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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报告及成果信息公开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及《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11号）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从2014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启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报告》（以下简称《结题报告》）全文公开工作。 
    首批在“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http://npd.nsfc.gov.cn　）公开的是2012年度批准结题的面上项目《结题

报告》全文，共计9966项。今后将陆续公开其它主要资助类型项目《结题报告》全文，并逐步回溯至

2007年批准结题的项目。 
    为更好地实现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信息的开放共享，“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还将同时发布2013年批

准结题的主要资助类型项目《结题报告》中的成果信息，共计25405项，均摘自项目负责人提交的《结题

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均由项目负责人负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1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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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国家科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开始征集
 

（摘自科技部网站）
　

一、资助原则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贯彻国家科技政策和出版方针，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打造精品，走向世

界”的发展目标，按照“自由申请、公平竞争、专家评议、择优支持”的原则，资助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

性科技学术著作，繁荣科技出版事业，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 
二、资助范围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面向全国，资助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优秀的和重要的学术著作的出版。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范围包括： 
    1. 学术专著：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内从事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撰写的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或实验上有

重大发现的学术著作。 
    2. 基础理论著作：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基础理论方面从事多年深入探索研究，借鉴国内外已有资料和

前人成果，经过分析论证，撰写的具有理论创新的，对科学发展或培养科技人才有重要作用的系统性理

论著作。 
    3. 应用技术著作：作者把已有科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撰写的能促进产业进步并

给社会带来较大经济效益的著作。 
重点资助： 
    1. 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形成的学术著作； 
    2. 推动西部开发和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科技发展的优秀科技学术著作； 
    3. 英文版优秀科技学术著作。 
下列情况暂不属于资助范围： 
    1. 译著、论文集、再版著作（同一作者撰写的学术著作，从正式出版之日起5年内再次申请相同或相近

内容学术著作视为再版学术著作，超过五年且增加了最新研究成果内容的相同或相近题目学术著作视为

新书）； 
    2. 科普读物； 
    3. 教科书、工具书。 
三、申请办法 
    （一）基本要求 
    1. 著作者须完成80%以上或全部书稿后，方可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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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著作者一次只允许申请一个项目，在获准资助项目出版之后，方可申请下一个项目。 
    3. 丛书中的每一本著作，均须分别按单个项目独立申请。 
    4. 已出版的学术著作不能申请。 
    5. 上一年度申请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但未获得资助的项目，不得在第二年度申请。申请者可根据专家意

见对书稿认真修改后，于第三年度提出申请。 
    （二）申请程序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申请程序由网上提交申请材料和邮寄纸质材料两个环节组成。 
    1. 系统注册和浏览器配置 
    （1）登陆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申报系统（以下简称“申报系统”）http://168.160.18.201/
pfp　进行注册。 
    （2）系统注册完成1个工作日后，经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审核后，再登录进入申报系统。 
    （3）进入申报系统后，请先按照系统首页要求配置浏览器。下载ActiveX控件，运行SetupOCX文件，

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再进入申报系统。 
    2. 网上填报申请书 
    点击申报系统首页上“项目申报”中的“填写项目申请书”，按照申报系统流程逐项填写。 
    学科代码请在系统提供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中选至3级类目，如“代数几何”的申请代码

填“A010207”。 
    具体要求请在申报系统首页点击查看《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申请书填写说明》。 
    （三）申请受理时间 
    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四、通讯地址 
    （一）项目申请受理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科研处 
    北京市复兴路15号（公主坟，中央电视台西侧）100038 
    联系电话（传真）:010-58882505 
    （二）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 
    科学技术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 
    北京市复兴路乙15号100862 
    联系电话: 010-58881681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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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流体力学学术会议第二轮通知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第八届全国流体力学学术会议定于2014年9月18日-21日在兰州市锦江阳光宾馆召开。本届会议由中国力

学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由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与兰州大学共同

承办。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1） 会议时间：2014年9月18-21日 
    （2） 会议地点：兰州市锦江阳光宾馆（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589号） 
二、会议交流方式 
    本次会议交流分大会邀请报告和分会场报告两部分。大会邀请报告时间为9月18日上午；各分会场报告时

间为9月18日下午及9月19日全天。  
三、论文摘要与全文 
    本次会议将编辑出版《第八届全国流体力学学术会议摘要集》，会议全文将以光盘的形式发给参会代

表，并将在中国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网站上发布。 
四、注册与费用 
1.注册 
    2014年9月17日全天（ 8:30-20:00），18日上午8:00-9:00，会务组将在锦江阳光宾馆大堂，迎候各位代

表，办理报到手续。 
2.注册费和缴纳办法 
?     提前注册：2014年8月10日之前，正式代表注册费为1400元/人,陪同代表注册费为600元/人。 
?     现场注册：2014年8月10日之后，正式代表注册费为1600元/人，陪同代表注册费为700元/人。 
汇款地址： 
银行电汇 
银行户名：中国力学学会  
帐 号：0200004509089137911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海淀西区支行 
开户行号：102100000458 
备 注：流体力学会议注册费+参会代表姓名 
邮局汇款 
汇款地址：北京海淀区北四环西路15号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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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款 人：胡漫 邮编： 100190 
备 注：流体力学会议注册费+参会代表姓名 
五、会议住宿及交通 
（1）住宿：会务组可按回执预留协议酒店，并提供会场周边快捷酒店信息供参考，住宿费用自理。 
（2）住宿标准有如下两种，请在回执内注明您所选择的房间类型，我们将按收到回执的先后安排住房。 
（3）会议交通 
会议不安排接机及接站，入住的宾馆位于兰州市中心区域，交通较为便利。各位参会代表在抵达/离开兰州

时，请自行解决交通问题。如遇到困难，请联系锦江阳光酒店前台,电话：0931-8805511。 
锦江阳光酒店距机场73公里，距火车站2.3公里。 
从机场到锦江阳光酒店，乘出租车约60分钟，200元；或乘机场大巴1号线直达终点站下，马路对面即到。 
从火车站到锦江阳光酒店，乘出租车约10元；或乘1、302路到盘旋路西口站下，步行即到。  
六、联系方式 
韩芳（会务） 手机:13810871119 传真：68374758 
赵波（征稿） 手机:13241146366 传真：68374758 
刘丽 (文集) 邮箱：liuli@cstam.org.cn 电话：010-82543905 
胡漫（联络） 邮箱：ltlx@cstam.org.cn 电话：010-62554107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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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物理力学会议第二轮通知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主办单位：中国力学学会物理力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湘潭大学 
会议网址：http://www.wllxhy.com/ 
    经中国力学学会物理力学专业委员会决定并报请中国力学学会批准，第十三届全国物理力学会议将于

2014 年10 月17-19 日在湖南湘潭举行。本次会议将重点交流近年来我国物理力学前沿研究及工程应用等

方面取得的主要进展和成果，会议报告将分为大会特邀报告、分会场邀请报告、分会场口头报告和墙展

等。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4 年10 月17 日~19 日(17 日报到，18-19 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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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地点：湘潭华银国际大酒店(地址：湘潭市雨湖区韶山东路68 号(护潭广场)) 
    (说明：会议地点因为时间、场地等原因与第一轮通知所公布的不同。) 
二、 分会场，分会组织单位，分会主席 
    1. 纳尺度物理力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郭万林 
    2. 超高压极端条件下的物质，吉林大学，崔田 
    3. 极端加载下材料动力学响应，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赵剑衡 
    4. 激光物理&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国防科技大学，陈金宝 
    5. 半导体材料、探测器及抗辐射加固，湘潭大学，李正 
    6. 复杂介质和非平衡流动，中科院力学所，王苏 
会议采用主会场、分会场相结合，口头报告与墙展交流相结合的交流形式。 
• 主会场：组织有关物理力学学科展望、前沿、综述等方面的大会邀请报告。 
• 分会场：物理力学各分支研讨会 
• 墙展：物理力学各分支 
三、 会议安排(为加大会议交流范围，各节点时间相对于第一轮通知有所推后) 
摘要提交截稿时间：2014 年7 月31 日 
摘要录用通知时间：2014 年8 月15 日 
全文投稿截稿时间：2014 年10 月17 日 
会议提前注册截止时间：2014 年9 月20 日 
会议报到时间：2014 年10 月17 日 
四、 住宿与交通 
住宿：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湘潭华银国际大酒店、南国雨林大酒店(位于湘潭华银国际大酒

店的正对面，过马路即可到达会议中心)。酒店详情请见会议网站的住宿信息： 
http://www.wllxhy.com/zs/2014-01-11/6.html。 
交通：会务组在报到当日(10 月17 日)会在长沙火车站、长沙火车南站(高铁站)、长沙黄花机场安排工作

人员引导，定点会有车接送至会议酒店。届时请注意会议网站交通信息的具体联络人员。 
五、 投稿要求和论文发表 
    会议投稿接收摘要和全文投稿两种形式，均以 E-mail 附件形式提交：wllxhy2014@126.com，投稿时请

注明是会议稿件。并附上来稿人详细通讯地址、E-mail 地址及联系电话。 
    会议将出论文摘要集。优秀的全文稿件将推荐到《力学学报》；通过评审的稿件经作者同意将在《力

学学报》出版“物理力学”专集，同时也属于《力学学报》正刊论文。 
稿件要求： 
    摘要形式：请以“单位-姓名-摘要”命名。论文摘要用Word 文档编排，200 字左右。不超过一个版面

（A4 页面；页边距：上2.5cm、下2cm、左2.5cm、右2cm），内容包括题目、作者、单位、地址、邮

编、摘要正文及必要的图表等。同时注明报告人的相关信息以及所希望的论文报告方式。 
    全文形式：请以“单位-姓名-全文”命名。排版要求请参考《力学学报》网页或会议网站上的投稿须知。 
六、 会议参展 
    大会期间将举行力学相关的仪器与测试分析设备、以及材料和仪器的展示会，有意参展的厂商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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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直接与大会秘书组联系。 
七、 会议注册 
    会议代表在会议网址 http://www.wllxhy.com/下载区下载会议注册表，填写后通过Email 发送到会务组

(wllxhy2014@126.com)。 会议提前注册截止日期为2014年9 月20 日。会议注册费包括会议费、资料费、

餐费。住宿费、往返交通、市内交通、考察等其他费用自理。 
    (1) 2014 年9 月20 日前注册并缴费：会议代表，人民币1200 元/人；学生(含研究生)，人民币800 元/人
(凭本人有效证件)，陪同代表500 元/人。 
    (2) 2014 年9 月20 日后及会议现场注册缴费：会议代表，人民币1400 元/人；学生(含研究生)，人民币

900 元/人(凭本人有效证件)，陪同代表500 元/人。 
    (3) 与会者可通过以下方式(银行电汇和现场缴费)完成付款。汇款后，请将您的汇款方式、金额、汇款

单位( 汇款人) ， 通过电子邮件告知会务组(wllxhy2014@126.com)，会议报到时，凭汇款凭证或复印件开

具发票，请妥善保管汇款凭证。

 
银行缴费： 
    户 名：湖南省会议接待服务中心 
    帐 户：1901 0073 0920 0030 778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长沙马王堆支行 
    备 注：物理力学会议XXX(参会代表姓名) 
现场缴费： 
    10 月17 日报到时，现场缴费，并开具发票。 
八、 秘书组 
联系人 1：杨丽 
电话：15200330326 
Email：lyang@xtu.edu.cn 
联系人2：蒋文娟 
电话：0731-58298119，15573209810 
Email：wenjuanjiang@x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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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position - nonlinear dynamics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andhinagar (IITGN)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from 
motivated individuals interested in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research in Nonlinear Dynamics (supervised by 
Profs. Pratyush Dayal and Gaurav Srivastava). These applications are sought under Post-Doctoral Fellowships 
Program of IITGN. The candidate will be required to develop a fully functional suite of computational tools to 
perform multiphysics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studies on soft materials. These studies shall include, but will not 
be limited to, developing models for nonlinear dynamical systems and performing their stability analyses; the 
basic computational framework, written in C/C++, is available. The principal computer programming language to 
be used for future development will be C++. The research emanating from the project will be published in peer-
reviewe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the candidate may get a chance to present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in 
reput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lik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APS),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MRS) etc. 
Please refer to http://www.iitgn.ac.in/pd-fellowships.htm for information about Emoluments and detailed Terms 
and Conditions. 
 
Eligibility Criteria 
PhD or equivalent degree in relevant branch of engineering or sciences. Candidates who have submitted their 
thesis and awaiting evaluation may also apply.

 
Required Skills 
    Proficiency in Linux/Unix based operating systems. 
    Proficiency in C/C++. 
    Familiarity with Makefiles. 
    Familiarity with templates in C++. 
 
Preferred Skills/Background 
    Familiarity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Knowledge of solid mechanics. 
    Strong background in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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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iarity with GNU autotools. 
    Familiarity with the 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 (STL) in C++. 
    Familiarity with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OOP) concepts. 
    Familiarity with GNU Debugger and Profiler. 
    Familiarity with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Method of Application 
 
• Candidates must send their applications via e-mail to Prof. Pratyush Dayal (pdayal@iitgn.ac.in), with subject 
“Application for PDF position-Candidate Name”.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must be sent as a single pdf 
attachment to the email: 
 
        1. • Filled application form (http://www.iitgn.ac.in/Phd_fellowship/AppForm.pdf), 

        2. • Current CV with the list of publications, and 
        3. • A two-page summary of doctoral research. 
 
• The candidates must arrange for two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s to be sent directly by the referees, via email to 
Prof. Pratyush Dayal (pdayal@iitgn.ac.in); the subject of the email must be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Candidate Name”.  
• To receive full consideration, applications must be received by 25 August 2014; the applications will continue 
to be screened until the position is filled. 
• Queries may be directed to Prof. Pratyush Dayal (pdayal@iitgn.ac.in), +91 7932 21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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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positions in solid mechanics/biomechanics at Dartmouth College 

　

　

    I'm looking for prospective PhD students to study solid mechanics/biomechanics in 2015 at Dartmouth College 
(Thayer School of Engineering). Visiting or postdoctoral positions are also available for highly qualified 
candidates from fall 2015. The subjects of research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mechanics of morph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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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lants/embryos, fast motion of plants (e.g., the Venus flytrap's rapid closure), mechanical self-assembly and 
instability of thin structures (e.g., DNA, plant tendrils, self-assembly of nanostructures, etc.), and bioinspired 
structures. 
    A PhD candidate should have a BS or MS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Mechanics, 
Physic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or any related field, with outstanding academic records. Exceptional 
candidates (preferably with prior research experiences in solid mechanics/biomechanics) can be enrolled in early 
2015. Full financial support will be provided with competitive stipends and benefits. We strive to provide a 
stimulating, interdisciplinary environment with exciting research topics and excellent colleagues where the 
candidates can be trained to become outstanding independent researchers, with sufficient freedom to explore their 
own ideas while working on well-designed projects. 
    Candidates interested in the positions are encouraged to contact Dr. Zi Chen at chen.z@seas.wustl.edu, with 
the current CV and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of at least two references. The positions remain open until fille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research can be found at http://taberlab.seas.wustl.edu/index.php/z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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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CHINA Physics, Mechanics & Astronomy

2014, 57(7-9)

（《中国科学: 物理学 力学 天文学》王维编辑供稿） 

　

Issue 7

A collocation reliability analysis method for probabilistic and fuzzy mixed variables

XU MengHui, QIU Zh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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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rge-scale wave-current coupled module with wave diffraction effect on unstructured meshes

WANG Ping, ZHANG NingChuan

 

The effect of texture on the shaft surface on the sealing performance of radial lip seals

GUO Fei, JIA XiaoHong, GAO Zhi, WANG YuMing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wall skin friction by single-pixel ensemble correlation

SHEN JunQi, PAN Chong, WANG JinJun

 

Aerodynamic design optimization by using a continuous adjoint method

LUO JiaQi, XIONG JunTao, LIU Feng

 

Water droplet impact on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with microstructures and hierarchical roughness

HAO PengFei, LV CunJing, NIU FengLei, YU Yu

 

A modified highly precise direct integration method for a class of linear time-varying systems

LIU XiaoMei, ZHOU Gang, ZHU Shuai, WANG YongHong, SUN WeiRong, WENG ShiLie

 

Issue 8

A study on large coherent structures and noise emission in a turbulent round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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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ZhenHua, ZHOU Lin, SUN DeJun

 

The mechanisms of contaminants release due to incipient motion at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ZHU HongWei, CHENG PengDa, ZHONG BaoChang, WANG DaoZeng

 

Radial deformation and adhesion of carbon nanotube

WANG GenWei 

 

Regularity analysis of wrinkles under the action of capillary force in an annular thin film

ZHANG BingFeng, LI Kai, ZHAO Jian

 

Solution procedure of residue harmonic balance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s

GUO ZhongJin, LEUNG A Y T, MA XiaoYan

 

 

Issue 9

Identification of nonlinear multi-degree-of freedom structures based on Hilbert transformation

WU ZhiGang, YANG Ning, YANG Chao

 

Hyperbolic structure and stickiness effect: A case of a 2D area-preserving twist mapping

ZHOU LiYong, LI Jian, CHENG Jian, SUN Yi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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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ree-dimensional stress analysis of periodic notched plates under tension 

AFSHAR R, BERTO F

 

On the use of the discontinuous Galerkin method for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wo-dimensional 
compressible turbulence with shocks 

YU Jian, YAN Chao, JIANG ZhenHua 

 

Levenberg-Marquardt based artificial physics method for mobile robot oscillation alleviation 

ZHANG XiangYin, DUAN HaiBin, LUO QiNan

 

Control of orientation for spacecraft formation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Sun-Earth L2 libration point

QI Rui, XU ShiJie, CHEN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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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s of Materials Vol.77 October 2014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 (Vol. 4 No. 3)

Journal of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 Vol. 71, Novem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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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预测未来10年全球科技重大创新

   （摘自科学网）

    尽管没有可预见未来的水晶球，但我们却有强大的综合分析工具，可以判断一项技术的进步能对经济

和社会产生怎样巨大的影响力。 

    日前，专业信息提供商汤森路透的专家公布了一份名为《2025的世界：10大创新预测》的报告，他们通

过分析全球专利数据和科学文献，预测了未来10年全球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发展。 

    据英国《每日邮报》在线版报道，这份结论的得出，依靠研究人员利用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平台

（一个基于Web而构建的整合数字研究环境，拥有强大的检索技术和基于内容的连接能力）对引文排名

进行分析，发现了10大新兴的科技前沿领域；同时还查阅了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中的全球专利数

据，从中找到从2012年迄今发明数量最多的10大专利领域；再对最受商业和科研领域关注的技术进行评

估，由此确定了这些推动明日重大突破的创新热点。 

    那么，据这份报告，2025年我们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呢？ 

预测一：痴呆症患者减少 

    “婴儿潮”即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人群，在2025年将达到80岁，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基金

将针对他们而来，使未来老年痴呆症患者逐渐减少。 
 
预测二：太阳能将成为地球上最大能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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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技术、化学键合及光催化剂使用领域的进步，使收集、存储和采集太阳能的方法变得非常先进并

且高效，这项环保新事物将成为可服务于普通大众的现实技术。 

预测三：Ⅰ型糖尿病可预防 

    生物分子工程的推进，将使人类基因组工程通用平台可能被创造出来，这一平台将使改良人类基因成

为现实，并为防止某些代谢疾病的发生奠定基础，从而使预防Ⅰ型糖尿病也成为可能。目前，该领域已

引领着基因工程的各类专利发展，在科学文献研究中成为前沿。 

预测四：食物短缺结束 

    粮食短缺和粮食价格波动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这要受益于先进的照明和成像技术的发展，并结合农

作物的基因改良。 

预测五：电动空中运输工具“起飞” 

    轻量级的航空航天工程和新电池技术将促进航空运输发展，微型商业飞行器将实现人们的短途空中旅

行。这些新型飞机的起飞和着陆都可以在非常小的区域实现，亦因此，获得飞行驾照将成为21世纪

的“成人仪式”的新宠。 

预测六：一切都将数字化 

    从最小的私人物品到最大的陆地板块，包括汽车操控、家居生活、整块非洲大陆，都将因为半导体、

石墨烯—碳纳米管电容器、基于非基站架构的天线网络和5G技术的进步，而实现数字化的连接。 

预测七：以石化为原料的包装将成为历史 

    由纤维素衍生的包装将之取代。植物纤维衍生的包装产品可以百分之百生物降解，未来其将成为一种

常规物品，淘汰掉石化包装。 

预测八：癌症治疗的毒副作用将变得非常小 

    药物开发研制将会更加精确，结合特殊蛋白质和使用免疫抗体将起到特殊疗效，有毒化学副作用对癌

症患者的影响将显著降低。 

预测九：出生时进行DNA测绘将成常态 

    人类基因组分析仍然是最热门的科研领域之一，随着纳米技术的不断提升以及“大数据”技术的进一

步普及，将可以开展体内测量，规范化绘制出人群DNA图谱，并进行精确的细胞层面筛查，便于更容易

地识别诊断疾病。 

预测十：量子隐形传输的测试司空见惯 

    即使到了2025年，人类也还无法像“星际迷航”中那样进行时空传送，不过，对量子隐形传送的重大投

资及测试，将在那时证明这一概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很有用。由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衍生出的希

格斯玻色子测量技术的进展，将使科学家尝试更加雄心勃勃的量子传送技术。科学文献还显示，希格斯

玻色子研究呈现爆炸性增长，仅2012年的研究引用就超过400次。 

    对于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的巴兹尔•穆夫塔赫来说，“出生时进行DNA测绘”是他个人认为

最现实且最有前途的一个。穆夫塔赫还表示，人们现在拥有的是仅次于“水晶球”的预测工具：科学文

献引文数据及专利数据。正是通过对当前研发活动和商业渠道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未来10年将会出现的

最令人兴奋的“闪光点”。 

有趣的是，对“2025”这个年份感兴趣的似乎还有很多机构。去年，调查公司MGI曾发布了“2025年12大

破坏性科学技术”，这里的破坏性并非贬义，而是指该技术发展速度快、创新快、未来影响力空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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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具有“破坏”经济结构的潜力。 

    而在这份报告中“露脸”的技术，分别是：移动互联网、脑力工作自动化、物联网、云技术、高级机

器人、自动/半自动驾驶汽车、下一代基因技术、能源储存、3D打印、高级材料、高级油气开发和可再生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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