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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职工技术成果

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公告

现将第十二届全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特等奖、一、二、

三等奖项目（共 100 项）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职工群

众监督。如发现有影响推荐评选的问题，可通过电话、来信、面

谈等形式反映，我们将认真受理。

一、公示对象

全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

特等奖（2 项）

碳纤维在石墨电极糊料中的分散技术及应用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桂兰 王锐 王春民 吴磊 郭力 王卫龙

兰州鲜百合抗氧化活性成分研究及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

主要完成人：朱建宁王新本徐贵静杜雅娟杨梅春贾孝荣杨全龙张国娥

一等奖（10 项）

激进钻井工艺技术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

主要完成人：李录科王俊海程华林杨光赵福荣王武朱明明李强

RFD 泵研制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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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王廷禹 刁妍红 王健 张志卿 张海云 吴涛

甘肃省土地资源承载状况评估及承载力监测预警研究

——甘肃省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潘倩红鞠圆圆张天中郭思岩吴凯凌李晓倩尚玉琴侯艳丽

宝兰客专渭河特大桥大跨度连续梁关键技术开发研究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马银春岳亮亮李斌 张翀李钢何文靖杨红亮李旦合

机器人手臂在镍电解始极片机组中的系统优化及功能拓展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冶炼厂

主要完成人：白翔张峰瑞苏兰伍李化平常亮冯建华刘成功汝小帅

水轮发电机通风系统创新改造及效能提升

——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马剑滢 李宏斌 赵新虎 李熙彬 张万明

遥感物探资料创新型解译方法及其处理工具软件研发与应用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琪 罗建民 冯军 刘升有

公路工程固体废旧材料再生应用技术

——甘肃路桥第三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关惠军 高建安 苗荣 史宸翔 高尚贤

天平线特长隧道施工及运营安全保障技术研究

——兰州铁道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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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李守刚赵录学姬云平陈秀义祁卫华李明颉斌王昭晖

基于差异干制需求的温度自适应农用烘干装置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雷俊 王海涛 李明东 张世才 王明松 张顺 陈林 杨勇

二等奖（30 项）

金属丝材的电化学拉拔工艺及其装置

——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傅开武阎峰云施正国韦正远石峡兵徐小刚夏明智

移动式减速顶工况检测车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孙志强 王宝德 宋小齐 赵雅纳 程亚兵 段鑫 鲁永杰

一种杜绝石油焦细料二次破碎的设备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李军 王有乾 王国义 达奇 刘成海 顾明

火电厂高压加热器芯子泄漏焊接工艺技术创新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陈高生 王东洲 杨其军 高建军 赵永庆

多功能太阳能光伏电源

——民勤县光芒太阳能光伏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王登湖

CKJP-1250/3.6型真空旁路开关研制

——甘肃虹光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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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赵文盛 李军生 李宏堂 王晓华 李小琴 白玉萍

11FMJ-126 型废膜捡拾机

——庆阳市前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帅忠奎 王勇军 帅建军 高永刚

四截面型材的研制

——西北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安雪春 张秋锦 李维忠 田建强 刘国刚 魏新民

啤特果综合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

——甘肃和政八八啤特果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李建强 杨富民 周艳丽 邵威平 杨敏 张忠明 何有光

动车组电流互感器线路误差及铁芯锈蚀检测装置

——兰州交通大学

主要完成人：孟建军 胥如迅 李德仓 齐金平 岳强 樊博文 李贵

油库油罐高低液位动态监控系统

——中国石油甘肃销售分公司

主要完成人：刘辉 卢连俊 汪冰 孙军 徐伟江

铀浓缩厂 35/6kV 变配电站备自投逻辑优化设计与应用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敬红永朱德文孟祥娟张学芳张应祥马晓亮马利龙

德玛吉 DMU125P 主轴 S104 报警维修对策和方法

——甘肃长风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赵丽萍 魏德勇 王维鹏 赵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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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飞机自动飞行控制分系统全功能模型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高佩玉 唐作瑞 蒋济舟 顾平

全管道灌区测控智能化灌溉系统研究与应用

——甘肃水务节水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魏本斐 张伟 赵国荣 杨荣国 李进军 南淑菏 柴庶桐

正压燃爆装置的研究及推广应用

——甘肃兰金民用爆炸高新技术公司

主要完成人：杨新锋 梁荣刚 梁锐 刘国军 马晓亚 杨元兵 唐铁红

甘肃省泡沫沥青冷再生技术的应用

——甘肃恒路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兴军 曹永军 宋尚霖 栾纪昊 杨鹏 刘琪

王家山煤矿复杂条件下不规则煤柱对冲击地压影响研究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王家山煤矿

主要完成人：王宁 杨兴学 刘永强 杨文连 邢万里 苗伟东

华为系列 CDMA 闲置设备 CRFU 改造重新利用方案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富贵江纪蓉谢生祥晁宏云

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防护平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李金罡 党延金 于红卫 邓宁波 袁福军

兴陇合作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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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主要完成人：赵建平 胡克红 魏苗青

一种可溶性油管暂堵堵塞器的研发与应用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油田作业公司

主要完成人：陈全柱 曹卫东 张科 彭斌 唐玉军 何磊

机械往复震击式节流器打捞工具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气厂

主要完成人：赵卫军 柳肯 刘立军 郭永强 李晓辉 杨斌 牛宏霞

减速器性能试验台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工程机械分公司

主要完成人：俞长英 张飞飞 余泽庆 孛琪山 刘财 闫立宏 杨立斌

交通安全新技术在十天高速公路（甘肃段）的推广应用项目

——甘肃省公路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郭凤斌 董婷 赵之杰 冯金义 郭明涛 段锐 柏文

预拌混凝土配合比优化及性能提升技术研究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潘帅 王军 任猛 乔宏霞 路承功 刘宁宁 李玉玺

烧结机燃料经济应用技术研发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选烧厂

主要完成人：汪晶 付旭刚 张辉 方源 崔志军 熊涛

超微细电磁线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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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魏周荣 张浩 薛天军 曾明武 钟渭 陈家军 李能平

功能型滑溜水体系及回用工艺技术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冕 高燕 王改红 兰建平 李泽锋 安子轩 李大维

水泥车混浆池 360°自动洗车装置研制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长庆固井公司

主要完成人：杨天荣 唐海宁 吉平

三等奖（58 项）

柴油加氢装置循环氢压缩机喘振线实测修正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炼油厂

主要完成人：魏孔瑜 王英勇 左超 李秀强 陈以虎 周景伦

双向密封镍基特殊合金专用截止阀

——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范相辉 陈清流 董霞 张国锋 张娜 张建宝

铝合金专用硅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嘉峪关大友企业公司铁合金厂

主要完成人：马忠平 张军山 严宝年 范双鹏 殷发新 常丽丽

Φ55mm 磷铜球镦球机送进系统改进

——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潘永红 赵永卫 海克祥 崔伯峰 荀朝阳

河西走廊戈壁新型日光温室建造技术研究与应用

——肃州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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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柴再生 常梅梅 张国森 崔海成 殷学云 刘长军

关于黄腐酚工业化生产及综合提取黄酮化合物开发研究应用

——玉门拓璞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范玉芳 刘启民 孟立花 马伟成 何会春 王福鹏

河西水电公司梯级电站水库量化调度运行方案

——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陈得鹏 刘祯楠 汪文波

规模养猪关键生产环节精准饲养管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张掖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魏玉明 魏炳成 李珊 胡立国 王旭杰 王鹏

纵横可调式压膜覆土装置

——民勤县北海兴鑫机械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徐奎山 刘寿财 许有俸 张吉祥 许鹏 韩成元

纳米粒子硬化型细晶耐磨衬板制备技术开发与应用

——西北矿冶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李彦龙 齐亮 李敬 邵传兵 马琳亭 陈文波

自融雪沥青混合料在桥面铺装层中的应用研究

——甘肃省天水公路局

主要完成人：吴建锋 崔晓娟 李祖仲

TNL1L5A 型瞬态抑制二极管

——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志向 邓春茂 王轶军 陶元元 王怀军 任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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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腔台阶孔式喷嘴文丘里蒸汽疏水阀

——甘肃红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魏红 王保军 樊辉 韩敬辉 李向旭 邹光强

甘蓝绿色栽培技术集成及应用

——正宁县蔬菜生产工作站

主要完成人：张建峰 张霖森 张会宁 贾纯社 梁鹏伟 苏朝晖

刘家浪水电站水轮发电机组联板改造

——岷县刘家浪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育红 张鸿 蔡成才 刘平 景国强 乔俊琪

水泥窑节能降耗技术改造

——文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王旺军 李向春 张育虎 党斌斌 杨维和 王迎春

改造浸出隔筛碳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桥金矿

主要完成人：马学周 叶高俊 朱强林 何金录

生产线节能改造项目

——甘南藏族自治州燎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马鹏举 郭会宗 李西利 秦虹 门丽

便携式快速中间继电器校验装置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水电厂

主要完成人：田波 高乐东 杨蔚 周勇 花林 杨佳

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标准化建设基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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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主要完成人：张谈贵 李小飞 张学东 肖铮 王海山 杜立新

科技服务资源管理系统

——甘肃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蒙杰 杨生举 赵昕晖 连府 赵凡 韩晓春

一种新型光伏双轴跟踪支架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完成人：廖天录 廖天江 郑婷 张宏 张恒文

小微颗粒播种机的研发与应用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甘肃省分行

主要完成人：赵勇成 刘丰宁 冉香坤 邹平吉 马锁生 卫根泉

一种用于放射性裂变气体捕获的装置

——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主要完成人：潘多强 张宇 陈宗元 秦芝 郭治军 吴王锁

一种智能集成控制柜和一种智能集成控制柜电路

——甘肃华兴石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石爱豪 常建军 王鹏华 周利民

滚珠丝杠副的研制和加工

——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斌 魏家有 朱腾飞 李涛 徐世涛

关于氢化反应器冷却系统改造的工艺技术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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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宋玉洪 常有才 田正义 贾晓朵 吴正栋

一种活门机构锁止隔离装置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

主要完成人：郭锐 刘成龙 蒋甘宁 畅玉珊 孙兆亨 王彦东

多元素水土综合分析法在甘南州地方病分布特征及发育规律研究中的应用

——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主要完成人：何斌 王舒阳 徐新兰 郭军毅 贾贵义

装配式钢结构电气线管墙板与楼板预留连接精准定位施工技术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代忠华 张宝亮 蒋泰赢 李宇强 肖同桥 陈邦泰

管道快速安装装置

——甘肃一安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魏金羊 程建通 赵有锋 王贵生

风力发电机组水冷系统冷却液

——兰州蓝星清洗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邵晖 陈华 陈涛 侯来敏

基于图像识别的道路病害巡检系统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李斌 郭晓辉 牛大伟 赵连钧 苏江峰 王刚

多规格铝用碳阳极生产线开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祥 张伟 马有乾 吴彦宁 王建平 杨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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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煤楼 120 皮带增能改造技术研究

——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海石湾煤矿

主要完成人：蒋天才 王斌 李伟

井田深部单翼开采优化布置

——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主要完成人：刘雪 赵华山 何如成 朱宏波 吴侗 李毕

一种基于目录驱动的智能共享交换平台

——中电万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宝玉 刘博 蒋绪升 彭家彦 齐文辉 范建飞

爱食堂--职工智慧订餐系统研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王贺 李旭昇 文博 王振旭 张雷 刘金龙

双针机固定中腰绳缝带器

——甘肃省定西起重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陈晓强 移建虎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在不动产中的应用与研究

——甘肃省测绘工程院

主要完成人：康义锋 贾胜韬 赵伟山 李涛 魏俊宇 李治明

基于制图要素数据库一体化成图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主要完成人：康二梅 于惠娟 杜丽萍 杨茂权 王秀梅 金莉

催化装置回炼改质柴油技术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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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炼油化工总厂

主要完成人：李金宝 段天平 旷军虎 许刚峰 张超群 张志亮

长庆油田油井套管气回收新工艺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六采油厂

主要完成人：景忠峰 杨丽萍 陈博 马景洋 董传宾 杨君

变压器油中游离碳检测项目开发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朱凤德 郭航超 周斌 穆科宇 李硕 王华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葡萄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研究

——甘肃省白龙江林管局河西综合开发局

主要完成人：白耀栋 马麒龙 漆录平 陈至华 王元元 魏居灿

基于碧口电站闸门控制系统安全及可靠性研究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碧口水力发电厂

主要完成人：刘小莉 何碧红 贾鹏宇 马和芳 文亚琼 马国强

九甸峡水电自动电压控制（AVC）的优化与提升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彦军 张亚锋

一种钢筋自动搭接焊接装置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马小利 冯建军 李福成 王武高 周明升 王志贵

甘肃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标准规范

——甘肃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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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方卓儒 刘昊东 谢子辉

激光镍离子浓度计的研发

——金川集团有限公司镍钴研究设计院

主要完成人：杨秉松 张典成 秦芳 王海龙 朱立龙

24 行罐道绳配重拆卸与安装专用工具的研制与应用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矿区

主要完成人：徐福洪 向晓晴 张希强 张小娟

高放固体废物倒出装置研制及应用

——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陈沛 张立东 斯国生 杨建新 张换彬 张国林

镜铁山胶带机头部漏斗无衬板化改造

——甘肃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万占文 杨海 常建宁 刘勇 姜琪 顾发红

湿法冶金电解锌用多元合金阳极板工艺技术与开发应用

——白银有色锌铝型材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温涛 张兴宝 金占富 陈向东 马志玫 李新飞

陇东恶性漏失强泵注三元凝胶堵漏工艺及关键装备研究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

主要完成人：朱明明 胡祖彪 王伟良 王清臣 何恩之 张健

油水平井双封单卡压裂工具技术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文 苏敏文 田文超 马新东 张海涛 徐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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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口防落物装置的研制与应用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

主要完成人：田军 王国锋 晏军 徐锋波 黄金刚 侯俊耀

公路路面施工水泥稳定类结构层边部车载式夯实机

——甘肃顺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马选业 康成生 李丽胜 赵丽锋 张沛林

二、公示时间

2019 年 11 月 6 日至 11 月 12 日，共 7 天。

三、受理反映情况部门及联系方式

受理单位：甘肃省职工技术成果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省总工会职工技协办公室）

地 址：兰州市东郊巷 26 号 邮编：730000

电 话：0931—8822152

联 系 人：徐俊 王颖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