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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登记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1 
5142019

Y0001 

高性能稀土改性硬质合

金捣镐 

江西离子型稀土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

司, 南昌铁路局科学技术研究所, 赣

州有色冶金研究所 

周强, 杨树忠, 李建中, 杨新华, 吴卫平, 

张金祥, 魏世超, 罗莉, 卓海鸥, 周健, 

谢世勇, 叶春生 

2 
5142019

Y0002 

高砷复杂金精矿大规模

清洁冶炼关键技术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恒

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 东

北大学,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

任公司, 国投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曲胜利, 李东波, 董准勤, 李兵, 杨洪英, 

梁彦杰, 张俊峰, 黄祥华, 彭国敏, 南君

芳, 张斗群, 颜杰, 栾会光, 邹琳, 李锋, 

王伯义 

3 
5142019

Y0003 

有色金属污染水环境风

险评估与控制关键技术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邵立南, 杨晓松, 林星杰, 陈国强, 刘楠

楠, 胡建龙, 郑曦, 赵志龙, 苗雨, 刘峰

彪, 刘艳丽, 楚敬龙, 马倩玲, 赵少康 

4 
5142019

Y0004 

有色金属棒材永磁加热

器研制及应用 
上海锐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王益农 , 刘佩成 , 何庆海 , PEKKA 

SUOMINEN, 罗先景, 熊明龙, 顾晓慧,  

蓸乐 

5 
5142019

Y0005 

多元铜合金净化及晶粒

细化关键技术应用 

台州学院, 贵溪骏达特种铜材有限公

司, 西安理工大学 

付亚波, 胡克福, 李树丰, 吴建波, 霍颜

秋, 胡遐秋, 张平, 罗光炎, 

6 
5142019

Y0006 

622 型镍钴锰酸锂系列

材料的关键技术与产业

化研究 

烟台卓能锂电池有限公司, 烟台卓能

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张洪常, 张伟, 杨志宽, 钱玲, 陈玉超,  

程洁, 张敏, 盖腾, 宋光蕾, 刘三吉, 夏

楠楠, 杨建峰 

7 
5142019

Y0007 

熔融铜渣适度贫化-涡流

还原制备含铜抗菌不锈

钢/耐磨铸铁关键技术与

装备开发 

东北大学 

张廷安, 牛丽萍, 豆志河, 刘燕, 张子木,  

张保敬, 王坤, 吕国志, 赵秋月, 张伟光,  

傅大学, 李志强, 张东亮, 郑超, 刘楠松,  

刘帅, 杜彦君, 常化强, 罗毅, 姜保成 

8 
5142019

Y0008 

相对真空连续炼镁技术

与装备研发 
东北大学 

张廷安, 豆志河, 傅大学, 刘燕, 张子木, 

韩继标, 郭军华, 牛丽萍, 吕国志, 赵秋

月, 张伟光, 文明, 关录奎, 张锐 

9 
5142019

Y0009 

高温超净电袋复合除尘

技术开发和应用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修海明, 林宏, 朱召平, 陈奎续, 邓晓东, 

张晖栋, 信明勋, 钟育生, 蔡芬, 钟永生, 

郑晓盼, 黄晨晖, 肖华生, 邓建旺, 黄大

钊, 赖志华, 肖向荣, 谢敏, 陈彬, 许凌 

10 
5142019

Y0010 

全自动内通道精密板式

过滤机 
宁波创力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励之渊, 龚群, 林永泽, 安宁, 李志明 

11 
5142019

Y0011 

磨矿分级过程优化与控

制及其工业应用 

江西理工大学,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江西铜业集团银山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南京梅山冶金发展有限

公司矿业分公司 

吴彩斌, 石志中, 熊伟, 尹启华, 刘安平, 

石贵明, 吕清纯, 李红, 刘赣华, 李文恒, 

魏大为, 邹勤, 廖宁宁, 陈占发, 王浩, 

雷晓明 

12 
5142019

Y0012 

露天矿无人采矿装备及

智能管控一体化关键技

术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 河南跃薪智能机械

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 

李发本, 古德生, 卢才武, 杨 辉, 顾清

华, 王春毅, 高建敏, 何亚清, 杜红波, 

张 超, 刘 亮, 阮顺领, 冯治东, 张腾飞, 

徐文松, 贾宝珊, 王 迪, 张金龙, 王洛

锋, 杨 震, 朱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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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142019

Y0013 

回转窑余热利用烘干钼

精矿研究与应用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 斌, 赵新社, 王延生, 张五兴, 梁彦

武, 李明, 原冠杰, 张连振, 谭晓飞, 刘

云超, 田永红, 马旭涛, 王颖武, 王晓红 

14 
5142019

Y0014 

新型双联换热低浓度

SO2 制酸工艺研究与应

用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  斌 , 张五兴 , 赵新社 , 谭晓飞 , 刘  

汉 , 魏瑞霞 , 卫文昌 , 张连振 , 李  明 ,  

王松坡, 田果果, 马贞珂, 张林林, 尤占

好 

15 
5142019

Y0015 

热能与动力系统用纳米

强化铜合金材料关键技

术及其产业化 

江苏科技大学, 圣达电气有限公司 , 

南京达迈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镇江四

洋特种金属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芜湖

金科缘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徐玉松, 李民, 吴宇宁, 孙爱俊, 李惠, 

陶炳贞, 李学浩, 徐海斌, 张小立, 张春

强, 肖冬进, 迟永强, 石凤健, 王冀恒, 

赵重庆 

16 
5142019

Y0016 

深部金属矿采动岩体结

构稳定性判别与防控研

究 

东北大学, 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

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

司深井开采实验室 

赵兴东, 姜洪波, 赵杰, 赵兴柱, 刘焕新, 

杨晓明, 李怀宾, 李洋洋, 赵一凡, 朱乾

坤, 张姝婧, 牛佳安, 周鑫 

17 
5142019

Y0017 

高浓度合金元素添加剂

制备关键技术 

重庆润际远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付黎, 陈晓健, 圜部秋夫, 文明全, 刘军, 

陈远君, 吕春泽, 王海林, 邹云刚, 陈艳

铭, 雷流, 邓永明, 姜登云, 陈正贤, 彭

树林, 曾俭, 陈中文, 张维, 徐强 

18 
5142019

Y0018 

铬渣无害化处理与处置

关键技术与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四川

银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院福建

物质结构研究所 

林璋, 宁平, 刘学明, 陈宁, 刘炜珍 

19 
5142019

Y0019 

贵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回

收利用及产品深加工应

用示范 

云龙县铂翠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昆

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昆明铂锐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范兴祥, 蹇祝明, 卜玉涛, 李琰, 余宇楠, 

陈福亮, 田开文, 刘振楠, 杨建中, 陈利

生, 姚春玲, 陈仕生, 朱恩福, 傅金行, 

张凇源, 张桂荣, 谭希金, 金涛, 蔡家旺 

20 
5142019

Y0020 

有色金属企业及产品的

碳排放评价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州分中心, 广东

工业分析检测中心 

余洪斌, 史志呈, 唐维学, 冯丹燕, 李扬, 

杨抒, 徐敏, 杨勇, 俞波, 钟伟, 肖江村, 

薛薇, 周延霞, 万如, 石常亮, 叶志飞, 

侯坚, 何明珠, 许文强, 雷蕾 

21 
5142019

Y0021 

强对流氩气保护宽幅钛

带卷罩式退火工艺及装

备技术研究与应用 

云南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鹤洲, 史亚鸣, 李志敏, 刘昆, 曹占元, 

范勇斌, 周健, 吴浩, 蒋泰旭, 张松斌, 

秦铁昌, 朱应东, 梁文浩, 黄海广, 黄晓

慧, 陶杰彦 

22 
5142019

Y0022 

铝合金无缝管铸锭穿孔

机 
太仓贝斯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刘彦付, 屈顺良, 刘仲夏, 董江华, 杨嘉

敏, 胡朝斌, 沈亿亮, 李广庆 

23 
5142019

Y0023 

基于互补二元络合原理

的无氰镀银工艺 
嘉兴学院, 南京大学 赵健伟, 程娜, 孙志, 陈峰 

24 
5142019

Y0024 

从废渣中制取铂、铑、钯

有机中间体及其应用 

嘉兴学院, 浙江省冶金研究院有限公

司 

周宏伟, 潘剑明, 刘斌, 姚金忠, 邱观音

生 

25 
5142019

Y0025 

特定类视频和图像识别

关键技术及应用 

嘉兴学院, 杭州海络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浙江卓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

江航天恒嘉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

东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朱蓉, 李永刚, 陈滨, 叶利华, 魏远旺, 

殷海明, 马柏林, 蒋勇, 龚迅炜, 董骅, 

周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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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5142019

Y0026 

小规格铝铸件离心铸造

全自动智能化成套设备 

嘉兴学院, 嘉兴铸工智能设备有限公

司 

周振峰, 李积武, 蔡正倩, 张建新, 姜飞, 

朱丽军, 韩银洲 

27 
5142019

Y0027 

铜系纳米材料及其抗菌

纤维产业化 

嘉兴学院, 浙江银瑜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远志新材料有限公司 

颜志勇, 李刚, 胡英, 林秉文, 张葵花, 

詹建朝, 生俊露, 易洪雷, 姚勇波, 李喆, 

胡定军, 于利超 

28 
5142019

Y0028 

分布式光伏建筑发电技

术研究与应用 

嘉兴学院,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嘉兴供电公司, 嘉兴国电通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 

桂宁, 高慧敏, 潘博, 熊远生, 唐昕, 钱

其峰, 齐世强 

29 
5142019

Y0029 

飞机风门用复合材料关

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嘉兴学院, 嘉兴市隆鑫碳纤维制品有

限公司 
沈小军, 路帆, 党蕊琼, 曹正宁, 党晨阳 

30 
5142019

Y0030 

大口径传导式高温超导

磁体技术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

大学 

戴少涛, 洪智勇, 蒋国忠, 马韬, 常同旭, 

胡磊, 杨平, 马化韬, 吴启峰, 黄建民, 

倪国华 

31 
5142019

Y0031 

MW 级超导感应加热技

术及装置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

大学 

戴少涛, 洪智勇, 蒋国忠, 马韬, 常同旭, 

胡磊, 杨平, 马化韬, 吴启峰, 黄建民, 

倪国华 

32 
5142019

Y0032 

高效气雾化制备超细金

属软磁粉末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 

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许定胜, 黄文杰, 赵凯, 毛耀清, 银瑰, 

冯树兵,  张武, 江权, 叶刚, 刘维荣, 吴

秀玲, 许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