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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十一五”期间，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以下简称“863 计划”），针对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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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和推

动新军事变革的急需，突破了一批核心关键技术，研制了一批重大装备和关键产品，

有力带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及武器装备的跨越发展。

（一）项目安排

“十一五”期间，863 计划（民口）共设置 10 个高技术领域，并按照专题和项目

两个方面进行部署。累计启动 38 个专题、30 个重大项目和 318 个重点项目。共立项

课题 8216 项，安排课题经费数 252.6 亿元；其中专项课题 5851 项，安排经费 71.3

亿元；项目课题 2365 项，安排经费 181.3 亿元。

2010 年，863 计划新启动了 20 项重点项目，新立项课题 308 项，其中专题课题

74 项，项目课题 234 项。

（二）经费安排

“十一五”期间，863 计划（民口）累计已安排课题经费 637.2 亿元，其中已执

行中央财政拨款 240.61 亿元，占 37.8%，地方部门匹配、单位自筹、银行贷款等经

费占 62.2%。

2010 年，863 计划安排课题经费 23.0 亿元，其中专题课题经费 1.2 亿元，项目

课题经费 21.8 亿元。2010 年，863 计划（民口）共完成拨款 51.15 亿元，年度预算

执行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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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投入

“十一五”期间参加 863 课题的研究人员 42.1 万人。

  高级职称 14.45 万人

  中级职称 8.91 万人

  初级职称 4.92 万人

  其他人员 13.82 万人

34.3%

21.2%11.7%

32.8%

图 5-1　“十一五”863 计划课题参加人员职称分布

（四）主要进展和成效

“十一五”期间，863 计划共发表论文 14.5 万篇，其中被 EI、SCI、ISPT 收录 4

万多篇；发表专著 1500 多部；培养研究生 9.92 万人，其中博士生 3.64 万人，硕士

生 6.28 万人。申请专利 4.5 万项，获得授权 1.3 万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3.7 万项，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8968 项；已制定技术标准 3204 项；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200 余项，

其中一等奖 60 余项、二等奖 120 余项；获得国外有关科技奖励 50 余项，省部级奖励

1000 多项。完成成果转让 1000 多项，转让金额逾 10 亿元。

（五）2010 年各领域主要进展情况

1. 信息技术领域

2010 年，我国完成了“天河一号”、“曙光星云”和“神威蓝光”等 3 台千万亿

次高效能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天河一号”高效能计算机在 2010 年 11 月世界超级计

算机 TOP 500 排名中位居第一，标志着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研制能力进入世界领先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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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的“天河一号”计算机

突破多控制器体系结构、高速 I/O、高速缓存、多控 I/O 协调调度、高速互联交

换、海量存储管理软件和新型存储器等核心关键技术，研制成功两款支持八控八活一

冗余的高端磁盘阵列、324 口 IB 交换机、PB 级海量存储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1Mb 

STT-RAM 自旋转移矩存储芯片等，并提出了评测体系和评测规范，研制了相关评测

工具与测试平台，建立了第三方评测机构。

分布式测试平台 存储检测平台设备和实验室

  

完成了集软件协同开发平台、软件资源库、软件可信分级模型及可信证据框架、

软件生产线框架、多谱系软件工具和软件生产线等多项关键技术与核心软件生产要素

于一体的网络化可信软件生产公共服务环境，有效解决了网络条件下大规模软件生产

要素共享、生产要素选择和生产要素协作等基础瓶颈问题，可望从根本上提升我国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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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产业的生产和创新能力。

开展网络创新体制研究，制定并提交了 10 余项国际标准；研制完成了 T 比特级

可重构路由器、大容量光传送网设备（OTN）、低成本接入设备等柔性试验床组网设

备，并接入国家网络试验床；研制成功核心芯片和器件，大幅降低同轴、光纤、以太

网等接入方式成本。相关技术为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和推进国家三网融合战略顺利

实施奠定了基础。 

突破智能天线、联合检测、功率控制、动态无线资源管理等核心关键技术，研制

成功 TD-SCDMA 集群通信系统，可为行业用户提供指挥调度、应急通信、数据采集

等多种宽带多媒体数据集群业务和服务，是我国首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集群系

统标准，进一步拓宽 TD-SCDMA 的应用空间。

TD 集群终端 TD 集群基站设备 TD 集群交换机

研制成功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虚拟现实关键设备和装置，部分成果已实现产

业化，并应用于医疗、教育、地市建设与规划等行业。

研制成功自主知识产权的虚拟现实绘制内核和物理引擎系统，研制成功面向航空

领域的高真实感全景虚拟场景生成系统，并应用于首都机场，其环境真实感、物理真

实感和行为真实感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可嵌入反病毒引擎、反病毒引擎解包和脱壳、网络引擎、网络病毒监控系统等

方面取得新进展，形成了完整的闭环恶意代码对抗体系，从而有效地遏制大规模网络

内的恶意代码传播与危害的进一步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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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1　中国国家网格服务环境（CNGrid）

中国国家网格服务环境（CNGrid）立足国产百万亿次机和自主研发的网格系统软件

GOS，整合了大陆和香港 9 个省市和地区的 11 个超算中心的计算资源，聚合形成 458

万亿次计算能力和 3 万亿字节存储容量，部署了 230 多个应用软件和工具软件，支持了

700 多项国家科技计划和重要工程项目，在新药研制、飞机设计、铁路货运调度、石油

勘探、水利资源调度等 16 个领域取得了重要应用成果。

2. 生物和医药领域

干细胞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2010 年，首次发现了一个在具

有完全多能性的小鼠 iPS 细胞中高表达、而在不具有完全多能性的小鼠 iPS 细胞中表

达抑制的基因组印记区——Dlk1-Dio3 区域。这一发现为进一步研究 iPS 细胞重编程

的机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提升了我国干细胞研究的国际地位。

抗体药物规模化生产关键技术的突破将有力改变我国抗体类药物市场被欧美发达

国家产品垄断的局面。通过联合攻关优化生产工艺，搭建起千克级抗体药物产业化技

术平台，使其年产量由 10 千克提高至 15 千克，使研发的益赛普等多种抗体药物平均

批产量达到公斤级，并自主设计了 2 条 3000 升规模的抗体药物生产线。



863 计划

041国家科技计划
2011 年度报告

自主研发出分枝杆菌菌种鉴定芯片和结核耐药基因检测芯片等产品，为我国结核

防控带来福音。新一代戊肝系列诊断试剂盒获得 2 项注册文号及 2 项欧盟 CE 认证，

获 2010 年度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通过对已上市的尼妥珠单抗（“泰欣生”）的生产工艺进行优化改造，大幅提高哺

乳动物细胞培养工艺的单位产能。

尼妥珠单抗产品（“泰欣生”）

我国自主研发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药物重组注

射用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

蛋白（商品名：益赛普），拥有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专利金奖等荣誉，

是当前我国类风

湿关节炎、强直

性脊椎炎和银屑

病的首选药物。

遗传性耳聋

基因检测系统利用生物芯片技术作为检测平台，采

用自主研发的等位基因特异性 PCR 结合通用芯片

（Tag array）的技术对中国人群中遗传性耳聋相关的

基因突变热点进行高通量检测，是国内外首款具有

抗体融合蛋白

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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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用价值的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产品。

专栏 5-1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的基因组测序技术平台

面向国际基因组学研究的科学前沿和生物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积极参与了人类和

其它动植物基因组测序和基因识别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建立了先进的基因组测序平台，

基因测序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依托先进的测序平台和高性能计算平台，在《科学》、《自

然》杂志发表中国人、古代人和千人基因组 ；人类肠道微生物等重要微生物基因组 ；水

稻、小米、大豆、黄瓜基因组以及家蚕、家鸡和大熊猫基因组等重要科研成果。这些成

果大大提高了人们认识疾病、水稻和家蚕等有重要经济价值物种基因功能的能力，为保

障人民健康和增加工农业生产效益提供原始创新性支撑技术。

   

3. 新材料技术领域

我国成功制备出国内第一根百米级钇钡铜氧

（YBCO）高温超导带材，使我国跻身该领域国际

先进行列，随着 YBCO 带材制备技术的发展，第

二代超导带材将在电力系统、强磁场等方面得到

广泛应用。

 国内第一根百米级 YBCO 高温超导带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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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显示取得重要进展，红绿蓝三基色激光器件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激光投影

机、激光电影放映机、激光电视等激光显示技术正向产业化和商业化迈进。

自主研制的全固态激光治疗血管瘤设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批准，临床试用 2000 余例，有效率 100%。

自主研发出纳米材料绿色印刷制版技术，该技术将特制纳米复合转印材料精确打

印在具有纳微复合结构的超亲水版材上，通过纳米尺度的界面调控，该技术的应用对

我国印刷产业实现绿色化、数字化具有重要意义。

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机

突破了绿色环保型钼酸铵、纳米掺杂钼合金丝及耐高温高强钼舟等的工业化生产

关键制备技术，建成了我国最大的钼酸铵和钼粉生产基地。

绿色环保型钼酸铵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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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低成本纳微结构药物原料超重力法制备技

术体系，解决了工业化放大关键技术，建成了工业示范线，实现了节能降耗和连续化

生产。

专栏 5-2　半导体照明应用关键性技术研究

从半导体照明实际应用的需求出发，针对半导体照明应用（室内、户外）的多项

关键性技术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半导体照明建筑化应用模式。该研究成果在 2010 上海

世博会园区夜景照明半导体建筑上得到集成应用。据统计世博园区共使用 LED 芯片约

10.3 亿颗，已建成最大范围的半导体照明示范应用区。

“十城万盏”试点示范工作成效显著，截至 2010 年 9 月，在 21 个试点城市中已经

有 160 万盏以上 LED 路灯、隧道灯、筒灯、射灯、舞台灯等灯具得到示范应用，节电

超过 1.64 亿度。2010 年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规模达到 1200 亿元。

  

4. 先进制造技术领域

深入研究了工程机械的性能状态监测、健康状态评估、故障预测诊断等关键技

术，建立了泵车、起重车的远程监控、智能维护系统，并与企业 ERP、PDM 集成运

行，实现了在役工程机械设备的全天候实时定位跟踪和健康监控，达到了“零延迟”、

“零距离”快速响应服务和设备近“零故障”运转，大大提高了工程机械产品的技术

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上海世博会半导体照明应用 “十城万盏”半导体照明示范应用——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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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自动化成套控制系统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包括厂级

综合控制、现场总线技术及超超临界机组优化控制策略等在内的机组整体自动化解决

方案。

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超临界火电工程控制系统的硬件系统产品样机和应

用软件系统。攻克了系统分层、多域技术、无服务器的多域的分布式实时数据库技术

等关键技术。

以 MEMS 传感器技术为核心，建立了危化品储运网络化安全管理智能化系统——

“罐箱卫士及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对危化品介质、危化品装载容器、危化品储存装

备和运输车辆的实时检测与状态监测，提高了危化品储运安全管理水平。

针对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最重要的形象标志世博轴开发了成套的数字化加工设

备——节点加工机器人，从而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提高了效率，保证了安装精度。

节点加工机器人

专栏 5-3　RFID 技术在上海世博会中的应用

RFID 技术在上海世博安保、运行维护管理、参观者体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

作用。世博票务系统广泛采用了 RFID 技术，成为全球会展票务领域最大的 RFID 技

术应用案例。全面采用 RFID 技术的世博“未来商店”对外运营，为顾客实景展示了

RFID 技术在商品展示、介绍、销售、物流配送等全过程应用，构建了未来商店的智能

购物环境。RFID 技术在世博会上还广泛应用于车辆管理、展区导览等方方面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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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好的效果。

生命阳光馆迎宾人员使用导览机 在场馆布置的导览系统

        

采用 RFID 技术的世博门票

5. 先进能源技术领域

高温高压完全甲烷化催化剂研发、

甲烷化工艺设计获得重要突破。已开发

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 个系列（高温、

低温）共 4 种甲烷化催化剂，并申请中

国发明专利 3 项。

西藏羊八井 10MWp 高压电网并网的

荒漠集中光伏示范电站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成功并网发电。电站寿命期为 25 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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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累计发电 43250 万度，每年可节约标煤 6055 吨，节约水 53630 吨。

西藏羊八井 10MWp 荒漠并网光伏示范电站全貌

碲化镉薄膜太阳电池成套关键技术方面，自主研发了化学浴连续沉积大面积硫化镉

薄膜、近空间生化法连续沉积大面积碲化镉薄膜的生产装备及相关自动化连续生产关键

设备。将为我国薄膜太阳电池品种多元化、推动产业化和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奠定基础。

完成了兆瓦级示范生产线中的关键设备——VHF-PECVD 系统的研制。自主研发

的五室 VHF-PECVD 系统的中试生产线，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专栏 5-4　中国实验快堆

中国实验快堆工程于 2010 年 6 月开始装料，2010 年 7 月 21 日反应堆实现首次临

界。2010 年 11 月 30 日，“装料、初始

临界和低功率试验”阶段全部调试工作完

成，反应堆具备功率提升条件，2011 年

2 月 6 日，升功率工作启动，“功率试验”

阶段调试宣告开始。截止目前，实验快堆

获得专利授权 73 项、各项成果奖励 125

项。其中，在 2010 年“中国实验快堆换

料系统”获得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
快堆主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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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源环境技术领域

2010 年，我国首套自主研发的国产化高分辨率航空伽玛能谱测量系统试生产成

功，主要技术指标达到、部分超过了国际市场上商品化的同类产品。

成功突破了深部钻探工艺与装备的技术瓶颈，完成了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深部钻探技术体系建立，使勘探深度大于 2000 米。

研制的全液压岩心钻探装备在

2212.80m 示范现场

配套的 CUG-2 高精度钻探参数监测系统

多频阵列感应测井仪器（MIT）研制成功并工业化应用。截至 2010 年底，已在

长庆、华北、青海、吐哈、吉林等国内油田，以及乌兹别克等国外油田现场应用，累

计测井 5000 多井次，新发现多个油气层系，累计新增探明储量数千万吨。

研发的汽油车及柴油车排放控制技术水平达到或超过国 IV 标准，部分接近国 V

标准，摩托车排放控制技术水平达到或超过国 III 标准，项目累计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2 项，使我国机动车尾气净化技术研发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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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车辆带路运行测试情况

大气细粒子和超细粒子快速在线监测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所取得的成果在珠江三

角洲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网络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

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的空气质量保障。

专栏 5-5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技术系统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技术系统的构建，全面提升了我国环境应急反应能力，保障

生态环境安全。构建科学的快速应急响应体系，形成了环境风险源识别和监控技术体系，

有效提升我国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建设业务化运行的大气和水环境风险场模拟预警平台，

实现了污染事故的快速预报预警。构建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技术体系，打破了国外应

急监测技术和设备的垄断地位。研发污染事故快速处理处置技术设备和应急处置装备车，

形成了现场快速处理处置的技术能力。构建饮用水环境风险控制技术体系和风险防范预

案，全面保障多种类型水源地和水厂的供水安全。形成城市和区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应

急技术体系，有效提升了典型区域环境应急综合能力。制定了一系列环境风险应急的技

术规范、标准和指南。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技术系统的研发，成功应用于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的环

境安全保障和一系列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未来将在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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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区域经济建设与环境安全保障协调发展，推动我国环境高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

特征污染物现场快速检测试剂盒及

便携式检测仪器

上海市应急处理处置

指挥平台（移动技术）

移动遥测平台 应急救援工程车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技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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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洋技术领域

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和集成创新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于 2010 年 5—7 月成功

完成 3000 米级海上试验，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3759.39 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法国、

俄罗斯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具备 3500 米以上深度载人深潜和作业能力的国家。

 

海上试验吊装布放

2010 年 6 月，我国自主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捷联式自动垂直钻井系

统在宣页 1 井现场工程化试验获得成功。

2010 年 10 月，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首台深海底中深孔岩芯取样钻机在南海成功

完成海底勘探钻孔取芯试验。该钻机最大海底硬岩钻孔深度达 20 米。目前世界上仅

有三台深海钻机具有超过本钻机的孔深能力。

我国自主研制的相控阵三维声学摄像声纳取得重大突破，该系统是一种新型的实

时三维图像声纳，每秒钟高达 10 次的更新率，使得它具备动目标的实时监测和识别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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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6　“海洋石油 981”建成下水

在 863 计划海洋技术领域等的支持下，2010 年 4 月，我国自行建造的第一座 3000

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 981”建成出坞下水。该平台代表了当今世界海洋

石油钻井平台技术的最高水平，具有勘探、钻井、完井与修井作业等多种功能，平台高

136 米，自重超过 3 万吨，可在 3000 米深水进行作业，钻井深度达 12000 米。该钻井

平台的建成填补了我国海底油气勘探和深水装备领域的空白，结束了我国不能自主设计

和建造深海油气勘探开发重大装备的历史。

3000 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8. 现代农业技术领域

我国抗病高产优质粳稻新品种选育及应用，取得了创新性成果。首次建立了规

模化水稻条纹叶枯病抗性鉴定技术体系；制定栽培技术规程 4 个；2007—2009 年新品

种推广 8314 万亩，2009 年推广面积占南方粳稻区种植面积的 78% ；累计推广 13634

万亩，社会效益 190 亿元。2010 年，该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国牡蛎基因组序列图谱成功绘制完成。这是世界上第一张养殖贝类的全基因组

序列图谱，各项指标已达到国际领先的基因组图谱标准。还成功地绘制了黄瓜基因组

的精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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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人造板连续平压机的成功研制，显著地提升我国木竹加工制造的技术水平。

成功研制了智能控制自走式采棉机、自走式仿形棉花打顶设备。高地隙自走式底

盘采用液压技术与电控技术相结合，四轮驱动、前轮液压转向结构，电子控制的牵引

控制和防滑系统，保证了喷雾机的正常行驶和作业。

专栏 5-7　我国成功创制矮败小麦高效育种技术体系

我国成功创制了矮败小麦高效育种技术体系，育成了一批综合性状优良、产量有较

大提升的小麦新品种（系）。在国际上首次建立矮败小麦动态基因库，将优异种质和各生

态区主栽品种转育成矮败小麦。育成国家或省级审定新品种 42 个，累计推广 1.85 亿亩，

增产小麦 56 亿千克，增收 82 亿元。2010 年“矮败小麦及其高效育种方法的创建与应

用”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9. 现代交通技术领域

完成了 1.8L 轿车柴油发动机（YC4W110-40）的研制，形成了整机轻量化设计、

多变量参数台架优化等关键技术，自主开发国产高压共轨燃油喷射系统以及具备国

Ⅳ、国Ⅴ、OBD 等完整功能的发动机控制器，较好地应对了我国目前和未来若干年

轻型柴油车的排气变化特征。

2010 年共有 500 辆混合动力汽车、321 辆纯电动汽车、196 辆燃料电池汽车服务

上海世博会，创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新能源汽车服务大型国际活动的纪录。

专栏 5-8　我国高速列车关键检测技术取得突破

研制出最高试验速度 400km/h 的高速检测列车，标志着我国高速铁路综合检测技术

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400km/h 综合检测列车将为高速列车动车组基础理论、高速列车

关键检测技术、高速铁路集成技术研究及高速铁路基础设施检测规范体系的建立提供科

学技术支撑和平台支撑，为京沪高速铁路建设与科技创新提供全方位数据支持，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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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养护维修，提高养护维修效率，降低养护维修成本 ；确保高速铁

路安全稳定运营，推动行业科技进步。

轨道检测系统 定位器坡度测量系统

信号检测系统 

10. 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

敏捷卫星以平台快速大范围姿态机动能力实现多模式多功能高效能成像应用，突

破了敏捷小卫星平台主要关键技术，完成了轻小型敏捷卫星平台方案设计、小型控制

力矩陀螺和微小型姿轨确定系统研制，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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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卫星

突破了基于载荷的微纳探测器结构一体化技术、基于新型姿轨控器部件的先进姿

轨确定和控制系统技术、三星组网编队与协同控制技术、综合电子系统功能模块化与

集成化技术等创新性关键技术攻关。

突破了无人机多载荷同时装载、载荷通用适配、大容量存储、安全飞控、精密导

航定位、遥测遥控和数据实时传输链路等关键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高分辨率高

光谱相机、大视场宽覆盖多光谱成像仪、干涉和极化合成孔径雷达同平台装载数据获

取；可完成不短于 10 小时的巡航作业飞行，系统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研制成功高精度轻小型航空遥感系统，可用于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大比例尺测

绘、重大自然灾害应急响应、数字城市建设等方面。

突破了系统总体与系统集成、X 波段干涉 SAR、P 波段极化 SAR、地形测图处理

等关键技术，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先进航空 SAR 遥感系统的国家。

在国内首次创建了基于软件总线的分布式并行处理遥感处理软件体系架构，突破

了分布式遥感并行处理算法等多项关键技术。项目成果已在国内外重大灾害遥感监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支撑了甘肃舟曲泥石流、青海玉树地震等重大灾害的减灾救

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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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9　全球变化研究取得突出进展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启动了一批突出全球视野的科研项目，利用先

进的对地观测手段，通过获取长时间序列多源遥感数据，进行极地地区地表、冰川、海

冰进行动态监测，开展了 2 次极地现场的综合验证试验，突破了极区海冰、海洋、冰盖、

大气一系列关键参数的遥感信息定量反演等关键技术，初步建立了极地环境遥感信息业

务化应用服务系统。

在全球的地表覆盖、地表参数反演方面，设计和研制填补我国空白、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全球地表覆盖遥感数据产品，建立了中国自主的全球地表覆盖分类体系、全球陆

表特征产品提取算法体系、生产平

台和数据产品，并通过分析全球陆

表特征参量变化趋势揭示全球陆面

能量和植被变化特点及规律。

全球变化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

地球系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变化

规律，建立全球变化预测的科学基

础，以及地球系统的管理提供重要

的科学依据。

全球地表反照率分布

南北极海冰密集度模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