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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建设

（一）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队伍不断壮大，已形成由国家实验室、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军民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港澳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组成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1. 主要开展的工作及完成情况
2012 年，科技部组织了信息科学领域 3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工作，同时组织

对 2010 年地球科学领域和数理科学领域限期整改的 3 个实验室进行了现场检查。

科技部加强了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运行管理和制度建设，正式发布《依托企业

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了第三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建工作

方案。

科技部与香港创新科技署和澳门科技发展基金密切沟通，深入探讨了协同推进港

澳地区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

为加强军民结合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部加强了与总装、总参等部门的协

调，顺利完成了 9 个军民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论证，并正式批准建设。

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日常监督与管理，首次编制了《企业国家重点

实验室年度报告（2011）》及《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年度报告（2011）》。

协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编制完成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2—2030）》。

2. 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情况
截至 2012 年底，正在运行的试点国家实验室 6 个 ；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 260 个 ；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99 个 ；军民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14 个 ；港澳伙伴国家重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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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14 个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105 个。

图 8-1-1　260 个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按科学领域分布

图 8-1-2　260 个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按所属部门分布

图 8-1-3　99 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8-1-4  105 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按科学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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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按地域分布于 3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 经费安排
2012 年，下达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 31.78 亿元支持 260 个院校国家重点

实验室，下达国家（重点）实验室引导经费 2 亿元支持 6 个试点国家实验室。

4. 取得的主要成果
（1） 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 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探索科学前沿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方面继续发

挥骨干基地作用，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在人才队伍

建设方面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团队，成为孕育我国科技将帅的摇篮。

截至 2012 年底，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试点国家实验室共主持和承担各类在研项目、

课题 3.2 万余项，获得研究经费 149.2 亿元。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试点国家实验室有固

定工作人员 2 万余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270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56 人，分别占

院士总人数的 39.1% 和 20.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057 人，获创新研究

群体科学基金资助 167 个。

2012 年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试点国家实验室共获得国家级奖励 115 项（含参

与完成），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6 项，占当年授奖总数的 63.4% ；国家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 1 项，占当年授奖总数的 50%，二等奖 31 项，占当年授奖总数的 50.8% ；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51 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6900 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5.1 万余篇，其中被 SCI 检索收录论文

3.5 万篇，占 68.6% ；被 EI 检索收录论文 7600 余篇，占 14.9% ；在 Science 上发表论

文 27 篇，在 Nature 及其系列期刊上发表论文 146 篇。

（2）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 年，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衔接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加快推广

和应用先进技术，研究提出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

用，为行业发展聚集和培养了优秀科研人员。

截至 2012 年底，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共主持和承担各类在研项目、课题 2369

项，获得研究经费 36.9 亿元，其中 973、863 等国家级项目、课题 680 项，占课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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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28.7%，获得经费 14.8 亿元，占经费总数的 40%。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有固

定人员 8839 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7 人。拥有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 人，千人计划获得者 23 人。

2012 年度，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共获得国家级奖励 14 项（含参与完成），其中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3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7 项，

省部级奖 147 项。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2185 项，国外发明专利授权 51 项 ；制定标

准 429 项，制定规范 99 项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415 篇，其中被 SCI

检索收录论文 265 篇，被 EI 检索收录论文 453 篇，发表国际会议论文 618 篇，国内

会议论文 314 篇。

（3）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 年，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围绕国家区域创新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

水平不断提高，成为聚集高水平人才和开展高水平研究的重要基地，为地方社会经济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在带动地方实验室建设和促进地方基础研究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截至 2012 年底，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共主持和承担各类在研项目、课题

5971 项，获得研究经费 23.7 亿元。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固定人员 5133 人，共

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9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29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44

人，获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 2 项。

2012 年度，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共获得国家级奖励 11 项（含参与完成），

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4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5 项。获

得发明专利授权 946 项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6777 篇，被 SCI 检索收

录论文 3149 篇，占 46.4%，其中国外刊物 2757 篇，占 SCI 检索总数的 87.6% ；被 EI

检索收录论文 874 篇，占 12.9% ；在 Science 上发表论文 1 篇，在 Nature 系列期刊上

发表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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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1-1　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郑哲敏院士获得

2012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郑哲敏院士是国际著名力学家，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力学学

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4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

1952 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学习，获得博士学位。1955 年回国后在中国科

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1980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 年当选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1994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哲敏院士阐明了爆炸成形的机理和模型律，解决了火箭重要部件的加工难题，发

展了一门新的力学分支学科——爆炸力学。在地下核爆炸效应的研究中，郑哲敏院士与

合作者一起提出了流体弹塑性模型。该模型堪称爆炸力学的学科标志，可准确预测地下

核试验压力衰减规律，为我国首次地下核爆当量预报做出了贡献。在穿破甲研究方面，

郑哲敏院士带领团队开创性地提出了射流开坑、准定常侵彻、靶板强度作用的相关理

论 ；得到了穿甲相似律和比国际流行的 Tate 公式更为有效的穿甲模型 ；建立了破甲弹

高速流拉断的理论 ；建立了金属装甲破甲机理模型和破甲相似律，获得了比国际公认的

Eichelberger 公式更符合实际的侵彻公式。基于流体弹塑性理论，郑哲敏院士还开辟了

爆炸加工、瓦斯突出、爆炸处理水下软基等关键技术领域，解决了重大工程建设中的核

心难题，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外，在材料力学的研究中，他提出的硬度表征标度理论，

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并以他与合作者的姓氏命名为 C-C 方法。作为中国力学界在国际

上的代表，他积极参加和组织有关方面的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合作，显著提高了中国力

学在国际上的地位。

专栏 8-1-2　立体视频重建与显示技术及装置
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在立体视频重建与显示等应用基础理论和核

心关键技术方面完成了多项发明创新，研制了相关装置，于 2006 年建立了广东省 - 教

育部立体视频产学研基地，为立体视频技术规模化应用和产业链培育提供了重要支撑平

台。创建光照 - 视角协同采集装置平台，发明光度立体多视角配准方法，突破运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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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限制，率先实现自由运动对象的立体视频光照重建 ；发明了间插耦合曝光的相机阵列

视频采集装置，发明全自动无标记点运动捕捉与纹理驱动立体视频合成方法，率先攻克

了复杂对象运动映射的任意视角立体视频合成难题 ；发明了二维到三维视频转换的多元

信息融合的深度计算方法，研制了“清立方”立体视频转换芯片和装置，突破了立体视

频片源匮乏的技术瓶颈 ；发明了无莫尔纹裸眼立体显示方法及装置，解决了宽视场逼真

立体显示难题，建立了宽视场裸眼立体面板生产线 ；关键技术授权应用于 Sonic、东芝、

华硕、索尼等企业，并成功应用于上海世博会，获得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相关成

果获得 2012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专栏 8-1-3　盾构装备自主设计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流体动力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针对国家地

铁、公路、铁路、水利和国防等基本建设重大需求，开发成功盾构密封舱压力动态平衡、

载荷顺应性设计和姿态预测纠偏等核心技术，解决了因盾构掘进引发地面塌陷、载荷突

变使关键部件失效和掘进偏离设计轴线等问题 , 并提高了掘进速度。项目成果支撑了上

海隧道股份、中铁隧道集团和中铁隧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自主设计制造土压平衡、

泥水平衡和复合盾构，使盾构的主要性能指标达到或超过国际同类产品。截至 2011 年，

自主设计制造盾构已占当年新增盾构的 61%，近三年新增产值 62.83 亿元，经济和社会

效益显著。相关成果获得 2012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专栏 8-1-4　低维纳米功能材料与器件原理的物理力学研究
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针对碳、氮化硼纳米结构与功能纳米线等低维

纳米材料体系中这些根本性问题开展了系统深入研究，形成了功能纳米结构力 - 电 - 热

耦合的物理力学理论体系和基础，在碳纳米材料和系统的能量耗散和层间作用、碳纳米

管力学行为的微结构效应、准一维纳米结构的力电热耦合特性与纳致动原理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和重要科学发现。相关成果获得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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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1-5　基于边臂策略的立体化学控制与催化反应研究
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围绕叶立德反应和不对称催化中选择性控制与催化问

题开展了系统的创新性研究，首次实现了 Cu（II） 催化的不对称 Kinugasa 反应 ；首次

通过反应条件的改变实现了吲哚和硝酮对亚烷基丙二酸酯的不对称傅 - 克反应和环加成

反应立体选择性的调控 ；利用“边臂策略”设计了 PEG-Te 催化剂，是迄今为止叶立德

反应催化剂效率最高的例子 ；利用“羟基”或“锂离子”边臂经叶立德途径实现了乙烯

基环丙烷化合物的多样性和高选择性的直接合成，并实现了催化的不对称叶立德环丙烷

化反应 ；利用“边臂策略”设计的新型吡咯烷 - 脲双功能催化剂实现了高效催化的环酮

对硝基烯的 Michael 加成反应并被国际同行成功应用于（+）-trachyspic acid 的全合

成中。相关成果获得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专栏 8-1-6　复杂曲面数字化制造的几何推理理论与方法
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现代微分

几何为工具，深入研究了复杂曲面零件数字化制造的几何推理理论和方法，建立了点接

触约束系统定量分析与曲面零件最优夹持规划的几何理论、基于可视锥的复杂曲面可制

造性分析理论等等，并首次阐明了刀具包络曲面与设计曲面的三阶切触条件，建立了复

杂曲面宽行加工的三阶切触和整体优化方法，解决了复杂曲面高效高精加工原理性误差

控制的难题。相关成果获得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二）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2012 年，国家科技基础平台建设坚持“创新机制、盘活存量、整合完善、开放

共享”方针，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国家科技平台布局，积极探索科技平台运行

服务机制，不断提升科技资源质量，逐步形成资源、制度、人才三位一体的平台运行

服务体系，推动全国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为科技服务于科学发展、加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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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有力支撑。

1. 主要工作进展
2012 年，国家科技基础平台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平台体系建设，开展平台

绩效考核与专题服务，深入推进平台开放运行 ；完善相关制度办法，为平台工作提供

有效的制度保障 ；加强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推动科技平台更好的为企业服务 ；进

一步加强资源汇交和仪器购置评议等工作，充分发挥平台对科技管理的支撑作用 ；进

一步加强平台门户系统、资源调查、平台标准化等科技平台基础性工作 ；加强平台宣

传工作。

2012 年，主要工作进展如下 ：

（1）国家科技平台绩效考核和奖励补助工作深入开展，推动建立平台长效发展机

制。开展 2012 年度国家科技平台绩效考核工作，研究制定了《国家科技平台绩效考

核工作方案》，通过开展平台资源质量抽查、平台用户满意度调查，开通平台运行服

务管理系统等多项措施，突出了对平台服务数量和质量的客观评价。

（2）科技平台运行服务逐步深化。2012 年 23 家国家科技平台共提交专题服务方

案 82 项，涉及科学研究、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开

展科技平台区县行—国家科技平台专题服务对接会活动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科技服务

网工作持续推动，在

科技部对口扶贫县魏

县和英山县设立及扩

充 服 务 站 20 处 ；平

台信息资源质量整改

工作稳步推进，科技

平台资源质量水平有

效 提 升 ；组 织 编 制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科技资源开放共

享目录》即将正式出

版。根据科技资源调 “科技平台区县行”活动在北京顺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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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大型仪器设备数据库，整理了可对外共享的 50 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 14 776 台，

编制发布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目录。

（3）科技计划项目资源汇交成效显著。目前，在人口健康领域和农业领域共汇交

论文 28 178 篇，专利 6079 项，实验报告 1190 份，实物资源信息 4529 项 ；筹备启动

了重大专项、高技术领域资源汇交工作，研究制定了汇交标准规范和工作方案。启动

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汇交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工作，组织开发了汇交科技资源释放系

统，目前系统已初步成型即将上线测试运行 ；积极推动开展地方科技资源汇交工作。

（4）创新服务平台研究和试点进一步推进。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试点工作扎实

推进，藏医药、纺织、集成电路国家技术创新服务平台试点的实施方案和概算、预算

编制工作已经完成 ；开展区域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调研和相关政策研究工作。

（5）平台建设和资源共享制度不断完善。积极推动《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平台工

作的意见》的研究和编写工作 ；研究制定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运行管理暂行办

法》和《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等。

（6）科技平台基础性工作取得新的进展。一是科技平台门户系统建设进一步完

善，平台门户网站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 2.0 系统的设计及核心已经完成即将上线，共

享网用户反馈、在线咨询、资源评价等互动功能进一步完善 ；二是科技资源调查工作

深入开展。科技资源调查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调查对象方面新增重点企业研究

实验基地 250 个。调查内容上增加了科技产出（专利、标准、论文等）和在研项目课

题，将大型仪器设备调查纳入国家科技统计制度。科技资源调查数据的分析和利用进

一步深化，继续开展大型仪器设备购置查重评议，开展了 2013 年中央级科学事业单

位修购专项、重大科技专项（9 个领域）、中央财政补助地方科技基础条件专项中新

购仪器设备查重评议工作，共计评议原值 50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申购经费 66.2 亿元，

建议减少不必要和不合理申购经费 21 亿元，为遏制重复建设、优化仪器设备结构和

布局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平台标准化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指

南》等四项标准拟正式发布。《科技平台通用术语》等五项技术规范列入国家标准立

项计划。

（7）科技平台宣传工作不断推进。组织编印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宣传

手册》和《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业务宣传材料（201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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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费安排
2012 年，开展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奖励补助工作，以绩效考核结果为依据，

按照“分级分类、兼顾成本”的原则，经科技部、财政部批准，确定人口与健康科学

数据共享平台、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国家大型科

学仪器中心等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奖励补贴经费 2.65 亿元。

3. 科技平台标准制定情况
2012 年，在《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指南》、《科技平台元数据的注册与管理》、《科

技平台元数据标准化基本原则与方法》、《科技平台元数据核心元数据》等四项标准取

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立项后，《科技平台通用术语》、《科技平台数据元设计与管

理》、《科技平台服务核心元数据》、《科技平台标准符合性测试的原则与方法》及《科

技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等五项科技平台标准，经国家标准委公开征求意见和审查批

准，列入 2013 年度国家标准计划项目。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启动以来，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按照“资源共享、制

度先行”的原则，在资源收集、整理、保藏、信息化及共享服务等方面制定了 700 多

项技术规范，为科技资源的规范化管理和高效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标准的发布

与实施将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平台规范化管理、运行和服务提供统一的国家标

准参考依据。

专栏 8-2-1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科技服务网开拓科技惠民新模式
针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科技资源相对匮乏和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突出问题，国家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整合人口与健康领域优质科技资源，在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

平台建设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阜外医院、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医科学院等国内顶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海量科技资源优势和专家服

务力量，开展了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科技服务网工作试点，围绕“聚焦需求、整合资源、

创新模式、服务民生”，探索了优质国家医疗科技资源服务于农村基层民生的新途径。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科技服务网整合了大量优质医疗卫生科技资源和专家服务力量，

包括传染病预防、病理诊断等 35 个国家权威数据库，视频教学课件 1200 多件，乡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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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基础知识培训教材 60 万字。集成了以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 65 家顶级医疗

科研机构为主的技术支撑体系，专家服务队伍稳定在 550 人以上。同时制作了大批适应

农村条件的个性化资源产品和专题数据信息产品，包括医学百科知识库、疾病诊疗路径、

诊疗规范、国家处方集、药品不良反应等。

2012 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在井冈山、大别山、延安地区推动农村三级医疗卫

生科技服务网工作，探索一条“科技服务带动农村医疗水平提升、资源共享惠及基层民

生福祉”的新路。平台按照科技部对口扶贫县魏县和英山县政府要求，首次在魏县设立

服务站 6 处，在英山县扩充服务站点 14 处，将优质科技资源服务推送到基层。目前农

村三级医疗卫生科技服务网已经在全国 13 个省 26 个市县区建立试点，建立市级远程医

学服务中心 11 个，县级远程医学服务中心 23 个，乡镇卫生院、社区远程医学服务站 83

个，村卫生室远程医学服务站点 1126 个 ；利用远程医学教育系统和平台专家资源，针对

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直接培训县、乡、村医生 5400 余人次，实习生 1200 余人次，接

受系统专业培训的县乡村医生 16000 余人次，显著提升了当地医疗人员业务能力和水平，

提高了相关地区医疗卫生水平，为基层百姓带来实惠。

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在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组织开展“健康服务进家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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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2-2　饲草加工和奶牛高效养殖技术示范
2012 年，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台站拉萨站在贡嘎县岗堆镇吉纳村、岗堆村、乃

沙村、托嘎村种植优质人工饲草 5000 亩，同时开展饲草加工和奶牛高效养殖技术示范。

自 4 月初以来，拉萨站组织专家在项目示范区长期驻扎（先后驻扎人员达 20 人以上），

对当地农牧民进行种草、养殖工作的细致指导，并对 50 余位农牧民技术员、科技特派

员参加了牧草播种、田间管理的现场培训。目前，人工牧草已经收获，产量远高于往年，

极大提升了农牧民奶牛的生产能力，取得了显著示范效果。

专栏 8-2-3　为企业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提供技术和数据服务
通讯产品应用环境错综复杂，必须通过标准的耐蚀性评价试验。由于产品服役环境

涉及因素繁多，而且评价试验时间较长，影响了产品设计和质量评价效率，加大了影响

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增加产品成本。为了提升通讯产品的防腐蚀可靠性设计与管理能

力，材料腐蚀平台为华为等国内通讯企业提供了产品腐蚀数据库设计、产品腐蚀寿命预

计和快速腐蚀试验方法研究等相关服务，提高了企业产品设计水平和生产质量的控制，

大幅度降低了产品质量评价成本，有力地支撑和推动了企业技术研发，为国家科技平台

专题服务企业技术创新进行了积极探索。

材料腐蚀平台野外试验站试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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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坚持加强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间环节的宗旨，着力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和工程化能力，积极推动成熟化、配套化工程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和产业

化，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崛起，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加强研发、中试和

产业化基地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建设情况
2012 年，科技部批准组建了国家眼视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35 个工程中心，其

中依托大学和研究院所组建的中心为 16 家，依托企业组建的中心为 19 家。

2012 年，科技部经组织现场验收评估和综合评议，同意国家板带生产先进装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25 个工程中心通过验收，并予以正式命名。其中，国家轨道交

通电气化与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9 个工程中心验收结果为优秀。

2012 年，科技部在政策引导类计划资金中共安排中央财政经费 1.05 亿元，支持

工程中心组建运行 ；继续利用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扶优扶强，国家有色金

属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22 个工程中心得到再支持，国拨经费 2283 万元。

2. 运行评估情况
为加强工程中心运行管理，科技部于 2012 年组织完成了第四次工程中心运行评

估工作，评估对象为 2008 年以前通过验收、正式投入运行两年以上的 134 个工程中

心。评估结果表明，工程中心整体运行良好，在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集聚优秀创

新人才和资源、提高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加强行业服务和开放共享、创新完善运行

管理机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效果。

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28 个工程中心被评为优秀 ；国家新药开发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 39 个工程中心被评为良好 ；评估结果一般的有 54 个工程中心，问题较

多的有 13 个工程中心。为促进工程中心的良性竞争发展、奖优惩劣，科技部对评估

结果优秀和良好的工程中心给予表彰，并将根据条件给予奖励支持 ；对于评估问题较

多的工程中心，对国家感光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通用工程塑料工程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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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撤销称号 ；对国家医疗保健器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11 个工程中心提出警告，

并要求其制定整改方案，加强改进完善。

3. 分布情况
截至 2012 年底，共建成国家工程中心 327 个，包含分中心在内为 340 个，分布

在全国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图 8-3-1　2012 年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含分中心）地域分布   单位 ：个

图 8-3-2　2012 年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含分中心）按地区分布  

                      图 8-3-3　2012 年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按技术领域分布    单位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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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3-1　加强组织模式创新，整合全产业链推动行业进步——

国家橡胶与轮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依托青岛软控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科技大学组建的橡胶与轮胎工程中心以组织模式

创新引领和带动产业发展，将工程中心为顶层设计和品牌牵引，聚集行业优势资源，通

过对行业的前向与后向整合，推动橡胶轮胎全产业链创新发展。

加强行业服务和技术扩散，牵头发起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联合攻关和

成果转化，搭建基于物联网应用的行业开放共享平台，实施“交钥匙”工程，通过技术

输出孵化了一批高档子午胎企业和新材料企业。

实施走出去战略，2009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设立橡胶轮胎行业首个海外研发机构，

2011 年设立美国研发机构，在东南亚设立合作研发及生产基地，与北美最大经销商签订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产品广受国际市场认可，出口快速增长。

2013 年启动模式创新试点工作，在组织模式、运行模式、合作模式、保障模式等方

面探索创新。在组织模式上，围绕产业链和创新链部署研发、工程及产业化工作 ；在运

行模式上，实行决策、论证和执行三足鼎立 ；合作模式上，以项目研发为纽带，促进产

学研深度融合，搭建利益共享平台 ；保障模式上，由山东省企业法律风险研究会提供知

识产权保护和法律保障，提供国际维权。

专栏 8-3-2　坚持关键技术攻关和开放合作，促进我国向钢铁强国

转变——国家冶炼装备系统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依托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组建的国家冶炼装备系统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致力于搭建行业一流技术平台和创新团队，建成包括三维仿真中心、远程诊断与维护

中心、冶炼技术装备系统控制分析与测试平台在内的研发中心 ；建设了能提供咨询、设

计、生产技术服务及项目管理的钢铁冶炼成果转化和工程化的设计大厦 ；建成了具备大

型冶金设备研发、中试以及制造功能的产业化基地。组建了一支近 150 人的研究开发队

伍，形成了一支 540 余人的工程设计和成果转化队伍。

积极加强开放服务和技术成果辐射，组建期间先后承担了 60 余项重大钢铁冶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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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技术收入 73.48 亿元，实现技术成果辐射率达 25%。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相关

企业形成产值达 2700 亿元以上。取得了如世界最厚板坯连铸机、国内最大容量炼钢转

炉、世界首座 30 万方高压煤气柜等若干纪录 ；技术成果走向海外市场，先后创造了我国

第一次出口高炉成套技术和设备、我国第一次成套出口炼钢设备多项纪录，实现了我国

钢铁冶炼装备由“引进”到“输出”的成功转型。

专栏 8-3-3　CRH6 型城际动车组研制——国家高速动车组

总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高速动车组总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高速列车系统集成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承

担了铁道部科技研究开发计划“城际动车组关键技术自主创新深化研究 - 城际动车组研

制”科研课题，重点研究轻量化铝合金车体、大轴重高速转向架、大扭矩大功率的高速

动车组牵引系统、满足快速停车的制动系统、大容量空调、适应城际运营的旅客界面系

统、城际动车组的系统总成等技术。

2012 年 10 月完成首列时速 200 公里 CRH6 型城际动车组（两对侧门）样车试

制，12 月完成首列时速 200 公里 CRH6 型城际动车组（三对侧门）样车试制。和谐

号 CRH6 型城际动车组作为我国城际动车组全新技术平台 Cinova 的首个车型，其成

功下线标志着在国内率先搭

建了城际动车组技术平台，

对于完善我国高速和城际列

车技术体系，推动我国城际

轨道交通技术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

目前，我国正在形成 23

个城市群，部分区域已规划

了城际线路，国内城际动车

组车辆市场需求巨大。根据
CRH6 型城际动车组下线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33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3

市场前景分析，预计国内市场每年车辆采购总额约 200 亿，同时还有巨大的国际市场应

用前景。城际动车组生产可为国家和的地方政府提供大量利税和数千个就业岗位，对于

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转型、扩大劳动就业、提高 GDP 增长质量具有较强的示范拉动作用。

专栏 8-3-4　槽式 + 线性菲涅尔式光热发电试验示范

项目——国家绿色镀膜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绿色镀膜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攻克了一批绿色镀膜新能源（聚光太阳

能）关键技术，研制出了太阳能高温真空集热管、2mm 槽式太阳能非热弯成型玻璃反射

镜、二次双抛物面反射镜等三种关键件。

中心研发和建设了大型槽式太阳能聚光集热（CSP）发电成套系统，集热场按照国

际标准模块单元设计建造。目前已建成了 2 个单元，每单元 150m 长，单组集热器在平

均辐照度为 1200W/m2 的条件下，管道内充水，静态照射 30min 后，管内蒸汽压力超

过 2.5MPa，喷出蒸汽温度 340℃。 

中心研发和建设的线性菲涅尔式太阳能聚光集热（CSP）发电成套系统采用

Φ90mm 真空集热管和二次反射镜（CPC）进行集热，是国际上第一套采用真空集热

管 进 行 集 热 的 系 统， 系

统 分 为 两 个 集 热 单 元，

每 个 单 元 96m 长， 累

计 192m 长， 集 热 面 积

2335m2，设计集热容量

1.2MW， 空 晒 温 度 达 到

530℃（测试时太阳辐照

度 1200W/m2）。

2012 年 5 月 9 日 下

午，国内第一套槽式 + 线

性菲涅尔式光热发电试验采用 2mm 非热弯成型玻璃研制的槽式太阳能聚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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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项目在位于兰州新区的兰州大成太阳能光热产业基地，顺利并网发电，在国内外引

起高度关注，5 月 10 日美国光电科学家发祝贺邮件，称其为中国可再生能源科技创立了

一个“新的里程碑”，又达成一个“极高荣誉的科技工程”。

线性菲涅尔太阳能集热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