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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成果转化计划 

2022 年度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计划聚焦“走在前列”和“迈

出更大步伐”目标，贯通落实“五项要求”和“五个扎实”，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四个面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两链”深度融合,支持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探索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新模式，着眼推进“陕西百项科技成果转化行

动”和“科创板”上市企业培育，支持一批已取得关键核心知

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进行转化和产业化，培育一批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本年度重点支持“百项科技成果转化行动”项目和“科创

板”上市企业培育项目。 

（一）“百项科技成果转化行动”项目 

本计划重点支持企业自行申报或专业化机构（风险投资机

构、金融机构、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等）优选、推荐的高质

量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项目成果范围 

（1）风投机构尽职调查或筛选推荐的科技成果； 

（2）省科技厅与风险投资等专业机构组织秦创原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系列路演等融资对接活动的科技成果； 

（3）获国家科技奖励和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

以上）且具备转化条件的科技成果； 

（4）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开发实施转化的科技成果； 

（5）通过技术市场已转化的科技成果，主要指企业吸纳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的重大科技成果（技术合同应为 2018 年 2021

年期间签订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交易额 500 万元以上，

且已经在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录入，并有陕西省技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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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认定登记证明）； 

（6）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关 5G、数据中心、云计算、工业

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7）在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治疗中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8）实施农业特色产业“3+X”工程（即果业、畜牧业、

设施农业+区域特色产业）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以上项目科技成果须为近 3 年取得，具有国家授权发明专

利（包含国防专利、新药证书、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

种、国家新药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并具备转化条件。

成果水平特别先进，仍有较高转化价值的可适当放宽年限。 

2.申报单位条件 

（1）申报单位应是省内注册的科研院所或科技型企业，具

备较强的研发能力、稳定增长的研发投入和产业化条件，信用

良好； 

（2）本计划同一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项，且未承担在研

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3.申报资料 

（1）科技成果转移与推广计划项目申请书（含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2）省级科技成果登记表封面复印件；  

（3）符合要求的科技成果证明资料（科技成果指近 3 年取

得，具有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包含国防专利、新药证书、植物

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

有权等；获国家科技奖励和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

以上）获奖证书；企业吸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重大科技成

果交易额 500 万元以上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及银行进出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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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   

4）企业资质类证书，含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资格证、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证明等；  

5）产学研合作证明，应包含科研合作组织形式、任务分工、

资金投入、知识产权归属、处臵及权益分配等内容；  

6）企业上年度纳税申报表或能证明企业研发投入情况的第

三方机构鉴证报告；  

7）创投类基金已投资或拟投资企业需同时提供：基金投资

及资金到位证明文件；拟投资证明资料（尽职调查等）。 

注：证明材料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即可；第 5-7 项资料根据

企业选择适用条件和申报项目来源选择提供。 

4.支持额度及年限 

支持金额：30-50 万元 

支持年限：2022 年-2024 年 

（二）科技企业“科创板”上市培育项目 

本计划主要支持纳入省科技厅“科创板”上市企业培育库

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已签署保荐、承销协议进入上市辅

导阶段的科创板拟上市企业优先。 

1.申报企业条件 

应为在陕西省内注册企业，成立满 3 年并符合以下要求： 

1.1 技术领域要求 

1）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主要包括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电

子信息、下一代信息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软件、

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硬件等； 

2）高端装备领域，主要包括智能制造、航空航天、先进轨

道交通、海洋工程装备及相关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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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材料领域，主要包括先进钢铁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

料、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高性能复合

材料、前沿新材料及相关服务等； 

4）新能源领域，主要包括先进核电、大型风电、高效光电

光热、高效储能及相关服务等； 

5）节能环保领域，主要包括高效节能产品及设备、先进环

保技术装备、先进环保产品、资源循环利用、新能源汽车整车、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动力电池及相关服务等； 

6）生物医药领域，主要包括生物制品、高端化学药、高端

医疗设备与器械及相关服务等； 

7）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技术领域； 

8）符合科创板定位的其他领域。 

1.2 研发及创新能力要求 

企业近 3 年（2018-2020 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最近 3 年累计

营业收入比例 3%以上，或者近 3 年研发投入金额累计在 3600

万元以上；其中软件企业近 3 年累计研发投入占近 3 年累计营

业收入比例 6%以上。 

研发人员占当年员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0%。 

近 3 年围绕主要产品获取的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含国防专

利）3 项以上。 

1.3 成长性要求 

企业近 3 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达到 12%，或者最近一年

营业收入金额达到 1.8 亿元以上。 

成长性条件例外条款：企业获创投类机构投资两年以上，

完成规范化公司制改制，最近一次融资投后估值不低于 6 亿元。

或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企业可不受成长性要求条件限制。 

1）企业拥有的核心技术经国家主管部门认定具有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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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作用或者对于国家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2）企业作为主要参与单位或者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主要参与

人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并将相关技术运用于公司主营业务； 

3）企业近 3 年独立或者牵头承担与主营业务和核心技术相

关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4）企业依靠核心技术形成的主要产品（服务），属于国家

鼓励、支持和推动的关键设备、关键产品、关键零部件、关键

材料等，并实现了进口替代； 

5）企业累计形成的核心技术和主营业务收入的发明专利

（含国防专利）合计 30 项以上。 

2.项目申报要求 

（1）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需与企业核心技术和主营业务收入

相关。成果满足本项目科技成果范围，包括 2018 年至 2020 年

间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吸收或产学研合作获取的科技成果。 

（2）完成省级（或陕西省）科技成果登记； 

（3）申报本项目企业不能同时申报“百项科技成果转化行

动”项目。 

（4）申报项目负责人要求未承担在研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不能作为负责人同时申报其他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3.申报资料 

（1）科技成果转移与推广计划项目申请书（含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2）企业资质类证书，含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资格证、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证明等； 

（3）科技成果证明资料（专利证书、获奖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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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省级科技成果登记表封面； 

（5）企业“科创板”上市计划； 

（6）企业近三年研发投入、收入证明资料（纳税申报表或

者包含研发投入情况的年度审计报告）； 

（7）创投类机构投资证明（含投后估值证明）； 

（8）技术合同登记证明；银行进出账凭证； 

（9）产学研合作证明，应包含科研合作组织形式、任务分

工、资金投入、知识产权归属、处臵及权益分配等内容； 

（10）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申请书“需提交的材料”部

分提到的其他材料。 

注：1.第 6-9 项资料根据企业选择适用条件和申报项目来源

选择提供。2.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自动纳入拟上市企业培育库；

之前已入库符合申报条件企业按照本指南要求申报。 

4.支持额度及年限 

支持金额：100 万元以内 

支持年限：2022 年-2024 年 

（三）联系咨询 

以上未尽事宜请向省科技厅成果转化处咨询。 

联 系 人：董欣 

联系电话：81294835 

二、区域创新能力引导计划 

坚持问题和需求导向，紧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内在需求和

瓶颈制约，明确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支持方向，聚焦关键技术瓶

颈或重大技术难题凝练关键共性技术全链条创新设计，统筹科

技资源，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加快创新能力提升、

加大产业转型升级，以科技支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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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地市（区）重大技术需求 

1.智慧城市应用场景特色产业创新链（西安市重大技术需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重要决策部署，抢抓国家人工智

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西安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围绕西安市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扎实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

用，加快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推动城市数字化、

智能化应用为核心，以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

网、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汇聚全市各职能部门

数据和公共服务数据，推进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文化旅游、

商贸物流、教育、医疗、交通、全运会、安防等领域深度融合，

探索人工智能时代城市治理的经验，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 

1.1 智能制造应用场景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建设数字

化车间或智能工厂，推动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控制、智

能评价等技术在先进制造领域的应用。 

1.2 文化旅游应用场景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创意设计、立体化购物、传媒影视、

动漫游戏等方面的融合应用，提升现代文创产业智能化。鼓励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文化+”体验型产品，推动智慧旅游建

设。 

1.3 商贸物流应用场景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传统商贸服务业，促进商贸业智能

化、特色化、时尚化。开展智能化装卸搬运、分拣包装、加工

配送等物流装备研发和推广应用，打造智能物流信息平台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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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系统。 

1.4 智慧教育应用场景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基于大数据智能的在线学习教育平

台，构建远程交互的教育教学新模式。开展智慧校园建设，推

动人工智能在教学方法、教育管理、教育评价、师资培训等方

面的应用。 

1.5 智慧医疗应用场景 

打造互联网+人工智能医疗综合服务体系，完善医院信息系

统建设，构建院内数据共享体系，为市民提供便捷、高效、惠

民的智慧医疗服务。 

1.6 智慧交通应用场景  

对标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落地进程，探索特定场景的自动

驾驶商业应用。推动公共交通领域的智能化升级，实现智能交

通领域创新技术成果展示与规模化运营。 

1.7 智慧全运会应用场景 

支持西安奥体中心智能化设施建设及体育场馆智能化改造

升级，应用 5G、大数据、物联网、智能控制、智能视觉以及 VR、

AR 等技术广泛服务于赛事举办、群众观赛和场馆运营等，提高

场馆使用效率和使用体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体育产业

与健身产业的融合应用，推动智能体育发展。 

1.8 智能安防应用场景 

构建人脸精确识别、图像序列智能分析、目标行为理解和

描述等多种复杂安防算法模型，研制智能摄像机、传感器、报

警器、智能锁等软硬件产品，发展智能安防系列化、流程化的

应用系统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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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酿造食品特色产业创新链（宝鸡市重大技术需求） 

围绕传统酿造食品关键技术研究、体系构建、装备制造及

相关产业创新发展，结合宝鸡市传统酿造食品产业特点，以纯

粮固态传统酿造食品风味物质体系及工艺定向调控、凤香型传

统酿造食品风格特征及关键工艺机理剖析技术研究、猕猴桃白

兰地高能陈化工艺研究、专用酿造高粱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

技术示范等主要任务实施，破解传统酿造食品共性关键技术瓶

颈，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支

撑引领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2.1 纯粮固态传统酿造食品风味物质体系及工艺定向调控 

研究内容：构建不同香气特征凤香型酿造食品的气味指纹

图谱，重点探究蜜香特征的关键化学成分、代谢路径及主要代

谢微生物，对关键阶段开展针对性的工艺调控。同时，以现代

生物技术研究贮存对凤香型酿造食品品质形成的影响，解析作

用机理，并形成适用于凤香型酿造食品贮存的标准化贮存体。 

考核指标：构建凤香型食品的气味指纹图谱；明确蜜香特

征关键化学成分，并解析 2-3 种特征风味化合物的代谢机制；

提出蜜香特征的工艺控制技术；明确贮存对凤香型酿造食品品

质形成的作用，形成技术规程 1-2 套，推广应用 1 万吨贮存示

范基地；申请发明专利 2-3项，发表论文 3篇以上。 

申报条件：仅限宝鸡市内注册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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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凤香型传统酿造食品风格特征及关键工艺机理剖析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主要从新凤香食品风格、大曲优势菌群、有益

微生物分析、生产工艺、酿造微生态等方面对新凤香酿造食品

的风格特征和关键工艺机理进行分析，提高新凤香酿造食品品

质，生产优质特色产品。 

考核指标：优化新凤香型食品酿造工艺作业书；建立酿造

食品功能微生物菌种库、新凤香型酿造食品产品感官指纹图谱；

形成科技成果 1-2 项，发表技术论文 1-2 篇，培养发酵工程硕士

2 名。 

申报条件：仅限宝鸡市内注册的企业 

2.3 猕猴桃白兰地高能陈化工艺研究 

研究内容：主要采用电催、光催、磁化等周期交替变温方

法，从储存容器、温度、通风、送氧量、送氧时间等因素方面

研究猕猴桃白兰地高能陈化工艺，形成优于常温橡木桶陈化的

猕猴桃白兰地陈化效果，提高猕猴桃白兰地成酒品质。 

考核指标：完成猕猴桃白兰地高能陈化工艺 1 套，形成猕

猴桃白兰地陈化工艺技术规范 1 项，制定企业标准 1 项，生产

提高效率 5-10%；发表论文 1－2 篇，申请专利 1－２件。 

申报条件：仅限宝鸡市内注册的企业 

2.4 专用酿造高粱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我省专用酿造粮作物高粱传统栽培中优质

品种少，农艺农机配套不成熟，原粮品质差，种植效益低等问



 

 11 

题，以基因编辑、分子标记辅助、全基因组选择等技术手段为

核心，进行早熟、抗旱、抗病、宜机收、品质优且综合性状良

好的专用高粱种质鉴选研究，研发适用于酿造用高粱种植的精

量播种技术、减肥减药技术、绿色安全化学除草技术、低损耗

机械化收获技术，形成适用于专用酿造高粱生产的标准化、机

械化种植体系，在我省专用酿造高粱主产区建立示范基地。 

考核指标：鉴选优质专用高粱品种 2-3 个，集成绿色、高

产、优质、宜机收专用酿造高粱生产模式并形成技术规程 1-2

套；建立百亩春播示范田和夏播示范田各 1 个，全程机械化生

产效率不小于 95%；培训农技人员 50 人次，新型经营主体 100

人次，示范推广 1 万亩，实现每亩节本增效不小于 20%。 

申报条件：限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与宝鸡市食品酿造龙头

企业产学研合作承担，在宝鸡落地实施 

2.5 传统酿造食品智能装备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研究内容：通过构建原料溯源、仿生人工制曲、自动化酿

造、智能机器人品评勾兑、智能灌装仓储物流等智能体系，建

成国内领先的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的万吨食品酿造工厂。

研发数字化发酵过程控制与优化专家发酵专家系统，产品数据

追溯系统、MES、PLM 和 ERP等信息系统，通过构建安全、稳定、

高效的通讯网络以及基于服务总线信息交互平台，实现各系统

信息互联互通的大数据管理中心。 

考核指标：研制自动翻曲机器人、自动起入窖机器人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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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建智能拌料、智能装灌食品酿造生产线一条，生产效率

提高 21.1%，运营成本降低 22.8%，能源利用率提高 10%；转化

科技成果 3项，申请专利 3项，开发信息系统（软件著作权）3

项、制定 3项企业标准。 

申报条件：仅限宝鸡市内注册的企业 

2.6 酿酒废弃物资源高值利用技术研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食品酿造行业酿造废弃物产量大、综合利

用率低的问题，研究一套以生物技术手段处理废弃物，使其作

为饲料基料，并结合现代发酵技术，生产单细胞蛋白饲料粉的

高值技术路线，代替玉米等粮食饲料的使用，强化三产联动和

食品酿造上下游产业链配合，建立具有凤香型食品酿造废弃物

饲料加工产业的循环经济示范。 

考核指标：完成酿造废弃物产品干粉饲料生产工艺 1 套，

年产量 1 万吨。形成凤香型酿造食品废弃物资源高值利用技术

规范，制定企业标准 1项，制定废弃物加工饲料使用规范 1个。

降低养殖成本，牛净肉率提高 4%-7%。 

申报条件：仅限宝鸡市内注册的企业 

2.7 蓼科类植物酿醋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研究内容：研究蓼科类植物荞麦酿造食醋中的营养成份提

取方法、胚芽生长温度、发酵时间控制、营养成份醋化转化等

关键技术，制造出能与普通五谷酿造食醋补充，保留蓼科类植

物球蛋白含量、赖氨酸含量、铁锰锌等微量元素丰富，具有养

生、保健、预防三高及心脑血管疾病营养特点的荞麦醋，建设

具有智能电脑搅拌系统、智能电脑测温系统、智能灌装系统的

自动化荞麦醋生产线一条，升级现有仓储物流等自动化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它蓼科类科植物酿造食醋的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提出荞麦醋生产工艺控制技术；建设智能化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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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醋生产线一条；转化科技成果 2 项，申请专利 2 项，开发新

产品 2个，制定 3 项企业生产标准。 

申报条件：仅限宝鸡市内注册的企业 

3.新型显示材料与器件特色产业创新链（咸阳市重大技术需

求） 

围绕电子显示产业链的关键技术研发和创新，结合陕西本

地产业链突出特点，以新型显示材料与电子器件研发为核心，

以应用为导向，整合本地产业链资源。通过研发电子显示产业

链条中新型材料、工艺及设备、模组部件、电子元器件等关键

技术，并建设相关专业平台和人才培养体系等主要任务实施，

建立产学研用联动，推动显示产业上下游企业融合协调发展。

提升本地产业链配套和服务，增强本地电子显示产业链合作交

流，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3.1 玻璃基板主动式 Mini LED 技术开发 

研究内容：基于 SiO2镀膜及新增 N2O特气技术的发展需求，

需要对 CVD 设备改造升级，进而通过激光退火设备安装调试及

技术完成高电子迁移率工艺。解决临限电压易飘移、热稳定性

及等效氧化厚度变化等问题而满足设计需求。通过调整激光退

火制程能量改善制程中开关比、电性老化偏移、源极-汲极的低

参杂活化及较差的高介电系数层与材料的接面特性问题。IGZO

部份则需研究脱氢与 SiNx 和 SiO2 层对半导体界面层影响，并

研究靶材参杂对于载子迁移率影响。 

考核指标：TFT 元件电流指标：开启电流≥1E-5，关闭电流 

≤1E-11，大板起始电压差异≤1V，加压后压流曲线变化（负压）

≤-0.5V，加压后压流曲线变化（正压）≤ +0.5V，并通过低温

操作正闸极电压限度测试、高温操作正闸极电压限度测试、室

温残像测试、高温残像测试、高温高湿操作、温度震荡、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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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等可靠度测试。 

3.2 大尺寸 OLED TV 显示面板关键材料、工艺、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基于大尺寸 OLED TV显示面板日益增长的需求，

利用金属氧化物 Array工艺、大尺寸 TV白光堆叠蒸镀工艺及大

尺寸 TV金属薄膜面封装等工艺，获得迁移率(9-10)金属氧化物，

高效率\低电压驱动堆叠白光器件，高色彩饱和\高穿透率彩膜

材料，外补偿电路与驱动讯号，金属薄膜面封装搭配散热设计

暨模组机构等，突破关键技术屏障与建立自有专利。 

考核指标：研究金属氧化物工艺流程与关键生产设备配臵

与参数设定，突破迁移率达到 9-10 大于现有 IGZO 迁移率。研

究白光器件叠构设计、工艺流程与关键生产设备配        臵

与参数设定。设计对应白光器件的彩色光阻突破达到 BT2020 

(>75%)；设计驱动讯号处理对应外补偿电路，设计自有专利与

自主设计的结构，发展关键材料。 

3.3 高世代（G8.5 及以上）溢流法基板玻璃大流量微缺陷精密控制

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基于高世代平板显示玻璃生产线，通过智能工

业大数据模型的构建和分析，研究大流量下微气泡等主要熔解

缺陷的微观特征及波动规律，进一步明晰产生机理与源头，开

发高世代（G8.5 及以上）溢流法基板玻璃大流量微缺陷精密控

制技术，满足大尺寸显示器件对基板玻璃的低缺陷密度要求。 

考核指标：缺陷密度≤0.05 个/平方米，外形尺寸≥G8.5

（2200 mm×2500 mm）。申请发明专利≥2项。 

3.4 视角可切换液晶智能显示薄膜调光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基于现有视角可切换膜在显示器中应用的技术，

利用高精密掩膜、等密度 LED 紫外光控制方法，重点突破百叶

窗式液晶防窥墙构筑技术和核心液晶层厚度控制技术，同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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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膜材透过率和视角防窥控制技术，研制能够应用于手机和笔

记本电脑显示系统的视角可切换液晶智能显示薄膜调光产品。 

考核指标：光学指标：0 V 时，透过率≥55%，雾度≥80%；

24 V时，透过率≥60%，雾度≤18%。单一膜材色坐标偏差≤0.1%，

切换状态色坐标满足 0≤关态-开态≤0.5%。0°时，亮度 0 V≥

50%，24V≥70%；±45°时，亮度 0 V＜18%，24 V＜5%。物理指

标：膜材翘曲≤±1 mm，开态响应速度≤100 ms，关态响应速

度≤200 ms，ASTM D1204（90 ℃/1 h）横向和纵向的热收缩比

＜0.4%，表面电阻＜1012 Ω /sq。外观指标：白点侧视不允许

有凸点，D≤0.5 mm，N≤2；黑点、透明缺陷、电极分层、膜材

热斑、白痕等不良现象均不允许出现。申请发明专利五项。 

3.5新型显示器件特色光刻胶的研发 

研究内容：基于已有的先进光刻胶混配技术，利用积累的

配制工艺基础及研发平台，着力突破关键材料的选型优化、核

心配方的更新设计、物理化学指标检测及应用性能测试平台的

搭建与优化以及用户仿真模拟技术和测试技术优化等难题，探

索运用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先进的模拟测试系统，通过数学建

模等手段，实现光刻胶的高分辨率性能，高耐刻蚀性能，高耐

热性能等，进一步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与封锁，开发制造出技术

完全自主可控的国产化的高稳定性、高可靠性、高一致性高性

能光刻胶产品。 

考核指标：物理指标：粘度 3.20.1 cSt，水分≤0.5 wt%，

比重 1.00±0.01 g/cm3，UV 比 3.750.10，金属杂质≤300 ppb，

微粒子含量(Φ≧0.5 um)≤100 pcs/ml。应用指标：感光度 STD

±2%，分辨率为 2μm，残膜率<10%，均匀性≤3%，产品一致性

良好，无浮渣等不良现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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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新型电子显示用高可靠性导热覆铜板技术开发 

研究内容：鉴于 AM-WOLED、MicroLED 等电子显示愈来愈大

的发光功率和愈来愈高的 LED 密度，为配合其对 PCB 基材的散

热性及高可靠性的要求，利用积累的导热覆铜板产品的研究基

础和经验，突破技术发展瓶颈，开发出一种同时满足导热率大

于 0.8 W/(m〃℃)、Tg＞150 ℃、具有耐银离子迁移性的覆铜箔

层压板技术。 

考核指标：导热率大于 0.8 W/(m‧ K)，Tg＞150 ℃，具有

耐离子迁移性，Td＞340 ℃，T288＞10 min，288 ℃热应力下

20 s 不分层不起泡，耐电弧≥150 s，电气强度＞45 kV，阻燃

V-0 级。申请专利一项。 

3.7 显示器件控制用微型石英元器件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基于现有的小型化（3.0 mm×2.5 mm)产品加工

系统和设备等技术，利用真空磁控溅射镀膜、频率控制，自动

真空电阻焊控制等方法，重点突破产品更细小后带来的精准对

焦、加工、检测检查等技术难点，研制符合国际标准外形和功

能，适用于显示器件通讯控制的小型化(2.5 mm×2.0 mm)石英

晶体元件产品。 

考核指标：标称频率 50 MHz，工作温度范围-40 ℃-85 ℃；

电源电压 3.3 V，室温频率偏差±50 ppm；温度频率偏差±50

（-40 ℃-85 ℃），外形尺寸 2.5 mm×2.0 mm×1.0 mm。申请专

利一项。 

3.8 SMT 组装加工自动化创新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基于全球自动化产业的不断推进，自动化加工

已经成为行业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在光电板芯片组装过程中

涉及的高温胶带粘贴防护自动化、IC 物料在线烧录及测试自动

化以及 PCBA 在线测试自动化三个环节点进行研究改善。实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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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板芯片组装过程中高温胶带粘贴防护自动化、IC 物料在线烧

录测试自动化以及 PCBA在线测试自动化成功导入，提升生产效

率及产品质量与一致性，同时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及能源

损耗。 

考核指标：定制机械模块，达成允许轨迹要求，实现光电

板芯片组装过程中高温胶带粘贴防护自动化，效率提升 200%，

单机达到如下指标：C/T 18 s/6pcs，胶带消耗频率 16 min/卷，

换胶带时间≤3min，UPH 达到 1000 pcs/H。程式软件开发运行，

IC物料线外烧录测试自动化导入，效率提升 10倍，UPH达到 1200 

pcs/H，换线时间达到 10min。连接器自动打开与闭合，PCBA 在

线测试自动化导入，效率提升至 400%。 

4.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及应用产业创新链（铜川市重大技

术需求） 

按照“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商业航天领跑产业转型”

的要求，围绕商业航天测控服务及其上下游配套项目，通过连

续实施区域创新能力引导计划，聚焦航天材料及其应用的关键

技术瓶颈和重大技术难题，积极发展航天材料等产业，不断扩

链、强链，把商业航天产业培育成铜川经济社会发展的领跑产

业。  

4.1 增材制造用高强韧镁合金材料的制备及工艺 

研究内容：以诺贝尔奖获得者谢赫特曼团队为依托，立足

于地方特色，针对铜川航天产业发展布局，为航天器用轻质高

强韧镁合金材料或构件整体化成形提供从材料到成形工艺全方

位解决方案。尤其在增材制造用高强韧镁合金丝材料方面，通

过合金成分设计，设备改造定型，模具工装的优化，实现高强

韧镁合金丝材的制备，可提供多种用于满足航天器所需增材制

造用镁合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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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增材制造用镁合金丝材种类 30余种；丝材尺寸

规格φ0.8-φ1.6mm；丝材抗拉强度≥450Mpa，延伸率≥10%。

增材制造成形零件外形尺寸在 800×800×600mm，制件抗拉强度

≥400Mpa。 

4.2 表面 C-N 软共渗核心控制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基于球铁型材加工的高端液压装备零部件表面

进行 C-N 软共渗处理，通过控制表面 C-N 软共渗的 C-N 活性介

质的配比，温度、时间和渗层厚度及组织构成研究和形成机制

对比研究，突破传统 C-N 共渗技术对环境、对材质基体的影响

和相关技术攻关，开发高硬度 C-N 共渗渗层，提高航空航天高

端液压装备零部件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及尺寸稳定性。 

考核指标： 

（1）提出最优工艺方案，包括温度、时间、配比； 

（2）渗层厚度 0.2-1mm； 

（3）渗层硬度不低于 HV700，硬度差低于 50%， 

C-N 共渗材料的耐磨性能大幅度提高； 

4.3 低剖面高增益平板阵列天线技术 

研究内容：该项目根据我国航天通信应用、电磁兼容及无

人驾驶汽车等行业对天线低剖面、高增益和低成本的需求，研

究低剖面高增益平板阵列天线技术。通过平板阵列天线方向性、

单元互耦、耦合结构、方向图合成和扫描指向原理，实现天线

低剖面、高增益的特性，进一步达到降低天线机械加工成本。 

考核指标: 完成低剖面高增益平板阵列天线试产，实现其

高增益、低剖面的工作模式。满足长期工作温度 50 ℃；工作频

段：2-12 GHz；24 GHz；增益：20 dB；驻波比：≤1.6。 

4.4 连续纤维热塑性复合材料成型技术 

研究内容：基于已有 PEEK、PEKK热塑性复合材料成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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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制品，拓展研发不同市场需求的低-中-高端热塑性复合材料

板材、型材、管材、棒材成型技术及制品，扩大产品种类及应

用领域，进入国内主流风电、汽车、电子、高铁、航空航天、

军工单位供应商体系并形成批量供货；与德国联合制造连续模

压成型设备，研究复杂型面连续热压模具设计、制造，开发大

尺寸、高强度复合材料成型设备，满足高铁、航空航天领域对

特殊规格复合材料的需求，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考核指标：（1）低端：成本 20-50元/公斤，生产速度>2m/min，

年产能>1000 吨/产线；（2）中端：成本 50-500 元/公斤，生产

速度>1.5m/min，年产能>800吨/产线；（3）高端：成本 500-3000

元/公斤，生产速度>1m/min，年产能>500 吨/产线。 

4.5 绿色再制造产业再制造工艺赋能引擎研发 

研究内容：基于三维全景数字建模工具，通过搭建逆向三

维扫描重构平台，提供绿色再制造过程三维重构的知识与缺陷

修复场景资源管理及自动化匹配，解决高端装备再制造过程的

三维模型信息不足和可用性评估方法缺失等痛点；面向再制造

三维缺陷修复场景的随机性，采用智能配臵再制造知识管理方

法，通过应用场景识别、控制和维护，突破微结构重构和修复

工艺的知识搜索、建模、镜像、界面分析和性能评估等统一建

模瓶颈；通过建立面向煤机和石油装备再制造的标准方法体系，

解决再制造知识数据的三维微结构特征重构、数据融合、互操

作和云迁移等技术支撑问题。   

考核指标： 

（1）绿色再制造产业工艺赋能引擎一套。 

（2）面向再制造的再制造知识统一建模平台软件一套。 

（3）面向再制造的修复场景应用匹配平台软件一套。 

（4）面向再制造的数字赋能全景驱动工具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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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绿色再制造缺陷三维重构与互操作 APP一套。 

4.6 无人机机载迷你型合成孔径雷达研发 

研究内容：全天时全天候目标成像观测及跟踪，重量低于 5

公斤，分辨率最高 0.15米，探测距离 20公里，可对地面目标、

低速动目标、海洋船只及岛礁进行成像观测及跟踪。与光电传

感器进行联动，实现对目标的锁定并提供打击指引。 

考核指标：2022年工程样机研发成功并机载挂飞成像，2023

年完成装机匹配、产品定型，并形成年产能 200台套生产能力。 

4.7 大型星座管理平台创新研究、设计与实现 

研究内容：结合大型星座特点与管控需求，开展定轨预报

与构型保持方案研究，包括但不限于高精度轨道摄动模型及误

差修正，地面外测、GNSS 数据定轨，自动化轨道确定与预报，

构型保持、碰撞规避策略生成与轨控，轨道长期演变特性分析，

基于微小推力的构型保持策略、最优构型重构方法研究等。 

考核指标：使用 GNSS 数据定轨位臵误差优于 20m。1 天轨

道预报位臵误差优于 200m，7天轨道预报位臵误差优于 5km。同

一轨道面内卫星相对保持相位差≤1° 

4.8 窄线宽波长扫描激光器在激光雷达系统中的应用 

研究内容：激光雷达在无人驾驶，风力发电和工业和民用

工程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传统激光器无法直接应用于

相干扫频激光雷达系统，最新的激光技术是研发窄线宽波长扫

描激光器，并应用于相干扫频激光雷达系统，以实现具有更高

分辨率，更大检测范围，更高可靠性，更小体积和更小功耗的

激光雷达扫描系统。本项要求基于窄线宽高速扫描激光器实现

在相干扫频激光雷达系统里的应用，以窄线宽波长扫描激光器

为核心技术，研究和开发基于窄线宽波长扫描激光技术的相干

激光雷达系统，实现从窄线宽波长扫描激光器的开发到相干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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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分析整个系统核心技术元器件的“卡脖子”技术突破，填补

我国在相干扫频激光雷达系统方面核心技术和核心器件领域的

技术空白。 

考核指标：波长可调范围 45nm；激光中心波长 1550+/-20nm；

激光输出功率 20mW；激光输出线宽小于 50kHz；激光波长扫描

范围+/-0.2nm：激光扫频速率 10Hz。 

5.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产业创新链（渭南市重

大技术需求） 

通过实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产业创新链项

目，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合作，共同解决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及其零部件产业发展中的新能源汽车用电池、零部件及整车

集成等关键技术，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到项目实施结束后，

培育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及其零部件相关产业高新技术企业 3 家

以上。 

5.1 基于模块化便携式换电系统的新能源整车集成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集便携式电池、充换电柜、场站充电柜、

智能控制系统于一体的便携式换电系统。采用控制算法解决动

力电池系统的性能和安全性的影响程度，预测系统寿命衰退轨

迹；估算系统荷电状态（SOC）、健康状态（SOH）、功率状态（SOP），

保证电池寿命。通过整车和零部件系统的总布臵搭载、性能计

算、专用零部件的设计和开发、样车的试制和标定匹配，开发

出便携式换电系统的新能源整车样车。 

考核指标：最高车速＞100km/h；NEDC续航里程至少 105km；

电池大于 1500 次循环寿命，5~8 年使用期限。电池单包容量可

达 2-2.5kwh，最小重量≤13kg；电池电量 10 或 15kWh；换电时

间≤3min；电机最大功率 24 kW；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申

请相关专利 8 项，授权 4 项；申请相关软著 2 项；制定企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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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2 项。 

5.2 高倍率长循环寿命圆柱型锂离子电池研发 

研究内容：通过调整电池化学体系设计、研究电池内部结

构设计、优化电池内部组件设计、优化生产制造工艺、开发智

能电池管理系统等，开发出可大倍率充放电、可控温升、高能

量密度、长使用寿命、安全的倍率型圆柱锂离子电池产品，突

破圆柱型锂离子电池大电流倍率充放电性能困难、能量密度阈

值等国际性技术问题。 

考核指标：电芯最大放电倍率达 20C；循环寿命可达到 2000

次容量保持率 80%以上；电池高低温适用范围达-30℃-60℃；单

体电池能量密度达到 145Wh/kg；申请锂离子电池相关专利技术

10 项以上；在高水平期刊发表 5 篇以上学术论文；带动本地就

业 300人以上；培养锂电池行业专业技术人才 50名以上。 

5.3 新能源重载车用混合动力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探索适用于不同重载车用混合动力驱动系统构

型；对优选构型进行参数匹配设计，以及最基本的能量管理策

略设计，以期获得最佳的动力性和燃油经济性；建立不同重卡

混合动力构型的参数匹配、动力性经济性仿真以及成本回收周

期的快速计算程序库，从成本回收周期、系统复杂度、可靠性、

实现难易程度等方面评估该设计方案的优劣程度，设计相应的

自动化评价软件。 

考核指标：49 吨重载车型 WTVC 工况下测试节油率≥30%，

台架测试驱动电机效率≥97.1，高效运行区域双达 88%以上，整

车实测搭载应用 49T重载车辆爬坡度≥30%，申报相关专利 3项。 

5.4 基于 CAN 总线通讯的智能阀技术实现 

研究内容：基于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方法、PID-FF 算法、发

动机废气循环工作原理，突破阀门控制算法、远程软件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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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控制策略、汽车总线技术等难关，开发兼容各种车型及协

议、耐高温、寿命长的废气循环阀。提高智能阀控制精度及响

应速度，提高开启扭矩，提高密封性能，有效降低排放，减少

油耗。 

考核指标：兼容车载 NAN 网络；远程更新程序；读取故障

拍照功能；智能阀耐温-30℃~130℃；在电机外径 60mm 以内条

件下，扭矩输出 7Nm以上；控制精度 0.5%；阀门响应速度＜220ms；

废气最大流量 2800±200L/min（测试压力 0.4kPa），申报相关

专利 2项。 

5.5 城轨及商用车轻量化纳米铝陶制动器 

研究内容：通过先进的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开发轻量化长

寿命铝陶制动器。研究铝陶材料强化元素和稀土组合元素对基

体组织和强化相凝固的影响规律，高稳定微纳米颗粒形态、尺

寸、分布的凝固调控机制，完善纳米铝陶制动器的制备技术和

质量控制。通过台架考核研究热衰退机理，实现高速、重载条

件下良好的制动效果；研究摩擦片材料轻量化制备技术，提高

摩擦片的摩擦磨损性能和机械性能。最终实现现有制动系统轻

量化长寿命高可靠性，并实现量产。 

考核指标：纳米铝陶制动器相关铸件密度≤2.8g/cm3，抗

拉强度≥400MPa，延伸率≥4%，疲劳极限≥70MPa；制动闸片平

均摩擦系数≥0.35，高温摩擦系数不低于 0.31，磨损量不超过

0.18g，摩擦性能波动率低于 15%，寿命大于 10 万公里，无热衰

退；第一次效能试验制动力矩稳定系数不低于 0.70，通过 1000

闸疲劳考核；开发出 2 种以上轻量化制动器，通过 1:1 台架考

核标准，形成产业化示范推广。申报相关专利 3项。 

5.6 新能源汽车电控主动悬架系统小型化高压比例电磁阀的研制 

研究内容：设计一种新型电磁铁结构，在提高电磁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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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缩减电磁阀体积、降低原材料使用和电能消耗的同时，

提高电磁铁抗污染能力，降低电磁阀和电控主动悬架系统噪声；

通过材料后处理应用技术研究，降低电磁阀运动部件磨损提高

电磁阀寿命；通过滞环控制技术研究缩小电磁阀滞环和控制精

度；通过响应超调技术提高电磁阀响应速度和压力控制稳定性，

从而实现新能源汽车电控主动悬架系统小型化高压比例电磁阀

的研制开发，达到高压力、长寿命、高速响、低能耗等应用特

性，提高新能源汽车使用舒适性和安全性。产品实现国产化替

代。 

考核指标：温度范围：-50℃-150℃；工作压力：＞7MPa；

响应速度：＜25ms；重量：＜150g；能耗：＜12W；寿命：＞5000

万次；申报相关专利 2项以上。 

5.7 新能源汽车 LED 灯用高导热覆铜板的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汽车常用金属基覆铜板大功率灯发热量大、

电压高等现状，容易造成灯珠烧坏、电路击穿等问题，研究陶

瓷基覆铜板，导热低于 10w/cm，耐压低于 3000V，产品达到行

业标准。 

考核指标：覆铜板导热系数大于 10W/cm；耐电压大于 6000V

以上；板面幅宽 100-150mm；申请专利 2 项， 发表论文 1 篇，

形成企业标准 1项。 

5.8 凸轮轴空心轻量化研究与开发 

研究内容：研究不同材料凸轮轴材料力学特性、理论力学

特性，依据轴类产品主要传递扭力，研究凸轮轴空空心结构，

达到即不影响轴的机械强度、性能又减重的效果，同时提高轴

类强度，降低产品成本，节能降耗。每个空心凸轮轴每件减重

1.2kg以上。研究热加工生产自动化工艺，实现全线机器人操作，

降低生产成本和原材料消耗。 



 

 25 

考核指标：单体产品减重 30%以上、节约钢材 1.2 公斤；强

度提高 20%，达到 5200 牛米；生产效率提高 30%；单件生产过

程节能 30%；产品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品；申请专利 2 项以上，

实用新型专利 6项 ，形成企业标准 3 项。 

6.氢能特色产业创新链（榆林市重大技术需求） 

氢能源是公认的清洁能源。2019 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在修改之后，增加了“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的内容，

这是氢能源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起了业内广泛关注。目

前，大约有 95%以上的氢气来自于石油化工业，短期内氢气制

备主要以石油化工或煤化工等化石燃料来源为主。未来，作为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和氢内燃机的燃料，氢能在能源领域将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氢能-燃料电池热电联供是将燃料电池作为

动力驱动装臵，把氢氧反应生成水产生的化学能转换成电能并

实现供暖供热及发电过程一体化的总能系统，其最大的特点就

是能源的梯级利用。燃料电池发电效率达 40%以上，热电联产

的效率达到 80%以上。氢能热电联供节能环保、经济性高、安

全可靠，是未来极具发展潜力的供电供暖方式。 

围绕氢能产业创新链的关键技术研发和创新，结合榆林本

地能源产业链的实际特点，将以新一代氢能涉及的制氢、储氢、

用氢全产业链关键技术的研发作为核心，以应用为导向，整合

本地氢能产业链资源，重点围绕工业尾气回收氢技术、化石能

源现场制氢、高效储氢、用氢示范及相关源头原料净化、后期

相关尾气治理等技术的研发，建设相关专业平台和人才培养体

系，建立产学研用联动、军民融合协调发展以及工程化人才培

养完整体系，提升本地产业链内的配套和服务，增强本地氢能

产业链合作交流，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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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高效集成式制氢反应器的研发 

研究内容：以高效氢能源载体——甲醇为研究对象，研究

甲醇制氢系统中燃烧和重整、燃烧和蒸发耦合过程，研究吸放

热耦合过程中不同品位能量的最优匹配，实现系统的能量梯级

利用；在此基础上进行甲醇制氢反应器的结构设计、集成化设

计以及优化设计；研究系统从快速起动、稳态反应、变载到停

工全过程的反应行为、能流与物流分布规律，为高效集成系统

的优化设计与操作参数优化选择提供理论依据，并实现 kW级分

布式制氢系统的示范运行。 

考核指标：完成两套 1-5Nm3/h级甲醇重整制氢工程样机的

优化与性能测试；产氢能力 1-5Nm3/h；效率≥85%；冷态自启动

时间≤30min；动态负荷调节能力≥50%。申请发明专利 1项。 

6.2 甲醇燃料清洁高效热力燃烧关键技术与智能化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民用甲醇采暖炉、甲醇灶具及分装式配送

储罐等甲醇热力燃烧装备开展应用研究；突破甲醇燃烧雾化质

量差、燃烧效率低、燃烧强度不够导致火焰温度低、燃烧噪音

大等技术难关；开发出甲醇壁挂炉、甲醇灶具等热力燃烧领域

装备与安全监管系统；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甲醇热力燃烧

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一）研制出甲醇直流式壁挂式采暖炉、甲醇直

流锅炉，热效率≥97%以上，噪音正常运行低于国家标准 8-10

分贝，烟气二氧化硫排放＜15mg/m3，氮氧化物＜30mg/m3，甲

醛＜50mg/ m3，林格曼黑度 0 级。（二）研制出甲醇民用灶具、

甲醇商用灶具，具有自动点火、熄火保护装臵，熄火保护时燃

料应自动关闭，热效率达到≥50～55%，噪音低于国家标准 5-10

分贝。（三）研制出甲醇民用灶具配套甲醇分装式常压配送储罐，

满罐或者用尽时，驱动压力均保持不变，实现甲醇燃料的微小



 

 27 

流量控制：0.096kg/h，每秒流量为 0.27g。（四）研制出甲醇热

力燃烧安全监管系统（报警控制器、甲醇气体浓度探测器、温

度探测器及甲醇火焰探测器）及智能化应用软硬件。（五）申请

专利 3-6 项，培养技术人员 3-5名。 

6.3 低温、高效裂解氨气重整制备高纯氢气技术与装备 

研究内容：针对氨裂解制氢在较低温和较高的反应空速条

件下催化剂性能低，不能满足氨分解制氢系统的问题，研发新

型低温、高效氧化物负载钌基氨分解制氢催化剂及氨分解制氢

工艺装备与技术。具体内容包括:低温、高效氧化物负载钌氨分

解制氢催化剂的设计与可控；催化剂构效关系规律研究；催化

剂稳定性研究；合成及规模化制备工艺研究；PSA变压吸附制氢

系统及吸附剂优化研究；低温、高效氨分解制氢工艺装备系统

设计及工程化示范。 

考核指标：高性能氨分解催化剂在空速 30000 mL gcat-1 h-1、

温度≤500°C 条件下氨的转化率≥90%；高性能氨分解催化剂

500º C 稳定运行≥500小时，氨的转化率≥90%；编制高性能氨

分解催化剂千克级制备工艺包及氨分解制氢系统设计及装备规

模化组装工艺包；建立产氢速率为 10 Nm3/h 氨分解制氢小型示

范系统，系统稳定运行≥3000 小时，重复启停≥150 次。 

6.4 兰炭废水蒸氨、浓氨、络合化、固态储氢工艺与装备 

研究内容：开展兰炭废水经过除油、脱酸后，汽提法将其

中的游离氨转变为氨气的工艺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稀氨浓缩的关键技术及成本问题；研究提氨后兰炭废水中贵金

属提取的技术问题；氨的金属固态化合物的合成、多功能材料

储氢及储氢材料高效分解制高纯氢的工艺优化及装备设计；固

态氨络合物制高纯氢反应动力学及微观机理研究。整个研究思

路为：兰炭废水提氨→浓氨→固体化氨→分解纯氨→氨裂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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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将此小试成果放大到示范规模，通过工业试验装臵的运行、

工艺参数优化、储氢材料的寿命和工艺设备的可靠性考核，最

终使工业示范装臵技术和环境保护各项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

平，为下一步工业化装臵建设提供技术依据和培训平台。 

考核指标：设计并建设以除油脱酸后的兰炭废水为原料，

通过提氨→浓氨→固体化氨→分解纯氨→氨裂解制氢工业装臵，

最终氢气纯度大于 99.9%，氢气量大于 10方/小时级中试装臵一

套；完成吨级兰炭废水提氨提氢工艺包的设计，申请国家专利

4-5 项。 

6.5 兰炭废水酚金属化提取技术与储氢/放氢工艺装备 

研究内容：针对兰炭废水中高浓度酚治理及其资源化利用

难题，研发金属酚类有机氢化物新型储氢材料提取工艺与储氢/

放氢工艺装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多种金属酚类氢化物研发，

通过原位法金属化兰炭废水中酚类物质，优化制备工艺；兰炭

废水中金属酚类有机氢化物提取工艺与设备研发；新颖储氢/放

氢催化剂与制备技术研发，研究催化剂结构与催化活性和选择

性的关联机制；金属酚类有机氢化物储氢/放氢工艺研发与设备

研发。 

考核指标：兰炭废水中挥发酚浓度达到国家 GB 16171-2012

标准，金属酚类有机氢化物的质量储氢密度≥4.5wt%，加氢、

脱氢反应温度≤150 ℃，加氢、脱氢反应转化率≥90%，加氢、

脱氢循环寿命（10 次）≥90%。 

6.6 镁基储氢材料在新一代固态储氢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为满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对新一代固

态储氢材料的巨大需求，针对具有产业化成本优势的镁基氢化

物，对其吸放氢过程中的新现象、新效应和新机理进行研究，

调控镁基氢化物储氢材料的热力学和动力学，使之工作温度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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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吸放氢速率加快，在保证其长循环储氢可逆性能的基础上

尽可能降低其放氢温度，使其放氢温度向实用化目标发展；构

建基于轻质元素镁基合金的新型高容量可逆储氢材料理论设计

与应用开发体系。 

考核指标：获得稳定高性能 MgH2储氢合金的高产量制备方

法；在保持储氢容量在 6 wt%的同时，通过 N 掺杂等工艺催化调

控 MgH2的起始放氢温度降至 170 ℃，并实现在 250 ℃下 20分

钟内快速放氢 6wt%，同时实现 MgH2 的 50 次储氢循环容量衰减

率≤20%。申请国家专利 3-5件，培养技术人员 2-3 名。 

6.7 光热协同催化 CO2 加水制氢反应机理及工艺和装备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 CO 与水蒸气重整制氢过程中排放大量 CO2

产物，造成污染环境，开展光热协同催化 CO2 加水制氢反应机

理及工艺和装备研究，实现 CO2 回收、循环、加水制氢资源化

利用，达到 CO2 零排放目标。构筑 CO2 加水裂解制氢新型高效

催化剂，研究催化剂结构和活性对裂解反应速率和氢气产率的

影响；打破传统加热方式，采用微波加热实现低温裂解 CO2；利

用太阳光催化裂解反应，研究光-热协同催化的电荷传输机制和

反应机理；开发集定日镜、聚光镜为一体的太阳光收集、聚焦

和加热系统装臵；开发光热-协同催化二氧化碳、水裂解制氢反

应装臵和技术；形成 CO2 加水制氢反应工艺包，实现小试。 

考核指标：（1）CO2 加水裂解催化剂稳定运行 1500 h，H2

收益率衰减≤ 8%；（2）CO2 裂解催化剂表面 H2 的转化率≥ 90%；

（3）搭建光热催化小试反应装臵：①定日镜有效反射面积≥

100m² ；②抛物面聚光器有效反射面积≥70m² ；③焦斑等效直

径≤300mm；④焦平面上的峰值热功≥50kW；（4）实现 CO2连续、

循环长周期实验，其中反应装臵的裂解制氢温度≤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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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煤基混合环烷烃加氢、脱氢技术开发与装备研制 

研究内容：针对榆林地区中低温煤焦油和兰炭荒煤气中氢

气的高值化利用难题，基于煤焦油加氢及煤基石脑油催化重整

制芳烃副产氢气产业基础，研发煤基混合环烷烃加氢、脱氢关

键技术与装备。具体内容包括：煤基石脑油提取混合环烷烃技

术及设备；低成本、高活性、高稳定性、长寿命混合环烷烃加

氢、脱氢一体化催化剂设计及规模化制备技术；混合环烷烃精

炼除杂催化剂、吸附剂设计及批量制备技术；混合环烷烃加氢、

脱氢热力学和动力学等。 

考核指标：煤基混合环烷烃的质量储氢密度≥5wt%，加氢、

脱氢反应温度≤350℃，加氢、脱氢反应转化率≥90%，加氢、

脱氢循环寿命（50 次）≥90%，氢气纯度≥99.99%，杂质气体含

量满足燃料电池用氢气品质 GB/T37244-2018要求。 

7.低阶煤分质高效精细化利用特色产业创新链（延安市重大

技术需求） 

围绕低阶煤分质高效转化产业链的关键技术研发和创新，

结合延安市煤炭资源与煤化工产业优势和特点，以粘结性低阶

煤高值化利用关键共性技术突破为核心，以示范应用为导向，

统筹陕北科研院校和相关企业技术的优势，实施粘结性低阶煤

与全粒径不粘煤共热解成套工艺技术、粘结性低阶煤热解/气化

耦合工艺技术、粘结性低阶煤制备高级合成蜡工艺、荒煤气提

氢及液态储氢技术、中低温煤焦油选择性加氢多产环烷基油、

中低温煤焦油制备高性能碳纤维以及清洁型焦成型关键技术及

示范工程等 7 个方面的研究课题，打造低阶煤分质高效转化新

材料化学品特色产业创新链，延伸产业链，建立集产业孵化、

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型研发平台，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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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粘结性低阶煤与全粒径不粘煤共热解成套工艺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粉煤热解过程油尘分离困难、易堵塞管道、

热解炉气固分布不均等问题，基于延安粘结性低阶煤特点，利

用粘结性煤热解过程产生的胶质体与粉煤交联结块，发挥热解

协同效应，抑制粉焦的形成。开发基于粘结性低阶煤与全粒径

不粘煤复配的煤热解工艺成套技术，探索粘结性低阶煤与不粘

煤复配物料的比例、粒径对热解成焦性能、焦油品质的影响规

律，解析粘结性低阶煤热塑性能与其粘结机理之间的构效关系，

形成粘结性低阶煤与全粒径不粘煤共热解利用新技术，并进行

推广与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万吨级共热解示范装臵 1 套。形成粘结性

低阶煤与全粒径不粘煤（＜30mm）共热解转化利用新技术，申

请发明专利 1-3项。 

申报条件：限延安市省属重点高校与延安市内企业产学研

联合申报。 

7.2 粘结性低阶煤热解/气化耦合工艺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以粘结性低阶洗中煤为原料，开发适用于高挥

发分、高灰、强粘结性洗中煤的热解/煤焦气化耦合工艺技术路

线，探究洗中煤热解过程粘结成焦性能与破粘调控机制以及煤

焦水蒸气气化过程中灰分的协同催化作用机理，分析研究气化

过程中的碳转化率和产物组成影响因素，建立气化反应模型，

形成热解/气化耦合的粘结性低阶煤气化转化新技术。 

考核指标：建立粘结性低阶洗中煤热解/气化耦合工艺路线，

获得关键工程技术参数，碳转化率≥98%，申请发明专利 1-3项 

申报条件：限延安市有实施基础的企业与科研院所产学研

联合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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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粘结性低阶煤制备高级合成蜡工艺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国内高熔点合成蜡的市场容量大、产品匮

乏的现状，本项目开发用于费托合成高活性、高重质烃选择性

和长寿命的钴基催化剂，探索钴基费托蜡合成工艺条件，建立

示范装臵，开发一条以延安粘结性低阶煤为原料制备高熔点合

成蜡的工艺技术路线。 

考核指标：凝固点 102-108 ℃，针入度（25℃）≤1，色度 >17，

申请发明专利 1-3 项。 

申报条件：限延安市省属重点高校与省内高校院所、企业产学

研联合申报。 

7.4 荒煤气提氢及液态储氢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低阶煤热解荒煤气氢气收率低、吸附剂使

用周期短以及气态储氢性能差、安全性差、能耗高等问题，优

化变压吸附分离荒煤气中二氧化碳、甲烷、氮气及氢气工艺；

开发新型高容量有机液态储氢体系；解决兰炭荒煤气氢气利用

效率低的行业共性难题。 

考核指标：氢气回收率≥80%，氢气纯度≥99%，搭建一套

低成本制氢、高效储氢体系，实现荒煤气氢能的高效利用，申

请发明专利 2-3项。 

申报条件：限延安市有实施基础的企业与科研院所产学研

联合申报。 

7.5 中低温煤焦油选择性加氢多产环烷基油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中低温煤焦油加氢产品同质化严重、产品

附加值低等问题，开发中低温煤焦油选择性加氢多产环烷基油；

制备催化剂和优化催化剂级配方案，在脱氮、芳烃饱和的同时

控制加氢的深度，避免大量油品轻质化，开发煤焦油加氢生产

精细化工品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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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油品的环烷烃≥50％以上，液相收率≥95％；

副产低凝、低硫、高十六烷值车用柴油，申请发明专利 2-3 项。 

申报条件：限延安市省属重点高校与省内高校院所、企业

产学研联合申报。 

7.6 中低温煤焦油制备高性能沥青基碳纤维 

研究内容：针对中低温煤焦油加工利用途径单一和产品附

加值低等问题，以粘结性低阶煤热解焦油为原料，通过对其沥

青组分进行分子工程设计，调控中间相沥青的生产工艺流程，

可控制备出高品质的前驱体-中间相沥青，从而开发一条适用于

粘结性低阶煤制备高性能碳纤维的工艺技术路线。 

考核指标：拉伸强度达到 3.8-4.5 GPa，抗拉弹性模量达

到 250-320 GPa，申请发明专利 2-3 项。 

申报条件：限延安市有实施基础的企业与科研院所产学研

联合申报。 

7.7 清洁型焦成型关键技术及示范工程 

研究内容：针对半焦粉价格低廉、应用市场小、易造成粉

尘污染等问题，开发以煤焦油沥青为廉价粘结剂、煤化工含酚

废水为成型分散剂的热解半焦制清洁型焦工艺技术，形成成套

冷压成型制清洁型焦工艺，开发高热值、高燃烧反应活性清洁

型焦制备技术。 

考核指标：建立万吨级清洁型焦示范装臵。开发热解半焦

成型技术，以 1-3mm 半焦粉为原料，冷压成型生球的抗压强度

≥30MPa，高位发热量≥7000cal/kg。申请发明专利 2-3项。 

申报条件：限延安市有实施基础的企业与科研院所产学研

联合申报。 

8.现代材料产业创新链（汉中市重大技术需求） 

现代材料产业创新链主要以汉中市在全省具有一定领先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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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规模的制造业为主线，兼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效，结合

产业链（群）各环节的技术需求及制约瓶颈为重点，围绕对高

性能合金材料、高端结构材料、节能环保无机非金属材料、先

进高分子材料和能源化工材料技术改造及新材料研发为研究方

向，设臵 8 个主要课题，进行全链条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发

展壮大汉中市现代材料产业，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 

8.1 高性能电致变色材料的制备与器件组装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国家和区域在新材料和节能环保等方面的

重大需求，利用电致变色材料在外加电场作用下的可逆光学变

化实现对器件光学特征的主动调控，探讨其在智能窗，显示和

电子价签等领域的应用。项目研究内容包括新型电致变色材料

的结构设计与合成；聚电解质层的筛选与制备；电致变色器件

的组装与性能测试；电致变色材料的光谱选择性吸收调控的基

础理论与实现；电致变色材料结构对器件性能的影响机制研究；

最终组装出具有高对比度、丰富颜色、快响应速度、低工作电

压和低加工成本的电致变色器件。 

考核指标：对比度>60%，颜色种类至少三种，响应时间<3

秒，工作电压<±2V，器件尺寸>20cm*20cm。 

8.2 高温合金切削用高性能硬质合金制备技术研究 

围绕硬质合金产业创新链的关键技术研发与创新，结合汉

中本地产业链突出特点，以新型硬质合金研发为核心，以应用

为导向，整合本地产业链资源。通过研发高性能硬质合金所需

的微纳尺度碳化钨粉及复合粉合成技术、坯体成型技术和烧结

致密化技术研发。建立产学研用联动、军民融合协调发展及工

程化人才培养完整体系。提升本地产业链内的配套和服务，增

强本地硬质合金产业链合作交流，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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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基于已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和粉末合成技术基础

和经验，利用现有主体设备和成型烧结工艺技术，通过设备有

限改造及工艺优化，突破纳米碳化钨粉末合成、窄粒度分布控

制、粉末粒度分级、复合粉均化技术和绿色合成等技术壁垒，

以及突破全致密化控制、匀晶烧结制备、纳米晶调控和快速烧

结成型技术等难关。开发兼具纯度、组分精度和工艺高可控性

的可靠碳化钨粉及复合粉末产品，以及兼具硬度、韧性、强度

的高性能纳米晶硬质合金刀具产品。 

考核指标：(1)纳米粉末平均粒度≤60nm，等轴晶；微米粉

末粒度分级范围为 120 nm—5μm；粉末窄粒度分布误差为纳米

粉末±10nm，微米粉末±150nm；有毒气体或液体生成量＜

10mm/kg 粉末。(2)硬质合金组织平均晶粒尺寸≤110 nm，等轴

晶；硬质合金致密度≥98.5%；硬质合金晶粒尺寸分布误差±

20nm；硬质合金硬度≥22GPa、韧性≥14MPa〃m1/2、抗弯强度

≥2.6GPa;硬质合金烧成周期≤12小时。 

8.3 低烟无卤电缆专用聚乙烯（PE）阻燃母粒的研发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电缆用 PE材料必须具有低毒，高难燃性能，

低烟释放和高电气性能的要求，以红磷阻燃剂为基础，开发一

种环保、高效 PE阻燃母粒的生产工艺。通过红磷包覆造粒工艺

的改进，解决无机阻燃剂分散性差的缺点，提升产品的耐水性

和耐候性，保证电缆具有可靠持久的阻燃性能。研发多元复配

体系，通过红磷与金属氧化物之间的协同效应，解决单一磷系

阻燃剂发烟量大，影响火灾中被困人员安全撤离的问题。通过

开发红磷原粉超细化制备工艺，解决阻燃母粒粒径大、团聚等

情况降低电缆抗击穿强度的问题。 

考核指标：建成电缆专用 PE 阻燃母粒生产线一条；该阻燃

母粒总添加量≤10 wt%时，电缆可通过垂直燃烧 UL-94 V-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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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燃烧烟密度（最小透光率）It≥60 %，产品总体性能达到

《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GB 31247—2014）中的 B1 级别。

申请专利 1-2项。 

8.4 高性能金属基复合材料机械加工液开发与应用 

研究内容：开展环保型防锈乳化油的生产工艺技术研究，

解决防锈乳化油使用后有异味，易变质的问题，通过改进乳化

油使用工艺，提高乳化油使用周期，减少排放；开展黑色金属

高速磨削油的生产工艺技术研究，解决磨削油在高速使用中，

烟雾大，粘度高等问题；开展全合成切削液有研究生产技术升

级研究，通过对极压添加剂、防锈剂的改性，解决目前全合成

切削液抗微生物分解能力差，使用周期短的问题，提高其在不

同水硬度条件下使用的稳定性；开展微乳型切削液工艺配制研

究，通过对极压剂的化学修饰以及工艺改进，解决微乳型切削

液生化稳定性差，清洗性能差等问题。 

考核指标：开发新产品 3-5 个，建设极压剂化学修饰反应

装臵 1套，申请专利 3-5 件，生产成本降低 10-20％，利润增加

40-60万，形成成熟的乳化液、切削油、切削液工艺，制定企业

标准 2-4 件。为机械加工、航空工业等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8.5 高纯石英砂的提纯研究 

高纯石英砂:SiO2≥99.9-99.99% ，Fe2O3≤0.001%，广泛

应用于高端电光源、大规模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太阳能电池、

光纤、激光、航空、航天、军工以及 IT产业，国内原石全部来

自澳大利亚或巴西。 

研究内容：自主设计石英高温炉，通过高温煅烧去除石英

中的有机包裹体杂质，通过酸处理去除石英砂中的金属离子和

部分伴生矿杂质，对常规光伏石英砂进行再提纯研究，实现石

英的相变；自制微型浮选装臵，在阴阳离子交替作用下去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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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等非金属杂质。把纯度 SiO2≥99.0-99.5% ，Fe2O3≤0.012%

的光伏石英砂提纯为纯度为 SiO2≥99.9-99.99% ，Fe2O3≤

0.001%的高纯石英砂，打破国内依靠天然水晶石或优质天然石

英石（进口）生产高纯石英砂的局限性，完善区域硅石产业链

建设，通过产业化生产打破国内高纯石英砂进口瓶颈，解决下

游产业原料供给问题，技术弥补省内甚至国内空白。 

考核指标：建设高纯石英砂生产线 1 条，生产出的高纯石

英砂 SiO2≥99.9-99.99% ，Fe2O3≤0.001%。通过项目实施达到

年产 3000吨高纯度石英砂的生产能力，替代进口。申请专利 2-3

项。 

8.6 高性能、小体积纳米晶电子元器件材料研究与应用 

研究内容：开发及研究非晶、纳米晶产品成分及应用，通

过化学元素成分、材料制作工艺、热处理工艺及元器件设计调

整，提高电子元器件饱和磁感应强度，缩小电子元器件体积，

减轻器件质量；提高元器件导磁率，降低矫顽力，提高器件效

率；提高器件的过载能力，保证器件可耐大电流冲击，长期工

作稳定。 

考核指标：新增软磁材料配方 2 个，适用于更多电子元器

件领域；通过项目实施具备年产 300 万支电子元器件生产线一

条；申请专利 2-3 项；形成纳米晶材料、铁芯、器件生产一体

化规模。 

8.7 先进等离子增材修复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研究内容：高精度等离子熔覆头的设计和加工。通过对等

离子弧压缩性能、冷却水路和送粉流道的改进，以改善目前普

通等离子熔覆设备弧光直径大、能量密度低、热输出高、送粉

不均匀、冷却不良，以及由此引起的喷嘴易粘粉、无法长时间

连续工作、效率低、成型精度差的不足；先进等离子增材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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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和优化。采用正交试验的方法，对增材过程中的工艺参

数（离子气、电流、喷嘴直径、钨针距喷组距离、喷嘴距工件

距离、送粉量、送粉角度等）进行探索和优化；先进等离子增

材技术在修复行业的应用。选择合适的失效工件，制定增材修

复方案（含损伤评估、材料匹配、等离子增材工艺和检验标准）

和定制化设备集成方案（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集成）。 

考核指标：高精度等离子熔覆头图纸 1套及相应加工成品；

制定《先进离子增材制造工艺》1项；针对至少 2种不同产品的

等离子增材再制造方案和成品；申请专利 2个以上。 

8.8 新材料在高铁列车关键部件上的轻量化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提出将航空用高强铝合金、钛合金等新型材料

应用于高铁产品关键部件，研究加工工艺及锻造工艺关键技术，

提高产品强度及可靠性，同时实现机车减重降耗的技术要求。

针对高铁机车减重、降耗、耐磨的技术要求，引入新型航空用

高强度铝合金、钛合金在机车转向架进行应用，研究新型加工、

锻造工艺，通过关键技术研发优化产品性能，运用更高要求的

锻造加工工艺，完成产品的加工制造。突破传统材料及加工工

艺技术，通过相应的性能测试，实现高铁机车转向架高可靠性、

高强度及轻量化要求。 

考核指标：结构强度及载荷提升 10%以上；转向架减重 20%

以上；使用寿命增加 20%以上。 

9.富硒产业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创新链（安康市重大技术

需求） 

按照全产业链部署，一体化实施的原则，“富硒产业关键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专项主要部署农作物硒的迁移转化规律与影

响因素研究、主要农作物富硒土壤营养强化剂应用推广、植物

硒蛋白功能研究及其富硒食品补充剂开发、富硒魔芋新品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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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新产品创制、富硒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富硒

夏秋茶资源高值化利用研究与产业化开发、富硒枳椇（拐枣）

功能新产品组方与生产技术研发、安康富硒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研究及平台建设等 8 个主要任务。 

9.1 主要农作物硒的迁移转化规律与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内容：结合安康典型富硒地区土壤-植物中硒及重金属

调查的数据和田间试验，查明水稻、玉米、油菜等主要农作物

对土壤中硒的吸收、转运特征及硒与伴生的重金属的关系，揭

示影响植物硒含量的主导因素，建立土壤硒有效性调控和抑制

伴生重金属吸收的耦合技术。 

考核指标：（1）建立水稻、玉米、油菜土壤硒有效性调控

和抑制伴生重金属吸收的耦合技术，使典型富硒地区大宗农产

品水稻、玉米、油菜的硒含量稳定达到富硒标准、有机硒含量

占总硒含量的 80%以上，重金属元素含量达安全限值。(2)推广

种植富硒作物 200 亩以上,建立富硒玉米、水稻、油菜生产技术

规程各 1 个、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 篇。 

申报条件：限安康市辖区内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承担，

并在安康市落地。 

9.2 安康主要农作物富硒肥开发研究及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安康硒的自然地理分布特点和主要农产品

硒水平现状，从富硒食品产业链源头入手，针对当地富集硒能

力较强的主要农作物，开发基于作物特点的适用性富硒肥，实

现富硒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研究富硒肥施用方式及施用

后硒在相应农作物中的吸收、迁移及在农产品中的含量和分布

规律，为富硒肥使用提供科学依据，提出适用不同农作物的富

硒肥科学配方、施肥技术规范和标准，为富硒农业生产提供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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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研究开发针对当地主要农作物的富硒肥 2-3种，

制定相应的配方、工艺及标准各 1 套；提出施肥技术规范及相

应富硒农产品标准各 1套；发表论文 1-2 篇，申请专利 1-3件；

建成年产 2-3 万吨的标准化富硒肥生产线 1 条，完成相应农作

物富硒肥应用示范推广 300亩以上。 

申报条件：限安康市辖区内高校、科研院所与本地富硒肥

龙头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承担，并在安康市落地。 

9.3 植物硒蛋白功能研究及其富硒食品补充剂开发 

研究内容:以安康本地产富硒黑豆为主要原料，开发食源性

高硒植物蛋白及富硒小分子活性肽，提出针对主要几种食品的

添加工艺和标准，提出针对主要几种食品的添加工艺和标准，

实现富硒食品标准化生产和产品有机硒稳定达标；采用细胞及

实验动物模型，从整体到分子水平研究揭示该类硒蛋白及硒多

肽类天然有机硒的主要健康功能和机制，为富硒食品生产提供

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研究开发以富硒黑豆等为原料的植物硒蛋白及

硒多肽类富硒食品补充剂 2-3 种，硒蛋白及硒多肽中有机硒含

量达到相应产品标准，建立植物硒蛋白及硒多肽生产线各 1 条；

提出食品中强化硒蛋白或硒多肽的关键技术和工艺，并在安康 

5 种以上重点富硒产品示范应用，稳定达到富硒标准；发表论

文 2-3 篇，申请专利 1-3 件。 

申报条件：限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与本地相关龙头企业通

过产学研合作承担，并在安康市落地。 

9.4 富硒魔芋新品种选育及新产品创制 

研究内容：（1）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现有魔芋品种及地

方种进行不同方式诱变，筛选出稳定富硒及高聚硒的突变体材

料，并进行生物学及形态学鉴定。（2）探索大田栽培中不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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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硒、补硒方式对高聚硒突变材料的影响；（3）采用富硒魔芋

新品种为原料，研发富硒魔芋膳食纤维固体饮料系列产品。 

考核指标：建立魔芋组培突变体材料库，保存突变体材料

500 余份、筛选高聚硒能力的魔芋单株及株系 5-10 份、研究建

立一套高聚硒魔芋品种大田富硒栽培方法；开发 3-4 款富硒魔

芋新产品；发表论文 2-3 篇，申请专利 1-2项。 

申报条件：限省内高校或科研院所承担，与技术需求所在

地龙头企业合作。 

9.5 富硒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目前富硒食用菌工厂化栽培关键技术缺乏、

有机硒含量不稳定以及富硒食用菌质量控制技术不完善的问题，

研究食用菌对硒的吸收富集能力、硒元素在食用菌中的存在形

态、积累动态及其生物可利用度，解析食用菌中有机硒含量与

总硒含量的相关关系，开发富硒食用菌精深加工系列产品，制

定富硒食用菌及其系列产品生产的质量标准。 

考核指标：通过技术创新，选育高聚硒食用菌品种 2-3个，

研制功能性富硒食用菌系列产品 3-5 个，集成富硒食用菌工厂

化生产硒含量达标稳定性控制技术规范 1 套，富硒食用菌精深

加工产品中含硒量达到富硒食品硒含量分别标准。 

申报条件：限安康市辖区内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通过产

学研合作承担，并在安康市落地。 

9.6 富硒夏秋茶资源高值化利用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研究内容:围绕丰富的富硒夏秋茶资源，研究提升目前夏秋

茶主要加工类型茯茶的工艺和品质，明晰冠突散囊菌发酵过程

中次级代谢产物，追踪茶多糖、茶多酚等主要功能成分的变化，

建立精准质量品控体系；研究富硒夏秋茶加工过程中硒的动态

变化规律，提出加工过程和茶产品中硒的稳态化保持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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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夏秋茶茶多酚、茶多糖、茶色素等提取精深加工关键技术，

开发出多元化高值化高技术含量新产品。  

考核指标：建立基于主要目标成分的茯茶精准质量品控体

系 1 套，完善和提升现有茯茶质量，提出富硒夏秋茶加工中硒

稳态化保持的关键技术；确定夏秋茶茶多酚、茶多糖、茶色素

等提取精深加工关键技术，开发出高附加值的夏秋茶新产品 3-4 

个，并形成相应产品标准；申请专利 1-2 件。  

申报条件：限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与当地企业通过产学研

合作承担，并在安康市落地。 

9.7 富硒枳椇（拐枣）功能新产品组方与生产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基于富硒枳椇（拐枣）中多种活性成分的保健

功能，通过开展富硒枳椇中单双糖去除技术、稳态化和靶向递

送技术以及硒含量稳控技术研究，创制功能明确、效果显著、

具有防控高血糖、改善肝功能、促进酒精代谢等功能的富硒枳

椇功能新产品组方与配套生产技术。 

考核指标：研发富硒枳椇功能新产品的组方与配套生产技

术 2-4 项；实现工业化转化的富硒枳椇功能新产品（口服液、

片剂、冲剂等）1-3 个;口服液和冲剂等产品中硒含量在

0.6-0.8mg/kg，片剂等产品中硒含量在 8-15mg/kg;申请专利 2-3

件，发表论文 2-4 篇。 

申报条件：限安康市辖区内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通过产

学研合作承担，并在安康市落地。 

9.8 安康富硒产品检测检验技术研究及平台建设 

研究内容:围绕富硒食品质量和标准规范化监督管理的共

性关键技术需求，研究建立食品中总硒、有机硒的快速测定方

法，提出相应的检测检验方法标准和操作技术规范；建设和完

善富硒食品研发和检测相关配套条件和公共服务平台；开展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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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产品检测骨干人才培养、技术及业务培训。  

考核指标：建立食品中总硒、有机硒的快速测定方法，提

出相应的检验方法标准和操作技术规范各 1 套；并在 2-3 个检

验机构或检测平台示范应用；完成富硒食品检测检验配套设备

条件、技术体系构建、资源整合和共享共用机制；制定富硒产

品相关标准 10-15 个；培训富硒检测技术骨干人才 20-30 人。 

申报条件：限安康市辖区内富硒科研平台、高校、科研院

所承担，并在安康市落地。 

10.钒高端材料及新能源特色产业创新链（商洛市重大技术

需求） 

围绕钒高端材料及新能源特色产业创新链的关键技术研发

和创新，结合区域钒资源综合聚集性开发优势和特点，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上，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聚焦钒高端新材料和

新能源开发领域自主创新，切实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制

造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导向，运用系统工程思路，融合现代交叉

学科方法及高新技术手段，建立产学研用联动、两化融合协调

发展以及工程化人才培养体系，以技术创新为龙头整合我省秦

巴山区钒产业链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构建以“钒

资源—钒新材料—液流储能—绿色尾渣—孵化推广”为一体的

绿色循环全钒产业链格局。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支持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融通创新，开展"卡

脖子"和颠覆性技术攻关，形成能源革命、碳达标碳中和、资源

主导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区域经济活力。

带动秦巴山区全域钒高端产业链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打造我省

区域性乃至全国钒高端产品及新能源制造业中心，实施工业强

市“大孵化器”战略，培育产业集群推动企业科研成果转移转

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扶贫攻坚战略和地方经济快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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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 

10.1 航空航天用高端钒铝合金材料成套工艺装备与技术应用 

研究内容：面向智能制造、航空航天、导弹、蒸汽轮机叶

片等领域对高级合金材料的需求，以及钒铝合金主要用于钛合

金，添加钒铝合金能够使钛合金材料具有密度低、抗腐蚀性能

好，高强度等优异综合性能。探索航空航天级钛合金材料添加

所需高品质钒铝合金产品制备技术，开发真空水冷铜坩埚技术

装备，二次真空感应熔炼炉提纯精炼工艺路线。研究通过配入

不同比例的铝粉，生产处不同牌号的钒铝合金技术；研究降低

单位反应热量，减缓反应速率，与提高产品收得率的最佳条件。

实现新型高精密高分辨偏析自动化检测，形成杂质含量低、无

氧化膜、成分均匀、真空精炼无污染的工业化生产线。 

考核指标：制定相应产品企业标准 1～2项；形成生产工艺

技术装备 1 套；提出钒铝合金提纯精炼除杂关键技术及参数；

获得合金饼单炉产量≥200Kg,V含量 50～54%、Al含量 45～49%，

杂质含量 Si＜0.05%，Fe＜0.09%,C＜0.005%,N＜0.025%,B＜

0.005%,单炉产品均匀偏析＜1%，钒收得率≥88%；建成年产能

1000 吨的高端钒铝合金生产示范线，申请专利≥2 项。学术期

刊发表发表科技论文 3～5篇。培养中青年科技骨干 2 名。 

申报条件：本地龙头企业牵头，校（院）企合作承担。 

10.2 真空电子束熔炼制备大尺寸靶材级钒金属材料技术及工程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磁性材料、硬质合金、超导材料及核反应

堆材料领域所需钒金属材料方向发展，核心零部件靶材提出的

高强、耐腐、高延伸率的要求，本项目开发一种真空电子束熔

炼连续铸造大规格钒金属铸锭的制备技术，旨在提供高质量、

低成本、高效率的大规格品质均一铸锭的制备方法，解决高质

量真空纯钒金属大铸锭依赖进口的问题。研究杂质元素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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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钒金属品质的危害，熔炼过程中元素区域的分布、铸锭尺

度等的影响规律，开发精确控制杂质及气体含量的技术，研究

熔炼温度对铸锭成分、组织均匀性的影响规律，研究热加工工

艺与热处理次序对不同产品组织和性能的影响规律，获得大规

格高纯钒金属铸锭真空电子束连续铸造技术并进行产业化，形

成标志性产品 2类以上。 

考核指标：获得的铸锭可达到：V≥99.9%，杂质总和＜0.1%，

O≤0.002%，N≤0.006%；单一铸锭尺寸不小于 100Kg。铸锭Ф≥

160mm,室温性能非热处理态抗拉强度≥300Pa,疲劳强度≥

60Mpa，延伸率≥10%，制定相应标准 1 套，建成年产 100 吨高

纯钒金属工程化试范线，实现替代进口产品，生产标志性产品 2

类以上，申请专利 3 件以上。学术期刊发表发表科研论文 2～4

篇。培养中青年科技骨干 2名。 

申报条件：本地龙头企业牵头，校（院）企合作承担。 

10.3 核反应堆用新型 V-Ti-Cr 体系合金材料制备关键技术与应用研

究 

研究内容：面向更高辐照水平的聚变堆，利用钒基合金低

活化、良好高温强度和高温蠕变性、低温韧性、抗中子辐照肿

胀以及耐液态金属腐蚀等特性，以 V-Ti-Cr 体系合金为基础，

开发综合性能优异的聚变堆用新型钒基合金材料。研究不同微

量添加元素、加工状态及热处理条件下该新型钒基合金的力学

行为、再结晶形核机制、晶粒细化以及辐照诱导的结构演变，

探明新型钒基合金的强化机制及耐热性和抗辐照性能力，开发

出核反应堆用钒基合金材料的关键制备技术，能够承受每个原

子高达 180～200个位错的破坏性辐照水平，满足核聚变堆用抗

辐射材料要求。 

考核指标：提出 2～3 个制备工艺和关键技术，明确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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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i-Cr体系合金材料的结构和性能特征；室温拉伸屈服强度≥

420MPa，抗拉强度≥500MPa，延伸率≥12％，冲击韧性≥20J；

室温压缩屈服强度≥1300MPa，抗压强度≥1900MPa，断裂应变

≥30％；韧脆转变温度低于－100℃；为新型钒基合金产业化形

成指导性生产工艺报告 1 份；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2 项，发表

科研论文 2～4篇。培养研究生 2名。 

申报条件：高校或科研院所承担，与技术需求所在地龙头

企业合作。 

10.4 场致相变钒氧化物纳米粉体及薄膜材料制备技术开发 

研究内容：以高纯五氧化二钒为原料，采用水相合成技术，

制备钒氧化物纳米粉体和薄膜材料，并通过掺杂不同元素的方

式来改变其相变特性。研究反应条件、添加剂种类及用量等对

钒离子价态分布和粒度分布的影响，揭示添加剂在钒氧化物生

长过程及在物相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分析热处理温度制

度和气氛等，对生成钒氧化物纳米粉体纯度、形貌和相变特性

的影响规律。此外，研究钒氧化物粉体的制膜过程，分析制浆

条件和涂覆条件对钒氧化物成膜质量及相变特性的影响。 

考核指标：获取一种稳定制备 VO2、V2O5 粉体材料和薄膜

材料的工艺技术，实现钒氧化物粉体材料颗粒尺寸的均匀可控，

粉体粒径控制在 300nm 左右，薄膜材料相变前后，电阻值变化

幅度达到 103数量级，在 3~5μm波段，相变前后透射率变化幅

度达到 50%左右。完成钒氧化物纳米粉体材料及薄膜材料技术开

发研究报告 1份，发表高水平论文 3～4篇，申请发明专利 2～3

项。 

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承担，与技术需求所在

地龙头企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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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电解制氢用钒基多孔复合阴极制备技术开发 

研究内容：采用储氢容量较大且抗粉化性能好的钒基储氢

合金为析氢阴极基体材料，先通过固相烧结法制备多孔钒基合

金基体，然后采用电沉积方式，对基体进行高活性 Ni 基镀层修

饰，从而获得一种多孔复合析氢阴极材料。研究钒基多孔合金

制备条件与合金基体表面性质对应关系，分析合金修饰层的包

覆生长行为，确定电沉积条件的调控策略，实现基体合金与修

饰材料的有效复合，明确不同构成体系对析氢动力学和电极稳

定性的影响。 

考核指标：获取一种能在间断供电情况下工作，催化活性

高且长效稳定的钒基复合多孔析氢阴极材料的制备技术，确定

反应条件对镀层形成的影响规律，明确电极材料结构、成分和

性能之间的内在关系。析氢阴极能稳定工作 1000h 以上，析氢

过电位控制在 100mV 左右。完成钒基多孔复合析氢阴极制备技

术开发研究报告 1 份，国内学术期刊发表发表高水平论文 3～4

篇，申请发明专利 2～3项。培养研究生 2 名。 

申报条件：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承担，与技术需求所在

地龙头企业合作。 

10.6 电动汽车用超快充磷酸钒锂-钒酸锂新型全电池关键电极材料

的制备技术与产业化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现有商用钴基锂离子电池充电速度慢、安

全隐患高、成本高，利用钒系氧化物储锂容量高、电压窗口可

调、结构稳定性强和离子导电率优良等特性，结合陕南有色钒

资源丰富的特色优势，布局并大力发展新型钒基全电池正负极

体系，以替代钴基正极材料和石墨负极材料，研发在充电速度、

安全性能和成本等方面超越目前商用锂离子电池的新型钒基锂

离子全电池储能器件。本项目研究磷酸钒锂-钒酸锂全电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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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负极电压窗口匹配、微观结构与储锂特性间的构效关系，

优化电子、锂离子传导效率，开发高倍率、长循环工况下稳定

电极微观结构的关键技术，获得超快充电速度、超长循环寿命、

宽工作温度范围的电动汽车用快充磷酸钒锂-钒酸锂全电池储

能器件并建成中试示范生产线。 

考核指标：全电池能量密度 ≥170Wh/kg，工作温度范围：

-30～60℃，超快速充电接受性能：10分钟内电池完全放电荷电

量达到 85%，室温下高倍率（15C）放电容量保持率≥50%，1C

下长循环（1000周）放电容量保持率≥70%。明确产品功能及主

要用途，完成工艺技术路线和中试示范，形成科研报告 1 份，

申请发明专利≥2 项，发表学术论文 3～5篇。 

申报条件：高校或科研院所联合承担，与技术需求所在地

龙头企业合作。 

10.7 风、光储兆瓦级全钒液流电池储能装备集成系统技术与工程示

范 

研究内容：基于光伏和风电技术成本完全具备大规模推广

条件，储能瓶颈技术，及能源低碳化新要求。面向集中式转向

分布式能源终端，在智能电网中，储能电站能有效调控电力资

源，实现动、静态电网支撑、无功功率补偿以及低电压穿越等

功能；利用高纯的 V2O5、NH4VO3在酸性溶液，通过电解的方法

制备低成本、高浓度、高稳定性 3.5 价钒电池用电解液。采用

导电粘结剂粘结法制备石墨烯修饰碳毡电极，以提高碳毡的电

化学催化性能、质子传导性能、电导率及化学稳定性。 开发整

体电池结构设计、电池管理系统、流体控制系统等；开发低成

本高稳定性钒电池电堆模块。通过电极改性技术提高钒电池库

伦效率，钒电池综合能量效率达到 75～85%。实现碳中和新能源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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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充放电循环次数﹥10000次；充放电速率比 1:1；

能量效率达到 75%～85%；电解质溶液中钒的浓度≥1.5mol/L；

未加添加剂前纯度不低于 99.5%（以干基记）。实现兆瓦级钒电

池电堆、专用离子膜、电池壳全钒液流储能电池整装生产线，

建成 3 万立方米钒电池电解液生产线和 50KW/200MWh 全钒液流

电池储能示范站。申报技术专利 2 项，发表专业论文 2～3 篇。

培养中青年科技骨干 2～3名。 

申报条件：本地龙头企业牵头，校（院）企合作承担。 

10.8 钒尾矿废渣制备高性能采空区充填料技术 

研究内容：立足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针对钒尾矿废渣大量

堆存的现状，开发出一种利用钒尾矿废渣制备用于矿山采空区

充填和绿色混凝土制备的高新技术。以石煤钒尾矿为研究对象，

突破钒尾矿废渣的活性激发技术，寻找利用钒尾矿废渣制备高

性能胶凝材料的最佳配合比及合适的添加剂，并对多固废协同

水化反应机理开展基础研究，并以所开发的钒尾矿废渣胶凝材

料为核心，开发出新型高兴能采空区充填料和绿色混凝土，并

对充填料的力学性能、流变性质、机械强度及长期性能等进行

测试和评价，最终确定最优配比与工艺参数，实现钒尾矿废渣

的源化利用与钒矿采空区充填开采的协同发展。 

考核指标：开发出利用钒尾矿废渣制备高性能采空区充填

料的成套技术，实现每立方充填混凝土中固体废弃物含量不低

于 50%，抗压强度满足大于 10Mpa，申请相关专利 2～3 项，并

完善相关工艺设计，形成技术报告 1 份，实现 10万吨∕年钒尾

矿废渣利用推广示范线一条。 

申报条件：仅限本地企业和高校承担。并在技术需求所在

地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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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智慧养殖特色产业创新链（杨凌示范区重大技术需求） 

依据 2020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畜

牧业整体竞争力、畜禽养殖规模化率、绿色发展水平、畜禽产

品供应安全保障能力需不断提升。为保障西部作为畜牧业强国

建设的重点区域，杨凌示范区可引领西部畜牧业绿色、高效、

智慧发展，需突破我省智慧养殖关键技术瓶颈，建设繁育、营

养与抗病一体化、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自动化监测管理的智慧养

殖链，集成多家规模养殖场的联合育种创新链，为畜牧生产提

供精准化配种和饲养、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促进畜牧生

产效率提升的养殖服务链。按照全链条部署、一体化实施的原

则，“智慧养殖特色产业研究”专项包括养殖场智能设施装备与

智慧管理技术、畜禽信息采集与身份追溯系统、畜禽智慧定向

育种技术、畜禽动态代谢参数及智慧化营养供应技术、畜禽疫

苗免疫新程序与疫病综合防控技术等 5 项主要任务。 

11.1 养殖场智能设施装备与智慧管理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规模化养殖场高效管理流程和相应的智能

设施，基于大数据自动采集和分析技术，开发智能化管理系统；

建立动物行为智能识别系统，并与动物健康和福利状况进行关

联分析，开发通过动物行为评价动物健康以及福利的预警系统；

通过传感器、射频识别及定位系统等信息传感设备，将规模化

牧场环境和物资与互联网连接，对牧场环境和物资进行智能化

识别、跟踪、定位、监控、管理、分析以及决策，建立现代牧

场物联网管理系统；开发动物智能化高效精准育种管理系统；

通过图像识别采集动物体型、外貌以及器官组织大数据，建立

动物体型、外貌、行为的智能化自动识别系统以及器官组织自

动测定系统；通过牧场生物安全数据库构建，建立大型牧场智

能化生物安全预警、分析和诊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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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开发养殖场高效管理软件 3-5 套、高效育种管

理系统软件 2-3 套、牧场物联网系统软件 3-5 套；构建养殖场

环境模型 3-5个；建立 5-10 个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推广应用示

范牧场；制定牧场智能化系统管理操作标准 1个；申请专利 5-8

项；发表相关论文 3-5篇。 

11.2 畜禽信息采集与身份追溯数据库构建及应用 

研究内容：对种用畜禽进行遗传和表型数据的信息化采集，

建立全省乃至更大范围的遗传数据库，建立活畜和畜禽产品的

身份识别、来源追溯数据库，并开发相应的检测技术。可对市

场上的产品，特别是对具有人畜共患病的个体、绿色和品牌特

色产品等进行上述检测。实现从市场产品角度，对全省的畜禽

养殖的预警、调控决策。 

考核指标：建立养殖场种用畜禽的遗传数据库 5-8 个；建

立分析预测预警大数据平台 5-8 个；创建基于智能分析调控的

大数据智慧养殖决策平台 1 个。培育孵化服务政府决策的检测

中心 1个。申请国内外专利 4-6项，发表相关论文 3-5篇。 

11.3 畜禽智慧定向育种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集成研究具有精准性、时效性、公益性和个性

化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 SNP 芯片；对奶山羊、略阳乌鸡、陕北

绒山羊等我省特色畜禽品种进行全基因组智慧定向精准育种；

聚合一批优良性状（高产、高效、优质、抗病）基因，创制一

批综合性状优异的家畜育种新材料，初步构建家畜分子设计育

种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开发全基因组选择育种 SNP 芯片和相应可用于

基因组育种值的数据库 5套；建立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基地 5个；

创制聚合多个优良性状（高产、高效、优质、抗病）的家畜基

因编辑育种材料 4-6 个；申请国内外专利 5-7 项，发表相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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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5-8篇。 

11.4 畜禽动态代谢参数及智慧化营养供应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揭示畜禽消化道健康与消化道微生物互作机制，

精准定向改造消化道微生物功能；研究蛋鸡和奶山羊主要营养

素的动态代谢参数，研究不同生理阶段蛋鸡和奶山羊消化道健

康的动态变化参数，匹配建立动态营养需求数据库；揭示家禽

传代营养表观遗传机制，构建“亲-子”一体化免疫营养增强技

术；开发新型绿色、高效、功能性饲料添加剂，配套建立智慧

化精准供应技术。 

考核指标：筛选优异绿色饲料添加剂 3-5 个，建立奶山羊、

种鸡-商品鸡主要营养素的动态代谢参数及智慧化营养精准供

应技术体系，建立 3-5 个中试基地；根据消化道微生物发育规

律，筛选特殊生理阶段的益生菌 2-4 个；申请国内外专利 4-6

项，发表相关论文 3-5篇。 

11.5 畜禽疫苗免疫新程序与疫病综合防控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通过动物免疫保护性实验，综合评价畜禽常用

商品化疫苗不同免疫方案的免疫保护效果，建立畜禽常用商品

化疫苗的新型免疫程序；深入开展家畜口蹄疫、衣原体病等重

大疫病口源感染与致病过程中关键宿主分子与病原关键致病组

分的挖掘及共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筛选特异性目标分子，研发

符合生产实践需求的快速检测技术及配套试剂，研发区分疫苗

免疫和病原自然感染的鉴别诊断技术及配套试剂；制定家畜口

蹄疫、衣原体病等重大疫病净化方案，形成区域特色的重大疫

病预警技术和综合防控技术。 

考核指标：综合评价 3-5 种畜禽常用商品化疫苗的免疫保

护效果，建立并完善新的免疫方案；筛选到特异性目标分子 3-5

个，建立 3-5 种畜禽重大疫病的快速诊断技术、鉴别诊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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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配套试剂；制定 2-3 套畜禽重大疫病净化方案，在 2-3 个

养殖场推广使用，形成区域特色的重大疫病预警技术和综合防

控技术。申请国内外专利 3-5项，发表相关论文 3-5 篇。 

12. 韩城四系鸭特色产业创新链（韩城市重大技术需求） 

围绕韩城四系鸭产业创新链的关键技术研发和创新，结合

韩城市鸭产业链突出特色，继续支持韩城市发展的四系鸭特色

产业创新链，是鸭产业提升产品品质、从源头保障提供安全健

康食品、优化养殖模式、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卡脖子问题、延

长产业链的需要。为了优化整合韩城四系鸭产加销一体化产业

链资源，通过提高鸭免疫力的专用乳酸菌研发生产、生态无抗

韩城四系鸭养殖研发、提升烤鸭肉质的高蛋白能量虫养殖研发、

韩城四系鸭最佳养殖模式研发与筛选、韩城四系鸭人工授精技

术体系研发、韩城四系花椒鸭的养殖技术研发、高标准无菌屠

宰生产线研发及产业化生产、种养结合绿色玉米种植加工与养

鸭效果研究等 8 个主要任务实施，推动特色产业链协同发展、

乡村产业全面振兴，将鸭产业建成引领韩城及周边县市农业的

优势特色产业。 

12.1 提高鸭免疫力的专用益生菌研发生产 

研究内容：分离健康鸭肠道优势菌群，实现鸭源益生菌的

分离、鉴定；筛选出抗逆性强的益生菌菌株，测定菌株的产酶

特性；对新分离菌株实行体外和体内安全性评价；评价益生菌

对宿主生长性能、免疫水平及肠道菌群的影响；研发批量生产

工艺；对新研发的专用益生菌进行临床验证。 

考核指标：筛选鸭肠道拮抗大肠杆菌和鸭疫里默氏杆菌的

菌种 2-3 株，养殖中鸭类细菌性疾病发病率控制在 5%以下，形

成 2-4 个生产工艺和 2 个以上产品企业质量标准，建设的小试生

产线，生产专用抗病微生态液体制剂 300 吨或固体高浓缩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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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 5 吨以上；发表论文、申报专利 3-5 项。 

12.2 生态无抗韩城四系鸭养殖饲料中草药添加剂研发 

研究内容：进行生态无抗韩城四系鸭中草药周期试验，确

定利用矿泉水配合饲料所能达到的中草药高峰峰值以及最佳饲

喂周期；探讨中草药添加剂饲料对鸭存活率和免疫力的影响；

对中草药养鸭的食品安全性进行评价；制定中草药鸭生产标准

规范并中试生产，固化技术状态。 

考核指标：在生产中验证并修订技术方案，形成 3-5 种中草

药在肉鸭体内药物的基本规律及中草药对肉鸭生长的影响研究

报告，制定企业标准 3-5 项，申报专利 3-5 项，发表科研论文 3-5

篇。 

12.3 提升烤鸭肉质的高蛋白能量虫养殖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高蛋白能量虫规模化养殖技术，探讨高蛋

白能量虫养殖所需要的设施、养殖密度、养殖周期等；研究高

蛋白能量虫品质提升技术，探讨通过特殊基质的配比提高其营

养价值；研究利用高品质高蛋白能量虫生产高档肉鸭，探讨使

用高蛋白能量虫饲喂肉鸭的技术。 

考核指标：建立高蛋白能量虫生产技术规程 1 套，建立利

用高蛋白能量虫养殖高档肉鸭技术规程 1 套，建立评估肉鸭肉

质指标体系 1 套，并在 2-3 个养殖场推广应用，申报专利 1-2 项，

发表论文 3-5 篇，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3-5 人。 

12.4 韩城四系鸭最佳养殖模式研发与筛选 

研究内容：研究不同养殖模式下肉鸭生长性能；比较笼养、

网养、散养方式、商品烤鸭蛋鸭养殖与互联网+结合认领模式下

生长效果；检测与分析 4 种养殖模式下鸭肉质、屠宰胴体品质；

进行环保指标和经济效益分析。 

考核指标：筛选出能够提高生长速度 5%的最佳养殖模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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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提高优质胴体比率 10%，并在 2-3 个养殖场推广应用，发表

论文 3-5 篇，申报专利 1-2 项。 

12.5 韩城四系鸭人工授精技术体系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种鸭采精技术和输精方式；开展常温条件

下、低温条件下的鸭精液保存技术研究；开展母鸭输精时间、

输精部位、输精剂量、精子在母鸭生殖道存活时间、输精与种

鸭蛋受精率关系研究和鸭子宫深部输精技术研究；开展影响公

鸭品质的营养因素、环境因素、激素调控等对公鸭精液品质的

影响。制定影响公鸭精液品质的技术规范等。 

考核指标：获得鸭精液新型常温、低温稀稀释剂各 1 种，

优质精液的生产技术和产品 1 个，推广常温稀释精液 20000 剂、

低温保存精液 3000 剂；形成 1 项不同输精技术规范或标准，获

得鸭最佳输精技术 1 套；制定种公鸭精液品质的技术规范 1 项，

开发 1 种精液净化保护剂；发表论文 3-5 篇，申请发明专利 2-3

项，形成企业技术标准 1 个。 

12.6 韩城四系花椒鸭的养殖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在基础饲粮中添加花椒籽对肉鸭免疫机能

的影响；采用 RT-qPCR 技术测定细胞因子在三种免疫器官中的表

达图谱；开展花椒籽、花椒粉替代不同比例玉米对肉鸭生产性

能影响研究；测定花椒鸭养殖技术研究下的产蛋数、蛋重、蛋

黄颜色、蛋黄中胆固醇含量等。 

考核指标：筛选分析得到添加花椒籽提高机体免疫性能的

最佳添加剂量，筛选最佳替代玉米的花椒籽浓度，筛选出最佳

花椒籽的添加量，形成企业技术标准 1 项，并在 2-3 个养殖场推

广应用；发表论文 2-3 篇、申报专利 4-6 项；培养研究生 2-3 名。 

12.7 高标准无菌屠宰生产线研发及产业化生产 

研究内容：开展连续臭氧无菌处理浸烫技术研究；开展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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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束、超声波、臭氧复合绿色消毒液进行脱羽、内脏分离、胴

体分割、预冷消毒技术研究，形成高标准无菌屠宰企业标准；

开展高标准无菌屠宰分割结合低温保鲜技术、气调保鲜包装技

术和生物保鲜技术对鸭肉贮藏品质的影响研究；开展屠宰生产

中废弃血液无菌抗凝收集方法及装臵的研究；研发具有连续臭

氧无菌处理技术、电子束、超声波复合绿色消毒液消毒技术、

结合低温保鲜技术、气调保鲜包装技术和生物保鲜技术，实现

活鸭在屠宰分割加工过程中无菌化保鲜技术综合运用。 

考核指标：研发高标准无菌鸭屠宰分割生产线 1 条，建立

浸烫、脱羽、内脏分离、胴体分割、预冷等工艺均实现商业无

菌屠宰生产线 1 条；产品脱毛率大于 99%，鸭翅损伤率控制在

1%以下，宰后鸭肉品质损耗降低至 3%以下，生鲜鸭肉货架期达

15 天以上；建立鸭肉高标准无菌屠宰分割加工标准操作规范 1

套，开发鸭肉屠宰副产品 1-2 个。申请专利 3-5 项、发表论文

3-5 篇。 

12.8 种养结合绿色玉米种植加工与养鸭效果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筛选适合鸭饲料的优质玉米品种；开展优

质玉米品种绿色栽培技术研究，形成玉米-鸭种养一体循环农业

模式示范；在农业开发区建立 500 亩优质玉米生产基地和 8000

只鸭种养一体基地，探索绿色农业发展模式。 

考核指标：筛选优质高产玉米品种 2-3 个，玉米籽粒蛋白质

大于 12%；建立“以种带养、以养促种”种养一体的绿色循环

农业模式 1 套，对 500 亩优质玉米绿色种植示范基地和 20000

只韩城四系鸭进行绿色认证；形成企业技术标准 1-2 项，发表论

文 3-5 篇。 

（二）资助额度 

每个创新点原则上支持经费 40-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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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年限 

 2022-2024 年  

（四）联系咨询 

区域创新处：黄云良 81294670  81122912 

三、科技企业培育计划（后补助）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

用，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2022 年度科技企业培育计划拟用

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瞪羚企业的创

新能力建设等，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研发水平，提升

创新能力，推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一）支持范围 

1.2021 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2.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陕西赛区）暨第八届陕西省科

技创新创业大赛等次奖获奖企业（限陕西省内注册企业）； 

3.经省科技厅认定的 2021 年度瞪羚企业。 

（二）支持方式 

采用后补助方式给予奖励支持。 

（三）工作程序 

1.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

3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

195 号）规定，经陕西省认定管理机构办公室组织申报、评审、

综合审查、报备通过等程序首次认定的 2021 年高新技术企业，

由省科技厅给予一次性后补助奖励； 

2.根据《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陕西赛区）暨第八届陕

西省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实施方案》相关规定，“以赛代评”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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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获奖企业给予不同额度的支持（若同时获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陕西赛区等次奖，只享受一次奖励）； 

3.根据省科技厅《陕西省瞪羚企业培育认定实施方案》要求，

按程序认定的瞪羚企业，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金额）

一定比例的补助支持。 

（四）联系咨询 

陕西科技企业服务群（钉钉群）： 

西安地区：33905441 

宝鸡地区：35743865 

咸阳地区：34963139 

铜川地区：31542587 

渭南地区：33603487 

延安地区：33241366 

榆林地区：35598346 

汉中地区：34973072 

安康地区：33296373 

商洛地区：31141602 

杨凌示范区：35444196 

韩城地区：32332363 

四、陕西省中小企业研发服务平台科研合同双向补贴计划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通过“陕西省中小企业

研发服务平台”（http://sbs.sstrc.com/）成功匹配，签订科技服

务合同，并按约定完成科研服务的委托方和受托方，给予双向

补贴和项目支持，推动省级创新平台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提

升中小企业研发能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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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范围 

1.科研服务委托方为陕西省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应具有制造、推广产品的能力，

以及改进产品性能，研发新产品的需求 

2.科研服务受托方需为研发绩效良好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二）支持方式和额度 

采用后补助和项目支持给予奖励。按第三方专业机构认定

的实际支付费用的 25%对企业给予补助，单笔补助不超过 10 万

元。同一年度，同一企业补助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对提供科

研服务的研发平台按第三方专业机构认定的实际获取费用的 5%

给予补贴，同一年度，同一研发平台获补助资金额度不超过 50

万元，该补贴主要用于研发平台的科研活动。 

（三）工作程序 

1.启动审核。研发平台及企业共同提交《技术服务（咨询）

执行情况报告简表》、企业验收意见，以及与项目开发相关的正

式结算票据。 

2.材料审核。省科技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科研服务进行

全流程审核，包括材料的完整性、合规性、真实性，根据奖补

规定核定双方补贴金额。 

3.社会公示。省科技厅对拟补贴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研发平台及企业的名称、相关服务内

容摘要、补助金额等，企业申请认为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内容持有异议，均可在公示期内通过书

面形式向省科技厅提出，省科技厅在接收异议起 15 个工作日内

进行核查和处理。 

4.入库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省科技厅按照省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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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立项程序，列入省技术创新引导计划-产业协同创新计划项

目库，按年度下达计划，拨付补助经费。 

（四）联系咨询 

科技资源统筹中心信息部：董泉汐   81292881 

资源配臵与管理处：      张岩实   87294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