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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2012 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含 973 计划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继续围绕国家重大需求，针对农业科学、能源科学、信息科学、资源环境科学、健康

科学、材料科学、制造与工程科学、综合交叉科学和重大科学前沿 9 个领域，以及蛋

白质研究、量子调控研究、纳米研究、发育与生殖研究、干细胞研究和全球化变化研

究 6 个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进行战略性、前瞻性部署，同时深入贯彻落实科技计划

管理改革精神，强化国家目标导向，各个领域均取得显著成效。

（一）973 计划

1.项目与人员安排
2012 年，973 计划共部署项目 110 项，在研项目 406 项。

图 3-1-1　2012 年 973 计划立项项目按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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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2012 年 973 计划在研项目按领域分布

图 3-1-3　2012 年 973 计划在研项目按地区分布

图 3-1-4　2012 年 973 计划在研项目按单位性质分布

2012 年，承担 973 计划研究任务的科研人员总数达到 5.43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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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2012 年 973 计划在研项目承担人员按专业技术职务分布

2.经费安排
2012 年，973 计划共投入经费 26.76 亿元。

图 3-1-6　2012 年 973 计划项目经费按技术领域分布

3.主要成效
2012 年，973 计划在研项目共发表论文约 3.2 万篇，出版专著 7538 万字 ；申请

专利 4791 件，其中发明专利 4491 件 ；已获授权专利 1969 件，其中发明专利 1829 件 ；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0 项、技术发明一等奖 2 项、科技进步一等奖 7 项 ；培养

博硕士研究生 1.4 万人，其中博士生 5400 人。

各领域代表性进展和成果如下 ：

（1）农业科学

“植物免疫机制与作物抗病分子设计的重大基础理论”项目在植物免疫的基础

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揭示了植物通过 RNA 介导的表观遗传调控抵御病原菌

侵入的机制，以及病原细菌对植物免疫系统发起攻击的方式，研究成果发表在 Cell、

Nature、Science 上，提升了我国植物免疫学研究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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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介导的表观遗传调控了抵御胁迫的应答反应

“水稻高产、优质等重要性状的分子机制和设计育种研究”项目在水稻的功

能基因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构建了一张精确的水稻高密度基因型图

谱， 揭 示 了 栽 培 稻 的 起 源。 研 究 结 果 发 表 在 Nature、Nature Genetics 以 及 Nature 

Communications，对于利用分子设计育种培育水稻新品种具有重要的意义。

栽培稻和野生稻祖先全基因范围比较

“粮食主产区农田地力提升机理与定向培育对策”项目初步提出了农田高强度种

植与基础地力提升共济的理论，有望为提高集约化农田的持续生产力提供重要的理论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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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科学

“碳酸盐岩缝洞型油藏开采机理及提高采收率基础研究”项目探明了塔河油田径

流带缝洞结构与充填模式，在缝洞型油藏形成机制与结构模式、缝洞型油藏表征、缝

洞型油藏开采及提高采收率机理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些突破在缝洞型油藏开发

试验中取得很好的开发效果。

   

（a）地质模型图　　　               　　 （b）数值模拟剩余油结果

塔河 7 区 T615 缝洞单元

“中低阶煤分级转化联产低碳燃料和化学品的基础研究”项目发现了自由基在煤

热解焦油中较长时间存在和控制转化反应等煤分级转化反应机理，为认识煤的结构与

反应性提供了佐证，研究成果居煤化学领域的国际前沿水平。

 

 神木煤焦油的自由基浓度（左 ：与其他油品对比 ；右 ：随升温速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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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低成本新型薄膜光伏材料与器件的基础研究”项目合成出高吸收系数染料

CN17、结合无腐蚀性的钴基电解质，成功研制出面积为 300 cm2 的太阳电池。经国家

光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电池效率达到 7.3%，为推动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的

实用化奠定了科学基础。

不同面积 DSC 的 I-V 曲线

（3）信息科学

“网络可视媒体智能处理的理论与方法”项目是目前国际上对标准测试集检测正

确率最高的方法，已在腾讯公司的相关网络产品上得到应用。

显著性检测和物体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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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与资源优化的超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基础研究”项目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控

制信息覆盖和业务数据覆盖分离的超蜂窝网络新架构，为移动通信迈向 5G 开辟了一

条全新的道路。

控制信息覆盖与业务数据覆盖分离的超蜂窝网络新架构

（4）资源环境科学

“青藏高原南部大陆聚合与成矿作用”项目初步揭示了高原南部成矿规律，初步

建立了成矿预测新方法，在雄村等地取得了找矿新突破。相关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

“我国近海藻华灾害演变机制与生态安全”对苏北浅滩和南黄海西部海域绿潮的

早期发展过程开展了精细的多学科调查和研究，确认了浒苔绿潮的源地为苏北浅滩，

该浅滩上的紫菜养殖筏架在浒苔绿潮的形成中起到了“放大器”和“转换器”的关键

作用。

（5）健康科学

“基于系统生物医学基础的白血病临床转化研究”项目在天然化合物冬凌草甲素

靶向特异蛋白治疗白血病的转化医学研究中获得重要进展。该研究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治疗的转化医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阿片类物质精神依赖的神经生物学机制”项目的研究结果改变了病理性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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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理论和治疗模式，为消除病理性记忆及治疗相关疾病提供了新的非药理学干预

手段。

“人类智力的神经基础”项目首次阐明了一种介导多感觉整合的神经机制，将有

助于理解多感觉整合如何通过在神经环路和

突触层面的机制来实现行为学层面的功能现

象，也提示可能存在这样一类实现跨感觉模

态调节的基本神经机制。

“重要病毒的入侵机制研究”项目在国际

上首次发现了肝脏胆酸转运蛋白 （NTCP，钠

离子—牛磺胆酸钠共转运多肽）是乙肝和丁

肝病毒感染所需的细胞受体。

“重要病原菌与宿主相互作用分子机制

的研究”揭示了一条新的病原菌用来拮抗宿

主的防御信号通路。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 Cell 上。

Arf6-EspG-Rab1 蛋白复合物三维晶体结构

乙肝病毒和肝细胞膜上的病毒受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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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病原菌与宿主相互作用分子机制的研究”揭示了一种细菌抑制宿主天然免

疫应答的新机制，指出了一种可能的普遍致病机理，为研发新治疗方法指出新思路。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 Nature Immunology 上。

“基于‘十八反’的中药配伍禁忌理论基础研究”基本揭示了中药“十八反”各

反药组合的致毒、增毒与降效、减效基本特征，较为系统、明确地回答了中药“十八

反”反与不反及其“反”的共性特征与相关物质基础。

“经穴效应循经特异性规律及关键影响因素基础研究”基于前期的研究，进一步

揭示了经穴效应特异性的生物学机制，为针灸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野生型小鼠（WT）和 TRPV2 基因剔除小鼠（KO）经穴处皮肤和结缔组织中的肥大细胞分布

（6）材料科学

“先进金属基复合材料制备科学基础”项目研究了 SiC 颗粒表面改性对其在基体

中分散行为的影响，揭示出 SiCp 表面采用化学方法镀金属 Ni，有利于提高 SiCp 与铝

合金熔体的润湿性，润湿性的提高有利于 SiCp 在合金熔体中的分散。

Ni 包覆纳米 SiCp/2014 铝基复合材料的铸态显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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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医用材料的功能化设计及生物适配基础科学问题研究”研究并制备了新颖

的具有组织适配、力学适配、降解适配的人体可吸收 Mg-Sr 二元合金，Sr 能改善镁

合金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且作为人体微量元素对骨组织的生理活动有重要作用。

 植入不同时间后 a） 小鼠股骨，b）轧态 Mg-2Sr 植入体的 3D micro-CT 扫描

（6）制造与工程科学

“难加工航空零件的数字化制造基础研究”项目成果已应用于运载、能源和国防

行业的关键曲面零件制造，促进了我国先进制造技术水平的提升。

  （a） 航空整体叶轮　　　　  （b） 螺旋桨　　　　　　（c） 叶片

复杂曲面零件五轴数控加工应用实例

“空间飞行器长寿命关键构件制备与服役中的基础问题”项目所开发的新材料及

其制备的零部件（如分离机构卡环、光学机构轴承、传动齿轮等）在空间、环境和化

工领域获得应用，拓宽了锆合金的应用范围，潜在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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锆合金轴承（左）和卡环（右）

（7）综合交叉科学

“复杂条件下飞行器进近可视导航的基

础理论研究”项目围绕飞行器进近可视导航

的重大需求，设计搭建了无人机可视导航系

统，并扩展至多无人机协同可视导航平台，

实现了未知复杂环境的立体重建、显示以及

无人机可视自主飞行。

“城市固体废弃物填埋孕育环境灾害与

可持续防控的基础研究”项目针对城市固体

废弃物填埋处理的关键问题，解决了我国垃圾填埋场三大灾害控制及资源化关键难题。

 无害化治理后的深圳下坪垃圾填埋场

具有可视自主飞行能力的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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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大科学前沿

“人类微 RNA 的调控机制及其在细胞功能与命运决定中的作用”项目发现非神经

细胞向神经元样细胞和功能神经元方向转分化的分子机制，这一成果发表在 Cell 杂

志上，代表了我国在微 RNA 与细胞命运决定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

“手性催化的重要科学基础”项目发展了一类具有 C2 对称性螺环骨架结构的全

新手性配体 SKP 及其高效催化合成方法，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来合成具有重要生理活

性 β- 氨基羧酸衍生物的新催化反应。

手性配体 SKP 用于手性 β- 氨基羧酸酯和手性药物依泽替米贝的绿色合成

“新概念、高效率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物理与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在世界上首次实

现了回声型谐波放大自由电子激光（EEHG）受激放大。该项目还集成了世界第一个两

级级联 HGHG 原理验证实验系统，并首先观测到了第二级 HGHG 的相干辐射信号。

上海深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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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功能体系的定向设计与构筑”项目发现了判断分子筛结构合理性的普适性

新规则，设计合成的新型锗酸镓分子筛 GaGeO-CJ63 被国际分子筛协会收录。

Zn+ 修饰的 ZSM-5 分子筛作为催化剂实现甲烷到乙烷和氢气的光催化偶联反应

专栏 3-1　973 计划支持我国中微子研究占领世界科学最前沿
在 973 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等的支持下，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精确测量到

第三种中微子的振荡几率，该成果被 Science 杂志评选为 2012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之一。

中微子是一种不带电、质量极其微小的基本粒子，共有三种类型，在目前已知的 12

种基本粒子中占了 1/4。中微子有一个特殊的性质，即它可以在飞行中从一种类型转变成

另一种类型，称为中微子振荡。科学家推测，三种中微子之间相互振荡、两两组合，应

有三种模式，其中两种模式已被实验证实。2002 年，日本科学家小柴昌俊和美国科学家

瑞·戴维斯因此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第三种振荡一直未被测定，甚至有理论预言

其根本不存在。

以我国科学家为首的大亚湾中微子研究精确测定了第三种中微子震荡，对于未来中

微子物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为最终解释宇宙中物质远远多于反物质开启了

大门。同时，该研究是以我国科学家主导的基础研究工作首次入选 Science 年度十大进

展，该杂志以“数百名在中国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中工作的研究人员报告了一个模

型的最后未知参数”作为评语，标志着我国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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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2  973 计划从基础研究源头推动生物种业发展
2012 年，在 973 计划持续支持下，我国科学家在多个农业生物基因组和功能基因

组研究中取得突破，对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良生物品种做出了有效支撑。

973 计 划 科 学 家 解 析 了 二 倍 体 棉 花 的 基

因组序列，对于我国棉花全基因组设计育种提

供 前 所 未 有 的 机 遇，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Nature 

Genetics 上。

973 计划科学家完成了对栽培番茄全基因组

的精细序列分析，经过比较栽培番茄和其祖先种

野生醋栗番茄的基因组框架图，揭示了番茄果实

进化的基因组学基础。

在 973 计划的支持下，我国科学家完成了

世界上第一张养殖贝类，牡蛎的全基因组序列图

谱，并发现了牡蛎适应潮间带逆境的重要机制，

对于认识海洋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响应，以及贝类

的分子设计育种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论文发表于

Nature 上。

牡蛎基因组占据 Nature 网站头条报道

番茄基因组测序工作发表在 Nature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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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 计划科学家还完成了甜橙基因组接近全部的解码和基因定位，据此提出了甜橙

起源的新理论，并发现了与维生素 C 大量合成相关的关键基因。

通过基因组分析提出甜橙起源的新理论

专栏 3-3　973 计划对重大专项的实施提供支撑
“中国特有植物和微生物药用活性物质的基础研究”项目完成了抗 HIV 化学一类新药

“FNC”并完成临床前药效学评价。体外药效学研究结果表明，FNC 是一种新型的核苷

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对 HIV-1 有很好的抑制活性。

 FNC 的化学结构式

另外，项目在抗艾滋病一类新药 SJP-L-5 的研究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进一步获

得了 2012 年度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资助，为我国完全自主产权

的新药创制提供了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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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4　973 计划支撑了我国大飞机制造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航空航天用高性能轻合金大型复杂结构件制造的基础研究”项目针对复杂构件激光

直接成形制造的关键瓶颈问题，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在激光成形工艺、材料、装备、标

准及应用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研究成果已在我国大型飞机等多型飞机研制

和生产中得到工程应用，制造周期和成本大幅降低、节省材料 80% 以上，使我国成为迄

今世界上唯一突破飞机钛合金大型主承力构件激光成形技术并实现装机工程应用的国家。

利用激光成形技术制造的超大超复杂飞机钛合金主承力构件

“航空航天用高性能轻合金大型复杂结构件制造的基础研究”项目针对难变形材料复

杂构件成形成性一体化制造的关键瓶颈问题，突破了大型整体钛框类构件等温局部加载

近净成形难题。

难变形材料复杂构件精确塑性成形全过程多尺度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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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5　973 计划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水环境监测无线网络微

传感器芯片系统基础研究”项

目探索了水环境监测关键参数

的新型敏感效应和增敏方法，

发展了微纳加工、集成与封装

新方法，这一成果将推动我

国微传感器及无线网络传感器

系统的发展，对水环境的大面

积、分布式在线监测具有重要

意义。

“湖泊水环境质量演变与

水环境基准研究”以太湖等重

点湖泊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湖泊特征污染物、生物区系、毒性效应、水质基准理论方法

学等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和创新性成果，提出了“国家环境基准战略”，

支撑了国家和地方湖泊应急能

力建设，提升了我国在环境基

准领域的国际地位，成为连接

基础研究与环境管理的纽带。

“气溶胶 - 云 - 辐射反馈

过程及其与亚洲季风相互作用

的研究” 项目建立的中国雾 -

霾数值预报系统移植中央气象

台并稳定运行，对 2012 年秋

季以来我国区域性雾 - 霾发生

与变化做出了较好的数值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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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监测无线网络微传感器芯片系统

中央气象台预报员使用的 CUACE-haze-fog 数值预报系统
雾霾能见度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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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1.项目安排
2012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完成了 2013 年项目的立项评审工作，共立项 77

项，其中 6 个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共立项 67 项（包括纳米研究 19 项，量子调控

研究 8 项，蛋白质研究 13 项，发育与生殖研究 8 项，干细胞研究 8 项，全球变化研

究 11 项）；青年科学家专题试点共立项 10 项（其中纳米研究 5 项，蛋白质研究 3 项，

干细胞研究 2 项）。

图 3-2-1　2013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立项项目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3-2-2　2013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立项项目经费按技术领域分布

2012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 23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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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2012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按技术领域分布

图 3-2-4　2012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按地区分布

图 3-2-5　2012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按单位性质分布

2.经费安排
2012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共投入经费 13.23 亿元。

图 3-2-6　2012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投入经费按技术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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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投入
2012 年，承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科技人员约为 2.01 万人，吸纳了不

同层次的专业技术人员。

图 3-2-7　2012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承担人员按技术职称分布

4.主要成效
2012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共发表发表论文 10 732 篇，其中国际论文 8611

篇，出版专著 1111 万字，申请发明专利 1222 件，授权发明专利 485 件。

2012 年取得的代表性进展和成果如下 ：

（1）纳米研究

“重要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机制与安全性评价研究”项目将核分析和同步辐射技

术等引入纳米毒理学研究，丰富了纳米毒理学研究的方法学。

降低毒性的方法 ：纳米表面化学

“碳纳米管的可控制备方法及规模应用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发展了多种单壁碳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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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管的制备方法，获得了目前国际上最长的（55 cm）碳纳米管。

低比表面积碳纳米管

“纳米测量技术标准的基础研究”项目依托计量型 AFM 纳米测量系统，建立了国

内首台纳米几何结构标准装置 ；通过计量学研究，提高了定值结果的一致性和等效

性，完成线宽、放大倍率等标准样品定值。

“碳基无掺杂纳电子器件和集成电路”项目在国际上率先在单根碳纳米管上构建

了全加法（减法）器、编码（译码）等控制电路以及 D-latch 等时序电路，该电路可

以工作在 0.4V 的电压下。

基于碳纳米管的光电集成电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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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高效利用与替代的纳米催化材料”项目揭示了煤制乙二醇系列催化剂纳

米结构与催化性能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煤制乙二醇第二代催化剂

技术体系 ；实现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替代贵金属纳米催化剂生产环保水性聚氨酯胶

粘剂的产业化。

（2）量子调控研究

“基于光与冷原子的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项目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八光子薛定

谔猫态 ；利用八光子纠缠“簇态”，在国际上首次实验实现了拓扑量子纠错，成果发

表在 Nature 杂志上。

实现拓扑量子纠错实验示意图

“新型量子功能体系的物性表征及其材料探索”项目利用自主研发的国际先进的“高

压－低温－磁场联合测试系统”系统研究了高压对新型铁基硫族化合物超导体的超导转

变温度的影响，为高温超导体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 杂志。

超导转变温度随压力增大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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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电子体系的超敏量子调控”项目在如何探测并调控量子态的局域的微弱

变化取得重大突破，为研制以复杂电子体系为基础的新型多功能电子器件提供新的

途径。

（左）器件的扫描电镜图，（中）局域电场使纳米线的电阻产生巨变，（右）通过两个局域电

场的“开”和“关”组合实现了 4 态信息存储

（3）蛋白质研究

“与重要疾病相关膜蛋白的结构和功能”项目选择了一个经过改造的 TAL 效应蛋

白 dHax3，进行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研究，极大地拓宽了 TAL 效应蛋白在生物技

术应用上的前景。

“植物表观遗传调控及其在重要发育过程

中的作用机制及结构基础研究”项目揭示了小

RNA 的一种新功能，不但给人们对 DNA 双链

断裂修复机理的认识提供了突破性的新概念，

也为药物开发提供了潜在的新靶标。

“生物膜动态变化的分子机理与功能研究”

项目研究结果揭示了乙酰化如何通过修饰细胞

自噬的核心元件从而调控细胞自噬发生这一重

要生物学现象的分子机制，揭示了蛋白质乙酰

化在各自信号通路中的重要性。 

（4）发育与生殖研究

“重要亲源分子对胚层诱导和分化的调控”项目在胚层形成和分化的分子调控机

制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原始创新性工作，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

拟南芥中 diRNA 介导的 DNA 双链断裂
（double strand break， DSB）修复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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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遗传信息稳定传递的分子机理”项目开展了国际上首个无精子症全基因组

关联研究，发现了人类无精子症疾病的重要候选基因，文章发表在 Nature Genetics

杂志。

无精子症全基因组关联结果图

“植物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相互作用的分子机理”在减数分裂的启动、同源染

色体的重组细胞学、联会复合体和重组相关的功能基因鉴定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

进展和原创性成果，达到该领域国际领先水平。

水稻 mil1 突变体生殖细胞不能进入减数分裂

“胸腺的起源、发生、维持与退化”项目发现了凝血酶受体（F2r）调控造血作用

以及内皮细胞向造血细胞的转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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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抑制 F2r-Rho/ROCK 通路促进 EHT 和造血干细胞诱导

（5）干细胞研究

“造血干细胞维持、衰老与再生的调控机制研究”项

目发现小鼠胚胎头部是造血干细胞发育的新位点。该研

究阐明了一个之前遗漏的非常重要的造血干细胞发生位

点，使科研人员可进一步明晰调控血管内皮细胞选择造

血干细胞命运的关键信号。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 Cell 上。

“非整合人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及相关技术用

于 β 地中海贫血治疗的研究”项目通过特殊的手段将一

些干细胞因子导入从病人尿液中分离而来的细胞中，并

通过特殊的诱导培养基培养成功地将病人的尿液细胞诱

导转变为具有功能的神经干细胞。

“干细胞分化与重新编程中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研究”项目揭示出染色质的紧密

程度能调节组蛋白 H3K27 甲基化酶复合体 PRC2 的催化活性，从而影响基因转录，

这有助于解析基因转录调控以及基因沉默的重要机制，相关成果发表在 Science 杂

志上。

小鼠胚胎头部是造血干细胞
发育的新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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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尿液细胞中获得具有应用安全性的神经干细胞

（6）全球变化研究

“末次冰盛期以来我国气候环境变化及干旱－半干旱区人类的影响与适应”项目

研究结果显示即使不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自然因素亦可使当前北半球温暖的全新世

间冰期继续维持 4 万年。该成果为区分自然和人为因素对未来气候趋势的影响提供了

新的依据。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 上。

根据 40 万年前后的环境相似型研究当前温暖间冰期气候的自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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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海陆气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项目发现，亚洲区域

海陆气过程是全球热带大气环流年代际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印太暖池海温增暖时，对应的异常 Hadley 环流（蓝色和红色箭头分别为气候平均和异常

Hadley 环流）分布示意、全球副热带降水、热带太平洋冷舌模态及冷舌指数异常演变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特征及其全球意义”项目在高寒草地的实验研究发现，

土壤呼吸对增温的响应依赖于降雨量。该研究结果揭示了造林（再造林）对深层土壤

有机碳变化的贡献，对深入理解造林（再造林）在全球陆地碳循环中的作用具有重要

意义。

青海海北高寒草地土壤呼吸对增温的响应

（左）不同水分处理 ；（右）2007-2012 年际间土壤呼吸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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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6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为我国节能减排提供科技支撑
“节能领域纳米材料机敏特性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项目在 VO2 贴膜基础研究取得

重要突破的基础之上，在国际上首次采用 Roll-to-Roll（卷对卷）连续工艺试制了幅宽

1.02 米贴膜样品 2000 米。经合作厂家与国外进口产品评测（光谱和节能模型室外实测），

所研发的 VO2 贴膜的高温隔热性能优于进口产品，而且具有智能调控特性，预计售价是

国外产品的 1/2 到 1/5。

（a，b）V1.97Sb0.03O2 纳米颗粒的透射电镜照片和电子衍射花样 ; （c） 宏量制备的

粉体 ；（d） 贴膜的光谱曲线 ；（e） 贴膜的主要性能参数

（a）采用连续式生产方式试制的幅宽 1.02 米智能贴膜样品 ；（b）贴膜样品的节能
效果对比演示系统 ：左侧为贴膜玻璃样品，右侧为普通玻璃，采用同样照度的红

外灯模拟太阳光照射，两相隔房间内温度变化（仪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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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MIP5 多模式模拟试验的气候变化集合预估和归因分析研究”项目精心设计

了数值试验方案，评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和减排贡献。评

估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对气候变暖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与其未来减排承诺是很不匹配的，

也不能实现将增暖遏制在 2 度阈值范围内的目标，未来需要做出更大的减排承诺。这项

研究首次从气候、经济、决策者等多角度综合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

归因问题，也是首次利用复杂模式来研究政策干预下的未来气候变化问题。

两个地球系统模式（左 ：CESM，右 ：BNU-ESM）的 3 个历史实验中模拟的全球
平均 CO2 浓度，辐射强迫和气温

CO2 浓度和 4 组情景下 CESM 和 BNU-ESM 模式模拟和预估的未来气温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