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名单

1 M19002
高端陶瓷密封环成套
技术开发及应用

宁波伏尔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
究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

邬国平　黄伟峰　谢方民
杨博峰　郭　飞　王玉明
戚明杰　丁思云　许建伟
李永健　张幼安　李春林
杨连江　于明亮　徐　斌

2 M19010
华龙一号蒸汽发生器
和稳压器用核级石墨
密封垫片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
司/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清华大学/合肥通用
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励行根　李　磊　李　征
汤臣杭　郭　飞　周　永
张富源　何劲松　孙夫君
王强强　岑　冲　何　松
王　燕　王子羲　陈　锋

3 Y19033
超高压大流量电液比
例伺服二通插装阀

山东泰丰智能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　大学/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
德阳万航模锻有限责任
公司

王振华　魏建华　方锦辉
时文卓　陶　钧　王明琳
沈先锋　张田民　王景海
邱　鹏　秦　硕　张海平
李世振　于　欢　胡　波

4 YL19011

工程机械液力变矩器
绿色节能设计与制造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
用

吉林大学/广西柳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刘春宝　马文星　王松林
雷雨龙　袁　哲　初长祥
卢秀泉　孙　平　李兴忠
才　委　付　尧　李　静
章勇华　魏亚宵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名单

1 Q19006
工业机器人末端气控
系统

深圳市恒拓高工业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刘讨中　夏廷涛　张继龙
倪　勇

2 Y19011
液压缸薄壁缸体新材
料开发与成型制造技
术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
司

陈登民　刘庆教　王志远
王家聪　叶海燕　韦金钰
马　宝　顾　丹　刘贤翠

3 Y19039
小型挖掘机用斜盘式
轴向柱塞变量泵关键
技术及应用

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
公司

汪立平　李　童　邱永宁
王　斌　庄　晔　陈　展
刘艳艳　陈孝辉　杨　威
李　旭　刘小雄　李冬明
李培容

特等奖4项

一等奖3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名单

1 M19005
循环氢压缩机用20MPa
干气密封研制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
限公司

王泽平　刘小明　柳建容
易　亮　贾邵秀　邓　杰
王渝枢　况　力　熊银刚

2 M19008
端硅烷基聚醚密封胶
的研制及应用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广州回天新材料
有限公司/湖北回天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李吉明　刘海涛　张银华
王翠花　徐　珊　赵　瑞
孙明辉　欧　静

3 Q19002
XYZKF-CT系列真空发
生器

星宇电子（宁波）有限
公司/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国家气动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

曹建波　刘　文　刘丽娇
胡小雄　朱东杰　陈广景

4 Q19003 EPV系列电气比例阀

星宇电子（宁波）有限
公司/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国家气动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

曹建波　刘　文　刘丽娇
胡小雄　朱东杰　陈广景

5 Y19010
土压平衡盾构机液压
缸关键技术及应用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
司

刘庆教　刘　朋　张记超
崔晓飞　刘　丽　张　强
赵文杰　郑圆圆　刘梅红
杨旭伟

6 Y19020

中大吨位(挖掘机)高
端整体多路阀阀体铸
件关键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大连远景铸造有限公司

董元景　于滨礼　宋金龙
韩永杰　梁德金　张玉伟
王　闯　刘吉术　刘德太
洪　巍　刘　凯　王国明
于荡洲　陈炳友　张继波

7 Y19021
起重机负载敏感多路
阀开发及其上车液压
系统匹配应用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蒋　拓　高名乾　章二平
李　固　王宜前　柯爱国
黄　锋　朱斌强　肖小磊
程　伟　徐尚国　胡燕华

8 Y19026
高精度电比例控制
L10V0100EP20轴向柱
塞变量泵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
公司

王晋芝　史进武　江　文
杨　华　马吉光　林军军
王　祥

9 Y19030
高压大流量斜盘式柱
塞结构行走履带驱动
装置

青岛力克川液压机械有
限公司/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

王金铂　王兆强　邵作顺
黄仁山　高兵武　禚文辉

二等奖13项



10 Y19032
恒压恒功率电比例高
压轴向柱塞泵的研发
及产业化

山东泰丰智能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大学

王振华　李世振　苏　龙
时文卓　沈先锋　高梅柱
徐　轲

11 Y19047
特高压线路工程大吨
位高张力牵张设备液
压系统的研究

河南电力博大科技有限
公司

刘建锋　李林峰　吕永跃
高晓莉　马守锋　徐　飞
闫　安

12 YL19002 YJ365液力变矩器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陈　振　李国强　赵如愿
李宣秋　雷福斗　黄文生
肖　娜　苏杰平　杜博群
武伟涛　孔令龙　赫明礼
王志丹

13 YL19012 YB310液力变速器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戴  虎　张鑫涛　陈  佳
曾翰雅　黄继平　王  琴
田佳东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名单

1 M19003
输油泵用上游泵送密
封

成都一通密封股份有限
公司

洪先志　唐大全　赵春林
李　伟　余　洪　黎　磊

2 M19004
数控冲床干磨擦旋转
密封装置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朱　斌　陈惠玲　严巧珠
郑华婷　林月香　林晓平

3 M19007
大功率传动系统密封
环关键技术研究及应
用

江苏大学/中国北方车辆
研究所

宫　燃　徐　宜　朱茂桃
卜树峰　谢方伟　王　敏
韩　博　宋美球　车华军
王　恒

4 M19009
FE阀门用低泄漏高压
填料环及材料的研发

宁波信远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林剑红　徐丹丹　林一鹤

5 M19011 低逸散阀座组合填料
浙江国泰萧星密封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吴益民　王仕江　杨　瑞
郁金中　章佳红　曹岳强
任宪知

6 Q19004
内部先导式精密减压
阀

百灵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胡琼浩　焦中良　谢华军
陈坤勇　林振宇

7 Q19005 SCF辅助刹车电磁阀
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
限公司

竺伟杰　单晓荣　严瑞康
单军波　单谟君

8 Y19004
EDL10-F20L系列多路
换向阀

合肥长源液压股份有限
公司

贾世潮　刘根瑞　管燕梅
刘　扬　刘　勇　姚　鹏
曹少勇　唐黎明

三等奖26项



9 Y19005 CMG系列双向齿轮马达
合肥长源液压股份有限
公司

徐其俊　陈文辉　郑金朝
邓　玉　魏春联　孙小平
刘　伟

10 Y19007
一种可实现顺序动作
的组合伸缩缸

江阴市洪腾机械有限公
司

刘红雷　余彦冬　奚金法
顾丽莉　陈万勇　汤旦丹
王健伟　马　倩

11 Y19008 带锁换向阀
四川长江液压件有限责
任公司

阳　云　王夏金　王德华
吕林其

12 Y19009
高精度液压分度控制
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

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
公司

路小江　朱　诚　钟善军

13 Y19013
XCA1200超大吨位起重
机系列液压缸关键技
术及应用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
司

刘庆教　刘　朋　张虹源
褚桂君　郑圆圆　金全明
陈向兵　张靖靖　顾　丹

14 Y19015
106电控系列全液压转
向器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焦文瑞　潘　骏　秦志文
卢淑红　孔　滨　沈启志
笪　谦　李　伟　阮永强
曹　迅

15 Y19019
高功率密度高压轴向
柱塞泵研究及应用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姚广山　徐建江　高志明
高魏磊　周青花　曹改荣
王华光　包琪伟

16 Y19024
大中型矿用自卸车液
压系统关键技术的研
究与应用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唐云娟　吴韦林　杨胜清
张斐朗　张丽琴

17 Y19027
400英尺自升式海洋钻
井平台锁紧装置控制
系统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
有限公司

王　霞　王壮荣　冯玉龙
闫　玫　赵　帅　李俊红
王　辉

18 Y19028
多路阀可靠性研究关
键技术及应用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
有限公司

米连柱　刘阔石　李广珍
王晋凯

19 Y19031
变排量机油泵油路控
制电磁阀

艾通电磁技术（昆山）
有限公司

常　浩　敬　桦　何国松
朱小琴　刘　浪　王春枝

20 Y19035
生活垃圾固液分离电
液智能控制系统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吴世锋　李跃军　柯建强
杨广文　阎　力　李　晋

21 Y19038
HD-MWVL25-1X/Y003多
路阀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阀事
业部

黄　萍　潘　伟　张　伟
张　凡　刁春月　彭　刚
刘柏青　窦建培　梁梦然
仇海卫



22 Y19040
高精度数字液压缸同
步控制系统在水轮机
筒形阀中的应用

北京亿美博科技有限公
司/天津亿美博数字装备
科技有限公司

杨世祥　杨　涛　刘延京
黄学礼　田爱君　蒋剑军

23 Y1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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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Y1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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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鹏
潘立东　刘梅红　汤宝石

25 Y1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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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振红　孙　坚
韩　宇　汤宝石

26 YL19010
工程机械用液力偶合
器

广东中兴液力传动有限
公司

黎尚烽　吴德燊　陈荣灿
张　斌　刘建强　谢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