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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水/废水系统压力供水、真空冲洗技术，实现水/废水系

统在民机上装机应用。 

——货运系统 

实现集装式系统在货运型飞机上的应用，实现滑毯式系统在

客用型飞机货舱的应用。 

2．航空关键元器件 

（1）显示组件 

研制出适用于机载条件下的高可靠性、大容量显示以及有机

发光二极管显示器；研制出并应用数字像源等新型机载显示组

件。 

（2）惯性器件 

研制出高精度谐振式光子晶体光纤陀螺；开展冷原子陀螺技

术研究。 

（3）大功率电力器件 

实现 20kW 大功率无刷电机和 20kW 开关磁阻电机工程化应

用；掌握碳化硅二极管与 JFET/MOSFET 芯片的封装、测试与筛选

技术。 

（4）航空专用传感器 

提高油液、气体、温度、压力等航空传感器的监测精度和可

靠性；研发基于新型敏感材料、新型封装材料、新型导电材料等

新材料的传感器。 

（5）智能蒙皮微机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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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柔性机翼和智能蒙皮的需要，开展相关微机电系统技术

研究和集成验证。 

3．关键共性技术 

（1）航电系统总体设计技术 

包括民机航电系统的需求分析和定义，面向未来大型客机的

航电系统概念方案，基于模型驱动的航电自动化设计平台。 

（2）综合模块化航电系统（IMA）技术 

包括综合模块化航电系统的体系架构设计，模块化航电系统

的评估与仿真，综合模块化航电系统原理样机，面向 IMA 的机载

综合处理与网络系统演示验证技术。 

（3）综合飞行控制系统技术 

包括主飞控、自动飞行控制、高升力一体化设计与验证技术，

飞控计算机分区与隔离技术，先进控制律设计技术。 

（4）多电体系下机电系统技术 

包括适应多电飞机的电源供电体系和规范，高可靠、容错的

配电技术，多电体系下辅助动力系统技术，绿色电滑行技术，低

能耗容错机电作动技术。 

（5）民机非推进能量体系技术 

包括全机能量分配与优化技术，非推进能量体系架构方案，

民机非推进能量体系建模与仿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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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应用示范工程 

1.航空机载设备与系统智能制造示范工程 

2018 年前，构建由航空电子和机电系统骨干单位为示范的

多类生产单元的集成智能制造体系；2025 年推广到 40~50 家企

事业单位，从而达到与国际主流的航空系统供应商相当的制造能

力。 

2.航空机载系统集成验证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建设航空机载系统集成验证平台，突破航空机载系统架构组

织一致性与符合性评估技术，掌握航空机载系统综合评估与验证

方法，实现航空机载系统和各项技术协同验证，形成我国飞机航

空机载系统集成能力。 

3.航空机载设备与系统绿色制造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响应国家环境保护要求，开展绿色制造技术分析和应用研

究，替代有毒、有害、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传统制造工艺技术，为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企业提供保障。 

3.3.5 战略支撑与保障 

1.建议成立国家机载设备与系统重点实验室 

通过机载设备与系统重点实验室，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基础

研究和关键技术预先研究，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全面提升我国

航空机载设备与系统技术能力。 

2.实施航空机载设备与系统国家级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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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施机载设备与系统国家级专项计划，加强航空机载设

备与系统适航认证工作，研制满足国内外适航规定的机载系统，

并培育系统级供应商，为国际和国内民机提供系统级的货架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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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航天装备 

航天装备主要指运载火箭，卫星、飞船、深空探测器等空间

飞行器,以及相关地面设备等。航天装备水平是代表一国航天能

力的核心标志，也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3.4.1 需求 

航天发展事关国家战略利益与安全，卫星应用已经成为国家

创新管理、保护资源环境、提供普遍信息服务以及培育新兴产业

不可或缺的手段，2013 年我国卫星应用产值超过 1000 亿元，预

计 2020 年将达到 5000 亿元，2025 年近 1 万亿元。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发展先进航天装备，保障进入空间、

探索和利用空间资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广泛的需求。 

3.4.2 目标 

2020 年，形成新一代运载火箭型谱，基本建成主体功能完

备的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满足我国各领域主要业务需求，完

成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三步走任务，空间信息应用自主保障率达

到 60%以上，形成较完善的卫星及应用产业链。  

2025 年，建成高效、安全、适应性强的航天运输体系，布

局合理、全球覆盖、高效运行的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形成长

期稳定高效的空间应用服务体系，具备行星际探测能力，空间信

息应用自主保障率达到 80%，产业化发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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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发展重点 

1.重点产品和重大航天工程 

（1）运载火箭 

完成新一代无毒、无污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研制，2016 年

实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2020 年前后完成新一代中型运载

火箭研制，突破重型运载火箭关键技术，2025 年完成重型运载

火箭地面试验验证，提升我国自主进入空间的能力。 

（2）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 

建设由卫星遥感系统、卫星通信广播系统、卫星导航定位系

统等天地一体化系统构成的自主开放、安全可靠、长期连续稳定

运行的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 

卫星遥感系统重点发展陆地观测、海洋观测、大气观测三个

卫星系列，逐步形成高、中、低空间分辨率合理配置、多种观测

手段优化组合的综合高效全球观测能力。 

卫星通信广播系统发展固定通信广播、移动通信广播和数据

中继三个卫星系列，逐步覆盖全球主要地区，并与地面通信网络

融合。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在北斗区域导航系统基础上，继续发射组

网建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形成全球服务能力。 

（3）空间宽带互联网 

建设天基骨干传输网、天基移动宽带接入网和地面节点网，

开发商用应用终端，形成网络互联、全球覆盖、宽带服务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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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的卫星通信系统，与地面宽带网络、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等

互联融合，形成我国自主的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 

（4）在轨维护与服务系统 

建设在轨服务与维护系统，形成轨道救援、故障修复、在

轨装配与加工能力。 

（5）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 

推进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根据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 

2020 年前后初步完成空间站建设；根据探月工程“绕、落、回”

三期工程计划，研制月球采样返回器，2020 年前后实现月球取

样返回。 

开展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后续方案论证和工程实施。完成空

间站建设，全面掌握大型空间设施的建造和运行、维护、扩展技

术。发展新一代部分可重复使用、低成本的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

统，提升载人进入太空和空间服务等核心能力，推进空间资源开

发利用的商业化。 

（6）深空探测 

研制深空探测器、建立深空探测工程技术体系，以火星探测

为重点，逐步实施小行星、木星系等探测任务，2021 年实现火

星着陆巡视探测。 

2.关键技术 

（1）大推力火箭发动机及重型运载火箭技术 

突破大推力火箭发动机、重型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大直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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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结构研制、大型运载火箭试验验证等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 

（2）天地一体化系统及组网技术 

发展天地一体化系统设计与集成、星座组网、卫星编队飞行、

卫星载荷一体化、卫星网络与地面网络无缝连接、大容量空间链

路等关键技术。 

（3）长寿命、高可靠、高定位精度先进卫星平台技术 

突破高稳定、高定位精度、大承载和强敏捷遥感卫星平台技

术，高功率、大容量、长寿命先进通信广播卫星平台技术，发展

先进敏捷平台、超静平台、下一代大型地球同步轨道公用平台、

高可靠全电推平台等。 

（4）高性能、新型有效载荷技术 

发展高分辨率、高精度、高可靠的光学、微波、激光及综合

探测等遥感有效载荷技术，高功率、大天线、多波束先进卫星通

信有效载荷技术，高精度新型导航卫星载荷与自主定轨技术，以

及深空探测先进载荷等其他新型有效载荷技术。 

（5）载人航天及在轨维护与服务关键技术 

突破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生存和高效工作、近地空间站组合

体建造、航天器部件在轨 3D 打印、空间智能机器人、人机协同

空间设施建造与在轨维护服务等关键技术。 

（6）深空探测关键技术 

发展行星际轨道设计、深空测控通信、高精度自主导航与控

制、高速再入小型返回器、高效能源与推进技术、行星探测特殊

空间环境适应性与试验技术等深空探测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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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示范工程 

开展行业、区域、产业化、国际化及科学技术发展等多层面

的卫星遥感、通信、导航综合应用示范，加强空间信息资源共享

以及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并积极推进空间信息的全面应

用。 

1.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领域的卫星综合应用示范工程。为资

源环境动态监测预警、评估治理以及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等提供及

时、准确的空间信息服务。 

2.防灾减灾与应急反应卫星综合应用示范工程。围绕重特大

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应急反应、综合评估和灾后重建等重大任务，

开展典型灾害区域综合应用示范。 

3.城镇化、区域及跨区域卫星综合应用示范工程。开展新型

城镇化布局、区域及主体功能区建设、“智慧城市”及“智慧交

通”等卫星综合应用示范。 

4.行业及大众应用示范工程。结合重点行业卫星应用需求以

及大众应用需求，开展卫星应用示范和推广。 

5.边远地区信息惠民卫星综合应用示范工程。面向边远地区

可持续发展和普惠服务需求，开展通信、文化教育、医疗、位置

服务等卫星综合应用示范。 

3.4.4 战略支撑和保障 

    1.推进航天法制定，完善国家航天政策、数据政策和航天产

品定价机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卫星通信广播及商业卫星遥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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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支持发展基于自主卫星的终端产品及应用。 

2.推进航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立适应航天产品多

品种小批量特点、设计制造协同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

集成体系。 

3.实施航天自主可控工程，突破航天 SoC/SiP、KW/MW 级高

功率微波器部件及新型高功率太赫兹器件、高端 MEMS 器件等宇

航级高可靠元器件, 高性能碳纤维材料、（超）大规格铝合金材

料、高性能聚合物纤维、变形高温合金等关键原材料等瓶颈制约，

提升航天产品自主保障能力。 

4.建立“主承包商—子承包商—供应商”分工与供应链协作

体系，建立开放协同的航天供应链与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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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4.1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是人类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

矿产资源、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化学资源、海洋生物资源和海

洋空间资源等海洋资源以及海上运输活动的主要载体和手段。海

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制造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发展海洋经济的先导性产业。 

4.1.1 需求 

新世纪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及船舶制造业取得了长足

发展：2010 年以来，我国造船三大指标连续五年保持世界第一；

2014 年，我国海洋油气工程装备新接订单数量及总额列居世界

第一；海洋可再生资源开发装备、以及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海

洋观测、海洋生物开发等方面的装备均取得了一定发展。未来随

着极地航道的开通，极地、深海等资源开发需求的不断增强，海

洋食品、海洋新能源、海洋采矿等新兴行业不断成为经济新锐领

域，海事安全与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海洋权益维护形势的日益

紧迫，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需求将进一步扩大。预计到

2020 年世界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市场需求约 1700 亿美

元；到 2025 年市场需求将增加至 2600 亿美元。 

4.1.2 目标 

2020 年，步入世界造船强国行列：建成较为完善的海洋工

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设计、总装建造、设备供应、技术服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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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主要装备设计制造能力居世界前列，骨干

企业国际知名度不断提升；海洋工程装备与高技术船舶自主设计

建造装备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到 35%和 40%；部分前沿技术和重

大装备的概念/基础设计达到世界先进/领先水平；海洋工程装备

与高技术船舶关键系统和设备自主配套率分别达到 40%和 60%；

形成国内海洋石油勘探装备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基地、海洋石油勘

探装备制造与应用基地；基本实现海洋工程装备水面上核心设备

自主配套、500 米级水下生产系统与专用系统生产与试验能力; 

开展海洋矿产资源、天然气水合物等开采装备、波浪能/潮汐能

等海洋可再生资源开发装备、海水淡化等新型海洋资源开发装备

关键技术研发，突破部分关键核心技术。 

2025 年，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

舶制造强国：形成完善的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设计、总装

建造、设备供应、技术服务产业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拥有五家

以上国际知名制造企业，部分领域设计制造技术国际领先；自主

研发设计、建造的主要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船舶的国际市场份

额分别达到 40%和 50%；关键系统和设备自主配套率分别达到 50%

和 80%；全面实现海洋装备自主配套水面上核心设备、1500 米级

水下生产系统与专用系统能力，突破 3000 米水深水下生产系统

设计、制造、测试和安装等关键技术；具备海洋矿产资源、天然

气水合物等开采装备、波浪能/潮汐能等海洋可再生资源开发装

备、海水淡化等新型海洋资源开发装备研制能力，并开展部分装

置的试点应用；全面建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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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体系。 

4.1.3 发展重点 

1.重点产品 

（1）海洋空间综合立体观测系统 

重点开展海洋探测传感器、船载海洋观测仪器、海洋浮标、

海洋潜标、水下通信设备、海洋环境数据库、海上目标雷达回波

数据库等关键装备及系统的开发和研制,实现工程化应用。 

（2）海洋油气资源开发装备 

重点开展海洋常规与极地油气资源勘探/开采与生产装备、

水面支持装备，深水、超深水钻井船、铺管起重船、海洋支持船

等工程船舶与装置的研制与集成创新；深水、超深水半潜式生产

平台、大中型液化天然气浮式生产储卸装置（LNG-FPSO/FSRU）、

浮式钻井生产储卸装置（FDPSO）、张力腿平台（TLP）、深水立柱

式平台（Spar）等油气生产装备及水下生产系统、12 缆以上深

水物探船等生产辅助装备的研制和产业化应用。 

（3）海洋矿产资源开发装备 

重点开展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等海底资源勘探、可燃冰开

发装备、钻采及相关船舶与装备的研制和应用。 

（4）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装备 

重点开展海上太阳能、海上风能、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

等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装备的研制和产业化应用。 

（5）海上岛礁利用和安全保障装备 

重点开展海上执法指挥调度系统、大型/超大型浮式保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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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极大型海上浮式空海港、海上卫星发射平台、岛礁中型浮式

平台、远海岛礁开发建设施工装置、远海通信网络系统支撑平台

等装备的研制和应用。 

（6）深远海探测与考察装备 

重点开展 300 吨级水下大型载人运载装备研制和应用示范、

3000 吨级小核动力水下大型载人运载装备系统总装集成；深远

海地质环境勘探、水文监测、环境调查、海上溢油监测与处理等

关键装备及系统的研制和应用；科学考察船、无人及载人潜水器

等深海勘查装备研制和应用。  

（7）深远海渔业养殖/海洋食品与海洋医药装备 

利用我国广袤的海域，与传统/新兴的渔业生产相结合，研

制适用于深远海的附加值高的鱼类养殖装备。研制适合需求的海

洋食品与海洋医药装备。 

（8）超级生态环保船舶 

重点开展超级生态环保油船、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国际航线、

支线船舶，以及江海直达双燃料船舶的研制。以 MARPOL 公约生

效期间的技术发展为基线，温室气体（CO2）排放减少 50%以上。 

（9）极地运输船舶 

重点开展适用不同冰级要求的极地油船、集装箱船等船舶研

制，重点研究 PC3、PC4 冰级的船舶，实现安全、经济、环保特

征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0）远洋渔业船舶 

重点开展远洋金枪鱼捕捞船、深冷运输船、南极磷虾捕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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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船舶以及渔探、捕捞、加工、深冷储藏、运输等设备的集成研

制。 

（11）高性能执法作业船舶 

重点开展高速化、多功能的新型海上公务执法船舶，深远海

救助船以及以及排污打捞船舶等船型研制。 

（12）大型豪华游船 

重点开展中（10 万总吨级）、大型（20 万总吨级）豪华游船

总体设计、总布置、设计、内装、结构、特殊结构以及水动力性

能优化设计技术研究，实现中、大型豪华游船研制。 

（13）大型 LNG 燃料动力船 

实现船舶由传统的柴油燃料向液化天然气（LNG）的转换，

在主力船型的设计建造技术方面实现自主知识产权，国产化配套

率达到 70%以上。 

（14）船用大型低速发动机 

实现远洋船舶大型低速发动机（柴油、气机及双燃料发动机）

的全系列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制，其中关重件等配套基本实现自我

配套。 

2.关键零部件 

（1）水下生产控制系统 

 通过突破水下控制设备模块化与集成化技术，水下控制系

统通信技术，水下控制系统电液传输计算分析技术，水下控制系

统快速链接技术，水下控制系统安装与测试技术等，掌握水下控

制核心技术，实现全电控制系统研制与产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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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下油气生产系统核心技术与装备 

重点开展水下油气生产系统工程技术与关键设备在浅水区

工程化应用和 500-1500 米水深水下采油树工程化应用。 

（3）水下专用作业装备与设备 

开展主流海底管道、卷管式海底管道铺设成套装置、深水水

下作业载人潜器（HOV）、深水海底管道作业工具研制。 

（4）深海锚泊及动力定位控制系统 

重点突破大型海上作业装备深海锚泊或动力定位系统关键

核心技术，开展深海锚泊及动力定位系统产业化应用。 

（5）高效、低排放大功率低速发动机关键零部件 

重点开展船用大功率发动机的铸钢气缸体铸造与焊接技术，

高效涡轮增压器技术，燃油喷射系统、缸内过程、智能调速系统

设计及实验等技术，智能化核心控制元件及系统关键机械部件设

计技术，长期极低负荷运行工况的船用低速发动机关键配件技

术，模块化设计与集成技术研究，实现大功率低速发动机自主化

生产。 

（6）船舶智能监控系统 

重点实现船岸一体化数据交换技术、多源传感器数据融合技

术、一体化船舶智能导航应用技术、多维数据模型变换及现实等

技术集成。 

（7）船用 LNG 等气体燃料供应系统关键零部件 

 重点开展 LNG 气体燃料动力船（包括加注船）的加注系统、

储气系统、供气系统所需要的设备零部件的研制，实现汽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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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潜泵及线路阀件等关键设备及零部件的自主化生产。 

（8）降低船体摩擦阻力涂料 

 重点突破新型高性能降阻涂料技术、船底空气润滑降阻技术

等。 

（9）低温材料与防寒设备 

重点开展适用于极地航行船舶的低温材料、泵、阀件等核心

液压元件低温启动和密封技术研发。 

3.关键共性技术 

（1）新材料与船体结构轻量化设计技术 

重点研究基于新型高性能钢材料的大型船舶与海洋平台装

备的腐蚀控制技术，研制集超高强度、强韧性和长寿命等优良性

能于一体的新型高性能钢材料与复合材料。 

（2）高性能能源及储能技术 

重点突破恶劣作业环境下所需的高能量密度、高可靠性、长

寿命能源与储能技术。 

（3）深远海信息传输技术 

重点突破深远海数据采集装备、数据传输装备、信息融合处

理装备以及数据应用服务装备等所需的信息传输关键技术。 

（4）水下安装技术 

重点突破水下安装定位技术，安装下放过程力学分析与数值

计算，安装过程冲击分析技术等关键技术，实现水下设备的自主

安装与服务。 

（5）安全与可靠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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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通过开展海洋浮式结构物及水下设备风险分析计算模

型研究，最大限度地提高海洋浮式结构物及水下系统的可靠性和

安全性。 

（6）数值水池技术 

重点攻克数值水池水解器的总体设计与开发，船舶快速性、

耐波性和操作性，海洋环境流场，海洋平台运动与载荷、涡激振

动/运动等平台/系统工程应用关键技术，形成海洋装备水动力学

数值模拟智慧系统（简称数值水池）”。 

（7）海洋工程装备海上试验技术 

以系统解决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关键配套设备自主化及产业

化根本问题为目标，通过建设海洋工程装备海上试验场，实现对

各类平台设备及水下设备的耐久性和可靠性试验，加快我国海洋

工程装备国产化进程。 

（8）船型优化节能技术 

重点实现低阻船体主尺度与线型设计技术、船体上层建筑

空气阻力优化技术、船体航行纵倾优化技术、低波浪失速船体线

型设计技术、船底空气润滑降阻、降低空船重量的结构优化设计

等技术的集成。 

（9）船舶推进装置设计技术 

重点实现高效螺旋桨优化设计技术、POD-CRP 组合推进装

置设计技术、螺旋桨/舵一体化设计技术、螺旋桨/船艉优化匹配

设计技术、高效轮缘对转组合推进技术、叠叶双桨对转推进等技

术合理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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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可再生/清洁能源利用技术 

重点突破双燃料发动机技术、气体发动机技术、风能助推

技术、新型风力发电机技术、太阳能电池应用技术、核能推进技

术、LNG 燃料船燃料供应系统/设备设计与制造技术等。 

（11）减振降噪与舒适性技术 

重点突破设备隔振技术、高性能船用声学材料、建造声学工

艺与舾装管理、声振主动控制技术、舒适性舱室设计技术、结构

声学设计技术、螺旋桨噪声控制技术等。 

（12）船舶智能设计制造技术 

在实现国内外有关行业的合作的基础上，在互联网/物联网

/e-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的基础上实现数值水池技

术、船舶总体多学科优化（MDO）设计技术、基于风险设计的评

估技术、基于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船舶能效评估验证技术、船

舶设计建造一体化设计 3D 技术、高效推进与航行安全性设计技

术；船舶智能焊接技术、船舶智能制造一体化平台技术、船舶智

能制造装备技术等。 

4.1.4 应用示范工程 

1.300 吨级水下大型载人运载装备应用示范 

2.海上大型浮式基地（后勤保障、维权、渔业深远海养殖

或旅游）示范 

3.超级生态环保船舶应用示范 

4.高效油/气田国产装备应用示范 

4.1.5 战略支撑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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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科研计划投入，开展重

点装备和关键系统、设备研制，以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

术应用研究。 

2.启动深远海技术重大工程，开展水下大型载人运载装备

研制和应用示范。 

3.制定实施船舶与海洋工程配套业自主化发展推进计划。 

4.加大基础科研投入力度，增强基础科研数据库采集、分

析能力；提高基础分析软件、方法的水平；加强国际标准研究和

品牌能力建设。 

5.建立深海工程装备公共试验/检测平台，提升深海技术装

备公共试验/检测能力，加速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6.成立国家级海洋工程装备试验技术中心，加强海洋工程

装备基础科研和创新技术研发，在试验技术、测试技术、鉴证技

术、认证技术、风险评估技术方面取得国内外同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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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5.1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轨道交通装备是国家公共交通和大宗运输的主要载体，属高

端装备制造业，也是我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重要代表。先进

轨道交通装备包含现代技术的干线轨道交通、区域轨道交通和城

市轨道交通的运载装备、通号装备、运控装备与路网装备。轨道

交通制造业将重点研制安全可靠、先进成熟、节能环保的绿色智

能谱系化产品，建立世界领先的现代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体系，实

现全球化运营发展。 

5.1.1 需求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市场。预计“十三五”期间

全国新建铁路不低于 2.3 万公里，总投资不低于 2.8 万亿元，我

国铁路装备需求将维持在高位。截止到 2014 年底，我国已有 38

个城市经国家批准建设轨道交通，规划里程超过 6680 公里，预

计到 2020 年，我国将有超过 50 个城市建设轨道交通，未来十年，

城轨车辆平均年需求将超过 5000 辆。 

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市场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据统计，

2015 年-2020 年全球轨道交通车辆需求为 530-610 亿欧元，年复

合增长率为 3.30%，2021 年-2025 年需求为 630-730 亿欧元，年

复合增长率为 3.75%。我国政府正强有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

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及辐射区域互联互通工程建设将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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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带来可观的市场需求。 

5.1.2 目标 

到 2020 年，轨道交通装备研发能力和主导产品达到全球先

进水平，行业销售产值超过 6500 亿元，境外业务比重超过 30%，

服务业比重超过 15%，重点产品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 

到 2025 年，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形成完善的、具有持

续创新能力的创新体系，在主要领域推行智能制造模式，主要产

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境外业务占比达到 40%，服务业务占比超

过 20%，主导国际标准修订，建成全球领先的现代化轨道交通装

备产业体系，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 

5.1.3 发展重点 

1.重点产品 

（1）中国标准高速动车组。深入研究动车组标准化、系列

化、模块化以及整车联调和试验验证等相关技术，形成中国标准

高速动车组技术平台，完成自主化中国标准高速动车组产品系列

工程化验证和运用考核。目标速度等级 350km/h；编组方式：8

辆编组，4 动 4 拖；轴重：≤17t 的高效低噪新型高速动车组。 

（2）30 吨轴重重载电力机车。构建 30 吨轴重重载电力机

车系统的研发平台，研制适用于 30 吨轴重重载需求的电力机车

牵引变流及控制系统、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件及系统，研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 30 吨轴重重载货运电力机车。目标速度等级

120km/h；牵引功率：9600kW；轴式 2（B0-B0）;轴重：30t 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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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电力机车。 

（3）城际快速动车组。完成 120～140/140～160 km/h 两个

速度级，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不同线路条件，兼顾 AC25kV 和

DC1500V供电制的城际快速动车组研制、工程化验证和运用考核。 

（4）100%低地板现代有轨电车。研制出适应不同技术路线

（局部无供电网混合动力或动力电池；全线无供电网超级电容储

能）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00%低地板现代有轨电车，完成整

车试验验证和运用考核，建立技术标准和规范。 

（5）中低速磁悬浮系统。在已成功自主研制常导短定子中

低速磁悬浮示范列车的基础上，构建中低速磁悬浮系统的设计、

制造、试验、检测技术平台，建立技术标准和规范。 

2.关键零部件 

（1）功率半导体器件。重点突破硅基 IGBT、MOSFET等先进

的功率半导体器件芯片的技术瓶颈，推进国产硅基器件的应用和

产业发展；推进碳化硅（SiC）、氮化镓（GaN）等下一代功率半

导体器件的研发和产业化。 

（2）动力型超级电容器件。研制 12000F、3.0V、10Wh/kg、

100 万次充放的大功率、高能量、长寿命、高安全、免维护超级

电容单元器件，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储能式电力牵引技术产业化。 

（3）高速动车组车轴/车轮。突破车轴/车轮用钢的冶金质

量控制、材料热处理工艺，空心车轴的表面耐腐蚀和耐磨处理技

术，开展高速动车组自主化车轴/车轮批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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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车制动系统。研制新一代大功率交流传动机车、自

主化高速动车组制动系统，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进口替

代。 

（5）通信信号装备。突破列控系统车载 ATP、车载 ATO、地

面 RBC/ZC、地面列控中心、地面联锁设备以及无线通信宽带等

关键技术，研制覆盖高、中、低速的自主化轨道交通通信信号装

备。 

（6）齿轮传动系统。开展高速动车组、城际快速动车组、

现代有轨电车齿轮传动系统技术攻关，突破齿轮热处理、轻合金

箱体铸造、在线故障诊断等技术，开发出适合不同平台的齿轮传

动产品。 

（7）车钩缓冲系统。突破城轨车辆和高速动车组车钩集成

制造工艺、过载保护、吸能等技术，开发出半自动、全自动、半

永久车钩系列产品。 

3. 关键共性技术 

（1）新型车辆车体技术。应用镁铝合金等新型材料，开发

适用于城际快速动车组和现代有轨电车，并满足 EN12663 标准要

求的轻量化车体。 

（2）高性能转向架技术。研制粘着重量利用高、动力学性

能优、不同轴系列、不同机型配置的转向架系列。 

（3）电传动系统技术。完成碳化硅电力电子器件的研发与

应用，推进馈能式双向变流技术的应用；推广永磁电机驱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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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无齿轮直驱技术。 

（4）储能与节能技术。加快大能量密度的超级电容的研制，

利用超级电容优异的充放电性能，实现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全线

无供电网运营和能量可循环利用运营。 

（5）制动系统技术。研究高速动车组、快速动车组、现代

有轨电车制动控制技术，完成装置及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化。 

（6）列车网络控制技术。自主开发适用于中国标准高速动

车组、城际快速动车组的网络控制系统，及规范化、标准化、系

列化的现代有轨电车用以太网络系统硬件、软件平台。 

（7）通信信号技术。重点研究先进轨道交通安全处理平台

技术、车地信息交换及安全通信技术、行车许可安全分配及优化

技术、列车自动驾驶技术（ATO）、高速铁路列控系统全寿命周期

维护保障技术、高速列车无线数据传输技术等。 

5.1.4 应用示范工程 

1.“绿色智能工程化样车”示范。集成储能电源、碳化硅新

型高效变流器、高效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和基于能量最优特性的自

动驾驶等城轨交通前沿技术，树立中国绿色智能轨道交通车辆的

样本。 

2.“绿色智能轨道交通系统集成工程”示范。在“绿色智能

工程化样车”工程实施的基础上，集成基于以太网的千兆带宽实

时控制、网络控制、双向馈能等技术，实施“绿色智能轨道交通

装备集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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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物联网的轨道交通装备全寿命周期服务体系”示范。

以绿色智能轨道交通车辆为“移动终端”，集成车载智能化状态

监测、故障灾害监测系统等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探索建立“基

于物联网的轨道交通装备全寿命周期服务体系”。 

5.1.5 战略支撑与保障 

1. 提高创新能力 

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加强技术的基础性、前瞻

性研究，建立和完善电力机车、城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研发基地，实施“新一代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产业创新发展工程。 

2.构建国际标准体系 

加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能力建设，加快培育建立第三方的专

业检验检测和认证机构，建立和完善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制

度。加强轨道交通装备标准的研究和制修订工作，鼓励有实力的

单位牵头制定国际标准。 

3.支持国际化经营 

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的宏观指导和服务，引导有实力的制

造企业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有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

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生产制造基地和

市场营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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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6.1 节能汽车 

传统汽车在未来三十年内仍将在消费中占绝对主体地位，因

此节能汽车的大量普及对缓解我国能源与环境压力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传统动力汽车技术的持续优化也是我国汽车工业缩短

差距并有利于新能源汽车发展和市场导入的重要举措。 

节能汽车是指以内燃机为主要动力，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优

于下一阶段目标值的汽车。 

6.1.1 需求 

目前，车用汽柴油消费占全国汽柴油消费的比例已经达到

55%左右，每年新增石油消费量的 70%以上被新增汽车所消耗。

伴随节能环保法规的不断加严，无论是国家层面、企业层面，还

是用户层面，都对节能汽车提出强烈需求。近来年，汽车平均油

耗持续下降，节能汽车的市场规模呈现快速提升态势。2020 年，

中国节能汽车年销量将达到汽车市场需求总量的 30%，2025 年销

量占比超过 40%。 

6.1.2 目标 

2020 年，形成以市场为推动、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紧密

结合的节能汽车产业体系。自主产品市场份额达到 40%；商用车

新车油耗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产关键零部件市场份额超过 70%；

乘用车新车平均油耗优于 5L/100km,国产关键零部件市场份额超

过 50%；拥有明星车型与明星车企，节能车销量排名前十的企业

达到 5 家。自主产品 PP100 质量水平与合资品牌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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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节能汽车产业链，自主产品市

场份额达到 50%；商用车新车油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国产关键

零部件市场份额超过 80%；乘用车新车平均油耗优于 4L/100km, 

国产关键零部件市场份额超过 60%；节能车销量排名前五的企业

达到 3 家，自主产品美誉度超过合资品牌，自主关键零部件的市

场份额达到 60%，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节能商用车，商用车

整车出口达到 20%。 

6.1.3 发展重点 

1. 重点产品 

（1）节能内燃动力乘用车 

以小排量节能乘用车的开发和大量普及为主，实现汽油机技

术升级、能量损失减少、中低压助力与能量回收、先进柴油机等

技术在全系列乘用车产品的推广应用。 

（2）混合动力乘用车 

以 A 级以上混合动力乘用车的开发和普及为主，实现混合动

力技术在家庭用车、商务用车等全系列乘用车的推广应用，综合

工况节能效果超过同期传统动力 20%。 

（3）节能柴油商用车 

以节能型半挂牵引车等的大批量发展为主，实现高效动力总

成、综合电子控制、轻量化等技术在全系列商用车的推广应用。

以综合燃料消耗和市场份额均位于前 20%的商用车为带动，形成

中国特色节能品牌产品。 

（4）混合动力商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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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混合动力城市公交客车的大规模发展为主，实现动力系统

的专用化设计、控制策略优化等技术在全系列公交车、物流运输

车等上的推广应用，城市工况燃料消耗较内燃动力同期车型节能

25%。 

（5）替代燃料汽车 

实现天然气等低碳燃料在商用车和乘用车上的大量应用，全

生命周期碳排放优于汽柴油节能型产品。 

2. 关键零部件 

（1）高效内燃机 

乘用车汽油机热效率≥40%，自主产品装备率 40%。重型商用

车柴油机热效率≥52%，自主产品装备率 60%。 

（2）高效内燃机关键部件 

突破可变气门、可变压缩比、增压、高效后处理技术，市场

份额达到 35%； 

突破 250bar 汽油喷射和 2000bar 以上柴油喷射技术, 市场

份额达到 15%。 

突破废气能量回收技术，实现产业化。 

（3）电子控制系统 

发动机、变速器电控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产核心控制

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20%、国产关键传感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到 80%。国产混合动力核心控制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80%。控

制器关键芯片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30%，自主实时操作系统应用

率达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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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混合动力电机/电池/专用发动机 

乘用车 20s 有效比功率≥4kW/kg；商用车 30s 有效比扭矩≥

19Nm/kg；电池单体比功率超过 8kW/kg,并实现批量一致性；逆

变器功率密度不低于 20kW/L，开发适合混合动力的高效、高可

靠专用发动机。产品市场供应能力满足自主需求并实现对国外品

牌的供应。 

（5）中低压助力与能量回收技术 

自主产品市场占比达到 30%，其中电池系统成本降至 3.6 元

/Wh，集成式功率单元实现功率密度≥11kW/L（含散热器）。 

（6）高效自动变速器 

突破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DCT）、无级变速器（CVT）和 6

速以上自动变速器（AT）、机械式自动变速器（AMT）等总成关键

技术，并实现产业化，占自主市场份额 40%以上。 

（7）自动变速器关键零部件 

突破离合器总成、高压静音油泵、电液耦合液压阀体、液力

变矩器技术，实现产业化发展，关键零部件自主市场份额达到

40%以上。 

（8）轻量化的零部件 

钢/铝混合、铝/纤维、碳纤维车身等代表性的轻量化部件占

市场的 20%。车身、车身闭合件、车轮、副车架、变速器壳体、

制动器、电线束、线控等零部件上实现广泛的轻量化技术应用。 

（9）低滚阻轮胎 

国产节能轮胎湿滑、磨耗、噪声性能持续改善，滚动阻力降



   

 96 

低 30%，实现节油 6%以上，产品占自主市场份额超过 50%。 

3. 关键共性技术 

（1）整车集成技术：突破节能车系列化开发、匹配与控制

技术难题。 

    （2）动力技术：突破小型化增压直喷汽油机燃烧和控制技

术、突破高效商用车柴油机燃烧和控制技术、突破乘用车先进柴

油机技术。 

    （3）传动技术：突破高效自动变速器的开发和控制技术。 

（4）轻量化技术：突破轻质材料、复合材料汽车零部件性

能分析、成形及连接等技术难题。 

（5）低阻力技术：突破低风阻、低滚阻、低摩擦等技术难

题。 

6.1.4 应用示范工程 

1.节能汽车企业领跑者示范项目。 

2.汽车节能水平标示与应用示范。 

3.节能商用车车队应用示范。 

4.公务车/大型活动用车节能产品应用示范。 

6.1.5 战略支撑和保障 

1.在国家层面形成节能汽车自主创新发展规划。 

2.建立节能汽车产业共性基础技术研究院。 

3.分级别实施持续可行的节能汽车补助、税费优惠政策及高

燃耗车辆高税制等。 

4.加大对高效动力总成、低行驶阻力、轻量化等关键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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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研发支持，加强行业合作，开发共性通用技术。 

5.完善标准法规体系，提升检测评价能力，加强市场监管。 

6.完善企业考评机制，给予节能产品领跑企业政策与资金支

持。 

7.设立示范基金，给予节能产品示范工程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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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的大规模发展是有效缓解我国能源与环境压力，

推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主要依靠新型能

源驱动的汽车，主要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

料电池汽车。 

6.2.1 需求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呈现快速发展态势。2014 年中国新能

源汽车销售 7.5 万辆，同比增长 3.2 倍,是全球第二大新能源汽

车市场。国际预测表明，2020 年前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

源汽车市场。随着新能源汽车在家庭用车、公务用车和公交客车、

出租车、物流用车等领域的大量普及，2020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

的年销量，将达到汽车市场需求总量的 5%以上，2025年增至 20%

左右。在国家碳排放总量目标和一次能源替代目标需求下，2030

年新能源汽车年销量占比将继续大幅提高，规模超过千万辆。 

6.2.2 目标 

2020 年，初步建成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

紧密结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自主新能源汽车年销量突破

100 万辆，市场份额达到 70%以上；打造明星车型，进入全球销

量排名前 10，新能源客车实现规模化出口，整车平均故障间隔

里程达到 2 万公里；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关键系统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在国内市场占有率 80%。 

至 2025 年，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产业链，与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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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的新能源汽车年销量 300 万辆，自主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

到 80%以上；产品技术水平与国际同步，拥有 2 家在全球销量进

入前 10 的一流整车企业，海外销售占总销量的 10%；制氢、加

氢等配套基础设施基本完善，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区域小规模运

行。  

6.2.3 发展重点 

1. 重点产品 

（1）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以紧凑型及以上车型规模化发展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为

主，实现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在私人用车、公务用车以及其他日

均行驶里程较短的领域推广应用。混合动力模式油耗相比传统车

型节油 25%（不包括增程式电动车）。 

（2）纯电动汽车 

以中型及以下车型规模化发展纯电动乘用车为主，实现纯电

动技术在家庭用车、公务用车、租赁服务以及短途商用车等领域

的推广应用。典型小型纯电动乘用车（整备质量 1275kg）法规

工况电耗小于 11.5kWh/km；公交客车电量消耗量小于

3.2kWh/100km/t。 

（3）燃料电池汽车 

以城市私人用车、公共服务用车的批量应用为主，实现燃料

电池技术的推广应用。通过优化燃料电池系统结构设计，加速关

键部件产业化，大幅降低燃料电池系统成本。 

2.关键零部件 



   

 102 

重点推进电机、电池、逆变器等关键核心零部件自主化，满

足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需求。 

（1）驱动电机 

自主电机研发与商品化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乘用车驱动

电机 20s 有效比功率不低于 4kW/kg，商用车 30s 有效比扭矩不

低于 19Nm/kg。 

（2）电机控制器 

实现功率密度不低于 25kW/L，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自主率达到 60%以上。 

（3）动力电池系统 

电池单体比能量达到 400Wh/kg 以上，成本降至 0.8 元/Wh；

系统成本降至 1 元/Wh。 

（4）燃料电池系统及电堆 

燃料电池系统体积比功率达到 3kW/L，冷起动温度达到-30℃

以下，寿命超过 5000h，产能超过 10 万套。 

（5）机电耦合装置 

纯电驱动系统最高机械传动效率达到 93%以上，机电耦合变

速器实现高集成度专用化。 

（6）增程式发动机 

国产增程式发动机最低比油耗降至 225g/kWh 以下，国内市

场占有率达到 80%。 

（7）高压总成 

    直流-直流变换器（DC-DC）、充电器系统效率均达到 9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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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压继电器、熔断器实现小型化、低成本；高压铝导线实现

大批量应用。 

（8）整车控制器 

整车控制器具备与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和智能交通

系统（GPS/GIS/ITS）相结合的智能行驶控制功能，国产整车控

制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80%，关键国产化芯片应用率达到

30%，自主实时操作系统应用率达到 50%。 

（9）轻量化车身 

实现复合材料/混合材料技术突破，降低成本，在新能源汽

车上的应用率达到 30%，自主率超过 50%。 

3. 关键共性技术 

（1）整车集成技术：突破融合多信息、以能量管理为核心

的整车智能控制技术、高集成度的动力系统电动化等技术难题，

开发太阳能电池整车集成应用技术。 

（2）电驱动系统技术：突破电机与传动装置、逆变器集成，

高集成电驱动系统专用变速器等技术难题。 

（3）能量存储系统技术：突破宽温度、长寿命、全固态电

池，低成本、高集成化电池管理等技术难题。 

（4）燃料电池系统技术：突破高可靠性膜、催化剂及双极

板，高可靠性供给系统及其关键部件等技术难题。 

（5）高压电气系统技术：突破无线充电、高耐压等级薄壁

绝缘层等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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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应用示范工程 

1.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示范工程。 

2.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工程与推广。 

3.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智能社区与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

与推广。 

4.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绿色、智能制造示范工程。 

6.2.5 战略支撑与保障 

1.国家层面形成产业间联动的新能源汽车自主创新发展规

划，设立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与示范基金。 

2.持续可行的新能源汽车财税鼓励政策，以及企业平均燃料

消耗量核算时的奖励政策。 

3.支持建立新能源汽车产业共性基础技术研究院。 

4.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支持，支持形成新能源技术创

新联盟，搭建产业共性技术平台。 

5.完善相关标准法规体系，加强检测评价能力建设。 

6.加强充电站、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7.形成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电网、智慧城市建

设及关键部件、材料等的协同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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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新兴产业，可显著

改善交通安全、实现节能减排、消除拥堵、提升社会效率，并拉

动汽车、电子、通讯、服务、社会管理等协同发展，对促进我国

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智能网联汽车是指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

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内网、车外网、车

际网的无缝链接，具备信息共享、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化决策、

自动化协同等控制功能，与智能公路和辅助设施组成的智能出行

系统，可实现“高效、安全、舒适、节能”行驶的新一代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分为 DA、PA、HA、FA 四级，DA 指驾驶辅助，

包括一项或多项局部自动功能，如 ESC、ACC、AEBS 等，并能提

供基于网联的智能提醒信息；PA 指部分自动驾驶，在驾驶员短

时转移注意力仍可保持控制，失去控制 10 秒以上予以提醒，并

能提供基于网联的智能引导信息；HA 指高度自动驾驶，在高速

公路和市内均可自动驾驶，偶尔需要驾驶员接管，但是有充分的

移交时间，并能提供基于网联的智能控制信息；FA 指完全自主

驾驶，驾驶权完全移交给车辆。 

6.3.1 需求 

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1.5 亿辆，“能源、污染、拥堵、安全”

等汽车四大公害问题日益尖锐，近年来，无论是车载信息还是智

能装置的装备率都呈上升趋势。至 2020 年，远程通讯互联终端

整车装备率将达 50%，驾驶辅助（DA）、部分自动驾驶（PA）车

http://baike.baidu.com/view/337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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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市场占有率约 30%。2025 年，远程和短程通讯终端的整车装备

率增至 80%，DA、PA 车辆占有率保持稳定，高度自主驾驶（HA）

车辆市场占有率约 10%-20%。 

消费者对信息化与智能化产品需求的持续增强是智能网联

汽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中国汽车工业伴随工业革命 4.0 转型发

展，对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需求加剧，两化融合既是制造智能

网联汽车的基础条件，也是解决汽车四大公害社会问题的重大举

措；伴随信息化与智能化发展，加速实施智慧城市和智能交通建

设的需求已经显现，智能网联汽车和智慧城市将是互联网+的一

个重要实践。 

6.3.2 目标 

2020 年，初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

用紧密结合、跨产业协同发展的智能网联汽车自主创新体系。汽

车信息化产品自主份额达 50%，DA、PA 整车自主份额超过 40%，

掌握传感器、控制器关键技术，供应能力满足自主规模需求，产

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启动智慧交通城市建设，自主设施占

有率 80%以上。 

2025 年，基本建成自主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与智慧交通

体系。汽车信息化产品自主份额达 60%，DA、PA、HA 整车自主份

额达 50%以上；传感器、控制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掌握执行器

关键技术，拥有供应量在世界排名前十的供应商企业 1 家；自主

智能卡车开始大规模出口；实现汽车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初步完成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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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车辆相关的智慧交通解决方案，普通道路的交通效率提

高 80%，交通事故数减少 80%，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减少 90%，汽

车二氧化碳排放大约减少 20%。 

6.3.3 发展重点 

1. 重点产品 

（1）基于网联的车载智能信息服务系统 

在现有 Telematics 系统基础上，为驾驶和出行提供交通、

资讯、车辆运行状态及智能控制等信息服务，突出信息化和人机

交互升级。逐步普及远程通讯功能，部分实现 V2X 短程通讯功能，

信息可用于智能化控制，信息化装备率 80%。 

（2）驾驶辅助级智能汽车 

制定中国版智能驾驶辅助标准，基于车载传感实现智能驾驶

辅助，可提醒驾驶员、干预车辆，突出安全性、舒适性和便利性，

驾驶员对车辆应保持持续控制；交通事故数减少 30%，交通死亡

人数减少 10%，DA智能化装备率 40％，自主系统装备率 50%。 

（3）部分或高度自动驾驶级智能汽车 

制定中国版乘用车城市智能驾驶标准和高速公路智能驾驶

标准；乘用车逐步实现部分自动或高度自动驾驶，突出舒适性、

便利性、高效机动性和安全性，实现网联信息的安全管理，高速

公路普及 PA 级智能车，一线城市普及 DA 级智能车；制定中国版

商用车城郊智能驾驶标准和高速公路智能驾驶标准，商用车逐步

实现部分自动或高度自动驾驶，以网联智能管理和编队控制技术

突破为主，提高运输车辆的运行效率、经济性、安全性和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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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普及 DA 级智能车，逐步应用 PA 级智能车；HA、PA 智

能化装备率 50%，自主系统装备率 40%。 

（4）完全自主驾驶级智能汽车 

制定中国版完全自主驾驶标准，基于多源信息融合、多网融

合，利用人工智能、深度挖掘及自动控制技术，配合智能环境和

辅助设施实现自主驾驶，可改变出行模式、消除拥堵、提高道路

利用率，综合能耗降低 10%，减少排放 20%，减少交通事故数 80%，

基本消除交通死亡；FA 智能化装备率 10%，自主系统装备率 40%。 

（5）智慧出行用车 

制定中国版智慧交通标准，依托智慧城市和智慧交通体系建

设，实现公交客车与出租车的智慧化管理，信息化装备率达到

100%，智能化装备率达到 70%。 

2.关键零部件 

（1）车载光学系统 

光学摄像头、夜视系统等，具备图像处理和视觉增强功能，

性能与国际品牌相当并具有成本优势，自主市场份额 80%以上。 

（2）车载雷达系统 

中远距毫米波雷达、近距毫米波雷达、远距超声波雷达、激

光雷达等，有效目标识别精度与国际品牌相当，并具有成本优势，

自主市场份额 40%以上。 

（3）高精定位系统 

基于北斗系统开发，实现自主突破，车载定位精度可达到亚

米级精度，实现对 GPS 的逐步替代与升级，自主市场份额 6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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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4）车载互联终端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自主份额达到 70%，远程通讯模块自主份

额达到 60%，近距通讯模块自主份额超过 90%。 

（5）集成控制系统 

开发域控制器，实现对各子系统的精确控制及协调，并形成

技术、成本优势，自主份额达到 50%。 

3. 关键共性技术 

（1）多源信息融合技术：突破环境感知与多传感器信息融

合，V2X 通讯模块集成，车载与互联信息融合技术。 

（2）车辆协同控制技术：突破整车集成与协同控制技术。 

（3）数据安全及平台软件：突破信息安全、系统健康智能

监测技术，并搭建中国版车载嵌入式操作系统平台软件。 

（4）人机交互与共驾技术：突破人机交互、人机共驾与失

效补偿技术。 

（5）基础设施与技术法规：形成中国版先进智能驾驶辅助、

V2X 及多网融合的技术标准体系和测试评价方法，完善基于 V2X

通讯标准体系的道路基础设施。 

 

6.3.4 应用示范工程 

1.典型城市智能网联汽车及运行环境研究与应用示范； 

2.地方法规下的智能网联汽车立法研究与应用示范； 

3.大型物流公司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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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智能公交系统、智慧公共移动系统、城市共享用车专

项研究与应用示范； 

5.基于网络的设计、制造、服务一体化工程示范。 

6.3.5 产业集聚区 

1.在现有的汽车产业集群基础上，结合区域特色，建立 3-6

个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聚区； 

2.围绕摄像头、雷达、导航定位、射频芯片、无线通讯终端

及控制器等，打造 2-3 个零部件产业集聚区。 

6.3.6 战略支撑与保障 

1.制定并实施中国版先进智能驾驶辅助和 V2X 的国家规划，

制定出台智能网联汽车与新能源汽车、物联网、智能交通网络、

智能电网及智慧城市的协同共建机制，滚动更新多领域联动的中

国版智能网联汽车自主创新发展规划； 

2.建立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共性基础技术研究院和创新中心，

支持关键零部件企业发展； 

3.设立智能网联汽车专项资金，支持智能网联汽车的技术开

发和产业推广； 

4.完善智能汽车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体系，建立新型智能网联

汽车共享商业化运行模式，完善配套管理机制； 

5.制定出台国家层面的智能网联汽车车载环境感知传感器、

网络通讯、网络安全及信息服务等技术标准； 

6.完善企业考评机制，对智能网联转型发展突出的企业给予

政策与税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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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电力装备 

7.1 发电装备 

发电装备是将化石能源、核能、水能、风能、太阳能等一次

能源转换为电能的装备，包括大型先进煤电、核电、水电、气电

和可再生能源装备，是国家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战略的

重要保障。 

7.1.1 需求 

清洁高效发电设备将成为我国发电领域主流技术，预计到

2020 年，煤电装机容量约达到 11.2 亿千瓦，约占总发电装机容

量 58%；核电装机容量达到 5800 万千瓦，在建容量达到 3000 万

千瓦以上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 4%；天然气燃气轮机发电装机容

量达到 1.2 亿千瓦，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 6%;常规水电装机达到

3.5 亿千瓦左右，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 17.5%；风电装机达到 2

亿千瓦，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 10%。 

7.1.2 目标 

2020 年目标：先进发电装备产业规模达到每年 1 亿 kW，满

足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和重大工程建设需求，技术水平总体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进入世界强国行列。国产发电装备国内市场占有率

达到 90%，出口比重占到年产量的 30%。 

2025 年目标：形成 3 家具有资金、规模、技术、质量、品

牌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集团。具备持续创新能力，大

型火电、水电、核电等成套装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备及储能装置市场占有率超过



   

 118 

80%。 

7.1.3 发展重点 

1.重点产品 

（1）清洁高效煤电成套装备 

——1200MW 等级超超临界机组 

25-28MPa/ 600℃/620℃，发电效率 45%； 32-35 MPa/ 

600℃/620℃/620℃（二次再热），发电效率 48%。 

——更高参数先进超超临界机组 

38-40MPa/700℃/700℃，发电效率 52%。 

——600MW-1000MW 超（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 

高煤种适应性，清洁燃烧，低排放。 

——1000MW 等级超（超）临界空冷机组 

适用于富煤缺水地区。 

——烟气高效超净排放装置及碳捕捉成套装备 

烟尘低于 10 mg/Nm3，二氧化硫低于 35 mg/Nm3，氮氧化物

排放低于 50mg/Nm3。 

——大型煤气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装置（IGCC） 

F 级燃气轮机 IGCC 联合循环出力 460MW，净效率 48％。 

（2）重型燃气轮机发电装备 

——50-70MW 燃气轮机发电装备 

用于分布式发电，联合循环效率不低于 45%。 

——F 级 300MW 重型燃气轮机发电装备 

联合循环出力 450MW,发电效率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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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 级 400MW重型燃气轮机发电装备 

联合循环出力 600MW,发电效率 60%。 

（3）大型先进核电成套装备 

——第三代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成套装备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000MW 、1500MW、2000MW 等级系

列成套设备。设计使用寿命 60 年，可用率不低于 93%。 

——高温气冷堆、快堆、钍基熔盐堆核电成套装备 

高温气冷堆功率 200MW；快堆功率 600MW、钍基熔盐堆功率

100MW。 

（4）大型先进水电成套装备 

——大容量抽水蓄能机组 

容量 150-400MW，调速范围±10％可变速抽水蓄能机组；700m

水头段定速抽水蓄能机组。 

——1000MW 等级水轮发电机组 

国际领先的超大型水轮发电机组，额定水头 202m，机组最

高效率 96%。 

——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轮机组 

600-2000m 水头段、容量 400-1000MW 级冲击式水轮机组。 

（5）可再生能源发电装备 

1）大型风力发电装备及智能控制系统 

——5MW 等级风电机组 

先进高可靠性风力发电机，风能转化效率（CP 值）0.48，

可用率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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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海上风电机组 

先进的超导风电机组，功率为 10MW等级。 

——风电群组智能管控系统 

具备远程数据传输及故障诊断、风电群组智能管理及控制等

功能的系统。 

2）先进太阳能发电装备 

——大型光热发电机组 

太阳能单塔功率 50-150MW，熔盐蓄换热蒸汽发电系统。 

3）生物质能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装备 

——生物质和垃圾清洁燃烧及气化成套装备 

生物质和垃圾高效清洁焚烧发电成套装置；生物质和垃圾气

化发电成套装备。 

2.关键零部件 

（1）重型燃气轮机高温部件及控制装置。 

（2）大型核电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冷却剂主泵、控制

棒驱动机构、堆内构件，大型核电汽轮机焊接（整锻）转子，2000mm

等级末级长叶片，大型半速汽轮发电机转子。 

（3）可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发，可变速水泵水轮机转轮，大

容量发电机保护断路器。 

（4）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超长叶片、智能控制系统。 

3.关键共性技术 

（1）清洁高效煤电技术 

准东高碱煤煤质、煤灰和煤燃烧特性的判定和评价；准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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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煤结渣、沾污和积灰机理；准东高碱煤结渣、沾污和积灰的控

制和清除技术。 

（2）核电共性技术 

核岛及常规岛主设备设计、验证、制造技术。 

（3）燃气轮机技术 

先进燃气轮机高温部件高温高强超级合金材料研制；高压比

大流量压气机设计制造技术；干式低 NOx 燃烧室设计制造技术；

高温透平叶片冷却技术。 

（4）大型先进水电装备技术 

    抽水蓄能可变速电动机、水泵水轮机设计、验证技术；大型

水轮发电机组总体设计及水力设计、验证，高效冷却技术；高水

头大容量冲击式水轮机组水力设计、验证技术。 

（5）可再生能源发电装备 

5MW 以上等级风力发电机组叶片设计技术，风力发电机智能

控制技术；10MW等级超导风力发电机组技术及总体结构设计。 

太阳能高效集热、储换热系统及设备研制，智能控制技术，

系统集成技术。 

生物质和垃圾气化工艺，二恶英脱除以及灰渣玻璃化处理技

术。 

7.1.4 应用示范工程 

1.清洁高效发电应用示范工程 

1200MW 等级超超临界机组、600MW-1000MW 超（超）临界流

化床锅炉、1000MW 等级超（超）临界空冷机组、高效超超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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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示范工程。50-70MW 级、300MW 等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等自

主品牌燃气轮机示范工程。 

2.大型先进核电应用示范工程 

1000M、1500MW、2000MW 等级核电成套设备及 200MW 高温气

冷堆、600MW 钠冷快堆示范工程。 

3.抽水蓄能及大型水电应用示范工程 

150-400MW 可变速抽水蓄能机组、1000MW 等级水轮发电机组

示范工程。 

4.新能源应用示范工程 

50MW 、100MW 等级光热发电示范工程，5-10MW 风力发电示

范工程。 

7.1.5 战略支撑与保障 

1.完善政策措施，积极营造支持清洁高效发电装备产业发展

的环境 

充分利用税收、金融等市场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研

究和制定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清洁高效发电设

备技术进步和产业化。 

2.建设清洁高效发电技术国家重大创新基地 

以现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创新载体基础，优化和集成创新

资源，进一步发挥创新链各类创新载体的整体优势，以新的组织

形式，跨领域、跨部门、跨区域集中组织实施面向国家目标的协

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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