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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致 辞 

自 1995 年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以来，历经演变和拓展，

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对行业和领域的格局、秩序和体系具备重构能

力技术的统称。颠覆性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变革的重要推

动力量，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竞争前沿。持续深入开展好战略

研究，尽早识别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在我国当前由大变强、奋力

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对颠覆性技术

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和落实指示要求，

2016 年 8月 25 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发起成

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创新战略院”），

目的是联合国内单位组织开展持续、系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为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颠覆

性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展现国内外对颠覆性技术的相关

观察与思考，在工程院和中物院的领导和指导下，创新战略院和

“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项目组决定编辑

出版《颠覆性技术快报》，期望能为决策层提供有益参考，为同

行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主   编： 

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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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美再出半导体新法案，250 亿美元谋求振兴芯片制造 

【美国福布斯网站 2020 年 6 月 25 日】近日，美国多位参议员联

合提出《2020 美国晶圆代工法案（AFA）》，呼吁投入 250 亿美元发

展美国半导体产业。该法案是 6 月份以来，美国两党议员提出的第二

项刺激国内芯片产业发展的法案。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①支持商业

微电子制造项目。授权美商务部向各州拨款 150 亿美元，帮助微电子

“制造、组装、测试、先进封装、先进研发设施的建设、扩张或现代

化工作”；②支持国防微电子项目。向美国防部拨款 50 亿美元，用于

建设微电子产品生产设施；③支持微电子学研发工作。向 DARPA、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能源部等机构提供总计 50 亿美元的研发

经费，确保美国在微电子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④国家微电子学研究

计划。法案提出，在总统科技委员会下成立一个小组委员会，以“指

导和协调下一代微电子学研究和技术资金投入，加强国内微电子学劳

动力，并鼓励政府与产业界、学术界进行合作”。此外，法案还规定

禁止中国政府拥有、控制或以其他方式施加影响的企业获取该法案的

资助。（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称其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领域全球领先 

【美国国防部官网 2020年 7月 9日】美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

主任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在某些领域确实处于领先地位，比如

不受监控的面部识别”。虽然美国面临强大的技术竞争对手和挑战性

的战略环境，但美国在一些重要的应用领域仍处于领先地位，如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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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一直以来，美国防部致力于投资既能增强作战人员能力、又能

帮助军方保护和服务美国的人工智能系统。当前，国防部正在发展联

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概念，构建一个将陆、海、空、天、网等

作战域无缝、实时连接的作战网络，联合人工智能中心正在完善其所

需的人工智能能力，未来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在 JADC2 平台上

构建人工智能组件。（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英国政府发布研发路线图，多举措提升本国科研能力 

【英国政府官网 2020 年 7 月 1 日】英国政府发布了一份《英国研

究与开发路线图》（《UK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oadmap》），计划

通过加大对科学基础设施的投入、吸引更多人才等措施来进一步提升

英国科研实力。路线图承诺，到 2027 年将英国的研发投资增加到 GDP

的 2.4%，到 2024 或 2025 年将公共研发资金增加到每年 220 亿英镑

（275 亿美元）。该路线图提出的主要举措包括：①政府将投入 3 亿英

镑（约合 3.7 亿美元）升级科学基础设施，使科研机构和大学能为研

究人员提供 好的设备和资源；②成立一个创新专家组，帮助审查和

改进整个英国的创新体系（包括加强发现研究、应用研究、创新、商

业化和应用之间的联系）；③计划设立一个“人才办公室”，专注于引

进更多的全球顶尖科技人才。（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英国双计划并举，支持英国大学的研究工作 

【英国政府官网 2020 年 6 月 27 日】英国商务、能源与工业战略

部宣布两项计划，旨在为英国各大学数千名研究人员、科学家和技术

人员提供支持。一是将在今年秋季，为受新冠疫情影响的英国研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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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和政府赠款，以弥补因国际留学生减少而造

成的高达 80%的收入损失。二是英国政府将提供 2.8 亿英镑（3.5 亿

美元）投资，以支持大学的创新和突破性研发项目。重点投资项目包

含抗生素的耐药性研究、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技术、先进的计算

和量子技术、针对全球塑料过度生产和使用的解决方案、新冠疫情对

社会造成的广泛影响等。（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澳大利亚发布《2018～2019 年国防工业与创新计划年度报告》 

【Defence Connect 网站 2020 年 7 月 9 日】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发

布《2018～2019 年国防工业与创新计划年度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

澳政府国防工业和创新计划的内容、进展和成就。报告指出，自 2016

年至今，澳政府共投资 11.2 亿美元建设国防工业能力中心、下一代

技术基金和国防创新中心，旨在通过释放澳工业和创新部门的潜力以

增强国防能力。在 2018～2019 年间，上述组织已向澳大利亚企业、

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授予约 8300 万美元的研究与创新合同。其中，

国防工业能力中心向企业授予 162 万美元“能力提升”拨款，以提升

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下一代技术基金已授予超过 1100 个合同，投资

领域涉及情报、监视和侦察技术，智能卫星，可信任的自治系统等；

国防创新中心已向太空技术创新投资约 1400 万美元、向无人机领域

投资约 560 万美元。（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欧盟投资 10 亿欧元支持开发突破性能源技术 

【英国路透社（Reuters）网站 2020 年 7 月 3 日】近日，欧盟委员

会“创新基金”宣布将投资 10 亿欧元（约合 11.4 亿美元），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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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能源密集型行业、能源存储以及碳捕获、使用与存储领

域的突破性技术发展。并且，该基金将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当地

“绿色复苏”，为欧洲在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铺平道路，同时加强欧

洲技术的全球领先地位。 

“创新基金”是欧盟委员会发起的低碳和可再生示范项目投资计

划，是世界上 大的创新性低碳技术资助计划之一。该基金旨在为企

业和公共机构提供合适的财政资助，使其更好地投资下一代低碳技术，

并为欧盟企业提供先发优势。（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德国研究联合会资助量子材料领域特别研究项目 

【德国美因茨大学网站 2020 年 6 月 4 日】德国研究联合会（DFG）

计划投入约 1000 万欧元（约 1140 万美元）资助“物质的电子量子态

弹性调谐与响应”研究项目，资助周期为 4 年。该项目主要研究量子

材料物理特性的改变及应用，如超导性、超弹性，以推进未来量子技

术的发展。该项目属于跨区域合作研究中心（SFB-TRR）特别领域研

究项目，由法兰克福大学牵头，参与机构还包括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美因茨大学、马克斯•普朗克聚合物研究所以及马克斯•普朗克固体化

学物理学研究所。（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欧委会提供 2.05 亿欧元资金，支持欧洲国防研究项目 

【欧盟委员会官网 2020 年 6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宣布为 16 个泛

欧国防工业项目和 3 个颠覆性技术项目提供 2.05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

该经费主要由欧洲防务基金（EDF）下的防务研究筹备行动（PADR）

和欧洲防务工业发展计划（EDIDP）项目联合提供。这些项目将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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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国防能力发展，如无人机及相关技术、太空技术、无人地面

车辆、高精度导弹系统、未来海军平台、机载电子攻击能力、战术和

高度安全网络、网络态势感知平台等。（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以色列拟成立无人驾驶、量子通信及新材料领域的产学联盟 

【以色列时报（Times of Israel）网站 2020 年 6 月 8 日】以色列创

新局宣布在无人驾驶汽车、量子通信和先进材料加工领域成立 3 家高

科技产学联盟，以积极引导以色列大学、科研机构及创新型企业参与

相关研发和产业化工作。其中，无人驾驶汽车技术联盟将致力于通讯

导航、智能控制等通用基础技术开发；量子通信联盟将作为以色列国

家量子研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聚焦于降低量子通信成本、改

善量子加密技术等领域研究；先进材料加工技术联盟致力于充分利用

超级计算机和高功率激光等现代科技，为精密切割、焊接等制造领域

研发高智能化机器人。据悉，以色列将在未来 3 年内为 3 家联盟提供

总额约 4300 万美元的财政资助。（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能源部宣布向能源前沿研究中心提供 1 亿美元资金 

【美国能源部官网 2020 年 7 月 1 日】美国能源部宣布向 10 个能

源前沿研究中心（EFRC）提供 1 亿美元的资金，推进实现 21 世纪能

源经济所需的科学突破，加强美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领导地位。美国

能源部长表示，能源前沿研究中心开展美国 具创新性和 成功的基

础科学研究工作，广泛推动了重要科学领域的进展。这些中心将有助

于加速能源相关领域的科学发现，并将为未来电子、计算和通信领域

的进步，量子信息科学的创新，利用废弃塑料生产化工品、燃料和材

料以及核废料修复等奠定科学基础。（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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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能源部计划投入 1.22 亿美元建立煤炭产品创新中心 

【美国能源部官网 2020 年 6 月 26 日】美国能源部计划投资 1.22

亿美元建立煤炭产品创新中心，专注于从煤炭中制造具有附加值的碳

基产品，以及开发从煤炭中提取和加工稀土元素和重要矿物的新方法。

美国能源部长表示，从丰富的煤炭资源中开发出可用的稀土元素、关

键矿物和其他有价值的产品对国内的供应至关重要。一旦煤炭产品创

新中心建立，该中心将研究和孵化环境可持续的创新采矿、选矿、加

工和净化技术。这些中心还将为教育下一代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以及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人员提供基础。（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

编译） 

兰德公司分析美国如何维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优势 

【兰德公司网站 2020 年 7 月 8 日】兰德公司发布《保持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的竞争优势》报告，报告通过比较分析美国和中国的人工

智能战略、制度因素的影响及军事力量的发展，评估了两国之间的差

距，并为美国国防部提出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相关的发展建议。报

告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和高科技企业在大数据收集方面受隐私保护等

法律约束有限，中国在人工智能开发上具有数据优势。但该“优势”

尚不足以抵消美国由于在半导体和制造行业领先而拥有的技术优势。

报告建议：美国国防部应制定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引进的短期、中期和

长期规划；建立美国防部可直接控制的工程化渠道；开发可用于人工

智能的校核、验证、试验与鉴定（VVT&E）技术；为人工智能技术

成果转化创建完整的开发、测试和评估流程。（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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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量子计算未来理事会：常见问题》

报告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 2020 年 6 月 30 日】世界经济论坛（WEF）

发布《全球量子计算未来理事会：常见问题》报告。全球量子计算未

来理事会由 WEF 发起，主要负责研究量子计算的发展趋势、技术进

展及其在行业和社会中的应用潜力。此次发布的报告回答了有关量子

计算机的特性、量子比特的含义、量子计算的技术难点、量子计算的

应用、量子计算相关的研究进展等 18 个问题。（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

编译） 

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 500 榜单发布 

【全球超级近计算机 TOP 500 榜单官网 2020 年 6 月 22 日】全球

超级计算机 TOP 500 新一期榜单发布，日本“富岳”（Fugaku）超

级计算机位列榜首。“富岳”超级计算机由日本理化研究所和富士通

公司共同开发，使用 48 核 ARM 架构芯片，具有 158976 个独立核心，

峰值运算性能高达每秒 51.3 亿亿次浮点运算，预计未来该计算机性

能将升级至每秒 100 亿亿次浮点运算。中国部署的超级计算机数量继

续位列全球第一，达到 226 台，占总体份额超过 45%；“神威太湖之

光”和“天河二号”分列榜单第四、第五位。中国厂商联想、曙光、

浪潮是全球前三的超算供应商，总交付数量达到 312 台，所占份额超

过 62%。（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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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投入 16 亿美元进行新冠疫苗的研发生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20 年 7 月 7 日】美国政府与研

发 COVID-19 疫苗的 Novavax 生物技术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 16 

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疫苗研发进度并扩大生产规模，目标是在明年 

2 月份之前交付 1 亿剂疫苗。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授予的 大份

额的疫苗研发生产合同。Novavax 由 131 名研究对象组成的 1 期临

床试验数据预计将在 7 月底公布，3 期临床试验预计在 2020 年第三

季度末开始。Novavax 是第四家获得联邦资金进行大规模 3 期临床试

验和疫苗生产的公司。此前，美政府向制药巨头 AstraZeneca 公司提

供了超过 12 亿美元的疫苗研发资金。另外两家获得 3 期临床试验

合同的公司是 Moderna 和 John & Johnson 公司。Moderna 预计将在

本月开始 3 期临床试验。（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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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家畜干细胞育种技术 

农业领域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课题组 

1 技术说明 

家畜干细胞育种[1-4]新方法是利用基因组选择技术、干细胞建系

与定向分化技术、体外受精与胚胎生产技术，根据育种规划，在实验

室内，通过体外实现家畜多世代选种与选配的育种新技术。与传统育

种技术体系相比，该方法用胚胎替代个体，完成胚胎育种值估计。该

体系包括系谱、育种群以及繁育体系，分为 3 个选种步骤：①制定家

畜育种规划与构建核心资源群，依据市场需求和畜群遗传资源特性制

定育种规划，构建家畜育种核心资源群，建立基因组育种平台，利用

基因组选择技术评估家畜雌、雄个体或雌、雄胚胎育种值；②构建育

种核心胚胎库。根据家畜或胚胎的育种值，选择若干优异个体或胚胎

建立干细胞系，并在体外分化形成精子或卵子。依据育种规划选择具

有 佳育种值的精子与卵子进行体外受精，并形成雌、雄胚胎，进一

步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进行个体基因型计算，利用基因组选择技术评

估出该胚胎的育种值，并构建育种核心胚胎库；③胚胎 to 胚胎的多

                                           

[1]  Fao. World agriculture towards 2030/2050-The 2012 revision[R]. 2012. 

[2]  Hickey J M, Chiurugwi T, Mackay I, et al. Genomic prediction unifies animal and plant breeding programs to 

form platforms for biological discovery[J]. Nature Genetics, 2017,49:1297-1303 

[3]  Bogliotti Y S, Wu J, Vilarino M, et al. Efficient derivation of stable primed pluripotent embryonic stem cells 

from bovine blastocysts[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8，115(9):2090-2095. 

[4]  李宏伟,王瑞军,王志英,等.家畜基因组选择研究进展[J].遗传,2017,39(5):377-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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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循环选育，对核心育种胚胎库的胚胎，按照胚胎为单元分别建立

干细胞系，分化形成精子或卵子。根据育种规划，进行体外受精，形

成下一代胚胎，并测定其育种值，依此循环。试管育种的世代间隔由

上一个胚胎到形成下一个胚胎所需要时间构成。由上一个胚胎分离建

立干细胞系，形成精子或卵子，再受精形成下一个胚胎算一个世代。

通过本技术体系，有望突破大型家畜育种的关键瓶颈，避免了大部分

动物活体饲养以及性能测定工作，极显著地缩短世代间隔，从而大幅

度提高育种效率，极大节约育种成本。 

2 研发状态 

家畜干细胞育种技术主要包括基因组选择、干细胞分化、体外受

精与胚胎生产等技术。2001 年以来，基因组选择技术从已广泛应用

于奶牛育种，并已在猪、肉牛、羊等禽物种开始使用，比较成熟。体

外受精与胚胎生产技术总体比较成熟，可以实现工厂化生产。关键技

术难题在于高效的干细胞建系及诱导分化技术，目前，家畜干细胞建

系及诱导分化研究还处于研发之中。 

3 技术成熟度 

基因组选择是动物育种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已广泛应用在动物育

种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只要标记密度及参考群体满足要求，遗传力不

同性状基因组选择育种值（GEBV）准确性都比传统系谱为基础的育

种值准确性有所提高。目前，小鼠多能干细胞定向诱导为生殖细胞的

研究较为成熟。该项研究起始于 2003 年，研究者在 ES 细胞形成的

拟胚体中检测到生殖细胞标记蛋白 VASA 阳性的细胞群体，开启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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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能干细胞向生殖细胞诱导分化研究的热潮。2016 年，我国科学家

周琪，首次建立起不依赖体内分化实验直接在体外诱导多能干细胞减

数分裂得到单倍体精子，并获得健康的小鼠后代。同时，研究人员也

尝试了小鼠多能干细胞的雌性生殖细胞诱导分化，并也取得了惊人进

展。2016 年，科学家们在体外实现了小鼠多能干细胞向卵母细胞的

诱导分化，并 终得到了小鼠后代。在未来农业发展中，家畜 Naïve

状态的 ES/iPS 细胞将成为优质基因遗传和转基因技术的良好载体。

目前为止，家畜大动物多能干细胞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科学

家们不断地对分离培养以及诱导体系进行优化，以期获得 Naïve 状态

的大动物多能干细胞系。除经典的 ES 和 iPS 外，人们还尝试了胚胎

生殖（EG）细胞的分离，并且在猪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不过遗憾

的是，目前还没有得到可获得生殖系嵌合的家畜多能干细胞系，限制

了大动物干细胞定向分化的研究，尤其是向生殖细胞分化的研究。大

动物 iPS 细胞表现为外源基因不能沉默，不能像小鼠 ES 细胞那样稳

定传代；分离家畜 ES 细胞研究中，分离方法及饲养层细胞选择、培

养体系的选择与优化，都存在不足，需要逐步完善。 

4 产业和社会影响分析 

为有效满足人类的食品需求，需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育种

是其中关键一环。育种是保障全球食物供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

轻资源限制等的重要技术支撑。经过 50 年的努力，2016 年美国奶牛

饲养数量是 1950 年的 42%，但总产奶量是 1950 年的 1.82 倍，奶牛

单产是 1950 年的 4.28 倍（数据来源：USDA）；2001 年肉鸡日生长

速度是 1950 年的 4.96 倍左右。育种极大地提高了畜禽的产品生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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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并减少了资源与环境压力。以目前育种进展 快的美国 Holstine

奶牛育种进展计算，产奶量大约每年增加 1%，到 2050 年大约增加

39%，产奶量远达不到 2050 年人类需求。与此同时，主要农作物按

目前参量预测，也远远满足不了人类需求。肉类食品供应还受到农作

物饲料供给、环境等多重限制。动物优良品种是肉、蛋、奶等动物源

食品高效生产的核心要素，是推动养殖业发展 活跃、 重要的引领

性要素。我国自主培育的猪、肉鸭、蛋鸡仅为市场供给的 15%、30%

和 50%，种业发展空间巨大。 

据预测，到 2030 年，我国肉蛋奶产品需求缺口将接近目前总产

的 1/4。而我国粮食生产总量的 40%为动物养殖业所消耗，动物品种

改良可提高单产水平和饲料转化率，在保证生产足够动物产品的同时，

可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以猪

为例，我国每头母猪年提供出栏猪数和饲料转化率如分别达到美国目

前的水平（分别为 28 头和 2.9:1），可节省饲料粮 650 亿公斤/年。由

于畜禽种业对国民经济的重大价值，《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

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文

件对我国畜禽种业发展给予重点支持。家禽干细胞育种作为未来动物

育种 有潜力的动物育种方法，有望对动物种业发展、动物产品的有

效供起重要保障作用。 

5 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及趋势 

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代表的奶牛育种团队，奶牛基因组选择研究取

得重要进展，建立中国荷斯坦奶牛基因组选择技术体系。也初步建立

了猪、肉牛等基因组选择技术体系。我国在基因组测序技术以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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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处于全球一线梯队，每年测序费用全球 高、测序量全球 大。

体外胚胎生产、保存、移植技术相对成熟，猪、牛等部分动物上已实

现规模化胚胎生产。利用 IVF 技术进行商业化育种探索，始于 20 世

纪 90 年代初。活体采卵（OPU）和体外培养体系的建立，对于 IVF

的商业化应用至关重要，我国体外受精、胚胎生产技术已很成熟，并

有相应的市场化服务公司。干细胞定向分化研究发展较为缓慢。2016

年，我国科学家周琪，首次建立不依赖体内分化的体外多能干细胞减

数分裂技术体系，获得了单倍体精子，受精后成功获得健康小鼠后代。

但大家畜干细胞分化领域仍进展缓慢。 

6 技术研发障碍及难点 

多能干细胞定向诱导为生殖细胞的研究，由于物种差异较大，小

鼠研究结果还不能直接应用于奶牛、猪等大型家畜干细胞分化。目前，

没有建立起奶牛、猪等家畜干细胞体外定向诱导分化为配子的技术体

系，基本科学机理也没有阐明。 

大规模基因组选择难度主要来自于不同群体、不同遗传背景数据

的综合使用。需要发展新的算法、模型。以测序为基础的技术体系需

要高通量、低成本的测序平台以及快速的分析算法，这也是迫切需要

突破的难点。 

7 技术发展所需的环境、条件与具体实施措施 

未来食品、环境与人口需求对动物种业发展有迫切需求。由于人

口的增加，FAO 预测，人类在 2050 年对肉类食品的需要比 2006 年

增加 2 倍。动物气体（GHG）排放约占整个人类排放的 14.5%，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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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的重要来源之一。温室效应导致的气温上升将使全球农作物总

产量下降。按 FAO 预测，按目前生产预测，主要农作物、水果、肉

蛋奶等不能满足 2050 年需求。人类的食品需要，推动育种技术研发

需要。 

生物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为家畜干细胞育种技术发展提供了很好

的土壤与平台。目前，可通过基因组育种技术在实验室内比较准确地

预测候选个体性能。然而，还需要建立完整的从测序到获得表型预测

值的完整技术流程与技术体系。干细胞分化领域发展迅速，已基本解

决了小鼠干细胞定向分化为卵子、精子的技术问题。为家畜干细胞定

向分化建立了小鼠模型，还需要进行家畜干细胞技术的具体研究。目

前功能基因组学手段非常先进，对解决家畜干细胞分化有重要的支撑

作用。 

具体实施措施上，需要重点突破基因组选择技术体系、干细胞分

化技术体系相关技术或者产业化。政府需要加强干细胞定向分化等旨

在促进原创性技术研发的基础研究。需要在政府指导下，加大相关领

域科技创新投入，由大型种业企业、大学研究所等联合建立不同物种

的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以及技术体系，推动基因组测序、基因组预测、

干细胞分化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技术研发与集成，促进我国动物种业

长久、健康地发展。 

8 技术发展历程、阶段及产业化规模的预测 

基因组选择技术已从单分子育种标记逐步发展到比较成熟的育

种应用，经历了单分子标记、多分子标记以及全基因组范围的分子标

记阶段，算法也从单标记阶段发展到基因组选择模型。美国从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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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就采用基因组选择策略进行奶牛育种，目前，基因组选择育

种已全面应用于奶牛育种，并对奶牛育种带来了革命性影响。不同选

择策略下，世代间隔从 长 7 年缩短到 2.5 年，或者从 4 年缩短为 2.5

年。只要标记密度以及参考群体满足要求，虽然性状遗传力不同，基

因组选择育种值（GEBV）的准确性都比基于传统系谱的育种值准确

性有所提高。基因组育种值准确度主要取决于参考群体规模、估测群

体与参考群体的关联度以及标记密度。未来育种考虑的经济性状将越

来越多，除了产量、生产速度以外，更为重视品质、抗病力等性状，

需要的 SNP 数量也将大幅增加。发展全基因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

标记，对未来 大限度利用参考群体及不同参考群体数据有重要价值。

由于育种群体变异的特殊性，某一款特定芯片很难满足不同育种公司

的需求。定制化育种芯片发展迅速，或者利用全基因组范围的 SNP

变异信息开展基因组选择是一个新的趋势。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使

基因组重测序成本大幅度下降，Illumina 新技术发展使得测序成本

下降到了 10 美元/1G 的数据量，直接测序成本是人类基因组测序成

本的 10～8/base。 

干细胞定向分化领域已基本解决小鼠干细胞定向分化问题。2003

年，研究者在ES细胞形成的拟胚体中检测到生殖细胞标记蛋白VASA

阳性的细胞群体，开启了人们对多能干细胞向生殖细胞诱导分化研究

的热潮。2004 年，成功得到了能激活卵母细胞并发育为囊胚的单倍

体精子。2006 年，Nayernia 等首次报道，诱导的雄性配子可产生小

鼠后代，虽然该小鼠生长异常，不能长期存活，但标志着本领域的技

术突破。2011 年，研究人员通过体外诱导的单倍体精子，获得了健

康小鼠后代。上述研究，均需借助体内发育才能实现小鼠细胞的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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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从而获得单倍体精子。2016 年，我国科学家周琪，首次体外实

现多能干细胞的单倍体精子诱导，并获得健康小鼠后代。 

相信在今后 10～15 年，家畜干细胞育种的技术瓶颈将逐步得以

突破，并推动我国奶牛、肉牛、羊、猪等大型家畜育种取得突破性进

展，打破国际 顶尖的育种公司对我国动物种业市场的长期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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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工业化建造 

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领域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课题组 

1 技术说明 

工业化建筑的理念源于机械制造业。福特汽车率先实现零配件的

标准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工业

化建造是将工业的理念和装备融入到建筑行业，是采用标准化的构件、

部品和配件，利用通用的机具或装备，进行生产和施工的一种建造方

式。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我国就已经开始采用工业化的建造方式。

进入 21 世纪，随着新型建筑工业化思想和理念的提出，各地开始大

力推行装配式建筑，现阶段大力发展的装配式建筑是实现工业化建造

的一种生产方式。工业化建造方式下的建筑通过不同功能模块的组合，

实现建筑产品个性化定制，通过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

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实现建筑产品像飞机、

汽车一样装配化生产制造。 

 

 

 

 

图 1 施工技术发展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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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施工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未来施工向着机械化、专业化、绿

色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未来工业化建造方式将成为主流，它能够提升

建筑品质、减少环境污染、保证安全和健康、提高建造效率。工业化

建造方式中，预制构件在工厂进行标准化的生产，再通过现场专业工

人进行装配式施工，符合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对于现有

的湿作业为主的建造方式，工业化建造是未来发展方向，可能会成为

颠覆性技术[51-2]。 

以“工业化建造”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共有 1837

条检索结果。“工业化建造”一词出现比较早，在 1979 年第一次出现，

但以“工业化建造”为主题的论文数一直维持在 10 以内，说明工业

化建造技术一直没有得到显著关注和发展。直到进入 21 世纪，“工业

化建造”出现频次显著增加，尤其是 2010 年之后，论文篇数快速增

长。以主题词“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and “building” 

 

 

 

 

                                           

[1] 肖绪文.装配化是建筑业的战略性选择[J].建筑，2016：8-10. 

[2] 肖绪文，冯大阔.基于绿色建造的施工现场装配化思考[J].施工技术，2016，45（4）：1-4. 

图 2 “工业化建造”在知网的检索结果 图 3“industrialization”和“building” 
在 Web of science 的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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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相反，标准化能够成就多样化，既可以满足建筑个性化的需要，又

可以实现构配件的互换性。标准化的构配件，不但要实现尺寸上的标

准化，各个构配件间也需要有便捷且安全可靠的连接。因此，在加大

模块的标准化研究的同时，需要对连接安全进行研究， 终实现建筑

建造的工业化。 

3 产业和社会影响分析 

发展装配式工业化建造技术是建筑业实现“四节一环保”、低碳

发展的有效途径。众所周知，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就业

容量大、产业关联度高，全社会 5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都要通过建

筑业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或使用价值，建筑业增加值约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7％。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建筑能耗占到国家全部能耗的 32％，

已经成为国家 大的单项能耗行业。采用装配式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建

筑，可以节约资源和材料，减少现场施工对场地的需求，减少建筑垃

圾，减少建筑施工对环境的不良影响。要实现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目前

既定的建筑节能减排目标，达到更高的节能减排水平、实现全寿命过

程的低碳排放综合技术指标，发展工业化建造建筑产业是一个有效途

径。工业化建造方式，按照工业化大生产的方式建造建筑，能够提高

建造效率和产品性能，具有良好的经济价值。工业化建造方式，改善

建造工人的工作环境、提高其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4 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及趋势 

发展工业化建造技术是建筑业提高工业化水平、提高建造效率的

必然趋势。与传统的以现场施工为主的建造方式相比，装配式工业化

建造技术表现在建筑构配件生产工厂化、现场施工机械化、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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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体现了工业化社会的建造方式和技术手段，是一种现代的高

技术含量的建造方法，具有建造速度快、建设周期短的特点。然而，

我国的工业化建造技术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不能实现规模化经济

效益。 

工业化建造的发展趋势包括：①构配件设计标准化。工业化的一

个重要优势就是批量化生产。只有采用统一标准和模数，才能 大限

度地减少种类和规格，实现工厂的批量化生产，才能提高效率和质量，

降低消耗， 大限度地保护环境， 终实现用有限种类和规格的预制

构件定制出个性化的建筑产品；②构配件生产工厂化。建筑业的工厂

生产环节将与制造业发展同步。通过智能机器人、信息管理系统的应

用，实现构配件智能化流水线生产；③建筑施工装配化，装配式施工

装备与制造业发展水平基本持平，现场自动化、机械化安装机具逐步

取代人工，到 2025 年现场劳动力减少 50%以上；④建筑管理信息化，

通过建筑信息模型（BIM）、物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实现从施工图

设计、深化设计到构件加工、成品库存、运输、现场安装全过程的信

息交互和共享，实现信息化管理；⑤工人队伍专业化，打造技能型产

业工人队伍，现在的五千万建筑工人队伍中，绝大多数人的技术能力

和素质难以适应工业化建造的需求，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发展趋势是工

人队伍专业化，需要加强专业技术培训，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高技术、

高素质、高能力的产业工人队伍。 

5 技术研发障碍及难点 

我国装配式工业化建造技术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也在实际工程

项目中得到了应用，但其效果并不理想，与现浇结构建筑方式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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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工期，还是造价，均没有显著的优势，甚至还没有现浇体系好，

需要对核心建造技术进行攻克，只有达到了标准化、规模化之后，工

业化建造技术才能体现其经济效益的优势。 

导致建筑工业化项目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在于：①工业化

设计体系不成熟。目前工业化产品的标准化、通用化、模数化方面程

度不高，不能完全适应机械化操作来代替手工，部品件不具备标准化

流水线生产条件，发挥不了生产线自动化生产优势；②全新的装配体

系还没有形成。基于现浇设计、通过拆分构件来实现“等同现浇”的

装配式建筑，导致施工现场两种建造模式并存，额外增加了施工组织

成本；③工业化项目没有推行工程总承包（EPC）管理模式。各方力

量不能有效协同，对项目的工期和成本都产生了较大的消耗；④工业

化项目还处于试点示范阶段。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建筑工业化市场，

工厂建设成本、机械投入成本、技术研发成本、人工技能成本和综合

管理成本的摊销，增加了当前工业化项目的工程造价。 

6 技术发展所需的环境、条件与具体实施措施 

（1）优化完善标准体系。从加工、装配和使用的角度，研究构件

部品的标准化、多样化和模数模块化，建立完善工业化建筑设计体系。

形成部品件在设计-加工-装配过程中的模数协同、接口统一的系列技

术及标准。 

（2）加快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出发，积极引进

并大力培养建筑工业化相关的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生产技术和

管理人员，尤其要注重打造设计研发和 EPC 总承包管理团队，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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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型建造方式的“人才高地”，增强工业化建造方式的发展动力。 

（3）打造适应行业发展的产业工人队伍。在工业化建造方式推进

过程中，大量的“高空作业”转向“地面作业”、“现场作业”转向“室

内作业”、“人工作业”转为“机械作业”，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这也为有效解决传统建筑行业农民工“离散

性强、青壮年少”的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7 技术发展历程、阶段及产业化规模的预测 

目前我国工业化建造还处于起步阶段，当标准化体系完善后，工

业化建造方式将逐步走向成熟，在构配件厂发展壮大形成规模后，建

筑工业化建造方式将能够颠覆现浇的建造方式，成为主流建造方式。 

未来 10～15 年的发展展望如下。 

（1）基于大数据的协同设计 

系统解决设计、生产、装配施工中各专业模数不统一问题，打通

各行业间的壁垒，形成行业间统一标准；在统一的行业标准下，建立

专业的数据库；建立多个工业化建筑体系；利用信息化模型、云平台

和互联网，形成部品、部件、构件、内装材料等多个共享平台，到

2025 年实现全行业工化建筑协同设计。 

（2）预制构件智能化生产线 

通过BIM平台和大数据管理，实现构件生产的智能化合理选料、

精准布料、激光布置模板、钢筋骨架自动组合成型、构件质量跟踪管

理等。结合需求与地区发展规划，合理布局智能化生产线，到 2025

年实现减少人工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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