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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产业化创新 培育新的增长点

2014 年， 全省经济和信息化
系统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
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产业化
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
把创新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
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
活动，涌现出一大批产业技术创新

重大成果。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工业
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我省作了推
动产业创新发展的经验交流发言。
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组织遴选出 2014 年度湖南省
产业技术创新十大标志性成果，现
予发布推介。

8 英寸IGBT 技术研究及
其产业化

●承担单位：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通过开发薄片加工工艺、 质子注入掺杂和少子
寿命控制、双束激光退火与激活、铜金属化工艺等核
心关键技术，形成了独特的高压 IGBT 制造全套技术
与工艺，攻克高压 IGBT 芯片设计技术、研制出 8 英
寸系列 IGBT 及其配套 FRD 芯片， 实现高端 IGBT
芯片及模块自主设计与制造， 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推动行业整体技术进步。 首批 8 英寸 IGBT 芯片

“睿芯”成功应用在昆明地铁，至今已安全运行四万
余公里，各项运行指标均达到国际水平，标志着自主
8 英寸 IGBT 从设计、制造到应用完全国产化。同时，
通过“并购—整合—再创新”，在产业化技术方案、设
备配置、工艺路线、商业模式等方面系统创新，打造

“芯片—模块—系统应用”完整产业链，在全球范围
内率先实现高压 IGBT 芯片从 6 英寸到 8 英寸的历
史性的技术跨越，铸就产业核心竞争力。 该成果打破
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改变了国内市场的竞争态
势，迫使国外产品降价 1/3，拉动了功率半导体上下
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高速重载工程机械核心
液压件技术创新及应用

●承担单位：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从油缸、阀、泵三个方面出发，发明了缓冲性能
可调的端面贴合式缓冲油缸、阀芯阀套可分段重组
的模块化集成液压阀组、基于位置反馈的高压柱塞
泵恒功率变量伺服机构，攻克了高速重载油缸高性
能缓冲、大流量液压阀组的集成设计与制造、高压
柱塞泵恒功率快速响应等三大技术难题。 其主要技
术指标和可靠性已超过进口同类产品技术水平。 该
成果促进了我国液压基础零部件技术的发展，提升
了工程机械主机产品作业性能，增强了我国工程机
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开发出的系列缓冲油缸、集
成液压阀组和恒功率变量柱塞泵， 全面替代进口，
解决了我国工程机械核心液压件长期依赖进口，影
响产业链安全的现状，突破了中大型挖掘机、千吨
级汽车起重机、超长臂架泵车等高端装备液压件技
术瓶颈。

采用了 2 兆瓦级超低风速直驱式智
能型风力发电机组总体设计、风电机组增
效控制技术、适应接入配电网的风电机组
无功优化协调控制、实时监测和电网适应
性等关键技术。实现了提高单台风电机组
及整个风电场的全寿命周期效能，提高风
电场发电量、延长风电机组寿命期、大幅
减少风电机组维修费用的目标，极大地提

高我国风电产品在国际风电市场的竞争
力，使得湘电风能 2MW 及以上大功率智
能化直驱永磁风电机组产品跻身国际领
先的行列。 同时也拓展了兆瓦级直驱型风
力发电机组产业链，带动了省内风力发电
装备制造产业优化和升级，促进了湖南省
风电产业进一步提升为高水平智能风电
产业。

8 英寸 IGBT 芯片。

1.

3.

钢丝绳及织物芯输送带生产线
平板硫化机组

●承担单位： 益阳橡胶塑料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

采用独特的流道设计，温差参数优于国家标准，保证运输
带质量；锭子导开装置初张力实现无级调节；成型车驱动系统
采用平衡分配技术，保证液压马达平稳同步运行；采用对接埋
弧焊双面焊接和独特的热处理方法， 解决了大型薄壁框架类
构件及大型热板应力集中和热变形问题；采用智能化技术，实
现了整条生产线各个系统的联动运行和定中心生产。 产品生
产效率高，节能明显，智能化、联动化水平高，生产出的超宽超
薄输送带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我国目前生产
的最大规格平板硫化机组生产线。该成果实现了我国高强度、
超大型运输带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 大大提升我国超大型钢
丝绳橡胶平板硫化机生产线研发制造整体技术水平， 对我国
平板硫化机行业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7.

云 100纯电动汽车
●承担单位：长沙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拥有车载远程监控系统、 智能充电系统、 安卓多媒体系
统、BMS 系统、智能电控系统、能量回收系统、坡道智能辅助
系统等七大核心技术。 搭载一台最大功率为 18KW 的交流异
步驱动电机，峰值扭矩为 120N/m 的电动机，采用锂离子动力
电池，在城市路况中续航里程可达 300 公里。采用主动安全均
衡管理系统，适时掌握与改善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单元的
工作状态，很好地提高了整车安全性。云 100 纯电动汽车现已
列入国家新能源推广目录，具有时尚、舒适、安全、科技与新能
源纯电驱动的领先优势， 对长株潭乃至湖南省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都有积极的影响，将带动区域零部件配套产业发展，推动
充电网络建设，促进互联网科技产品在汽车上的应用。

8.

国产拉米夫定原料和片剂的研
制及产业化

●承担单位：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以拉米夫定原料药和片剂国产化为目标， 在国内首家实
现了拉米夫定制剂的上市生产销售， 用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所致肝胆疾病的治疗。 针对拉米夫定原料药和片剂生产中的
关键技术进行研究攻关， 发明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制备技
术，显著降低了拉米夫定的价格和病人的用药成本。该产品为
国内首仿品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产品质量标
准高于进口标准；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同时，通过实现拉
米夫定原料和片剂的国产化，打破了国外垄断，降低了药品价
格，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是近三年湖南省唯一销售过亿元的
医药新产品。

9.

功率型 45mil 氮化镓 LED
芯片

●承担单位：湘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从材料质量和器件结构优化方面提高发光二极管的发光
效率和可靠性，探索制约功率型照明芯片效率提高的机制，突
破目前半导体照明领域面临的关键技术瓶颈。 根据外延生长
反馈结果改进图形衬底, 外延结构上开发阶梯量子阱结构，采
用隐型切割加上全反射镜技术和 LED 反射电极关键工艺。 该
成果主要用于半导体照明相关领域，取代传统的照明光源，实
现节能减排效益。 其 LED 芯片的技术水平（100� lm/W），相对
传统光源（白炽灯 16� lm/W、荧光灯 50-80� lm/W），本 LED
芯片能够实现 50%的节能效果。

10.

———2014年度湖南省产业技术创新十大标志性成果简介

攻克了双流制窄轨电力机车系统集
成技术难点，突破了双流制牵引电传动机
车技术，掌握了牵引系统交直流自动切换
与故障导向、再生制动优先的再生制动与
电阻制动混合控制、交流变压器牵引绕组
复用为直流电抗器等技术。实现了 8 台机
车有线重联控制、电力机车———内燃机车
的有线重联控制、重载组合列车各机车无
线异步控制等功能。研制出适应于窄轨的
高强度轻量化车体，首次实现车体纵向载
荷 4450KN 和拉伸载荷 4000KN。 该成
果构建了我国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双流制窄轨电力机车平台，带动了我
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机电制造、有色金属
材料、 化工等 20 多种产业的发展。 显著
提升了我国窄轨双流制电力机车的总体
技术水平，打破了国外关键技术封锁。

4. 2兆瓦级超低风速直驱式智能型风力电机组
●承担单位：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湘电风能有限公司

大直径全断面硬岩隧道
掘进装备（TBM）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

●承担单位：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

通过结合试验工程地质条件开展关键技术研究
和科技攻关，突破了大直径 TBM多系统协调技术、大
功率、变载荷、高精度电液控制系统设计与集成技术、
关键部件状态监测与诊断技术以及振动分析及减振技
术等核心技术， 研制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国产首台
大直径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敞开式 TBM）。 特别
是在吉林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中针对输水总干线隧
洞“长距离、大埋深、高应力、高水压、高地温、大涌水、
易岩爆”等地质特点和技术难点，大直径 TBM把高强
度、高风险、高污染的隧道掘进工程作业转变成为相对
安全、高效的绿色施工模式，满足隧道建设快速、优质、
高效、安全、环保、集成化程度高的要求。国产 TBM每
台售价低于进口 5000 万元以上， 施工寿命达 30 公
里，每月可掘进 600 米以上，性价比高，优势明显，节
约大量的资金， 对推动隧道施工产业进步具有革命性
的意义。

2.

大直径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装备。

长距离大运量圆管带式输送机
●承担单位：泰富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提出基于圆管带式输送机胶带变形机理与成管特性规律
的动力学设计方法。 通过建立皮带、物料、托辊系统动力学和运
动学模型，揭示物料、转弯半径、带速与圆管变形因子内在关
联，掌握胶带变形规律和滚筒、托辊的载荷谱。 提出圆管带式输
送机系统柔性方案布局与整机产业化优化技术方案，大幅减少
钢结构材料和生产环节，提高单机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新
型圆管带式输送机具有高生产效率、低运行能耗、低噪声、低成
本等显著优点，在国际市场上将拥有较高的性价比。 项目实施
后企业将占据国内圆管带式输送机 10%以上的市场份额，同
时，圆管带式输送机还可以带动电机、钢铁、橡胶、土建等相关
配套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产业集群，带动相关产业新增产值
400 亿元以上，促进我国先进工程机械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6.

5. 双流制窄轨重载四轴电力机车
●承担单位：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高速重载工程机械核心液压件。

双流制窄轨重载四轴电力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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