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等级 完成单位 完成人

1 AP1000核级锆材制造技术 一等奖 国核宝钛锆业股份公司
袁改焕、王立平、张明祥、李小宁、王练、李恒羽、岳

强、成亚辉、高博、李刚、高博、胡旭坤、雷东平

2 1000MW高效宽负荷率的超超临界机组开发与应用 一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科学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中电投电站燃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电投东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哈尔滨锅炉厂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汽轮机厂有限公司、东方电气集

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

公司

张勇、张晓鲁、岳乔、白炎武、刘晓燕、黄莺、杨建道

、李斌、王刚、王志平、尹金亮、李振中、徐杨、冉燊

铭、冯秀芳

3 高效N型IBC双面电池与组件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一等奖 黄河水电西宁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董 鹏、郭永刚、屈小勇、吴翔、李跃恒、张博、高嘉庆

、席珍珍、苗林、胡丹丹

4 分布式能源智能集控平台研究及示范应用 一等奖
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电力绿色能源有限

公司、上海电力大学

王运丹、胡静、王国弟、姚峻、李勇、邱亚鸣、戴苏峰

、张军、艾春美、朱冬、刘建龙、吴海姬、彭道刚

5 国家能源核能供热商用示范工程 一等奖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公

司、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吴放、庞建国、马元华、林令知、张真、曲付龙、冷志

杰、陈松、杨志刚、张明鑫、张淑侠、缪正强、张继龙

、蔡长磊、辛旭飞

6 高效率N型TOPCon电池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二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西安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董 鹏、宋志成、刘大伟、倪玉凤、张婷、张天杰、杨露

、刘军保、魏凯峰、屈小勇

7
核电厂安全壳内热量无时限非能动导出系统热工设计

关键技术及验证
二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峰、陈耀东、费立凯、邢勉、张圣君、孟现珂、高彬

、王盟、何丹丹、胡服全

8
基于复杂煤质燃煤烟气脱硝催化剂关键技术开发及应

用
二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催化剂有限公司、重庆大学

刘显彬、段明华、孔明、张河坤、杨剑、刘红辉、段言

康、王雪冲、张政科、邹毅

9 核电厂主控制室整体改造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 二等奖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马骏、宋霏、谢睿、王秋雨、陆佩芳、张淑慧、王旭、

徐冬苓、陈明瑾、李涛

10 基于水位最优控制域的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方案研究 二等奖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姚小彦、谭文胜、莫育军、钟平、王立、邝录章、王也

、伍昕、肖杨、谭 君

11
灯泡贯流式机组定子线棒电热老化模型研究与改造效

果评估
二等奖 五凌电力近尾洲水电厂

谭文胜、谭丕成、朱红平、周勇、刘宇、万元、周军、

曾辉斌、杨红、赵彪

12
大型电站高可靠性全衬碳化硅陶瓷旋流燃烧器的关键

技术研发与应用
二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国家电站燃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朝阳燕山湖发电有限公司、东北大学

、葫芦岛华能工业陶瓷有限公司

王力、李志强、冯万春、孙飞、茹红强、刘立华、陈晓

利、付怀仁、宋  浩、杨宇

13 压水堆核电厂堆芯状态监测与分析关键技术研究 二等奖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苗富足、严锦泉、杨波、汤春桃、洪谦、毕光文、廖承

奎、刘鑫、刘凯、王喆、杨伟焱、王国忠、费敬然、许

志红、贺颖

14 核电厂地震PSA技术研究及应用 二等奖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贺寅彪、葛鸿辉、詹文辉、张琴芳、喻章程、李肇华、

袁芳、徐磊磊、张可丰、周劭翀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度科技奖授奖项目（共52项）

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

科技进步二等奖（1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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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等级 完成单位 完成人

15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高温高压调节阀自主化研制与

应用
二等奖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上

发院发电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张含、黄维浩、张树林、龚胜泉、王周杰、李连翠、刘

春玲、唐松青、贾俊阳、王子琪

16
燃用复杂劣质煤发电机组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及应

用
二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热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催化剂公司、贵

州金元茶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西电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黔北发电厂

陈可均、牛国平、张祥翼、葛斌峰、张永、段明华、马

群、蒋琳、罗志、张轶

17
基于聚合物反应动力学的管道自动修复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
二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抚顺热电分公司、中

电投东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鼎尚（大连）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李志强、王力、陈永辉、宋浩、李波、王中伟、刘星雨

、郑飞、于子龙、陈晓利

18
利用CANDU重水堆生产医用钴-60放射源关键技术及应

用
二等奖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朱丽兵、汤春桃、丁捷、黎辉、杨波、梅其良、秦慧敏

、韩宇、党宇、韩建春

19 核电厂疲劳监测和寿命评估系统研制与应用 二等奖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贺寅彪、梁兵兵、李岗、沈小要、刘畅、马骏、邓晶晶

、殷海峰、于泳洋、张旭

20
高性能容错燃料UO2单晶材料冷坩埚法制备系统研制

及实验研究
二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鲁仰辉、罗帅、夏海鸿、于成伟、丁学强

21 高烈度地震区偏心支撑关键技术研究 三等奖
国家电投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国核电力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陈世玺、黄友强、张爱中、章卫松、何昭仁

22 铝电解系列两段式烟气净化超低排放技术研究与应用 三等奖
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宁东铝业分公司、大连碧海

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刘丰、冯建清、赵明杰、吴克明、张志军、马志军、王

彪

23
基于两部制电价及复杂运行模式的源网优化调度支撑

系统开发与应用
三等奖

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电力（马耳他）控

股有限公司

卞韶帅、陈志超、黄新、章正俊、田志亮、David

Griscti、周铁

24 基于中水水源的燃煤电厂废水零排放技术应用研究 三等奖
中电（商丘）热电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远达水务

有限公司、中电华创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周长君、许勇毅、马为民、郑敏聪、王峰、管忠、彭岗

25 基于PRO平台的一体化数字架构开发与智能应用 三等奖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王运丹、陆静、史骏、柳光池、周晓平、周峰、郑威

26
630MW亚临界空冷机组全工况自动控制系统技术研制

与应用
三等奖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岱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上发院发电成套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

郭荣、章伟杰、庄伟、张绪炎、李永富、康磊、朱潘鑫

27
600MW级火电机组汽轮机低压缸零出力灵活性改造技

术
三等奖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电

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

限公司开封发电分公司、上海上发院发电成套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

范雪飞、刘思广、刘传亮、郎建国、杨宇、程云、刘网

扣

28 火电机组深度调峰及全负荷脱硝一体化技术 三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

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通辽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袁建丽、赵树材、林  岩、孙  文、李福龙、菅志清、

周  勇

29
非能动余热排出热交换器大空间自然对流传热分析技

术及试验验证
三等奖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蒋兴、杨星、张振华、张星亮、矫明、张伟、黄庆

30 STC-NF1A新燃料运输容器关键技术研制及应用 三等奖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陕西特种橡胶制品

有限公司、南通中集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顾国兴、李岗、沈光耀、潘捷、景益、党哈雷、苏有学

科技进步三等奖（3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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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型钢制弧形模块穿孔塞焊智能焊接技术 三等奖
山东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哈尔滨阿尔特机器人技

术有限公司

修延飞、李海超、胡广泽、王刚、汤传乐、都婧婧、晏

桂珍

32 核电厂热流体仿真设计平台开发及应用 三等奖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健华、邱健、林超、黄若涛、沈杰、郭丹丹、陈丽

33 龙羊峡水库年与多年调节库容研究 三等奖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公司、河海大学
谢小平、曹光明、沈延青、王战策、董晓宁、张 毅、靳

少波

34 山丘区电力工程特殊条件下防排洪分析研究 三等奖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张晓英、王春阳、卢晓东、王基文、吴勇拓、于永富、

薛婧然

35 核电厂应对极端事故管理导则的开发及应用 三等奖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山东核电有限公司
方立凯、顾培文、宫炳军、芦苇、曹克美、陈博、王佳

赟

36 压力容器上腔室夹带和下降段逆向流研究 三等奖
国核华清（北京）核电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国家

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何丹丹、张鹏、苑皓伟、胡服全、崔蕾、费立凯、孙琼

华

37 国产核级管道非常规力学性能系统研究与工程应用 三等奖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伟、张旭2、梁兵兵、朱睿嵘、邱健、施永兵、张旭3

38 核电站常规岛性能计算与分析研究 三等奖 国家电投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吴志钢、张小勇、丁楠、宋泽、邢照凯、邵佳晔、王珊

珊

39 混流式机组及厂房减振措施研究与应用 三等奖 贵州清水江水电有限公司白市水电厂 曾平、彭卫群、刘立平、汤鸿、罗世材

40 扎哈淖尔露天煤矿采场南帮运输系统改造方案研究 三等奖 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
徐勇超、付合英、江新奇、刘敬玉、徐长友、王玉林、

刘竹青

41 COSINE反应堆蒙卡分析软件 三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 余慧、王侃、陈义学、黄善仿、秦瑶、梁金刚、全国萍

42 AP1000安全仪控系统培训设施建设 三等奖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
李建伟、王翔宇、高奇峰、赵瑜龙、刘辰星、罗慧、刘

哲明

43 空气预热器堵塞智能识别与防堵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 三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新昌发电分公司、国

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许彬、赵永权、李诚、李璟涛、吴宏亮、张晓辉、黄国

辉

44
基于自适应人工智能AI算法的风机传动链健康预警软

件研究和应用
三等奖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上海远景科创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谭文胜、牛国智、钟永、徐跃云、肖启志、谭振国、朱

振军

45 三维数字设计与精准费控一体化技术 三等奖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张明志、赵长青、郝  倩、刘 鹏、刘 宾、生韵姿、李

丹丹

46 基于斜温层原理的水储能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三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白宁、张谨奕、韩雨辰、李京浩、郭霄宇、张玮、张国

强

47 反应堆燃料包壳内外防护层技术研发 三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怀林、刘艳红、王晓婧、夏海鸿、郑明珉、王婉琳、

刘璐

48 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关键设备改进及生产技术研究 三等奖 中电投宁夏能源铝业青鑫炭素有限公司 刘建平、田永锋、蔡永泽、路海、寇岳、王维祥、李帅

49 核电厂管道支吊架智能化分析平台开发及应用 三等奖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邱健、祁涛、冯哲、朱睿嵘、沈小要、虞宏、梁兵兵

50 海上风电气象安全监控服务系统 三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江苏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江苏省气

象服务中心
王锋、黄亮、朱天华、申云乔、王博妮、吴寿康

51
核电厂缓解系统性能和异常事件风险判定软件平台开

发
三等奖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国旭、唐国锋、陈露、董琪、张彬彬、张经瑜、仇永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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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智能AI加持SDS支架跟踪和组件IV诊断关键技术研究 三等奖 国家电投集团泗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黄勇、周强、王庆春、沈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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