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项目一等奖评审通过目录

（按笔画排序）

序号 获奖名称 申报单位 获奖等级

1 大型乙烯装置乙烯制冷压缩机组研制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2 大型永磁驱动带式输送高端装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3
大型复杂非常规致密气藏定量评价与有效开发关键技术
及工业化应用 北京石大油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一等奖

4 马铃薯产后减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一等奖

5 犬瘟热和细小病毒病的病原学与防控技术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一等奖

6 中低渗复杂断块油藏非均质动态描述及精细调整技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冀东油田分公司 一等奖

7 水煤浆水冷壁废锅气化炉 清华大学 一等奖

8 电力物联网智能台区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 中电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9
电子工业纳米级精密制造的结构微振动控制技术研究与
应用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一等奖

10
生物可溶─分布成型─表面改性一体化高性能超细玻璃纤
维关键技术应用研究及技术推广 重庆文理学院 一等奖

11 乐凯数字医用成像系统技术产业化 乐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12 有机溶剂超深度脱水分子筛膜和成套装备 宁波大学 一等奖

13 网架式载重免充气空心轮胎关键技术及应用 江苏江昕轮胎有限公司 一等奖

14 宇航集成电路抗辐射加固设计技术与应用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一等奖

15 两型通用化挂架技术成果产业化 成都三航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16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一等奖

17 低排放高活性复合钎料创制及应用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一等奖

18 金属材料轧制过程智能检测与精准控制关键技术应用 北京科技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等奖

19 空间大功率滚动电旋转传输装置 中船九江精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20 城市污水厂污泥高级厌氧消化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



21
核电厂数字化反应堆保护系统及软件可靠性测试与评估
体系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奖

22 核电站严重事故预防及应对措施及装备的研发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奖

23 铁路接触网供电及检修作业安全监测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西安理工大学 南京盾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24
特种钢绿色高效冶炼用优质环保无铬新材料开发与产业
化应用 中钢洛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25 航天大型复杂结构件特种成套制造装备及工艺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 一等奖

26 航空结构件数字化工艺集成解决方案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27 高产优质广适大豆新品种齐黄 34 的推广应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一等奖

28 高效节能 8 挡自动变速器研发及产业化 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29
高等级公路路面凝冰预警及主动融冰雪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局 一等奖

30 高温碳基复合刹车材料产业化应用推广 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31
高镁锂比盐湖卤水中锂硼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分离的科
学基础及关键技术与产业化示范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一等奖

32 高端精密金属增材制造项目 鑫精合激光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一等奖

33
基于大数据和智能控制技术的火电机组 AGC 调节优化设
计和工程应用 国电内蒙古东胜热电有限公司 一等奖

34 基于国产密码算法的数据加密系统产业化项目 北京数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一等奖

35
基于界面调控和粒径优化的固液体系分散稳定关键技术
及应用 南京师范大学 一等奖

36
基于高分辨率编码板成像的放射性物质探测定位技术及
其产业化应用 北京永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一等奖

37 彩虹四无人机应用与产业化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一等奖

38 综采成套装备全工况运行感知与智能化测试实验系统 山东科技大学 一等奖

39
超高镁锂比盐湖卤水吸附-膜分离耦合提锂技术的开发及产
业化 青海盐湖佛照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40 智能交互式航海综合仿真系统及其开发平台 大连海事大学 一等奖

41 微颗粒捕获装置及利用微颗粒的加工技术 宁波工程学院 一等奖

42 新一代交流传动快速客运电力机车研究与应用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一等奖

43 新型贝氏体钢轨及道岔部件开发与应用 北京特冶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第十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项目二等奖评审通过目录

（按笔画排序）

序号 获奖名称 申报单位 获奖等级

1 “华龙一号”钢衬里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 二等奖

2
20000TEU 超大型集装箱船快速建造核心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二等奖

3 2BMYFQ 系列多谷物气吸式精量播种机研发与产业化 山东大华机械有限公司 二等奖

4 5G 基站用快速安装电连接器及组件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华旃航天电器有限公司 二等奖

5 CZ 系列高端数控旋压装备研制与应用 四川航天长征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二等奖

6 HLS10 系列之智慧物流智能型搬运机器人 上海浩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7
HuaYangFNZC-IIIG 型高强高速聚酯长丝纺粘针刺油毡
胎基成套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大连华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8
IDO1 及其同工酶抑制剂筛选平台创建及 IDO1/TDO 双靶
点抑制剂研制 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二等奖

9 In-cell 触控面板抗干扰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0 一次性支气管内窥镜 南雅富林医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二等奖

11 一种特殊结构设计的芳纶复合防弹头盔及其成型方法 北京普凡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2 一株氧化葡萄糖酸杆菌及其在发酵产 VC 前体中的应用 山东鲁维制药有限公司 二等奖

13 力凯数控多线切割设备项目 烟台力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4 三基色 LD 激光显示的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杭州中科极光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5 大规模太阳能热发电中高温蓄热技术开发与工程化应用 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二等奖

16
大型工程装备用 1000MPa 级以上超高强钢板的研发及产
业化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7 大型火力发电机组一次调频动态协同控制技术的应用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18 大型地下水电站混凝土高效施工技术成果推广应用 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奖

19 大型沸腾氯化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大型液化烃覆土式储罐设计与建造关键技术 武汉一冶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21 上海八号线 3 期 APM 系统 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二等奖

22 天地一体 精准搜救项目 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23 天宫二号在轨维修用不脱出紧固装置研制 东方蓝天钛金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24 无砟轨道组合式轨排法施工技术及装备研究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25 无源无线应变检测关键技术及在结构应变监测中的应用 同济大学 二等奖

26 五暖趋零排放设备 启明星宇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27 太阳能熔盐材料及技术推广和工程化应用 青海爱能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28 巨型水电厂运维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小湾水电厂 二等奖

29 中药大品种血府逐瘀胶囊二次开发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二等奖

30 水冷式中风压快速凿岩机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 二等奖

31 长江中下游滩槽调控机制及岸滩生态控导理论与实践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二等奖

32 长安乘用车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33
介质阻挡放电诱导无极紫外辐射协同净化异味废气的应
用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二等奖

34 分布智能图像火灾探测新技术及其应用 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二等奖

35 双成像距离汽车风挡型 AR-HUD 航空工业光电所 二等奖

36 双金属复合管 西安向阳航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37 正泰 epower 智慧光储云平台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二等奖

38 去细胞同种异体神经修复材料-神桥的研发与临床应用 中山大学 二等奖

39 可见光催化长效抗菌装饰板制造工艺及技术 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料研究院 二等奖

40 可降解生态塑料的研制开发与推广应用 山东天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41 石墨烯基长时高效防毒防菌滤材研究 东南大学 二等奖

42 电子废弃物绿色循环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二等奖

43 电化学方法合成 DL-巯基丁氨酸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九江中星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二等奖



44 电石炉尾气高值化综合利用技术及产业化 新疆天智辰业化工有限公司 二等奖

45 电站高温承压管道安全运行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吉林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46
田湾核电站长周期换料技术与高性能燃料组件国产化加
工技术研究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二等奖

47 加由吧油气智能运营平台 中东石化有限公司 二等奖

48 边云协同的能源开采智能决策关键技术及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二等奖

49 地下铁矿山低贫损绿色开采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辽宁科技大学 二等奖

50 地下掘进工程泥浆立体空间集成净化技术与装备 三川德青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二等奖

51 机载全息波导平视显示技术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二等奖

52 过江通道工程“BIM+物联网”建设管理平台研发与应用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二等奖

53 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床成矿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二等奖

54 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上海集熠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55 有机高效功能型水溶肥料创制与产业化应用 菏泽市农业科学院 二等奖

56 轨道交通供电智能运维平台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供电分公司 二等奖

57 轨道交通混凝土预制构件智能工厂 北京好运达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58 优质高效芦花黑羽绿壳蛋鸡选育 济宁熙乐经典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59 自主 100%非独立轮低地板转向架研发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二等奖

60 血液病精准诊断技术 济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二等奖

61 全谷物糙米健康食品创制技术 黑龙江省五常金禾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62 全国地理国情普查与监测质量控制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二等奖

63 合民 CEM 生物科技 深圳合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64 多工况大兆瓦级别风电机组用变流器的研发及产业化 天津瑞能电气有限公司 二等奖

65 军队网络协同医疗服务平台 天津市百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66 军用被装保暖材料技术研发 江苏康大无纺有限公司 二等奖



67 农田残膜污染治理机械装备的研制与应用 克拉玛依五五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68 设施草莓“减耗增效”综合栽培技术研究与应用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二等奖

69
抗耐药性药物比阿培南新制备体系的关键技术开发与产
业化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70 低缺陷高效率多晶硅生长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 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71 冶金粉尘资源化清洁再利用集成技术示范及产业化应用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72 尾缘回流低氮燃气燃烧器研制及推广应用 北京航天石化技术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奖

73 阻燃新材料及精细化工品的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山东道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74 纳米纤维复合材料的开发应用 石家庄辰泰滤纸有限公司 二等奖

75 垃圾填埋场污染系统防控与强化修复关键技术及应用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二等奖

76 转炉熔渣气化脱磷后循环利用新工艺 华北理工大学 二等奖

77 轮毂及制动鼓总成装配线项目 大连康展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奖

78 软组织填充高端生物医用材料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研究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79
非常规油气高效开发纳米复合减阻剂的研究与工业化应
用 长江大学 二等奖

80
具有抗水防霉等特殊功能的高效空气过滤膜生产线建设
项目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81 国产自主高分遥感处理系统研制和应用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82 金格电子契约服务平台 江西金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83 废旧印刷电路板资源化处理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节能（汕头）再生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84 油菜分段联合收获技术与装备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二等奖

85 定向钻进高精度中靶系统研究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二等奖

86 陕鼓分布式能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87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二等奖

88 城市敏感环境轨道交通智慧建设安全监控平台及装备 浙大城市学院 二等奖

89 城镇供水管道冰浆清洗技术研究及设备开发 苏州吴中供水有限公司 二等奖



90 面向海事应用的直升机机载搜救任务系统 上海埃威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二等奖

91
面向新能源消纳的风光水火联合运行控制关键技术及工
程应用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二等奖

92 钢铁行业烟气超低排放治理技术体系及应用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二等奖

93 科惠网“互联网+技术转移”平台建设与运营推广 湖北技术交易所 二等奖

94 复杂动态环境下分布式智能终端安防关键技术及应用 苏州市职业大学计算机工程学院 二等奖

95 复杂铅锌硫化矿高效节水节能选矿新技术研发及应用 西部矿业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二等奖

96 珠光颜料（材料）创制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 瑞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97 热带草原气候下沥青混凝土应用技术研究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等奖

98 核电站应急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二等奖

99 铁水涌动式扒渣关键技术开发及系统集成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00 铁路基础设施云平台 中铁信弘远（北京）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101
特厚板坯（420mm）及特厚钢板（≥100mm）制造技术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102 航天炉褐煤清洁高效转化技术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03 高可信联邦智能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科技处 二等奖

104 高压超声小分子化中药茶汤制剂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北京颐济堂中医药研究院 二等奖

105 高产优质广适粳稻品种淮稻 5 号的选育与应用 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业科学研究所 二等奖

106 高韧超薄沥青磨耗层技术体系 华南理工大学 二等奖

107
高性能多通道精准盆底肌电信息采集诊疗技术开发及应
用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08 高品质钒氮合金高效制备工艺及装备技术开发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09
高原地区典型建设工程检测监测技术集成应用研究与示
范 重庆大学 二等奖

110 高寒牧区娟姗牛杂交改良甘南牦牛试验研究及应用 甘南州畜牧工作站 二等奖

111 海陆卫星通信网宽带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南京凯瑞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12 流域水电全生命周期数字管理平台研究与应用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二等奖



113 宽温区温度环境模拟及胀板热沉研制技术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 二等奖

114 能源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二等奖

115 基于人工智能的输电通道隐患主动识别和预警系统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16 基于无线传感网的桥隧结构智能监测系统 北京源清慧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17 基于拥堵源头快速发现的道路交通缓堵关键技术及应用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18
基于视频特征指纹保护技术的影视作品全媒体推广平台
研发与应用 北京华录新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119 基于密码技术的高安全性自主可控集群存储系统 慧镕电子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20 基于跨模态协同学习的虚实融合视频内容生成技术 北京影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21 基于静电除尘技术的空气净化设备研制 北京东方计量测试研究所 二等奖

122 铬废弃物为原料的陶瓷色料技术及应用 长沙理工大学 二等奖

123 船舶高效化焊接成果转化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二等奖

124 毫米波磁控管阴极制造工艺优化 甘肃虹光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125 液态熔渣离心粒化和余热高效回收技术 热流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二等奖

126 维生素 B3 绿色生物制造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山东昆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
南大学 二等奖

127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长春市万易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28 绿色环保多元复合稀土钨电极 北矿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29 超大跨度公路隧道绿色建造关键技术研究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二等奖

130 超静音高效直驱永磁电动机关键部件及技术 湖南航天磁电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131
棉花黄萎病生防制剂筛选鉴定及微生物肥料研制技术集
成与应用 新疆伊润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32
棉麻毛纺织纤维及制品中关键指标检测与有害因子风控
技术研究应用 天津市半导体技术研究所 二等奖

133 嵌入式连续支承轨道系统成套技术及应用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34 智能一体化测试平台 厦门至恒融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135 智能化种子干燥及精细化选别装备技术推广与应用 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36 智能化超高层建筑结构施工装备集成平台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137 智能终端非导电多彩薄膜 河南镀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38 稀土永磁二次资源绿色再生新技术及产业化 北京工业大学 二等奖

139 集成型超高时空分辨率显示控制器的研发及产业化 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二等奖

140 储能发展与商业模式综合决策支持系统研发与应用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141 循环肿瘤细胞检测鉴定关键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应用 山东省药物研究院 二等奖

142 强交互六自由度虚拟现实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北京凌宇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43 楸树良种选育与定向培育集成创新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二等奖

144
输电线路通道隐患分析识别和巡视装置关键技术研发及
产业化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45
输电线路移动式无人机智能巡检成套装备及配套系统研
发与应用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146 鲍利葛特种肥料关键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项目 广东瑞丰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47 新型功能化聚氨酯弹性体的可控制备及产业化 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48
新型生物相容性高效吸附材料制备技术及其在血液净化
中的应用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149 新型壳聚糖基抑菌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应用 江西豫章药业有限公司 二等奖

150 新型超分子智能响应发光材料及防伪应用关键技术 北京师范大学 二等奖

151 新能源电站基于一次调频控制系统产品成果转化 北京鸿普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152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箱体用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 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

153 数字化分布式随位重组调姿定位系统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154 溴芬酸钠滴眼液的研究与开发 山东省药学科学院 二等奖

155 颗粒物扬尘收集分离过滤技术及其配套智能集成系统 北京中科健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56 稳定化全麦粉及全麦挂面加工技术与产业化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湖南裕湘食品限公司 二等奖

157 精密电子微点焊机自动焊接平台 北京瑞城联众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58 察哈尔羊新品种培育与推广利用 内蒙古锡盟畜牧工作站 二等奖

159 噬血细胞综合征快速诊断和挽救治疗技术的建立和应用 北京市临床医学研究所 二等奖

160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规模化生产和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161 镧系稀土低软化点光学玻璃产业化技术研究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第十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项目优秀奖评审通过目录

（按笔画排序）

序号 获奖名称 获奖名称 获奖名称

1 “互联网+”区域创新资源共享平台 内蒙古协创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优秀奖

2 “多规合一”空间信息管理平台 山东中基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3 5G 通信用射频功率负载衰减器产业化 陕西华经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4 CZY1-1 型海洋监测站自动监测系统的技术研究及其

业务化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优秀奖

5 EQC6330 全断面掘进机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6 GPComplex 甘草多糖 康奇（天津）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7 ITER 超导导体缩径成型机 宜春市龙腾机械电气有限公司 优秀奖

8 PERC 工艺升级关键技术与激光掺杂选择性发射极工

艺开发
黄河水电西宁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优秀奖

9 SHEP 水环境长效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开发及应用 上海山恒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10 一种安全链测试设备 辽宁海澜沣沅新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奖

11 一种特殊结构设计的芳纶复合防弹头盔及其成型方法 北京普凡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12 广义物联网监测一体化开关柜数字化关键技术及应用

闽江学院

厦门明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福建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 网 福 建 省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检 修 分 公 司

国 网 福 建 省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福 州 供 电 公 司

厦门理工学院

优秀奖

13 卫生材料用新型 3D 立体热风无纺布面料 上海丰格无纺布有限公司 优秀奖

14 天气现象视频智能观测仪 湖南省气象台 优秀奖

15 无人机集群灾情地理信息获取关键技术及重大应用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技术服务中心 优秀奖

16 无线微波消解仪温场校准装置 北京林电伟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奖

17 中小水电智能管理服务云平台 湖南江河机电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18 甲烷氯化物绿色生产工艺的开发与应用 江西理文化工有限公司 优秀奖

19 电工电气 126kV/63kA 试验系统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 优秀奖

20 生物氧化氰化浸渣的资源化技术研究和应用 江西一元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优秀奖

21 白芷、独活规范化生产关键技术集成示范与应用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优秀奖

22 兰炭尾气余热回收利用成套装置关键技术与应用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23 宁波汽车零部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宁波分院 优秀奖

24 民用燃煤清洁取暖关键技术 兖矿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25 协同创新资源共享平台 八戒大数据河南有限公司 优秀奖

26 有机废弃物低能耗超低氮焚烧处理成套技术与产业

化应用
亚德（上海）环保系统有限公司 优秀奖

27 列车先进管理工具项目 申通庞巴迪（上海）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公

司
优秀奖

28 轨道车辆转向架关键部件性能检测技术及应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优秀奖

29 轨道交通三维车站与应急演练虚拟仿真系统 浙江中控科教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优秀奖

30 光纤光栅结构应变监测系统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
优秀奖

31 伪狂犬病病毒 LA-A 株、悬浮培养工艺及免疫佐剂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免疫工程研究所 优秀奖

32 创新创业服务云平台 政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33 多材料混合车身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应用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优秀奖

34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本体熔接技术应用与产业化 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奖

35 江苏夏玉米抗逆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优化应用 淮安飞龙农业科技发展公司 优秀奖

36 赤泥大规模产业化工程利用 山东海逸生态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优秀奖

37 体外血浆脂类吸附过滤器项目 上海江夏血液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奖

38 沥青路面就地循环加热及拌和再生施工技术推广应用 吉林省嘉鹏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39 青海省农村信息化综合服务关键技术创新与服务体

系建设
青海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优秀奖

40 拉锁式建筑墙板技术研发与应用 内蒙古拉锁式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41 矿用湿式除尘风机 江西安源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优秀奖

42 制备皮肤组织细胞聚合物修复凹陷疤痕 永嘉县金西疤痕整复技术研究所 优秀奖

43 牦牛曲拉高值化利用关键工程化集成创新技术研究

与产业化应用
甘肃普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44 金属管道相控阵超声检测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45 废硫酸裂解再生成套技术及装备的开发与工业应用 中石化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46 细颗粒物团聚强化除尘超低排放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 武汉天空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47 城市轨道交通关键设备检测技术与评价体系的研究 交科院检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优秀奖

48 城镇供水管道冰浆清洗技术研究及设备开发 苏州吴中供水有限公司 优秀奖

49 泵前网式过滤器 新疆石达赛特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50 面向生产线的全方位移动助力机器人控制系统及应用 天津南开大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51 钢化玻璃餐具 淄博博山孟友钢化玻璃制品厂 优秀奖

52 科百特（Cobetter）非对称聚醚砜自动止液膜（Airstop

Membrane）在医疗行业的应用
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优秀奖

53 科博安全隔离与数据单向传输系统 中铁信安（北京）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奖

54 促进新能源消纳的功率预测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沈阳工程学院 优秀奖

55 冠状动脉 CTA 智能诊断系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优秀奖

56 盐酸奥普力农原料药及其注射剂的产业化 河北宇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57 核电 500t 级发电机定子异轨行车抬吊技术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58 核军工行业基于三维 GIS 岩土工程综合管理服务系统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优秀奖

59 高层钢结构住宅施工技术 中铁城建集团南昌建设有限公

司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60 高性能金刚石锯片基体减振降噪关键技术与应用 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61 高浓度有机污水处理用高活性臭氧催化剂 萍乡煤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62 高盐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关键技术与装备 山东天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63 高速公路小净距隧道安全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64 高寒阴湿地区早熟玉米新杂交种选育 临夏回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优秀奖



65 海港自动跟踪移动无尘环保漏斗卸料系统 南京钜力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66 接触网智能化检测检修系统（TGGT-CIP-3） 北京天格高通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67 基于三维 GIS 和物联网技术的智慧林业防火监控预警

决策系统
山东正元航空遥感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奖

68 基于低功耗人工智能芯片的变电站安监系统研发及应

用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69 常规在役亚临界机组提效升级改造技术研究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70 移动物联网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 江西八戒创新资源有限公司 优秀奖

71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24 小时自助领证机 江西科泰华软件有限公司 优秀奖

72 密集管排服役缺陷超声波检测关键技术及应用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73 智能配变终端研发项目 南京大全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74 智能氮氧化物（NOx）传感器 西安创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75 焦化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一体化技术与工程示范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76 番茄制品技术研究及示范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77 湿法碳酸钙表面纳米化修饰成套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江西广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78 零溶剂型聚氨酯合成革关键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 佛山市高明尚昂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79 新型碳材料用于食品药物残留检测的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
济宁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优秀奖

80 新型精密免维护止锥轴承单元 山东朝阳轴承有限公司 优秀奖

81 煤气化黑灰水降硬减排药剂开发和应用 泰州市九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82 精密复合 PM2.5 非织造（无纺布）空气过滤材料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83 熔盐电解制备锂和锂系列产品技术及应用 奉新赣锋锂业有限公司 优秀奖

84 潜油往复式直线电机采油系统 山东威马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85 糖尿病足新药—“归知糖疽颗粒”临床研究及产业化

项目
山东万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86 燃气轮机进风过滤器的研发、生产及应用 新乡市胜达过滤净化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奖

87 燃煤火力发电工程斗轮机基础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