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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重大技术装备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 

 

为提高重大技术装备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增强高端装备供

给保障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根据《增强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制定本方案。 

一、发展目标 

通过实施本方案，重大技术装备整机和成套设备取得重大突

破，关键零部件及制造工艺设备水平明显提升，研发检验检测等公

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有效满足石化、冶金、建材、轻纺、汽车等

重点行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两千万

吨炼油装置大型压缩机组实现首台（套）示范应用，4500 型涡轮压

裂车实现产业化，大型化智能化连续炼铜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成

功，大全张高速多色平版印刷机投入批量生产。 

二、主要任务 

（一）发展重大技术装备整机和成套设备 

加强重大技术装备、自动控制系统、精密仪器仪表等产品研发

和产业化能力建设，加快创新产品示范应用，为石化、冶金、建材、

轻纺、汽车、电子等重点行业转型升级提供装备保障。 

石化重大技术装备。重点研发两千万吨炼油成套装备、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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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乙烯成套装备、五复合橡胶挤出机组、4500 型涡轮压裂车、

18 兆瓦集成式压缩机、负压欠平衡钻井装备、百万吨级低阶煤快速

热解装备、8.7 兆帕以上大型水煤浆气化装备、大型干煤粉气化装

备、特大型空分装置、沙漠超深井快速移运特种钻机、150 万吨/年

PTA 装置用压缩机组等装备。 

冶金重大技术装备。重点突破高效节能长寿命高炉综合冶炼技

术、高效低成本洁净钢冶炼技术、在线及离线热处理控制技术、全

流程质量稳定控制技术、绿色可循环钢铁制造流程技术等技术、全

流程设备状态监测预报与稳定运行控制技术。重点研发不锈钢冷轧

复合生产技术装备、薄带铸轧成套装备、大型化智能化连续炼铜装

备、大型锌电解自动化成套装备、高效水平磁系高梯度磁选机等装

备。 

建材重大技术装备。重点研发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第

二代中国浮法玻璃生产线、高性能氮化硅陶瓷制品生产装备、大型

干法超细粉体生产线、钢化真空玻璃生产装备、高世代显示屏用基

板和盖板玻璃生产装备、高效太阳能电池背电极玻璃生产关键装

备、全自动长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LFT-D)模压生产设备等。 

轻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研发高端数字化印刷成套装备、大全

张高速多色平版印刷机、环保型胶柔轮转印刷机、大型制浆造纸成

套设备、大型饮料灌装成套设备、碳纤维用宽口径高温碳化炉和石

墨化炉、智能缝制柔性生产线、无菌吹灌旋一体化生产线、大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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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注塑装备、相变调温塑料造粒生产线、3D 智能成型针织装备、

智能制造染色设备、高速经编机、智能纺织喷印装备等。 

汽车重大技术装备。重点研发汽车发动机曲轴成套生产装备、

装配式凸轮轴成套生产装备、汽车高强度钢结构件成套设备、涨断

连杆生产线、车身焊装生产线、涂装生产线、汽车电子生产装备及

检测装备等。 

电子重大技术装备。重点研发 12 英寸及以上集成电路芯片用

低能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化学机械抛光设备、激光消融设备、新一

代电力电子器件制造用碳化硅高温离子注入机、高温金属有机化合

物化学气相沉淀设备、八代以上面板用平板显示光刻机、LCD 全自

动模组生产线等。 

（二）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及工艺设备配套能力 

加快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和关键配套产品的研制及产业化，

发展专用生产和检测装备，攻克基础工艺、试验验证等基础共性技

术，建立健全基础数据库，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和工业试验验证条件，

构建重大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及工艺设备配套供给体系。 

重大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重点发展用于第三代轿车轮毂、数

控机床、航空高精度高速、重载列车等高端轴承，超低温阀门、高

压大流量电液比例插装阀等特种阀门，高压超大排量柱塞泵、超低

温泵等高端泵。加快高精度减速器、高负荷齿轮箱、高性能制动器、

智能化伺服机构、直接驱动伺服机构、多轴控制伺服机构等部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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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产业化。研制高温超高压宽动态电成像测井仪、大型变频调速矿

用半自磨机系统、转炉底吹氧气喷粉装置、高性能超大功率轧机主

传动变频装置等重大技术装备关键设备和系统。 

专用加工设备。重点发展精密轴承滚子全闭环自动生产线、轴

承套圈高速镦锻机、高精度自动热辗扩机、链条滚子多工位高精度

冷挤压设备、链条装配检测包装生产线、无级变速链自动装配设备、

汽车驱动桥锥齿轮成套制造设备、强力珩齿技术与设备、智能冷镦

紧固件成型机、大功率螺旋弹簧冷卷机等，提高轴承、链条、齿轮、

紧固件等关键基础件加工专用设备技术水平。 

先进工艺设备。重点开展铸造、锻造、热处理技术攻关，突破

高性能复杂关键铸件铸造成型技术、柔性复合成形锻造技术、复杂

结构件性能控制及畸形控制热处理技术。重点发展工业级铸造 3D

打印设备、大吨位外热风水冷长炉龄冲天炉成套设备、超宽极薄高

强钢板辊压式淬火成套装备、1200 吨蒙皮拉伸机、引线框架专用精

密高速压力机、航空发动机超塑性等温锻造精密成形工艺及设备、

大型合金棒材二辊可逆式开坯机、高温真空渗碳技术及成套智能设

备、超大型井式智能精密渗碳设备、深层扩渗微变形超高强韧化设

备等，加强先进工艺及装备的推广应用。 

（三）完善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创新体系 

整合骨干企业、科研院所等优势资源，建设重大技术装备研发

创新、检测评定、示范应用等平台，完善重大技术装备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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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平台。依托大型科技企业集团、重点研发机构，设立

重大技术装备创新研究院，面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方向，

加强重大技术装备创新顶层设计，构建重大技术装备创新体系。以

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科技创新基

地为基础，形成重大技术装备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聚集相关领

域优势资源，增强研发创新能力。 

检测评定平台。依托重大技术装备创新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

检验检测机构等，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和平台，建立重大技术装备检

测评定平台。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

制造业创新中心、质量检验中心等建设，完善相关标准、检验检测

方法和认证制度等，提升检验检测能力。在流程工业等在线检测需

求突出的行业，加快建设生产试验线，提升产品质量、安全、环保、

可靠性等全面系统检测能力。 

示范应用平台。依托重大工程建设和有条件的行业骨干企业，

建立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基地，作为长期承担相关行业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任务的平台，推动用户、工程设计、设备成

套、研发、制造、检测等单位加强合作，开展研发创新和示范应用。 

三、重点工程 

（一）重大技术装备升级工程 

1. 2000 万吨级炼油装置大型压缩机组。由用户牵头，联合骨干

企业和科研院所，研制用于 2000 万吨/年炼油装置的首台（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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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压缩机组。机组整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主要包括 380 万吨/年连

续重整装置用循环氢压缩机组、400 万吨/年蜡油加氢裂化装置用循

环氢压缩机组、500 万吨/年渣油加氢装置用压缩机组等 3 种世界最

大规格的压缩机组。 

2. 4500 型涡轮压裂车。由骨干企业牵头，联合用户，研制以输

出功率 5600 马力的涡轮发动机作为动力单元，配备高转速大扭矩

减速箱和5000型超级压裂泵的涡轮压裂车。整车作业功率达到4500

马力，最大工作压力 140 兆帕，满足我国页岩气开采需要，形成批

量生产能力。 

3. 五复合橡胶挤出机组。由工程设计单位牵头，联合用户和制

造企业，研制高性能半钢子午线轮胎生产用五复合橡胶挤出机组，

满足非对称花纹的双层胎面、带导电胶的非对称花纹胎面、带缓冲

胶的非对称花纹胎面、含覆盖胶的白胎侧等高端子午线轮胎机内复

合挤出要求，开展示范应用，形成批量生产能力。 

4. 超低温泵。由骨干企业牵头，联合有关单位，研制大型液化

天然气接收站罐内低压潜液泵、高压潜液泵（包括天然气调峰、天

然气发电用高压潜液泵）、大型液化天然气船用超低温潜液泵、液

化天然气浮式平台超低温潜液泵等，形成批量生产能力。 

5. 大型化智能化连续炼铜关键技术与装备。由工程设计单位牵

头，联合用户和制造企业，开发实时智能在线控制系统，研制大型

化氧气底吹连续炼铜技术与装备，铜综合回收率大于 98.5%，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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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率大于 99%，氧气底吹熔炼炉寿命大于 3 年，氧气底吹连续吹炼

炉寿命大于 2 年。 

6. 新型高效水平磁系高梯度磁选机。由科研机构牵头，联合用

户，攻克原生钛铁矿资源总回收率偏低的行业共性技术难题，研制

新型磁选机，钛回收率提高 5%，磁介质更换周期延长 3 倍以上，

设备单机运转率 90%以上。 

7. 大全张高速多色平版印刷机。由骨干企业牵头，联合相关单

位，研制全张及以上幅面的多色平版印刷机，印刷速度大于 13500

张/小时，输纸准确度在 0.06 毫米以内，输纸精密度 0.021 毫米以内，

噪音小于 80 分贝，形成批量生产能力。 

8. 3D 智能成型针织装备。由骨干企业牵头，联合相关单位，

突破全成型制板设计技术和智能编制成型控制技术，运用高性能电

脑横编机控制系统软件、F4000 控制技术和针织机电控系统信号采

集、存储、处理及远程传输等技术，设计制造 3D 智能成形电脑横

机和互联网针织机、定型机等。 

（二）重大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及工艺设备提升工程 

1. 1200 吨蒙皮拉伸机。由骨干企业牵头，联合用户，突破飞机

蒙皮制造装备关键核心技术，研制具有自学习功能、能够生成零件

程序的蒙皮拉伸机。设备钳口拉伸力 2×600 吨、工作台主顶升力

1200 吨，钳口弧度缸具有数控拟形功能、能够记忆不同零件的弧度

形状并自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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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业级铸造 3D 打印设备。由骨干企业牵头，联合相关单位，

研制工业级铸造 3D 打印设备，设备成型效率大于 350 升/小时，成

形空间不小于 2200×1500×700 毫米，打印层厚 0.2-0.5 毫米，打印

精度±0.4 毫米，型砂抗压强度不小于 6 兆帕，型砂抗拉强度不小于

1.4 兆帕，满足大型发动机、航空航天等领域高复杂性黑色及铝合

金铸件生产需要。 

3. 腰鼓形链条滚子多工位高精度冷挤压设备。由骨干企业牵

头，联合相关单位，研发腰鼓形链条滚子的成形技术与工艺，研制

新型多工位高精度腰鼓形链条滚子冷挤机，设备在高速、变速以及

交变载荷工况下的抗高速多冲疲劳寿命大于千万次，腰鼓形滚子的

鼓形高度精度 0.01-0.03mm。 

4. 精密轴承滚子全闭环自动生产设备。由骨干企业牵头，联合

相关单位，研制精密轴承滚子全闭环自动生产装备，满足圆柱轴承

滚子批量生产的精度等级由 II 级提高到 0 级，以及圆锥轴承滚子批

量生产的精度等级由 III 级提高到 I 级的需要。 

5. 超大型井式智能精密渗碳设备。由用户牵头，联合制造企业，

研制精密渗碳设备，渗层含碳量控制精度±0.01%以内，气氛碳势稳

定度±0.05%以内，炉温精密控制均匀性±5℃以内，炉体外表温升不

大于 35℃，工件处理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大吨位外热风水冷长炉龄冲天炉。由骨干企业牵头，联合用

户，研制大吨位外热风水冷长炉龄冲天炉。冲天炉熔化率不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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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小时，一次连续开炉时间不小于 60 天（每天开炉 16 小时），铁

液温度不小于 1500℃，吨铁液综合能耗比中频感应电炉低 30%。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组织协调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落实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要

求，大力营造有利于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依托国家

重大建设项目，开展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创新，强化关键技术产业化

主要任务、重点工程的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建立跨领域、跨

行业的合作机制，开展重大技术装备成套设备、整机设备及核心部

件、控制系统、基础材料、软件系统等协同创新。 

（二）促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 

建立健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创新、检测评定、示范

应用体系，编制重大技术装备创新目录，建设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创

新平台、检测评定机构、示范应用基地等，依托行业协会和龙头企

业，组建由用户、工程设计、设备成套、制造、检测等单位参加的

示范应用联盟，促进供需对接。完善知识产权、税收、金融、保险

等支持政策，明确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要求，形成支持新技

术、新产品示范应用的政策体系。 

（三）优化资金支持方式 

充分利用现有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点支持重大技术装

备核心技术攻关和研发创新、检测评定、示范应用等平台建设。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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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金使用方式，积极运用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等资金，扶植骨

干企业发展和产业创新平台建设，推进重大技术装备关键技术产业

化。促进产融对接，拓展多元化投融资渠道，通过融资租赁、上市、

发债等方式，为重大技术装备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四）建立项目储备制度 

按照“建设一批、启动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思路，

建立重大技术装备产业化项目库，实施项目动态管理。以技术水平、

市场需求、战略作用等为标准，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和中央企业每

年 3 月底前报送符合条件的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协调司组织

咨询机构和专家，对上报项目进行评估，将通过评估的项目纳入项

目库并给予优先支持。 

（五）加强项目建设管理 

根据《加强和完善重大工程调度工作暂行办法》（发改投资

〔2015〕851 号）要求，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和中央企业对项目建

设进行动态监管，定期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协调解决存在问题，保证项目按计划顺利实施。委托中国机械工业

联合会、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对实施方案中项目建设进度、资金

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反馈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项目实施单位按季度向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械工业信息

研究院提交项目进展报告，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要积极做好检查督

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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