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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2019年度科技奖拟授奖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推荐奖励类别 推荐获奖等级 

科技进步特等奖项目（1 项） 

1 AP1000 钢制安全壳制造、安装技术与工程应用 

山东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中

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国

核运行电站服务技术有限公司 

王国彪、杨中伟、尹付军、晏桂珍、

王厚高、胡广泽、杨炯、路相军、阳

作勇、董亮、汤传乐、高伟、马先宏、

颜廷海、杨照东、胡永清、汤刚、王

刚、杨久贺、丁海明、郑卫贞、刘茂

平、李银、王亚鹏、陈清军、李灿彬、

耿川、李锴、黄海涛、赵旭 

科技进步奖 特等 

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6 项） 

2 
铝电解烟气石灰石-石膏法脱硫脱氟除尘

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国

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刘明胜、刘建平、王铁军、葛贵君、

陈鸫鸣、惠憬明、简兴胜、曲士民、

李正忠、杨瑞军、那生巴图、王银河、

周明珠、王勇 

科技进步奖 一等 

3 
第三代核电设备鉴定平台研建与技术体系

构建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 

王兴平、郑开云、黄志强、吾之英、

尚恒、林逸川、窦一康、朱幼君、章

伟杰、陈功名、葛磊、黄功文、吴丹

蕾、陈智、张国坤 

科技进步奖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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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汽轮发电机组虚拟检修系统研发与应用 

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华北

电力大学（保定）、中电投东北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

限公司抚顺热电分公司 

原钢、金丰、李志强、张悦、董泽、

陈建国、陈永辉、陈晓利、王力、天

罡、郑飞、付怀仁、李波、曲大雷、

腾聪 

科技进步奖 一等 

5 电子级多晶硅的成套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能源分公司 

刘刚、秦榕、李学峰、魏显贵、刘柏

年、陈英、郭民、刘铭、危胜、朱贵

平、王鹏、薛心禄、郑永良、许正清、

孟海生 

科技进步奖 一等 

6 
超大型核电汽轮发电机组基座模型试验设

施 
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焕荣、王长山、邢国雷、王勇奉、

李达然、张志谦、董涛 
科技进步奖 一等 

7 核电厂风险监测器开发及应用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严锦泉、高巍、唐国锋、李肇华、张

经瑜、张琴芳、王杰、胡跃华、张彬

彬、詹文辉、仇永萍、刘海滨、杜东

晓、喻章程、何建东 

科技进步奖 一等 

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15项） 

8 CAP1400 钢制安全壳焊后热处理技术 
山东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中国核工

业二三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杨中伟、晏桂珍、胡广泽、王成才、

范凯、王刚、王伟、吴硕、修延飞、

蒋文春 

科技进步奖 二等 

9 火电厂烟风道及支吊架三维数字设计技术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张明志、刘万超、王胜男、谢永滨、

李丛丛、郝文婷、董韶宜、李栋 
科技进步奖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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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烟水复合回热系统技术 

辽宁清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发电

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

电华创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曹雷鸣、陶丽、蒋晓锋、孙君建、刘

明勇、李志强、黄辉武、刘炎、陈端

雨、崔光明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1 
DG3000t/h 级超超临界锅炉水冷壁壁温和

吸热量偏差研究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技术

信息中心、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

公司平顶山发电分公司、国家电投集团

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沁阳发电分公司、西

安交通大学 

黄宏伟、王刚、刘正强、李国新、张

世宏、杨冬、聂鑫、谢国强、李彦民、

杨森林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2 
在役风电场的快速更新四维同化高时空分

辨率电力气象预报系统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马文通、王海、李建勋、杨永锋、李

霄、汪濙海、高乐、邓超翔、叶钰琰、

侯金锁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3 
大型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运行检修关

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五凌电力洪江水力发电厂 

丁晖庆、孙立峰、简孝林、邓亚、孙

波、陈政、石元、蒲洪坚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4 核电厂堆内水下维修专用技术平台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江苏

海狮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江苏省艾格森

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黄然、刘永骏、翁志敏、黄祥明、陈

志清、黄国军、潘捷、李传毅、顾国

兴、沈秋平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5 
大型核电汽轮发电机机座振动机理研究及

工程应用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交通大学 

杨宇、王秀瑾、史庆峰、蒋俊、王琇

峰、司先国、和丹、孙庆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6 操纵员运行支持技术与平台研发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淑慧、张洪、毛磊、刘凯、桑玮、

王宇帆、周健文、王政彦、贺颖、王

伟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7 
核电厂热膨胀、动态效应及振动试验系统

和技术 
国核电站运行服务技术有限公司 

冯利法、褚凯、谢晨江、李锴、李青

华、叶琛、钟志民、章济、李玮、杨

涛 

科技进步奖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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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新型乏燃料贮存格架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大连

宝原核设备有限公司 

贺小明、邵长磊、朱自强、党哈雷、

黄然、李晨、钱浩、杨庆湘、叶青、

王殿祥 

科技进步奖 二等 

19 江西新能源智能场站示范工程研究与应用 

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新能

源发电分公司、国家电投集团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徐国生、徐祖永、刘忠德、陈智云、

周俊杰、张皖军、周家兴、肖建伟、

杨祖球、石浩然 

科技进步奖 二等 

20 
燃煤锅炉氮氧化物全流程一体化协同减排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淮沪煤电

有限公司、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

司、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王健、祝建飞、陶雷行、艾春美、范

辰浩、陈伟、王松、马建华、陈梁、

陈睿 

科技进步奖 二等 

21 
扎哈淖尔露天矿横采内排与北帮陡帮开采

方案研究 
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 

徐长友、江新奇、刘敬玉、徐勇超、

张宝林、刘竹青、赵大鹏、赵立春、

于天阳、李  维 

科技进步奖 二等 

22 
基于热法浓缩与烟道蒸发的燃煤机组废水

零排放技术研究及应用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王树东、白炎武、张娟、王志平、黄

宝德、陈晓文、张福祥、华志刚、刘

平元、寇志超 

科技进步奖 二等 

科技进步三等奖项目（24项） 

23 
基于智能算法的配煤掺烧和制粉系统在线优化

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电华创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

司、南京工程学院、芜湖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平顶山姚孟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宁新宇、梁绍华、黄学希、孙东晓、

刘忠轩、王亚顺、施建中 
科技进步奖 三等 

24 沿海电厂低影响取排水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应用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

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交第三航

马新红、韩敬钦、高德申、宫俊亭、

徐士倩、阮仕平、陈德文 
科技进步奖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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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25 300MW 供热机组低负荷运行技术研究与应用 

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发

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中电投东北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杨宇、翟德双、陶丽、谢争先、庞开

宇、华志刚、陈立东 
科技进步奖 三等 

26 
面向火电灵活运行的汽轮机安全监控及综合优

化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发电公司、

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

工业大学、哈尔滨沃华智能发电

设备有限公司 

徐振军、牛国君、叶绍义、吴哲、赵

晓明、赵大朋、李文辉 
科技进步奖 三等 

27 
600MW 高硫无烟煤“W”火焰锅炉超低排放技术

集成与示范应用 

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

司、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中电华创电力技术研

究有限公司 

杨太勇、黄允修、李记涛、李强、刘

瑞东、吴其荣、宁新宇 
科技进步奖 三等 

28 
基于振摆数据分析的水轮机组状态在线预警体

系建设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五强溪水电厂 

汤骏、熊国富、万元、黄海兵、肖丰

明、方雄辉、刘斌 
科技进步奖 三等 

29 
海底地形快速测绘关键技术研究及在电力工程

中的应用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高兴国、常增亮、江峻毅、麻德明、

徐文学、马超、冯义楷 
科技进步奖 三等 

30 多晶硅生产耦合节能技术应用研究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光伏产业技术分公司 

何银凤、许正清、李有斌、周文武、

韩金豆、梁世民、吴良 
科技进步奖 三等 

31 
溢洪道闸墩薄层混凝土置换加固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 

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洪门水电厂、长江勘测规划设计

刘忠德、陈智云、刘华堂、江桂荣、

吴涛、曾小宁、胡益章 
科技进步奖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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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32 极端环境下材料表面防护层技术研究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刘艳红、李怀林、王晓婧、夏海鸿、

郑明珉、刘德军、鲁仰辉 
科技进步奖 三等 

33 
核电燃料包壳材料离子辐照效应和关键性能测

试技术研究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夏海鸿、孔淑妍、刘艳红、王婉琳、

燕鹏、王晓婧、郑明珉 
科技进步奖 三等 

34 在建核电厂安全生产天眼系统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国核示范电站有限责任

公司 

沈峰、许治林、赵广、禹春云、陈义

学、王雪、车前进 
科技进步奖 三等 

35 乏燃料池喷淋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华北电力大学、农业农村部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陈丽、苏夏、桂璐廷、程会方、陆道

纲、周立新、王瑶 
科技进步奖 三等 

36 核电常规岛设计仿真验证平台 国核自仪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龚益、王黎泽、程俊杰、阮玖圣、王

漠、张往锁、周轩 
科技进步奖 三等 

37 AP1000 核心建造技术和标准化研究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核工程） 

胡国峰、赵建忠、赵福贵、王伟、刘

纯富、吴健、高勇 
科技进步奖 三等 

38 核电锚固技术研究与应用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储艳春、倪南、李成、马波、王涛、

陈一鹏、葛鸿辉 
科技进步奖 三等 

39 
堆内构件直接安注（DVI）下传热流动特性研究

及应用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冯少东、张明、艾卫江、蒋兴、陈孟、

高永建、陈武 
科技进步奖 三等 

40 核电厂湿废物屏蔽转运装置研制及应用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周焱、俞琳榕、耿兴平、王鑫、孙广

仁、陈斌、钱磊 
科技进步奖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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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三代非能动核电厂正常余热排出热交换器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电站辅机厂 

矫明、黄庆、张丽艳、贺寅彪、李波、

陈磊、李辉 
科技进步奖 三等 

42 
690 合金传热管性能评价及工程应用关键技术

研究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孟凡江、刘晓强、徐雪莲、陈煜、林

绍萱、钱浩、王永东 
科技进步奖 三等 

43 智慧互联型工业热网示范项目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浙

江大学、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英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万闻炜、郭赉佳、吴丁飞、钟葳、王

健、薛明华、陈斌 
科技进步奖 三等 

44 大型热水储能罐技术研究 
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王长山、张志谦、王勇奉、邢国雷、

金靖、席爱斌、刘伟 
科技进步奖 三等 

45 焊缝免打磨超声波探伤方法及装置研究 

湖南五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天阳钢管

有限公司 

胡边、侯怀书、谭文胜、万元、夏代

雄、李汉臻、丁晖庆 
科技进步奖 三等 

46 
电解槽破损判定及软带短路口系列不停电修复

技术研究应用 
黄河鑫业有限公司 

金岭、王秉琳、胡俊杰、梁晓光、李

建华、肖述兵、常海军 
科技进步奖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