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绿色低碳产业领域项目榜单

项目一：基于抗冰防浪海上光伏电站桩基关键技术

企业名称：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青

岛分公司

项目背景：固定式桩基海上光伏难点在于防浮冰、防潮汐、

防波浪等，桩基础设计应重点考虑海冰、波浪、海流等对整体结

构的影响。海上光伏设计条件复杂、成本敏感性高，设计方案受

环境条件影响大、项目安全性要求高、经济指标控制难以及行业

标准设计、施工运维难度大等，目前国内外还未有成熟经验可供

借鉴，行业仍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建立基于“一体化”设计理念与“智

慧诊断”运维方法引入海上光伏设计领域，通过一体化设计考虑

风浪冰耦合载荷作用，避免载荷冗余，显著降低光伏基础结构在

极限和疲劳工况下受浪潮、台风及浮冰的影响，优化单桩长度、

直径及间距，降低海上光伏支撑结构的重量，使海上光伏平准化

度电成本大幅降低。通过准确量化桩基分破坏模式与整体健康状

态，建立“安全度”计算方法，实现复杂海洋环境下大型单桩智

慧诊断体系，有效提高海上光伏运维期间光伏病害监测及评估的

准确性及客观性，显著降低海上光伏运维管理成本。主要技术指



标：1）降低海上光伏建设成本 15%以上，工程建设成本降低超

0.2 万元/kW,平均度电成本降至 0.3 元/kWh。2）建立流固耦合

同步迭代算法和海上光伏智慧健康诊断方法，形成智慧化海上光

伏安全监测与健康诊断体系。3）建立省级示范工程 1 个，制定

行业标准不少于 1 件，推广应用数量不少于 2 个。提升桩基础服

役年限，在海上光伏发电桩基领域实现“六防”关键技术攻关，

具有引领示范作用。

技术成熟度等级：当前自评等级 4；实施预期等级 7。

预测研发总投入:80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拟与高校联合开发，要求具有复杂海

洋环境荷载条件下桩基础研究基础及实施案例相结合的团队。

联系人：邵国栋

联系电话：13361000537



项目二：用于海水制氢的非贵金属或低贵金属类电催化剂

企业名称：青岛中石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现阶段氢能源的主要来源包括工业副产氢、化石

能源制氢、电解水制氢三种。其中电解水制氢是最清洁、最可持

续的制氢方式，并且是未来制氢的发展的重要方向。但目前最常

规的电解淡水制氢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淡水资源有限，电极材料

稳定性差，贵金属电催化剂的稀缺导致成本过高。基于以上挑战，

青岛中石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依托青岛独特的资源优势，重点

发展海水制氢技术，一是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海水资源，避免了

对淡水资源的消耗；二是利用海水自身的高离子电导率，避免了

通过添加碱性或酸性物质的复杂过程，从而有助于降低制氢成

本；三是对东部沿海城市提供一种氢能即制即用渠道，避免氢能

的高成本运输，建立绿氢制备的国际领先地位。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本次技术需求为用于海水制氢的非

贵金属或低贵金属类电催化剂。旨在通过研究实现高效和高稳定

性的海水制氢技术，重点进行高选择性催化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抑制卤素阴离子及其他无机离子的竞争反应，实现产氢和抑氯的

高选择性催化转化。

技术指标：满足在电流密度> 1A /cm2，过电位< 400mV，在

工业电解电流情况下，连续运转 1000 小时以上，性能衰减小于

20%或更低，并能指导催化剂的稳定制备。



预测研发总投入:50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拥有相关科研背景，从事新能源新材

料方面创新性研究的专家或团队，在电催化领域技术已具有研究

成果，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力。

联系人：周岩

联系电话：18054657998



项目三：电解制氢储能装置

企业名称：青岛绿科汽车燃气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1.在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中，电力间歇产生和传

输被限的现象常有发生。在目前双碳政策的推动下，可再生发电

项目将提升至战略地位大力发展。政府要求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必须配套储能设施，因此储能项目市场巨大。2.电解制氢储能技

术将电能转化为氢能高压储存，高压氢气在用电高峰时可发电上

网、或运至氢气加气站供汽车使、或运至化工厂作为原料使用。

3.随着氢燃料在汽车上大力推广使用，氢能市场前景广阔，电解

制氢储能装置市场需求巨大。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1.将富余的、非高峰或低质量的电

力，通过本套装置中的电解水的方式制取氢气，由电能转化为氢

能。制取出来的氢气再通过氢气压缩机，将其压缩至高压 35MPa

储存。2.完成电解制氢装置（电解能力 200Nm3/h）的选型和工

艺设计，完成氢气压缩机(进气压力 2Mpa～20MPa；最大排气压

力 42MPa；流量 500Nm³/h（8MPa 时）。电压 380v，频率 50Hz。配

置独立冷却系统及电控柜。)的设计和开发，包括氢气压缩机的

临氢材料的设计，压缩比的设计，承压缸体壁厚的计算，氢气管

道壁厚的计算，氢气管道接头的设计，储存装置(设计压力：

41MPa；单支储氢瓶水容积：0.895m3 共 18 支)的设计和开发。

其中完成电解制氢储能装置的工艺设计、控制设计。3.完成该装



置的调试与运行实验。

技术成熟度等级：当前自评等级 5；实施预期等级 9。

预测研发总投入:100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具有电解制氢技术、氢气压缩机 技术

和人才的各企业单位、各高校和研究单位，提供技术和研发人员。

联系人：李帅

联系电话：0532-86726701 18765978382



项目四：热水器内胆以塑代钢

企业名称：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电热水器内胆，现使用金属材质，需做搪瓷处理，

产品重量重且材料成本高。意向改用塑胶方案，减轻产品的重量，

同时可减少胆内水垢，节省镁棒，降低成本。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现有热水器金属材质内胆的焊接工

序多，且易出现焊接不良导致漏水，同时金属材质内胆长期接触

水易腐蚀，所以需要搪瓷且增加镁棒抗击腐蚀，基于以上金属材

质的短板，现在以塑代钢内胆所需技术要求如下：

1）注塑后内胆为上下分体式，中间需要塑料焊接成一个整

体；2）进水口、出水口，加热装置安装口处需采用内嵌注塑方

式；3）需长期承受持续 75℃的温度。4）极限压力 1.78 MPa；5）

新方案采用塑料内胆替代钢制内胆，目前存在受压力 1.78MPa 容

易出现形变，形变要求小于 2mm，实际评估现有塑料方案形变为

4mm；6）内胆平面厚度要求≤4MM,弧面厚度≤8MM；7）材料需要

满足环保要求，且材料接触高温水不可稀释出对人体有害物质；

8）使用寿命 10 年以上。

技术成熟度等级：当前自评等级 4；实施预期等级 8。

预测研发总投入:20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拟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发，要求

合作方具有相关领域研发经验，具备高分子材料领域专业研究人



才。

联系人：贾建军

联系电话：13854239670



项目五：塑料大棚膜回收改性再利用

企业名称：青岛聚瀚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日益增长的需

求，用于供应冬季新鲜蔬菜的塑料大棚迅速增加，随之带来的每

年由于更换大棚薄膜也是飞速增加。根据农业农村部技术司统计

数据，2018 年全国蔬菜大棚种植面积 6642.2 万亩，每年还以

6~6.5%的速度增长，2021 年每年废旧大棚膜已经超过 200 万吨。

目前国内对废旧大棚膜的处理还是最原始状态，清洗清洁技术落

后，再造粒就是大锅炖菜技术。导致处理后的塑料颗粒品质低下，

只能用于低端产品。聚瀚源新项目攻关目标就是：通过引进，吸

收，再创新日本废旧塑料高度环保，及高度节能生产技术。同时，

通过分选-清洗-再造粒的过程中进行改性处理，达到物理性能类

似于新塑料原料，其高度清洗清洁的生产工艺和综合性能优于新

塑料颗粒的产品，更大提高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价格可比传统

方法制出的塑料颗粒高 3-5 倍。废旧大棚膜-分选-清洗-改性再

生-产品的一系列达到实现循环经济闭环生产。从而达到减少碳

排放对我国青山绿水的环保大业做出我们企业最大的贡献。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再生原料不属于纯原料，90%以上

都是复合而成，需要同新原料的改性生产区分开。而大棚膜的多

样化，造成再生原料改性难度非常大，现阶段大部分改性剂都需

要从欧美日等国进口，现我公司需要研发一种能利用国产化学添



加剂进行再生原料的改性完成我国再生原料改性的自主性技术。

其中主要技术指标：改性添加剂 MI 指标的提升。本改性添加剂

为用于复合体再生原料中的新型增溶剂性需求须达到提高

10g/10min（JIS-K7210）的标准。而传统增溶剂，其 MI 只能提

高 2-3g/10min（JIS-K-7210）的标准。

技术成熟度等级：当前自评等级 2；实施预期等级 10。

预测研发总投入:80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1.从事新材料方面研究的教授级专家

和团队。2.在再生塑料改性领域技术突出，对各改性剂了解，具

有较强的创新能力。3.已经取得其学术领域成果和影响力具有代

表性的研究成果。

联系人：侯增军

联系电话：18840852550



项目六：玻璃窑炉烟气余热回收利用技术开发

企业名称：青岛金晶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余热利用是玻璃生产线实现节能减排的核心技

术。传统做法是采用热管换热器产生蒸汽供采暖和重油伴热。近

年来，中低温余热发电技术已成功在钢铁、电 力、水泥行业推

广应用，对于有着相似烟气特性的玻璃行业，引进中低温余热利

用项目成为广大玻璃生产企业有效的节能降耗的方法。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我公司改造后的 3 号窑炉主要烟气

参数：烟气流量大约为：12-15 万 Nm3/h，温度 420-450℃左右。

主要成分有 N2、CO2、O2、水蒸气和少量的 SOX、NOX 等，经计

算进入余热利用的烟气余热总量可达 4*10^8 MJ，若该规模余热

利用转入为发电系统，年供电量可达 1.6*10^7kwh，按单价 0.5

元，年收入可达 800 万元，若该规模余热转化为蒸汽动力或企业

自身采暖、生活用热，同样也具有较高价值。因此，该项目预期

经济效益可观，也间接实现了减排 CO2、NOx、SO2 与粉尘等污

染物和废热，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主要技术指

标：1）450℃及以下温度烟气实现回收利用，利用率达 70%以上，

可产生 10t 蒸汽；2）余热利用项目具备显著的经济效益、节能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3）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控制，系

统实现云端控制，实现设备控制智能化连锁调整；4）建立示范

工程，烟气达标排放标准，稳定运行。



技术成熟度等级：当前自评等级 1；实施预期等级 8。

预测研发总投入:50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对民营或股份企业投资收益比、经济

性需求有较深入了解，对工业烟气熟悉，最好有类似应用案例，

如果新研发，希望有分工协作的团队。

联系人：李家满

联系电话：13793278028



项目七：高性能矿物基类胶凝材料技术开发

企业名称：青岛磐垚新材料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国家战略下，工业

固废成为关注的焦点。如何减少工业固废对环境的危害，甚至于

实现变废为宝，将其资源化利用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工业化生产活动中生成的固体废物会对生态环境引发众多健康

危害，包括土地污染、水资源污染、大气污染，能够引发土壤结

构、水质和空气的污染破坏，威胁人类健康。据统计，“十三五”

时期，我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量约 130 亿吨。目前，累计堆存约

620 亿吨、年新增堆存量超 35 亿吨，其中建筑垃圾、渣土、磷

石膏、钢渣、化工渣等固废利用率较低。工业固废整体面临着产

量巨大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化转化率不高、配套政策和相关

标准有待完善、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压力大等问题。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基于自然矿物结晶原理，根据化学

反应分析，遴选几种常见矿物（磷石膏、全尾矿、粉煤灰、高炉

渣、煤矸石、建筑渣土等）精心分级、科学调配，经活化、碾磨，

制成不同配比方案的一系列活性极大的特种结构剂，满足不同应

用需求。（1）提出矿物基类胶凝材料设计原理；（2）创建矿物基

类胶凝材料体系；（3）发明矿物基类胶凝材料设计方法；（4）拓

宽矿物基类胶凝材料的应用领域；（5）发明多用途矿物基类胶凝

材料，拓宽矿物基类材料应用领域；（6）建立注浆设计理论模型，



制定工程应用技术标准；（7）发明矿物基类材料振动注浆新技术；

（8）开发自动反馈注浆的成套工艺流程。主要技术指标：（1）

针对不同的工业固废对象，研发不同种类的矿物基胶凝材料，能

够对 P、Pb、Ca2+、Mg2+、Cl-、SO42-等实现对症下药；（2）胶

凝材料掺入比（质量比）控制在 10%以内；（3）通过调整配方，

固化强度从 1MPa-30MPa 可控；（4）用于注浆加固的材料需要满

足漏斗黏度不小于 30s；（5）遇水不崩解，软化强度损失率小于

5%；（6）满足抗冻融、抗渗性、环保等方面的行业标准；（7）现

场实施研发自动化、智能化控制设备，运行人工降低 50%以上；

（8）建立示范工程，多渠道解决工业固废，不少于 3 种途径，

处理工业固废规模不小于 5000m³；（9）形成发明专利不少于 4

项、省级工法 1 项、建立行业标准 1 部。

技术成熟度等级：当前自评等级 8；实施预期等级 12。

预测研发总投入:20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从事矿物基胶凝材料相关研究，具有

先进的试验平台，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联系人：杨忠年

联系电话：15376729969



项目八：轮胎行业电磁加热硫化技术

企业名称：青岛茂元丰工贸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目前国内轮胎和橡胶制品企业在轮胎硫化过程中

使用的加热介质大部分为蒸汽，需配套蒸汽锅炉，缺点为污染大，

能耗高，效率低。在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下，部分企业开始采用

电阻加热方式，但电转换热能效率较低，约为 60~70%。而国外

轮胎巨头米其林、特瑞堡等企业早已开始了电磁加热技术在轮胎

制品方向的研究和应用。电磁加热比电加热拥有更节能更环保的

优点，电热转换效率可达 90％以上，并可实现快速升温及精确

控温的功能。所以，国内、外轮胎制品企业在加热硫化过程中，

仍有进一步节能减排的需求，市场应用前景广阔。现我公司在研

发过程中，技术方面碰到瓶颈，需要专业人士进行技术支持。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1.中低频或逆变技术，要实现低功

率、中低频快速加热及加热深度可调节的功能。本项目采用电磁

加热技术硫化大型轮胎和实心轮胎，加热面积大且时间长，要求

温控系统精确。现将加热体和模具设计为整体可移动式，从内至

外依次为模具、带感应线圈的加热内胆、保温隔热层、电磁屏蔽

层、外壳。硫化轮胎重量范围 12~600 公斤，橡胶密度 1200 kg/m3，

初始温度 105-110 摄氏度，目标温度 140-180 摄氏度，目标加热

速率为每分钟 0.75 摄氏度，从 0-180 度加热时间在 15-20 分钟

以内，精确控温正负 3 度，并自主开发程序和电控系统，以适应



轮胎制品行业的硫化工艺。

2.快速插拔的大功率、大电流航空插头。模具及外壳为可移

动式设计，硫化过程中，需要使用快速插拔插头以连接和断开电

源和感应线圈，每天插拔次数约 30 次，按每年生产 300 天。插

头设计插拔 5000 次，寿命在 180 天内安全无故障运行。

3.感应线圈安装设计及工艺。初始设计为模具安装在加热内

胆内部，由加热内胆将热量传递给模具，因此需在盆型内胆外部

布置感应线圈，并保证加热均匀性。内胆厚度 45mm，材质合金

钢 ZG42CrMo，温度均匀性要求为±3 摄氏度。感应加热线圈嵌入

内胆表面，模具更换过程中不应使各连线连接失效。且在轮胎生

产过程中，模具将受到 350-1000T 不等的压力和快速冲击，结构

力学需要稳定不变形，同时需设计更合理的感应线圈排列方式及

安装固定方式。

4.感应线屏蔽材料和保温材料。设计要求电磁只加热内胆，

不能加热外壳，防止电磁辐射，所以需为外壳设计合理的电磁屏

蔽层。同时论证不锈钢、铝板或更先进材质的可能性，确保安全

防护措施到位，并检测生产过程中的电磁辐射能量是否安全达

标，力争达到国际标准和水平。同时外壳与加热线圈间的隔热保

温材料，既要承受合模压力，又要隔热系数高，需专业厂家及专

业人士提供指导。

技术成熟度等级：当前自评等级 5；实施预期等级 10。



预测研发总投入:26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拟与高校联合研发，要求团队具有橡

胶轮胎硫化方面经验，具有电磁加热技术理论及实践经验。

联系人：逄金春

联系电话：18853283999



项目九：智源慧能云平台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企业名称：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能源动力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1.在传统的能源管理模式下，跑冒滴漏的能源浪

费现象严重，节能成本居高不下，能源的综合使用效率难以提升，

用能事故频发，不仅引发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还造成了人员生命

和财产的损失。2. 在“双碳”目标的明确要求下，探索能源管

理的智慧化升级，能耗数据上云，推进企业能源结构调整，已成

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要求。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1.建立基于特定能源种类的预警策

略技术，适用于水电气汽等 14 种能源介质，对能源故障及时发

出报警信号，避免用能事故的发生。

2.研发适用于多种能源介质的能耗在线监测技术，累计接入

30000+套智能设备，实现 5000+用户同时操作，满足对能源全流

程追溯的功能需求。

3.针对园区、工厂里的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问题，

研究精准的 VOCs 在线监测技术，同时将其云端数据与相关环保

系统实现互联，确保三废排放合法合规。

4.研发用能预测技术，保障 10+套能源管理子系统的并联运

行，通过对能源使用数据的采集、对比及整合分析，精准预测用

能趋势，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定制能源管理服务。在典型行业开

展验证，综合能效提升 5%以上，能源成本降低 10%，申请专利≥



3 项。

技术成熟度等级：当前自评等级 4；实施预期等级 12。

预测研发总投入:300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无

联系人：朱亮

联系电话：18822179050



项目十：污水非碳源依赖自养深度脱氮技术研究

企业名称：青岛西海岸新区公用集团水务公司

项目背景：1.传统污水深度脱氮工艺强烈依赖“外碳源投

加”，不仅存在“碳源穿透”风险，且运行成本高昂，建立非碳

源依赖的污水深度脱氮技术刻不容缓；解决传统污水深度脱氮技

术外碳源依赖性强、运行成本高、穿透风险高、剩余污泥产率高

的难题。2.通过开发硫自养深度脱氮滤池技术，实现非碳源依赖

的污水脱氮，形成低成本、无碳源穿透风险、高效率为目标的污

水深度脱氮滤池工艺。

所需技术需求简要描述：建立硫自养深度脱氮滤池中试，验

证非碳源依赖污水深度脱氮的效果，给定关键工艺参数、反硝化

负荷；开展复合功能性生物载体优化设计，要求活性高、运行稳

定、脱氮效果好、污泥产率低，结合载体电子供给速率、功能微

生物呼吸代谢特征、生长速率特性，给定基于脱氮效能的结构指

标、消耗特性、应用参数；研究滤池尺寸结构、滤层构成、载体

补料频率、反冲洗模式，优化硫自养深度脱氮滤池结构与运行参

数，实现污水非碳源依赖低成本高效深度脱氮。主要技术指标：

1）常规二级出水总氮指标达到准 IV 类出水水质时，实现零有机

碳源投加，运行成本较异养反硝化降低 40%以上；2）污泥产量

低，相比异养反硝化产泥量减少 50%以上；3）建立中试示范工

程，稳定运行不少于 100 天。



技术成熟度等级：当前自评等级 5；实施预期等级 8。

预测研发总投入:300 万

对技术提供方的要求:从事污水硫自养生物脱氮相关研究，

且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联系人：王胜渊

联系电话：15054291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