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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2008 年，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工作重点从全面立项转到加强过

程管理、聚焦重大问题。一年来，按照“全面推进，滚动支持，凝练精品”的工作思

路，重点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了部署：一是围绕落实《规划纲要》提出的前沿技术和部

分重点领域中的重大任务，以及落实《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十一五”

发展纲要》提出的重点任务，进行了重点部署；二是围绕节能减排、新农村建设、装

备制造业升级、抗震救灾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等重大需求，加强了部署，

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项目安排

2008 年，863 计划新启动了 7 项重大项目和 159 项重点项目，新立项课题 1220

项，其中专题课题 702 项，项目课题 518 项。“十一五”累计共启动 38 项专题、30

项重大项目和 256 项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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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2008 年 863 计划新立项课题按技术领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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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2008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按地区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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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2008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按依托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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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2008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进展情况

（二）经费投入

2008 年，863 计划新立项课题的总经费为 51.7 亿元，其中专题课题总经费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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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项目课题总经费 44.4 亿元。2008 年，863 计划执行预算拨款 55.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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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2008 年 863 计划新立项课题经费按技术领域分布情况

 
  东部

  中部

  西部

8.8%

76.4%

14.8%

图 3-2-2　2008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经费按地区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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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2008 年 863 计划新立项课题经费构成情况

（三）人员投入

2008 年，共有 9.6 万名科研人员参与了课题的研发工作，其中，中高级职称占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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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2008 年 863 计划课题参与人员职称情况

（四）主要成效

1. 总体进展和成效

2008 年，863 计划共发表论文 3.6 万余篇，其中被 EI、SCI、ISPT 收录 1.5 万

多篇；发表专著 600 多部；培养研究生 1.8 万余名，其中博士生 6100 人。申请专利

10570 项，获得授权 2583 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8785 项，获得授权 1721 项。发

明专利中在国外申请 200 多项，获得授权 37 项。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76 项，其中一等

奖 29 项、二等奖 47 项；获得国外有关科技奖励 25 项，省部级奖励 400 多项。完成

成果转让 500 多项，转让金额达 2.8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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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领域主要进展情况

（1）信息技术领域

在高效能计算机及网格服务环境方面，两台百万亿次级高效能计算机相继研制成

功。其中，曙光 5000A 峰值性能达到 233.5 万亿次，Linpack 性能达到 180.6 万亿次，

峰值性能进入今年 11 月全球 TOP500 的第 10 位，是除美国外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系

统；深腾 7000 峰值性能达到近 146 万亿次，Linpack 性能达到 102.8 万亿次。

 

曙光 5000A 系统

深腾 7000 系统

在网格支撑环境方面，已完成新一版网格软件 CNGrid GOS 3.2 的开发与部署。

在该网格软件支持下，中国国家网格已聚合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10 个节点 45 万亿次

以上的浮点计算能力和 490TB 的存储能力，部署了 100 多个各类应用。其中气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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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预报应用网格系统成功预报出了奥运会开幕式阶段北京市部分地区出现的雷雨天

气，为人工消雨提供了依据。

在重点项目“四核龙芯通用 CPU 研制”的支持下，完成四核龙芯 3 号处理器的

设计并流片，达到世界高端通用处理器设计的先进水平。

中文信息处理在技术和应用上取得进展。其中中文垂直搜索引擎在公安、电信、

新闻出版等行业全面采用，行业中文搜索引擎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项目成果直接应

用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实现了百年奥运史上第一次多语言综合信息服务。

低成本计算机研制与规模化应用取得重要进展。基于龙芯 2F 的低成本先进计算

机定型量产，在整机性能和功耗方面均优于同类产品。北大众志完成了新一代 CPU

系统芯片及配套系统软件的设计开发，研制成功两款新型网络计算机，完成了低成本

定制服务器研制，并通过了典型应用环境下的性能及可靠性测试。

专栏 3-1 　自主创新的 CPU ：北大众志走出温室闯市场

北大众志 CPU 系统芯片是在国家 863 计划十余年持续重点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微

处理器研究开发中心和北大众志公司在自主创新的指令系统标准基础上，研制的 CPU 系

统芯片产品，是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完整的自主 CPU 系统芯片产品之一。2008 年又

研制成功新一代面向安全适用计算机的单系统芯片计算机。

2003 年 1 月，科技部选定江苏省常州市作为北大众志网络计算机的应用试点城市。

从最早在一企（企业）一校（学校）一院（医院）一镇（电子政务）试用 200 台北大众

志网络计算机开始，目前采用北大众志“中国芯”的计算机系统已在全国近 30 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 2006 年和 2007 年国家教育部主持的全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设

备采购供应商资格审核的实际设备测试中，北大众志网络计算机是唯一通过测试的采用

自主 CPU 的计算机设备。

在“5.12 汶川地震”后第一批援建的北川中学、花荄中学、绵阳科技城中学、东汽

中学等电子教室全部采用了基于北大众志计算机的解决方案，受到师生的欢迎，并得到

现场视察的吴邦国委员长、刘延东国务委员的称赞。在灾区艰苦的环境中，北大众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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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被证明具有功耗低、易维护以及能够耐受多尘、无空调环境等方面的优良品质。

吴邦国委员长视察北川中学电子教室北川中学的北大众志网络计算机教室

重点项目“高可信软件生产工具及集成环境”在大规模可信软件生产领域的软件

资源库、协同开发平台、软件可信分级模型、软件生产线集成框架等 4 项总体技术上

取得重大突破，遵循这 4 项总体技术的公共服务平台 Trustie v1.0 版于 2008 年 10 月

对外提供服务。该项目开发的软件分析与测试工具已经应用于北京奥运会及政府办公

系统的测试。

 

使用了 Trustie 嵌入式生产线提供的仿真环境的工具软件和应用程序 CPCI 仿真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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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

数十个疫苗和新药研发取得突破。口服幽门螺杆菌疫苗是世界上第一个胃病疫

苗；戊型肝炎疫苗研究是目前国内外唯一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戊肝疫苗；我国首个分

子靶向药物西达本胺进入后期临床研究，其国际专利的使用权已许可给美国 HuYa 公

司，实现中国小分子化学药领域首次对国际制药企业的专利许可。建立了国内乃至亚

洲规模最大抗体药物生产线，使我国的抗体药物产能提高 5 倍。

血清多肽图信息技术用于肿瘤早期发现，建立了肺癌特征性血肽图模型及相应血

肽图诊断技术标准；《急性白血病诊断和分型技术平台规范手则》已推广应用。植入

式心脏起搏器系列产品即将获得生产许可，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替代进口产

品，产生了两项新的专利技术和样机。  

电子病历支撑系统 － 数据集成视图电子病历支撑系统 － 病历集成视图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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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为传统发酵工业的节能减排和增效做出了重要贡

献。红霉素、头孢菌素发酵新工艺技术首次通过代谢工程改造获得了有效组分含量提

高的工业生产菌株，并在工业发酵规模应用组合膜分离等技术，形成清洁生产新工

艺。

细胞靶向自噬分子机制与作用取得世界领先突破，研究结果发表于 2009 年 1 月

的 Cell 上；禽流感病毒 RNA 聚合酶 PA 亚基的结构与功能填补了对禽流感病毒聚合

酶结构领域研究的空白，研究结果发表于 2008 年 7 月的 Nature 杂志；北京生命科学

研究所研究发现一个传统的 Wnt 信号传导通路控制着果蝇中肠上皮干细胞的自我更

新，2008 年 9 月发表于 Nature 的该项研究结果是我国在干细胞研究领域发表于该杂

志的第一篇文章；心血管、神经与免疫系统重大疾病相关蛋白的三维结构研究成果发

表在 2008 年 8 月 7 日出版的 Nature 上。

（3）新材料技术领域

建成我国首条自主研发的 5 代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彩虹集团建成了国内首条从

熔解、成型到后加工完整的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年生产能力 75 万平方米（折合 52

万片）第 5 代 TFT-LCD 玻璃基板，标志着我国在液晶显示技术体系中核心关键材料

的重大突破。

  

国际首家激光数字影厅实景照片我国第一块自主生产的 5 代线

TFT-LCD 液晶玻璃基板 

                                  

攻克了百瓦白光激光合成、高效率匀场整形与散斑消除、大色域空间映射与颜色

管理算法等关键技术，研制成功世界首台符合 DCI 数字电影规范的激光数字电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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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机，并投入商业运行，进行了长达 6 个月、每天 14 小时的高强度应用示范。

磷酸铁锂（LiFePO4）是业界公认的新一代动力锂离子电池首选正极材料。北大

先行公司与北京大学合作研制的 400V/360Ah 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组已应用于奥运纯电

动大巴，电池组每次充电可运行 150 公里。

 

采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奥运电动大巴

建立了年生产能力千余吨的镍 / 钴系列粉体材料生产线，解决了废旧电池为代表

的含镍钴污染物的循环利用难题，避免了废旧电池含镍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并为缓解

我国钴镍资源紧缺找到了有效办法。开发出基于纳米材料的绿色打印制版技术，有效

缩短了制版流程，大大降低了成本，用过的印版可以回收，具有成本低、无污染、不

避光、工艺简捷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

突破 Nb3Sn 超导线材制备关键技术，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批产的 Nb3Sn 线单根

长度达到 5000m，临界电流密度 Jcn ＞ 1000A/mm2，交流损耗＜ 1000mJ/cm3。研制开

发出液化天然气储罐用超低温 9%Ni 钢，结束了我国能源、化工等基础工业 -196℃

低温钢关键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钢板已通过国家容标委、挪威 DNV、英国 LR

和中国 CCS 船级社认证，具备稳定供货能力。

“半导体照明工程”实施以来，初步形成了从上游材料、中游芯片制备到下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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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封装及集成应用的比较完整的研发与产业体系。国内已研制出 280 纳米紫外 LED

器件，20 毫安输出功率达到毫瓦量级；非极性氮化镓的外延生长，X 射线衍射半峰

宽由原来的 780 弧秒下降至 559 弧秒，是目前国际上报道的最好结果之一。国产芯片

替代进口比例逐年增长，已达到 50％。以奥运示范工程为代表的规模化系统集成技

术的实施，促进了产品集成创新与示范应用。仅水立方 5 万平方米的 LED 景观照明，

与荧光灯相比，全年可节电 74.5 万度，节能 70% 以上。LED 应急照明灯具在抗震救

灾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向汶川地震灾区紧急提供了约 3 万套 LED 手摇灯、LED 矿

灯、阅读灯、手电筒，在灾区无法正常供电的情况下，对灾区应急照明和伤员救治等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先进制造领域

用于工业过程自动化的无线网络规范 WIA-PA 于 2008 年 10 月 31 日经过国际电

工委员会（IEC）全体成员国的投票获得通过，作为公共可用规范 IEC/PAS 62601 标

准化文件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已成为工业无线通信领域技术领先的国家之一。

   

WIA-PA 用于装备监控

工业以太网技术（EPA）原创地解决了工业以太网的确定性通信、实时通信、总

线供电、高可靠与高可用性、本质安全防爆技术、互可操作性、远距离传输、功能安

全、网络安全、大规模控制系统设计等核心技术，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现场总线国家标准，并成功发布了实时以太网国际标准 IEC 61784-2/CPF14，在

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化舞台上，夺得了难得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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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武汉石化 500 万吨 / 年炼油装置

“大型飞机运输工装夹具研制”项目开发出的工装夹具已经成功地将空客 A320

飞机大部件由汉堡运抵天津。

 

空客 A320 飞机部件运抵天津

国内第一台大型螺旋桨七轴五联动车铣复合数控加工装备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突

破，为我国国防、运载等行业提供了关键制造装备，已在镇江船舶螺旋桨厂投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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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第一台大型螺旋桨七轴五联动车铣复合数控加工装备

成功开发出适应国内企业需求的电子提花装备及相关技术，打破了电子提花技术

由国外垄断的格局。项目成果在 330 余家企业推广应用。

电子提花装备及相关技术打破国外垄断

（5）先进能源技术领域

“以煤气化为基础的多联产示范工程”重大项目完成 IGCC 及其联产液体产品等

典型系统的试验示范。新型水煤浆气化技术基本具备进入工程设计条件，两段式干煤

粉加压气化技术完成相关研究，建成了 5 吨煤 / 天级加压热态装置，24 吨煤 / 天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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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装置开始建设；完成 E 级合成气燃烧室试验台的设计方案、试验段及出口测量段

的加工、燃料气调配系统及测控系统的建设；完成百万吨级费托合成油工业示范装置

工艺设计包开发和初步设计前期工作；提炼出高清洁、高热值柴油约 7 吨，石脑油 3

吨。

“中国实验快堆工程”重大项目完成堆容器、堆内构件及旋塞的安装、主控室安

装并交调、外电网接入并实现“倒送电”、全部 337 吨核级钠进厂；堆本体设备全部

入堆安装；核岛风水电系统具备投运条件；完成全部钠管系安装；完成全部 200 余个

子系统的安装交调工作和 160 余子系统的单系统调试；堆本体安装施工完成。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及系统示范”重点项目在北京

延庆建设容量为 1MWe 的太阳能塔式电站示范电站，

已完成了电站的系统方案设计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太阳塔

设计；完成 6 台不同型式的大于 100m2 的大型定日镜

的研制。

MW 级并网光伏电站系统项目取得重大创新、突破

和阶段性成果。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光

伏并网逆变器以及多种创新形式的光伏跟踪系统，与国

外同类产品相比具有良好的性价比。自主研制开发出

多种新型光伏建筑一体化组件和聚光组件，拓宽了光伏

技术的应用空间。建成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三期一阶段

1.295MWp 并网光伏电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并网光伏电

站；上海太阳能工程技术中心 1MWp 并网光伏电站应

用了多种课题自主研制成功的新型光伏组件。甘肃武威

500kWp 荒漠并网光伏电站建成并于 2008 年 12 月 19

日顺利投产。

开发出大容积高压储氢技术，研制成功世界最大的高压储氢罐、三个压力等级车

载轻质高压储氢容器、轻质高压储氢容器安全性能检测装置；建立了中国第一条年产

5000 片平板式 SOFC 单电池实验生产线，全部采用国产设备。
 

太阳塔建筑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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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氢瓶 站用储氢罐

 

研制出 6000KW/6KV 的高压大功率变频调速装置样机，开发出尾气封闭循环磷

铵工艺及关键技术；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高温高压自然循环干熄焦余热锅炉并得到应

用；研制出 10 kW 的全钒液流储能电池模块，以此集成出国内首套 100kW 全钒液流

储能电池系统，能量转换效率超过 75%。

在高效燃煤发电等技术开发方面，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000MW 超超临界

褐煤锅炉关键技术，研制出 W 型火焰炉二次风下倾高效燃烧技术并在 300MW 锅炉

上实现应用，研制了煤直接液化关键设备高压煤浆泵、高压差减压阀，实现部分应

用。

在风能、太阳能、海洋能、地热能等开发利用技术方面，研制并实现了 XE72-

2MW 直驱型永磁风力发电机组产业化，已批量生产；开发了整板型管板式光伏热水

建筑一体化模块，研制出太阳能辅助土壤源跨临界 CO2 空调与热泵热水系统；设计

和建立了以 R245fa 为循环工质的 2kW 太阳能低温高效热电循环实验系统；研制出具

有可连续加料、低耗能特点的 270KG 级铸锭炉；研制出额定输出 1 kW 的聚光系统，

聚光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超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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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电池及散热板 聚光电池组件

 

（6）资源环境技术领域

攻关研制完成的 CGDS-I 地质导向钻井系统具有实时判断地层属性、前探待钻地

层、导向能力强等特点，可提高探井发现率及开发井钻遇率和采收率，对于打破国外

技术垄断、推动我国钻井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地质导向钻井 - 仪器房 地质导向钻井－ 05-CGDS-I 系统起出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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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阵列感应成像测井技术项目逐步解决了测量方法、仪器及软件方面的诸多技

术难题。首套国产成像测井装备第一次走出国门，取得良好的地质效果，打破了国外

技术垄断。

地质岩心钻探关键技术方面研发出我国第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2000m 深孔全

液压动力头地质钻机系统，对于提升我国的钻探技术水平、拓展新的找矿空间意义重大。 

地质岩心钻探 - 钻机组装

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功率（发射功率大于 50K）电磁法多功能

发射机样机和电磁多功能（AMT/MT、IP、CSAMT）接收机试验样机。在多频供电波形

硬件合成技术、密集频点供电技术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不仅打破了国外大型地球

物理电磁勘探设备的垄断地位，还将为我国深部资源的勘查提供新方法技术支撑。

大深度多功能电磁探测 - 大功率发射机样机 大深度多功能电磁探测 - 多功能接收机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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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大气复合污染防治技术系统方面，研制出拉曼激光雷达、颗粒物粒径谱分析

仪等 10 余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监测设备样机，多数研发监测设备样机已经在北京

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和珠三角综合技术示范中得到验证和应用。

 

颗粒物数谱粒径分布测量仪－大气项目

在机动车污染控制核心技术与设备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开发了 8 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已匹配多款国 IV 排放车型并在北京等市场应用。机动车尾气

净化器产能已进入世界前 3 位，部分汽油车净化器和摩托车净化器产品已大量出口。

 

机动车尾气净化器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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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2　北京奥运空气质量保障相关技术与应用

863 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部分技术成果直接服务于奥运会，对建设绿色奥运和科

技奥运起到了积极作用。

室内空气甲醛去除催化剂及相关净化设备研制成功，为奥运设施室内空气净化提供

了先进的技术和产品。研制开发出一种能够高效催化氧化甲醛的催化剂，实现了常温下

非光催化甲醛的完全氧化。基于该技术研制成功的甲醛催化净化装置，在控制室内甲醛

污染方面展示了强大的优势和良好的应用前景。在奥运中心区的地下商业空间安装 100

余套甲醛催化净化装置，总通风量为 15 万立方米 / 小时，可有效净化 10000 平方米空

间，为保障奥运场馆室内空气质量，以及参赛运动员及来宾身体健康做出积极的贡献。

环境光学立体监测技术在奥运期间大气环境质量监测中大显身手。奥运之前，利用

自行研制的差分光学吸收光谱（DOAS）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构建了奥运主场馆超

级站和健翔桥交通污染排放监测站，利用车载被动 DOAS 系统结合气象观测数据获得了

北京以四环、五换为区域的 SO2 和 NO2 日排放通量和小时排放通量，弥补了北京市大

气环境例行业务在监测手段、内容和范围等方面的不足，为全面研究北京及周边地区大

气污染及其相互影响的特征提供了科学数据。

自主研发的拉曼激光雷达用于奥运大气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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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海洋技术领域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油气层钻井中途测试仪（FCT）工程样机成功完成两次

海上实验。该样机的研制有效地打破了国外油田服务公司的技术封锁，为加快我国海

上油气勘探开发、降低勘探开发成本以及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支持。

 

FCT 测试现场

我国第一座海洋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于 2008 年 5 月正式下坞建造。该平台是世

界上最先进的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预期在 2011 年交付使用，最大作业水深

达 3000 米，最大钻井深度达 12000 米。该平台建造对于提升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

能力，促进海洋工程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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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立体监测示范系统开始为福建沿海防灾预警提供信息服务。组建的区域

性海洋环境实时立体监测网已开始业务化运行，研发的风暴潮漫滩预警辅助决策系

统、赤潮预警系统及海上突发事件应急辅助决策等信息服务系统，在海洋防灾减灾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业务化运行的福建示范区网站系统 福建省风暴潮漫滩预警辅助决策系统

北极冰下自主 / 遥控海洋环境监测系统圆满完成我国第三次北极科学考察现场试

验和冰下调查任务。为我国极地科考提供了一种较大范围连续、实时冰下观测的技术

手段，提高了我国在极地事务处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北极 ARV 准备开展冰下调查北极 ARV 北极作业现场

以多糖和植物纤维为原料研制的海洋植物胶囊有望替代动物明胶胶囊。目前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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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产业化制备技术，并将投产。

植物胶囊自动成型生产线 海藻多糖植物硬壳空心胶囊

海洋微生物新型酶产业化进程加快。特别是低温碱性蛋白酶 YS-9412-130 具有

活性高、配伍性良好、抗氧化性能强等特点，现已开始产业化应用，目前有针对性地

在洗涤、纺织、水产品、医疗等行业进行推广应用。

“酶法脱鳞”技术处理的发制品 酶复合助剂整理技术处理的面料

高频地波雷达项目成功研制出了 OSMAR071 型阵列式高频地波雷达和 OSMAR-S200

型便携式高频地波雷达，目前已在福建示范区投入业务化运行，在防灾减灾方面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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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安装于宁波和温州的双站便携式高频地波雷达已连续工作近一年，性能稳定

可靠。经过 10 年的研究、试验和改进，我国已经成为掌握高频地波雷达技术为数不多的

几个国家之一。

便携式高频地波雷达主机 接收天线

（8）现代农业技术领域

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技术平台进一步完善。全国分离到的侧翼序列总数已达到 4

万条，构建了 T0 代报告基因表达谱，完成第 3 染色体上 213 个基因的突变体的逆境

（干旱、高盐或低温迫）表型鉴定，探明了水稻全基因组水平染色质修饰与基因表达

模式，将全面提升我国在作物基因组和遗传改良领域的创新能力。

在海水养殖生物的现代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建立了水产动物

BLUP 育种技术体系，研发的“水产动物育种分析与管理系统” 已经过专家评定，“贝

类育种评估和分析系统”进入实用阶段，并实现在网络上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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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3 号”海带

研制出 HDPE 超大型深水网箱等 6 个类型的深水网箱，并全部进入海洋工况试

验，成果的应用为工业化大规模深海养殖和数字化管理提供了重要装备技术基础。

以吡虫啉为代表的新烟碱杀虫剂项目先后申请多项发明专利，其中 4 项为国际

PCT 或已经进入指定国。自行创制的高效、低毒与环境相容性好的微生物源杀菌剂申

嗪霉素（PCA）已经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农药临时登记证，并初步实现了产业化。

完成了益生乳酸菌 L.casei zhang 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研究，第一次获得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乳酸菌全基因组图谱，填补了我国利用现代组学方法系统研究益生乳

酸菌的空白。

自主知识产权益生乳酸菌全基因组图谱



045国家科技计划
2009 年度报告

863计划

专栏 3-3　家蚕基因组研究再获重大进展

继 2003 年绘制完成世界第一张家蚕基因组框架图、2006 年完成家蚕基因芯片与表

达图谱分析之后，西南大学家蚕研究团队历经 5 年攻坚，家蚕基因组研究再次取得重大

突破。

绘制完成 8.48 倍覆盖度的家蚕基因组精细图谱。根据新完成的家蚕基因组精细图预

测，家蚕大约有 14 623 个基因，基因的覆盖度达 99.6%，并且还发现了一些新的与家

蚕特异生物学性状相关的重要信息。

绘制完成 30 种蚕类的基因组重测序和 SNP 鉴定。完成了 30 种代表性的家蚕品系

和来自中国不同地理区域的野蚕的全基因组重测序，覆盖了整个基因组 99.8% 的区域，

共鉴定出 18 084 663 个 SNPs 位点，并第一次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分析了家蚕的起源进

化关系，证据表明家蚕起源于中国野蚕。

成功开发出我国第一个家蚕转基因新型有色茧实用品种。建立了转基因新型有色茧

开发技术，并育成了一对色彩稳定的新型绿色茧品种，完成了批量缫丝和茧丝性能鉴定。

白色蚕茧与转基因绿色蚕茧对照

  

绿色蚕丝  昆虫学著名杂志家蚕基因组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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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现代交通技术领域

“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全断面动态测量系统”项目为高速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新线

开通及安全运营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成果应用于京津城际铁路、北京地铁 5 号线、

10 号线、机场线等的综合试验和开通验收。“公路全断面动态快速检测与实时识别处

理系统”通过 6 万公里的实际应用，对正常路沥青、水泥路面裂缝自动识别准确率可

达 95% 以上。

轨道全断面检测 公路全断面检测车

依托上海长江隧道工程，建立了直径 15 米及高水压状态下盾构隧道的全尺寸试

验技术等体系化的长大盾构隧道设计建造技术群，节省工程总投资 3%~5%。

长大隧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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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滑、阻燃、降噪多功能沥青路面结构成果应用于 1375 米湖北沪蓉西高速公路

把水寺隧道和 3600 米武汉长江隧道工程。大面积不均匀公路软弱地基按沉降控制双

向增强处治技术成果应用于临长高速公路、常张高速、岳常高速等高等级公路。实现

了 2000 个节点的大范围路网交通控制，提高了大城市道路交通需求与供给的时空协

同能力和交通信号控制能力。

在“汽车开发先进技术”重点项目方面，初步构建了国产汽车正向开发平台，研

制出新一代节能环保轿车动力总成，形成了重型柴油机和商用车机械自动变速器的产

业化能力。研制出中国第一款顶置凸轮轴、能承受 220bar 爆发压力的重型车用柴油

机，满足欧 4 以上排放要求。

欧 4 重型柴油机

专栏 3-4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奥运示范圆满成功

2008 年 8 月至 9 月，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成功进行了北京奥运示范运行。在奥运会

和残奥会期间，我国共有 595 辆混合动力、纯电动及燃料电池汽车集中在奥运中心区及

周边地区进行交通运输服务，累计运行 371 万公里，运送乘客 441.7 万次，实现了奥

运史上最大规模的电动汽车示范运行，兑现了“科技奥运、绿色奥运”的承诺，为奥林

匹克中心区域交通零排放、中心区域的周边地区和奥林匹克交通优先路线上低排放做出

重要贡献。通过开展规模化、集中化、高强度的商业化示范运行考核和持续改进，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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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技术和产品不断走向成熟，同时也为今后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在产品研发、制造、

使用、维修保障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奥运示范取得圆满成功

（10）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

在新一代航空 SAR 业务系统方面，突破了低相位噪声低失真双通道宽带雷达系

统技术、惯性测量单元 IMU 误差精确建模标定与补偿、多极化宽带有源相控阵天线

技术、地形复杂区域机载 InSAR 地形测图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地球同步轨道毫米波

大气温度探测仪研制获得巨大突破，完成了二单元 50~60GHz 地面原理样机研制。

突破了分布式空间索引、全局解析、分布式安全机制和全局事务执行管理等各项

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了基于主流网格计算环境的数据网格原型系统 ; 自主开发高性

能、高安全级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系统，填补了我国自主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空

白。

成功地研制出含 GPS、Galileo、北斗三个定位系统的高灵敏度定位接收机的原型

样机；突破了动态条件下的多模式卫星导航接收技术和信息融合的关键技术，开发了

GPS、GLONAS、北斗三模式高动态接收机基带信号处理平台。

突破了基于精确定位的航空协同监视技术、新型管制自动化系统、协同流量管

理、动态空域规划、航空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等 15 项核心技术，其中，RVSM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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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行验证，使得空域容量提高了 80%，民航空域拥挤和航班延误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缓解。 

突破了海量、多源、动态卫星遥感数据综合处理和专题信息提取及定量反演等一

系列关键技术。

专栏 3-5　多源、高性能遥感数据协同处理系统

该项目建立了基于松耦合模式的多部门遥感资源任务规划与数据服务机制，开展了

国内外卫星遥感影像成像模型研究，统一了光学、SAR 影像成像几何模型，通过多源卫

星影像“空三”技术，把国产卫星影像“自主定位”精度从公里级提高到 150 米以内 ；

建立了中西部地区控制点影像库，基于控制点影像把影像纠正时间从 30 分钟缩短到 5 分

钟 ；充分利用了 POS 数据，突破了大规模航空遥感数据快速处理技术，实现了影像的快

速拼接和匀光，把处理速度提高了 3 倍以上 ；开展了多源影像综合处理研究，实现了多

源影像的配准、融合与变化检测和影像分类 ；开展基于插件技术和 Map_Reduce 模型

的开放式遥感处理基础平台研究，形成了 OpenRS_cloud 分布式遥感处理基础开发平

台。

该系统有效地支援了国民经济建设。在汶川地震突发之后，利用该项目建立的基于

松耦合模式的多部门遥感资源快速数据服务机制和多源遥感资源任务规划技术，协同调

度北京一号小卫星等有关数据，对灾区进行了大范围长时间的监测，为国家汶川地震抗

震救灾指挥部、国务院应急办、社会公众等提供了及时客观的遥感减灾应用信息服务，

有效支撑了 2008 年汶川地震减灾救灾工作。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协调多个卫星数据中心进行了资源调度，获取了奥运主场馆及

周边设施高分辨率卫星数据，为奥运安保部署提供影像和信息支持。

2008 年 7 月，对青岛近海的浒苔灾害以及我国黄海、东海海域可能的浒苔发源地进

行了大范围监测，为全天候观测青岛浒苔的演变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和可靠的数据源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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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干涉 SAR 原理样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