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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2009 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继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全面落实《规划纲要》确定的战略任务，围绕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

口与健康、材料、综合交叉和重要科学前沿等 8 个领域和蛋白质研究、量子调控研

究、纳米研究和发育与生殖研究等 4 个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进行总体部署，并对湖

泊污染等项目进行中期评估，对 2004 年立项的项目进行了结题验收。

（一）项目安排

2009 年，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新立和在研项目共 547 项，其中新立

项目 123 项，在研项目 424 项。

  农业 42 项

  能源 41 项

  信息 41 项

  资源环境 42 项

  人口与健康 74 项

  材料 41 项

  综合交叉 61 项

  重要科学前沿 49 项

  蛋白质研究 37 项

  量子调控研究 26 项

  纳米研究 54 项

  发育与生殖研究 3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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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按领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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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部地区 426 项

  中部地区 68 项

  西部地区 53 项

77.9%

9.7%

12.4%

77.9%

12.4%

图 3-1-2　 973 计划项目（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按地区分布情况

  科技院所 224 项

  大专院校 298 项

  企业 20 项

  其他 5 项

41.0%

54.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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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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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973 计划项目（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按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二）经费安排

2009 年，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财政共投入 26 亿元。

  农业 2.29 亿元

  能源 2.40 亿元

  信息 2.03 亿元

  资源环境 2.37 亿元

  人口与健康 3.20 亿元

  材料 2.13 亿元

  综合交叉 2.35 亿元

  重要科学前沿 2.22 亿元

  蛋白质研究 1.55 亿元

  量子调控研究 1.25 亿元

  纳米研究 2.40 亿元

  发育与生殖研究 1.8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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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计划研究）经费按领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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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院所 11.17 亿元

  大专院校 13.72 亿元

  企业 1.04 亿元

  其他 0.07 亿元

43.0%

52.7%

4.0%
0.3%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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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经费按单位分布情况

  东部地区 20.31 亿元

  中部地区 3.15 亿元

  西部地区 2.54 亿元

78.1%

12.1%

9.8%

78.1%

12.1%

图 3-2-3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经费按地区分布情况

（三）人员投入

2009 年，承担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科研人员为 6.22 万人。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他人员

31.7%

15.4%
7.2%

45.7% 31.7%45.7%

图 3-3-1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承担人员按专业技术职务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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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成效

2009 年，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计划研究）共发表论文 3.9 万篇，出版专著 435

部，申请发明专利 3824 项，授权发明专利 1393 项。

1. 农业领域

“作物高效利用氮磷养分的分子机理”项目通过比较不同磷效率品种的根形态，

分泌物以及根际微生物的差异，基本明确了磷高效大豆对土壤磷高效吸收、利用的

生理机制 , 为确定磷高效吸收的理想根构型奠定了基础。成果发表在 The Plant Journal

上。

“作物应答高盐、低温胁迫的分子调控机理”项目发现了一条由耐盐蛋白 HAL3

介导的光调控植物生长通路，揭示了光调节植物生长的新机制，即光不仅抑制细胞伸

长，同时也通过 HAL3 和 E3 泛素连接酶系统抑制细胞分裂，为研究植物光形态发生

提供了新视角。

OsHAL3 通过募集泛素系统促进细胞分裂调控植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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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蚕主要经济性状功能基因组与分子改良研究”项目通过数据分析，在家蚕和

中国野桑蚕基因组之间共发现 1600 万个 SNP 位点、31 万个插入缺失突变（Indel）和 

3.5 万个基因组结构变异（SV）。是第一次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对家蚕起源进化关系进

行了探究。该成果的完成标志着家蚕已成为走完基因组学研究三部曲的少数代表物种

之一，对发现、研究和应用家蚕重要基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成果发表于 Science

杂志上。

蚕类遗传变异图谱

“水稻重要农艺性状的功能基因组和分子基础研究”项目建立了优质米分子设计

的平台，部分优异组合正在南方稻区参加区域试验。项目在分子设计育种方面取得的

成绩为利用分子手段调控水稻优良性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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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领域

“大规模高效气流床煤气化技术的基础研究”项目针对所提出的多喷嘴对置式水

煤浆气化技术中的基础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完成了大规模气流床煤气化系统

设计软件包；基础研究成果支撑了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和两段分级气化技术

的工业应用，其中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已在国内多家企业应用，并成功向国

外实施了技术许可，这是我国大型煤化工成套技术首次向发达国家出口。

水煤浆气化装置

“重油高效转化与优化利用的基础研究”项目在完成重油高效转化技术中试试验

的基础上，建成了 1.5 万吨 / 年的工业示范装置，并成功运行；研制出了系列重油高

效转化催化剂。项目在深化重油加工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形成了重油高效转化的核

心技术，为实现重油资源的高效转化与优化利用提供了科技支撑。

“提高大型互联电网运行可靠性的基础研究”项目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大型互

联电网分析理论和算法，为防范大面积停电事故和提高大电网安全稳定控制水平奠定

了理论基础；提出了大型互联电网分布式计算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了高效通用的分布

式计算平台，取得了大型互联电网在线一体化仿真技术的重大突破；开发了运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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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估软件平台，为提升电网调度的智能化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关键技术。

国家电网动态安全评估及决策支持系统

3. 信息领域

“需求工程—对复杂系统的软件工程的基础研究”项目通过将自主提出的本体元

建模理论方法运用于语义互操作性管理与服务，形成了 MFI（Metamodel Framework 

for Interoperability）技术体系。并与企业合作，将上述成果应用于软构件资源的注册

与管理领域，获 2009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可视媒体智能处理的理论与方法”项目提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图像合成技

术“Sketch2photo”，可以将用户输入的带文字标签的手绘草图转换成具有真实感的

合成图像。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被法国的互联网数字技术发展组织

Netexplorateur 评选为 2009 年度全球互联网数字媒体领域十个年度奖之一，这是中国

科研成果首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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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草图输入和互联网的图像合成

“表面等离子体亚波长光学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创新性地将表面等离子体引入到

光学光刻领域，提出了超越衍射极限的光学光刻原理和技术方法，在 365nm 长波长

光源条件下，实验得到了 36nm 特征尺寸的任意

光刻图形；提出了表面等离子体面激元辐射模式，

研制成功方向系数优于 1100，口径效率优于 95%

的轻小型天线。

“太赫兹重要辐射源、探测及应用的基础研究”

项目在国内首次完全独立自主地研制出电子回旋

脉塞（回旋管）大功率太赫兹辐射源，完成了工

作频率 0.22THz、0.42THz 等千瓦级以上输出功率

太赫兹辐射源的研制工作。该项研究成果填补了

我国在该频段大功率太赫兹辐射源的空白，也使

我国成为继俄、美、日、德后第五个独立掌握研

制大功率太赫兹回旋管核心技术的国家之一。

4. 资源环境领域

“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污染形成机理与生态修复研究”项目研究了低温与反复冻

融条件对典型污染物吸附解吸的影响，揭示了严寒条件下土壤中 PCBs 的分配和解吸

过程；建立了保持微生物持久高效降解性能的微生物固定化修复方法，解决了野外条

太赫兹回旋管



973计划

031国家科技计划
2009 年度报告

件下引进微生物难以同土著微生物竞争的技术难题。

改
性
前

改
性
后

固定化微生物修复的高效机理

“中国 - 喜马拉雅地区生物多样性演变和保护研究”项目发现了物种间协同进化

及其互利合作系统稳定性维持机制，揭示了种子传播与种子性状的适应进化，提出并

初步验证了能量代谢途径相关基因在不同运动能力的动物中受到了不同的选择压力的

科学假说。

“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控制”项目通过详细的野外考察，掌握

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地震次生灾害分布规律、灾害评估、灾害治理方法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究。

5. 人口与健康领域

“炎症反应的细胞信号转导网络与肿瘤的关系”项目发现受体相互作用蛋白 3

（RIP3）是导致 TNF 诱导下两株细胞选择不同死亡方式的主因，RIP3 是 TNF 诱导的

细胞凋亡与细胞坏死相互转换的分子开关。该研究成果在 Science 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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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3 是导致两株细胞不同死亡方式的关键分子

“肿瘤和神经系统疾病的表观遗传机制”项目证明 LSD1 能抑制乳腺癌的侵袭和

转移，为乳腺癌转移的干预提供了新的可能的分子靶点。证明 NuRD 复合体除具有染

色质重塑 ATP 酶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活性外，还具有组蛋白去甲基化酶的活性，揭

示了组蛋白去乙酰化和组蛋白去甲基化这两种重要的组蛋白修饰在染色质重塑中相互

协调作用的机理，这对认识表观遗传调控的分子机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

LSD1 体内抑制乳腺癌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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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心脏疾病分子机理和干预策略的基础研究”项目对迁移的成纤维细胞中钙

信号 (unpublished) 进行了研究，发现迁移成纤维细胞头部存在着大量微小而短暂的钙

信号事件，即“钙闪烁”现象，证明钙闪烁起着掌控细胞运动的“方向舵”作用。并

进一步提出“钙闪烁引导细胞迁移”的新观点。

钙闪烁引导细胞迁移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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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发现 E3 泛素连接酶

Nrdp1 通过抑制 MyD88 依赖的转

录因子 NF-κB 和 AP-1 的活性并

促进激酶 TBK1 和转录因子 IRF3

活性，进而抑制 Toll 样受体诱发

的促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但增

加了巨噬细胞的干扰素 -β 分泌。

上述结果提示，Nrdp1 同时具有接

头蛋白和 E3 泛素连接酶的功能，

可通过不同的方式调节 TLR 反应。

6. 材料领域

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研究

方面保持了国际领先地位，在材 Nrdp1 抑制促炎症因子产生促进 I 型干扰素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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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器件的实际应用上取得突破。确定了 KBBF 晶体生长基本相图，发明了局域成核

生长技术，扩展了 KBBF 族晶体 (RBBF、CBBF、NBBF)。发展了多标准化的深紫外

固态激光光源，达到了较高功率稳定输出。实现 Ti:Sapphire 激光的全波段 4 倍频谐

波光输出，输出波长范围为 232.5nm~170nm，这对可调谐光电子能谱仪的研制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使用 KBBF-PCT 器件和两步法，实现瓦级的深紫外 193.5nm 激光的

平均功率输出，能为 193 nm 或 157 nm 的光刻技术系统提供全固态对准光源，或作为

ArF 准分子激光的种子光源，有望推动光刻技术的发展。

170~232nm 宽调谐输出装置

高氮不锈钢研究突破了高氮不锈钢生产必须采用特种冶金手段的禁区，实现了常

压下工业生产高氮奥氏体不锈钢（氮含量达到 0.645％），被认为是高氮不锈钢领域

的重大突破。

微生物冶金的基础研究取得创新成果。建立了浸矿微生物专属菌种资源库和浸矿

微生物活性检测的基因芯片方法，初步实现了生物冶金过程微生物的定量分析。为多

家企业的生物堆浸提供了科学支撑与技术指导，使紫金山铜矿生物浸出年处理矿石量

由 30 万吨扩大到 330 万吨，使可利用铜矿品位下降到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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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紫金山铜矿的生物堆浸现场

太赫兹半导体激光器研究获得重要进展。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材料科学重点实验室

通过深入的器件工艺和测试技术研究，成功利用 2006 年生长的超晶格结构材料研制

出频率 3THz（波长 100μm）的量子级联激光器，工作温度达到 65K （占空比 10%）。

标志着我国太赫兹技术研究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发展了多元素填充 CoSb3 电热协同输运的理论预测方法，成功制备出 ZT 值达到

1.7 的（Ba,Yb,La）三元素填充 CoSb3 热电材料。首次提出将 CoSb3 的单元素填充机

理扩展到多元素填充 CoSb3 系统，利用第一性原理系统研究了由碱金属、碱土金属和

稀土金属元素构成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元素共填充的填充行为，从而建立了多元素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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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b3 系统的电热输运理论预测方法。成果对寻找新型高性能热电材料、缩短实验探

索时间和节约成本有着重要意义。并成功制备出热电优值达到了 1.7 的 (Ba,Yb,La) 三

元素填充 CoSb3 热电材料，这种材料具备很好的高温稳定性，非常适合工业应用。该

成果已申请美国专利。

双原子填充 CoSb3 系统的总填充量的

理论计算值和实验值比较

 (Ba,Yb,La) 三填充方钴矿材料的热电优值

专栏 3-1　高温超导体物性和超导机理研究取得系列重要进展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组发现铁基超导体中的大同位素效应。研究表明，铁基高温超导

体同位素效应可能具有和铜氧高温超导体同位素效应类似的物理起源，为普适的高温超

导机理研究开辟新的思路。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组与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组合作，利用自主研制的超高分

辨率真空紫外激光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在欠掺杂高温超导体 Bi2201 中第一次直接观

察到费米口袋，而且在正常态还进一步观察到费米口袋和费米弧的共存。这些研究结果

为理解高温超导体奇异正常态的性质，检验和建立新的理论，提供了关键的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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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 , 在 Bi2201 中观察到费米口袋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组制备出系列掺杂的高质量氧化物超导体 Bi2Sr2-xLaxCuO6 单

晶，并对其进行了高精度比热测量，获得了超导转变熵的变化，第一次从熵的角度，证

明欠掺杂的氧化物超导体不满足 BCS 物理图像 ：在正常态已经有部分电子库柏对存在，

而超导转变则对应相位相干特性的建立。

7. 综合交叉领域

“对地观测数据 - 空间信息 - 地学知识的转化机理”项目建立了导航星座与低轨

卫星联合定轨的“一步法”方法，利用星载 GPS 观测数据作为 GPS 卫星精密定轨的

一个重要数据源，明显改善了 GPS 卫星的定轨精度；通过 Google Earth 作为控制数据

源建立了全球控制点影像数据库，通过多源、多尺度影像的精确配准技术，实现了国

产卫星二级产品定位精度达到 50 米以内的目标，目前，该项技术已经部署到了国产

卫星地面预处理系统中。

“人造纳米材料的生物安全性研究及解决方案探索”项目研究发现 Gd@C82（OH）22

纳米颗粒能够促进巨噬细胞 IL-6 和 TNF-α 炎性因子的分泌以及巨噬细胞的活化，

经纳米颗粒处理的巨噬细胞其吞噬能力和粘附能力显著增强；发现 Gd@C82(OH)22

纳米颗粒能够促进树突状细胞 IL-6、IL-8、IL-10、IL-12 等因子的分泌，能够诱导

树突状细胞的成熟；发现 Gd@C82（OH）22 纳米颗粒可能具有抑制肿瘤细胞迁移运动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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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炼制细胞工厂的科学基础”项目改进了枯草芽孢杆菌全基因组代谢网络，

构建了高质量运动发酵单孢菌基因组尺度代谢网络。

“数值风洞软件系统若干基础问题研究”项目发展了适合多块对接网格的新型特

征对接技术，发展了在有限差分体系中满足定常网格几何守恒律的网格导数守恒算

法，成功地将非线性高阶格式应用于大型翼身组合体等复杂外形复杂流动的计算，建

立了基于模糊测度的三维流场可视特征提取方法以及基于特征的三维流场纹理可视化

方法，解决了 Euler 方程的伴随方程求解问题，建立了无粘伴随自适应方法，并验证

了方法的正确和有效性。

飞机投弹过程的动态非结构网格

8. 重要科学前沿领域

“ 脑 结 构 与 功 能 的 可 塑 性 研 究 ” 项 目 发 现 在 体 外 培 养 的 海 马 神 经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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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处于轴突和胞体树突交界位置的轴突起始段（Axon initial segment, AIS）存在一

个胞浆屏障，对蛋白的自由扩散和主动运输均有选择性的阻碍作用，从而维持膜蛋白

在神经元里的极性转运和分布。这一新颖的机制，对研究神经元蛋白的极性分布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

神经元蛋白极性分布的形成过程

“新型人工电磁介质的理论与应用研究”项目在隐身衣结构设计中引入新的非谐

振结构单元，得到一种覆盖宽频带宽（实验覆盖 13~16 吉赫兹）和引起极小损耗的

结构，并开发出一套先进算法，可以根据应用需要对人工电磁材料及器件系统进行大

规模快速设计。Science，Nature，MIT-Technology Review,Discovery，Physics-World 等

对该项成果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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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段宽带隐身地毯实物及其电场分布图

“高能量密度物理中的若干前沿问题”项目利用上海高功率激光物理国家实验室

的“神光Ⅱ”和日本大阪大学的“Gekko XII”等强激光装置，发现 Si 的 1.84keV 谱

线可能不是天文学家认为的“禁戒”跃迁线，而是另一种伴线跃迁的结果，该跃迁产

生的谱线恰好和天文观测到的“禁戒”跃迁谱线重合。实验结果引起了科学家们的重

视，认为此次实验结果可能会修正人们对致密天体周围物质结构的部分认识。该工作

发表在 Nature Physics 上。

利用强激光装置对黑洞的光电离过程进行实验室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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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蛋白质研究

“蛋白质分离和鉴定的新技术新方法研究”项目完善了高丰度蛋白质去除的多维

色谱系统，包括一套高效液相色谱梯度系统、一套 10 位高压切换阀、多通道检测器

和流分自动收集器等，并优化了系统的参数和性能。理论上去除高丰度蛋白质时总会

伴随着部分蛋白质的损失，但该方法损失率在 5% 以下的较低水平。

基于多维阵列色谱的人肝蛋白质组高丰度蛋白质去除系统的二维色谱图

“蛋白质复合物动态变化的分子机制与功能”项目揭示了 Nudel 和 dynein 在

Lamin B 纺锤体基质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在纺锤体形成过程中，Nudel 可能部

分地以依赖于 dynein 的方式，通过促进 Lamin B 纺锤体基质的组装来调控微管的组

织。这一发现提出了纺锤体组装的新机理，并对纺锤体基质的功能提供了新的线索，

论文发表在 Nature Cell B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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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del 和 dynein 在纺锤体形成和有丝分裂中作用的模型

“具有重大意义的蛋白质及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和功能研究”解析了禽流感聚

合酶 PAN 的晶体结构并揭示一种核酸内切酶的活性位点。研究解析了来自禽流感

H5N1 病毒的 PA 蛋白 N 端 197 个残基（定义为 PAN）的 2.2 Å 晶体结构。这个核酸

内切酶活性位点在流感毒株中的高保守性指示 PAN 是新型抗流感治疗设计的重要靶

点。文章发表在 Nature 杂志上。

PACPB1N 复合物的三维结构

（其中“龙嘴”部位的紫色飘带为 PB1N 端多肽，“龙头”为 PA 亚基 C 端结构与背景为禽流感病毒的
电镜负染图片及病毒颗粒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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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量子调控研究

“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的物理实现”项目在合肥建成了世界上首个光量子电话网。

研制成功量子电话样机，使得量子通信第一次真正展现了它的实用价值。该项成果在

Optic Express 和 Science 上。

合肥市 3 节点链状量子通信网络示意图

 

量子程控交换机光纤量子保密通信终端



044 国家科技计划
2010 年度报告

2010年年度报告

“基于核自旋量子调控的固态量子计算研究”项目成功建立了目前国内唯一可以

同时操控电子和核自旋的实验平台。第一次在真实固态体系中开展独立实验，实现了

最优动力学解耦方案。为用固态材料研制出能在室温下使用的量子计算机奠定了基

础。这是国际上首次通过固态体系实验实现最优动力学解耦。该成果在 Nature 上发

表。

实验采用的样品及实验方法

11. 纳米研究

“具有重要应用背景的纳米超分子组装体的构筑与功能研究”项目在缺位过渡金

属—氧簇的取代反应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项目通过缺位点的导向作用及缺位单元

的降解作用，成功合成了基于二十核取代的纳米团簇，进一步通过配体的空间效应实

现了一维纳米线的构建；通过姜 - 泰勒效应及空间效应的影响，成功合成了新颖的

纳米簇超分子组装体、纳米线及纳米簇单元构建的多孔材料。成功实现了混合金属

( 稀土与主族金属 ) 簇单元的组装并构建了穿插型拓展骨架，合成了具有发光和吸附

性能的空旷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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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簇聚集体、纳米线及纳米簇构建的多孔超分子

基于纳米纳米尺寸稀土 - 主族金属 - 氧簇单元构建的骨架

“硅纳米结构的控制生长及相关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发现通过控制热氧化工艺

（比如氧化时间），可以很好地控制 Si 量子点的尺寸，从而达到精确调控量子点发光

及催化性质的目标；在量子点发光的物理本质研究方面，研究发现具有发蓝光的 Si

量子点具有最强的光催化活性。研究还发现硅纳米线阵列光电极表面经金属纳米颗粒

修饰后，其光电转换效率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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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量子点用 HF 处理前后的发光 铂纳米颗粒修饰硅纳米线光电化学电池制备过程

“基于纳米结构的相变机理及嵌入式 PCRAM 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研制出可能用

于 PCRAM 的新型相变及过渡层或加热电极材料，如 SiSb、GeN 基等；成功建立了相

变材料微观结构原位表征方法，并搭建相变材料超快相变动力学装置；与中芯国际合

作建成了 8 英寸 PCRAM 专用工艺平台；针对芯片研制所需的各单项工艺及其相互集

成的技术进行了优化，初步完成了芯片研制的整个工艺路线。

“导向性纳米载药系统及其在脑部疾病治疗与诊断中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构

建了多种具有脑靶向功能的纳米载药系统；初步研制了多种用于治疗和诊断脑胶质

瘤、老年性痴呆和帕金森病的纳米载药系统；有 1 种基于鼻腔给药的纳米药物已获得

SFDA 的临床批件，另有 1 种纳米药物基本完成临床前研究。

12. 发育与生殖研究

在 iPS（诱导多功能干细胞）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证实了 iPS 细胞的全能性，

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 2009 年十大医学突破。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完全由

iPS 细胞制备的活体小鼠，有力地证明了 iPS 细胞具有真正的全能性，成果发表在

Nature 上，被评论称中国科学家“为克隆成年哺乳动物开辟了一条全新道路”。这项

工作为进一步研究 iPS 技术在干细胞、发育生物学和再生医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技术

平台，将 iPS 细胞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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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ips 细胞培育出的小鼠“小小” 西藏小型猪 ips 系建立流程

完成了猪 iPS 细胞的建立，相关研究成果被 J Mol Cell Biol 杂志接受；另外一项

西藏小型猪（Tibetan miniature pig）的 iPS 系的建立工作同时发表在 J Biol Chem 上。

β-Arrestin1 在斑马鱼造血作用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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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血系统发育方面取得突出进展，发现 β-Arrestin1 通过结合 YY1 及缓解

PcG 抑制作用调控斑马鱼的造血系统。不仅首次揭示了信号蛋白 β-arrestin1 在脊椎

动物造血发育过程中的新功能，还发现了脊椎动物体内调控 PcG 蛋白功能的一种新

机制。相关文章发表于 Cell 上。

维生素 C 可提高人 ips 细胞的诱导效率

研究发现，通过在培养过程中添加维生素 C，可使 iPS 诱导效率提高一千倍至

一万倍。该成果为提高 iPSC 生成效率开拓了一种简便的方法，并且使人们对重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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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机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发现辅助生育技术（ART）中胚胎操作导致子代小鼠发生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

风险性增高，研究成果发表在 Mol Cell Proteomics。

专栏 3-2　973 计划在民生科技方面取得进展

在粮食安全与增产方面，研究者在研究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机理的过程中，长期

坚持大田试验，并将生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原理应用到粮食生产中，大幅度地提高了

耕地的产出率。研究者通过改变传统农事种植节令，充分利用光、热、水等资源，实现

田间作物群落结构时空优化，提出了“天拉长、地拉宽”的种植模式。“天拉长”即优化

作物多样性种植配置，改变传统种植节令，提前或推后播种时间，间作变套作。“地拉宽”

即利用提前种植作物的田块，合理适时套种粮食作物，行距拉宽株距缩小，一亩地种植

两亩的作物，一个生长季节收获两季庄稼，大幅度提高耕地产出率。

研究进一步将基础理论用于指导生产，已大面积推广应用 5 千余万亩，推广应用的

有烟后套种玉米，蔗前套种马铃薯，马铃薯套种玉米等模式，应用结果表明，与传统方

法相比，相同的单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 31% 至 84%，提高土地利用率 1.34 至 1.82 倍。

间作和套作模式下主要病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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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相关性肝病研究方面，首次提出并使用小剂量乙肝免疫球蛋白联合拉米夫定预

防乙肝复发方案，在大大减低费用同时，有效地降低肝移植后乙肝复发率，一年乙肝复

发率从 27.4% 降为 13.5%。

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APL）发病机制研究表明，该病有特异染色体异位

t(15 ；17) 导致的 PML-RARα 融合蛋白，全反式维甲酸能诱导 APL 细胞分化，三氧

化二砷则可选择性诱导凋亡，其作用靶点均为 PML-RARα 融合蛋白，临床研究表明应

用两药联合靶向治疗使初发 APL 成为第一个可治愈的成人白血病，已得到广泛应用。

专栏 3-3　 973 计划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进展

“十一五”期间，973 计划围绕污染物控制，温室气体减排和新能源等方面进行了重

点部署，重大项目的实施取得了重要成果，为我国能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技

支撑。

温室气体减排方面，973 计划前瞻性地部署了温室气体提高石油采收率的资源化利

用及地下埋存方面的基础研究，通过实验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 CO2 提高采收率的潜力评

价方法和筛选标准、CO2 埋存的经济影响因素和潜力计算方法，并建立了初步软件和数

据库 ；建立完善了油藏条件下，油气体系传质和相态特征及检测方法，研究加深了吉林

油田典型油藏的混相条件、动态过程中油气体系传质、CO2 混相与非混相提高采收率机

理研究，为 CO2 驱提高采收率奠定了基础 ；建成了国内首座中试规模台架系统，在 O2/

CO2 燃烧气氛下的煤粉燃烧特性、通用动力学方程数值算法和烟气中重金属元素在线监

测等方面取得进展 ；初步提出了 CO2 驱和 CO2 埋存主要环节防腐、防垢技术路线，对

CO2 输送、注入相态进行预测，并研究提出 CO2 分离工艺和 CO2 现场监测方案，为矿

厂试验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为我国履行 CO2 减排义务，参与国际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行动提供理论与系统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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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CO2 提高采收率机理研究

内燃机燃烧理论方面，研究者提出了“燃烧边界条件与燃料化学特性协同控制理论”

和“燃烧过程路径控制理论”。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多脉冲燃油喷射技术，开发了“快速

混合燃烧室（BUMP）”和“漩流诱导促进后燃速率燃烧室（VICB）”。摒弃了欧美在欧

IV 阶段必须加装后处理器的技术路线，形成了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高密度 - 低温燃烧技

术，不需要后处理器，柴油机自身排放就可以满足欧 IV（国 IV）排放标准，可降低柴油

机成本 30%~50%，同时提高了汽车工作的可靠性。可节油 5% 以上。目前该项目与我

国柴油机龙头企业潍柴动力和玉柴机器等企业合作，已完成原理样机的开发，产品样机

的设计和制造，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将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太阳能电池方面，通过 973 计划的支持，我国已在新型硅基薄膜太阳电池和染料敏

化太阳电池的研究上取得显著进展。两种电池在材料、设备、关键工艺技术和器件制备

上完全实现国产化，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设备和电池制造技术，并逐步进行

两种电池中试技术的研究和中试线的建设。两种电池的研究成功，为进一步推动低成本

太阳电池在我国的实用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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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4　973 计划在气候变化方面取得进展

“十一五”期间，973 计划针对我国气候变化领域的重大科技需求，重点部署了一些

项目，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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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立了

1961-2007 年我国盛夏东部 303 个站点逐日降水事件发生概率的气候学模型，从严格

统计模拟分析的角度把大尺度变暖和我国区域降水气候变化联系起来，为进一步探讨全

球变暖和区域气候特别是气候极值变化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1961-2007 年夏季我国东部南北方温差距平（TD）序列，及低、高 TD 年各地平均无雨期长度之差

“中国大气气溶胶及其气候效应的研究”成功编制完成中国大陆各省市 BC、OC、

SO2、NOx、CO、NH3、VOC 等气溶胶及其前体物的排放清单 ；建立了气态化学 -

气溶胶 - 热力学平衡一体的中国气象局化学天气数值预报系统 CUACE，实现了 SO2、

NOX、NH3、O3，19 个 VOC 物种等多气态物种、以及大气中六类七种气溶胶的数值模

拟，完成了 2008 年北京奥运空气质量保障的实时预报服务工作 ；得到了气溶胶的第一

类间接辐射效应和第二类间接辐射效应的全球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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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气溶胶第一类间接辐射强迫的

全球分布

年平均气溶胶第二类间接效应对大气顶短波

辐射通量影响的全球分布

“我国南方致洪暴雨监测与预测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项目在新的探测基础上提出了南

方致洪暴雨和江淮暴雨的几种类型天气系统结构模型与形成机理演变规律，为更好地做

好这些天气系统的预报提供了理论基础 ；建立了适应我国南方暴雨预报的数值天气预报

模式系统，并逐步在国家级、省级气象预报部门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低涡切变型华南大暴雨的概念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