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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普统计出炉 

由科技部组织进行的 2009 年度全国科普统计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正式对外公布。统计显示，我国科

普经费投入持续增加，2009 年全国人均科普专项经费达 2.10 元，比 2008 年的 1.84 元增加 0.26 元。 

     在科普经费投入方面，2009 年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 87.12 亿元，比 2008 年增长 34.37%。在政府

拨款的科普经费中，科普专项经费 28.07 亿元。政府拨款占全部经费筹集额的比例从 2008 年的 72.48%下

降到 67.65%，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社会经费对科普的投入正在逐步增长。 

     统计显示，2009 年全国共有科普人员 180.84 万人，比 2008 年增加 2.69%，其中科普专职人员 23.42

万人，科普兼职人员 157.42 万人；全国每万人口拥有科普人员 13.55 人。 

     截至 2009 年底，全国共有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的各类科普场馆 1404 个，比 2008 年增加 297

个。在这些场馆中，科技馆 309 个，科学技术博物馆 505 个，青少年科技馆（站）590 个，分别比 2008

年增加 24 个、125 个和 148 个。全国共有科普画廊 21.25 万个，比 2008 年增长 13.65%；城市社区科

普（技）活动专用室 6.8 万个，比 2008 年增长 21.38%；农村科普（技）活动场地 37 万个，比 2008 年

增长 39.61%；科普宣传专用车 1569 辆，比 2008 年增加 155 辆，增长 10.96%。 

     2009 年全国共出版科普图书 0.69 亿册，占全部 70.4 亿册各类图书的 0.98%；共出版科普期刊 1.46

亿册，占全部 31.5 亿册各类期刊的 4.64%。2009 年全国广播电台播出科普（技）节目总时长为 19.67 万

个小时，电视台播出科普（技）节目总时长为 24.30 万个小时，分别比 2008 年增长 7.56%和 10.92%。 

     2009 年全国共举办科普（技）讲座 84.94 万次，听众达 1.69 亿人次，参加人次比 2008 年增长 6.06%；

举办科普（技）专题展览 13.02 万次，参观人数超过 1.97 亿人次，与 2008 年基本持平；共举办科普（技）

竞赛 5.28 万次，参加人数达到 5163.91 万人次，比 2008 年增长 6.50%。 

     2009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共投入经费 3.41 亿元，比 2008 年增长 25.07%。科技活动周期间，共举办科

普专题活动 9.84 万次，吸引了 9700 万人次参与其中，参加人次比 2008 年增长 8.31%。 

 

我国将加快构建十大国土生态安全屏障 

国家林业局长贾治邦近日表示，未来 5 年，我国将加快构建十大国土生态安全屏障，力争到 2015 年，

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1.66%，森林蓄积量达到 143 亿立方米，林地保有量达到 3.09 亿公顷，森林植被总

碳储量达到 84 亿吨。  

这十大国土生态安全屏障包括：东北森林屏障、北方防风固沙屏障、东部沿海防护林屏障、西部高原生

态屏障、长江流域生态屏障、黄河流域生态屏障、珠江流域生态屏障、中小河流及库区生态屏障、平原农区

生态屏障和城市森林生态屏障。十大国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范围覆盖全国主要的生态重点地区和生态脆弱地

区，建设内容包括森林、湿地、荒漠、城市等主要生态系统，构成了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框架。  

 

中德环境技术与生态研讨会召开 

 2010 年 12 月 6 日，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和德国联邦教研部主办的中德环境技术与生态研讨会在京召

开，来自中德政府、企业界、科研机构和大学等 70 多位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旨在加强中国与德国在



可持续发展议题上的沟通交流，对中德在气候保护、水土资源管理、资源效率等领域的合作机遇进行深入探

讨。会上，双方政府代表介绍了中德在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方面的相关政策和做法，来自中德的研究机构、

大学院校和企业代表分别在水资源管理、土地管理、气候保护和资源效率四个议题下做了主题发言，通过宏

观的政策介绍和具体的项目合作经验分享，促进了与会代表在可持续发展合作实践上的交流，为推动中德在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产学研合作奠定了基础。   

 

 

 

中美科研人员首赴南大洋查“铁” 

在中国第 27 次南极科学考察中，中美科研人员首次在南大洋系统开展铁的空间分布及输入通量调查，以

研究南大洋的碳循环，探讨“铁假说”的科学基础。 

    据介绍，自 2007 年以来，中美科研人员围绕南大洋和北冰洋开展了一系列海洋碳循环研究。在中国第

27 次南极科学考察期间，随队科研人员通过安装在“雪龙”号上的一系列先进采样设备和分析仪器，现场采样、

现场分析，系统调查南大洋铁的空间分布，并选择一些关键营养元素，定量评估它们在南大洋的输入通量。 

由于南大洋横跨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邻接南极海冰区，加之上覆西风带，终年有绕极流，幅员十分

辽阔，气候极其恶劣，因此获取现场调查资料十分困难。中美科研人员此次首赴南大洋进行现场采样、现场

调查，对研究南大洋碳循环、探讨“铁假说”的科学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掌握柔性直流输电核心技术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研制的柔性直流输电成套设备在通过国际标准、国内行业标准规定的全部型式试验

之后，于 1 月 3 日顺利完成国内第一个柔性直流输电示范工程首站设备的包装、装货，正式发往上海南汇风

电场的工程现场。这标志着国家电网公司成为继 ABB、西门子之后，世界第三家完全掌握柔性直流输电成套

设备设计、试验、调试和生产全系列核心技术的企业。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于 2007 年 12 月开始相关的前期研究及其基础理论研究。经过攻关，掌握了基于

IGBT 可关断器件柔性直流输电关键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实现量产。此次发货，是南汇风电场并网

的重要节点；该示范工程建成，将成为我国智能电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其系统理论研究及工程化应用

在亚洲尚属首次。 

 

世界首台太阳能热发电站仿真机诞生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太阳能热发电实验室历时 5 年，于近日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太阳能热发电站仿真机。 

    该仿真机由计算机和仿真软件包组成，仿真软件由 STAR-90 仿真平台、电站运行操作员界面和模型软件

构成，其中模型软件包括聚光场模型、吸热器系统模型、储能系统模型和常规电站模型。各模型之间通过质

量、能量和信息流进行连接，形成全电站系统模型。此仿真系统以电工所八达岭太阳能热发电实验电站为背

景，对定日镜场、过热吸热器、多相储热器、辅助锅炉、给水系统和工厂电气和热控等进行建模和仿真研究，

实现了全流程多工况运行。此外，该系统还可加载抛物面槽式集热模块、空气吸热器模块和各种储热模块等，

以构成槽式电站仿真机和太阳能 Brayton 循环系统仿真机。 

该仿真系统的建立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太阳能热发电商业化进程，在太阳能电站方案制定、工艺流程优化、

施工图设计以及电站操作员培训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我国研制成功世界首台车载钠层测风测温激光雷达 

2010 年 12 月 28～30 日，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自主研制的车载钠层测风测温激光雷达进行

了观测，成功获得了中间层顶区域约 80-105km 高度大气三维风场、温度及钠原子数密度等参数。这标志着

世界首台车载钠层测风测温激光雷达研制成功。 

该中心先后突破了钠原子饱和荧光光谱技术、激光频率稳定技术、激光频率调制技术、脉冲激光放大技

术、车载平台技术等关键技术，于 2009 年 10 月中旬在实验室首次接收到了来自中间层顶区域钠层的荧光信

号；2010 年 12 月在中科院空间中心廊坊临近空间环境野外综合观测站完成了车载系统的安装与调试；12

月 28 日，车载钠层测风测温激光雷达同时向三个方向发射激光，并使用三台 1m 口径的望远镜分别同时接收

荧光信号，成功获得了大气三维风场与温度。 

 

中国核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我国科学家近日在我国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实验快堆首次实现临界，我国进

而成为世界上第 8 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 

快中子反应堆属于全球第四代核能系统技术的应用，与目前运行及正在建设的第二代、第三代核电站相

比，其形成的核燃料闭合式循环，可以使铀资源的利用率提高至 60%以上（现有核电站只有 1%，也就是提

升了 60 倍）。 

 

我国将于 2016年全面建成深空测控网 

嫦娥二号卫星测控系统总设计师钱卫平 1 月 6 日表示，随着探月工程逐步深入展开，我国深空测控网建

设步伐不断加快，按照预定计划，将于 2016 年建成由 3 个测控站联网组成的深空测控网。  

此前，我国深空测控网建设已全面展开，通过改造、扩建原有测控站，先后使喀什测控站、青岛测控站

具备了针对月球探测器的测控能力。根据任务需要和发展规划，目前我们正在喀什测控站增建天线口径达到



35 米的测控设备。同时，在佳木斯测控站建设天线口径达到 64 米的大型深空测控站。另外，还要在南美建

设第三个拥有大口径天线的深空测控站，具备 S、X 和 Ka 三个频段功能的测控和数据接收能力。 

据介绍，由这 3 个测控站联网组成的深空探测网将用于支持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火星探测和其他深空

探测任务。喀什测控站和佳木斯测控站计划于 2012 年完成改造、扩建工程，为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卫星任

务提供测控支持。南美测控站计划于 2016 年建成，为我国探月卫星返回地球提供测控支持。 

 

我国首座独立研制天文科考支撑平台在南极昆仑站成功运行 

由东南大学和南极天文中心联合研制的我国首座独立设计、制造、运行管理与维护的天文科考智能支撑

平台 1月 8日在南极昆仑站成功运行。该平台攻克了昆仑站所在的南极 Dome A地区极寒、低气压、缺氧条件

下的一系列关键技术，将为我国运行于该地区的各类天文科考仪器提供能源动力、就地自动监测与控制、远

程遥测与遥控及海量数据存储等技术支持。 

 

科研人员在调试设备。 

  



    平台单台机组输出功率 1.8千瓦，最多可 6台机组并网运行，并可实现无人值守自主运行，在输出功率、

智能化程度等方面超出国外同类平台的水平，同时由于平台的远程监控和数据接收中心位于国内，因而打破

了我国南极天文科考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平台的成功运行得到了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和中国极地研

究中心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