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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2013 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以下简称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

计划）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在农业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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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叉科学与重大科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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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研究 6 个重大科学研究方向进行了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部署，取得显著 

成效。

（一）973 计划

2013 年，973 计划深入贯彻落实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有关精神，围绕 55 项重点任

务，进一步加强与科技计划上下游的衔接 ；强化支持水稻分子育种、石墨烯、突破光

的衍射极限、超强激光粒子加速等基础研究 ；加大对青年人才的支持，针对 35 岁以

下青年人才的青年科学家专题申报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所有领域 ；加大国际评审力度，

网评中海外专家和千人计划入选者约占专家总数的 20%，复评专家中港澳台地区专

家和千人计划入选者比例约为 15%。上述措施突出了 973 计划的定位，使得计划管

理更加科学、规范，得到了科技界的一致好评。

1.项目与人员安排
2013 年，973 计划共部署项目 119 项（含 A 类项目 4 项），在研项目达到 54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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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2013 年 973 计划立项项目按技术领域分布

注：2013 年立项重大项目 2014 年启动实施，A 类项目 2013 年实施。在研项目包括前期专项 15 项，省部共建实

验室项目 25 项。

图 3-1-2　2013 年 973 计划在研项目按地区分布

图 3-1-3　2013 年 973 计划在研项目按单位性质分布

* 其中包括转制科研单位。

2013 年，承担 973 计划研究任务的科研人员总数超过 6.9 万人。

图 3-1-4　2013 年 973 计划在研项目承担人员按技术职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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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2013 年 973 计划项目承担人员按年龄分布

2.经费安排
2013 年，973 计划共投入经费 28.37 亿元。

图 3-1-6　2013 年 973 计划国拨经费按技术领域分布

3.主要成效
（1）成果统计

2013 年，973 计划在研项目共发表论文 4.1 万篇，出版专著 520 多部 ；申请专利

6600 多件，已获授权 2700 余件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5 项、技术发明一等奖 2

项、科技进步一等奖 6 项 ；培养博硕士研究生 1.7 万余人，优秀中青年人才 180 余人。

（2）领域代表性进展和成果

①农业科学

“作物养分高效利用的信号转导和分子调控网络”等项目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完

成了小麦三个基因组中的 A、D 基因组的测序。我国科学家对于小麦基因组框架图的

构建，标志着我国小麦基因组研究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对于利用生物技术进行小麦

品种的改良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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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基因组中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的集中分布

“玉米大豆高产优质品种分子设计和选育

基础研究”项目通过对 6 个中国重要玉米杂

交组合骨干亲本进行全基因组重测序，建立

了高密度的分子标记的基因图谱，为玉米等

作物的分子设计育种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主要粮食作物高产栽培与资源高效利用

的基础研究”项目使东北春玉米示范区农户

大面积种植密度提高了 400 ～ 800 株 / 亩，并

推动山东省政府大幅减少小麦—玉米生产的

氮肥用量，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作物生产从高

产向高产高效的跨越。

育种过程中玉米基因组变化规律研究



026

年度报告2014

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4

Nature 杂志特邀文章中中国农业的贡献

“主要蔬菜重要品质性状形成的遗传机理与分子改良”项目对 115 个黄瓜品系进

行了重测序，并构建了一个包含 360 多万个位点的黄瓜遗传变异图谱。利用该遗传变

异图谱，科学家证实了黄瓜发源于印度。研究成果发表于 Nature Genetics 杂志上。

黄瓜起源分析

②能源科学

“微藻能源规模化制备的科学基础”项目通过研究，首次确定了影响光生物反应

器性能的敏感性参数（流体在光衰减方向的速率及藻细胞的光暗循环周期），为光反

应器优化和放大奠定了基础 ；项目建立“异养种子——光自养培养”模式并应用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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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油小球藻户外规模培养（80 m2 跑道池），油脂产率 5.22 g/（m2·d），是目前文献报

道的最大规模及最高油脂产率。该项目的研究有望为我国微藻产业化技术瓶颈的突破

提供创新源泉。

微藻生物柴油、微藻固碳、小球藻藻粉生产及藻渣综合利用的一体化策略图

“西部煤炭高强度开采下地质灾害防治与环境保护基础研究”项目结合我国鄂尔

多斯中部煤田（榆横矿区）侏罗—白垩系地层研究，攻克了在这种水文地质条件下的

建井、开拓与高强度采煤水害防治难题，建立了对煤层水防控和利用相结合的综合技

术体系。

左 ：井筒穿越煤层时的出水现象　　　　　　　右 ：掘进迎头煤层的出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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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PM2.5 源头控制技

术的基础研究”项目根据探明的柴油机内碳

烟的表面特征与其生成和氧化过程的关系，

提出利用高岭土抑制煤燃烧时 PM2.5 生成的

方法和机制 ；同时，开发了多场耦合式电袋

复合除尘器，实现了对 PM2.5 的低成本高效

捕集。该项目的实施为有效控制化石燃料燃

烧排放 PM2.5 奠定了理论基础。

“重油梯级分离与高效转化的基础研究”

项目开发的催化裂化汽油加氢改质成套工艺

技术（GARDES 技术）的成功研发和大规模应用对解决我国大中城市因汽车保留量持

续增加而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规模高效液流电池储能技术的基础研究”项目开发出不同规模等级的液流电

池单体电堆和储能系统单元模块，并成功应用于全球最大规模的 5MW/10MWh 液流

电池商业化应用系统。

5MW/10MWh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示意图

③信息科学

清华大学的柴天佑团队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复杂生产制造全流程一体化控制的研究

高岭土减少燃煤 PM2.5 的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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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研发了实现节能降耗的智能运行反馈控制技术，成功应用于重大耗能设备，取

得显著节能降耗成效。

“水环境监测无线网络微传感器芯片系统基础研究”项目深入研究了无线网络微

传感器芯片系统的前沿科学问题，在敏感机理、新敏感方法、水污染检测新型微传感

器、水样预处理芯片、信号检测集成电路、微型能源等方面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首

次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参数水环境监测无线网络传感器浮标系统，在无锡太

湖进行了应用验证，技术鉴定专家组认为“该系统整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其中可测

污染物种类、灵敏度等指标属国际领先。”

水环境监测无线网络传感器浮标系统

④资源环境科学

“三江特提斯复合造山与成矿作用”项目依据复合造山与成矿作用等理论，研究

了复合造山成矿的规律，建立了演化动力学过程，开展了重要远景区和靶区圈定 ；建

立了适合三江高山深切割、植被掩盖地貌的勘察集成技术。成果具有理论探索、技术

创新与指导实践多重意义。

D
A

P
TI

IT
D

A
P

TI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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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T 型 Pb-Zn 成矿带成矿作用

“全球变暖背景下东亚能量和水分循环变异及其对我国极端气候的影响”项目中

提出的年际增量的预测方法不仅适用于东亚气候，还适用于台风、飓风、北大西洋气

候等气候预测。热带相似的预测思想不仅可以应用到提高动力模式对东亚夏季降水预

测，也可能应用到其他地区（如印度季风降水）。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环境行为、毒性效应与控制技术原理”项目建立了神经毒

性引导的环境污染物分析与识别方法（NADA）并应用于实际环境中神经毒性的评价

和具有神经毒性的溴代阻燃剂（BFRs）的分析与识别。

神经毒性导向的筛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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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健康科学

“免疫识别、免疫调节与免疫相关性疾病发生和干预的基础研究”项目对于深入

了解抗病毒固有免疫反应，明确 RNA 病毒与机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寻求治疗病毒感

染性疾病的新途径和研制抗病毒药物的新靶点均具有重要意义。

Siglec-G 负反馈方式抑制抗病毒天然免疫作用机制示意图

“重大心血管疾病相关 GPCR 新药物靶点的基础研究”项目揭示了一种心肌与骨

骼肌中特异性表达的蛋白 MG53 是造成全身胰岛素抵抗和代谢障碍的关键分子，进一

步阐明了 II 型糖尿病的始发机制，为寻找代谢综合征有效防治策略提供了全新的干

预靶点。 该研究 2013 年发表在 Nature 杂志上。 

“基于系统生物医学基础的白血病临床转化研究”项目进一步深入开展冬凌草甲

素（Oridonin）靶向治疗 M2b 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M2b）的临床转化研究，开

发了抗白血病新药冬凌草甲素临床应用制剂，制定并实施冬凌草甲素治疗难治性 / 复

发 M2b 型白血病的前期临床试验方案，获得了 SFDA 的 I 期临床试验批文。

“老年痴呆症的分子机制研究”项目提供了一个研究大脑进化的新视角，有助于

理解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为缓解或补偿老年痴呆症病变大脑中神经损伤提供了

新途径。



032

年度报告2014

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4

Axin 蛋白促进神经前体细胞扩增和神经元的生成

在重要传染病专题中，缺乏准确反映丙肝病理的动物模型是限制 HCV 整个研究领

域发展的重要瓶颈问题。“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防治的基础研究”项目建立了世界上首

个反映 HCV 自然感染史的人源化小鼠模型。为进一步开发抗 HCV 病毒药物和疫苗将提

供关键技术支撑，同时将为我国传染性病毒性肝炎、艾滋合并丙肝感染等诸多重大疾病

防治发挥重要作用。

左 ：HCV 隐匿性感染伴随进展性慢性肝炎和恶变

右 ：首个反映免疫病理进程的 HCV 自然感染小鼠模型

由高福领导的 973 计划研究团队发现，H5N1 病毒 HA 蛋白上 Q226L 氨基酸突变，

是决定 HA 蛋白与禽源还是人源受体结合的关键，并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受体结合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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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分子水平对重要氨基酸突变能够导致 H5N1 病毒在哺乳动

物间获得空气传播能力这一重要现象进行解析，是国际上禽流感跨种传播研究领域的

重要突破。相关文章发表在 Science 上。

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 病毒的野生型和突变型 HA 蛋白分别与禽源和人源

受体类似物结合的复合物结构

在中医理论专题中，“基于微血管病变性疾病的营卫‘由络以通、交会生化’研

究”提出了“孙络—微血管”病变是心脑肾重大疾病和心血管事件链的生物学基础，

通络保护微血管是心脑肾异病同治和阻抑心血管事件链的共性机制，并探索研究了通

心络胶囊、参松养心胶囊、芪苈强心胶囊的药效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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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材料科学

“信息功能陶瓷及其元器件的若干基础问题研究”项目所提出的两段式无压烧结

技术具有创新性和普适性，被国际同行广泛采用，并被评价为是制备纳米晶陶瓷最重

要和有效的技术。

左 ：5nm BaTiO3 纳米晶陶瓷透射电镜图　　右 ：超薄层大容量 BME-MLCC 介质材料扫描电镜图

“先进材料性能与结构演化间关系的现代表征方法及科学问题的研究”项目进一

步发展并提出了可以在纳米尺度上对含有晶体学非等价占位原子的材料进行定量磁结

构的测定的占位分辨 EMCD 方法，并以 BFO/BFO-NFO 纳米柱状多层膜为例，实现了

对其中反尖晶石结构的 NiFe2O4 的占位分辨的定量磁结构的测定。

利用 EMCD 原子占位分辨磁结构的方法对反尖晶石结构的 NiFe2O4 进行检测



035

973计划

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4

“铁性智能材料的高性能化研究”项目以形状记忆、压电和磁致伸缩三类智能材

料高性能化为目标，在智能材料的统一物理模型、准同型相界 MPB 和铁性玻璃态对

三类智能材料性能的影响方面开展研究工作。

⑦制造与工程科学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基础问题研究”项目提出并建立了柔性纳米刷抛光

新原理，研制出系统压力控制精度达到 0.05psi 的超低下压力化学机械抛光多分区下

压力控制平台以及晶圆铜层厚度全局在线测量系统，实现了近于理想的表面加工。这

些技术的进一步集成有望实现亚纳米精度化学机械抛光技术及装备的研制，满足我国

IT 行业发展的需要。

超低下压力化学机械抛光系统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基础问题研究”项目提出并建立了模板约束电场驱

动聚合物流变成形方法和技术，打破了国际上现有纳米压印技术需要大的外部载荷

才能实现纳米结构成形的局限，在近零压力下实现了 80nm 大深宽比结构、100nm ～

10μm 变尺度结构和 15nm 特征结构的可控制造。该技术有可能在部分 IT 领域替代现

行光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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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nm 特征结构的模板约束电诱导成形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基础问题研究”项目建立了 3D 叠层封装的超低超

大跨度快速 n 弧线成形以及超声辅助在界面形成金属间化合物的键合新方法和技术

等。这些技术将支撑 IT 行业封装装备的研发。

项目研制的高密度倒装键合原型装置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基础问题研究”项目研制了超精密主动减振系统，

建立了基于运动模型、自标定分离、非线性对消等测量误差的补偿方法，建立了纳米



037

973计划

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4

精度超精密位移测量技术，系统解决了国产光刻机双工件平台纳米级重复定位精度和

同步扫描重复精度等关键指标的实现难题。

可满足 32 ～ 22nm 线宽电路光刻机装备的工件台样机

“核主泵制造的关键科学问题”项目研发出了具有低应力分布、高界面结合强度

的高性能复合强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和技术，实现了核主泵水润滑轴承耐磨抗蚀抗冲击

关键部件的自主制造，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CAP1400 屏蔽电机核主泵自主研制中取

得示范应用。

基于界面微观起伏与成分梯度结合的界面增强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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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主泵制造的关键科学问题”项目基于自主研发的先进设计理论和方法完成了

CAP1400 核主泵叶轮、导叶等核心水力模型的设计与制造，换算到真机热态工况其

水力效率可高达 86.45 %，已作为 CAP1400 核主泵高效水力模型泵的备选方案。

1 ∶ 2.5 缩尺 CAP1400 水力部件自主设计与制造 ( 左图为叶轮，右图为导叶 )

“核主泵制造的关键科学问题”项目

揭示了辅助叶轮、屏蔽套间隙、飞轮、

轴承间隙等特征区域的流动规律，完成

了屏蔽电机水力损耗及屏蔽套涡流损耗

预测，阐明了剪切流动功耗及定子屏蔽

套涡流损耗对屏蔽电机总损耗的主导机

理，为 CAP1400 核主泵电机容量设计提

供了理论依据。

“超高速加工及其装备的基础研究”

项目初步揭示了超高速加工的机理，发

明了几种典型高速 / 超高速切削刀具以

及新型梯槽阶梯腔轴承和喷液式高速电

主轴在线精密动平衡装置等 ；发展了机

床结合面分级描述理论，提出并建立了
屏蔽电机间隙环流的流动特性及力能效应验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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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机床的设计准则，设计制造了一台高速机床样机。该研究成果可望引领我国高速

机床的进步，解决航空航天大型薄壁件的加工难题。

项目自主研制的五轴联动高速机床

“能源储备地下库群灾变机理与防护理论研究”项目研发出一套多夹层盐岩水溶

造腔新技术 ；建立了我国盐穴储气库设计理论及方法，形成了我国层状盐岩盐穴储气

库设计体系等。

通过正反循环组合控制溶腔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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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微纳制造新方法和尺度极限基础研究”提出并建立了一种通过瞬时调控材

料局部电子状态的新的超快激光微纳加工方法，可大大提高激光的加工效率以及实现

大深径比的微纳加工。

基于局部瞬时电子动态调控飞秒激光加工技术实现 103 ∶ 1( 左 ) 和 150 ∶ 1( 右 ) 深孔加工

⑧综合交叉科学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中的高精度实时运动成像基础研究” 项目开展了高分辨

率对地观测系统中的高精度实时运动成像基础研究，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的高精度实

时对地观测成像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创新源泉。

第二代高精度激光陀螺 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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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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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出了液气

分离的导排、氧环境调节以及基于稳定的增高扩容等方法，为我国填埋场大型集约化

发展指明了方向。

填埋场灾变源调控途径

“大型客机座舱内空气环境控制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项目开发了一种新的模拟

热对流流场的非线性涡粘湍流模型。

真实飞机平台



042

年度报告2014

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4

⑨重大科学前沿

项目“四亿年以来中国陆地生物群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取得了一批原创性成

果 ：获得一批重要的化石新发现，为揭示重要生物类群的起源和早期演化中的重要事

件提供了关键的实证材料 ；发现侏罗纪昆虫和植物协同演化的证据，中新生代动植物

古地理和古气候研究为认识中新生代重要生物环境事件和生物与环境的协同演化过程

提供了新的信息。

项目“惰性化学键的选择性激活、重组及其控制”实现了碳氢键的直接转化 ：深

化了碳氢键交叉氧化偶联，实现了从简单芳烃到具有复杂结构和特殊功能分子的高效

构建。

碳氢键活化新进展

“人类微 RNA 的调控机制及在细胞功能与命运决定中的作用 ”项目从 RNA 研究

角度出发，发现了一条全新的微 RNA 调控细胞重编程的途径，并为神经退行性疾病

寻找到一条新的治疗途径。对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有重要意义。相关文章发表在 Cell

上。



043

973计划

国家科技计划
年度报告 2014

专栏 3-1-1　基础研究助力我国提升对 H7N9 禽流感病毒的应对能力
2013 年 3 月，中国上海（2 例）和安徽（1 例）有 3 位城市居民因感染一种新型禽

流感病毒而患急性进行性下呼吸道感染，引发了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流行，并最终导致

超过 130 例感染，约 40 人死亡。面对新病毒的威胁，我国科学家通力合作、协同攻关，

通过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基因组测序及比对、系统发生分析、结构生物学、动物实验

等多种手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

我国科学家发现该病毒起源于多个重组事件，其 6 个内部基因片段可能来自 H9N2

型禽流感病毒，而血凝素 H7 基因可能起源于鸭子，神经氨酸酶 N9 可能来自野生鸟类。 

同时发现新型 H7N9 病毒能够与禽型受体 (α-2,3 唾液酸 ) 和人型受体 (α-2,6 唾液酸 )

分别结合，可侵染人类下呼吸道上皮细胞、肺泡Ⅱ性肺细胞及其它多种哺乳动物细胞 ；

基因分析发现关键氨基酸的突变增加了病毒与哺乳动物受体的亲和性 ；结构生物学研究

也进一步揭示了上海分离病毒株和安徽分离病毒株同时结合禽型和哺乳动物型唾液酸受

体的分子基础。另外，我国科学家还发现了 H7N9 对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 (oseltamivir)

和扎那米韦 (zanamivir) 的机制 ；并通过雪貂动物模型研究揭示 H7N9 病毒有可能通过

直接接触或呼吸道飞沫在人间传播。

这些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ature、Science、

Lancet 等顶尖杂志上，引起国际广泛关注。我国科学家在 H7N9 流感病毒的基础与临床

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为我国迅速应对和控制这种新发传染性疾病提供了科学支撑，彰

显了中国科学家积极应对新发传染病的能力。

专栏 3-1-2　我国粒子物理研究再获突破
“北京谱仪Ⅲ tau －粲物理实验研究”首次发现了“四夸克粒子”Zc(3900)。2013

年 3 月，我国科学家在 973 计划的支持下，发现了一个新的共振结构 Zc(3900)，随后

一系列的实验证实了这一成果。之前粒子物理学实验只发现两个或三个夸克组成的基本

粒子，而 Zc(3900) 含有粲夸克和反粲夸克且带有和电子相同或相反的电荷，提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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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含有四个夸克，可能是科学家们长期寻找的一种奇特强子。

传统的夸克模型认为介子由一个夸克和一个反夸克组成，重子由三个夸克或三个反

夸克组成，介子和重子统称为强子。然而描述夸克之间强相互作用的理论却并不排除以

其它方式组成的粒子，如夸克胶子混杂态、强子分子态、多夸克态、胶子球等。实验上

对这些奇特强子的寻找从未停止，但由于数据的匮乏和理论的局限，尚不能确定这些粒

子是否真的存在。

针对我国科学家发现的“四夸克粒子”Zc(3900)，国际物理学界高度评价。美国物

理学会主编的《物理》杂志将“发现四夸克物质”列为 2013 年世界十一大物理学突破之

首 ；Nature 杂志发表了题为“夸克四重奏开启物质世界新视野”的文章，强调“找到一

个四夸克构成的粒子将意味着宇宙中存在奇特态物质”；《物理评论快报》发表题为“新

粒子暗示存在四夸克物质”的评论，指出“如果四夸克解释得到确认，粒子家族中就要

加入新的成员，我们对夸克物质的研究就需要扩展到新的领域”。 

 

发现带电类粲偶素粒子 Zc(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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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1-3　973 计划在凝聚态物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立方

氮化硼硬态匹敌金刚石
超硬材料工具在现代加工业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同时提高超硬工具材料的硬度、

韧性和稳定性一直是科学界和产业界的共同追求。2013 年，以燕山大学为首的中外科学家

合成了硬度可以匹敌金刚石的立方氮化硼材料，在国际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家首先建立了多晶共价材料硬化的理论模型，发现在纳米尺度共价材料的硬度应

源于霍尔 - 佩奇效应和量子限域效应的共同贡献 ；随后通过具有类似俄罗斯套娃晶体结构

的洋葱 BN 在高温高压下的马氏体相变，成功地合成出了具有纳米孪晶亚结构的立方氮化

硼材料。该材料的维氏硬度达到 95 ～ 108 GPa，超过了人工合成的金刚石单晶 ；断裂

韧性达到 12.7 MPa m1/2，优于商用硬质合金 ；起始抗氧化温度达到 1294 ℃，高出立

方氮化硼单晶本身 190℃。同时他们还发现纳米孪晶立方氮化硼随孪晶厚度减小能够持续

硬化到 3.8 纳米，突破了大家熟知的材料硬化的尺寸下限（约 10 纳米），为多晶材料硬

化的理论模型提供了实验佐证。

上述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

杂志上。Nature 封面和目录页对

论文进行了导读，导读题目“硬时

代 ：现在立方氮化硼在其极硬态与

金刚石相匹敌”形象而生动地介绍

了该文，同时配发了合成样品的原

图。以美国材料研究学会 (MRS)、

德国国家电台、“美国连线”、《科

学美国人》、《今日纳米》为代表的

众多著名国际学会、媒体和杂志都

进行了专题报道。美国材料研究会

在其 Materials360 科学网站上撰

文“作为切削工具，新的极硬立方

氮化硼挑战金刚石”。

纳米孪晶结构立方氮化硼块材的显微组织（插图为三个

透明的合成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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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2013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继续坚持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围绕纳米研

究、量子调控研究、蛋白质研究、发育与生殖研究、干细胞研究和全球变化研究六个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进行前瞻性部署，鼓励开展创新研究，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

点 ；对 2012 年部署立项的 78 个项目（含 1 个 A 类项目）进行中期评估 ；完成了 33

个项目的结题验收工作。

2013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组织 2006 年以来立项项目完成科技报告的撰写

和提交，在量子调控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启动项目专员制试点工作 ；强化对青年人才

的支持，继续设立针对 35 岁以下青年人的青年科学家专题 ；推进网络视频评审工作，

全文反馈专家意见，现场公布评审结果，严格过程管理。这些措施进一步突出了重大

科学研究计划的定位，使计划管理更加科学，得到了科技界的一致好评。

1.项目安排
2013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完成了 2014 年项目的立项评审工作，共立项 40

个项目和 12 个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在研项目 315 项。

图 3-2-1　2013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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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项目按技术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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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2013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按地区分布

图 3-2-4　2013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按承担单位性质分布

* 科研院所包括转制科研单位

2013 年，承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科技人员超过 2.51 万人，吸纳了不

同层次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年龄 45 岁以下的研究人员超过 80%。

图 3-2-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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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6　2013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承担人员按年龄分布

2.经费安排
2013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投入项目总经费 12.2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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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2013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投入项目经费按技术领域分布

3. 主要成效
（1）成果统计

2013 年，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共发表论文 1.3 万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1

万多篇，出版专著 150 余部 ；申请专利 1700 余件，已获授权 660 件 ；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 9 项、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 ；培养博硕士研究生

5600 人，优秀中青年人才 90 余人。

（2）领域代表性进展和成果

① 纳米研究

“纳米技术改善难溶性药物功效的应用基础研究” 项目采用创新纳米技术成功提

高了口服难溶药的功效，证实高分子纳米载体本身可以跨肠粘膜转运，一批产品进入

CFDA 注册程序。其中，西罗莫司等 2 种纳米制剂已完成全部临床研究和中试生产，

向 CFDA 申请生产批件，有望成为第一个上市的国产口服纳米固体制剂 ；异噻氟定

（创新药）等 2 种纳米制剂，已获得临床批件，正在进行临床研究。

西罗莫司纳米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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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领域纳米材料机敏特性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项目成功解决了无机相变材

料过冷、相分离，有机相变体系热导率低、易燃等应用技术瓶颈，所生产的相变节

能砖产品在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中搭建相变示范建筑，取得了良好的建筑控温

节能效果。在智能红外调控方面，实现了大批量大面积（400mm×300mm）VO2 基

智能调光材料的廉价制备，开发了世界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VO2 智能节能贴膜

产品，为传统塑料遮阳薄膜的升级换代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科

学与技术基础。

大批量大面积 VO2 基智能调光材料的廉价制备

“有机纳米材料在显示器件中的应用及相关原理”项目提出有机半导体的四元设

计原理，设计制备了具有动态自调节功能的智能型光电材料，以其为主体材料制备得

到的磷光发光器件外量子效率达到 16.7% ；项目还提出“磷光光电子学”这一概念，

发展了多种可用于调控磷光半导体材料光电性能的新策略，并发现在电场诱导下磷光

半导体的发光和电学性质能够实现显著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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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N-P=O 共振结构的动态自调整载流子注入与传输平衡的智能有机半导体材料

② 量子调控研究

“基于物质新有序状态的量子调控研究”项目创新性的提出用动力学解耦来直接

实现的量子逻辑门的方案，不仅可以实现各种量子逻辑门的操作，而且这种逻辑门实

施的过程中可以自动具有相干性保护的功能，被操作的量子比特始终都有良好的相干

性及高的保真度，该技术预计可以推广到其它需要动力学解耦来延长相干实际的量子

技术体系中，具有普适意义，为真正意义上的量子计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技术路径。

利用动力学解耦技术进行量子计算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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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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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光量子计算

机求解线性方程组。项目通过发展量子操控技术，成功在一个量子线路中，操控四个

单光子，同时实现了四个量子受控门，并最终实验演示了运用量子计算机求解 2 维的

线性方程组。项目对实验结果进行 Tomography 分析，计算得到输出结果的保真度最

高可达到 99.3%。

线性方程组量子算法的线路

“极端条件下量子输运的研究和调控”项目开

创性地搭建了光学兼容超高真空低温扫描隧道显

微镜系统，该系统可以同时进行扫描隧道显微镜

和原子力显微镜的测量并与光学兼容 ；首次实现

了在单分子尺度上可控成键和断键动力学过程，

揭示了分子的电子结构在化学反应过程中的演化，

为研究单分子的超快动力学过程打下基础 ；项目

还发展了独特的制备和表征拓扑绝缘体、MoS2、

TiO2 层状纳米结构的新方法。

③ 蛋白质研究

“与重要疾病相关膜蛋白的结构和功能”项

目 在 国 际 上 第 一 次 解 析 一 种 古 细 菌 的 早 老 素
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中的电子对乙酰

硫进行选择性断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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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nilin）同源蛋白的晶体结构，揭示了该类蛋白全新的折叠方式，推近了人们对

阿尔兹海默症致病机理的认识和理解，也为之后基于晶体结构的药物设计和筛选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早老素同源蛋白的晶体结构

“细胞生长调控的重要蛋白质群的功能与作用机制”项目利用针对 Wnt 信号通路

的报告基因筛选系统，发现小分子 HLY78 能协同激活 Wnt 信号通路。该研究揭示了

一种全新的 Axin 自抑制模型，并且发现的小分子 HLY78 可以作为工具药，为研究

Axin 功能以及 Wnt 信号传导调控，提供了有力手段。

小分子 Hly78 解除 Axin 自抑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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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因密码子扩展的蛋白质标记新方法”项目通过基因密码子扩展，实现

在原核和真核细胞以及植物中编码具有光点击活性的非天然氨基酸丙烯酰赖氨酸

（AcrK），并利用光点击化学反应在大肠杆菌细胞中实现了细胞骨架蛋白 FtsZ 的活细

胞标记。同时在模式植物拟南芥中实现了基因密码子的扩展，这为利用基因编码非天

然氨基酸结合光点击反应研究植物微丝骨架的动态组装机制奠定了基础。

在模式植物拟南芥中实现了点击化学的基因密码子扩展

④ 发育与生殖研究

“雌性生育力维持调节机制研究及生殖资源库建立”项目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对

单个卵细胞的高精度全基因组测序。项目通过对卵细胞成熟、受精过程出现的独特的

结构——极体的全基因组测序推断出在受精卵中母源基因组的情况，从而能排除染色

体异常的胚胎，选择出一个正常的胚胎进行移植。这项技术有可能将试管婴儿的活产

成功率从目前的 30% 提高到 60%，是辅助生殖的一项里程碑式工作。

利用单细胞测序筛选健康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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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神经发育基础研究”项目阐明了遗忘在认知和记忆中

的重要作用，打破了传统观点认为的遗忘是一种被动发生的过程，并第一次提出主动

遗忘的新概念。项目在新药创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具抗抑郁功能中药小分子单体

CX123 已获得日本和欧盟等的专利授权，并获得 SFDA 批准进行 I、 II、III 期临床研

究，目前正在开展 I 期临床。

抗抑郁症一类新药 ：奥生乐赛特（CXZ-123）示意图

“上皮组织的形成、更新及其调节机理”项目发现并命名了一个调控 T 细胞发育

和活化的新分子，并且阐明了其在信号传导中的作用，获得了国际同行专家的高度评

价，被认为将改变人们对 T 细胞发育机

制的原有认识。同时，项目组分离鉴定

了特异分子 Survivin，初步阐明了其在

肝脏上皮细胞癌化及肝干细胞再生中的

作用机制，为肝癌的预防治疗提供了新

策略。

“雌性生殖细胞减数分裂的分子基

础”项目发现一种 CRL4 的蛋白质复合

体，对维持卵子的活性至关重要。项目

从分子机制上揭示了维持雌性生育能

力、延缓女性更年期的新机制，为了解

卵巢早衰、妊娠失败等女性不孕不育疾

病的病因提供了全新的认识。发现一个 T 细胞发育的重要调节

因子并阐明了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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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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首次证明了 5hmC 和 Tet1 参与了传统 iPS

诱导（OSKM）过程中核心多能基因 Oct4 的去甲

基化和表达激活，并发现通过四倍体囊胚补偿可

以获得完全由体细胞重编程（TSKM） iPS 细胞发

育来的小鼠。TSKM iPS 细胞的甲基化和羟甲基化

水平更接近于胚胎干细胞（ESC），表明 TSKM 诱

导可能通过提高 DNA 羟甲基化降低 iPS 细胞的致

癌风险。这为提高 iPS 细胞应用的安全性提供了

重要途径。

Cell Stem Cell 封面文章以帆船和航海图为寓

意蓝本，用以阐述 Tet1 催化的 DNA 修饰转变，

对于体细胞重编程的促进作用

“人多能干细胞向胰腺 β 细胞和神经细胞定向分化的机制研究”项目首次证明小

鼠体细胞重编程可由调控分化的基因完成，

项目在此基础上提出细胞命运转变的“跷跷

板模型”，这一发现改变了向目标细胞状态

的转变需要用在目标细胞状态中高表达的因

子的诱导的这一传统观点，为研究细胞命运

转变提供了新视角，重新认识了细胞重编程

和细胞命运决定的机制。

⑥ 全球变化研究

“亚洲区域海陆气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在

全球变化中的作用”项目建立了一个基于北

大西洋涛动（NAO）的北半球气温（NHT）

预测模型，该模型对 1917—2011 年期间的

NHT 变率有很高的回溯预报效果。基于该模

细胞命运转变的“跷跷板模型” Cell 封

面文章细胞命运决定的“跷跷板模型”

细胞命运转变的“跷跷板模型” Cell 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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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预测表明，由于最近 10 多年 NAO 的减弱可以部分抵消人类活动引起的增暖，未

来 10 ～ 20 年的 NHT 可能会轻微的下降，这项研究对于认识大气环流自然变率对全

球气温的影响以及对气温的年代际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a）NHT（红线）和两组用 NAO 信号后报的 NHT（1976—1991 蓝线和 1996—2011 黑线）

（b）NHT（红线）、模型拟合的 NHT（蓝线）和预测的 2012—2027 的 NHT（红色点）

细胞命运决定的“跷跷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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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印度洋对全球变暖的响应及其对气候变化的调控作用”项目预估了热带

印度洋海洋—大气耦合的主模态对全球变暖的响应特征，揭示了在温室气体增加背景

下热带印度洋，太平洋部分海流变化的特征和物理机制，发现了过去 700 年热带太平

洋 ENSO 模态的强度变化的主要特征。项目的研究成果提升了海洋对全球变暖响应与

气候反馈过程和机理的认识水平，加强了我国在海洋与全球变化这一关键科学问题的

话语权。

ENSO 振幅的年代际变化信号（第 1 行）以及各地区遥相关的年代际变化信号（第 2、3、4 行）

“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变化

及其影响”项目首次进行了干旱半干旱

区温度变化的检测归因 ；分析了全球干

燥度及干旱半干旱区面积对全球变暖的

响应，发现未来全球干燥度将普遍增加 ；

建立了适用于中国干旱半干旱区域卫星

遥感反演陆地蒸散模型，对我国干旱半

干旱区生态脆弱性进行了评估。研究工

作增强了中国科学家在全球变化研究中

的竞争力，为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行动提

供科学依据。 我国生态脆弱性指标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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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2-1　我国科学家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单原子 / 单分子尺度的精确量子表征、检测及其在量子调控中的应用”项目在三维

拓扑绝缘体薄膜的外延生长和量子现象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 ：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

在不同单晶衬底上高质量拓扑绝缘体薄膜的分子束外延生长动力学，为理论预言的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巨热电效应和激子凝聚等效应的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 ；2013 年，项目

在磁性掺杂的拓扑绝缘体中发现零磁场下的反常霍尔电阻达到了量子霍尔效应的特征值，

从而首次从实验上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美国物理学家霍尔于 1880 年发现反常霍

尔效应 133 年后终于实现了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是我国科学家从实验上独立观测到的一个重要物理

现象，也是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科学发现。这些基础研究工作具有突破性的意

义，为拓扑绝缘体这种材料走向应用奠定了基础。这些工作极大的推动了整个拓扑绝缘

体领域的发展，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关注，使我国迅速成为目前世界上进行拓扑绝缘体

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专栏 3-2-2　用小分子化合物诱导体细胞重编程为多潜能干细胞
“人多能干细胞向胰腺 β 细胞和神经细胞定向分化的机制研究”项目研究团队使用

四个小分子化合物的组合对体细胞进行处理，成功地逆转了其“发育时钟”，实现体细胞

的“重编程”。使用这项技术，他们成功的将已经特化的小鼠成体细胞诱导成为了可以重

新分化发育为各种组织器官类型的“多潜能性”细胞，并将其命名为“化学诱导的多潜

能干细胞（CiPS 细胞）”。成果发表在 Science 杂志上。

人类一直在寻找方法让已分化的成体细胞逆转，使之重新获得类似胚胎发育早期的

“多潜能性”，并将其重新定向分化成为有功能的细胞或器官，应用于治疗多种重大疾病。

此前，通过借助卵母细胞进行细胞核移植或者使用导入外源基因的方法，哺乳动物体细

胞被证明可以被进行“重编程”获得“多潜能性”，这两项技术共同获得了 2012 年诺贝

尔生理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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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成果则开辟了一条全新途径，仅使用小分子化合物这样一个简单的手段就能

够诱导体细胞的重编程。这个新方法摆脱了以往技术手段对于卵母细胞和外源基因的依

赖，避免重编程技术进一步应用所遭受的一些质疑，例如破坏胚胎或基因突变风险等。

这项研究提供了更加简单和安全有效的方式来重新赋予成体细胞 “多潜能性”，是体细胞

重编程技术的一个飞跃，这为未来细胞治疗及人造器官提供了理想的细胞来源，给未来

应用再生医学治疗重大疾病带来了新的可能。

嵌合的小鼠胚胎，几乎完全由“化学诱导的多潜能干细胞”

来源的细胞（被用红色荧光标记）所构成

这只名叫“贝贝”的嵌合小鼠的出生意味着用化学方法将成体细胞重编程得到的

“多潜能干细胞”具有和“胚胎干细胞”同样的分化发育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