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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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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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Quantum预计到2025年实现商用量子计算机

雷神公司赢得美国空军1.78亿美元情报共享系统改造合同

PsiQuantum是一家由四名英国物理学家在加利福尼亚成立的量子计算公司。全

球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之一的GlobalFoundries与之建立了制造合作关系并为其生产芯

片。PsiQuantum创始人声称该公司将在这个十年的中叶构建出一种基于光子学的极其

强大的商用计算机。PsiQuantum首席执行官Jeremy O’Brien表示：“现在，我们已经

解决了构建具有百万量子比特量子计算机的关键障碍，这是所有已知商业应用所需的

规模。”John Martinis对PsiQuantum给予了谨慎的称赞，称“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他

们有一种很好的方法来理解如何构建量子计算机，所有实现量子计算机的途径在文章

中看起来都很棒。”（Financial Times 2021年3月13日）

美国空军决定选择雷神公司改造军队的主要情报共享系统，并给予雷神公司1.78

亿美元的酬劳。根据双方于3月10日签署的合同显示，雷神公司将为空军的分布式通

用地面系统平台提供外场支援服务。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平台是空军用于传播情报，

监视和侦察的主要系统，其主要从“RQ-4全球鹰”，“Mq-1捕食者”，“MQ-9收割

者”和全球其他ISR（情报监视侦察）平台上的机载传感器获取数据。该平台是由长

期以来分别开发和采购的系统中的系统所组成，从而产生了各种封闭式体系架构。空

军希望改用开放式体系架构，并选择雷神公司为这一过渡提供支持。这份为期五年的

合同的工作预计将在2026年完成。该项目将把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转变为一个开放式

的体系架构，从而接受和集成更多的来自情报界和商业界的数据，并使用人工智能来

进行多元智能的分析。（C4ISRNET 2021年3月12日）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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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启动价值为750万美元的卓越中心

前沿动态

英国光伏开发商进入绿色氢空间

英国的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开发商Eco Eco World（EEW）正在进入澳大利亚昆

士兰州的绿色氢空间，声称太阳能PV+氢+储能项目是世界上最大的绿色氢和太阳能

PV之一。该公司在Gladstone港口附近的Raglan拥有并开发了一个300 MW的太阳能

光伏项目，该项目目前处于准备建设阶段。该公司计划在同一地点建立一个200兆瓦

的氢气厂，该厂通过电解技术每年可生产33,000吨绿色氢气，并具有100兆瓦的储能

能力。EEW预计将以5亿澳元的价格开发该项目，并与国际知名的氢电解槽制造商签

约，成为技术合作伙伴。该集团计划在2022年第三季度开始项目建设。管理层透露，

该集团还致力于在2021年期间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其他国

际机遇并实现我们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EEW表示，它已在全球开发了1.2吉瓦的

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发电厂。 （颠覆性技术情报与决策支持平台2021年3月12日）

美国国防部（DoD）通过国防研究与工程部副部长办公室，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启动了价值为750万美元的卓越中心，以实现快速态势感知的网络化可配置指挥，控

制和通信(COE-NC4)。通过关注用于下一代计算和通信的大型网络系统，该中心将开

展研究以使传感，数据分析，通信和网络系统和子系统能够无缝集成并适应新的任务

需求。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因其出色的研究能力和多样化的学生群体而享誉全美。该卓

越中心将用一系列基础研究问题连接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学生，教师和员工，以开发

牢固，有弹性，安全且完全联网的基础平台，同时应对故障和安全威胁。（美国国防

部 2021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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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提供1800万美元支持提高车辆能源使用效率研究

美国能源部宣布提供1800万美元的项目支持四个研究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密西根技术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西南研究中心)对提高车辆营运中的能源使用效

率进行研究。该项目是能源部NEXTCAR的第二阶段，该阶段主要集中在轻型车辆的

研究，能源消耗降低30%和四级车辆的自动化。经费支持来自美国能源部。（美国能

源新闻 2021年03月11日）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与石墨烯材料供应商Graphmatech公司合作,将石墨烯

技术应用于铜粉中,使铜在激光增材制造中的可印刷性获得突破,显著降低了铜粉反射

率,从而获得更致密的3D打印零件。Graphmatech公司的专利石墨烯技术可对铜粉表面

进行改性,成功将反射率降低了67%。添加的石墨烯在3D打印过程中保留,对增材制造

的铜-石墨烯零件密度产生积极影响,显著降低其孔隙率。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表示,

利用石墨烯涂覆金属粉末的新工艺可为各类应用中的新材料设计带来了全新思路,具

有良好推广应用前景。这类可3D打印的混合材料有潜力在电动汽车,电子产品和国防

等一系列领域提升应用价值。Graphmatech公司目前正积极推广这项技术。由于石墨

烯在增强粉末的可加工性和印刷零件的性能方面具有积极影响,因此该公司在与项目

合作伙伴进行增材制造的其他石墨烯-金属复合材料和涂层粉末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

进步。（颠覆性技术情报与决策支持平台2021年3月12日）

瑞典应用石墨烯技术提升铜合金增材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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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利用蚕丝培养骨骼肌细胞，以寻找治疗肌肉萎缩方法

前沿动态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证实可从 “国家钚238生产计划”的
废料中开采钷-147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RNL)开发的一种新方法证明，美国能源部（DOE）的“国

家钚238生产计划”的副产品之一可以是钷-147，这是一种用于核电池和测量材料厚

度的稀有同位素。

在高通量同位素反应堆(High Flux Isotope Reactor，美国能源部科学处用户装置)

中，为了生产用于太空探索的钚238，镎237靶被辐射后所遗留下来的放射性废料非

常不易处理。从去年起，DOE同位素项目下的ORNL成立了一个新课题，从分离过

钚-238的裂变产物中开采钷-147。这项研究的目的是生产美国稀缺的同位素钷-147，

并且可以减少核废料中的放射性元素浓度,从而可以更简单、更经济地安全处理核废

料。研究表明，钷-147在医学成像和为太空探测供能等方面都有潜在的应用。 （美

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2021年3月10日）

犹他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蚕丝来生长骨骼肌细胞，这可能会创造出更好的治

疗肌肉萎缩的方法。研究人员通过在缠绕在丙烯酸底盘上的丝纤维上生长细胞开发出

了3D细胞培养表面。该团队同时使用了天然和转基因蚕丝，后者是由经蜘蛛丝基因

修饰的蚕所生产的。天然蚕丝以前曾被用作3D细胞培养模型，但这是转基因蚕丝第

一次用于骨骼肌建模。犹他州立大学生物工程学系的伊丽莎白·瓦尔吉斯（Elizabeth 

Vargis）表示，该团队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建立更现实的正常和患病组织的体外模型。

在蚕丝上生长的细胞能比在普通塑料表面上生长的细胞更成功地模仿人的骨骼肌。这

些细胞显示出了更强的柔韧性和更强的肌肉收缩所需基因的表达。蚕丝还利于促成合

理的肌肉纤维排列，其对进行稳固的肌肉建模非常重要。（Innovation News Network 

202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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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研究人员在迄今最小的尺度测量了万有引力

美国能源部计划提供三千万美元支持量子信息科学研究

奥地利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研究所和维也纳大学的研究人员测量了迄今为止最

小的物体产生的万有引力场：一个直径大约1毫米（芝麻粒大小）、质量大约90毫克

的金子小球。他们可以测到两个这样的小球之间的万有引力。由于这个引力极其微

弱，这个实验需要极高的灵敏度，以及尽可能排除外界干扰。为此，实验是在圣诞节

假期的夜间完成的，灵敏度高到可以探测到实验室两公里外的马拉松比赛冠军什么

时候到达终点。我们知道，人类对于万有引力的理解并不彻底，比如万有引力并不

能解释暗能量为何加速宇宙膨胀，以及万有引力与量子力学还不能统一在一起。在

越来越小的尺度测量和理解万有引力有助于我们将万有引力和量子世界统一起来。

（NewScientist 2021年3月10日）

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了对量子信息科学研究的支持计划，将投资3000万美元帮助

科学家理解极小尺度（比人类头发直径还要小10万倍）下自然的行为模式。能源部

称，量子信息科学将帮助美国解决一些21世纪极端紧迫与复杂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

与国家安全等。能源部的此项基金将聚焦于发展先进技术以合成、构建与理解量子尺

度下的物质与现象，相关研究将通过能源部下属的五个纳米尺度科学研究中心完成，

并为更广大的科学共同体提供支持。这五个纳米研究中心是由能源部下属科学办公室

主导的基础能源科学项目（Basic Energy Sciences program）支持建立的，为科学共同

体提供世界领先水平的合成、测试、计算工具与专业知识。它们的研究成果将帮助能

源部完成推进能源、经济与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www.energy.gov 2021年3月9日）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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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应用新技术加速3D打印复杂组件

前沿动态

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推出新型平面光学技术

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计算机，电气与数学科学与工程

（CEMSE）部门Primalight实验室的Andrea Fratalocchi教授领导的小组在《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新论文。推出了采用廉价半导体制造的，可扩展的新

型平面光学技术。该研究的主要方法在光学知识中称为“平面光学”，是在平坦表面

上进行处理，覆盖了一层由光学纳米谐振器组成的“神经单元"，使其能够像神经网络

处理电信号一样来处理光信号。这些新颖的平面光学器件在超薄表面上实现了极高的

效率，在可见光范围内高达99％。 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对宽波带及矢量光的透射和反

射光的波阵面进行任意形状的控制。同时，由于其超薄的纳米的硅表面结构可以在柔

性表面上定制。该纳米表面谐振器的设计结合了人工智能来设计程序，其实验器件的

性能比行业领先的公司（例如Thorlabs和Newport）获得的商用设备要好。KAUST研究

团队的这一研究，可能会革命性地改变基于体光学器件的旧技术，例如他们开发的一

种平板相机，其视觉效果甚至比人眼还要好。另外该研究团队正计划使用平面光学器

件来开发一种类似于生物传感器一样的平面器件，能够“读取”感染了疟疾和新型显

示器的细胞。在五到十年的时间里，当今大多数笨重的光学器件将缩小到袖珍大小，

这与20世纪末电子技术经历的类似革命一样。（Phys.org 2021年3月8日）

一项新技术将加速为美国各陆军兵种应用开发3D打印组件。该计划是美国陆军

作战能力发展司令部（DEVCOM）陆军研究实验室和克莱姆森大学复合材料中心

（Clemson Composites Center）合作协议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将创建一个增强了人工

智能的数字生命周期平台，该平台将帮助工程师更便捷、低成本的设计，分析和制造

具有嵌入式多功能的各种大型、复杂几何部件。以实现整体尺寸，重量，功率和成本

或SWaP-C效率的优化。（DEVCOM陆军研究实验室公共事务研究室 2021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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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宣布将对新型冠状病毒病后遗症的研究进行大规模资助

斯坦福大学发布关于五角大楼2021年财年预算的研究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病后遗症是指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感

染对人体健康的长期影响。2月23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宣布了一项为期

四年，耗资11.5亿美元的计划，以资助对该领域的研究，并列出了一些研究的首要任

务。“长时间冠状病毒病”的症状范围很广，包括疲劳，发烧和呼吸急促，以及焦

虑和抑郁等神经系统疾病。这些症状可能在新冠病毒感染后数周出现，并持续数月。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开始将新冠的一系列后遗症的称为SARS-CoV-2感染急性后遗

症。该项资助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更好地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病后遗症的生物学基础，以

及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易患病的原因-以便最终找到治疗方法。迄今为止，美国国会已向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拨款了36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与新型冠状病毒病相关的工作

和研究，此外还为该病毒后遗症的研究提供了11.5亿美元。（Nature 2021年3月 4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3月3日发布了一项关于五角大楼2021年财年预算的研究报告。报告

称，五角大楼将在本财年花费约5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研究。该预算金额是根据五角

大楼向国会发出的拨款申请来判断的。

报告指出，美国2021财年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共发布305个公开项目，相关领域的

军事总预算约为50亿美元。该概算和五角大楼去年在该领域的投入大体相当。不过该

报告称，这一数额可能存在变化，最终的数字取决于国会。报道还预估了美国联邦机

构在2021财年在民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投入。预计联邦将拨款约15亿美元用于民用人

工智能研究，较去年增加5亿美元。该研究报告并未提及其他国家相关资金投入额度。

斯坦福大学3日同时发布了第四份全球年度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报告分析了该领域

的基本趋势，尤其是美国的情况，也分析了中国和欧盟的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塔斯

社纽约 2021年3月3日）

前沿动态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1 (TOTAL 42) in 2021 8

科研人员发展基于深度网络分析的推荐算法

前沿动态

DARPA正寻求研发紧凑的，可移动部署的电子加速器

直线加速器可用来将电子或其他带电粒子加速到很高能量，并有许多商业用途，

如产生的X射线可用于货物检查，医疗诊断, 食品辐照，甚至可用于癌症辐照治疗等。

但当前的技术下为了产生更高能量的电子，加速器的尺寸可达数十米以上。不幸的

是，这样强大的加速器由于过大过重，无法用于野战的军事用途。

DARPA发布了先进概念紧凑型电子直线加速器计划(ACCEL), 研发强大且可移动部

署的直线加速器, 其终极目标是可将电子加速至35MeV, 全系统重量控制在75千克以下，

并可放入直径0.4米，高1米的圆柱形容器内。这样的加速器可用卡车或飞机运输到条

件简陋的地点，并有着防御和国土安全上的一些优势，例如医疗用途，临时爆炸装置

的远程引爆，移动检查货物容器内的生化和辐射威胁等。（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2021年1月8日）

美国MIT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的研究人员最近把专门用于图分析的软件

GraphIt拓展到可以用GPU和CPU协同加速。推荐算法在商业营销等诸多领域有着重要

的应用，该算法将大大加速基于网络分析的产品推荐算法。该项目得到了美国自然科

学基金，美国能源部以及美国国防部DARPA的经费支持。（Innovation News Network 

2021年0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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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阱 VS 超导：量子计算机哪家强？

2020年初，科技制造企业霍尼韦尔（Honeywell）在十多年的默默研发后，首次推

出了一台用离子阱作为量子比特（qubit）基础的量子计算机。总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

纳州的霍尼韦尔是全球首个尝试这一路线的公司。10月，也就是开发成功之后的7个

月，霍尼韦尔展示了一台升级版的计算机，并已计划好如何扩大其规模。

不久前，马里兰大学的衍生公司IonQ公布了一台离子阱计算机，或能达到IBM与谷

歌的计算机的水平，不过IonQ尚未公开其运算能力的细节。更小的一些初创公司——

例如英国的Universal量子公司和奥地利的Alpine量子技术公司——也在为离子阱项目吸

引资金。（Nature 2020年11月17日）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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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病毒疫苗
医药卫生领域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课题组

1、技术说明

人造病毒疫苗[1] 是基于反向遗传学

操作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等方法，从基因

水平入手，按照计算机模拟程序，突变

病毒基因组的三联码，人为控制病毒复

制从而将病毒直接转化为预防性疫苗或

突变为治疗病毒感染的药物。通用这种

方法可以研制任意致命性病毒的疫苗和

治疗性生物技术药物，并且可以用来开

发影响国防安全的预防性生化武器。

2、研发状态和技术成熟度

19世纪末，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
斯德将狂犬病病毒经过人工减毒处理，

但仍能刺激人类免疫系统产生对病毒的

抗体，成功治愈了感染狂犬病患者。

开启了人类的病毒疫苗研发道路，但其

免疫原性有限并且易产生免疫逃避。随

着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出现了许

多不断成熟的疫苗研制的新方法和新技

术，并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逐步取代传

统的疫苗研制技术。其中，反向遗传学

技术和合成生物学技术发展迅速，倍受

国内外研究者关注。近日，Science发

表了我国关于流感病毒疫苗的突破性研

究进展，以甲型流感病毒为模型，应用

基因遗传密码子扩展技术成功制备了复

制缺陷型疫苗病毒，发明了将病毒直接

转化为疫苗的技术，其免疫原性及免疫

保护效果等方面均要优于现行的流感疫

苗。该研究成果被称为是一种“革命

性”或“颠覆性”研究，此项技术不仅

为解析病毒蛋白在病毒复制周期和致病

性中的作用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工具，而

且为研发RNA病毒作为载体疫苗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策略。

3、产业和社会影响分析

近年来，流感、艾滋病、SARS和埃

观察思考

[1] Si L., Xu H., Zhou X., et al. Generation of influenza A viruses as live but replication-incompetent virus vaccines[J]. Science , 
2016,354(6316):1170-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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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拉出血热等致命性传染病及其周期性

爆发,时刻危害着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

其幕后黑手是结构多样、功能复杂且变

异快速的病毒，而疫苗是预防病毒感染

的有效手段。当前临床使用的疫苗或因

病毒灭活致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差，或因

制备工艺复杂而不通用，或因病毒突变

致免疫逃逸失效，从而使人们往往谈病

毒色变。目前，使用具有完全感染力的

活病毒被视为一种禁忌，因为病毒会迅

速传播。获准临床使用的活病毒疫苗通

常都经过结构上的处理，使病毒的毒性

减弱，但这影响了疫苗的效力。因此目

前广泛销售和使用的疫苗通常要么含有

死病毒，要么含有毒性减弱的活病毒。

此外，很多致命的病毒都没有相应的疫

苗。而人造病毒疫苗是活病毒疫苗，即

保留了野生病毒完全的感染力，只是将

它感染人体后在细胞内的复制和生产新

病毒能力剔除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

保留了病毒感染人体引发的全部免疫原

性，即体液免疫、鼻腔黏膜免疫和T-细
胞免疫，而对人体的毒性被控制了。这

种方法完全不同于当前使用的仅部分免

疫的灭活疫苗，也不同于仍然保留弱复

制能力而有毒性危险的减活疫苗。此类

疫苗可以做艾滋病、SARS和埃博拉出血

热等几乎任意致命性病毒的疫苗或治疗

性生物技术药物，甚至可以用来开发影

响国防安全的预防性生化武器。

4、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和趋势

目前，我国科学家成功以流感病毒

为模型，发明了将病毒直接转化为疫苗

的技术，该研究成果被称为是一种“革

命性”或“颠覆性”的发现。此项研究

在保留病毒完整结构和感染力情况下，

仅突变病毒基因组的一个三联码，使流

感病毒由致命性传染源变为了预防性疫

苗，再突变三个以上三联码，病毒由预

防性疫苗变为治疗病毒感染的药物。并

且随着三联码数目的增加而药效增强。

这一“四两拨千斤”技术不仅使疫苗研

发不再复杂，而且摆脱了对病毒生物学

知识获得的依赖，并适用于几乎所有病

毒。这一发现颠覆了病毒疫苗研发的理

念，成就了活病毒疫苗的重大突破。

5、技术研发障碍及难点

人造病毒疫苗面临制备活病毒疫苗

的低效率，大多数病毒都是RNA病毒，

即它们的遗传物质是RNA。病毒的信使

RNA（mRNA）负责合成蛋白质，研究

发现，流感病毒信使RNA中引入了一个

终止密码子，并保留病毒的完整结构。

保留了感染性的病毒进入人体后，可以

激活人体细胞的全部免疫反应，但由于

终止密码子的存在，病毒无法进行蛋白

质翻译，因而失去复制能力。研究人员

对小鼠、豚鼠和雪貂注射了活病毒疫苗

后，这些病毒并未发生复制。随后，动

物体内产生免疫反应，将注射至体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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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清除，并获得了免疫能力。

病毒变异极其迅速。活病毒疫苗仅

仅改变了几个碱基，进入人体后，会不

会发生突变而恢复复制能力？我们通过

检查病毒的基因组，找出其中不易突变

的位点，即保守区，随后在该区域设置

终止密码子。一旦保守区的基因发生突

变，就会导致病毒的死亡。此外，为了

增加保险系数，会在病毒的多个保守区

中设置终止密码子，只有改变所有的终

止密码子，才能重启自我复制进程。

6、技术发展历程、阶段及产业化规

模的预测

目前疫苗的发展，已经从预防用疫

苗发展到治疗用疫苗。同时，运用遗传

密码扩增技术制备的活病毒疫苗已经投

入使用。随着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发

展，出现了许多可以应用于疫苗研制的

新方法和新技术，并在某些方面已经开

始逐步取代传统的疫苗研制技术。这种

方法完全不同于当前使用的仅部分免疫

的灭活疫苗，也不同于仍然保留弱复制

能力而有毒性危险的减毒活疫苗。这一

发现颠覆了病毒疫苗研发的理念，成就

了活病毒疫苗的重大突破，有望简化疫

苗的研发过程，帮助科学家在疫情暴发

几周内就得到有效的疫苗甚至疗法。目

前的人造病毒疫苗技术仍处于初期发展

阶段，所面临的难题较多、压力较大，

但我们相信通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

科研技术的不断进步，人造病毒疫苗技

术在未来十几年内将会迎来一个飞速发

展阶段。

人造病毒技术仍处于新兴阶段，所

需的条件过于单一、资源太过匮乏。同

时，人造病毒疫苗的研究周期过长、科

研投入过大、技术门槛过高，受到的关

注度和欢迎度仍然较低。此外，该技术

相关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面临审批的

流程太过繁琐，周期过长，对该技术的

发展也是一大掣肘。部分人对此项研究

处于反对态度，政府机构需要对此保持

慎重的态度。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

国家的大力支持才能逐渐完善并解决这

一问题。

人造病毒疫苗产业市场需求旺盛，具

有可提升防控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能力，

未来有望千亿元疫苗市场规模。从全球市

场来看，疫苗市场未来重要的增长动力将

是新型疫苗。而人造病毒疫苗作为新型疫

苗，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和推崇，是

未来疫苗行业发展的主力方向之一。随着

医疗模式转变、政策扶持和新产品上市，

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疫苗行业将保持持续高

速发展，而新型人造病毒疫苗是未来发展

的主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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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说明

传统饮用水处理工艺以去除悬浮物、

胶体和杀菌为目的，不能有效去除水中溶

解性低浓度有毒有害污染物。即使单个污

染物浓度满足饮用水水质标准要求，各种

低浓度污染物共存也会造成潜在的健康风

险。化学氧化除污染很难定向控制污染物

无害转化，且能耗高、化学药剂消耗高、

副产物多。除此之外，传统饮用水处理的

土建构筑物+化学药剂模式占地规模大、

建设周期长、难以装备化生产和模块化建

设。“膜法”是以膜分离为核心的饮用水

处理工艺，颠覆了传统饮用水处理的土建

构筑物工艺。

2、产业和社会影响分析

“膜法”在替代传统工艺、扩大生

产规模、适应各种水源水质方面具有广

阔的市场应用前景，可以促进材料、自

动化、传感器等一大批行业的发展，也

为保障人们的饮用水安全特别是有效解

决我国广大偏远农村、山区等分散地区

的饮水安全提供有力的保障。微滤 /超

滤膜过滤可以替代传统的饮用水处理工

艺，纳滤和反渗透膜过滤则是获得比传

统处理更高品质饮用水的有效手段，电

渗析则可以对饮用水的盐度和硬度进行

低成本去除。与传统工艺相比，这些膜

处理技术药耗极低，二次污染少，而且

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水质的调整，预期会

成为今后水厂生产高品质饮用水的主流

工艺方法。

3、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及趋势

目前，我国微滤 /超滤膜产品种类

多、有价格优势；在利用微滤 /超滤膜

改造或替代传统饮用水处理工艺方面，

我国已有较多中小规模水厂的应用，基

本上和发达国家处于同等水平。但是，

在纳滤、反渗透膜、电渗析方面，我国

成熟膜产品少、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品

牌；规模化水厂应用方面与法国、荷

观察思考

零添加集约型高品质饮用水“膜法”处理工艺
环境与轻纺工程领域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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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规模小、经验

不足。建议政府层面引导纳滤、反渗透

膜、离子膜产品的研究开发，鼓励企业

积累工艺优化设计和运行管理方面的经

验，从而推动饮用水处理行业更高水平

地发展。

4、技术研发障碍及难点

目前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投资和运

行成本仍然较高，膜的寿命较低、系统

较为脆弱，应用历史较短、经验积累较

少，行业对其运行维护的稳定性信心不

足。

5、阶段及产业化规模的预测

膜法水厂彻底颠覆了现在市政自来

水处理行业的设计、建造和运行管理模

式，使得自来水生产更工厂化、水质更

稳定可靠、质量控制更规范。相比传统

水厂，膜法水厂结构紧凑、占地少、易

于工业化规模生产，还具有自动化程度

高、节省用人成本的优势。随着产品质

量的提升、应用经验的积累和标准的强

化，饮用水处理行业对膜法水厂的接受

度会迅速提升，预计膜法水厂在2035年

成为主流技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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