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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12 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下简称“支撑计划”）项目安排进一步落实《科

技规划纲要》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的相关任务，结合“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的总

体部署，围绕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改善民生等重大需求开展工作，集成

资源，取得显著成效。

（一）项目安排

2012 年，支撑计划共实施项目 701 项，其中在研项目 310 项，新启动项目 391

项。2012 年新立课题 1702 个。

图 5-1-1　2012 年支撑计划立项项目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5-1-2　2012 年支撑计划立项课题按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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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2012 年支撑计划立项课题按承担单位性质分布

（二）经费安排

2012 年，支撑计划项目（课题）实施共投入总经费 167.23 亿元。其中，国拨专

项经费 64.26 亿元，占 38.4%。

图 5-2-1　2012 年支撑计划国拨经费按领域分布

图 5-2-2　2012 年支撑计划国拨经费按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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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2012 年支撑计划国拨经费按承担单位性质分布

（三）人员投入

2012 年，共有近 7.68 万名科研人员参与了支撑计划课题的研发与示范工作。通

过课题实施，共培养博士 0.31 万名，培养硕士 0.63 万名。

图 5-3-1　2012 年支撑计划课题参与人员构成

（四）取得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2012 年科技支撑计划共取得新产品、新材料、新装置等各类科

技成果 3510 项，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24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272 项。共发表论文 1.37

万篇。共申请专利 5704 件，其中发明专利 3877 件，获得专利授权 2183 件，其中发

明专利 1215 件。共完成 1130 项技术标准的研制。通过新技术成果应用，新增产值

171.27 亿元，新增利税 44.7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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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源领域
过程工艺节能技术研究方面，日产 5000 吨水泥熟料的 XDL 节能煅烧新工艺技术

研究与示范完成外循环式高固气比分解炉的研究开发、设计、加工和高固气比预热分

解系统的参数化设计与加工，已完成示范线建设的基础施工。

日产 5000 吨水泥熟料的 XDL 节能煅烧新工艺技术示范线施工现场

1000MW 空冷机组成套技术研究方面，建立了 1000MW 直接空冷凝汽器单元三

维流动换热模型，完成空冷机组排汽装置、1000MW 空冷汽轮机组等产品研制，完成

1000MW 空冷机组集成技术及与空冷岛配合技术研究，并开展试运行 ；完成空冷单元

出力和系统性能试验研究及 1000MW 超超临界空冷机组集成技术研究。

在役大型燃煤电站优化运行方面，完成锅炉控制系统闭环分析与优化设计 ；完成

大型低品位过热蒸汽超细粉碎装备进入装备制造阶段 ；万吨超细固硫灰生产线开始生

产运行 ；设计并搭建完成 5000Nm3/h 湿法超高效脱硫中试试验平台。

风光储输示范工程方面，成功实现了 MW 级垂直轴风机、国内 35KV 直挂式

SVG、永磁直驱 3 兆瓦风机等 20 项国内自主研发高新技术设备在示范工程中的研制

和应用，实现了新能源的平滑输出、计划跟踪、调频调压等电网运行目标，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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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 光”发电、“风 + 储”发电、“光 + 储”发电等 7 种组态的运行模式。

5.0MW 近海风电机组研制及风能核心技术研究与推广方面，完成风电机组集成

仿真设计平台的开发 ；研发了 1.5 兆瓦双馈型风机、2 兆瓦直驱式风机、3 兆瓦半直

驱型近海及海上风机，其中 1.5 兆瓦双馈型风机已实现产业化。

超临界循环流化床方面，完成示范工程锅炉机组的所有试验测点安装，目前示范

工程机组 DCS 已带电调试 ；正在建设的白马 600MWe 超临界循环流化床示范工程已

完成试验测点的安装。

兰炭（半焦）清洁生产和碳氢尾气合成天然气关键技术方面，完成了单炉产能

≥ 10 万吨 / 年的兰炭炉及干馏工艺开发 ；研制出干馏过程自动控制系统技术及系统

软件包 ；建设了一套 12500Nm3/h 焦炉煤气合成代用天然气工业装置，建成了年产

100 万吨兰炭清洁生产示范工程。

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控制棒驱动系统研制方面，完成二代加控制棒驱动系统

的冷、热态性能试验和≥ 650 万步热态寿命考验试验 ；完成三代控制棒驱动系统设

计工作，完成关键金属材料和线圈骨架产品研制及控制棒驱动机构的主要零部件加

工制造。

2.资源领域
三峡水库调控技术研究方面，完成了推移质输沙试验系统的设计和综合开发研

制，建立了水库径流调度模型、宜昌 - 大通长河段数学模型以及宜昌 - 螺山包括洞

庭湖区的江湖联算模型、四口河系水沙数值模拟模型和长江中下游江湖河网水沙数学

模型，提出了新水沙条件下三峡水库调度的边界条件。

东部典型矿集区深部资源勘查技术研究方面，在典型矿集区开展多尺度深部找矿

方法研究和技术集成研究，构建区域三维结构模型或典型矿床模型 5 个，提出各类找

矿远景区和靶区 40 多处，找矿效果良好。

难采选金属矿高效开发方面，开发出转底炉冶炼钒钛磁铁矿工艺技术，并在

100kt/a 钒钛矿转底炉直接还原 - 电炉深还原示范线上应用 ；研制出铂钯矿物高效捕

收剂和脉石矿物有效抑制剂，进行了采矿基建开拓工程、选厂建设工程、尾矿库建设

工程、冶炼建设工程建设。

金属矿选冶污染物减排及资源化利用方面，完成了锌铁还原热力学和动力学及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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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冷凝、收集研究，研制完成车河选矿厂和会泽铅锌矿 5000m3/d 选矿废水处理回

用示范工程建设 ；完成了 30 万吨高硫尾矿选硫生产示范生产线建设和 4 万吨 / 年含

铜硫酸烧渣铁球团矿示范生产线建设 ；建成了年处理镍铜熔融渣 1.25 万吨试验线。

海水淡化方面，一期 2 万吨 / 日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已顺利出水 ；二期 3 万吨 /

日反渗透海水淡化系统工程已完成土建主体工程 ；优化了海水膜制造技术，研究改进

了元件卷制工艺，生产的海水膜元件应用于六横一期单机规模 1 万吨 / 日的示范工程，

成为解决我国水资源危机的重要途径。

地热资源开发方面，突破了两级溴化锂制冷技术和高温地热热泵技术，形成了

“地热制冷 - 地热干燥 - 地热洗浴 - 地热热泵”四级梯级利用的工艺流程，完成对

300kW 地热制冷机组、300kW 高温热泵机组以及地热干燥装置的结构设计。

3.环境领域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关键技术方面，形成了基于微反应器的湿法磷酸萃取净化基

础工艺包并完成中试，完成了超重力碱法苦卤镁资源提取及纳米级氢氧化镁阻燃剂生

产技术的千吨级中试 ；形成了高铝粉煤灰深度脱硅生产莫来石联产白炭黑的新工艺路

线，并开展千吨级示范工程建设。

35MWth 富氧燃烧碳捕获技术方面，完成了全部前期研发工作和系统方案设计，

进入建设阶段 ；在煤粉富氧燃烧方法、富氧燃烧电厂烟气中 CO2 光催化还原方法与

装置等关键技术中实现创新，为我国形成可靠、成熟、经济的 CCS 技术奠定基础，

对减缓气候变化科技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构建方面，初步完成了喀斯特地区坡地土地侵蚀和养分流失机

理研究、喀斯特峰丛洼地适应性修复技术模式成效研究、西南地区生态重要性评价等

关键技术研究 ；完成 17 个示范区建设，面积达 8000 余公顷。

城市生活垃圾生物制气技术方面，开发了相关破碎、除油、分选、均浆设备 ；开

发了污泥热解预处理和干法厌氧消化设备两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设备 ；建成了

联合厌氧消化生产生物燃气示范工程 1 座。

智能化水面溢油处置技术方面，开展了船用双臂架结构形式和动态斜面式收油输油

泵技术研究、油水分离与回收工艺与装备研制 ；完成了表面活性剂产生菌 20L ～ 200L

发酵罐中试放大试验，制备了基于生物表面活性剂的消油剂产品 ；形成了一条 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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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 年的海绵状树脂生产线 ；成功制备了生物质基聚氨酯泡沫（BPUF），通过工

艺优化，BPUF 吸原油倍率最大已达到 42.8 倍。

南水北调工程方面，开展了基于发光菌、藻类、溞类为指示生物的毒性测试研

究，开展了水下仿生机器人的设计、试制及试验，完成了台子山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

立 ；完成了智能移动监测车的设计及建设。

4.农业领域
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成绩显著，“三区”建设及示范开发取得明显成效。项目实施

以来“三区”面积占全国粮食面积的 8.72%，增产粮食占全国增产粮食的 21.31%，

亩增产量是全国平均亩增产量的 2.44 倍。

海水养殖技术方面，系统开展了金钱鱼繁育技术、鞍带石斑鱼亲鱼强化培育技术

研究，建立了银鲳适宜的亲体培育技术 ；研发了新型可升降贝类筏式养殖系统。建设

完成了养殖废水生物净化系统，建设试验示范基地 12 个，中试线 3 条。

农业节水工程进展顺利，开发了“农田水利工程优化规划设计模型及决策支持系

统”基础模型，构建了农田渠道工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针对旱区节水，开展了区域

性地膜集雨覆盖种植模式研究，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共建立旱作农业试验示范区

7 个。

生物育种方面，玉米、水稻、小麦、棉花、油料作物和大豆等主要作物种业建立

了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协作体系与材料共享平台，强化新育种技术应用，选育了一批

优质农作物和畜禽新品种。

动物健康养殖方面，围绕畜禽健康高效养殖、饲料生产、疫病防控、草产业发展

等方面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形成了一批畜禽健康高效养殖技术及饲料、

疫苗、优质牧草等产品并开展示范应用。

林业资源培育方面，开展商品林高效生产研究，建设重点商品林树种培育示范基

地 ；建立了森林和竹林可持续经营试验示范基地 30 个 ；多途径开展了提高竹类资源

利用率及竹藤高附加值加工技术研究 ；重点突破了林木深加工的资源拓展、节能环保

等核心关键技术，保障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生物制品创制方面，围绕新型肥料、兽药、功能性环保农膜等生物制品和农

业物资关键技术开发和产品研制，建立示范生产线，有效降低农用物资残留，减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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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物资投入。

农林重大灾害监测预警技术进展迅速，研制的实时远程可视化田间灾害监视器布

设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的粮食主产区，及时为农业部门提供低温、暴雨、虫害

等监测预警信息。

农林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开发出工矿区受损农田精细整理信息化系统 ；开展了采

煤塌陷地土体重构及生态修复技术研究 ；开发了基于生物质黑炭的生物有机肥、炭基

新型肥料和调理剂等产品 ；开展了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整体优化及调控、林业血防生

态安全体系构建等关键技术研究，建成了试验示范基地 17 个、面积 6840 亩，有效提

升我国农田生态保障能力。

茶树新品种培育和茶叶生产新装备研制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研制出轻便式名优茶

专用采摘新设备 ；创制茶树育种新材料 58 个，筛选出 37 份特异资源。

生物能源方面，研发了一种用于沼气发酵的秸秆青贮菌剂，有效提高了原料的甲

烷产率 ; 低能耗生物质常温致密成型系统与设备取得突破 ；培育了耐盐碱的能源甘薯

新品种，实现了甘薯盐碱地种植的突破 ；建立了 3 个能源草基地，选育生物质能源新

材料 25 种，促进生物能源产业升级。

研究了与水稻育插秧和水稻机械精量播种相配套的栽培技术，推广水稻机插秧高

产栽培技术 1.06 万亩。机插水稻增产 6.5%，示范点 1.06 万亩机械化栽插水稻可增产

粮食 30.18 万 kg。

培育出广适高产优质大豆新品种中黄 13，蛋白质含量高达 45.8%，在黄淮海地

区创亩产 312.4 kg 的大豆高产纪录，累计推广面积 6000 多万亩。

农业与农村信息化方面，开发完成了分布式海量数据存储系统和复杂业务流程管

理系统，完成了三网融合音视频交互传输通道及系统平台的建设工作。

5.材料领域
半导体照明应用与检测技术及标准研究取得较大突破，国产芯片 LED 功能性照

明产品已开始应用于各项示范工程中。“十城万盏”试点示范工作成效显著，37 个试

点城市中已有超过 600 万盏 LED 灯具（含景观照明）得到应用，年节电约 5 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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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城万盏”半导体照明应用示范工程

全氟离子膜及其单体制备技术快速发展，成功开发出国内最大的年产 10 000 吨

纯度为 6N 的全氟离子膜用四氟乙烯生产装置，全氟羧酸单体中间体的合成及纯化技

术得到突破，产品纯度达到 99.9%。

节能绿色建材开发取得较好进展，开发出双银可钢化高透膜系离线低辐射玻璃 ；

节能门窗用耐候高性能塑料型材研究已建成 2 万吨高效塑料改性剂生产线 ；开发了达

到 75% 节能标准要求的加气混凝土外保温体系。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能耗、低成本和环境友好的冶金法太阳能级多晶硅生

产成套工艺技术，基本建成 2000 吨 / 年冶金法太阳能级多晶硅产业化示范工程。

新一代节能高效连续热处理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项目完成了世界首台大试样快速

热处理模拟综合实验设备的开发及制造，优化功能后现已投入使用。

重大工程水泥与混凝土关键技术方面，研制的低收缩高镁水泥的 MgO 含量突破

了现行的国家标准中 MgO 含量不得大于 5.0% 的规定 ；开发出一种核电自密实混凝土

专用外加剂，并在阳江核电的非关键部位进行了试浇注。

农药创制方面，烯肟菌酯、烯肟菌胺等 9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品种开始在

我国农业生产的病虫草害防治上发挥作用，现已推广使用 5000 多万亩次。

6.制造业领域
山羊绒加工方面，优质“白中白”分梳山羊绒纤维平均长度提高了 2mm 左右，

分梳提取率提高到 95% 以上 ；开发出 46mm 高端白绒条，填补了国内绒条加工空白 ；

形成了年产 300 吨山羊绒分梳生产示范线、年产 300 吨绒条加工生产示范线、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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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吨染色生产示范线和年产 50 吨精纺羊绒纱生产加工示范线。

完成了双动力智能型双臂手系列化救援工程机械 20T、40T 和 60T 初级样机的设

计、评审、试制和优化改进 ；完成了 20T 典型样机的设计、评审和试制，并在工程

机械领域开始推广应用。

完成了采棉机摘锭组件国产化设计制造，研制了两台采棉机整机的摘锭座杆组件

245 套件，并进行整机 6000 亩的采摘试验。

退役产品回收处理与再利用方面，形成混凝土泵车专用工装或拆解工艺，混凝土

泵车臂架非破坏性拆解率达到 95% 以上 ；完成部分混凝土泵车进口零部件改造及国

产化开发 ；已初步形成车床 32 系列车床、46 系列车床从机床拆解、清洗、检测、再

加工、再装配、调试与检验模块，并实现小批量生产。

有色行业绿色生产工艺取得了粉煤灰低温高效提铝技术、铝工业烟气脱硫装备制

造及应用技术、双膜三室金属电积生产技术等五项技术成果 ；铝工业氨法烟气脱硫关

键技术在云铝石油焦煅烧回转窑中得到推广 ；电解槽烟气脱硫脱氟除尘一体化工业试

验示范装置即将建成试产。

百万吨级乙烯成套工艺技术方面，完成了乙烯装置工艺包，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外

专利商在乙烯领域的垄断，双烯收率不低于 45% ；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5 万

吨 / 年乙烯装置核心单元——裂解炉，计算热效率不低于 93%，进一步提高了乙烯装

置设备国产化率。

基于 RFID 的产品供应链公共数据平台及示范在行业数据交换技术、快速接入和

动态扩充的平台设计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建立了 PB 级数据中心，可提供日 24

小时的云存储服务，实现了支持 1000 个以上用户并发量的存储服务，收集的数据将

为以后平台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进注塑成形工艺与新型模具结构开发方面，完成叠层模具专用的热流道系统攻

关，初步具备在大型叠层模具上应用的条件。

7.交通运输领域
电动汽车方面，不断完善优化电动汽车及基础设施示范运行服务体系，开发完成

新能源应用集成监控系统，开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与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相结

合的示范应用。实现各级服务功能、智能化统计分析功能、动态信息自动更新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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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目前已有 11 600 余辆电动汽车得到示范推广。

汽车轻量化方面，完成了目标车型车身参数化轻量化设计及其方案验证，实现车

身减重 6.75% ；完成了铝合金客车车身结构设计，减重 40.9%。完成了目标车型车身

结构设计以及试制，各项攻关技术得到了集成试用。

节能环保 8AT 自动变速器研制方面，成功完成了第二代和第三代样机的研制，

实现了两代样机在目标车型中的搭载 ；建成了国内领先水平的汽车自动变速器实验室

和年产 5000 台的手工装配线，全面启动年产 10 万台产能建设。

中低速磁浮交通应用研究形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永磁电磁混合悬浮控制系统

设计和控制技术，并用于整车的试验运行。研制的同步牵引的磁浮列车技术和试验系

统，提高了磁浮交通车辆的牵引效率。

研制的轨检仪在唐山试验线试验

船用电力推进系统研究方面，完成无刷双馈变频发电电力直联推进技术和 10MW

电力推进系统相关试验方法研究 ；掌握了船用推进变压器高功率密度电磁优化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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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设计技术，成功应用到水声测量船等军辅船电力推进系统中推进变压器设计中。

艰险困难山区及特殊地区高速铁路建造技术项目研究提出了路基监测技术、数据

压缩技术等多项新技术 ；完成了 5000 型动力头钻机的方案设计，可解决桥墩桩基础

施工周期过长、成本过高、桩基础施工质量控制问题。

机场终端区协同控制与安全技术示范项目完成了 ADS-B、MLAT 等多源位置监

视的完好性评价模型和监视台站基础数据库设计 ；完成了飞机积冰状态检测系统搭

建、多参数控制系统硬件环境构建工作，为完善机场运营服务设施提供支撑。

8.信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领域
在数字家庭和数字电视关键技术及交互应用产品、高性能高清互动关键技术及设

备产品、面向 3C 融合的互联互通关键技术及智能终端产品等方面，形成了 56 项产

品，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示范效应 ；构建了公共技术研发平台、公共测试

平台、公共服务平台，成果在多省市进行了示范应用，提供了 65 项数字家庭互动服

务，用户规模达 100 万户级。

现代港口物流方面，以 RFID 为主要技术手段，发明了实时感知的集装箱物流监

控系统，提高了集装箱物流的透明度与安全 ；创新了以物料配送为主线、码头装卸系

统与制造业生产系统间跨平台异构信息交互技术 ；项目成果成功应用到上海港和国内

外众多物流领域，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在信息化上的典范。

攻克了面向各类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获取、无障碍信息资源智能集成管理分析与

挖掘等关键技术，并在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等多类残疾人信息服务系统中应用。

矿井工业智能化作业控制与管理信息系统方面，研发生产的工业生产安全防控领

域系列软硬件产品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图形互联网发布、跨平台对接、三维设计等技

术 ；完成了三维数字化矿山信息平台构建，体现了当今数字化矿山及高危行业监控预

警技术的最新水平。

北京市物联网建设方面，构建了感知元件集成框架，解决了感知元件信息采集、

规整、事件捕获与过滤等问题 ；研究基于 TD-LTE 技术的物联网信息传输，解决了物

联网中感知器件信息的长距离无线传输等问题。

开展了基于北京一号小卫星的智能识别、观测、压缩、传输软件开发和优化，并

进行地面测试，初步实现了高性能处理平台和分发服务系统等两套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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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光纤接入网关键光电子器件及装备研制方面，将基于 WDM 合波器技术的

高功率光纤放大器功率等级提高到 33dBm，进一步降低了 30 ～ 33dBm 高功率光纤放

大器的原材料成本 ；36dBm 等级高功率放大器首次实现对国外客户的销售 ；终端反

射器采用光纤端面镀膜的方式，成本相对光纤光栅（FBG）方式成本大幅降低 50%

以上。

拉伸设备及产品

协同式多语言云翻译服务平台充分集成了国内外最年来最新的翻译技术和运营模

式，并通过云计算平台对技术进行了升级，通过平台示范运营探索创新的语言服务新

运营模式，促进了语言信息服务产业的技术升级和运营模式改造。

开展了老年健康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平台研发工作 ；突破穿戴式老年体征数

据采集、面向老年人的多终端融合通讯等关键技术 ；研制老年人健康服务支撑平台，

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健康服务。

基于版权的数字内容服务平台方面，已完成了“数字版权唯一标识符”等标准的

研究，完成“数字内容版权标识”等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完成“数字版权管理服务

平台”和“数字版权智能监测平台”原型的搭建，并积极探索第三方数字版权服务新

模式。

面向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知识组织体系建设与应用示范，推进 STKOS 标准规范

研究，完成“超级科技词表加工元数据方案”和“超级科技词表发布元数据方案”的

制定 ；完成超级科技词表基础词库加工流程设计，全面开展超级科技词表基础词库建

设，完成超级科技词表范畴体系（草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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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企业创新应用链的知识管理体系研究方面，完成了知识运营策略机制的分析

以及工程知识定义及分类研究工作 ；开展了知识智能化处理技术和基础模型研究 ；开

展了标准规范和知识工程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作。

9.人口与健康领域
在 16 排螺旋 CT 基础上，进一步突破

了高速滑环设计、64 层数据采集系统、高

速图像重建等多层 CT 核心技术，成功研

制出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64 排螺

旋 CT 机 NeuViz64，标志着国产 CT 机迈入

高端行列。

成功攻克了平板 X 线探测器 TFT 面板

设计制造、闪烁晶体生长、掺杂、切割、

键合等系列关键技术，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晶硅平板探测器成套技术，建立

了稳定批量生产线 ；形成数字化 X 线机领域完整产业链，大幅降低我国 X 线机装备

成本。

突破了液氦零挥发超导磁体等关键技术，研制出国内首台基于自主磁体的 1.5T

超导磁共振成像系统 SuperNova。

国内首台基于自主磁体的 1.5T 超导磁共振成像系统 SuperNova

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64 排螺旋 CT
机 NeuViz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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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参品种选育、规范化种植、现代加工、新产品开发等环节开展攻关与示范

转化，新收集人参种质资源 130 份，建立种质资源圃 3 个，选育出新品种 4 个 ；发明

了复式棚遮荫技术，人参单产提高 20% 以上 ；建立了 23 个技术示范基地，推广面积

10 万亩 ；设计出人参加工双循环智能控制系统，加工时间缩短 17％。

  人参规范化生产示范基地　　　　搜集的种质资源——红果人参

人兽共患病感染动物模型技术研究方面，完成了高原鼠兔野外培育种群的建立与

生物学特性的研究、大仓鼠的微生物指标的检测及流感感染模型的建立、布氏田鼠

SPF 级室内封闭群的建立及相关生物学特性等研究 ；开展野生动物人工种群的生物净

化及相关疾病动物模型的建立与评价研究。

重大疾病动物模型和实验动物资源的标准化及评价体系的建立方面，制定了 5 项

实验树鼩相关技术地方标准和 3 项生物学特性技术规范，初步建立脑底动脉 Willis 环

缺失的实验动物化群体 ；完成 9 部实验动物机构认可评审技术文件的研究制定 ；完成

8 部实验动物关键重大设备标准的研究。

10.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领域
建筑施工装备方面，成功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D5200-240 上回转自升式

塔式起重机，首创了塔式起重机放射状格构式变截面回转总成、塔式起重机自动平衡

三面六油缸同步顶升系统和塔式起重机“重载、双联、双制动”的起升机构。该成果

产业化后为我国大型重点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装备支撑，彻底打破了我国

桥梁建设领域的特大超高起重机械被进口品牌垄断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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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200-240 产品图　　　　D5200-240 起吊 240.5t 重物至 200 米高空　　　

在城市防灾减灾方面，初步构建城市区域多重灾害地理信息系统，完成无线火灾

探测器的设计和开发，开展了上海金桥地区综合性安保监控系统示范，建立和完善了

大跨度结构的安全评估体系，形成了初步的小体积、低功耗的空间分布式新型无线传

感设备并在三项国家大型示范工程上取得了应用。

在古建筑保护方面，基本完成典型传统古建聚落营建工艺数据库建设工作，完成

了“红木干燥加工及漆髹工艺技术”成果且已经从长寿古镇逐步推广到国内 20 多个

其他类似的古镇建设项目。

城市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初步完成智慧城市管理公共信息平台总体方案设计，完

成了智慧社区民生服务软件系统的总体设计以及重点业务相关功能开发，搭建公共住

房公平分配研究环境平台和应用环境平台。

针对城镇动态监测，开展城镇群地理国情遥感监测技术体系研究，建立了沈阳碳

信息综合监测平台，初步建成基于绿色建筑评价项目的建筑碳排放数据库，完成了适

于电厂余热回收的超大容量吸收式热泵机组关键技术的研发。

针对不同区域气候特点，开展了建筑节能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开发出成套夏热

冬暖地区居住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技术。在夏热冬冷地区，完成消除眩光的低铁布纹的

构件化太阳能平板集热器的设计和示范 ；在东北严寒地区，研究开发出基于绿色能源

的综合供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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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厂乏汽余热回收和大温差供热示范工程节能减排效益显著，成功研发了超大

容量的吸收式热泵机组，建成华电大同第一热电厂乏汽余热回收示范工程和大同煤矿

集团棚户区大温差供热示范工程。

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系统

示范工程大同第一热电厂机组

设计开发了“村镇地区能源资源和建筑用能方式及能耗信息查询系统”数据库

软件。该数据库储蓄数据信息量大，输入数据方便、快捷，统计数据效率高，易于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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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地区能源资源和建筑用能方式及能耗信息查询系统界面

11.公共安全与其他社会事业领域
煤矿安全生产方面，开发出瓦斯含量快速测定技术与装备，最大取样深度达到

120 米水平，完成瓦斯含量测定的时间由原来 8 小时缩短到 1 小时 ；研发出导向槽定

向水力压穿防突技术及装备，预抽时间缩短 20% 以上 ；实现“两个四位一体”综合

防突技术全过程监控及突出灾害隐患的全方位预警，为有效控制煤矿瓦斯事故提供技

术与装备支撑。

深孔压风取样装备（钻杆、钻头与水尾、孔口喷射器）

非煤矿山开采方面，重点开展尾矿库安全、地下矿动力灾害、排土场滑坡防治等

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其中岩体动力灾害声电同步监

测仪器已完成样机制备。

危险化学品方面，提出了火灾后压力容器与管

线现场检测与完整性评估方法，建立了金属储罐在

雷电中的热损伤脆弱性模型，构建了罐区火灾、爆

炸多米诺效应场景模型，搭建了管道无损检测实验

系统。 岩体动力灾害声电同步监测仪器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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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无损检测实验系统

监测预警方面，建成了自动监测、远程传输、实时发布的现代化监测网络，成功

研发了精密主动地震监视系统的关键设备——“精密可控人工震源”和“一体化流动

数字地震仪”，实现了大范围地下介质动态监测。

应急救援方面，开发了巨灾应急救援信息集成系统，为提高应急响应速度、合理

配置救灾资源提供技术支撑。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科技专项主孔四号孔 2012 年 9 月开钻，年底钻进至

1450 米，相应地学研究已经采集岩屑 780 米，完成了岩性编录 ; 完成了 WFSD-1 号

孔、WFSD-2 号 孔 和 WFSD-3 号

孔的测温工作，为进一步揭示汶

川地震机理奠定了基础。

防伪鉴定与溯源方面，搭建

了货币防伪鉴定试验平台，实现

了货币多光谱图像高速采集，采

集速度达到 900 张 / 分钟 ；形成

了假币图文特征比对、假币墨迹

拉曼光谱比对等 5 种检验方法，
KZ-3000 型深孔取心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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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应用于假币案件鉴定当中，检验结果准确有效。

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方面，建立了专用于食品中致病微生物和农兽药残留的多传感

器协同处理和信息融合平台。

多传感器协同处理和信息融合平台

针对食品安全流通中关键环节的现场快速检测分析需求，建立了食品安全监管平

台，实现了食品中致病性微生物、农兽药残留的快速检测，并利用终端集成的无线定

位模块和无线通讯模块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实时数据交流。

检测数据实时无线传输到互联网和短信提醒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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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若干能源计量标准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建立实物计量标准装置，并建立

各量值的量值传递系统 ；完成国家标准、国家检定规程及国家校准规范的制定 ；形成

太阳光伏电池、高压电能、油流量等能源计量性能实验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科研用试剂研发方面，完成了肿瘤疗效检测试剂盒的数据库分析和待测蛋白质筛

选、抗体验证、临床标本收集和临床数据分析 ；建立了检测 SEA 和 SEC 的化学发光

酶联免疫分析检测试剂盒 ；完成硅胶基质材料的合成与表征研究 ；自主研发了 10 余

种新型硅烷化试剂，解决了制约色谱填料制备的瓶颈问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