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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 

江苏省机械工程学会 

苏机协〔2019〕25 号 

 

关于表彰2019年度江苏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 

奖励项目的通报 

 

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充分调动和激发机械工业科技

人员的积极性，表彰在我省机械工业科技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江苏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评奖办法》的

规定，经江苏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共评定

2019 年度江苏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奖励项目共 122 项，其中，

一等奖 33 项、二等奖 46 项、三等奖 43 项，现将获奖名单予以

通报表彰。 

各获奖单位可本着调动积极性、激发创新精神的原则，根

据国家或地方有关规定，给予获奖项目研发人员相应奖励。希

望各获奖单位和研发人员再接再厉，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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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科技创新攻关力度，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为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装备制造强省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2019 年度江苏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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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江苏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获奖名单 
 

一等奖（33 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机器人控制的若干关键技

术及应用 

苏州科技大学、苏州富强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市大族机器人有限公司 

朱其新、覃  平、刘红俐、

张国平、谢  鸥、蒋全胜、

沈晔湖、牛福洲、牛雪梅、

尚  文、汪  鹏、陈健亨 

2 
悬浮型单体液压支柱关键

共性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徐州工程学院、徐州中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永佳液压设备有限

公司 

郭华锋、胡志强、于  萍、

陆兴华、赵恩兰、黄传辉、

何绍华、曹彦吉、王世勇、

夏晓雷、陈亚东、张  磊、

刘  磊 

3 
轮式起重机接力式单缸插

销伸缩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东  权、赵玉春、肖成林、

王晓辉、周化龙、向小强、

仲维超、李党伟、曹  戈、

许  尧、张玉玲、张玉凤 

4 

电动工具核心传动件近净

成形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 

南京工程学院、南京康尼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查光成、谢  斌、李振红、

赵  伟、王玉国、袁天宇、

孔凡新、王  瑶、郑  硕 

5 
特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核心

设备的研发及产业化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常州

博瑞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张  翔、李  钊、张辉亮、

白国兴、季  斌、杨懿功、

宋  戈、刘  亮、徐  敏、

项  硕、刘  磊、谢鸟龙、

王  超、恽强龙、钱  闯 

6 
工程机械整车热管理关键

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

司 

庄  超、苏俊收、周朋辉、

王明燕、魏哲雷、刘汉光、

石  峰、刘恩亮、许  鹏、

李  军、耿彦波、刘春蕾、

张战文、李  萌、王洪强 

7 

适应全地形复杂工况的铰

接式自卸车核心技术及应

用 

徐州徐工矿业机械有限公司、东南

大学 

张  宏、张建润、张杰山、

乔奎普、王道明、李柏松、

孙蓓蓓、姚锡江、卢  熹、

秦红义、杜晓飞、马玉敏、

傅琪迪、汤治明、罗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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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筒仓感知惰化测控系统研

发与应用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徐州中矿

奥特麦科技有限公司 

朱元彩、宋志军、吴兆立、

翟靖轩、刘天飞、刘燎原、

杨  东、张  进、安计勇、

陈  超、陈秀清、茅  磊、

袁  琳、李  转、刘彦丽 

9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主驱动

高性能变频器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港迪电气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张英明、郭宏浩、谢  鸣、

张  林、徐  峰、纪晓娟、

梅万永、肖  军、张  涛、

周  景、张连昊、姚  恒、

郭炳洋、张路赛、谭二慧 

10 
高效节能无菌吹灌旋智能

成套装备及产业化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科技大学 

褚兴安、袁明新、董海龙、

张国宏、王  琪、陈中云、

栾慰林、申  燚、杨亚军、

邹中全、江亚峰、陈治康、

蒋日东、姚  玲、徐海防 

11 
四桥 62 米混凝土泵车研发

及产业化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息树辛、亢晨钢、白建军、

田秋娟、孙晓太、张俊成、

王艳芬、吴士平、王俊兰、

庄维林、孙正先、肖长江、

刘书霞、许宏志、宋  超 

12 XR240E 旋挖钻机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孙  余、顾  波、刘  娜、

王海金、刘  军、刘志刚、

卢立建、何经纬、耿倩斌、

马  旭、刘  毅、郭焕焕、

闫志刚、孙培科、唐恒玉 

13 
液压挖掘机操作舒适性控

制技术研究及应用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宋之克、耿家文、刘立祥、

牛东东、王  禄、王绪通、

贾亚周、邢泽成、宋  吉、

范  鹏、魏红敏、金月锋、

王  青、卞清荣、吕传伟 

14 

基于长寿命工作装置的

XS263 单钢轮振动压路机

研发及产业化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机械分公司 

崔吉胜、林栋冰、朱冠亚、

夏磐夫、杨  洁、肖  洋、

苑俊奇、宁海莲、牛春亮、

李  想、崔玉艳、吴  闯、

朱洪睿 

15 
大马力除雪型平地机研发

及产业化 
徐州徐工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卢圣利、孟庆轩、李利军、

齐冬青、何  菊、卜莉莉、

段俊杰、卜令臣、高  原、

付  强、王  跃、高  琰、

魏  静、范  杨、闫鹏举 

16 

汽车轮毂单元智能化集成

与轻量化关键技术研发及

应用 

江苏昊鹏机械有限公司、南京工程

学院、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丁宏山、臧利国、汪善玲、

杨  敏、刘启蒙、尹荣栋、

谢继鹏、刘  建、陈博文、

蔡隆玉、严冬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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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可扩展交换网络负载均衡

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无锡华云数据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高  雅、吴  伟、王得燕、

高琪琪、王  欣、侯正昌、

陆秋俊、侯立功、肖  颖 

18 
往复弯曲高精度智能圆度

矫正关键技术与装备 

南通超力卷板机制造有限公司、燕

山大学 

赵非平、赵  军、李森林、

于高潮、唐子钦、熊晓燕、

张连洪、赵长财、周逢勇 

19 
智能电网用大截面铝合金

节能导线的开发与应用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新远东电缆有

限公司 

徐  静、夏霏霏、周  锋、

蒋  达、张孝雷、姚建华、

张志力、高  娜、李林森、

罗学禹 

20 
XG480D 地下连续墙液压抓

斗研发及产业化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孙  余、苏  伟、张宗阳、

董  梅、赵国臣、刘  硕、

罗  菊、唐恒玉、闫志刚、

刘丽娟、周  洁、朱海港、

张  伟、孟  新、徐长丽 

21 重载高寒型滑移装载机 徐州徐工特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李志刚、许  鹏、魏勋利、

颜  颖、苏俊收、朱右东、

陈立仁、晁  靖、王瑶瑶、

任佳璞、刘宇博、葛亚宁、

李红英、马广荣、牛双敏 

22 
“复兴号”时速 160 公里动

力集中电动车组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王  卫、姜艳林、岳文志、

贲晓东、徐  涛、刘文平、

胡晓春、刘云峰、杜彦品、

周正宇、贾贵敢、周剑峰、

高尔坚、朱  超、肖  露 

23 升降横移类智能停车设备 
江苏润邦智能车库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工程学院 

谢庆均、张  雨、史焕然、

张  弛、刘大海、王玉国、

刘一迪、万  其、丁时凯、

李  宁、邹建平、吴  聪、

林  欢、贺  磊、陈世明 

24 

新型高压力大口径节流截

止放空阀的研究及其产业

化 

宿迁学院、江苏苏盐阀门机械有限

公司 

徐青青、邵国友、赵海芳、

刘  莉、翟崇琳、韩正海、

韩雪萍 

25 XZ420E 水平定向钻机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吕伟祥、李  明、马  滔、

杨  明、徐  博、王  鹏、

郝  冲、曹  凤、王卿权、

呼  锋、方  李、潘金良、

徐武明、马云龙、徐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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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3 系列中型铣刨机研制及产

业化 
徐州徐工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沙洪伟、韩  松、周  兵、

韩  露、吴海涛、李海燕、

谢晓兵、左翠鹏、宋  瑾、

喻文清、孙瑞成、梁帮修、

朱洪睿、李超男、赵克亮 

27 
Y13-2000 吨镁合金自由锻

造生产线 

江苏省徐州锻压机床厂集团有限

公司 

程  玉、魏  湘、薛亮锋、

方  涛、马乔乔、汪怀伦、

秦  琰、闫蚌埠、王  枫 

28 
秸秆还田施肥播种复式作

业装备研发与应用 

连云港市农机试验推广站、淮海工

学院、连云港市元帝科技有限公

司、连云港市兴安机械有限公司 

崔小冬、陈书法、顾文威、

林祥飞、刘群松、刘  芹、

孙传东、倪相飞、路小波、

李  克、李宗岭、姜  娅、

李  哲、王琪玲、孙星钊 

29 

特高压直流电子式电流、电

压测量装置关键技术攻关

及应用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常州

博瑞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罗苏南、王  强、杨洪涛、

卢  为、张晓霞、王智勇、

翁凌云、廖益蓝、李  磊、

李夕晨、李  玲、李  钊、

陆凯雷、吴继平、黄莹瑛 

30 
特高压直流换流站同步调

相机运维关键技术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

公司、河海大学 

戴  锋、汤晓峥、陈  昊、

喻春雷、刘一丹、赵学华、

马宏忠、陈  韬、陈  轩、

谭风雷、王  抗、张祥虎 

31 
燃气计量表智能制造关键

工艺装备及系统 

中船重工鹏力（南京）智能装备系

统有限公司 

朱冬兰、黄  义、赵  星、

陈志来、郭火明、肖  楠、

王新祥、杨宏升、冯满丽、

张子健、曾  勇、朱志力、

马  成、寇明林、石  俊 

32 
膀胱容量压力测定诊疗系

统集成开发及产业化 

江苏海洋大学（原淮海工学院）、

江苏苏云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宋永献、励建安、龚成龙、

秦宏平、吴传秀、刘瑞明、

彭家启、郑智丹、张庆军、

毕训银、樊纪山、张先进 

33 
超高层建筑用垂吊敷设电

缆及产业化应用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徐  静、周  锋、刘  学、

邹鹏飞、陈  东、蒋  达、

张  右、路文贤、兰阳灿、

刘小九、丁  旋、余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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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46 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大型高端摊铺机施工性能全面提

升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

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道路机械分公司 

侯志强、胡传正、肖  刚、

魏  彬、冯  虎、刘会娟、

徐艳翠、王润泽、廖  昊、

童卫东 

2 
70T 以上起重机油缸制造关键特

殊工艺新突破及产业化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马  宝、韦金钰、于铁柱、

何  勇、叶海燕、刘  龙、

李福强、符  江 

3 
200-220 马力高原型平地机研发

及产业化 
徐州徐工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卢圣利、闫鹏举、焦玉元、

王  跃、范  杨、魏  静、

李松涛、戚洪强、刘正亮、

李楠国 

4 
洗扫车高压清洗及污水回收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程  磊、单  龙、温玉霜、

朱邦龙、顾晓彤、孙  进、

许海川、刘美荣、靳长伟、 

张广军 

5 
伸缩臂起重机超起定长张紧技术

研究与应用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丁宏刚、东  权、佟雪峰、

曹立峰、房  磊、付玉琴、

柴君飞、崔华鹏、齐行程、

秦小虎 

6 
 XCA1600 超大吨位起重机液压

缸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刘庆教、刘  朋、张虹源、

金全明、陈向兵、褚桂君、

郑圆圆、张靖靖、汤宝石 

7 
起重机、挖掘机高端多路阀量产

提升工程 
徐州阿马凯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景军清、徐  明、邵宗光、

荆兴亚、孙  坚、韩  宇、

李  飞、李银军、汤宝石 

8 海外新平台装载机研发及产业化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科技分公司 

沈  勇、郭文明、翟跟利、

王  壮、汪  辉、钟俊伟、

张建平、刘光录、谢朝阳、

于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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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00 吨级超大型液压挖掘机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 
徐州徐工矿业机械有限公司 

杨裕丰、王  勇、石立京、

刘永参、郭中华、姚锡涛、

李志鹏、王春磊、焦  青、

李高冲 

10  XS263JS 振动压路机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道路机械分公司 

崔吉胜、周保刚、亢  涛、

李  想、杨  锋、王  双、

孟  绪、宋晓瑞、张  帅、

林栋冰 

11 
道路施工设备辅助驾驶研发及其

产业化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道路机械分公司 

邵珠枫、卜宪森、高  亮、

薛力戈、何明虎、刘  静、

赵成龙、林栋冰、骆  城、

朱洪睿 

12 
适用于装配式建筑的塔式起重机

关键技术研究及典型产品研发 
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王建军、米成宏、衣  磊、

刘尊正、郑怀鹏、李玉杰、

王科伟、史先岗、陈冬冬、

王成运 

13 
盘式制动器检测流水线试验台研

制 

江苏恒力制动器制造有限公

司、靖江市恒大汽车部件制造

有限公司 

黄  俊、徐  宇、徐旗钊、

陈  林、乔冠朋、胡正林、

张志江、徐剑峰、孙横伟、

黄国强 

14 
高速铁路 CRH3 型动车组运维仿

真实训系统研制及应用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动车段、上海凯延计算机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顾小山、朱  骏、黄天子、

金  磊、潘  超、陈美平、

房苗雷、张  宏、苗  雨、

汪中飞 

15 
集装箱式逆变器站（DC 1500V 

5.1MVA AC STATION） 

南通中集特种物流装备发展有

限公司 

滕志斌、王扣建、陈旭日、

鲁统文、黄志勇、许  伟、

耿子柔、赵金洋、王爱军、

黄红珍 

16 
FY-FHDJX-300 复合电极式旋流

除尘除雾装置 

江苏峰业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朱军武、许  武、王文选、

华攀龙、蒋  峰、杨庆忠、

吴立新、石菊芳 

17 低损耗通信软电缆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邹鹏飞、王  亮、徐  静、

刘  学、田崇军、姜海涛、

杨尚荣、王东元、蒋文龙、

潘静静 

18 
高密度组件微纳电子组装技术及

应用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

四研究所 

王亚松、邝小乐、聂要要、

杨  帆、许红祥、陈文俊、

张海兵、周永春、周慧敏、

刘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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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V7 一代系列车载式混凝土泵车

研发及产业化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章  跃、沈千里、孙  风、

孙远洋、王洪玉、郭艳萍、

吴士平、宋文鹏、苏艳玲、

李明明 

20 

YJ200A/YJ250A/YJ275A/YJ320A 

带门驱移位保护动作功能的蜗轮

副曳引机 

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曹建文、张  鹤、房文娜、

周  卫、曹  宇、周振华、

邵  锋、陈兆琦、陶晓飞、

王晓燕 

21 
新一代环保型垃圾焚烧锅炉的研

发与应用 
南通万达锅炉有限公司 

袁  克、陈  俊、姜广聪、

朱  霞、李光耀、蔡宏伟、

任建华、徐荻萍、虞国锋、

张迎春 

22 
大型火电厂厂级负荷优化控制关

键技术及应用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南京南瑞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李  兵、牛洪海、蔡金华、

吴  波、陈  俊、蔡  丹、

徐卫峰、王文龙、高  元、

文  沛 

23 
抑尘车水雾抑尘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程  磊、单  龙、温玉霜、

刘  正、许海川、张  凯、

黄建华、朱邦龙、孟祥伟、

刘兴忠 

24 
流动式起重机北美法规标准研究

及应用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胡海鹏、宋  斌、朱天罡、

王东华、刘玉娟、毛  琦、

张  艳、杨力超、陈雷彬、

张连第 

25 
基于可空运叉装机技术研究及产

品开发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科技分公司 

王  壮、张云雷、翟跟利、

王晓明、刘保金、曹  霞、

郭方圣、邱楚然、张寅寅、

张  静 

26 KZFM 矿用自复式防爆门 扬州市江隆矿业设备有限公司 
陈  伟、何  军、朱兴龙、

朱建国、李东隅 

27 
 大功率可调桨推进系统关键技

术 
南京高精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陈宝嘉、钱朋春、史东伟、

谢堂海、王赛华、吉青山、

高敬一、张  磊、陈代明、

朱  健 

28 XTR4/230 悬臂式隧道掘进机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 

刘玉涛、曹  强、彭秀芹、

权金龙、徐  博、杨福亮、

郭焕焕、朱彦秋、吕海龙、

张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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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3-49 吨挖掘机可靠性平台技术

研究及应用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宋之克、耿家文、董步军、

方荣超、孙忠永、董玉忠、

汤中连、张朝阳、刘成亮、

吴香君 

30 
基于高效率及安全性的随车起重

机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陈志伟、商晓恒、陈宝凤、

肖彦峰、蔡  力、王  舒、

林小波、余  旋、连关领、

肖  云 

31 
单发技术及在系列大型轮式起重

机上的应用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吴高腾、东  权、董玉光、

李金玺、李长青、王正达、

赵  欢、王  涛、张连第、

任印美 

32 
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车辆

研制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梁汝军、丁朝奉、王春萌、

汤志勇、周章海、龚继如、

徐红星、梁矩星、林维仁、

张军贤 

33 
轨道交通车辆高精度空间测量技

术研究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敖  平、梁雯雯、王小杰、

杨晓云、周禄军、李东风、

张煜超、刘  艳、王燕生、

王国平 

34 
煤矿井下用开槽装备的研制及其

产业化 

徐州工程学院、徐州和润起重

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孙  涛、李和勤、秦录芳、

石荣玲、马西良、蔺超文、 

刘成强、刘  磊、陈  跃、

姜德晶 

35 二氧化碳热泵热水机组 江苏苏净集团有限公司 
熊  丹、汤晓亮、尤  军、

宋晓飞、康  强、潘  浩 

36 XSL260 水井钻机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 

常仁齐、刘  顺、胡永杰、

孙保光、段玉虎、杨明庆、

王科委、王  杰、张泉波、

保红兵 

37 
集装箱正面吊电驱动关键技术研

发与应用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丁宏刚、张付义、叶海翔、

张  程、郭志臣、杨  艳、

龚  彭、段月磊、冯海飞、

张艳伟 

38 
300 级超大型液压挖掘机“四轮

一带”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徐州徐工矿业机械有限公司 

丁跃进、渠立红、焦  青、

崔慕春、王冉冉、吴庆礼、

刘永参、王  勇、张亚雄、

姚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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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XMR403VO 振动振荡压路机研

发及产业化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道路机械分公司 

张  静、李韵玮、王翠艳、

胡恒强、朱洪睿、史  勇、

李  昊 

40 
CLSX 型-鼓风（压缩）机用整体

式高速齿轮箱 

南京创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黄海学院 

费秀国、柳  伟、肖茂华、

刘纪新、于建顺 

41 
额定电压 0.6/1kV 及以下欧标潜

水泵用软电缆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周  斌、胡清平、陈兴武、

于印哲、赵春丽、丁红梅 

42 
机械压力机用凸轮控制器（JB/T 

12090-2014）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无

锡振华机器厂、扬州锻压机床

有限公司 

饶成明、王  骏、杜伟略、

蒋兆军、曹建峰、朱新武、

马立强、陈玉平、张为堂、

张志平 

43 二合一型 LNG 装卸撬 江苏长隆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冯是公、秦栋成、孟  军、

王  敏、顾  宇、权小军、

冷启远、朱福生 

44 
基于陶瓷合金层强化技术的船舶

发动机气缸套研发与产业化 

江苏华晨气缸套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朗仕億等离子体制造

科技有限公司 

王明泉、高金刚、戚娟娟、

曾惠敏、朱晓东 

45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螺栓联结状态

检测及带电紧固装置的研制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

分公司 

陈  昊、黄祖荣、唐  毅、

吴晋波、沈  鑫、黄  冰、

陈玮光、吴晓辰、朱  超、

谭风雷 

46 
高强复合防火防腐环氧树脂电缆

桥架 
江苏鼎荣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黄荣年、李胜利、黄贤锋、

黄文颖、王晓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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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43 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工程铣削破碎关键技术研

究及产业化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

司、徐州徐工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赵  斌、蹤雪梅、何  冰、

康凯旋、王树景 

2 矿区物流装备及其系统 
南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吕国权、范  凯、张瑞清、

徐玉琪、张晓沛 

3 
8MW 海上风电用关键零部

件(中压耐扭电缆）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王  亮、王东元、杨尚荣、

田崇军、邹鹏飞 

4 
智能化垃圾中转站关键技

术研究及应用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程  磊、单  龙、孙  进、

赵宗宗、闫士帅 

5 

欧洲高端市场 XCA60_E 全

地面起重机关键技术研发

及应用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丁宏刚、李雪峰、马  飞、

曹立峰、李  丽 

6 

百吨级轮胎式搬运机核心

技术研究及成套化设备研

发 

徐州徐工铁路装备有限公司  
岳泰宇、张  强、贾体锋、

冯艳秋、李  洋 

7 
港口机械系列液压缸关键

技术及应用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刘庆教、刘  朋、郑圆圆、

刘  丽、张记超 

8 
XMR153S 高频振动压路机

研发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机械分公司 

郑兆华、张  静、王翠艳、

韩晨起、朱  海 

9 

高层建筑用消防车多级水

管及油缸轻量化技术研究

与产业化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徐州徐工

液压件有限公司 
吴振芳、刘明明 

10 宁高城际车辆研制及试验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肖  飞、张  潜、李  明、

徐红星、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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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MED6.7-W/P/低压二氧化

碳灭火设备 
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王以丹、董加强、弋建州、

姚效刚、杨慧红 

12 
配网串补关键设备研制及

工程应用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南京

南瑞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常州

博瑞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周启文、袁江伟、王德昌、

方太勋、骆汉丰 

13 
XTR7/260 悬臂式隧道掘进

机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宋  雨、温建波、张  楠、

朱军帅、郭连丰 

14 
轮挖多工况作业安全控制

技术研究与应用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宋之克、李  耀、张东杰、

刘刚强、郭  乐 

15 
压缩车智能控制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程  磊、单  龙、孔德军、

孙国保、许海川 

16 

XZJ5160TSLD5 、

XZJ5080TSLB5 湿式扫路

车关键技术及应用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程  磊、单  龙、温玉霜、

顾晓彤、刘宏超 

17 
轻型隧道应急救援装备关

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魏玉宏、陈志伟、孟  雷、

李媛媛、仇晓明 

18 
工程机械再制造逆向物流

技术集成研究与应用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

司、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蹤雪梅、王光存、李  稳、

何  冰、陈善功 

19 RP403型沥青混凝土摊铺机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机械分公司 

冯  虎、李相锋、李平平、

井  然、张同威 

20 
DPC1-125 型开式单点伺服

压力机 

江苏省徐州锻压机床厂集团有限

公司 

秦  剑、荣  璐、魏国勇、

梁化春、李  彬 

21 
GTW10/GTW10M/GTW10L

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 
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房文娜、曹  宇、周振华、

邵  锋、周  蓉 

22 
大型机电设备通用伺服控

制平台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四

研究所 

陈  威、陶春荣、张  伟、

杜仁慧、施永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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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际焊接体系构建及关键

结构件可靠性提升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贾华东、董新炜、程  浩、

宗世凯、胡韶山 

24 XZ1350 水平定向钻机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吕伟祥、张  力、张永华、

卢金龙、郭  杨 

25 
装配式桥梁节段拼装技术

工法研究与设备研发 
徐州徐工铁路装备有限公司  

岳泰宇、张  强、贾体锋、

宋  健、王世田 

26 
基于森林原木集材技术研

究及产品研发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分公司 

郭军胜、钟俊伟、张爱霞、

曹  霞、马士斌 

27 RP453L 摊铺机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机械分公司 

李亮荣、马  冰、朱信强、

陈庆芳、吴淑莹 

28 
塔式起重机智能控制技术

研究及其产业化 
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王建军、米成宏、衣  磊、

刘尊正、郭  鹏 

29 

轨道车辆不锈钢车体新技

术应用与车辆耐蚀性模拟

仿真工艺研究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火巧英、金文涛、赵云峰、

戴忠晨、云中煌 

30 

“JB/T 11936-2014 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成套设备技术

规范”行业标准的研制和推

广应用 

布勒（常州）机械有限公司、江苏

牧羊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市太湖粮

机有限公司 

史玉萍、王渊明、虞国忠、

王  东、孙旭清 

31 
全自动复合软管制管机的

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南通市通州区三槐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南通职业大学、南京科技职

业学院 

徐惠朝、肖红升、周小青、

李  剑、陶俊龙 

32 
额定电压 1.8/3kV 及以下风

电用变频软电缆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王  亮、杨尚荣、邹鹏飞、

王东元、高嘉露 

33 
高可靠性公路、工程多级自

卸汽车液压缸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刘庆教、张  强、杨旭伟、

赵  龙、褚金虎 

34 
XD83/103 双钢轮振动压路

机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机械分公司 

崔吉胜、刘冬冬、段吉轮、

李书宇、曹占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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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RP603型沥青混凝土摊铺机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机械分公司 

李相锋、杨军民、张同威、

马  冰、李亮荣 

36 
高速铁路紧急救援轨道车

（ERB）研制 
江苏今创车辆有限公司 

王洪斌、缪燕瑾、何  斌、

吴佳俊、郑  浩 

37 钛钢复合板乙酸精馏塔 
淮阴工学院、江苏科圣化工机械有

限公司 

冯清付、江振飞、李伯奎、

王在良、齐  正 

38 
航空航天线缆产品及组件

研发与产业化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杨泽元、唐爱华、刘彦军、

王  昊、杨  辉 

39 

基于电比例技术的压路机

实时防打滑控制系统研究

及应用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机械分公司 

肖  洋、吴  闯、林栋冰、

唐效贵、杨  洁 

40 高性能交流伺服驱动器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四

研究所 

杜仁慧、陶春荣、陈  威、

张  伟、陈小军 

41 超临界锻钢孔板憋压阀 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孟新凌、朱东升、朱洪根、

尤广泉、孙  强 

42 
额定电压3.6/6kV～12/20kV

岸电系统用卷筒电缆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赵春丽、胡清平、陈兴武、

孙前程、刘  丽 

43 超超临界主蒸汽暖管闸阀 南通市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孟新凌、朱东升、朱洪根、

孙  强、衡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