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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高校科研体制改革试
点项目）申报指南 

 
一、橡胶材料及加工成型装备 

总体要求：提高我国橡塑材料及高端加工装备的自主创新和国际

竞争力并推动相关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支持引领性、标志性、颠覆

性的新材料、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加快实现由“山东制造”向“山东

创造”的战略性转变。 

1、生物质硅轮胎溯源绿色制造关键技术开发与产业化 

研究内容：以“溯源绿色”为总体设计思想，采用稻壳深度加工

和综合利用获得的生物质硅材料，进行生物质硅材料结构剖析技术、

生物质硅材料表面处理技术、国产溶聚丁苯/生物质硅材料配合技术、

橡胶低温连续混炼技术等生物质硅轮胎溯源绿色制造关键技术开发，

并通过以上核心关键技术的集成创新，开发出低滚动阻力、高耐磨、

节油高性能绿色轮胎，并实现产业化。 

考核指标：实现生物质硅材料在绿色轮胎中的应用，使开发的绿

色轮胎的滚动阻力和抗湿滑性达到欧盟轮胎燃料标签法案的 B/C 级标

准；建设 100 万套的生物质硅轮胎溯源绿色制造示范生产线，达到国

外同类技术水平，发表论文 2-5篇，申请专利 1-3 项。 

2、橡胶复合材料微波硫化传热机理及连续硫化工艺研究 

研究内容：设计微波谐振腔和建立合理的耦合口阵列模型，研究

谐振腔及波导对橡胶复合材料内部温度场的影响机制，研究微波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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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等工艺参数及硫化反应热对橡胶复合材料微波硫化传热特性的影

响机制，建立橡胶复合材料微波硫化介电损耗生热-交联反应热耦合作

用下的传热模型；研究微波频率范围内橡胶复合材料内部的微波衰减

规律及微波穿透深度，获得橡胶复合材料各部位硫化程度，建立橡胶

复合材料微波硫化差异化热量供需模型；研究聚四氟乙烯或陶瓷混合

材料定型模具类型、尺寸对橡胶复合材料微波硫化温度场及硫化程度

的影响，设计惰性气体充压系统、承载输送装置、启合模装置、液压

传动装置、机架支撑装置等，研发橡胶复合材料微波连续硫化工艺及

装备。 

考核指标：建立一套橡胶复合材料微波连续硫化智能示范装置；

与传统硫化生产线或传统硫化装置相比，新的装置在单个橡胶制品硫

化升温时间降低 7%以上，综合生产效率提高 10%以上，单位能耗降低

15%以上，橡胶制品硫化均匀性及硫化质量大幅度提高；申请微波硫化

装置相关发明专利 2 件，实用新型专利 2-3 件，制定橡胶微波硫化相

关技术标准 1项，发表 SCI论文 2-3 篇，获得高水平研究报告 1份。 

3、高性能液体橡胶的关键制备技术开发与产业化 

研究内容：针对国防军工的高端需求，开发新功能化、高附加值

以及国防配套型号的功能液体橡胶产品。力争通过高端橡胶新材料的

开发与应用,推进国家军事技术创新,并促进军民融合新材料的发展。

以异戊二烯为单体，开发新的聚合方法和工艺路线，实现聚异戊二烯

液体橡胶的中试生产，实现对产品的粘度、官能团以及聚合物链构型

的控制。建立高性能橡胶合成、表征、加工与评估一体化平台，为新

型功能化液体橡胶的应用研发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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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开发 3 种以上基于聚异戊二烯的高性能、高附加值、

安全环保的特定功能化新型液体橡胶产品，实现产品的色泽透明、粘

度≤6.9Pa﹒s、分子量≥4800、末端官能团度≥1.95,以及聚合物链构

型的控制，建立现代化中试研发试验生产基地，实现 5 吨／年的中试

能力。力争三年内获取军工应用型号产品。申请发明专利 2-3 件，发

表 SCI论文 3-5篇。 

4、高速列车橡胶内风挡制备关键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高速列车橡胶内风挡结构复杂，壁薄、尺寸大、整体

呈环形且断面呈开口向内的 U型结构，需要注射成型。从配方、设备、

模具到工艺技术，国内技术一直没能解决，设备与产品一直需要从日

本进口。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中日两国的高铁技术必将在国

际上展开激烈竞争。为了打破国外垄断，提高关键加工装备国产化，

进行橡胶内风挡制备关键技术的研发意义重大。 

考核指标：研发超大型橡胶注射机注射成型技术，注射量 35000c.c，

锁模力 24000KN；研发大型低阻力冷流道技术和自适应注射喷嘴技术；

研发超大型橡胶注射成型模具，模具尺寸 1500mm×3000mm；研发适于

注射成型的橡胶内风挡配方及工艺；目标希望实现单套设备生产能力

达 8000套/年，实现产值 4000万元。关键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 2-3 项，实用新型专利 2-3 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5 篇。 

二、陶瓷材料 

总体要求：围绕高技术陶瓷、陶瓷工业废渣利用、矿渣在陶瓷工

业上的应用等关键技术问题开展创新研究，以提升山东省陶瓷产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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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山东省陶瓷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1、耐高温抗极端热震陶瓷基复合材料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陶瓷是高温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工程材料，但是陶瓷

材料抗热震性差的致命弱点成为制约其工程应用的瓶颈问题。本项目

针对耐高温陶瓷抗热震性差等关键技术问题，结合金属双辊薄带铸轧

技术和航天防热技术对耐高温、抗热震、抗腐蚀、隔热等材料性能需

求，研究耐高温抗极端热震新型陶瓷基复合材料体系的设计、组织结

构与性能评价，开发耐高温抗极端热震新型陶瓷的复合增韧技术和界

面控制技术，开发耐高温抗极端热震陶瓷基复合材料典型部件的制备

工艺与装备。 

考核指标：开发出耐高温抗极端热震陶瓷基复合材料 2-3 种，突

破耐高温抗极端热震陶瓷基复合材料部件制备关键技术 2-3 项。材料

性能达到下列指标：室温抗弯强度≥ 200MPa、高温抗弯强度≥100MPa

（1400℃）、热膨胀系数≤ 1.8x10
-6
K

-1
（20-1000℃）、导热系数≤

10.0W/mK（20-1000℃）、从 1400℃至液氮淬冷剩余弯曲强度≥80MPa。

开发出适合较大规格耐高温抗极端热震陶瓷基复合材料部件的制备工

艺与装备，制备出双辊薄带铸轧用侧封板样件（尺寸 300x200x10mm）

和航天防热样件（∮400x100mm），并通过相应实验考评。申请发明专

利 3-4项；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4-6 篇。 

2、陶瓷中空纤维膜及其在空分系统应用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山东省化工、冶金行业在清洁生产、环境保护、

能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对空气产品如高纯氧气、氮气的广泛需求，开发

新型高强度、高稳定、高氧离子迁移率的陶瓷膜材料；研发高分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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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长效稳定的陶瓷中空纤维膜空气分离系统；研究高温黏结、密封、

膜组件放大等关键技术；设计和构建规模化陶瓷中空纤维膜空分装置

的自动控制和检测系统。 

考核指标：解决陶瓷中空纤维膜材料高温下化学、机械和热稳定

问题，突破膜组件高温黏结密封等关键技术 2-4种，申请发明专利 2-4

项。设计开发高性能陶瓷透氧膜材料，氧渗透率 800°C 达到

5mL/min/cm2 以上；创制空气分离膜组件，整体机械强度抗弯超过

200MPa，制氧流量＞20L/min，单程制氧浓度＞99.5%；空分系统可连

续运行 5000 小时以上,性能衰减率<10%；运行成本小于 0.005￥/L，三

年内实现产业化；发表 SCI二区以上学术论文 5-10 篇。 

3、利用陶瓷废渣制备高性能建筑材料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山东省陶瓷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建筑节能

与结构一体化新型墙体材料的需求，研究陶瓷废渣的理化性质及其材

料化利用属性、陶瓷废渣的预处理及其活化方法、影响陶瓷废渣蒸压

多孔硅酸盐材料性能的关键因素；研发陶瓷渣粉料浆的分散、浇注、

预养及气孔结构的调控技术；蒸压制度（升温速率、饱和蒸汽压力、

温度及蒸压时间）与制品性能的关系、蒸压养护工艺技术、材料矿物

相的水热转化及晶胶比控制技术；建立陶瓷废渣蒸压多孔硅酸盐材料

的评价方法。 

考核指标：突破利用陶瓷废渣制备蒸压多孔硅酸盐建筑材料制备

关键技术 2~3项；创制体积密度≤425kg/m
3
、抗压强度≥3.5MPa、导热

系数≤0.085W·m
-1
·K

-1
，干燥收缩值≤0.3mm/m，抗冻融系数≥0.85的

蒸压陶瓷废渣多孔硅酸盐制品；制备过程节能、环保，陶瓷废渣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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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废弃物的利用率达到 75%以上，使用该材料可同时满足≥75%节能效

率和建筑结构的要求。制定行业、企业技术或/和产品标准 2-3项，申

请发明专利 4-6项，发表 SCI/EI收录论文 4-6篇。 

4、黄金尾矿提取长石及其在建筑陶瓷熔体原料上应用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山东省胶东地区黄金尾矿大规模循环利用的迫切

需求，研究胶东地区黄金尾矿的主要矿物组成、分布状态及物理性质，

并进一步对矿物的分选、除杂生产高档建筑陶瓷用熔体原料(长石)的

工艺技术；开展以黄金尾矿精矿为主要熔体原料生产建筑陶瓷的工艺

优化研究，确定适于黄金尾矿精矿为主要熔体原料生产建筑陶瓷的工

艺和技术；开展黄金尾矿精矿作为熔体原料在建筑陶瓷工业生产上应

用研究。 

考核指标：突破黄金尾矿精制及其在建筑陶瓷生产上应用的关键

技术 2-3 项；精矿质量指标要求为：含铁量≤0.4%，精矿瓷化温度≤

1200℃，瓷化试样的白度≥50 度，精矿产率≥60%；陶瓷砖配方中黄金

尾矿精矿的使用量≥30%，以黄金尾矿精矿为熔体原料生产的陶瓷砖的

性能符合国家标准《陶瓷砖》（GB/T 4100-2015）的要求；采用黄金尾

矿精矿为熔体原料生产陶瓷砖的总成本比原工艺生产陶瓷砖的总成本

降低 5.0%以上。制定行业、企业技术或/和产品标准 1-2项，申请发明

专利 4-6 项，发表 SCI/EI收录论文 4-6篇。 

三、农业机械 

总体要求：围绕粮食作物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生产环节，进

行关键技术创新，重大产品创制，提升山东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

化水平，提升山东省农机装备质量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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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稻麦宽苗带播种施肥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山东省两熟区稻麦机械化精细高速播种需求，创

新种植模式，研究全秸秆还田条件下的宽苗带苗床整备技术、宽苗带

高速精量播种技术、种肥同步施用、覆土镇压技术，创制节能降耗宽

苗带苗床整备、宽苗带高速精量播种和种肥同步施用关键部件，形成

水稻、小麦宽苗带播种同步施肥作业装备，具备导航作业、漏播及堵

塞监控等功能。为山东省两熟区稻麦种植提供装备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突破苗床整备、精量播种、同步施肥、覆土镇压关键

核心技术 3-5项；创制宽苗带播种施肥核心工作部件 4-5 种；研制稻

麦宽苗带播种施肥装备 1-2套；水稻和小麦精量播种机作业速度≥

10Km/h；各宽行排种排肥一致性变异系数、总排量、排量稳定性变异

数、苗带内粒距合格指数优于行业相关标准。制定标准 1 项，申请发

明专利 2-3项，发表 EI/SCI 论文 2-3篇。 

2、高效智能通用型谷物联合收获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谷物联合收获高效、智能、通用的发展趋势，研

究高效低损伤脱粒分离技术，高效低损失清选技术。研究玉米高含水

率籽粒低损脱分技术。研究联合收获机作业质量与作业状态的参数检

测技术，基于作业质量参数、作业工况参数等多参数融合的智能调控

策略，开发参数控制系统与调控装置。开发喂入量 10 公斤/秒及以上

大型稻麦、玉米、大豆通用型谷物联合收获机。 

考核指标：突破高效、智能、低损收获关键核心技术 4—6项；开

发联合收获机多参数在线检测与智能调控系统，实现关键部件转速、

功率和收获损失在线检测，实现脱粒清选自适应作业；创制大型稻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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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大豆通用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喂入量≥10Kg/s，总损失率、破

碎率、含杂率等优于行业标准；玉米籽粒直收适应含水率≤28%，破碎

率≤4%，含杂率≤3%。申请发明专利 2—3项，发表 EI/SCI论文 2—3

篇。 

3、大型拖拉机智能作业电液管理单元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大型拖拉机智能作业控制技术，对功率、力、姿

态及速度等多参量的进行实时控制，实现作业机组的作业工况智能控

制，并实现各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通信和与第三方服务平台之间的大

数据链接；突破控制器核心技术，实现大型拖拉机与作业机具之间作

业工况的实时监测与控制，形成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开发智能阀控系

统，实现变量负载传感节能、高响应大负载细分位移输出系统，形成

动力平台与作业机组的姿态控制和功率自动循环控制。在控制策略、

控制精度以及阀控技术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考核指标: 突破大型拖拉机智能作业电液管理单元关键技术 2-3

项；开发拖拉机作业数据获取系统、智能控制管理系统、智能阀控系

统 2-3套；研制关键部件 2-3套，拖拉机作业状态参量传感器线性度

值不高于 1%，智能阀控系统，阀控系统压力至 25MPa，最大系统流量

至 200升/分，可实现零或微泄漏（0-2毫升/分），并在大型拖拉机上

实施。申请发明专利 2—3项，发表 EI/SCI论文 2—3 篇。 

4、农业航空植保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作物管理药肥双减、精准高效的需求，发挥农用

航空器快速灵活、适应能力强等优势，开展低空遥感与农情感知、高

工效喷施雾化、变量喷施精准控制等精准农业航空关键技术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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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雾滴飘移沉积规律基础上，研制农业航空低空遥感与农情感知装

置、高工效喷施雾化部件及装置、变量喷施作业精准控制装置，集成

开发智能农用遥感无人机、高工效精准变量作业农用植保机，并进行

低空遥感、农田植保试验验证，提高我省精准农业航空技术及装备水

平。 

考核指标：突破窄雾滴谱系列航空喷嘴设计、高穿透低漂移喷施

雾化、低空低容量变量喷施控制等精准农业航空关键技术 2项以上；

研制农用无人机低空遥感与农情感知装置、窄雾滴谱系列航空喷嘴、

高穿透低漂移喷施雾化装置、低空低容量变量喷施控制装置等核心装

置与系统 3项以上；开发智能农用遥感无人机、低空低容量精准变量

作业农用植保机产品 2种以上；申请专利 5项以上；发表 EI/SCI论文

2 篇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