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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0 年佛山市顺德区核心技术攻关榜

专题一：高转矩密度、高功率密度、高集成度一体化机

器人动力轮模组的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卡脖子问题：国产工业机器人动力轮模组关键技术受制

于国外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开发高性能工业重载 AGV/移动机器人用

的一体化动力轮模组，达到高转矩密度、高功率密度、高集

成度的关键技术突破和高安全性、高可靠性的国际规格标

准，实现关键核心部件伺服电机与驱动器的产业化，构建下

一代 AGV机器人驱动架构的基础平台，引领行业的发展方向，

形成独特的技术体系架构和技术壁垒。

专题二：基于航天、军工、仿生学等新型跨界降噪技术

在家电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卡脖子问题：传统降噪技术在改善家电噪音方面已经力

不从心，必须研究新型突破性技术，大幅提高家电噪音控制

水平。

研究内容：1.切向流条件下的微穿孔技术研究：将航天

器、导弹发射微穿孔降噪技术引入家电产品，实现高效果、

低成本产业化应用；2.高速风机气动噪声仿生控制技术研

究：通过仿生微凹孔及低噪仿生翼型技术，实现对家电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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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降噪，同时显著改善声品质；3.声学超结构降噪技术研

究：引入潜艇超结构声隐身技术，与微穿孔板以及亥姆霍兹

共振腔相结合，给出高性能复合降噪结构，实现家用电器整

机噪音降低。

专题三：跨平台视觉框架研究与应用

卡脖子问题：目前国内建筑行业市场没有一种囊括视觉

集成、综合控制、智能决策的整机逻辑系统，使得本来就落

后的建筑行业视觉技术发展困难。

研究内容：项目基于分布式架构设计，按设计方案，理

论上可接入目前业内已存在的所有算法以及所需的图像采

集设备、传感器等，并可根据功能需求选择合适的算法协同

工作，来得到最优结果。1.框架核心技术：基于自研的分布

式事务架构对接入的 BIM、AI 模块、视觉模块进行事务管理、

算法调度、实时决策及数据存储、分发。2.框架应用：基于

框架的基于 BIM、点云采集、点云分析、分布式加速的高精

度建筑环境分析架构；3.框架应用：基于框架的通过二维视

觉、三维空间数据、BIM 信息对机器人进行室内定位与移动

纠偏。

专题四：高性能环保聚氯乙烯（PVC）管道制造关键技

术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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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问题：PVC 管道产品在无铅化、高性能化过程中，

材料体系热稳定时间不足、助剂析出、成型模具磨损腐蚀。

研究内容：1.钙锌稳定剂热稳定效果较差，需要复配相

关助剂来延长其热稳定时间，而复配的助剂以有机或无机小

分子物质为主，这些物质与 PVC 的性质差异较大，导致其在

加工过程中助剂析出严重，影响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稳定

性；2.钙锌稳定剂在加工过程中的析出物会导致模具在短时

间内被腐蚀，而且 PVC 在挤出过程中会与模具产生摩擦，在

摩擦和腐蚀的共同作用下模具会更快地磨损，在压力下的腐

蚀-磨损将改变模具尺寸及表面粗糙度，严重影响产品外观

及综合性能。

专题五：家电控制芯片的国产化替代和应用研究

卡脖子问题：国内在智能家电控制芯片技术领域长期处

于空白，芯片基本依赖进口，核心技术被外国控制，中美贸

易战将长期持续，芯片有可能会被禁售。

研究内容：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控制芯片，进行国

产化芯片替代，使得家电行业摆脱对国外进口芯片的依赖，

进而推动家电制造业智能化升级。

专题六：基于 BIM 的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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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问题：传统建筑行业的粗放式的管理使工地的劳

动力、材料、机械设备的利用都存在着严重的浪费，施工现

场常常伴随着能耗高、效率低下、环境噪声污染等问题严重，

亟需一款精细化的智慧工地管理平台。目前国内平台 BIM 引

擎大多需要依靠美国企业的技术，图形引擎技术是 BIM 平台

的关键技术，因此，自主研发的 BIM 可视化图形引擎对于智

慧工地管理平台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研究内容：研究一种基于 BIM 的可视化图形引擎和基于

该引擎及 BIM 技术的智慧工地信息管理平台。该可视化图形

引擎可实现建筑物理世界的场景在数字世界的完美映射，可

容纳海量模型数据、高保真虚拟物理场景、为智慧工地管理

平台提供底层技术支撑。该智慧工地信息管理平台，可实现

基于 BIM 及物联网技术的成本管理、进度管理、安全管理、

质量管理、人员管理、文档管理、场地管理等施工过程的智

慧监控与精细化管理，达到在减少施工成本、保护环境的情

况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程的目的。

专题七：大型高端数控智能型伺服压力机关键技术研究

及产业化

卡脖子问题：拟用低速大扭矩伺服电机取代机械压力机

采用的三相异步电机，并采用计算机数控技术，开发新一代

大型高端数控智能型伺服压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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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项目通过研究，攻克适于锻压工况下周期性

短时尖峰负载的低速大扭矩伺服电机驱动控制技术、大型数

控智能型伺服压力机储能节能理论和方法、基于伺服压力机

的参数化智能冲压程序库、远程智能监控系统控制技术，并

通过优化机械传动结构，减少伺服电机的扭矩、降低控制系

统成本,开发出市场迫切需求的单位压力点压力 2000～

6300kN 伺服压力机并实现产业化。

专题八：AI 家电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卡脖子问题：以家居场景痛点为中心，通过 AI 技术的

研究，让家电具备可感知、能思考、自我迭代，更加主动、

精细、人性化的为用户服务，努力促使中国家电行业在全球

家电智能化领域占领制高点。

研究内容：1.家居环境语音交互技术研究：家电产品 0dB

信噪比的语音识别率>95%；非常规文本声音（喷嚏声、咳嗽

声、儿童啼哭声等）识别率>90%；多语音设备就近唯一响应，

成功率>90%。2.视觉识别技术在家电领域的研究：烤箱、冰

箱等产品食材类别识别率>95%；食材熟度识别率>85%；洗衣

机产品衣物类、衣物量与颜色识别率>80%。3.家用电器 AI

云平台技术研究：响应时间＜1.5s，连接能力>1000 万台，

TPS>200；方言种类>4；技能数量>100；视觉/图像模型数

量>10 种；模型迭代周期小于 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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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九：陶瓷砖分级分色高速在线智能视觉检测关键技

术及装备

卡脖子问题：1.大幅面瓷砖多线阵相机图像高速高精度

拼接算法；2.高鲁棒性瓷砖花色检测 AI 模型及增强学习算

法；3.快速高精度瓷砖表面缺陷检测算法；4.算法和系统在

瓷砖在线检测设备中的应用与验证。

研究内容：内容一：瓷砖表面特性的自动检测装备总体

方案；内容二：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光学检测系统，稳定获

取精确的检查信息；内容三：构建瓷砖色差在线检测、在线

标准制定和分类；内容四：快速定位、精确检测表面缺陷检

测及瓷砖尺寸检测；内容五：数字化、智能化生产平台的搭

建。

专题十：高密度电气器件平板热管间接散热系统

卡脖子问题：针对高密度电子器件散热、雷达激光等高

密度散热领域，开发高效精准平板热管间接散热系统。

研究内容：平板热管间接散热系统供冷精确度高、热阻

低，可使高密度发热元件温度和外围环境温湿度、洁净度控

于安全范围。间接液冷散热系统可规避直接液体发生泄漏的

危险，因间接传热热阻的存在，需重点攻关的技术难题主要

集中在高效热管、液冷分配控制、环境洁净度控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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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十一：用于 OLED 显示的新型有机金属发光材料

卡脖子问题：打破国外作为新型显示材料的有机电子发

光材料（OLED）的垄断，提升和发展自身研究开发能力，实

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产业化和国产化，降低下游面板

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研究内容：通过理论计算、超快吸收和瞬态发射光谱测

试、低温光物理研究等手段深入理解金属配合物的激发态，

特别是三重激发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发光有机金属化合物

的分子设计和化学修饰、对其分子间作用形成的超分子聚集

体的化学和光物理的控制、相应主体分子材料设计、对主体

与发光客体之间能量与电荷转移的控制、利用主客体相互作

用提高分子取向、提高基于这些材料的 OLED 的长期稳定性

和降低效率滚降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全方位的激发态调控。

专题十二：模压成型装备远程监控、健康状态评估与售

后服务平台

卡脖子问题：1.装备核心控制器国内品牌替代；2.装备

健康状态评估诊断系统备件商场领域从 0 到 1 的突破。

研究内容：远程监控功能：1.主机关键参数、动作及告

警等数据采集与监控；2.辅机及周边设备关键参数、动作及

告警等数据采集与监控；3.装备 HMI 交互界面远程投屏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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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协同交互功能。AR 远程协同功能：1.专家远程音视频指导，

高效处理；2.AR 双向 3D 标注，辅助实操；3.数据智能分析，

辅助决策；4.呼叫中心功能。预防性维护功能：1.预防性维

保标准管理；2.预防性维保提醒功能；3.维保流程管理功能。

设备健康状态诊断：1.模压成型装备故障知识库；2.装备全

生命周期数据管理；3.装备健康评估模型管理；4.AI 算法持

续性集成功能。模压成型行业耗材与备件商城：1.备件供应

商管理；2.客户采购全流程管理；3.物流对接平台；4.支持

对接平台；5.第三方开放 API 管理。

专题十三：基于多孔介质红外燃烧技术的家用低排放燃

烧器的研究及产业化应用

卡脖子问题：实现我国燃气具燃烧技术的创新突破，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燃烧技术，符合我国燃气具发展趋势

以及其用户需求导向、以及国家节能环保政策要求。

研究内容：多孔介质燃烧技术与现有的自由空间燃烧技

术截然不同。自由空间燃烧技术在较大的空间中进行燃烧，

形成一定轴向长度的火焰，并通常与下游换热器进行对流换

热。在多孔介质燃烧中，气流在耐高温的惰性多孔介质中产

生分流、漩涡、汇合等强烈扰动，形成的若干尺度与孔大小

（0.1mm~1mm 量级）接近的小火焰，长度较自由空间火焰大

大缩短，并且燃烧产生的热量能够迅速通过多孔固体骨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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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传导、辐射以及气相和固相之间的对流换热形式向周围传

递。

专题十四：大口径塑料管件高精密注塑成型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

卡脖子问题：1.PVC 大口径管件成型过程中热稳定性差、

模具腐蚀；2.PE 大口径管件加工过程中内缩孔、尺寸不稳定。

研究内容：PVC 大口径管件（DN≥315mm）生产过程中存

在的技术难题包括：（1）大口径管件壁厚较厚（7-10mm）,

产品保压、冷却周期长，且注塑机炮筒直径较大、螺杆剪切

力强，PVC 材料配方体系需要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能，以防

止在长时间、强剪切力作用下 PVC 的降解；钙锌稳定剂本身

热稳定效果较差，其热稳定性不能满足 PVC 大口径管件产品

的生产需求，需要研发相关助剂体系来延长其热稳定时间。

（2）大口径管件产品模具胶位深、螺杆行程长、射胶量大，

PVC 材料配方体系应具有良好的塑化性能和流动性能，在加

工助剂和润滑体系的开发和复配方面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

验证调试，以满足加工性和流动性的需求，保证产品外观、

性能的稳定性。（3）在钙锌热稳定剂材料体系下，大口径 PVC

管件的生产存在助剂析出腐蚀模具的问题，使得模具使用寿

命缩短，且严重影响产品外观及综合性能。PE 大口径管件（DN

≥315mm）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难题包括：（1）PE 大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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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件壁厚很厚，产品表面和芯层冷却速度差异大，导致内外

层结晶状况不同，易引起表面凹陷和内部缩孔等缺陷。（2）

成型加工过程中 PE 材料结晶不充分，管件后结晶收缩变形

严重，导致产品尺寸、不圆度等指标不合格。（3）大口径管

件射胶量大，模腔注射打满时间长，PE 材料流动性差易导致

产品外观流纹严重，熔接线结合不良等问题，需对注塑成型

模具浇口位置、尺寸进行分析、研究，提升产品外观和性能。

（4）PE 大口径管件注塑量较大，排气量大，需要对模具排

气槽尺寸、位置进行优化设计，以及新型智能排气方式进行

开发，解决因排气不良而引起的产品气纹和熔接线结合不良

等问题。

专题十五：高分子导电介质在高端电子电路的应用技术

研发

卡脖子问题：电子电路环保治理中卡脖子的关键问题，

在电子电路行业具有普遍意义。

研究内容：在高分子材料表面化学镀铜可获得导电率与

铜相近的高分子填充符合材料，可攻关此技术作为替代化学

镀铜的全新孔金属化技术。具体研究方向：1.使用高分子导

电介质做孔化工序，完全代替传统的沉铜；2.可生产符合 5G

通讯、超级计算机类等要求的高端电子电路多层板、刚挠结

合板；3.使用水平线的方式全自动化生产，其能耗需比沉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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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降低 20%以上；4.高分子导电介质生产出来的印制电路

板，检测项目与沉铜生产的产品相同，其性能必须达到电路

板标准要求；5.该创新技术要求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有落

地运用和批量生产工艺。

专题十六：基于高性能计算的家电核心动力部件关键技

术研究

卡脖子问题：国内对家电风机气动性能和噪声的研究起

步较晚，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对风机复杂流动、噪声机理

的深入认识。

研究内容：1.采用线化欧拉方程（LEE）对风机气动噪

声进行准确预测，建立基于 LEE 的气动声源辨识方法，实现

对噪声精准预测；2.研究高含能涡与翼型干扰产生噪声的机

理和控制方法，降低由风扇表面压力脉动产生的涡扇干扰噪

声，实现整机噪声大幅下降。3.对大叶顶间隙引起的泄漏流

及其产生噪声的机理进行研究，分析叶顶区域的流动不稳定

性特征，获得风扇气动效率的提高，降低由流动不稳定性带

来的气动噪声。

专题十七：家电领域高速电机技术研究与应用

卡脖子问题：高速电机的软、硬件控制技术、叶轮设计

技术等都是国内技术短板，亟待突破并赶超国外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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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1.研究功率 60～600W 的系列化高速电机的

无位置传感器控制技术，实现电机的低成本、高可靠性控制；

2.采用低成本芯片、研究低谐波控制技术、输入恒功率控制

技术，解决降低高速电机铁耗，提高电机效率，延长电池续

航能力及使用寿命，降低电控系统成本；3.开展多级扩压的

3D 叶轮设计，提升高速风机系统效率，降低高速风噪；4.

研究整体系统的最优效率控制策略，追赶并超越行业龙头企

业技术，实现控制算法的突破。

专题十八：基于自主数据标准的运维管理项目研究与应

用

卡脖子问题：建筑项目的运维管理常常出现“信息孤

岛”，一方与另一方在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过程中无法做到及

时有效地共享，造成了管理效率低下，管理质量不高等情况。

而目前 BIM 数据标准均依靠国外标准，因此，自主研发统一

的数据标准对于运维管理平台有着重要意义。

研究内容：本项目拟研究一套符合企业运维 BIM 应用模

式的自主产权数据标准体系、存储格式和软件系统，支撑 BIM

数据全流程的应用和扩展，具体研究内容包括：规划建筑全

生命期的数据呈现、映射、传递的方式；规划自主数据存储

格式的架构、类型、存储介质等内容；开发支持建筑行业主

流数据格式文件（如 Revit、CAD 等）转换成为自主标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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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体系的存储文件格式的应用软件系统。为运维管理工作提

供一整套完整的、通用的、统一的、符合业务要求的数据体

系，支撑不同维度的运维业务场景的实现。

专题十九：抗风浪海洋养殖网箱用高性能 PE 管道制造

关键技术

卡脖子问题：深海养殖网箱用 PE 塑料管道耐老化性能、

抗风浪性能、防污性能的提升。

研究内容：1.研究 PE 材料分子结构特征、结晶行为控

制理论以及色母粒子抗老化协同作用机理，使用数值仿真技

术模拟海洋环境，建立管道系统服役寿命机制，提升 PE 塑

料管道的耐候性，延长使用寿命；2.研究新型加工工艺、冷

却方式对 PE 管道产品性能的影响规律，开发新型加工技术

或设备，提高 PE 塑料管道综合力学性能，进而提升养殖网

箱产品的抗风浪冲击性能，保证网箱系统使用安全、可靠；

3.研究 PE 管道表面处理技术，提升海洋养殖网箱的防污性

能，防止海洋生物对养殖设施的破坏。

专题二十：工业企业能源与环境人工智能管控系统

卡脖子问题：在系统诊断、能源负荷、固废气处理等多

项研究开发内容中均需要进行预测与优化调度控制。

研究内容：通过监测数据的融合处理，挖掘工业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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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各种系统、各种类型的数据间隐藏的内在联系和深层信

息，同时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各类生产工艺过程及系统数学

模型，实现对工业企业内部主要能耗设备、环境监测及治理

设备的诊断、健康状态评估及寿命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