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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需求 1：电力变压器与气体绝缘组合电器（GIS）设备智能

环保关键技术研究

一、需求单位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张正扬（18599330509）、田新（18599330505）

二、需求内容及技术指标要求

1.变压器故障机理及智能诊断专家系统研究。变压器油中溶

解气体典型故障的复现率不低于 90%，局部放电、器身松动等典

型故障的复现率为 100%。

2.变压器智能感知及特征参量信号处理技术研究。在线监测

数据异常检测准确率达到 95%，异常类型识别准确率达到 90%，

时序预测平均绝对百分误差小于 8%，对任意两种典型混合放电

的分类准确率达到 100%。

3.电力变压器减振降噪关键技术研究。测量精度小于

0.001m/s2，频率覆盖 50～4000Hz，在不降低磁密的前提下，提

出可行性的噪声抑制措施并通过实际产品验证。

4.GIS 多参量融合传感器及智能感知系统设计。多参量融合

一体化智能传感器可实现对局放、过电压、机械振动、温度、微

水、气体密度等多参量的检测，并满足检测要求。

5.GIS 多参量数据获取、分析及故障诊断模型构建。GIS 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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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绝缘缺陷的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85%；故障定位的精度不超过

30cm。

6.GIS 设备健康状态评估和运维优化策略研究。量化评估方

法和运维优化策略方法以通过物理试验验证且达到预期效果为

最终验收指标。健康评估软件系统至少能够对运行正常、存在初

期缺陷和需停运检修 3 种设备状态做出评估。

三、预期成果形式

围绕变压器故障机理、智能诊断、智能感知、特征参量信号

处理、电力变压器减振降噪、GIS 多参量融合传感器、GIS 多参

量数据获取、故障诊断模型构建、设备健康状态评估、运维优化

策略等技术研究，揭榜方形成设计方案、技术规范或研究报告不

少于 17 项，并围绕各项研究成果分别申请专利，知识产权及科

技成果归属权为揭榜方和发榜方双方共有。

四、交付条件

以上述分任务列出的考核指标和成果形式作为验收的主要

依据。揭榜方申请发明专利应取得受理通知书；项目研究报告应

通过技术专家联合评审。机理和模型研究、仿真及算法、优化设

计等成果以通过物理试验验证且达到预期效果为最终验收指标。

项目完成后，合同各方组成专家验收组，采用专家出具评审意见

的方式对研究开发成果进行验收。

五、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为 3 年；揭榜金额 1200 万元，出于满足实际



3

研究需求考虑，最终预算允许商谈调整。

六、对揭榜方的要求

揭榜方须是长期从事电气设备绝缘及电气设备智能化相关

领域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及高校，在电力设备智能感知及故障诊

断技术方面有丰富的项目经验，在行业内具有国际声誉并形成一

系列标志性技术成果，具有相关的专利技术和丰厚的技术积累，

拥有高水准试验设施条件和国内一流科研团队，在高电压绝缘、

传感制造、信息技术等多专业交叉融合领域具有突出专业攻关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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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需求 2：风力发电机组中高速电机及主动轴承创新技术研究

一、需求单位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于春伟（13579859018）

二、需求内容及技术指标要求

（一）主动轴承

1.控制精度 2~5 微米；

2.适配重量 10~15t；

3.整体损耗<500w；

4.转速范围 1000~10000rpm；

5.使用寿命>25 年；

6.外径尺寸 1~1.6m；

7.轴承间隙，径向 0.5mm，轴向 3mm；

8.五自由度。

（二）转子结构可靠性设计

1.转子结构设计，满足边缘线速度大于 500m/s 要求；

2.考虑材料弹性力学和高转速下应力，进行结构优化设计，

并考虑 2 倍安全系数；

3.满足转子动力学稳定性要求；

4.结构强度及稳定性经过测试验证。

（三）中高速电机设计

1.功率等级 500kW~3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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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护等级 IP56；

3.风冷冷却方式；

4.电压范围 690~750VAC；

5.电机类型：永磁同步；

6.绝缘等级 F 或 H 级；

7.效率>98%；

8.转速范围 1000rpm~10000rpm；

9.振动 2.3mm/s，3.6m/s2；

10.噪声<85dB@1m；

11.功率因数>0.9；

12.绕组相数 3；

13.海拔 0~3000m；

14.工作环境温度-30℃~55℃。

三、预期成果形式

计算、设计方案、原型机及工艺。

四、交付条件

需具备系统计算、设计方案、仿真模型及仿真结果，实现原

型机设计和实验，总体满足技术指标参数，由此方案设计并生产

的单元满足系统验证使用要求，以此作为交付条件。

五、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为 3 年；揭榜金额 400 万元。

六、对揭榜方的要求

硬件方面具备先进的系统测试装置和试验条件、基于系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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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测试条件、具备系统理论仿真试验平台条件。

软件方面具有系统设计仿真软件和系统研发设计能力、系统

动力学仿真计算能力、电磁学仿真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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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需求 3：5G 电容器用超高压阳极箔的开发

一、需求单位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冉文君（18690285853）

二、需求内容及技术指标要求

（一）所生产的超高压阳极箔制备成电容器后寿命达到

125℃5000 小时以上；

（二）腐蚀 590vfe 容量达到 0.75μF/cm2以上，化成 720vfe

容量达到 0.55μF/cm2以上，化成 950vfe 容量达到 0.32μF/cm2以

上。

三、预期成果形式

形成一套“5G 电容器用超高压阳极箔”工艺方案。

四、交付条件

除满足以上技术指标参数外，需经过新疆众和生产线验证该

工艺，由此生产的 5G 电容器用阳极箔能够通过下游 3 家客户验

证，以此作为交付条件。

五、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为 2 年；揭榜金额 240 万元。

六、对揭榜方的要求

要求揭榜方拥有电极箔领域开发经验，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

能够运用研究理论分析技术问题，运用解决目前遇到的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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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需求 4：佐剂及免疫增强剂研究

一、需求单位

天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赵毅（18699181525）

二、需求内容及技术指标要求

（一）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可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兽药佐剂

生产技术。技术指标：①剂型为 W/O/W 佐剂；②乳剂制作工艺为

一次乳化即成 W/O/W 乳剂；③佐剂用油为白油；④乳剂黏度应符

合《中国兽药典》关于矿物油佐剂疫苗的规定；⑤佐剂生产工艺

稳定，可实现批次生产规模不小于 100L。

（二）开发配套的免疫增强剂，在合成蛋白、CPG、植物提

取物等方面进行筛选，该免疫增强剂可配合佐剂一起使用；

（三）安全性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用生物制品质量标

准》关于兽用灭活疫苗相关规定，接种小动物，应不出现因注射

疫苗引起的毒性反应，接种猪、牛后，注射部位不出现明显的红

肿、热疼等反应。

（四）有效性方面，以口蹄疫灭活抗原使用该佐剂制备疫苗

为例，一次免疫 28 天后抗体阳性率≥90%，二次免疫抗体持续 4

个月阳性率不低于 80%；

（五）稳定性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用生物制品质量标准》

关于兽用灭活疫苗相关规定，以0.12cm内径的1mL吸管吸取疫苗1mL，

在室温下垂直放置使疫苗自然跌落，放出0.4mL的时间不得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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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以3000转/分钟离心15分钟，乳剂液面出油不得超过液体高度

的1/10，底部出水也不得超过液体高度的1/10。

三、发榜方承诺提供的条件

（一）拥有完整的口蹄疫灭活疫苗及口蹄疫合成肽疫苗系列

产品，可提供实验研究所需抗原、免疫动物；

（二）拥有完善的实验动物平台，拥有一群敬业、经验丰富

的临床实验人员，保证实验数据的真实可靠；

（三）掌握对佐剂的质量、关键控制点等的评价标准。

四、预期成果形式

围绕佐剂及免疫增强剂研究形成的配方、生产工艺、效果验

证报告，所发表的文章或者专利所属权归双方共有。

五、交付条件

完成佐剂 100L 级别中试生产验证，完成免疫增强剂 20 万头

份制备，符合技术指标中安全性和有效性要求，通过技术专家评

审，达成验收条件。

六、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为 3 年；揭榜金额 1000 万元。

七、对揭榜方要求

揭榜方应具有独立的研发团队、配套的科研条件和自主研发

实力，在相关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病毒研究、免疫机理研究、

药剂学研究）具有良好科研业绩、具备较强的国内影响力，有能

力完成揭榜任务；揭榜方能对项目需求提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

可行方案，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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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需求 5：基于透明质酸（HA）酶的表达及酶法制备低分子

透明质酸技术研究

一、需求单位

新疆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冯世红（18690134234）

二、需求内容及技术指标要求

在现有透明质酸（HA）酶菌株基础上进行改造，HA 酶菌株

酶活≥10000U/mg；HA 酶菌株工业化生产中酶活性保藏≥95%以

上；HA 酶酶解 HA 分子量为 2000-200000Da 范围内，可灵活调节；

低分子 HA 生产成本控制为 250-280 元/kg；菌株改造时间不超 1

年。

三、预期成果形式

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HA 酶菌株及其应用方法。

四、交付条件

完成小试、中试实验及大生产验证，达到产业化水平；HA

酶菌株产酶指标及降解 HA 工艺方法验证需为新疆阜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五、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为 2 年；揭榜金额 300 万元。

六、对揭榜方要求

揭榜方需要有专业的科研团队，科研人才不少于 5 人；有一

定的研发设备、基础科研检测仪器等，能满足日常研究；有透明

质酸酶菌株改造方面相关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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