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G 时代，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高速下
载大型文件资料，还可以即拍即传，同步
分享精彩一刻；即便旅途充满未知，也能
实时开启定位导航查询路线，做好出行规
划；欢聚时分，多人同时畅玩互动手游已
经成为人们喜爱的娱乐方式⋯⋯移动通
信技术从 3G 走向 4G，并不只是一次简单
的进阶，它更是对人们已有手机网络认知
的颠覆和超越，带来了全新体验。

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联合 14 家
单位合作研发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

（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
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该项
目提出并主导了 TD-LTE 国际标准，实
现了 4G 全产业链的群体突破，并在全球
广泛应用，成为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
历史转折。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5年，
TD-LTE 产值累计达 1.29 万亿元，经济
总贡献超过8000亿元。

30年来，我国移动通信技术发展并非
一帆风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原院长曹淑敏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由我国提出的 TD-SCDMA 虽
已成为3G国际标准，但与国际主流相比，
产品低端、产业薄弱，且仅在国内应用，整
体处于边缘地带。

近年来，全球信息产业逐渐步入以移
动互联为主导的新阶段。“作为关键基础
设施和经济增长新引擎，移动通信想要实
现全球漫游，就必须将核心技术纳入国际
主流标准，占据产业高端，才能在国际竞
争中获得有利位置。”曹淑敏说。

4G包括FDD和TDD两大技术路径，
FDD由欧洲长期主导，是移动通信技术研
发的主流，而 TDD 处于补充地位，其技术
难度大，被其他移动强国一致认为是“难
啃的硬骨头”。然而，中国却选择 TDD 作
为 4G 战略主攻方向，曹淑敏表示，“正因
为我国在 TD-SCDMA 技术上有近 10 年
的经验积累，并且 TDD 具备频谱使用灵
活、效率高等潜在优势，我们选择 TDD 路
径才更有机会实现突破”。

带着“敢为人先”的创新热情，我国
4G 攻克重重难关，原创性地提出了 TDD
物理层通信机制，同时开发多流智能天线
技术，设计出最优时频域导频方案，实现
了百兆高速率、高于3G10倍的传输容量，
并能积极应对 TDD 大规模组网在密集城
区、室内、农村等地覆盖中存在的场景多、
干扰复杂、频段高等诸多技术挑战。

“我们牵头的国际标准项目占比达
46%，授权专利近 3000 件，专利占比是
3G时的3倍之多，扭转了我国移动通信核
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受制于人的被动局
面。”曹淑敏说。最终，TD-LTE 成为两
大主流4G国际标准之一。

十年磨砺，终见真章。从 2005 年立
项研究到 2013 年工信部正式发布 4G 牌
照，再到如今的大规模商用，截至目前，
TD-LTE 已在 47 个国家部署了 85 张商
用网络，全球用户数占比 50%，我国企业
占 4G 基站全球市场份额超过 50%，中高
端 4G 手机国内市场份额达 78%。中国移

动技术部总经理王晓云认为，TD-LTE
大获成功，正是以市场为牵引、产学研用
相结合的最好印证。

“我国 4G 最难得的就在于它是以运
营商为牵引带动的技术创新，并促成上下
游产业链的协同合作。”王晓云介绍，过去
传统运营商单纯依靠引进国外技术生存
发展，现在由运营商带头，充分整合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等方面资源优势，形成

“大兵团作战”模式，共同构建标准化推进
平台、产业协作平台、国际化推广平台，实
现全过程、全环节的系统布局。

王晓云表示，从市场应用来看，4G 的
发展一方面带动了上游集成电路设计、流
片及封装快速升级，终端元器件国产化率
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带动了下游移动互联
应用迅猛发展，互联网企业实力大幅提
升。4G 的持续发展还将加快物联网、智
慧城市等建设进程，并为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更可靠的移动宽带网络支持，催生
更多的业务形态和服务模式。

“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TD-LTE成为国际主流4G标准
本报记者 郭静原

1 月 9 日，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2 名科学家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279 个项目获得自然、发明、进步 3 大
奖，5 名外籍专家和 1 个国际组织获得国
际合作奖⋯⋯从面向国家需求的重大项
目，到致力于改善民生的科技创新，中国
力量正在科技领域展现出强大的信心和
实力，开始重塑这个世界的科技格局！

重大突破

迈入世界科技前沿

从今年获奖成果，特别是高等级奖项
的总体水平看，我国在世界主要科技领域
和方向上已占有一席之地，正在从“跟跑
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

我国基础研究正迈入世界科技发展
前沿。继 2013 年铁基高温超导和 2015
年多光子纠缠相继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之后，今年又有一项物理学领域的
重大成果问鼎该奖项。荣获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
的中微子振荡新模式，是中国科学家主导
的原创性科学成果，也是中国本土首次测
得的粒子物理学基本参数，在国际高能物
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项 2012 年取得
的重大成果自诞生以来广受关注，不仅入
选美国《科学》杂志公布的 2012 年度十大
科学突破，还获得了 2016 年度基础物理
学突破奖。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首席科学家、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说：

“大亚湾实验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探测器
设计和建造方面的国际声誉，将我国的中
微子研究带入国际前沿。”

以移动 4G、北斗导航为代表的一批
重大科技成果，扭转了我国核心技术和知
识产权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重塑了世界
产业格局，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成功
范例。

获得 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的 TD-LTE 是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

（简称 4G），由我国主导的移动技术标准
首次走向世界。从 1G 时代的空白、2G 时
代的跟随、3G 时代的突破，直至 4G 时代
跨入主流，中国的移动通信技术走出了一
条标准的中国式后起之秀的发展道路。

巾帼崛起

女科学家英才荟萃

每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领奖
台上都不乏女科学家的身影。

女科学家今年首次获得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正式设立于2000年的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是中国 5 个国家科学技
术奖中最受瞩目的奖项，每年评审一
次，每次授予不超过 2 名科技成就卓
著、社会贡献巨大的科技工作者，迄今
共有 27 位杰出科学工作者获得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获 2016 年度国家科技最高
奖的屠呦呦，是27人中唯一的女性。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
奖 3 大奖的通用项目中，女性也占据突出
位置，15个获奖项目由女性挂帅。

中国移动 4G 技术 TD-LTE 项目的
负责人曹淑敏就是女性，这是国家科技奖
中首项由女科学家挂帅摘取的科技进步

特等奖。
女性挂帅的还有 3 项科技进步一等

奖。陈香美领衔的 IgA 肾病中西医结合
证治规律与诊疗关键技术，瞄准了最常
见的慢性肾病 IgA，它是尿毒症的首要
病因。新技术显著提高了 IgA 的治疗有
效率。房芳领衔的新一代国家时间频率
基准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建立起独立
自主的国家时频体系源头，其开发出的
NIM5 激光冷却—铯原子喷泉钟，2000
万年不差一秒，被接受为国际计量局认
可的基准钟之一，使中国在国际原子时
合作中第一次具有表决权。王沛芳领衔
的生态节水型灌区建设关键技术，解决
了针对国家重大需求的面源污染治理和
农业节水的关键理论技术瓶颈问题，成
果直接应用于江苏、江西等 59 个单位灌
区建设中，取得了重大社会经济及生态
环境效益。

此外，还有多个获奖项目团队中女性
成员占到一半，她们的研究成果中，既有
色彩斑斓的新型活性染料，也有我国首艘
海洋无人测量艇。

接通地气

成果对应实际需求

获得各项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不
仅“高大上”，也非常“接地气”。

“三江源区草地生态恢复”项目对促
进青藏高原地区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
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
疆推荐的“风电机组关键控制技术”项目
突破多项技术难题，推动风电跃居国内第
三大电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的“棉
花生产全程机械化”项目结合当地棉花种
植以及土壤的特殊情况，研发出一整套关
键技术装备，建立了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
技术体系⋯⋯

依靠当地产学研力量联合完成的这
些项目，服务了祖国各地的实际需求。

“DTMB系统国际化和产业化的关键
技术及应用”，为我国自主制定数字电视
标准作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字电视领
域我国强制性标准在海外应用的历史；

“冶金功能耐火材料关键服役性能协同提
升技术”，开发出性能卓越的新型耐火材
料，对高品质钢材生产有重要意义，获发
明专利 22 项，近 3 年新增产值 10.4 亿元；

“高速铁路轨道平顺性保持技术”，打破了
日、德等国的技术垄断，在我国数千公里
高铁建设以及近两万公里的高铁安全运
营中发挥着重大支撑作用⋯⋯

这些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产生
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头面部严重烧伤关键修复技术”在
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全脸面毁损从“无法治
疗”到“能有效治疗”的重大突破，被誉为

“中国式换脸”；“新一代立体视觉关键技
术”实现了9大系列20个品种立体视觉装
备的研制和产业化，获授权发明专利 90
件；“基于移动位置数据的城市出行信息
服务关键技术”项目成果提供覆盖全国
316 个城市的交通信息服务，为上亿用户
提供实时路况和出行信息⋯⋯

团队协作

迸发持久创新活力

从今年的获奖项目中，我们看到了
团队协作的巨大力量。

浙江大学能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
经过 27 年的发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聚焦国际学术前沿，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在煤炭高效清洁利用、废弃物及生
物质低碳能源、能源转化过程污染物控
制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科技成果，迸
发出强劲持久的创新活力。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
麦种质资源与遗传改良创新团队，从上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一直带动引领我国
小麦遗传改良发展方向，并为产业发展

作出重大贡献。我国历次小麦品种更新
换代中，90%以上主栽品种都利用了该
团队提供的优异育种材料及其衍生后代。

第四军医大学消化系肿瘤研究创新
团队，在持续多年的研究中，揭示了消
化系统肿瘤多药耐药、转移和“炎—
癌”转化过程中的关键分子机制与调控
网络，创立了基于胃肠癌特异性标志物
和抗原的消化系统肿瘤早诊系统，提出
了消化系早癌预防、筛查、治疗的序贯
策略，建立了消化系肿瘤靶向、微创治
疗新方法。

今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的上述 3 个创新团队都是围绕国家急
需、群众急盼的民生领域，在能源清
洁、小麦育种、消化系肿瘤等方面，经
过 20 年左右的持续稳定发展，培育了结
构合理的创新队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创新文化，堪称团队协作的典范。

中国科学家还积极参与甚至领导国
际科技合作。前文提到的获自然奖一等
奖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就是一
个约 270 名科学家参与的国际合作项
目，他们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美
国、俄罗斯及捷克的 38 家科研机构。在
这场国际合作中，中国科学家占据了主
导地位，这在以往的国际合作中并不
多见。

今年获得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 5
名外国科学家与 1 个国际组织，也在环
境污染、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安
全等全球关注的领域与中国科学家开展
了长期密切合作，促进了我国相关领域
研究的快速发展。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表彰和肯定了以他们为代表
的外国科学家的贡献，这有助于深化国
际科技合作进程，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与影响力，对于促进科技外交工作、“一
带一路”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给创新者点赞，为奋进者喝彩！中
国科技工作者正厚积薄发，在星光闪耀
的世界科技舞台上绽放光芒！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

中国力量重塑世界科技格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陈和生

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第一完
成人

国家持续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支持，科
研成果不断涌现，包括空间科学实验下一
代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等。在取得成果的同
时，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与具备先进
科技水平的国家之间仍存在差距，还需要
科技工作者不断努力。

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浙
江大学能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代表

高校技术成果转化是科技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企业的创新动力
还不够充分，高校里的工程类学科有责任
填补这一块创新空白，开展前沿基础研究
和工程技术研发，推动高校和企业深度协
同创新。

倪明江

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前
置前驱8挡自动变速器（8AT）研发及产业
化”第一完成人

我国汽车产业高速成长为技术创新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的项目就是一个产
学研用合作典型案例，既有高校的原始创
新，又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与用户的需求
相结合，使创新从基本概念变成商品。

徐向阳

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IgA肾病中西医结合证治规律与诊疗关
键技术的创研及应用”第一完成人

医疗项目研究时间漫长，最终一定要
应用到临床中，观察患者能否得到有效治
疗。实践证明，只有找准创新方向，建立辨
证评估体系，坚持不懈地从临床试验中获
取治疗数据，才有创新治疗技术的生成。

陈香美

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