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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重点专项

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管理改革的方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重点基础材料技

术提升与产业化”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

现发布 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以提升大宗基础材料产业科技创新

能力和整体竞争力为出发点，以国家重大工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需求为牵引，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范进

行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着力解决重点基础材料产

业面临的产品同质化、低值化，环境负荷重、能源效率低、资源

瓶颈制约等重大共性问题，推进钢铁、有色、石化、轻工、纺织、

建材等基础性原材料重点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通过基础

材料的设计开发、制造流程及工艺优化等关键技术和国产化装备

的重点突破，实现重点基础材料产品的高性能和高附加值、绿色

高效低碳生产。提升我国基础材料产业整体竞争力，满足我国高

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

的急需，为我国参与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竞争提供支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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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材料产业由大变强、材料技术由跟跑型为主向并行和领跑型

转变。通过本专项的实施，重点基础材料高端产品平均占比提高

15%~20%，带动支撑 30~50万亿元规模的基础材料产业发展，减

少碳排放 5亿吨/年。

2020年重点专项拟启动 8个公开择优重点研究任务，拟安排

国拨经费总概算 4000万元。本专项指南部署的研究任务均为典型

应用示范类项目，要充分发挥地方和市场作用，强化产学研用紧

密结合，项目须自筹配套经费，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

例不低于 1:1。项目执行期为两年。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

超过 3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5家。每个研究任务拟支持项目

数均为 1~2项。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重点任务指南所列

的全部考核指标。

指南中“拟支持项目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

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

情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

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本专项 2020年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高精度长寿命轴承、模具用钢基体强韧化热处理控制技术

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多道次阶梯奥氏体化、控温控冷超细化热处

理对组织性能的影响机理，开发轴承钢、模具钢高均匀、超细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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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变形控制技术，实现我国量大面广轴承钢、模具钢组织均匀性

及使用寿命的大幅提升，实现典型产品的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GCr15 轴承钢晶粒尺寸细化到≤5μm，直径≥

120mm，热处理尺寸变化率≤0.15%，不经过表面强化处理钢的接

触疲劳寿命 L10≥5×107次；Cr12Mo1V1模具钢晶粒尺寸≤5μm，

截面尺寸≥580×280×40mm，抗弯强度≥4500MPa，热处理尺寸变

化率≤0.15%，接触疲劳寿命 L10≥1×106次；在高端精密机床主

轴轴承和冲压成形模具实现批量应用。申请发明专利 3项，制定

技术规范 2项。

2. 高端集成电路关键材料 Cu-Ni-Si合金带材应用（应用示

范类）

研究内容：开发高性能 Cu-Ni-Si合金带材高质量、低成本生

产新工艺，开展工业化规模生产全过程一体化控制关键技术和产

品应用研究，突破高性能 Cu-Ni-Si合金带材工业化生产大规格（大

吨位）坯料铸造、大卷重轧制、高均匀热处理、低残余应力等关

键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工艺技术和规范，实现工

业化生产示范。

考核指标：Cu-Ni-Si合金带材厚度0.1mm~0.3mm、宽度600mm

以上，厚度公差±2%、宽度挠曲≤0.05mm、粗糙度≤0.10μm，屈

服强度≥800MPa，弹性模量≥125GPa、导电率≥45%IACS；建成

年产≥1万吨的生产线，产品单卷卷重 2.5吨以上，成材率≥75%，

实现批量应用。申请发明专利 5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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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5代/8.6代TFT-LCD超薄浮法玻璃基板在显示面板中的

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 TFT-LCD超薄浮法玻璃产品功能对 8.5代/8.6

代 TFT-LCD面板的亮度、对比度、颜色色域等性能的影响规律，

研究在高温高湿持续点亮与储存、低温条件点亮、冷热交替冲击、

运输过程摔碰等模拟恶劣环境条件下产品的可靠性，研究

TFT-LCD玻璃基板的表面、边部、内部缺陷与玻璃光学、物理、

力学特性对 TFT-LCD面板各工序良率的影响，实现 8.5代/8.6代

TFT-LCD玻璃基板应用示范，完成基于国产玻璃基板的液晶显示

面板的生产验证。

考核指标：使用国产浮法玻璃制备的 8.5代/8.6代 TFT-LCD

显示面板指标：对比度≥4000:1、颜色色域NTSC≥85%、视角≥

170度、反应时间≤16ms。样品完成行业通行的信赖性测试内容，

综合良率≥90%。产品通过 EU-RoHS绿色产品认证，月产能≥100

千片，实现批量稳定供货能力。

4. 耐高温无卤阻燃抑烟隔热弹性材料的制备与应用（应用示

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纳米复合金属氢氧化物对有机硅弹性体阻燃、

抑烟性能影响规律和陶瓷化机理，研究有机硅弹性体发泡性能与其

组分结构、性质的关系，研制新型特种纳米复合金属氢氧化物和有

机硅弹性体，开发有机硅弹性体内增强技术、泡沫有机硅泡孔调控

技术、有机硅弹性体高温陶瓷化技术，实现化工装备、动力电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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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用耐高温无卤阻燃抑烟隔热弹性材料的规模化制备。

考核指标：邵氏 C硬度 10~40可控，极限氧指数≥35%，燃

烧性能等级达到 FV-0 级，抑烟效率≥50%，导热系数＜0.08W/

（m·K），初始分解温度≥490℃，800℃重量保持率≥75%。申请

发明专利不少于 5项，建成耐高温无卤阻燃抑烟隔热弹性复合材

料千吨级生产线。

5. 高品质原液着色聚酯原位法连续聚合技术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原液着色聚酯原位法连续聚合制备过程工程

放大技术，开发窄粒径分布乙二醇基超细颜料色浆连续制备技术、

高颜料浓度聚酯预聚体柔性制备与在线添加高效分散系统工程放

大技术、原液着色聚酯原位法连续聚合工艺万吨级工业化技术，

实现工程化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乙二醇基色浆中颜料的中值粒径D50≤200nm、粒

径多分散系数 PDI≤0.2；高品质原液着色聚酯颜料含量≥2wt%、

特性粘度波动≤0.01dL/g，短纤维单丝纤度≤0.8dtex、断裂强度≥

5.1cN/dtex，长丝单丝纤度≤0.6dtex、断裂强度≥3.5cN/dtex，织物

的耐皂洗色牢度≥4级、耐光色牢度≥5级。建成万吨级高品质原

液着色聚酯原位法连续聚合示范线。申请发明专利 5项；制定标

准和技术规范 2项。

6. 芳纶蜂窝纸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研究（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面向航空航天领域，开发沉析纤维的处理技术、

流浆箱成形技术和芳纶纸的辊压等关键技术，实现结构致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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纶纤维均匀分布、透气度低及其他性能优良的芳纶蜂窝纸制备，

建立验证平台，在我国飞机上实现应用验证。

考核指标：抗张强度（纵向）≥3.8kN/m，抗张强度（横向）

≥1.7kN/m，透气度≤0.01μm/（Pa•s）；制备的芳纶蜂窝芯主要力

学性能满足波音 BMS 8-124AB 要求：稳态平面压缩强度≥

1.72MPa，L向剪切强度≥1.07MPa，W向剪切强度≥0.58MPa，L

向剪切模量≥35.86MPa，W向剪切模量≥19.31MPa；申请专利不

少于 3项。

7. 液化石油气船用大规格高均匀性铝合金宽厚板制备研究

（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开发面向液化石油气船大规格铝合金宽厚板用铸

锭的高组织均匀性、成分均匀性的全等轴晶组织控制技术，探索

全等轴晶高耐蚀铝合金中合金元素分布状态、第二相形式及分布

等对高均匀性组织耐蚀性能的影响，探索全等轴晶高耐蚀铝合金

变形特性与热处理组织控制规律，研究组织结构对低温性能的影

响规律，制备幅宽 3000mm、厚度 20mm~50mm的厚板验证件完

成性能指标测试，实现综合性能提升 20%以上。

考核指标：全等轴晶组织铸锭平均晶粒尺寸＜100微米，晶粒

尺寸偏离度＜20%，铸锭整体纵、横截面宏观成分偏析＜8%；厚

度 50mm合金变形验证件H116状态纵向抗拉强度≥370MPa、屈

服强度≥270MPa、延伸率大于 15%；-195℃纵向抗拉强度≥

390MPa、屈服强度≥290MPa、延伸率大于 18%；按照ASTMG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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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晶间腐蚀 50mm厚合金板验证件失重＜5mg/cm2，按ASTM

G66标准，剥落腐蚀优于 PA（含 PA/N）级。

8. 树脂基复合材料在航空发动机高速止推轴承上的应用（应

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高耐磨、长寿命、抗疲劳自润滑复合材料的

稳定制备工艺技术，研究复合材料的加工特性和轴承产品的成型

工艺、工况适应性。随发动机产品试车考核，在实际使役环境内

满足泵的承载能力及支撑功能。

考核指标：基体树脂热变形温度＞250℃；耐磨自润滑复合材

料的摩擦系数≤0.10，磨损系数≤10-15m3/Nm；高速止推轴承通过

在不添加任何润滑剂的情况下，12000转/分钟的转速下连续运行

6000小时的强化考核，使齿轮泵止推轴承减重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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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

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

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

用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

材料一并提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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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

目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项

目负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3 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5 家。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蒋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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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

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

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潘 峰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教授

2 姜尚清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副主任

3 胡迁林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秘书长

4 潘东晖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副秘书长

5 颜碧兰 中国建筑材料研究总院 副院长

6 周少雄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7 周科朝 中南大学 副校长/教授

8 黄政仁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9 周光远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10 陈思联 钢铁研究总院 教授级高工

11 王 强 东北大学科技处 处长/教授

12 蒋成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院 院长/教授

13 聂 俊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学院 院长/教授

14 李志辉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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