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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2013 年，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在信息、生

物和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先进能源、资源环境、海洋、现代农业、现代交通、

地球观测与导航等技术领域，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前沿技术制高点、

战略高技术等方面加强前瞻部署、突出重点，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项目安排

2013 年，863 计划新启动 2 个重大项目、113 个主题项目，新立课题 547 个。

图 4-1-1　2013 年 863 计划新立课题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4-1-2　2013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按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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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2013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按依托单位性质分布

图 4-1-4　2013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执行进展情况

（二）经费投入

2013 年，863 计划（民口）新启动项目（课题）专项经费预算 40.26 亿元。年度

项目（课题）专项经费拨款 52.03 亿元。

图 4-2-1　2013 年 863 计划新立课题按技术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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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2013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按地区分布

图 4-2-3　2013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按依托单位性质分布

图 4-2-4　2013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经费投入构成

（三）人员投入

2013 年，863 计划在研课题人员投入共 7.55 万人，其中高级职称 2.46 万人，占

其中的 32.6%。

图 4-3-1　2013 年 863 计划在研课题人员投入按技术职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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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成效

1.总体进展和成效
2013 年，863 计划共发表论文 1.57 万篇 ；发表专著近 250 部 ；培养博士研究生

2900 人。申请专利 8415 项，其中发明专利 6651 项 ；获得授权专利 2695 项，其中发

明专利 1636 项 ；发明专利中在国外申请 254 项，获得授权 65 项。实施成果转让 127

项，成果转让收入 4 亿元，成果创产值 92 亿元，创税收 7.6 亿元。

2.各领域主要进展情况
（1）信息技术领域

突破了光电混合的自主定制高速互连网络等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完成了“天

河二号”新一代高性能计算机系统一期工程，在 2013 年 5 月和 11 月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排名中两次蝉联榜首，标志着我国在超级计算机系统研制方面已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

制定并提出的同轴接入标准 HINOC 成为国际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三大标准之一，

为我国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和三网融合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云服务器方面，首次提出了基于 SDC（Software Defined Cluster）的体系结构设

计理念，并完成了基础架构设计和第一版演示样机 ；在云操作系统方面，突破异构访

问的云应用软件在线开发、分析验证与无缝演化等关键技术，研制成功一体化智能云

服务与管理核心软件平台，并应用于 WPS 云办公软件和人人通教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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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线通信方面，突破了 60GHz 毫米波短距离通信传输和通信系统设计关键技

术，研制完成 60GHz 射频芯片和天线，搭建了高速基带信号处理平台，并完成采样

系统和时钟模块的测试。

在量子通信方面，突破了多通道单光子探测器集成与工程化关键技术，在相关会

议信息和通信保障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远距离、高速率量子通信关键器件

在光通信方面，研制成功带宽可调波长选择开关（TBWSS）核心器件，技术指

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我国在全光网研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并成功实现了单纤

40Tb/s 上千公里的传输实验。

在脑机交互方面我国取得重要进展，在国际上首次完成多模态脑控轮椅系统 ；实

现脑控机器人在平地自如行走，以及机器人手臂目标抓取。

（2）生物医药领域

首次利用小分子化合物诱导体细胞重编程为多潜能干细胞，为未来细胞治疗和器

官移植提供了理想的细胞来源。该成果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发表在 Science 上，受到

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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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诱导的多潜能干细胞（CiPS 细胞）技术发表在 Science 上

疫苗领域若干重大品种取得进展，突破大规模哺乳细胞培养技术，具备百公斤级

抗体药物产业化能力。标志着我国抗体药物产业迈上新台阶，产业化水平位居世界前

列。

多个诊断产品获准上市，全面打破进口垄断。开放式全自动管式化学发光免疫检

测仪定型并完成临床 ；乳腺癌个体化治疗伴随诊断用 HER2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试剂盒

的研发获得成功，已获得新药证书并进入市场销售。

突破器官移植核心关键技术。针对我国器官短缺、心脏死亡捐献器官逐渐增多的

现状，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的保存、修复、供体活力评估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突

破，为实现我国器官移植相关产品国产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建立基因治疗产品规模化制备平台，为 5 个制药公司或大专院校生产了基因治

疗产品，直接带动了 5 个基因治疗产品的临床前研究，支撑了 1 个基因治疗产品的 II

期临床试验研究。

以可再生生物质资源为原料，利用根霉菌发酵法生产生物基富马酸，形成了成套

集成技术，实现了生物基富马酸及其衍生物的规模化制备。

多拉菌素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构建了产生多拉菌素的基因工程菌株。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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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整体发酵罐发酵效价可稳定在 1400mg/L，提取收率大于 70%，产品纯度达 97%，

关键杂质控制在 1% 以下。

多拉菌素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中药材 DNA 条形码鉴定技术获得推广，为企业原料药材的安全投料提供保障。

中药材 DNA 条形码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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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材料技术领域

超材料及其相关器件关键技术研发主题项目率先在国际上研发出 2mm 厚超薄平

板卫星天线、重量和体积是传统滤波器 1/4 的迷你射频滤波器、以及通信能力提高

15% 的双频内置式路由器天线等超材料产品，并在卫星通讯、无线网络通信中获得

应用。

先进激光材料及全固态激光技术主题项目建立了 3kW、5kW /400μm 光纤耦合全

固态激光器生产线，并开发了基于该激光器的系列化激光加工技术，广泛用于激光焊

接、切割等应用领域。

5kW 激光器样机

典型人体组织器官替代与修复用关键材料技术研发主题项目完成了医用钛合金材

料及器械产品生物力学及体外生物医学性能评价验证，其压弯疲劳强度 106 次不发生

断裂。 

先进稀土材料制备及应用技术重大项目成功开发多种超高纯稀土金属成套制备技

术及专用装备，13 种稀土金属绝对纯度＞ 4N（包括 C、N、O、S 在内的 70 多种杂

质含量小于 100ppm），纯度提高一个数量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备关键技术重大项目开发了基于细旦复丝的预浸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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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全部采用国产对位芳纶纤维所研制的新型装甲乘载员头盔全面达到了战术技术指

标要求，通过了武器装备定型并已装备部队。

高性能分离膜材料的规模化关键技术重大项目建成了年产百万平方米的膜生产

线，应用于万吨级的废水处理回用工程中，性能优于国际先进水平的膜产品，填补了

我国 TIPS 高强度 PVDF 膜材料的空白。

（4）先进制造领域

在装备制造与工艺方面，3600 吨大型履带式起重机、8 米级硬岩、金枪渔网捕捞

船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徐工 4000 吨级履带起重机

在智能机器人技术方面，工业机器人零部件先后实现了工业机器人专用控制器、

专用伺服电机及其驱动器以及专用减速器的国产化设计与生产。

废墟可变形搜救机器人正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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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纳制造技术方面，完成了基于 MEMS 技术的微麦克风设计和批量制造，并

实现了超过千万只的销量 ；基于 MEMS 技术的核酸提取仪及配套提取试剂，成功应

用于 H7N9 禽流感筛查工作。

在制造服务方面，开发了面向集团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云制造平台，并得到了初步

应用 ；自主研发软件 SINOVATION 已经在 50 多家模具企业得到深入应用 ；开发了航

天、轨道交通、汽车、模具等行业一体化 PLM 软件平台及其应用构件并进行了应用

验证。

（5）先进能源领域

在智能电网领域，开发了智能配用电信息及通信支撑技术，并在示范系统中应

用 ；开发了智能控制、保护和优化调度系统。

在洁净煤领域，建成产能达到 20 万方干煤气 / 日的地下煤炭气化示范工程 , 已连

续运行 5 个月 ；建立 CO2 注入地面站，CO2 注入量累计超过 6000 吨。

在太阳能发电领域，建成亚洲首座基于小面积定日镜技术的 10MW 塔式太阳能

热发电站 ；建成各类高效晶硅电池、柔性薄膜硅太阳电池等若干中试线和生产线。

在储能领域，成功研制出国际首套 MW 级超临界压缩空气储能系统样机，建成

效率可达 52.1% 的 MW 级超临界压缩空气储能中试系统。

（6）资源环境领域

我国地下金属矿智能

化开采五大核心智能装备

和技术实现突破。 “地下

金属矿智能开采技术”主

题项目目前已经完成智能

中深孔全液压凿岩台车、

地下高气压智能潜孔钻机

等 5 种采矿装备的整机总

体结构设计，并已开始样

机的加工 ；井下信息采集

技术、井下无线通信技术 2m3 智能铲运机原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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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矿山智能调度与控制系统等已经在中国黄金集团河北金厂峪及陕西久盛金矿等矿山

企业进行了初步应用并获得了好评。

智能调度与控制系统软件平台

首台 75 立方米大型矿用挖掘装备现场调试顺利完成，突破了大功率交流变频驱

动和控制系统在大型矿用挖掘机上集成应用的难题，实现了大型矿用挖掘机的高效和

智能化控制，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大型矿用挖掘机关键技术的封锁和市场垄断。

大型矿用挖掘机整机组成及工作环境



863计划

071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4

大型矿用挖掘机工作装置结构组成

十万道地震数字采集系统进展显著。目前，十万道级数字地震仪器研制课题在基

于 DSOI 硅片制作了一种对称折叠梁结构三明治电容式加速度传感器 , 实现了传感器

双面弹性梁厚度的精确可控，大大提高了传感器的一致性 ；正在完善有线采集系统的

研究和调试，完成了 1000 道仪器的生产工作，并利用生产的仪器在胜利油田完成了

一口水平井压裂的微震地面检测试验工作，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十万道级数字地震仪器研制课题研制的无线地震仪中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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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电除尘提标技术实现突破。华能北京热电四台 250MW 燃煤机组首次在

国内突破了电除尘出口粉尘排放 10mg/Nm3 左右的重大技术难关，神华国能天津大港

330MW 机组首次在脱硫塔出口 PM10 排放低于 5mg/Nm3 和 PM2.5 排放低于 2mg/Nm3，

燃煤锅炉的粉尘排放基本达到了燃气锅炉的排放标准，为电力行业制定电除尘减排改

造技术导则奠定了基础。

     

             工作人员测试烟气排放                                   烟囱“清洁”排放

国内首台套钢铁烧结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示范工程顺利完成。经过“钢铁烧结

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及示范”主题项目团队两年技术攻关，对活性炭吸附多污

染物特性进行研究，筛选改性出适合吸附二噁英、重金属的活性炭 ；对多污染物协同

脱除反应器物料喷注位置、内部流场进行了试验、模拟优化，通过对反应器流场分布

优化，强化了对二噁英、重金属等浓度较低污染物的脱除。

132m2 烧结机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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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尾渣硫铁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实现产业化，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联合国

内四大黄金生产商之一的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我国黄金氰化渣缺乏梯级分离

和高附加值利用技术的现状，围绕氰化渣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展开联合攻关，解决了

氰化渣硫铁富集和高硫制酸等关键技术难题。

氰化尾渣硫铁资源高效利用产业化示范现场

含铬废皮渣资源化利用技术实现产业化。四川大学制革清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联合国内重点科研院校和企业，解决了铬分离回用、胶原蛋白分子量控制及胶原蛋

白基轻工助剂生产技术等关键技术难题，为含铬废皮渣的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技术支

撑。在此基础上，在我国制革集中区之一的浙江海宁兄弟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年处理

6000 吨含铬废皮渣资源化利用示范装置，形成了含铬废皮渣资源化利用成套技术和

装备。    

利用大量含铬废皮渣生产工业胶原蛋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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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海洋技术领域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制和海试项目通过项目验收，并实现了从研制试验向应

用的转变。2013 年 4 月 27 日，历时 10 年研制，累计投入 3.5 亿元人民币专项经费的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制和海试项目通过项目验收。标志着我国已系统掌握大深度

载人潜水器设计、建造和试验技术，实现从跟踪模仿向自主集成、自主创新转变，并

跻身于世界载人深潜先进国家行列。

“蛟龙号”的机械手把国旗插在南海海底

目前我国主要在载人球壳材料制备、成型工艺、探伤检验和焊接技术等方面取得

了重要突破。同时以 4500 米载人潜水器为应用目标开展的深海浮力材料、水密接插

件、机械手和高压海水泵等技术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深海超高压环境模拟与检测装

置研制基本完成，为 4500 米载人潜水器国产化研制打下基础。

4500 米深海作业系统是我国迄今为止设计下潜指标最深、设计系统规模最大、

设计国产化指标最高的无人遥控潜水器（ROV）系统，已在 ROV 本体结构、浮力材

料、液压动力和推进、作业机械手和工具、观通导航、控制软硬件、升沉补偿装置和

升降装置等关键技术的国产化方面取得了突破。

海底观测系统推进顺利 , 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完成了水文潜标研制，并成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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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干海缆与崖 13-1 天然气管线交越保护，有效保证了主干海缆的可靠性、生存性。

接驳盒系统初样开展了海上同步布放、海上联调试验与回收。另外，编制完成总体技

术规范、数据传输规范、电能传输规范等一系列技术研发规范。

初步构建深远海内波观测试验网系统，并进入准业务化运行。2013 年度共进行

了四次海试，全年共布放潜标 23 套，成功回收潜标 6 套，目前仍然在位潜标 17 套，

顺利完成了全海深内波与混合精细化观测试验网第一阶段构建工作。这是目前国际上

针对南海深水区内波时间最长、质量最好、最系统的观测数据。实现了我国深海潜标

大批量布放。

内波潜标回收

随钻地层评价系统已投入现场生产应用。开展了大量井下实钻试验，累计钻井进

尺超过 1 万米，在钻井工况下对相关技术进行了有效验证。

动力定位系统完成水池模型试验验证。以 DP3 级动力定位控制系统原理样机研

发为目标，先后开展了测量系统、控制系统、动力系统、推进系统以及系统集成等自

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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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实船上的 DP1 级动力定位系统工程样机

水产用迟钝爱德华氏菌活疫苗的研发取得新进展。完成了迟钝爱德华氏菌减毒

活疫苗 WED 转基因安全评价第三期“生产性试验”相关内容，形成了总结报告书

并上报农业部，有望在 2014 年获得转基因安全证书 ；迟钝爱德华氏菌弱毒活疫苗

EIBAV1 完成了大菱鲆的临床试验，并形成申报书报农业部兽药评审中心，通过了初

审会专家评审。

（8）现代农业领域

主要农作物功能基因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水稻研究方面，利用新一代测序技

术，构建出一张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的精细图谱 ；在小麦研究方面，在国际上率先

完成了小麦 D 基因组供体种—粗山羊草基因组草图 ；在玉米染色体组研究方面，共

发现 74 个基因与籽粒总油份及组分显著关联。这些成果显示了我国作物功能基因

组研究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标志着我国作物功能基因组研究已跻身于世界强国

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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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驯化过程中的遗传与地理起源分析

目前水稻、棉花、玉米、油菜、大豆、小麦主要农作物强优势杂交种育种技术、

强优势亲本材料创制、强优势杂交种创制及应用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主要农作物强

优势杂交种育种技术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海洋生物分子育种研发跻身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开展了重要海水养殖生物的基因

组学研究，攻克了海洋生物基因组变异高、重复序列多等难题，并在 Nature 和子刊

Nature-Methodology 等发表了论文，这也是我国水产领域首次在这两个刊物发表文章，

标志着我国在分子育种领域研究已居国际前沿。

作物生命需水过程调控技术取得重要进展，为特色经济作物节水优质高效生产提

供技术模式。

在基于靶标的新型化学农药设计合成、优化与产品创制方面，成功研制了环氧虫

啶，申报国际 PCT6 项，申请了 31 项国外专利，其中 3 项已获得授权并成功转让给

企业。

生物质水相催化制取航空燃油技术突破生物质水相催化合成生物航空燃油新工艺

路线，完成了百吨级纤维素生物航空燃油小试试验装置建设和关键运行实验工艺参数

摸索，获得了相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整套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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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精准作业技术与装备项目研究开发了面向实际生产领域的精准作业关键技术

与装备，构建了规模化农场、设施农业、果园、畜牧养殖和水产精准生产技术体系。

在非热加工及装备研发方面，成功开发了传压介质为水、处理舱单体容积达到

350 L、最高处理压力可达到 600 MPa、可完成自动升压和卸压的超高压设备，从而

使得中国农业大学成为国内唯一拥有单体 350 L 超高压设备生产技术的单位，所取得

的研究成果为超高压设备的产业化生产及应用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9）现代交通领域

实现了混合动力客车产品节油率大于 45%，排放性能达到国 4 标准，混合动力

系统主要部件平均无故障里程大于 8000km，已实现商用。

混合动力客车

粗油（A）与精制油（B）及加氢精制前后物质归类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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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电驱动系统已达到车用要求。开发的永磁电驱动系统功率密度大于 2.7kW/kg，

最高效率大于 94%，可靠性及成本控制均满足乘用车要求，并具备批量生产能力。

研制出我国首台套“城轨列车运行状态全息化检测预警与应急系统装备”，实现

了城轨列车的智能感知、智能诊断、智能跟踪以及全寿命周期的管理，提高了城轨列

车实时安全预防和主动维修能力。

项目示范列车

成功研制高集成度通用航电系统样机。研制了通航高集成度通信导航监视、飞行

测量及飞行信息综合处理系统原理样机，该系统为我国通航轻型多用途飞机航电系统

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飞行搭载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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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地球观测与遥感领域

高性能战略性载荷核心技术与关键设备研制取得重要进展，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

高。

突破了卫星高精度定姿、平台载荷一体化、星上实时处理等多项遥感卫星性能提

升的共性关键技术。

开发了通用小卫星平台，实现了多模式观测卫星长期自主运行能力，完成 CO2

探测仪相关光学元件和机械结构件的加工，我国首颗 CO2 监测卫星进入初样研制阶

段。

突破星机地立体组网协同观测关键技术，国内首次成功实现了 4 个卫星严格同步

观测和地面同步观测。

同步观测实验

突破了多星组网观测共性定量遥感产品生成关键技术，建立全球陆表综合观测共

性定量遥感产品生产原型系统。

国内首次开展专门针对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的大型星机地综合遥感试验。

突破全球大宗作物遥感定量监测关键技术，并服务于全球农情监测，提高了全球

粮食生产形势的监测能力。

针对大气和地质灾害等环境问题，实现了大气体三维可视化，建立了地质灾害遥

感监测与预警机制。

攻克了全球陆表遥感产品生成多项关键技术，我国首次生产的全球陆表卫星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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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产品创造多个国际第一。

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套全球 30 米高空间分辨率陆表水体、湿地、建设用地和耕地

等土地覆盖数据产品，扩大了我国在全球变化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面向新型硬件架构的复杂地理计算平台及实时 GIS 等基础关键技术研究取得重要

进展，促进高性能计算平台在国防、气象、国土、能源、测绘以及城市规划等领域的

应用，对推动地理信息系统创新应用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面向新型硬件架构的复杂地理计算平台（HiGIS）

全球海量空间信息服务云平台初步建成，初步具备我国对全球海量动态数据的管

理能力。

空间信息云平台集成门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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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传感器信息实时接入与智能处理等国际性难题取得突破，为智慧城市建设解

决技术瓶颈。

国家决策咨询支持平台应用取得进展，可为国家重大问题决策咨询研究提供问题

分析、信息管理、知识综合、案例分析、策略研究、仿真评估等综合支持功能。

1E-16 星载原子钟课题窄线宽激光器稳频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城市室内外高精度定位导航关键技术与服务示范项目开展典型应用示范实现科研

成果实用化，大幅提升了我国消防应急救援能力。应用示范项目的开展实现了科研成

果的实用化，提升了我国在室内定位领域的科技实力，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北斗空间信号用户等效距离误差精度达到 1 米的指标，对于北斗系统的建设和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位置”导航与位置服务试验系统成功试运行。平台目前已经面向渔业、水

产养殖、公共安全、北京市公交和出租车等行业开展服务，并且针对大众用户推出

了针对老人、小孩、宠物、车辆、物品等的移动资产管理软件和终端产品并正式上

线销售。

“中国位置”导航与位置服务试验系统成功试运行

广域实时精密定位系统具备自主、多层次的服务能力，成为迄今为止国际上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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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的投入少、定位精度高、具有先进水平的自主研制的广域性精密定位系统之一。

实时交通信息采集与发布系统已成功为上海交通出行网提供实时交通信息。

北斗高精度终端开始向全球拓展，对于提升我国北斗导航系统应用能力，推动北

斗高精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互联网迭加协议的全息位置地图汇集融合技术实现室内地图快速制作。

分布式可重构卫星系统核心技术—能量传输取得重大突破。突破了系统总体设

计、大功率半导体能量激光束压缩准直和汇聚、高效光电转换、激光无线能量传输自

动跟踪以及不间断稳定供电的能源管理等关键技术，研制了原理样机。

深空导航与通信新体制和模式研究为未来我国走向深空奠定技术基础。

完成基于微小卫星组网的光学稀疏综合孔径空间探测实验系统方案设计。

空间灾害性天气监测与典型效应评估为我国获得空间天气灾害监测能力奠定技术

基础。

华北地区电离层区域背景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