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大型矿用电动轮自卸
车优化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1、 大型矿用电动轮自卸车整车设

计集成及优化技术，包括车架轻量化设
计优化技术、 动力总成匹配优化技术、
悬架系统优化设计等；2、交流变频牵引
技术，包括整车能量转换优化控制策略
研究；整车通讯总线技术研究；高电压、
大功率工况牵引变频策略研究；交流矿
用电气交流仿真技术研究；高压、大功
率交流传动系统测试技术研究；3、大型
复杂承载构件疲劳失效的分析及可靠
性优化技术；4、液压系统设计集成及优
化技术，包括温度控制技术、泄露控制
技术。

钢制叶片模具成型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钢制叶片模具成型技术主要包括

叶片成型工艺方案、模具设计、模具制
造技术、叶片成型及检测技术等，保证
机翼型铸钢叶片的铸造质量及精度要
求， 并进一步解决叶轮整体铸造问题，
降低加工成本，满足机翼型叶轮量产的
需求。

开关磁阻电机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开关磁阻电动机 （SRD）是继变频

调速系统、无刷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之
后发展起来的最新一代无级调速系统，
是集现代微电子技术、数字技术、电力
电子技术、红外光电技术及现代电磁理
论、设计和制作技术为一体的光、机、电
一体化高新技术。 它的调速系统兼具直
流、交流两类调速系统的优点。

电控高压共轨燃油喷
射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研发喷射压力在 2000bar 以上的高

压喷油器。 喷射压力越高，对零部件的
精密加工技术、 总成的高压密封技术、
单次喷射次数、喷射响应时间和可靠性
技术的要求也越高。 主要研究：⑴对共
轨压力的精确控制与调整技术；⑵对预
喷油量的调节技术；⑶对喷油量的修正
技术。

电动整车控制器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研发软件分层设计技术、在线标定

和实时监控技术、 智能工况识别技术、
多动力源力矩及功率分配技术和智能
故障监测及处理技术； 实现产品标准
化、硬件和底层软件的通用化；实现软
件的分层设计，建立开放式的应用层平
台和维护层平台；实现整车控制软件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设计。

低能耗智能型发动机
润滑系统 / 冷却系统及零部
件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1、高效率机油泵研制；2、电驱动单

元包括电液比例阀，直流无刷电机的国
产化研制；3、 变排量/变流量技术机械
系统和电气系统开发；4、润滑冷却机械
系统集成技术与模块化产品开发；5、润
滑冷却电控系统集成技术；6、润滑冷却
系统与发动机的匹配技术。

汽车成型模具铸件双
液—冶金结合的复合铸造及
表面激光强化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灰铁和工具钢材料性能数据库的

建立； 汽车成型模具结构优化分析；汽
车成型模具铸造工艺分析；灰铁和工具
钢材料的精熔工艺研究；双液—冶金结
合的复合铸造工艺研究；汽车成型模具
表面激光淬火工艺开发和应用；基于以
上分析研究的软件开发。

履带式收割机、耕作机
沉陷处理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1、 一种可调底盘高度的履带行走

装置。 该装置遇到泥脚深的地方，机手
可通过该调节装置， 将机器的底盘升

高，让履带能接触到硬土层，使机器能
正常作业；2、一种农机自救装置 ，该自
救装置是一种特殊绞盘，该绞盘既可使
用机器本身发动机作为动力驱动，也可
采用机器自带的电瓶的电源驱动，应急
时，还可以直接采用人工摇动，将下陷
的机器脱离泥潭。

割前脱收割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割前脱收割技术是指作物在被切

割前，使用脱粒元件直接对田间的作物
进行脱粒的一种收获工艺。 主要研究摘
脱割台的几何参数，动力学特性与割台
损失率等工作性能参数之间的关系及
割草结构的研究等，保证脱粒和割稻草
效果。

小型收割机用清选
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风力清选技术，该技术的原理是将

稻谷与稻草混合成一团物体打碎，再在
风力的作用下产生悬浮运动，利用稻谷
与稻草的比重不同， 再通过风力清选，
使得小型收割机含杂率达到 2%的国家
标准。

大米加工胚芽保留
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从稻谷进入米机到成品一系列的

工序中，分析可能对胚芽产生副作用的
影响因素，借助计算机模拟、从运动学、
动力学， 尤其是磨擦力学角度出发，采
用颗粒分析方法，分析挤压、摩擦等对
米粒胚芽的力学特性，从理论和机构设
计方面上创新碾米机理，达到保护胚芽
的目的：胚芽留存率达到 80%，留存量
达到 30%，糊粉层及以外的米糠层去净
率达 90%以上。

起重电磁吊系统机
械保护装置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针对起重电磁吊使用过程中的安

全隐患,提出了一个“起重电磁吊系统机
械保护装置”方案。 即当起重电磁铁将
起重物吸起时，一套机械装置快速将起
重物托起或夹住，当重物因停电、元器
件失效或操作失误等原因将要跌落时，
机械装置则予以保护， 不致被吸物跌
落，并报警，操作工可从容处理。 如在吊
运过程中无意外发生，起重电磁吊将重
物运送到指定位置后，机械装置快速打
开，放下重物。

连铸电磁搅拌智能
控制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通过对连铸电磁搅拌及二冷区自

动配水智能控制的研究，在线实施动态
凝固终点控制，对末端搅拌器区域内的
凝固坯壳厚度、 液相比率实施控制，使
末端搅拌器所在区域铸坯达到 28%左
右的最佳搅拌液相比率，并根据实际坯
壳厚度实施相应的搅拌参数。 建立凝固
液芯比例及电磁搅拌参数控制数据库，
从而达到最佳的冶金效果。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
池关键材料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1、SOFC 电解质用钪稳定铈锆复

合粉体材料的制备：采用共沉淀-喷雾
干燥法制备钪稳定铈锆复合粉 ， 研究
氧化钪、 氧化铈的掺杂量对粉体性能
的影响，研究喷雾干燥工艺、煅烧工艺
对粉体性能的影响。 2、流延成型法制
备钪稳定铈锆电解质材料 ： 采用流延
成型法制备 SOFC 用钪稳定铈锆电解
质材料 ，研究粉体性能 、溶剂体系 、添
加剂等对浆料的分散性、 稳定性和流
变学性能的影响， 研究生坯的流延工
艺、 烧结工艺对电解质陶瓷材料性能
的影响。

轨道交通与工程机
械用轻质超强稀土改性合金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1、超强可焊接稀土改性铝合金，其

产 品 性 能 指 标 ： 抗 拉 强 度 Rm ≥
750MPa，屈服强度 Rp0.2≥720MPa，延

伸率 A5≥8%，密度 ρ≤2.8g0/cm3；应变
断 裂 韧 度 KIC≥27MPa·ml/2； 室 温
0.75σ0.2 浸泡在 3.5%NaCl 溶液中断裂
时间大于 100h；氩弧焊焊接系数不小于
0.8。 2、高强耐高温稀土改性钛合金，其
产品性能指标： 常温下抗拉强度 Rm≥
1150MPa，屈服强度 Rp0.2≥1050MPa，
延伸率 A5≥12%； 高温 650℃下抗拉强
度 Rm≥500MPa， 屈服强度 Rp0.2≥
450MPa，延伸率 A5≥20%。

高性能减振降噪材
料及弹性元件设计制造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该项技术涵盖高速列车、大功率机

车以及高铁线路用橡胶减振降噪弹性
元件设计及制造，并可拓展应用于风力
发电装备和汽车悬架系统用减振器件
的研制生产。 主要内容包括：1、高性能
复合材料制备及产品设计；2、减振橡胶
材料及减振器件生产工艺设计；3、工艺
生产装备设计；4、橡胶减振材料及产品
检测、试验手段。

高性能水处理膜材
料制备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高性能反渗透膜、 水质净化用纳滤

膜和废水处理用膜生物反应器专用膜材
料的规模化制备技术。

催化复合材料多级
孔道控制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在合成技术层面，解决多级孔道复

合材料的合成成本过高，产品中介孔结
构的可控性及介孔有序性较差等难题；
在催化研究方向，拓宽反应类型，明确
介孔对催化反应性能提升的机制等；在
理论层面，研究多级孔道复合材料中介
孔的形成机理及第二模板的作用。

应用于血液筛查的
高效核酸提取及多联检核酸
检验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1、痕量病原体 DNA 和 RNA 的同

时提取；2、开发全自动化核酸提取仪器
与配套试剂；3、开发多联核酸扩增检测
技术；4、多病原体分子诊断试剂盒的开
发。

絮凝澄清技术在中
药固体制剂中的应用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主要内容：
将生物技术絮凝澄清技术取代传

统的醇沉技术，去除蛋白质、多糖等物
质，具有有效成分保留率高、使用方便、
生产周期短、安全无毒、价廉易得，制得
的成品稳定性好等特点。

中药药渣微生物发
酵综合利用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通过微生物发酵等生物技术手段

处理中药药渣， 促进有效成分溶出，同
时伴随微生物的生物转化作用，最终将
中药药渣制备为低毒、高效、无残留的
新型动物保健产品或有机肥料，实现资
源循环利用。 解决目前固体废渣对环境
的污染、畜禽肉类抗生素残留、疾病恶
性传播等重大问题。

冷冻干燥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冷冻技术及相关标准研究；研究缩

短冻干周期的循环压力法，调压升华法
和监控干燥结束的压力检查法等技术；
研究可在真空条件下对小瓶自动加塞，
对安瓿的自动融封等技术。

新型（OGS）触控
显示屏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OGS 技术关键是通过改进电容屏

结构和调校控制芯片，解决信号干扰问
题；研究提高 OGS 产品硬度值等技术，
达到将 CTP 产品的 Sensor 直接做到盖
板玻璃(或称视窗玻璃 )，使原来需要由
Sensor 玻璃和盖板玻璃的两片玻璃结构
变成只需要一片玻璃的结构，提高产品

优良率和降低成本。

自主可控低成本 IC
卡芯片设计及系统应用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主要涉及 IC 终端及应用安全 、IC

卡行业应用、IC 卡应用机具及通讯等相
关方面， 具体包括：PBOC3.0 标准及技
术、冠字号技术、国密算法及应用技术；
PKI 及 CA 技术体系； 终端主动防御技
术；音频通讯技术、统一通讯技术；无线
通信技术、 金融 IC 卡互联网支付技术
等等。

微波陶瓷覆铜板关
键技术与工艺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采用氧化物与添加剂混合固相反

应法制得陶瓷微晶粉体，并添加有机物
和微量添加物再制得低介电 r、 低损耗
tan、信号传输高效、高稳定性能优良的
微波高频陶瓷基板。 主要研究：1、配方
技术的创新，用微波介质陶瓷配方技术
来生产基板的陶瓷基料，采用低温共烧
技术固化基板。 2、工艺制程的创新，采
用已成熟的普通覆铜基板的工艺制造
微波陶瓷覆铜板。

数字音频集成平台
芯片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研发面向 sound bar 和音响市场的

高集成度的音频处理芯片平台，集成各
种音频解码、音效处理、FM 等功能。 同
时 内 部 也 集 成 了 Blue Tooth、USB、
I2C、SDIO、FP 、IR 等接口与外部设备
相连 。 这款芯片的核心是两颗 32 位
RISC 处理器，其中一颗专门处理音频，
像音频解码、音效处理。 它支持多通道、
高质量的 PWM 和模拟输出，同时内置
多路 I2S 和 SPDIF 输入。

标签芯片与传感器
的集成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应用 SOC 设计思想， 将感知环境

的温湿度等多传感器与 RFID 芯片进行
集成，采用低成本、低功耗的电路设计
方法，实现单一标签芯片满足多种数据
信息采集、存储的感知要求。

膜分离及应用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1、膜节能应用技术研究：研究膜分

离替代传统的蒸馏、萃取等高能耗技术
及工艺；2、 膜减排清洁生产技术研究：
研究分离膜浓缩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
物料的回收利用率， 减少污染物排放；
3、工业废水处理和循环回用技术研究：
提高水的循环利用率；作为污水处理设
施的预处理措施， 深度处理回用；4、饮
用水安全应用研究：针对发生重金属水
污染事件， 采取膜技术保证饮用水安
全。

矿山深井防爆降温
水源热泵关键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在矿井涌水排除地表前设计一个

逆卡诺循环系统。 从矿井涌水中提取大
量冷能，通过设备、管道把工作面空气
中的热量置换出来，再通过泵站排出地
表，从而达到降低工作面环境温度及湿
度的目的，形成井下降温采热、地面热
能利用的资源循环利用工艺系统。

畜禽养殖废水光生
物反应生态处理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1、微藻技术 :微藻是食物链营养级

中的初级生产者， 通过吸收大量的氮、
磷维持其生长与增殖过程，并通过光合
作用，固定二氧化碳，实现二氧化碳减
排，因而其自身的生长增殖过程就是对
溶于水中氮、磷的去处过程，实现降低
水中氮、磷含量的效果。 而微藻通过生
物絮凝剂进行收集，回收的微藻提取微
藻蛋白或提炼生物柴油。 2、光合菌技术:
光合细菌能利用光能进行光合作用而
生长发育，同时利用有机物作为电子供
体，固定二氧化碳，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且能有效降低高浓度废水中 COD 和氨
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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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编者按：8 月 7 日，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湖南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发展导向目录（2014）》。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省
将集聚各种优势资源和创新要素，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大需求，集中攻克一
批重大关键共性技术， 推动全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本刊特将 30 项重大关
键共性技术核心内容选登如下，敬请关注。

� � �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
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战略
支撑。 作为产业的创新基础，关键
共性技术薄弱已成为制约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和工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瓶颈。

立足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现
实，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产业发
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的基础性
作用， 省推新办通过深入开展调
研、广泛征求意见，从最急需、最
有基础、最有条件的技术入手，遴
选出 30 项关键共性技术 ， 编制
《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关
键 共 性 技 术 发 展 导 向 目 录
（2014）》。

在项目凝炼过程中， 注重抓
好了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深入细致开展调研。
从今年 4 月开始， 省经信委

成立以科技处牵头， 相关处室及
专家学者参加的调研组， 重点围
绕全省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亟需
突破的关键共性技术内容、 该项
关键技术在国内外的研发进展情
况、 我省相关企业与科研院所开
展该项关键技术前期研发情况 、
技术突破可能对产业发生的重大
影响和预期等方面开展深入调
研。①书面征集需求意见。专门下
发通知，部署各市州主管部门、行
管办、产业园区和重点企业，广泛
征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关键共
性技术需求， 累计收到企业反馈
意见表 230 份。 ②分领域召开专
题座谈会。 在对书面反馈意见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产业分布，重点
深入岳阳磁力装备、 湘潭矿山机
械、 双峰农用机械、 长沙电子信
息、 浏阳生物医药等产业聚集地
区， 先后召开 8 场专题调研座谈
会，涉及骨干企业 160 多家。 通过
和企业技术专家面对面的座谈讨
论， 掌握关键共性技术需求的第
一手资料。③组织专家论证。在初
步筛选的基础上，6 月下旬， 组织
重点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
行业部门的专家分领域对关键共
性技术进行评审、筛选。 ④注重与
国家产业政策进行对接。 将筛选
的技术项目与国家产业技术发展
规划、相关产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以及国家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
展指南等进行比对， 努力做到与
国家最新产业技术发展同向 ，积
极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 如这次
筛选确定的电子信息领域的 “新
型触控显示屏 （OGS）”、“微波陶
瓷覆铜板关键技术与工艺”等，就
是 2013 年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的技
术发展方向， 以确保相关技术项目研发和攻关能最大
限度获得国家政策资金支持。

二是突出两大方向做好遴选。
其一，突出重点产业。 今年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 “加快构建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
格局”，明确提出大力支持矿山机械、农用机械、磁力装
备、通用航空等装备制造业以及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优
势产业做大做强，积极扶持汽车及零部件、轨道交通、
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一批产业加快发展，为我们做好
关键共性技术的遴选指明了方向。这次确定的 30 项关
键共性技术， 均分属对于打造更加稳固的多点支撑产
业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充分体
现了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的要求。

其二，突出市场导向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围绕促
进我省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转型升级， 针对重点行业
和技术领域特点及需求， 通过深入调研、 广泛听取意
见、 科学开展论证， 明确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
术，明确技术研发攻关的战略、思路、目标和任务。同时
突出分类指导，引导和聚集创新要素，促进产业由价值
链低端向高端跃升。

总的来说，《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关键共性
技术发展导向目录（2014）》中的 30 项关键共性技术均
符合以下原则和条件： 一是属于我省重点培育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范畴， 符合我省构建多点支撑产业格
局的需要； 二是各项技术均由 5 家以上行业重点骨干
企业提出； 三是各有关企业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技术跟
踪和技术储备，与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初步探讨了
产学研合作机制，有的还进行了前期投入，具备了研发
攻关基础；四是带动效应好，产业化目标明确，技术突
破能给产业和经济发展带来切实的推动作用， 作出实
质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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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攻关 30 项重大关键共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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