.2 万元。提出了 9 个适

合我国国情和不同区域特点的现代节水农业技术发展模式，推广应用 2 亿亩，节水约

23.4 亿方，增产粮食 21 亿公斤。

3、新材料技术领域

硅衬底氮化镓发光二极管材料的质量和器件性能均达到国际同类材料与器件中的

领先水平，生产的硅衬底蓝光 LED功率 6-9 毫瓦，产能达到了 40 万只 /天。

利用自行研制的大功率红、绿、蓝三基色激光为光源，成功研制出 140  大屏幕

激光显示样机。紫外全固态激光器首次实现 200nm-193.5nm 飞秒激光有效功率输出

已达到实用化要求。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 Nd:YVO4 激光的 6 倍频谐波光 177.3nm 输

临床试验。人恶性脑胶质瘤第一代 TK 基因治疗已完成了 I 期临床试验，具有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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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并获得 3.5mW的有效功率输出

建成了年产 50 吨全氟磺酸树脂生产装置和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生产线，已应用

于国产燃料电池，打破了全氟离子膜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研制成功了蓄水渗膜材料，

渗水速度可依据膜外的土壤湿度或温度自调节，已推广造林 72 万余亩，应用区域植

被覆盖率提高 35％。 

原位化学共混型高性能聚丁二烯橡胶新材料的合成技术在 3 万吨级工业生产线进

行了工业级扩试，制备出了工业级产品。在国内首家采用“四位一体”短流程工艺生

产高质量弹簧钢，弹簧的疲劳寿命达到 500 万次以上，市场占有率达到 70％左右。成

功开发了定弯曲弧度变化弯点位置的直接成方冷弯工艺，该产品已应用于国家重大重

点工程。

突破了 12 英寸硅单晶制备、晶片精细加工、硅片热处理及分析检测等成套技术，

建成了直径 12 英寸硅单晶抛光片中试生产线，达到月产 10000 片能力。开发出可覆

盖衬底 COP 的 2-5μm 薄层外延片制备工艺，初步形成了优化衬底与薄层外延制备

工艺技术。实现了 6 英寸 SOI 园片的规模化生产，并获得 8 英寸超薄 SOI 圆片，使我

国的 SOI 技术与应用取得进一步突破。突破环氧模塑料材料配比和批量生产技术，建

成了年产 1000 吨 QFP/TQFP 和 PBGA/CSP 中试生产线。成功建成了我国首条真空

溅镀制备 COF 柔性封装基板生产线、COF 超微线路生产线和芯片搭载 COF 封装中

试线。

在肝炎、艾滋病快速诊断技术研制生产方面为我国创立了一套自主创新的知识产

权体系和技术平台，研制的改性金乙肝试纸的灵敏度已达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SFDA）规定的检测标准。攻克了纳米功能分散相在成纤高聚物基体中纳米尺度化及

其均匀分散的难题，首次实现了功能性、舒适性与可纺性的有效统一。  

研制成功 25 英寸全彩色荫罩式 PDP 样机 2 台，建设了国内第一条 OLED 大规模

生产线，研制成功国内最大的 5 英寸 320×3×240 彩色 AM-OLED 显示模块。致力

于 25 英寸彩色 FED场致发射显示器的研制工作，成功开发出 1台显示样机。

铋系高温超导长带已建成年产能力 300 公里的 Bi 系高温超导线材生产线，到

2005 年底已累计生产超导线材 120 余公里，出口到韩国、西班牙、捷克等国家和台湾

地区。到2005年 12月，高温超导电缆自2004年并网运行以来已累计运行6000余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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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超过 1.6 亿度，未出现任何安全事故；高温超导限流器系统在湖南娄底变电站实

现了并网运行，成为继瑞士、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并网试验运行的高温超导限流器。

在北京建成了我国第一个高温超导移动通信应用示范小区，含 5 个 CDMA 移动通信

基站、30 路高温超导滤波器系统。

4、先进制造技术与自动化技术领域

EPA 标准全面进入现场总线国际标准化体系，设计制造出全球第一块 EPA 芯片，

基于该芯片开发出系列仪器仪表，成功进行工业现场应用。基于平台化和构件化技术，

开发完成新一代柔性可重构 ERP 系统，大大缩短了系统实施周期，实现与国外知名

ERP 产品同步升级换代。以“神舟六号”为典型示范，集成应用国产软硬件产品建立

起跨地域的安全信息平台，带动上下游企业网络化协同，实现上千家企业数万种产品

的供应链协作。

在医疗机器人技术方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脑外科手术机器人已完成了 1400

例手术。从 2005 年开始探索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技术为延安老区医院的农民实施

脑外和骨科手术。自主开发的 BHR － 2 型仿人机器人具有视觉、语音对话、力

觉、平衡觉等功能，在系统集成、稳定行走、复杂运动规划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突

破，整体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高精尖数控机床方面，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XKH1600 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可用于加工 600MW 汽轮机首、末级大型叶片（40 英

寸），加工质量与加工效率可与国外进口同类机床媲美，价格仅为国外进口机床价格

的 1/4。

开发出基于 MEMS 加速度传感器的实用化地震勘探检波器，野外试验的结果表

明其能够替代传统的检波器，具有更好的动态范围与频响特性。面向医疗与健康，开

发出 10 多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实用化人体消化道诊疗微系统和微型生化分析微系

统。

国产数据库管理系统在稳定性和性能方面进一步提高，在微机服务器 (4CPU) 平

台上国产数据库管理系统的 TPC 基准性能指标与国际主流数据库产品相当。推出数

据库管理系统安全版，达到了《GA/T 389-2002》第三级要求（相当于TCSEC B1 级）。

国产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航空、航天、船舶、农业、金融等行业得到了应用。

研制出了 100nm 8   “高密度等离子体刻蚀机”、“大倾角离子注入机”试生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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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并已进入大生产线运行。这两项成果使我国集成电路制造主流关键装备有望实现

重大技术跨越。“ArF 准分子激光步进扫描光刻机”正在进行分系统调试。

我国研制的两台 6.3 米土压平衡盾构机，已先后在上海地铁工程投入使用，其性

能和主要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中档数控机床的

研制成功，使我国基本摆脱了绝大多数数控机床依赖进口的局面。

5、能源技术领域

高温气冷堆氦气透平发电系统完成了运行特性实验和固有安全特性验证试验实验

项目，进行了长期的供暖和热电联供连续运行，氦气循环发电装置研究、设计、订货

等工作已全面展开。100cm2 铜铟硒薄膜太阳电池组件转换效率达到 7.1%，54cm2 碲

化镉薄膜太阳电池组件转换效率达到 7.05%，进入大面积集成组件开发与中试生产线

开发阶段。两种兆瓦级变速恒频风电机组实现并网发电，为我国 2010 年实现风电装

机 500 万千瓦的目标提供了主力机型。生物质气化发电建成了 6 兆瓦规模示范电站，

生物乙醇建立了 5000 吨甜高粱制乙醇示范工程、600 吨纤维素制燃料乙醇中试工程，

生物柴油建立了年产 200 吨中试生产装置。

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活性超细纳米煤直接液化催化剂，关键技术在世界

上处于领先，将在世界首个百万吨煤直接液化工程-神华工程中使用。

建成了 1150 吨 / 天新型水煤浆气化技术工业示范装置，至 2005 年底气化装置累

计运行约 2000 小时，运转率大于 85%。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两段式干煤粉加

压气化技术，建成日处理煤量为 36t/d（10MWth）的中试装置，煤气化试验取得成功。

建成了 60MW 级煤气化发电和 24 万吨级甲醇 / 年联产系统示范工程。应用于直吹式

制粉系统的超细化煤粉再燃技术研究在元宝山发电厂 3 号炉（600MW 机组）上完成

了工程化示范。

电动汽车专项的整车与零部件课题完成了第三轮课题研发工作，混合动力汽车已

有 7 种车型进入国家汽车产品公告程序，其中 4 种车型已获得批准，具备小批量生产

能力。燃料电池汽车完成了“超越三号”燃料电池轿车和“氢能三号”燃料电池客车

试制工作。纯电动汽车完成了搭载锂离子动力电池的纯电动轿车正面碰撞试验，性能

良好，纯电动轿车向美国出口 112 辆。纯电动客车开发出 4 种车型，动力性、经济性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已成为少数掌握车用百千瓦级燃料电池发动机技术的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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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额定功率下氢燃料效率≥ 50％，重量比功率≥ 160W/Kg。动力蓄电池建立了数

条小批量生产线。。

重型燃气轮机完成新研制材料的工程应用，贯彻执行标准 2068 项，新编制企业

标准 121 项，完成成套系统三十四个子系统中 15 个子系统的设计，完成燃烧器部分

负荷试验和喷嘴试验。微型燃气轮机完成了 100KW 级微型燃气轮机三种支撑方案验

证机的设计和制造，完成了机组各系统以及试验台架的设计和建设，完成了工程样机

工程设计和制造工作。

6、资源环境技术领域

“大洋固体矿产资源成矿环境及海底异常条件探测系统”在大洋首次环球航行中

为我国科学家发现东太平洋隆起等地带的热液异常提供了探测手段。研制成功多次取

芯富钴结壳潜钻，采用了世界首创的岩芯内管插拔更换式多次取芯技术，成功实现了

一次下水多次取芯功能。将“大洋矿产资源探测关键技术”和“海底立体探测和成像

技术”与“大洋一号”船现有的探测设备进行系统集成，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大洋矿

产资源立体探测体系。

开展了 26 项具有重要产业化前景的海洋监测技术仪器装备的定型工作。无人值

守水下工作站突破了水下海洋生态环境要素的长期原位监测关键技术，并实现了可编

程的自主剖面循环监测，成为我国在渤海区域唯一离岸式的长期连续的生态环境要素

信息源。实现了赤潮、溢油、海冰等海洋环境参量的航空遥感快速监测。

开发了渤海大油田勘探急需的七大系列关键技术与装备，为渤海建成我国东部第

三大石油基地提供了技术支撑。

建立了可靠的二恶英类和多氯联苯类的分析检测方法体系，完成了适合有机氯农

药等污染物环境监测分析的 28 种方法。研制出以 200KW 脉冲电源系统为核心、基于

脉冲放电等离子体放电原理的燃煤烟气同时脱硫脱硝技术。建立了典型海岸带生境退

化诊断和动态监测技术，初步形成了渤海典型海岸带生境修复与经济协调发展整体方

案。

太湖水体污染控制与水体修复技术取得重要成果，研究和集成了河网区面源污染

控制、湖泊水源地综合控藻、重污染水体底泥环保疏浚与生态修复等技术，示范区内

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形成了多个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方案，开发了城市景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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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城市面源污染控制等技术，形成了武汉、天津、苏州、上

海等多个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方案。形成了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和太湖地区的饮

用水安全保障技术体系。

研制出用于海上平台抗冰振的减振装置和控制系统样机，初步形成了抗冰振平台

设计技术，建成我国第一座抗冰振平台。完成了埕北 CB32A 海洋平台结构远程实时

监测系统现场集成和示范工程的实施。旋转导向系统工具在渤海进行了第一次海上钻

井试验，在 129.8m 的进尺中，实现了增斜、稳斜、稳方位操作，旋转导向工具在井

下工作正常。

攻克了海网箱高密度养殖关键技术，初步实现了水网箱养殖规模化、集约化和产

业化。“海芦笋”和“海英菜”等耐全海水蔬菜获得了国家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证书。

海水养殖动物育种育苗技术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培育成功“黄海 1号”中国对虾、“大

连 1 号”杂交鲍等海水养殖动物新品种。突破了斜带石斑全人工大规模育苗技术，形

成了世界最大的斜带石斑养殖苗种基地。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半滑舌鳎全人工苗种繁

育，形成了养殖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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