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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指为提升探索未知世界、发

现自然规律、实现科技变革的能力，由国家统筹布局，依

托高水平创新主体建设，面向社会开放共享的大型复杂科

学研究装置或系统，是长期为高水平研究活动提供服务、

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公共设施。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辐射带动和产业集聚效应，可以通过技术溢出促

进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科院是设施建设和运行的主要

力量，近年来，中科院逐步加大设施关键核心技术研制力

度，发展了一批共性关键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

技术，解决了若干影响产业发展瓶颈的科学问题，填补我

国相关领域的空白。同时，加快了成果转移转化，为新兴

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升级提供支持，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一年，我们梳理了依托中科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研

制的关键核心技术清单，并委托第三方进行分析遴选，筛

选出 44 项较为成熟的技术。少量关键核心技术已开始探

索产业化应用，大部分还有待进一步宣传推广。

为了更好地展示和推广这些关键核心技术，我们将这

44 项技术编印成册，以供科技工作者、相关部门和企业

等参考。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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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跨度、超高精度、超强耐疲劳

性主动变位工作模式的索网结构  

基于卫星定位 / 惯性导航 / 激光测距

的 FAST 馈源支撑融合测量系统  

力学安全评估系统  

FAST 刚柔并联机器人高精度定位技术  

基于对向互瞄技术的 FAST 基准网

自动化监测系统  

高压大电流电磁兼容滤波器 

光抽运小铯钟研制  

重离子治癌研究及装置研发  

重离子微孔膜产业化关键技术  

重离子束诱变育种关键技术及应用 

辐照加工用电子加速器  

国产紧凑型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  

7T 高场核磁共振超导磁体技术  

虚拟地面站系统 

多源卫星遥感数据 RTU 产品快速

生成技术及系统

大口径高阈值衍射光栅  

基于激光束和电荷耦合器件的位置

准直系统  

恶劣条件原子分辨成像技术、组合

显微成像技术 

大口径高场超导磁体技术  

磁合金材料加载的宽带高频系统

同步加速器大功率动态电源

治疗头扫描电源

高信噪比光学编码闪烁体成像仪  

高梯度加速技术  

先进波荡器技术  

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  

大面积闪烁体热中子探测器阵列  

基于水下缆控潜器（ROV）的原位

探测与取样技术  

大口径多程放大及传输控制关键技术

高分辨率多维观测航空遥感技术

大气多污染物同化再分析技术

智能特征流场可视化技术

大面积硅光电倍增管（SiPM）相机

高精度多节点时钟分配系统

数字束流位置测量处理器

硅通孔技术工艺 X 射线像素阵列探测器

高品质因数 1.3 GHz 9-cell 超导腔

高性能大尺寸磁合金环研制和高梯度、
宽频带、快响应磁合金加载腔高频系统

嵌套组合超导磁体技术

高功率加速器超导直线加速器

燃气轮机燃烧室富氢燃料喷嘴设计

激光干涉单分子定位超分辨成像技术

光纤时间频率传递技术

增强型罗兰差分授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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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依托设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研制完成时间 ：2015 年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是我国天文学

家利用贵州天然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自主创新设计

建造的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2016 年 9

月落成启用，2020 年 1 月通过国家验收。项目法人单位为

国家天文台，建设地点为贵州省平塘县。

设施简介

500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

主动反射面是 FAST 的三大自主创新之一，其

核心是反射面的主动变位功能，即要求反射面在观测

过程中实现由球面到抛物面的连续变位。FAST 反

射面的主要支撑结构为索网结构，利用索网结构的弹

性变形实现主动变位。FAST索网是世界上跨度最大、

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变位

工作模式的索网体系。

关键核心技术

超高耐疲劳性能的钢索结构，在

200 万次循环加载条件下的疲劳

强度可达 500MPa，在国际范围

内尚无先例；

首创恒温室“毫米级”索长调节装

置及方法，达到索长精度 ±1mm，

相对于行业标准（15mm）是量级

的提升。

主要技术指标

高精度索结构生产体系推动了我

国索结构工业向精细化发展的

转变，该生产体系已经在新疆

伊 犁 皮 里 青 河 桥、 印 度 STAR 

BAZZR 斜拉桥等项目中得以应

用。超高耐疲劳性能的钢索还在

摩天轮辐射索、体育场馆及航空

母舰弹射索等一些特种领域有良

好的应用前景。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刘娜    /    邮箱 ：nliu@bao.ac.cn    /    电话 ：15010364936

超大跨度、超高精度、超强耐疲劳性
主动变位工作模式的索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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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依托设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研制完成时间 ：2019 年

实现了远距离、非接触、高采样率条件下

5mm 的动态测量精度；

实现 FAST 馈源舱全天候测量，将望远镜每

天工作时长从采用激光测量手段的 10 小时提

高到 23.5 小时，使 FAST 运行效率提高一倍。

主要技术指标

该项目的研究催生了惯性导航与卫

星定位、激光测距深度融合的研究

方向，提升了自主、高精度、全天

候测量水平，可在其他射电望远镜

中推广应用，也可推广至准静态、

缓动载体的连续精准观测。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刘娜    /    邮箱 ：nliu@bao.ac.cn    /    电话 ：15010364936

基于卫星定位 / 惯性
导航 / 激光测距的
FAST 馈源支撑融
合测量系统

FAST 馈源舱的测量精度直接影响

望远镜的指向精度，馈源支撑测量系统

受气象条件制约，其可测量时段决定着

望远镜的运行时间。针对馈源支撑测量

的特殊需求而开发的馈源支撑融合测量

系统创造性地将卫星定位、惯性导航和

激光测距等多种测量技术融合，实现了

全天候、大尺度、高精度、高采样率的

馈源支撑系统动态测量，是世界大型射

电望远镜测量技术的重大突破。

在 FAST 望远镜工程建设中，开发

了基于力学仿真技术的索网实时安全评

估系统。该系统从强度、疲劳等方面建

立望远镜对各类故障和误操作容忍度的

判断准则，解决了复杂耦合结构的实时

安全评估难题，实现了对索网结构安全

状态的实时评估，可对索网异常和安全

问题进行预警，为 FAST 索网结构的安

全运行提供了保障。 依托单位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依托设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研制完成时间 ：2018 年 

该系统开创了解决复杂结构安全评估问题的新

思路，是利用力学仿真技术开展实时安全评估

及预警在天文领域的首次应用。该技术有望应

用于在关键部位布设高精度传感器的各种复杂

结构的安全评估中。

准确性：通过 FAST 索网结构力学

模型计算得到的索力数据与实测数

据误差在 5% 左右；

实时性：单次评估时间降低到 10s

左右，满足了安全评估系统的实时

性要求。

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或潜在应用

力学安全评估系统

联系方式         姓名 ：刘娜    /    邮箱 ：nliu@bao.ac.cn    /    电话 ：15010364936



5 6

技术创新推广目录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联系方式         姓名 ：刘娜    /    邮箱 ：nliu@bao.ac.cn    /    电话 ：15010364936

依托单位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依托设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研制完成时间 ：2017 年 

FAST 馈源支撑系统创新地采用世

界上最大跨度柔性并联机器人和刚性 6

自由度并联机器人，构成两级调整机构，

实现了馈源均方根 10 毫米的高精度定

位。该系统突破了射电望远镜传统的刚

性支撑模式，将原本千吨的平台重量降

到了 30 吨，同时减少了对射电望远镜

接收无线电波的遮挡，是世界大型射电

望远镜建造技术的重大突破。

FAST 刚柔并联机器人高
精度定位技术

600m 跨度索并联机器人牵引 30 吨馈源舱在

140 ～ 180 米高空、207 米口径球冠状焦平面上

实时运动，与馈源舱内的刚性并联机器人共同实

现在 4m/s 平均环境风速下优于 10mm 的馈源高

精度定位。

主要技术指标

索并联机器人的研究成果有望应用

于航天试验装置和人体助力装置等

重要领域。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刘娜    /    邮箱 ：nliu@bao.ac.cn    /    电话 ：15010364936

FAST 望远镜基准网由均匀分布在

望远镜台址内的 23 个基墩组成，是望远

镜测量和控制的位置基准，其测量精度是

保证望远镜高精度运行的基本条件。基准

网空间跨度大，野外大气环境对激光测量

精度影响显著。为此研发的基于对向互瞄

技术的基准网自动化监测系统首次提出

并实现了全站仪并行同步对向组网观测，

最大限度的提高测量精度和效率，实现了

自动化的三维精密基准网测量。

基于对向互瞄技术的 FAST
基准网自动化监测系统

依托单位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依托设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研制完成时间 ：2017 年 

基准网测量精度在 500 米尺度优于

1mm；

测量效率由原来人工测量的每次 2

个月提高到每次 10 分钟。

主要技术指标

该技术为大尺度的精密工业控制测量及变形监

测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可用于水利工程稳定

监测等。

应用或潜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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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依托设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研制完成时间 ：2018 年 

为了对供电变电站进行全面电磁屏蔽，FAST

团队研制了安全稳定、高插入损耗的高压进线电磁

兼容滤波器。该滤波器的主要部件是以烧熔陶瓷为

介电材料的高压穿心电容和采用磁环嵌套方式的大

容量穿心电感。该滤波器具有体积小、局部放电小、

运行安全、长寿命等特点。

高压大电流电磁兼
容滤波器

高压滤波器属于电磁兼容及电磁

屏蔽相关领域，目前电磁屏蔽市

场尚无此类相关产品和技术。高

压滤波器可广泛应用于对电磁屏

蔽 有 较 高 要 求 的 电 磁 屏 蔽 变 电

室、保密室供配电室等场景。

工作电压：工频电压有效值 10KV；

最大工作电流：工频电流有效值 400A；

滤波器最大压降：1V；

最大耗散有功功率：8.5 W。

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刘娜    /    邮箱 ：nliu@bao.ac.cn    /    电话 ：15010364936

长短波授时系统主要由时间基准保持系统、授时发播控制系统、BPM 短波授

时发播台和 BPL 长波授时发播台组成，主要承担我国标准时间（北京时间）的产生、

保持和长短波授时发播任务，项目法人单位为国家授时中心。BPM 短波授时发播

台于 1970 年建成并试播， 1981 年经批准正式发播我国标准时间和标准频率信号。

大功率长波授时台于 1983 年建成并开始执行国家授时任务。BPL 长波授时精度

为微秒量级，长波授时台的建成使我国陆基无线电授时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长短波授时系统

设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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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姓名 ：赵晓辉    /    邮箱 ：zhaoxh@ntsc.ac.cn    /    电话 ：18682915986

针对我国标准时间建立、武器装备、

信息化作战和导航定位，以及经济社会

运行对小铯钟的迫切需求，解决国家时

频技术“卡脖子”问题。十余年来，国

家授时中心研究团队围绕小铯钟国产化、

性能指标提升和工程应用，论证设计了

基于原子态激光抽运和激光检测的新型

小铯钟方案，突破了激光参数精密控制、

原子荧光高效探测等关键技术，实现了

目前国际唯一的光抽运小铯钟产品。

依托单位 ：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

依托设施 ：长短波授时系统      

研制完成时间 ：2019 年

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或潜在应用

该光抽运小铯钟产品，在国家重大工程和国民

经济重要领域得到应用，打破了国外的长期技

术封锁和产品禁运。目前已成功应用于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长短波授时系统等国家重要系统

工程。同时，该产品也应用在国家通信、电力

和交通等重要领域，为国家经济基础设施的自

主建设和安全运行提供了保障。

频率准确度：优于 ±5.0E-13;

频率稳定度（阿伦方差）：

≤ 5.0E-12/1s

≤ 3.5E-12/10s

≤ 8.5E-13/100s

≤ 2.7E-13/1000s

≤ 8.5E-14/10000s

≤ 2.7E-14/1d

光抽运小铯钟研制

关键核心技术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中高能重离子综合研究平台，可开展重

离子物理及其交叉学科研究，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法人单位为近

代物理所，建设地点为甘肃省兰州市。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由三代大科学工程发展

而成，分别是 1958 年启动建设的 1.5 米回旋加速器、1979 年启动建设的大型分

离扇回旋加速器和 2000 年启动建设的冷却储存环工程。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

设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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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19 年

离子类型：12C6+；

最大能量：400MeV/u；

剂量率：1 GyE/min；

束斑定位精度：±1mm ；

剂量均匀度：95%；

扫描面积：20×20cm2；

源皮距：>5m；

束流强度：2×10E6 pps ～ 1×10E9 pps 

治疗模式：主动扫描 (>1 cm/ms)、被动适形；

治疗终端：水平治疗终端、垂直治疗终端、水平
和垂直联合治疗终端、45°治疗终端。

主要技术指标

通过开展重离子治癌研究及装置

研发，实现了从重离子加速器大

科学装置到最大型高端医疗设备

的跨越，可打造集“肿瘤精准治

疗、高端装备制造和运行维护服

务”于一体的新产业。目前，首

台国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碳离

子治疗系统已正式投入临床应用，

疗效显著，运行稳定；正在建设

的碳离子治疗系统已达到 6 台。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李国宏    /    邮箱 ：ligh@impcas.ac.cn    /    电话 ：18509316520 联系方式         姓名 ：胡林刚    /    邮箱 ：Hulingang@impcas.ac.cn    /    电话 ：18509312651

重离子治癌研究
及装置研发

重离子束具有深度剂量分布倒转和

相对生物学效应高等独特优势，重离子

放疗被誉为尖端、精准、高效和安全的

放疗技术，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最

大、最先进的高端医疗器械之一。依托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近代物理所长期

开展重离子治癌基础及技术研究，解决

了重离子治癌的多个重大关键科学问题，

突破了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成功研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碳离子治疗系统示

范装置。

重离子微孔膜，又称为“核孔膜”、“核

径迹蚀刻微孔膜”和核微孔等，是精密的

筛分材料。利用重离子加速器辐照产生的

重离子微孔膜，兼具孔径均匀、孔径大小

可控、过滤速度较高、截流特性好、化学

稳定性好等特性，可更高效地服务于医药、

食品饮料、化工、电子、能源及环保等领域。

重离子微孔膜产业化
关键技术

依托单位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20 年 

在大气条件下辐照，一次辐照 6 层，    

每小时可辐照生产上万平米核孔膜；

孔径范围：0.22-40 μm        ；

孔密度范围：每平方厘米 1~109 个；

膜厚：5-120 μm        。

主要技术指标

在兰州建成了重离子微孔膜产业创新研究平

台，主要开展重离子微孔膜的应用研究、生产

研发和产品检测；在惠州建成了科近离子膜材

料研究院，主要进行重离子微孔膜水处理工艺

和设备研制。通过与企业合作，近代物理所陆

续开发出重离子微孔膜精密输液器、药液过滤、

细胞过滤、生物检测、防雾霾纱窗、开水过滤器、

高效民用防护口罩、水处理设备等系列产品。

应用或潜在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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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重离子束作为一种新型诱变因素已发展成

为高效的物理诱变技术，能够以相对较低的照射剂

量诱导更广谱表型的突变，其突变效率高于 X 射线

和 γ 射线等，同时不存在突变基因安全性问题，具

有突变效率高、突变谱广、稳定周期短的特点。依

托高能重离子束诱变育种平台，能够创制植物新品

种及微生物新菌株。

依托单位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21 年 

该技术已服务于国内 50 余家科研单位。应用

高能碳离子束辐射诱变小麦、水稻、中药材、

花卉等多个物种，构建突变资源库，获得了 6

个植物新品种及 10 个中药材新品种。高能重

离子束诱变技术已经在 20 余种微生物（细菌、

真菌、微藻等）诱变选育中得到了成功应用，

并且实现了黑曲霉等 2 项高效菌株创制及其发

酵工艺的技术转让。

在大气条件下辐射，单次换样可完

成 160 个样品辐射；

照射均匀性约 90%；

可实时监测重离子束的照射位置和

均匀性；

样品承重 4kg。

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或潜在应用

重离子束诱变育种关键技术及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张录卫    /    邮箱 ：zhanglw@impcas.ac.cn    /    电话 ：18509312703 联系方式         姓名 ：张子民   /    邮箱 ：zzm@impcas.ac.cn    /    电话 ：18509316616

依托单位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14 年

辐照加工用电子加速器

DG 系列：

1. 能量范围：0.5MeV ～ 2.5MeV

2. 电子束最大束流：150mA

3. 能量稳定度：≤ ±2%

4. 束流稳定度：≤ ±2%

5. 扫描不均匀度：≤ ±10%

电子帘加速器：

1. 能量范围：80keV ～ 150keV

2. 束流范围：0 ～ 400mA

3. 能量稳定度：≤ ±2%

4. 束流稳定度：≤ ±2%

5. 电子束不均匀度：≤ ±10%

同轴腔加速器：

1. 能量范围：2 ～ 10MeV

2. 最大束流：10mA

3. 电子束功率：100kW

4. 频率：107MHz

5. 运行模式：CW/pulsed

6. 转换效率：～ 35%

主要技术指标

DG 系列电子加速器，其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了

国际同类电子加速器产品的最好水平，为国内辐

照加工企业选择加速器设备提供了新的机会，可

用于材料辐照改性、医疗垃圾降解、污水处理等

方面。电子帘加速器可用于表面固化、薄膜辐照

改性、表面消毒灭菌；同轴腔高能电子加速器可

用于整箱食品的穿透式辐照消毒灭菌。

应用或潜在应用

依托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建设，近代

物理所成功研发高压变压器型（DG）电子

加速器，其整体结构紧凑、电能转化效率高，

已在辐照加工领域实现了产业化应用，并

填补了该类型电子加速器技术的国内空白。

为了扩展电子束的应用范围，还研制了电

子帘加速器和同轴腔高能电子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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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依托设施 ：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21 年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是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国际首个

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装置，2007 年正式投入运行。项目法人单位是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建设地点为安徽省合肥市。2015 年，EAST 辅助加热系统通过

国家验收。EAST 具有非圆截面、全超导及主动冷却内部结构三大特点，可为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和未来中国聚变工程试验堆的建设和稳态运行提

供直接经验。

设施简介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成功研制目前世界上紧凑型超导回旋质子治疗

系统加速器并实现了紧凑型超导加速器技术的自主

可控，解决了高精度质子加速、束流传输与精准适形

治疗兼容性难题。完成首个高电流密度紧凑型超导

磁体研制，并投入使用，稳定运行。研制出首个轻

量化国产旋转机架满足治疗需求的降能器，完成国

内首个超临界氦外冷却超导二极铁系统研发和小型

化超导旋转系统设计，大幅度降低研制和建筑成本。

完成质子治疗系统控制和软件系统的自主设计。

关键核心技术

加速器超导磁体电流密度达到

140A/mm2，是国内外同类装

置磁体水平的 3 倍；

加速器实现最高场强达 4.6T, 

总重小于 60 吨 ;

治疗室等中心点治疗精度小于

1.0 mm。

主要技术指标

质子治疗作为一种新型的放疗

技术，具有治疗效果好、副作用

小、患者恢复快的特点，是国

际上先进的新型治疗肿瘤方法。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质子

治疗装备具有广泛的产业应用

前景。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尹红星    /    邮箱 ：yinhx@ipp.ac.cn    /    电话 ：13966736849

国产紧凑型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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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姓名 ：尹红星    /    邮箱 ：yinhx@ipp.ac.cn    /    电话 ：13966736849

研制满足高场核磁共振成像要求的

大空间、超高均匀度的超导磁体系统，

完成 7T/650 mm 以上孔径高场核磁共

振超导磁体系统样机研制。该技术的研

制成功将打破国外在该领域的垄断。目

前已完成系统工程设计优化以及关键磁

体部件预研制及性能评估。

依托单位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依托设施 ：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预计 2023 年

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或潜在应用

该技术主要用于高端医疗核磁共振成像以及谱

仪等，具有较好的产业化前景。另外，高场超

导磁体技术中的部分共性技术也可拓展应用于

核聚变装置、加速器等大型科研设施。

中心均匀场：7T；

磁场均匀度：<15 ppm ( 主磁体 )，

1 ppm ( 主磁体 + 匀场线圈 ) @ 45 

cm DSV；

磁体内径：900 mm；

测试区直径：>650 mm。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于 1986 年 12 月建

成并投入运行，项目法人单位为空天信息创新

研究院。2017 年 5 月，陆地观测卫星数据全

国接收站网项目通过国家验收。中国遥感卫星

地面站现已形成以北京总部为中心，密云站、

喀什站、三亚站等多个数据接收点的运行格局，

承担我国所有民用陆地观测卫星和空间科学卫

星的数据接收任务，可实现覆盖我国全部国土

的实时、无缝接收。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设施简介

7T 高场核磁共振超导磁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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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依托设施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研制完成时间 ：2018 年

遥感卫星快视数据按需处理并推送至用户客户

端所需时间 <1 分钟。

主要技术指标

该系统已经应用到国家测绘局遥

感中心、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测绘

科学研究院等二十余家国内单位，

以及柬埔寨、蒙古、吉尔吉斯斯

坦等国外相关单位。柬埔寨吴哥

遗产管理局利用该系统对吴哥窟

周边环境进行监测，为吴哥窟的

保护与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王峥    /    邮箱 ：wangzheng01@aircas.ac.cn    /    电话 ：18515372158 联系方式         姓名 ：王峥    /    邮箱 ：wangzheng01@aircas.ac.cn    /    电话 ：18515372158

虚拟地面站系统

解决了高码速率卫星下行数据实时

压缩、解压缩、图像逆向投影等一系列

关键技术，实现了遥感卫星数据实时移

动窗显示与信息播报，将卫星地面站接

收的多种遥感卫星快视图像按需向远程

用户端进行快速推送，开拓了全新的卫

星数据服务模式。

突破了多源卫星遥感影像几何标准化、

辐射归一化、剖分格网化、高分图像目标认

知及全球产品快速制图等关键技术，研制了

多卫星遥感数据即得即用（RTU）产品服

务系统，实现了 RTU 产品的标准化、流程

化、规模化、自动化快速生产，建立了长时

序 RTU 遥感卫星数据产品库，服务于国家

战略决策、行业应用和科学研究。

多源卫星遥感数据
RTU 产品快速生成技术及系统

依托单位 ：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依托设施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研制完成时间 ：2018 年

卫星数据正射校正时间小于 2 分钟 / 景；

森 林 覆 盖、 火 烧 迹 地 和 陆 表 水 体 等

Landsat 系列 RTU 产品生产时间不超

过 30 秒 / 景。

主要技术指标

基于该技术系统所生产的产品成功应用于地面

站对地观测数据共享计划、国家电子政务 - 遥

感数据分中心建设、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高分

遥感数据处理、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遥感调

查与评估、海洋渔业生产安全保障服务系统、

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2019 年度报告、中科

院 A 类先导专项 - 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青

藏高原科考等重大任务。

应用或潜在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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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依托设施 ：合肥光源      

研制完成时间 ：2017 年

合肥同步辐射装置，又称合肥光源，是我国第一台以真空紫外和软 X 射线

为主的专用同步辐射光源。项目法人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地点为安徽

省合肥市。合肥光源一期工程 1989 年建成出光，二期工程 2004 年 12 月通过

国家验收。2010 年，合肥光源进行了重大维修改造，目前拥有 10 条光束线及

实验站。

设施简介

合肥同步辐射装置

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从 1984 年开始一直从

事全息光栅制造技术研究，通过三十多年努力，掌

握了全息光栅制造的关键技术。组织国内优势单位，

建立了全息曝光、离子束刻蚀、光栅性能检测等关键

工艺系统。自主研制了米级大口径高阈值衍射光栅，

为国家重大项目皮秒拍瓦激光系统提供了关键光学

元件。成果获得 2019 年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 -

技术创新类铜奖。

关键核心技术

口径：1400 mm×420 mm;

平均衍射效率：98.6%;

阈值：1.0 J/cm^2。

主要技术指标

大口径高阈值光栅技术可用于

高亮度、衍射极限同步辐射光

源和空间天文观测装置，在飞

行显示、智能制造、辅助医疗

等领域有重要应用。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潘志云    /    邮箱 ：zhypan@ustc.edu.cn    /    电话 ：13866684731

大口径高阈值衍射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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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依托设施 ：合肥光源      

研制完成时间 ：2020 年 

100 米范围内对元部件的位置位

移监测精度小于 10 微米。

主要技术指标

可应用于四代同步辐射光源、自

由电子激光装置等对准直精度要

求极高的大型设施。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潘志云    /    邮箱 ：zhypan@ustc.edu.cn    /    电话 ：13866684731

基于激光束和电荷耦合
器件的位置准直系统

基于激光束和电荷耦合器件（CCD）位置探测

系统，通过多 CCD 窗口接受光的分布情况，将探

测精度提高到 10 微米以内；通过调制后的激光系统，

激光束在 100 米长度范围内直径小于 8 毫米，激光

通过低真空保护管道，最大限度降低空气扰动等环

境因素的干扰。最终实现在 100 米范围内对元部件

的位置位移监测精度小于 10 微米，是目前在同样范

围内监测精度最好的系统之一。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主要提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稳态强磁场极端实验环境

和测试手段，为凝聚态物理、材料、化学、生命科学等众多学科的基础研究提供重

要支撑条件。2017 年 9 月通过国家验收，项目法人单位为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建设地点为安徽省合肥市。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

设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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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依托设施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15 年

活性溶液中，实现 STM 原子分辨成

像、生物大分子的亚分子结构成像、

化学或生物反应过程的原子或亚分子

分辨成像；

在 液 氦 低 温、18-20T 强 磁 场 中 实 现

STM 和 AFM 原子级别、MFM 30 纳

米级别成像；

在液氦低温、35T 强磁场中实现 STM

原子分辨、MFM 30 纳米磁畴成像；

在 干 式（ 无 液 氦） 超 导 磁 体 中 实 现

STM 原 子 分 辨 成 像、MFM 的 0-180

度旋转测量。

主要技术指标

该技术可应用于活性与反应溶液中生

物及化学过程的原子分辨成像以及功

能材料的电子态原子分辨成像与谱学

测量。还有望应用于现代材料研究领

域，尤其是超薄单晶、低维、微纳米

小器件方向。近期研究团队已研制出

样机并向用户开放。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贾秀芳    /    邮箱 ：xfjia@iim.ac.cn    /    电话 ：18655103199 联系方式         姓名 ：贾秀芳    /    邮箱 ：xfjia@iim.ac.cn    /    电话 ：18655103199

恶劣条件原子分辨成像技术、
组合显微成像技术

该技术可在温度低至 2K、磁场高达 20T 的条

件下实现对微米级小样品、小器件进行指定微小目

标区域的原子分辨扫描隧道显微镜（STM）测量，

以及原子力显微镜（AFM）和磁力显微镜（MFM）

测量。这在国际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建设过程

中，成功研制出一台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

大口径铌三锡（Nb3Sn）管内电缆导体

（CICC）型高场超导磁体。该磁体是 40

特斯拉级混合磁体的外超导磁体。这是国

内首次成功研制出大型高场铌三锡超导

磁体，解决了矩形导体研制、铌三锡磁体

绝缘、超导接头等一系列的关键技术问题。

大口径高场超导磁体技术

依托单位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依托设施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17 年

低温口径：920mm； 

室温口径：800mm；

中心磁场强度：11.2T。

主要技术指标

该技术可开发出多种类型的高场超导磁体，并

与 X 射线全散射装置以及扫描隧道显微镜等

设备相结合，成为材料和生物等领域的专用科

学仪器。

应用或潜在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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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依托设施 ：上海光源      

研制完成时间 ：2016 年

上海光源是第三代中能同步辐射装置，包括一台 150MeV 电子直线加速器、

一台全能量增强器、一台 3.5GeV 电子储存环和光束线站。2010 年通过国家验

收，项目法人单位为上海高等研究院，建设地点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截至 2021

年底，上海光源及其线站工程合计开放运行 27 线 39 站。

设施简介

上海光源

高频系统作为加速器的主要系统之一，其作用

是为注入质子束提供能量，将注入束流进行俘获、加

速至引出能量。本项目所研制的质子同步加速器中，

质子束的能量不断提高，回旋频率不断加大，高频

系统的频率需要随时间变化。所研制的纳米晶合金

磁性材料作为高频腔的加载材料，应用于首台国产

质子治疗装置。高频腔采用磁合金环加载的四分之

一波长线，功率源采用固态宽带放大，低电平控制

采用自主研发的数字化低电平控制技术，系统采用

宽带不调谐的工作模式，可采用基波、二次谐波及

三次谐波同时激励，以提高储存束流强，属国内首创。

关键核心技术

工作频率 :1.4-8MHz；

工作模式 : 扫频宽带；

幅度稳定度：+/-1%；

相位稳定度：+/-0.1 度；

电压峰峰值：4kV。

主要技术指标

质子治疗装置在我国刚起步，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装置的

国产化将带来成上百亿的经济

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此种

结构的高频系统有望广泛应用

于质子治疗装置中。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汪蕾    /    邮箱 ：wanglei@sari.ac.cn    /    电话 ：13601641688

磁合金材料加载的
宽带高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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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依托设施 ：上海光源      

研制完成时间 ：2017 年

二极铁电源，1250A/850V，10ppm；

四极铁电源，250A/240V，10ppm。

主要技术指标

成功应用于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系

统同步加速器，电源性能指标满

足加速器调试需求。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汪蕾    /    邮箱 ：wanglei@sari.ac.cn    /    电话 ：13601641688 联系方式         姓名 ：汪蕾    /    邮箱 ：wanglei@sari.ac.cn    /    电话 ：13601641688

同步加速器大功率动态电源

同步加速器大功率动态电源包括质子治疗装

置同步加速器二极铁电源一台，四极铁电源三台。

电源具有波形存储和波形调用功能，受触发控制，

出工作波形。电源采用了高精度波形可编程控制

和输入功率控制与平滑技术，实现了模块化、高

精度检测控制和移相以及负载匹配和补偿技术，

对电网冲击小。具有长期稳定性，可实现各种波

形的在线编程和动态输出等优良性能。

研制的扫描电源可为质子治疗装置

扫描治疗头磁铁提供激励，包括水平扫描

和垂直扫描电源。输出阶梯式电流，台阶

切换速度快，响应快速。在设计和工艺上，

电源的稳定性高，注重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同时可降低功耗。

         治疗头扫描电源

依托单位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依托设施 ：上海光源      

研制完成时间 ：2017 年 

水平扫描电源：

±360A/90V，50ppm；

垂直扫描电源：

±730A/90V，50ppm。

主要技术指标

成功应用于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系统，分别安装

在固定治疗室和旋转机架治疗系统，电源性能

指标满足治疗系统调试需求。

应用或潜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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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依托设施 ：上海光源      

研制完成时间 ：2020 年

对比同类闪烁体成像仪，中高频

信噪比提升 1 个数量级。

主要技术指标

可应用于需要 X 射线高分辨率闪

烁体间接成像的科研、工业及医

疗等行业，有效增强图像细节。

研究成果可用于基于同步辐射装

置或桌面 X 射线管的 X 射线间接

成像仪。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汪蕾    /    邮箱 ：wanglei@sari.ac.cn    /    电话 ：13601641688

高信噪比光学编码
闪烁体成像仪

该成像仪基于图像高空间频率光信息提取和重

建方法，利用在闪烁体后表面加工的亚波长周期二

维结构，提取闪烁体荧光成像的细节信息 ；同时将

编码器作用归结于点扩散函数，并利用冗余光信息

方法重构了该点扩散函数，解码获得高信噪比高分

辨图像，大大提升成像质量。目前已实现高频信噪

比提高 6-50 倍。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主体由一台能量 840MeV 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和一台可以

实现多种运行模式的自由电子激光放大器组成，旨在探索两级外种子自由电子激光级联模式，

以确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发展的技术路线，解决并掌握关键技术。2020 年 11 月通

过国家验收。项目法人单位为上海应用物理所，建设地点为上海浦东新区。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

设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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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20 年 

加速梯度 >41MV/m；

幅度稳定性：400ppm（均方根）；

相位稳定性：0.18 度（均方根）。

主要技术指标

同等束流能量需求下采用高梯度

加速技术，装置将更为紧凑，造

价更低，性价比更高。该技术的

成功研制为自由电子激光等设施

紧凑化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方案，

同时也为加速器小型化和实验室

化开辟了可行的技术路径。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汪蕾    /    邮箱 ：wanglei@sari.ac.cn    /    电话 ：13601641688 联系方式         姓名 ：汪蕾    /    邮箱 ：wanglei@sari.ac.cn    /    电话 ：13601641688

高梯度加速技术

加速器中利用微波场加速粒子提高

束流能量，通过使用高梯度加速技术，

可有效缩短装置长度，降低装置造价。

通过研制，掌握了 C/X 波段高梯度加速

单元的相关核心技术，平均运行梯度居

国际同类装置最好水平。

在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建

设过程中，自主研制了波荡器系统，实现

了高稳定、高品质的电子束团和自由电子

激光辐射的产生，为新一代同步辐射光源

和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储备了关

键技术。

                     先进波荡器技术

依托单位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16 年 

间隙：8.75mm；

峰值磁场：0.70T；

相位误差：优于 3 度；

轨迹：小于 3 μm       @1.5GeV。

主要技术指标

可用于同步辐射光源、自由电子激光、太赫兹

光源等，实现高亮度辐射输出。

应用或潜在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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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散裂中子源      

样机研制完成时间 ：2020 年

中国散裂中子源主要包括一台直线加速器、一台快循环同步加速器、一个靶

站，以及三台中子散射谱仪。它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散裂中子源，为材

料科学、生命科学、化学化工、物理学、资源环境、新能源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和

技术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研究手段。2018 年 8 月通过国家验收，项目法人单位

为高能物理所，建设地点为广东省东莞市。

设施简介

中国散裂中子源

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是生化靶向与物理靶向相

结合的肿瘤放射医疗器械，是一种独立运行的小型

中子源装置。已研制出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样机，成功解决射频四极加速器、中子锂靶等相

关技术难题，且设备成本、体积、占地面积远小于

同类粒子放疗设备，正在研发人体临床装置。装置

主要包括 ：强流质子加速器、中子照射系统、治疗

计划系统、测量系统及屏蔽辐射防护等。

关键核心技术

质子束：>2.8MeV；

束流：>20mA；

质子打靶功率：>56kW。

主要技术指标

该装置采用生化靶向与物理靶

向相结合的肿瘤放射治疗方法，

被认为是脑胶质瘤、黑色素瘤

治疗的最佳手段，还有望应用

于治疗其它肿瘤，适应症范围

随着硼药发展将不断扩大。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赵晶石    /    邮箱 ：zhaojs@ihep.ac.cn   /    电话 ：18575149496

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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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散裂中子源      

研制完成时间 ：2017 年 

中子探测效率：>40%@1Å；   

空间分辨：2mm×2mm；

阵列面积：>1m×1m。

主要技术指标

该技术可直接应用于未来大型科

研装置的中子谱仪中，还可应用于

移动式小型中子源、核安全检测、

核废料检测等方面。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赵晶石    /    邮箱 ：zhaojs@ihep.ac.cn   /    电话 ：18575149496

大面积闪烁体热中子
探测器阵列

大面积闪烁体热中子探测器阵列作为中子谱

仪的核心器件之一，长期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技术

封锁。散裂中子源探测器电子学团队经过十多年

的自主研究，在国内首次实现了该技术的大规模

工程应用。研制的大面积闪烁体中子探测器，配

有高速位敏光探测阵列、高性能专用集成电路和

高速数据采集系统，具有高探测效率、高位置分

辨、可大面积快速拼接的优点。该设备的核心参

数达到国际同类探测器的最好水平。

“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是我国首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深远海探

测与研究能力的综合科考船，总吨位为 4000 吨级，续航力 15000 海里，为我

国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和海洋高技术研发提供了先进的海上移动实验室和试验平台。

2015 年 4 月通过国家验收，项目法人单位为海洋所，母港在山东省青岛市。

“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

设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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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姓名 ：封婧    /    邮箱 ：fengjing@qdio.ac.cn    /    电话 ：18765972916

针对深海极端环境理化参数难以准

确测量、深海样品难以采集的技术难题，

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团队基于水下缆控

潜器（ROV）平台构建了深海原位探测

与取样技术体系，该体系包含激光拉曼

光谱原位测量系统、深海热液温度探针、

深海原位流体高通量采样器、储能式保

真取样器、全方位水下钻机、深海样品

保真转运器等。 依托单位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依托设施 ：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      

研制完成时间 ：2018 年

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或潜在应用

基于 ROV 的原位探测与取样技术体系已成功在

“发现”号 ROV、“海星 6000”ROV、“海

龙 III”号 ROV、“蛟龙”号 HOV 等多个深海

潜器上应用，并取得一些成果，包括在我国南

海发现裸露于海底的天然气水合物、在深海热

液区首次观测到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喷发、

在弧后热液区观测到超高温、低密度气相热液

喷发等。

激光拉曼光谱原位测量系统可实现

对 450℃以内 CO2、CH4 等组分的

原位测量；

深海热液温度探针可实现对热液温

度的准确测量 ( 精度 0.5℃ )；

基于 ROV 的各类取样设备可实现

对 4500 米水深环境下岩石、沉积

物、生物、流体样品的精准采集。

关键核心技术

基于水下缆控潜器（ROV）的原位
探测与取样技术

神光高功率激光实验装置由神光Ⅱ装置、第九路多功能激光装置等组成，目

前已经形成包括飞秒数拍瓦、皮秒拍瓦、纳秒万焦耳在内的多档脉冲输出和联合打

靶能力，是国际为数不多的高能量密度物理综合实验平台，也是支撑我国激光快点

火研究的重要平台。神光 II 装置和第九路多功能激光装置分别于 2001 年和 2008

年建成验收，项目法人单位为上海光学精密机械所，建设地点为上海市嘉定区。

神光高功率激光实验装置

设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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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姓名 ：张燕    /    邮箱 ：zhangyan@siom.ac.cn    /    电话 ：13816824600

发展了激光种子产生与时空精密调

控、多种不同类型放大器研制和激光高

效频率转换等单元技术及系统集成技

术，具备了大口径激光束的多程放大和

精密传输控制能力，实现了单束激光万

焦耳以上的输出能力。

依托单位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依托设施 ：神光高功率激光物理实验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16 年 

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或潜在应用

该技术是支撑新型点火方案探索研究的核心技

术；也可为各类激光器或激光装置提供高效放

大构型及其精密调控解决方案。

光束口径：350mm*350mm；

输出能量：16kJ/5ns/1ω/ 束；

近场对比度：<7.3%；

远场聚焦能力：8.5DL(95% 环围能量 )；

系统隔离比：150:1。

大口径多程放大及
传输控制关键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

航空遥感系统包括 2 架国产遥感飞机平台，每个平台均具有 7 种、18 个对地

观测窗口，集成装载了光学和微波等多种载荷，可全天时、高精度展开对地观测。

2021 年 7 月通过国家验收，项目法人单位为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机库地点为辽

宁省营口市。

航空遥感系统

设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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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具备对地球表面全

圈层模拟以及对各类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精细描述能力，可实现区域模拟与全

球模拟双向反馈耦合模拟。项目法人单位为大气物理所，项目建设地点为北京市密

云区。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

设施简介

依托单位 ：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依托设施 ：航空遥感系统      

研制完成时间 ：2021 年 

系统最大覆盖能力：1 万平方千米 / 天（两

架飞机）；

光 学 载 荷 谱 段 覆 盖 紫 外 到 热 红 外

（0.3 ～ 12.5 μm       ）；

微 波 载 荷 频 段 覆 盖 P/L/S/C/X/Ku/Ka/W

（300MHz ～ 100GHz）；

飞行平台最大航程：4000 千米；

飞行平台拥有 7 种 18 个对地观测窗口；

飞行平台可同时安装 P、L、C、S、X、

Ka 波段综合孔径雷达； 

飞行平台可同时安装可见光、红外、高光

谱相机。  

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汪振霞    /    邮箱 ：wangzx002955 @aircas.ac.cn   /    电话 ：13520590415

高分辨率多维观测
航空遥感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

可应用于农业、林业、海洋、测绘、环境、

减灾等领域，并预期在水利、大气以及

双碳监测等方面发挥研究和应用作用。

构建高分辨率多维观测航空遥感系统，在航

空遥感平台上搭载多种类载荷，包括多维度合成

孔径雷达、全谱段多模态成像光谱仪、大视场三

线阵立体航测相机、三维激光雷达、微波辐射 /

散射计、环境大气成份探测系统等，实现多维对

地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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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21 年 

全国空间分辨率：15 Km；

时间分辨率：1 小时。

主要技术指标

再分析数据集在我国科学数据银

行公开共享，受到国内外大气环

境领域的广泛关注。数据文件总

下载量超 100 万次，已被应用于

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空气质量预

报改进、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等业

务和科研工作。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张木兰    /    邮箱 ：zml@mail.iap.ac.cn    /    电话 ：13716526308 联系方式         姓名 ：张木兰    /    邮箱 ：zml@mail.iap.ac.cn    /    电话 ：13716526308

大气多污染物同化
再分析技术

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如流线、轨迹

线和线性卷积等方法）抽象流场数据特征，

采用基于拓扑结构特征的层次流场可视

化技术，结合机器学习模型并集成最新的

流场特征分析技术，实现流场数据中结构

特征和输运特征的可视分析。

          智能特征流场可视化技术

依托单位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依托设施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21 年 

支持亿级网格向量场数据流场特征

可视分析。

主要技术指标

该技术主要应用于流场数据的结构特征可视化

和特征分析，在大气风场及海流中物质输运的

可视化分析、涡旋识别等领域有潜在应用；还

可在工业生产、航空航天等重要领域产生应用

价值。

应用或潜在应用

大气多污染物同化再分析技术具备

海量数据自动化质量控制、观测与模式

误差最优估计、多变量协同同化等先进

功能，破解了大气化学多污染物数据同

化再分析面临的数据质量差异大、观测

模式时空尺度差异大等关键难题，在国

际 上 率 先 实 现 PM2.5，PM10，SO2，

NO2，CO 和 O3 六污染物地面数据的

高精度协同同化与再分析。



47 48

技术创新推广目录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依托单位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研制完成时间 ：2019 年

在平均海拔 4410 米的站址建设由 5216 个电磁粒子探测器、1188 个埋深

于 2.5 米地下的缪子探测器、3120 个探测单元组成的水切伦科夫探测器和 18

台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组成的探测器阵列，以探索高能宇宙线起源及相关研究为

核心科学目标。项目法人单位为成都分院，共建单位为高能物理研究所，建设地

点为四川省稻城县。

设施简介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项目建设过程中成功研制

出基于硅光电倍增管（SiPM）相机技术的广角切

伦科夫望远镜，目前已实现 18 台望远镜稳定运行，

SiPM 总灵敏面积达到 4.1 平方米，首次在大视场成

像切伦科夫望远镜中大规模使用新型硅光电管，彻底

改变了这类望远镜不能在月夜工作的传统观测模式，

实现了有效观测时间的成倍增长。

关键核心技术

能够在有月光的条件下观测运行；

像素个数 / 台：1024；

动态范围：10 pe - 32000 pe/ 像素。

主要技术指标

该技术可推广应用在同类型的大

中 型 成 像 大 气 切 伦 科 夫 望 远 镜

中。在智能汽车中的雷达系统、

医疗成像、核探测、天体粒子探

测、加速器粒子探测、暗物质探

测等需要弱光探测的领域也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张重阳    /    邮箱 ：zhangchongyang@ihep.ac.cn   /    电话 ：18210850696

大面积硅光电倍增管（SiPM）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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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

依托设施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研制完成时间 ：2019 年 

全阵列 200ps 同步精度；

支持上万个节点；

同步距离可达百公里；

1000Mbps 网络传输带宽；

自动测量并修正链路延迟；

适应高海拔野外工作环境。

主要技术指标

该技术可用于大面积分布式宇宙

线探测器的时间同步、大型粒子

装置和光源系统的同步控制、中

微子实验多探测器的数据同步；

还可用于地面授时网络、分布式

网络测控、工业自动化控制、分

布式基站和远端射频系统、电力

电网同步、自适应阵列天线、多

基地雷达、室内定位等多种场合；

对于野外科学实验或海洋、陆地

勘测等也具有借鉴作用。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张重阳    /    邮箱 ：zhangchongyang@ihep.ac.cn   /    电话 ：18210850696

高精度多节点时钟分配系统

建设中国第一台高能量同步辐射光原，该光源可提供 300keV 的高能量、高

亮度、高相干的同步辐射光，具备纳米量级空间分辨、皮秒量级时间分辨、毫电子

伏特量级能量分辨能力，可为国家重大需求、工程材料、前沿科学等领域的试验研

究提供多维度、实时、原位的表征平台和技术支撑。项目法人单位为高能物理所，

建设地点为北京市怀柔区。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设施简介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的地面粒子簇射阵列包

含了分布在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几千个探测器。为

了准确推算宇宙线的入射方向，需要每个探测器

都具有精确同步的时间基准。高精度多节点时

钟分配系统为所有探测器提供高稳定度的频率锁

相、亚纳秒级高精度时间同步和千兆高速以太网

数据传输，保障了数据同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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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研制完成时间 ：2018 年

单次通过位置分辨率 20µm；

实验室位置分辨率优于 21nm（10Hz）。

主要技术指标

DBPM 样 机 已 在 北 京 正 负 电 子

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直线加速器

和储存环上分别使用了 19 台和

61 台， 性 能 优 良。DBPM 可 用

于正在建设和未来要建设的各种

类型加速器装置，还有望应用于

通信、航空航天以及医疗成像等

研究领域。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苑梦尧    /    邮箱 ：yuanmy@ihep.ac.cn    /    电话 ：15810530676 联系方式         姓名 ：苑梦尧    /    邮箱 ：yuanmy@ihep.ac.cn    /    电话 ：15810530676

数字束流位置测量处理器

由于硬件设计难度大、固件算法

复杂，国际上数字束流位置测量处理器

（DBPM）受国外公司垄断，产品价格

昂贵，二次开发困难，维护升级成本高。

为此，高能所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处理器，将应用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整个工程需要近千套此处理器。

成功研制了基于硅通孔技术（TSV）

的像素阵列探测器工程样机。TSV 是一

种多层封装技术，其成功应用大幅缩小了

模块间的缝隙宽度，改善了探测器在低能

区的响应，还可以集成更多功能。所有关

键技术及工艺方法全部实现国产化，样机

性能指标达到国际主流同类探测器产品

水平。

           硅通孔技术工艺
   X 射线像素阵列探测器

依托单位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研制完成时间 ：2020 年

由 18 个 探 测 模 块 组 成， 单 模 块

像 素 阵 列 208×288， 像 素 尺 寸

150µm×150µm  ；

单 像 素 动 态 范 围 106cps； 帧 频

1kHz; 读出时间小于 100ns；

模块间的缝隙宽度小于 2.5 毫米。

主要技术指标

X 射线像素阵列探测器可实现无噪声单光子测

量，除了可满足同步辐射光源需求，还可应用

于常规 X 射线衍射、散射和成像实验，有效

提高实验效率；在医学成像领域也有广阔应用

前景，可减小照射剂量、提高成像信噪比，获

得动态图象。 

应用或潜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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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研制完成时间 ：2020 年

品质因数 Q 值：4.5E10@16.0MV/m；

最大加速梯度：达到 31.3MV/m。

主要技术指标

高性能 1.3 GHz 超导腔及其模组已

广泛应用于世界多台大型超导加速器

中，还可应用于我国正在建造及规划

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等设施。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苑梦尧    /    邮箱 ：yuanmy@ihep.ac.cn    /    电话 ：15810530676

高品质因数
1.3 GHz 9-cell 超导腔

建设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多学科用途的重离子科学研究装置，研究原子核存在

极限、奇特原子核结构、极端天体环境中的核过程等科学问题。项目法人单位为近

代物理所，建设地点为广东省惠州市。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设施简介

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 1.3 GHz 9-cell

超导腔的中温退火工艺和小批量超导腔的试制。

品质因数 Q 值测试结果处于同类超导腔的国际

领先水平，成果打破了国外在射频超导方面的技

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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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      

研制完成时间 ：2021 年

厚度小于 14 μm        超薄纳米晶软磁合金带材；

高性能大尺寸液冷磁合金环最核心的性能参数

μP
,
Qf 值在 0.1 - 20MHz 频带内，全面超越目前

国际上最先进的日立磁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磁合金加载腔电压梯度达到 25kV/m，是铁氧体

腔最高梯度的 2 倍以上。

主要技术指标

该技术已用于小型化应用型加速

器，如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

装置、新疆理化所质子位移损伤

效应模拟装置以及粒子治疗加速

器等。此外，还可替代传统材料

应用于核能系统、电力设备、新

能源及环境保护等领域。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盛丽娜    /    邮箱 ：shenglina@impcas.ac.cn    /    电话 ：18509316646 联系方式         姓名 ：盛丽娜    /    邮箱 ：shenglina@impcas.ac.cn    /    电话 ：18509316646

高性能大尺寸磁合金环研制和高梯度、
宽频带、快响应磁合金加载腔高频系统

项目组首次发展了结合高激磁效率

的离散电流型线圈与高磁场精度的斜螺

管型线圈嵌套组合超导磁体技术，实现了

大孔径高梯度嵌套组合磁体的轻量化设

计，相对于传统的冷铁芯超导磁体技术具

有高效能和轻量化的优势，大幅降低了磁

体的研制成本、冷却时间和运行成本。

             嵌套组合超导磁体技术

依托单位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预计 2022 年

线圈最高磁场：3.5 T;

好场区孔径：320 mm。

主要技术指标

嵌套组合超导磁体技术除了应用于大科学装置

外，还可以应用于重离子、质子治疗加速器等

应用型加速器，实现紧凑化和小型化。

应用或潜在应用

关键核心技术

成功研制国际上性能领先的高性能

大尺寸铁基纳米晶磁合金环，并建成了

国内首条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自动化高

性能磁合金环生产线，该生产线已申请

多项专利 ；大尺寸磁合金环的年生产能

力超过 600 只。成功研制了国内首套高

梯度、宽频带、快响应液冷磁合金加载

腔高频系统，大幅提升了加速电压梯度

与工作稳定性，降低了系统复杂性，使

国内新一代同步加速器高频系统关键技

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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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21 年 

建设全球首个实现高功率耦合运行的兆瓦级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

装 置。开展加速器驱动系统中超导直线加速器、高功率散裂靶、次临

界 反应堆芯／包层各单项系统稳定、可靠、长期运行的科学研究。项

目法人单位为近代物理所，建设地点广东省惠州市。

设施简介

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

超导质子直线加速器是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

置的核心系统之一，可长时间提供稳定的高功率质

子束流，具备实现工业化运行能力。主要包括常温加

速器前端、超导加速段、高能传输段及束流收集终端。

关键核心技术

束流能量：10-100MeV；

束流功率：>200kW；

最大束流强度：10mA。

主要技术指标

超导质子直线加速器可开展核物

理基础研究、超重元素合成、同

位素生产、材料辐照等研究，也

可用于新一代癌症治疗装置、同

位素工厂等装置建设。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李大蓬    /    邮箱 ：lidp@impcas.ac.cn   /    电话 ：18509316213

高功率加速器超导直线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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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姓名 ：杨柳    /    邮箱 ：yangliu@iet.cn    /    电话 ：13161005110

采用扩散燃烧技术，在不改变火焰

筒的前提下，通过设计燃料喷嘴实现燃

烧室的稳定高效燃烧。设计的燃料喷嘴

经计算流体动力学分析、单筒全尺寸燃

烧室试验验证，保证燃烧室的可靠稳定

运行。

依托单位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      

研制完成时间 ：2021 年

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或潜在应用

采用该设计技术的富氢燃料喷嘴已在河南利源

AGT-25 燃气轮机装机，并于 2021 年 1 月成

功投入运行。该技术也应用于正在实施的 B 级

重型燃气轮机改造工程。预计可带动的富氢燃

料燃气轮机的市场规模达 10 亿元。

燃 料 热 值 10-16MJ/Nm3， 适 应 热

值和组分波动；

氢气含量 60% 以内。

燃气轮机燃烧室富氢燃料喷嘴设计

关键核心技术

建设总体技术水平和研究支撑能力位居世界前列的燃气轮机研发试验平台，围

绕化石燃料高效转化和洁净利用中的气体动力学、燃烧科学和传热传质问题，探究

先进、新型动力循环能量转化规律。项目法人单位为工程热物理所。建设地点为江

苏省连云港市和上海市浦东新区。

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

设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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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姓名 ：肖珂    /    邮箱 ：xiaoke@ibp.ac.cn   /    电话 ：13051835055

设计开发了一种新的轴向（Z 方向）

单分子定位显微镜，实现了基于激发光

干涉测量的轴向单分子定位。与传统的

基于色散的轴向定位方法相比，定位精

度提高 6 倍左右，从而能够在相同光

子数条件下提供更高的成像分辨率，解

析更精细的细胞纳米结构。

依托单位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依托设施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       

研制完成时间 ：2021 年 

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或潜在应用

该技术有望为我国在高端显微成像设备方面的

发展提供支持，同时也可以应用于生物学研究，

为我国生物学基础研究提供更好的成像方法。

实现基于激光干涉的轴向单分子定位；

轴向单分子定位精度优于 5nm。

激光干涉单分子定位超分辨成像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是在时空尺度和成像模态上形成从分子到人

无缝对接的“一体化”生物医学成像技术集群，将在覆盖跨越 9 个数量级的超大

尺度范围，实现功能 / 分子和结构 / 形貌成像，具备动态、高灵敏度、无损观测能力，

形成跨尺度、多模态、自动化和高通量的生物医学成像全功能研究平台。项目法人

单位为北京大学，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为共建单位，承担多模态医学成像等三个装置

的部分子系统建设。建设地点为北京市怀柔区。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

设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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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姓名 ：校启公    /    邮箱 ：chiming86@126.com   /    电话 ：18309263442

项目组建成了长距离、网络化的高

精度光纤时间频率传递试验系统和技

术体系。国内首次实现了 972 公里实

地光纤 1E-19@4000 秒的光学频率传

递 ；国际首次实现了千公里实地光纤

10 皮秒级的时间传递。基于此项技术，

建立了北斗导航测试评估系统和长短

波授时系统的时间频率溯源服务系统。

依托单位 ：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

依托设施 ：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      

研制完成时间 ：2019 年

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或潜在应用

光纤时间频率传递可用于通信、金融、交通、

电力、互联网等所有分布式系统的时间同步，

还可在空间目标监测、长基线天文观测、水下

监测等敏感领域有重要应用价值。

时间传递精度：<100ps；

频率传递稳定度：<E-18/d。

光纤时间频率传递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

建设以增强型罗兰长波授时技术和光纤时间频率传递技术为核心的高精度地

基授时系统，为我国国防安全、经济运行、科学研究提供高可靠、高精度、高安全

性的时间频率信号和技术支撑。项目法人单位为国家授时中心，建设地点为陕西西

安、甘肃敦煌、新疆库尔勒、西藏那曲和拉萨等地。

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

设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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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 

依托设施 ：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      

研制完成时间 ：2018 年

授时精度优于 100ns。

主要技术指标

该技术可应用于卫星导航系统授时备

份、补充和增强，以及星地融合授时

等各类国家重点工程，还有望应用于

机场、航运、电力等对时间服务有高

精度和高可靠性需求的领域。

应用或潜在应用

联系方式         姓名 ：校启公    /    邮箱 ：chiming86@126.com   /    电话 ：18309263442

增强型罗兰差分授时技术

增强型罗兰差分授时技术通过差分算法计算

增强型罗兰授时信号的区域传播时延修正量，对

接收机传播时延进行修正，从而提高授时精度。

基于差分技术的罗兰授时服务能够克服卫星导航

系统信号易被干扰的问题，而且能够达到与卫星

导航系统并行服务的精度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