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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建设

（一）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专项

“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围绕落实《2004—2010 年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按照《“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总

体部署，大力推动研究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自然科技资源、科学数据、科

技文献、科技成果转化、网络科技环境等六大共享平台建设，组织实施了 24 项重点

任务，为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1.“十一五”期间主要工作

（1）设立财政专项，成立专职机构，完善管理体系

中央财政于 2005 年设立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专项”，首批启动了 39

项重点建设项目。“十一五”期间共启动了 42 项平台建设专项项目。

为有效组织推进平台建设，2006 年 12 月，经中编办批准成立了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中心，在科技部、财政部的领导下从事科技平台建设与运行服务过程管理。

（2）扎实推进重点任务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共整合了分布在全国 7 大区域的单台套原值 50 万元以上的大

型科学仪器 1.7 万台套，形成了全国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推进了 13 个大型科

学仪器中心完善建设；整合了 47 座风洞、8 台大型天文望远镜等大科学仪器装备资

源，推进了全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资源的开放共享。以现有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台

站为基础，整合了 105 个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台站，初步形成了生态系统、材料腐蚀、

特殊环境和特殊功能等国家野外观测台站网络。

自然科技资源平台共收集整合了植物种质资源 39.2 万份，种质信息 135 万条；

动物种质资源和遗传物质 7987 种，完成 10 个濒危野生动物体细胞资源和 77 个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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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资源的抢救性收集和保存；整合了 6298 种国家有证标准物质信息资源和 4000 余

种标准物质实物资源；保存了人类遗传资源 44.7 万份；收集整合生物标本 957.82 万

份，岩矿化石标本 10.38 万份，南北极生物和地质标本生物、地质、陨石标本 1.52

万个（块），冰芯和沉积物样品 739 米，还抢救性地保护和整理出一批南极标本、珍

稀标本、模式标本和我国国家级保护动物标本等大量宝贵的科技资源。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共建立地球系统科学、地震科学、农业科学、林业科学、气象

科学等 14 个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形成了 800 多个数据库，共有 160TB 多的存量科学

数据对外开放，初步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分布式科学数据资源共享网络体系。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收集整理了 41 万余项科技成果信息、1200 套科技影像资料、

1 万余条工程化中试机构信息、2000 条孵化机构类信息（包括政策类信息），共培养

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134 家，引导成立区域技术转移联盟 17 家，布局中国创新驿

站站点 32 家。

网络科技环境平台建成以 52 个虚拟博览馆、40 个专题虚拟科学体验馆为主体的

中国数字科技馆。

建成了国家科技平台信息门户——“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共集成各类科技资源

信息 512 万条，形成 28 类资源信息数据库，数据量超过 1000TB，可提供网络计算服

务、远程共享服务、虚拟实验室服务、文献服务等 6 大类共 20 余项特色服务，共享网

访问量超过 940 万人次，注册用户 1.9 万余人，覆盖 69 个国家、国内 559 个城市。

（3）开展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的研究与布局

科技部联合有关部门和地方开展面向产业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并初步遴选

出 30 多个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作为试点备选。2008 年选取基础较好且有示范带动作用

的集成电路、纺织和藏医药等 3 个产业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开展先期筹备建设。

（4）开展科技平台评议工作，推进科技平台开放共享服务

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等 25 个平台通过了评议，并于 2009 年 9 月 25 日

在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开通仪式上共同发布了《开放共享北京宣言》，正式面向全社

会开放服务。科技部、财政部研究制订了科技平台评价共性指标体系和分类评价体系

和科技平台运行服务实施方案，落实了科技平台理事会、专家委员会、用户委员会以

及平台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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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共有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江苏等 8 个地方平台加盟共享网。组织

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题”、“医药卫生专题”、“制造业信息化专题”等专题信息服务，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共享网服务内容。积极探索共享网与百度合作模式，进一步提高科

技资源的使用效益和平台建设的影响力。

（5）探索军民科技条件资源共建共享新机制

积极推动国家大型空气动力试验设备设施平台建设，启动了首个军民科技条件

资源开放共享试点，并发布了大型空气动力试验设备设施平台建设相关规划。目前

已实现 30 座军口大型空气动力试验设备设施信息对外开放共享。

（6）推进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建设等各项基础性支撑工作

政策法规建设方面，积极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订工作，新增了科技资源

开放共享的有关条款，确保了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工作有法可依。科技平台管理部门和

科技平台建设单位在平台建设过程中共制定了 650 余项规章制度，大大推进了科技平

台建设和资源共享。制（修）定了各类技术规范和标准 3000 余项，其中有近 600 项

标准都成功申请或报批成为国家或行业标准。依托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组建了

“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加强了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7）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中央财政专项经费支持的六大科技平台体系先后共有 2.6 万余名科技工作者参与

了平台建设工作。

（8）积极开展科技资源调查，为科技平台建设提供基础支撑

2008 年 3 月，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了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工作。共计调

查科研院所和高校 3200 余家，基本上摸清了财政性资金设立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型

仪器设备、研究实验基地、省物种质资源等重大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家底。

2010 年，中央和地方属科研院所与高校完成了年度数据更新。同时，进一步完

善了科技资源调查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了大型仪器设备评议决策支持系统。

目前，科技资源调查已经建立了包括大型仪器设备、研究实验基地、生物种质资

源、高层次人才等在内的 16 个分类资源信息数据库，共收录单台套原值 50 万元以上

大型仪器设备 29000 余台套，研究实验基地 5402 个，生物种质保藏机构 481 家，生

物种质资源信息 113 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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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开展科技计划项目资源汇交工作

根据《关于加强“十一五”科技计划项目总结验收相关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要

求，研究制订了《科技计划项目资源汇交实施方案》，提出了资源汇交的主要环节和

管理流程，组织开发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源汇交系统”，形成既统一入口管

理，又与各科技平台资源审核、加工管理有机衔接的科技资源汇交管理系统。

2. 经费安排

“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科技平台建设专项经费约为 14.84 亿元，地

方、部门配套经费约为 3.75 亿元。其中 2010 年中央财政共下拨专项经费 5512 万元。

3. 主要成效

（1）初步形成了科技资源整合共享的网络体系，建成了一批运行服务高效的科

技平台研发服务品牌

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方面，中央财政以 3000 多万的平台专项投入，

集成了全国七大区域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单台套原值 10 万元以上的大型科学

仪器 4 万台套，撬动了总价值近 300 亿元的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开放共享，促进了各

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使用效率的提高。动物种质资源共享平台已向科研机构和社会

公众提供实验材料 29021 份、活体资源 7987 种。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的

各类网络版资源全文年利用量达 3600 多万篇，累计提供文献检索 6.09 亿次。网络

协同计算平台为研究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了 7408.4 万 CPU 小时的计算服务，共完成

74.3 万个计算作业。微束分析大型仪器远程共享平台对实时远程控制离子探针质谱

计（SHRIMP II）远程共享技术进行了成熟的应用，先后协助多国科学家多次成功开

展了锆石样品远程定年工作。

（2）支撑国家科技计划和重大科研活动，促进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

“十一五”期间，各领域科技平台累计向“973”计划项目 / 课题提供服务 1037 项、

向 “863”计划项目 / 课题提供服务 1276 项、向科技支撑（攻关）计划项目 / 课题提供

服务 1306 项、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科技计划提供服务 5081 项，为国家重大

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与信息保障，支撑产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3）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民生、政府决策等提供支撑

国家特殊环境与灾害观测研究平台、材料环境腐蚀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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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三峡库区近坝地段的滑坡监测、地震监测、材料腐蚀试验等长期观测研究，为

三峡工程和长江航运提供了科学依据。科技平台还为青藏铁路 / 公路运营过程中的寒

冻灾害预报预警、地震观测和预报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和历史资料，以确保青藏铁

路 / 公路的安全运营。

汶川、玉树大地震发生后，地震科学数据、医药卫生科学数据等平台提供了包括

地球物理、卫星遥感影像、地理信息、森林植被、畜牧养殖、卫生防疫等方面的大量

科学数据，中国应急分析测试平台和计量基标准平台等在第一时间提供了应急分析检

测技术和现场服务。“问题奶粉”事件中，国家标准物质和计量基标准体系等平台在

一周内成功推出了量值准确可靠的三聚氰胺纯品标准物质，并迅速完成相关检测标准

的制定。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发生后，国家标准文献中心立即开展甲型 H1N1 流感

标准应急服务，全力支持了国家甲型 H1N1 流感疫情的防治工作。中国人群体遗传

资源平台为建立全国查找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提供资源服务。大型科学仪器协作

网入网仪器在食品抽检、物证检验等方面为执法部门提供了大量的现场服务。“中国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的建设开通极大推动了我国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的

开展。

林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提供了重点区域的森林和退耕还林数据，为国家退耕还林

宏观决策提供了支撑和服务；国家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利用全国农业区划数据库，

为全国及区域农业发展规划、农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决策支持。

（4）带动了地方科技平台的建设，推动地方科技资源共享，提升了对区域经济

和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各省市共建成 2000 余个公共研发平台和近 3000 个企业创新研发平台；并建立

了 300 余个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和近 400 个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平台；同时，各省市

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自然科技资源、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网络科技环境等领域整

合建立了 200 余个公益性地方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各地方平台资源共为十万余家企业

和数万家大学、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提供了科技服务，为平台带来了近百亿的服务收

入，为用户带来了上千亿的经济效益。

（5）服务于企业技术创新

科技平台共为全国 50 余万家企业提供了服务，占到了总服务对象的 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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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科学数据和技术服务，促进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和标准文献共享平台都针对大中型企业用户提供了个性

化、订制化和推送式的一站式服务，解决了企业研发资料缺乏、信息闭塞的难题。

（6）服务国防建设，为保障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提供科技支撑

材料环境腐蚀国家野外观测研究台站的军工环境试验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武器装

备和重要重大型号环境试验的研究基地，承担了几乎所有新型型号的环境试验。林

业科学数据平台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某部“武警森林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提供了

森林分布数据和相应的技术支持服务。气象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为解放军总装备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军事部门制作并提供了大量的气象科学数据，最大限度地满足

了重大气象保障和国防科研工程对气象数据的需求。

（二）国家（重点）实验室

“ 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

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推

动了我国科技创新。

1.“十一五”及 2010 年主要开展的工作及执行情况

“ 十一五”期间，科技部组织开展了依托企业和转制院所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工作。2007 年批准建设了首批 38 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2009 年批准建设了第二批

56 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0 年批准建设了 2 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实验室

主要分布在制造、资源、材料、医学、信息、工程、农业、能源等领域，以开展行业

应用基础、前沿技术、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究和重大技术集成研究及制定行业标准

为主要任务。

“ 十一五”期 间新建了 44 个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截至 2010 年，正在运行的

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共 212 个，试点国家实验室 6 个。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

全国 22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为 8 个学科领域，其中，生物科学领域 32 个，

医学科学领域 26 个，工程科学领域 35 个，地球科学领域 37 个，信息科学领域 27

个，化学科学领域 24 个，材料科学领域 19 个，数理科学领域 12 个。固定人员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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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实验室 

1.4 万余人。

（1）进一步规范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完善实验室布局

形成了《国家实验室建设与运行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制定了 2010 年国家

（重点）实验室引导经费分配方案并完成拨款，完成 2011 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引导

经费预算分配方案上报工作。

积极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联合学委会的工作，推动领域内科研资源的有效配

置和科研目标的聚焦。

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十一五”规划和工作安排，重点加强在新兴、前沿、交叉

学科领域，我国传统特色和优势发展学科领域，国家发展重大战略需求领域，以及促

进民生发展重要领域的部署，发布 45 个方向指南。

继续稳步推进新建港澳伙伴实验室工作。2010 年 6 月，科技部批准香港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等 2 所香港地区大学建设 3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目前，在香

港地区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总数达到 12 个。在澳门批准建设了 2 个国

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

（2）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推动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展

通过 973 计划以项目形式支持了 94 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开展了第二批

56 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可行性论证工作。完成了第一批 18 个企业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建设计划验收工作。

（3）加大对地方实验室建设的示范与引导，强化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

基地工作

批准新建“北京市脑重大疾病重点实验室”等 31 个实验室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

实验室培育基地，使省部共建实验室数量达到 108 个。圆满完成了省部共建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十一五”布局工作，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2.“十一五”及 2010 年经费安排

“十一五”时期，中央财政设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由开放运行费、基

本科研业务费、科研仪器设备费三部分构成，共拨付专项经费 86.44 亿元。另外，

“十一五”期间，投入 10.16 亿元国家（重点）实验室运行补助费支持试点国家实验

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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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成效

（1）国家重点实验室具备国内领先的科研条件，承担了大量国家科研任务

目前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有科研仪器设备 23 万台（套），

总价值 136 亿元，总建筑面积 173.6 万平方米。

“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并完成了大量 973 计划、863 计划、科技支

撑、重大专项和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重要科研任务。

（2）在科学前沿探索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实验室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已

经成为重大原始创新的摇篮。据统计，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了 87 项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占总授奖数的 55.38%。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发表论文 19.2 万篇。SCI

和 EI 收录论文比例从 2006 年的 49.0% 增长到 2010 年的 57.3%。国家重点实验室在

《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占我国发表总数的 25% ；在各领域 Top 期刊上发

表论文占我国发表论文总数的 20%~40%。

（3）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关北京夏季大气颗粒物中硫酸盐形成的研

究成果为我国全面兑现奥运承诺发挥了重要作用。肿瘤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胃癌

的三级预防奠定了基础，相关研究成果获得 2008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牵引动

力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我国铁路大提速和高速轨道交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汽车安全

与节能、焊接技术、固体润滑等十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关键技

术攻关和部件研制工作。

（4）培养和凝聚了国内外优秀人才，并形成了一批骨干创新团队

目前，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总数约占全国基础研究人员总数的 9.4%。

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254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47 人，分别占院士总人数的 35.8%

和 19.6% ；拥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953 人，占总数的 40.0%。

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科研团队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良好的环境。目前，院校国

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132 个，占其所有

资助项目总数的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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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实验室 

“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实验室涌现大批优秀人才。2006 年植物细胞与染色体

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李振声院士获得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8 年稀土材

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徐光宪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0 年沈阳材料

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师昌绪院士和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振义院士获得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增中国科学院院士 28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5 人，分别占新增院士的 39.0% 和 14.9%，新增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20

人，获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 66 个。

（5）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营造了有利于实验室开展原始创新研

究的良好环境

修订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

颁布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

国家（重点）实验室被确定为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

的四大平台之一。分四批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180 人，为“千人计划”的顺利推进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专栏 6-2-1　 国家重点实验室取得突出成果

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针对

青藏铁路工程建设和气候变化共同作用下复杂的冻土问题，为青藏铁路设计、施工和运

营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持 ；在国际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冷却路基、降低多年冻土温度

的设计新思路，从根本上解决了青藏铁路多年冻土筑路技术的核心难题，为解决高温高

含冰量多年冻土路基稳定性提供了科学途径，相关研究获得 2008 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和一等奖。另外，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的设计、制

备、性能和应用”的研究成果获得 2006 年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之一，系统与进

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的“《中国植物志》的编研”的研究成果获得 2009 年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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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十一五”时期，科技部以提高工程中心自主创新能力和推动行业发展为目标，

紧密围绕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的战略需求，进一步加

大工程中心建设力度，同时结合政府职能转变要求，进一步统筹基地、人才、项目，

注重与国家科技计划、重大专项工作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实施相结合，工程中心建设

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1. 建设情况

“十一五”时期，共新建 120 个工程中心；共有 51 个工程中心通过验收进入运行

阶段，其中 20 个中心以优秀成绩通过验收；2007 年开展的第三次运行评估工作，对

2004 年以前通过验收、正式投入运行两年以上的 89 个工程中心进行了整体运行评估，

国家企业信息化应用支撑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17 个中心被评为优秀，国家建筑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28 个中心被评为良好，体现了工程中心的建设宗旨，实现了自

身工程化能力和行业整体水平的共同提高。

其中，2010 年新批准组建了国家辅助生殖与优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33 个工程

中心。新建工程中心中，依托大学和研究院所组建的中心占 51.52%，依托企业组建

的中心占 48.48%。

2010 年，科技部继续利用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扶优扶强，国家非晶

微晶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18 个中心得到再支持，总计 1621 万元。

2. 分布情况

截至 2010 年底，共有国家工程中心 264 个，包含分中心在内为 277 个。这些中

心分布在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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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2010 年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地域分布

截至 2010 年底，包括分中心在内的 277 个工程中心分布在东部地区 173 个，中

部地区 52 个，西部地区 52 个，分别占工程中心总数的 62.46%、18.77% 和 18.77%。

目前，264 个工程中心分布在 9 个技术领域。

3. 人才队伍

截至 2010 年底，工程中心共拥有职工 61544 人，同比增长 18.99%，其中：固定

人员 49804 人，客座人员 11740 人，分别占职工总数的 80.92% 和 19.08%。

2010 年，工程中心共培养研究生 6618 人，其中硕士 4303 人，博士 2315 人。

4. 投资情况

2010 年，工程中心批准计划投资 103.89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104.84 亿元，同比

增长 21.15% 和 34.36%。

在实际完成投资中，完成政府投资 36.38 亿元，占 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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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

元
）

图 6-3-2　2001— 2010 年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完成投资情况

截至 2010 年底，工程中心总资产达 555.86 亿元，同比增长 43.41%。其中：固

定资产 177.26 亿元，流动资产 319.14 亿元，对外投资 28.46 亿元，其他资产 31 亿

元。工程中心年末负债 233.80 亿元；年末净资产 310.46 亿元，同比增长 34.85%。

5. 科技成果

2010 年，工程中心共获得科技成果 4434 项，同比增长 96.37%。在获得的科技

成果中，自行研发成果 3354 项，吸收依托单位成果 738 项，吸收外单位成果 144 项，

吸收其它成果 98 项，引进国外技术 100 项。

2010 年，工程中心共获得地市级以上成果奖励 745 项，其中国家级奖 54 项，省

部级奖 504 项，地市级奖 18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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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专利    授权专利

图 6-3-3　2001— 2010 年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利情况

6. 工程化能力

2010 年，工程中心共承担科研项目 13350 项，同比增长 28.9%。完成科研项目

6769 项，完成项目占承担项目总数的 50.7%。

  承担数    完成数

图 6-3-4　2001— 2010 年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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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工程中心共建成中试基地 344 个，中试生产线 292 条，同比增长 6.50%

和 6.18%。建立技术服务网点 733 个。

7. 工程化成果辐射扩散

工程中心的产出形式主要包括产品、工程承包（交钥匙工程）、工艺技术三大类。

目前，单一产出形式的工程中心有 184 个，占 66.43% ；复合产出形式的工程中心有

88 个，占 31.77%。

2010 年，工程中心共转化科技成果 17233 项，同比增长 177.38%。

国家特种泵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高速泵试验台

2010 年，建成农作物示范基地 1255 个，示范面积达 21278 万亩；建成畜牧繁育

基地 46 个，育种 35518 万头（万只），畜牧出栏规模 24273 万头（万只）。

2010 年，工程中心与 9474 家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技术合作，

其中：大专院校 1863 家，科研机构 1515 家，企业 6096 家，分别占合作单位总数的

19.66%、15.99% 和 64.35%。

2010 年，工程中心主要采取共同研究开发、委托生产加工、咨询服务等合作方

式，其中：共同研发 4224 家，委托生产加工 1750 家，咨询服务 2219 家，其他 1281

家；分别占合作单位总数的 44.59%、18.47%、23.42% 和 13.52%。

2010 年，工程中心共创办公司 101 家，其中：中心自身创办 47 家、与他人联合

创办 5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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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工程中心的

电动汽车在世博园区服务

国家工业水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的中海石

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近零排放运行示范工程

8. 收益情况

2010 年，工程中心总收入 681.11 亿元，同比增长 150.82%，其中：产品销售

收入 545.99 亿元，技术转让收入 62.04 亿元，承包工程收入 61.94 亿元，其他收入

11.14 亿元；创造利税 105.94 亿元，出口创汇 7.87 亿美元。

9. 开放服务与人员培训

2010 年，工程中心共对外开放实验室（试验室）801 个，开放设备 9598 台（套），

开放生产线 349 条；同比增长 17.97%、32.64% 和 11.86%。

共 举 办 各 类 技 术 培 训 班 8566 期， 参 加 人 数 640257 人， 同 比 增 长 55.66% 和

81.45%。

为科研机构、企业等培养各类急需人才 749325 人，同比增长 33.77%。

举办国内外学术报告会与专题讲座 3227 期；召开国内技术交流会与展销会 2894

次。

10. 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截至 2010 年底，包含分中心在内的 277 个工程中心，具有企业属性的有 148

个、事业属性的有 122 个、企事业双重属性的有 7 个，分别占工程中心总数 53.43%、

44.04% 和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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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十一五”期间，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突出科学考察与调查、科技资料的深

度加工与立典、标准物质与规范，以及其他对科技工作有重要影响的科技基础性工作，

继续支持创新方法工作，重点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精神，促进科学工具的自主创新。

1. 科技基础性工作

（1）主要工作及执行情况

①科学部署重点任务

“十一五”期间，实施了一批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专项

项目，包括开展了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专题调查，获取资源、环境、生物、能源、健康

等方面最新的科学数据和资料；开展了综合科学考察，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数

据，摸清了考察区的基本情况；开展了境外科学考察，首次对东北亚、东南亚地区进

行综合科学考察，填补相关领域数据和资料的缺失和空白；延续支持了一些具有良好

基础的科技基础性工作。

②集多方力量共同参与

“十一五”期间，牵头实施专项项目的部门达 25 个，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农业

部等部门参加了科技基础性工作，并且还有多部门合作共建的项目。

③建立专家全程跟踪机制

为提高工作水平和成效，采取了专家参与机制，要求各个重点项目成立由多学科

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项目的目标、任务，特别是工作方法和规范进行把关，并

在立项、实施和验收的各个阶段，为项目组和管理部门提供咨询建议。

④强调数据共享

科技基础性工作的发展动力来自于科技界对基础科学数据的迫切需求，因此在专

项管理中，始终把数据共享作为重要任务并纳入考核指标。

（2）经费安排

“十一五”期间，专项共支持了 109 个项目，经费总额 4.7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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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成效

①开展了空白区域考察调查，填补了数据资料空白

“中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综合科学考察”项目填补了我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经济

系统资料的缺失和空白，开创了综合科学考察国际合作新模式。

“我国东部整层大气重要参数高分辨垂直分布探查”项目有效填补了气象观测站

网对这些重要大气参数垂直分布测量的空白，对于国家安全战略高技术发展研究具有

重大意义。

专栏 6-4-1　库姆塔格沙漠综合科学考察

库姆塔格沙漠对敦煌绿洲、阳关、玉门关及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

西湖湿地等构成了严重威胁。项目对唯一分布有羽毛状沙丘的我国第六大沙漠开展了首次

综合科学考察，填补了我国沙漠科考的最后空白。初步确定了沙漠形成时代和演化过程 ；

揭示了羽毛状沙丘形成机理 ；在沙漠无人区建立了基于卫星传输的全天候实时气象观测

场 ；摸清了沙漠地区野生动植物分布规律，对一级保护动物野生双峰驼及其适生环境进行

了系统调查 ；探测了沙漠中 10 条重要河（峡谷），绘制完成了现代水系分布图 ；提出了沙

漠及其周边区域生态功能分区与治理方向。建立了库姆塔格沙漠综合数据库，并编制完成

《库姆塔格沙漠研究》和《库姆塔格沙漠综合自然地理图集》。依托本项目提出的“大敦煌

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战略”被中国科学院批准为院士咨询项目（2010 年 5 月启动实施）。

咨询成果将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对揭

示西北地区环境形成演变及荒漠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库姆塔格沙漠科学考察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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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发现新资源并抢救保存濒危资源

“东北森林植物种质资源专项调查”首次发现百合科的植物双色鹿药在中国境内

的存在，完成对东北生物标本馆最具核心价值的模式标本的全面系统整理。

首次发现一种百合科的植物 Smilacina bicolor 在中国境内的存在

“青藏高原特殊生境下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与保存”项目采集了大量可开发

利用的野生经济植物资源如野生水果、野生花卉以及药用植物，以及不少有重要学术

价值的植物。

青藏高原特有植物——蓝玉簪龙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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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4-2　中国湖泊水质、水量和生物资源调查

该项目通过遥感技术获取我国面积大于 1.0 km2 湖泊分布现状 ；以东部平原、东北和

云贵高原 10km2 以上湖泊为重点，兼顾蒙、新和青藏高原，查清了 150 余个湖泊水质、

水量和主要生物资源状况，并分析湖泊变化及其原因，为湖泊资源利用和保护管理提供基

础数据。本研究制定的湖泊调查规程被水利部门借鉴采用 ；调查成果直接应用于国家水专

项湖泊主题有关项目实施、环保部重点湖库生态评估、青海省湖泊水资源保护规划和江苏

省湖泊保护规划 ；江西、安徽、内蒙等地方有关湖泊利用和治理工作也应用了本成果。

中国五大湖区湖泊分布图

③支撑科学研究

专项支持了《中国植物志》的部分编撰和出版工作。《中国植物志》，共 80 卷

5000 多万字，是中国植物学研究的一项巨大成就，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种类

最多的植物志，对掌握和利用国家植物资源和发展有关学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植

物志》获 2010 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中国地层立典剖面及若干断代全球界线层型”项目建立了我国若干重要断代、

不同相型的区域性典型地层剖面，并作为参考和对比的标准，服务于资源勘探和地学

研究的其他领域。



2011年年度报告

076 国家科技计划
2011 年度报告

“中国冰川资源及其变化调查”项目为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冰川灾害防治提供

决策依据。

专栏 6-4-3　人体生理常数数据库扩大人群调查

2001 年科技部即启动了中国人生理常数的系列调查。为持续开展这一基础性工作，

本项目在已经积累了河北、浙江、广西和北京市 4 万多人数据的基础上，将调查范围扩

大到 6 省 8 万多人（1.5 万人 / 省，包括少数民族），使“中国人生理常数数据库”拥

有占全国人口 1/1 万比例的人群数。现已完成黑龙江（朝鲜族）、内蒙古（蒙古族）、湖

南（土家和苗族）和部分四川省（藏族）的调查，获取了 5 万多年龄在 8~80 岁，不同

职业、性别人群的生理数据，涉及体质、血尿常规，血液、循环、呼吸、内分泌等系统。

数据库通过 Internet 实现在线展示、浏览、搜索、健康自评等多方位应用，发表论文

20 多篇（其中 SCI 源期刊论文 5 篇），出版专著 2 部。19 人次参加国内外 7 个会议，

进行 20 篇论文的交流（7 个报告），扩大了在国内外的影响。继续滚动开展项目 2 项，

带动了地方的科研工作。已有的成果为政府医疗卫生、人口与健康等有关决策和计划提

供依据。

已建立人体生理常数数据库的地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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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 1∶5 万土壤图籍编撰及高精度数字土壤构建”项目已完成了 1000 个县土

壤图件的数字化，成果在土地规划、水土保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

社会经济效益。

“云南及周边地区农业生物资源调查”项目获得云南省 60 个县 1956 年、1982 年

和 2006 年 3 个阶段的相关数据，为国家制定农业生物资源有效保护提供了基础数据。

“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及其安全性考察”项目取得了丰硕的考察结果。构建了外来

入侵物种信息管理系统和外来入侵物种生态经济影响评估体系，确定评估的方法和模

式，完成了安全性评价系统的研究。

⑤支撑政府决策

《中国孢子植物志》和《中国动物志》作为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权威著作，为我国

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环境保护和区域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中国汽车节能与减排状况调查”项目为国家“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基础教育战略专题的制定提供了我国儿童青少年素质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等

方面的重要信息。

专栏 6-4-4　中国地层立典剖面及若干断代全球界线层型

在《国际地层委员会》所颁布的“国际地层表”中，每一个地层界线要有一个国

际公认的标准剖面作为标定，“金钉子”就是标定在这个标准剖面上的点位。本项目选

择 16 个断代的地层剖面和界线层型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建立不同相区的典型地层剖面，

广泛服务于地质调查和地学研究的其他领域 ；对有竞争力的经典剖面进行精细研究和深

化，旨在建立全球界线层型（“金钉子”），力争在“国际地层表”中占有更多份位。到

目前为止，本项目已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63 篇，研究成果对全国地层委员会正在编

辑的《中国地层表》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前寒武纪年代地层格架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

使得中国前寒武纪地层系统发生了深刻变化。项目的很多成果已被新地层表所引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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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地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已有两条剖面被国际地层委员会和国际地科联新批准为全球

界线层型，使中国建立“金钉子”数达到 9 枚，现与英国和意大利并列为“金钉子”最

多的国家。

新疆准噶尔盆地非海相三叠系——侏罗系界线地层

2. 创新方法工作

自 2006 年底创新方法工作开展以来，创新方法工作紧密围绕自主创新战略和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需求，围绕科学思维、科学方法、技术创新方法、科学工具、管

理创新等方面部署了 18 项重点工作任务，重点推进了 10000 个科学难题征集、科学

方法大系研究编制、技术创新方法的推广应用、创新方法试点省的建设、国产科学仪

器应用示范等工作，成效显著，为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提供了方法支撑，为自主创新战

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方法和工具支撑，大幅提升国家核心竞争

力。

（1）项目安排

2007—2010 年度创新方法工作专项共安排项目 155 个。截至目前在研数为 140

个，已验收 15 个。在研项目均按计划进行。

（2）经费安排

2007—2010 年度创新方法工作专项共安排专项经费 2.851 亿元，并通过其他渠

道匹配资金 0.5938 亿元，共计 3.4448 亿元。

（3）人员投入和培养情况

2007—2010 年度的 155 个项目共有 3502 名主要参加人员，以高级职称和博士学

历为主；共培养相关人才 72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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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进展和成效

创新方法工作专项 2007—2009 年度立项的 121 个项目，共发表中、英文论文

732 篇，出版专著 93 本；申请国内专利 1027 项，已获国内专利授权 209 项，申请国

外专利 15 项，已获国外专利授权 5 项；制定 1 项国际标准、23 项国家标准和 23 项

行业标准；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812 个；创新方法项目成果应用 341 项，成果转让 22

项，所获收益为 4903.8 万元；项目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4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41

项；建成创新方法培训基地 34 个。 

在科学思维领域 , 创新方法与素质教育融合初见成效。联合教育部开展了“《中

小学科学探索学习实施指南》研制与实验工作”、“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在高校教学创

新中的应用与实践”以及“10000 个科学难题征集活动”等工作。

《10000 个科学难题》系列丛书

在科学方法领域，科学方法大系研究稳步推进。地理学、水文学、大气科学、农

业科学、生物科学、中医药学以及环境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科学方法梳理、总结和研究

工作正在进行中。“水文科学方法”系统地提出了“自然—人工”二元水循环演变模

式，分析测试方法研发取得可喜进展。

在技术创新方法领域，试点与培训工作全面展开。先后在四川、黑龙江等 19 个

省、区（市）开展了创新方法试点工作。技术创新方法研究、推广、应用进展顺利，

组建了河北省制造业创新方法工程研究中心和创新设计与创新方法四川省重点实验

室，建立了一种适合我国企业技术与产品创新的系统化 TRIZ 体系——C-TRIZ，自主

研发了 Pro/Innovator、Invention Tool 等软件，并在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开展试点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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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工具领域，开展了一批科学仪器设备新原理、新方法和新技术研究，研发

了一批原创性的科学仪器设备。

 专栏 6-4-5　水文学方法科学方法大系的研究与编制

该项工作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王浩院士牵头，联合国内 4 个涉水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学术骨干组建核心研究团队，结合我国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的特点，系统提出了“自

然—人工”二元水循环理论与方法，并针对水循环不确定性特征的加剧，深入开展了水

文不确定性方法研究。同时根据管理人员、高级科研人员和大中学生的特征，从宏观水

文学发展战略、实践需求与水文学方法创新、水文学方法普及等三个层面撰写三本水文

学方法论著。目前，水文学方法阶段性研究成果已应用于西南抗旱、华北抗旱、洪水灾

害等急难险重工作中，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和技术支持，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