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J-201-2-04 长江中游优质中籼稻新品种 游艾青，戚华雄，周 勇，徐得泽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扬州大学， 湖北省

培育与应用 刘 凯，吴 爽，夏明元，周 强 黄冈市农业科学院，湖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襄阳市农业科学

曹 鹏，田永宏 院，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

5 J-202-2-01 南方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多功 刘世荣，臧润国，蔡道雄，项文化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中国林业科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能经营关键技术与应用 陆元昌，曾令海，史作民，刘兴良 学研究院热带林业实验中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中国林业科

王 晖，贾宏炎 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省林

业科学研究院

6 J-202-2-02 竹资源高效培育关键技术 范少辉，王浩杰，郑郁善，丁雨龙 国际竹藤中心，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福建农林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辉朝茂，应叶青，官凤英，刘广路 大学，南京林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

苏文会，蔡春菊

7 J-203-2-01 食品动物新型专用药物的 肖希龙，郝智慧，沈建忠，贾德强 中国农业大学，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 中国农学会

创制与应用 王海挺，汤树生，王春元，何家康 公司，青岛农业大学，广西大学

刘元元，刘全才

8 J-203-2-02 海参功效成分解析与精深加 薛长湖，王静凤，王联珠，刘昌衡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教育部

工关键技术及应用 沈 建，孙永军，黄万成，薛 勇 黄海水产研究所，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

刘云涛，王玉明 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獐子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9 J-203-2-03 畜禽饲料质量安全控制关键 秦玉昌，李军国，张军民，王红英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 农业农村部

技术创建与应用 王卫国，李 俊，薛 敏，饶正华 究所，中国农业大学，河南工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

杨 洁，汤超华 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10 J-203-2-04 奶及奶制品安全控制与质量 王加启，郑 楠，张养东，李松励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唐山市畜牧水产品质量监 农业农村部

提升关键技术 郑百芹，王 成，张树秋，吕志勇 测中心，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山东

杨志刚，王惠铭 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内蒙古伊利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明乳

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J-203-2-05 奶牛高发病防治系列新兽药 李秀波，路永强，刘义明，徐 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北京市畜牧总站，中牧实业股份有 农业农村部

创制与应用 陈孝杰，石 波，李艳华，张正海 限公司，河北远征药业有限公司，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华

贾国宾，赵炳超 秦源（北京）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12 J-203-2-06 猪圆环病毒病的免疫预防关 周继勇，刘长明，刘 爵，杨汉春 浙江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北 浙江省

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金玉兰，顾金燕，粟 硕，李守军 京市农林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邢 刚，邱文英 司，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3 J-204-2-01 图解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 朱 庆，王之盛，王继文，张红平 四川省

系列丛书 颜景辰，杨在宾，谢晓红，林 燕

丁雪梅，尹华东

14 J-205-2-01 超大直径盾构掘进新技术及 李 鸿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中华全国总工会

应用

15 J-211-2-01 特色浆果高品质保鲜与加工 郜海燕，陈杭君，李 斌，孙 健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周剑忠，吴伟杰，穆宏磊，李绍振 科学院，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海通食品集团有限

孟宪军，吴晓蒙 公司，丹东君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6 J-211-2-02 玉米淀粉及其深加工产品的高 佟 毅，曲音波，李 义，李才明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大学，江南大学，兆光生物工程（邹平）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效生物制造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陶 进，刘国栋，陈 博，程 力 有限公司

王兆光，周 勇

17 J-211-2-03 高性能木材化学浆绿色制备 吉兴香，陈嘉川，田中建，陈洪国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太阳纸业 教育部

与高值利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刘泽华，魏文光，王 强，张革仓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恒联投资集团

姚瑞先，陈洪雷 有限公司

18 J-211-2-04 食品工业专用油脂升级制造 刘元法，孟 宗，汪 勇，马传国 江南大学，河南工业大学，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暨南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黄健花，王兴国，王满意，柳新荣 大学，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

黄海瑚，龙显杏 公司，肇庆市嘉溢食品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19 J-212-2-01 固相共混热致聚合物基麻纤 刘雪强，李志刚，潘国立，窦艳丽 长春博超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 中国纺织工业

维复合材料制备技术与应用 王春红，张长琦，杨 涵，严自力 军需工程技术研究所，吉林大学，天津工业大学 联合会

马继群，王 瑞

20 J-212-2-02 高性能无缝纬编智能装备创 胡旭东，彭来湖，吴震宇，向 忠 浙江理工大学，浙江恒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日发纺机技术 中国纺织工业

制及产业化 袁嫣红，何旭平，汝 欣，史伟民 有限公司，泉州佰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会

胡军祥，傅开实

21 J-213-2-01 高纯/超高纯化学品精馏关键 李群生，任钟旗，王宝华，宋晓玲 北京化工大学，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先锋创新科技发 中国石油和化学

技术与工业应用 金君素，王文新，唐红建，尹建平 展有限公司，北京世纪隆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化大科技有 工业联合会

史 翎，章慧芳 限公司

22 J-213-2-02 高可靠长寿命锂离子电池关 杜春雨，解晶莹，尹鸽平，徐延铭 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珠海冠宇电池有限公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

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宋殿权，潘延林，高云智，马玉林 哈尔滨光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李素丽，左朋建

23 J-213-2-03 催化裂化汽油超深度加氢 鲍晓军，范 煜，常晓昕，王廷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石油和化学

脱硫-烯烃分段调控转化 向永生，石 冈，岳源源，姚文君 （北京），福州大学，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 工业联合会

成套技术 刘荣江，刘 昕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石

化分公司

24 J-214-2-01 深水大断面盾构隧道结构/功 胡曙光，邓利明，焦齐柱，姚春桥 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 中国建筑材料

能材料制备与工程应用成套 李勇军，陈跃庆，李 波，丁庆军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隧道局集 联合会

技术 马保国，刘云鹏 团有限公司，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隧

道工程有限公司

25 J-214-2-02 高导热油基中间相沥青碳纤 冯志海，刘金水，叶 崇，王妙云 湖南大学，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湖南东映碳材料科技有限 湖南省

维关键制备技术与成套装备 朱世鹏，樊 桢，刘洪新，佘喜春 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北京卫星制造

及应用 黄 东，余 洋 厂有限公司，湖南长岭石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6 J-215-2-01 特高压高能效输变电装备用 储双杰，李国保，沙玉辉，陈 新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大学，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超低损耗取向硅钢开发与应用 章华兵，沈侃毅，杨勇杰，杜振斌 限公司，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侯长俊，宿德军

27 J-215-2-02 连铸凝固末端重压下技术 朱苗勇，王新东，祭 程，袁宏伟 东北大学，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开发与应用 吴国荣，王兰玉，曾令宇，李扬洲 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张洪波，代宗岭

28 J-215-2-03 钢材热轧过程氧化行为控制 刘振宇，曹光明，齐建军，于 洋 东北大学，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太钢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技术开发及应用 李光辉，司小明，石发才，许 斌 锈钢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钢铁股份

赵显鹏，陈军平 有限公司，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29 J-215-2-04 大型高质量铝合金铸件控 介万奇，郝启堂，杨光昱，李新雷 西北工业大学，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耶华 陕西省

压成型关键技术及应用 刘永勤，荣 鹏，唐友辉，高志明 科技有限公司，天津航天长征技术装备有限公司，陕西法士特

孟祥炜，严鉴铂 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30 J-216-2-01 氢气规模化提纯与高压储存 郑津洋，陈学东，陈 健，王 冰 浙江大学，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南化工研究设计 教育部

装备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花争立，王 赓，韩武林，魏春华 院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海德利森科技有限公

姜 将，刘孝亮 司，浙江巨化装备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沈阳斯林达安科新技

术有限公司

31 J-216-2-02 高端包装印刷装备关键技术 梅雪松，李彦锋，许文才，赵 飞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印刷学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及系列产品开发 薛志成，黄小军，王仪明，陈 亮 院，西安航天华阳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渭南科赛机电设备有限

陶 涛，韩 健 责任公司

32 J-216-2-03 五轴联动数控机床 S形试件 隋少春，刘大炜，宋智勇，牟文平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科 四川省

检测方法及加工精度提升技术 郝小忠，杜 丽，丁国富，朱绍维 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武

李 杰，黄明聪 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33 J-216-2-04 高性能滚动轴承加工关键技 袁巨龙，吕冰海，叶 军，赵 萍 浙江工业大学，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人本集团有限公司，慈 浙江省

术与应用 邓乾发，张永乾，郭长建，李文超 兴集团有限公司

陈思钱，赵 坤

34 J-217-2-01 海岛/岸基高过载大功率电源 戴瑜兴，罗 安，陈燕东，周乐明 湖南大学，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舰船研究院，温州大 湖南省

系统关键技术与装备及应用 徐千鸣，何志兴，李民英，陆 青 学，青岛创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郜克存，陈四雄

35 J-217-2-02 含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系统 宋永华，丁 一，陈 嵘，叶水泉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浙江大学，杭州源牌科技股份有限公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需求侧负荷调控关键技术及 林 今，田世明，叶承晋，李靖霞 司，清华大学，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电南京自动化

工程应用 刘月琴，万 灿 股份有限公司，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36 J-217-2-03 ±800kV换流变压器自主化 刘泽洪，宓传龙，李 鹏，周远翔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研制及工程应用 王 健，齐 波，帅远明，张冠军 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特

卢理成，程涣超 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

37 J-217-2-04 网源友好型风电机组关键 秦世耀，应 有，李少林，乔 元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技术及规模化应用 谢 震，王瑞明，房 方，毕 然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

代林旺，张 利

38 J-217-2-05 有载调容配电变压器关键技 盛万兴，王金丽，魏贞祥，方恒福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博瑞莱智能科技集团有限 北京市

术、系列装备及规模化应用 孟晓丽，杨红磊，林 涛，韩筛根 公司，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辽宁

孙业荣，邹 鹏 金立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39 J-217-2-06 轴流式和贯流式水轮机关键 罗兴锜，冯建军，郭鹏程，赵 越 西安理工大学，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浙江富安水力机械研究 陕西省

技术及工程应用 南海鹏，刘胜柱，郑小波，吴喜东 所有限公司，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宫让勤，张乐福

40 J-219-2-01 固态存储控制器芯片关键技 骆建军，樊凌雁，楼向雄，周 昱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州华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 浙江省

术及产业化 张 春，刘海銮，刘 升，方景龙 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清华大学，西安奇维科技有限

周 斌，王祖良 公司，西京学院

41 J-219-2-02 面向机动平台的高清晰精准 张 弘，袁 丁，杨一帆，李军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环境特性研究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教育部

光电探测关键技术与装备 李伟鹏，何 磊，张泽宇，李亚伟 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王可东，赵 琦

42 J-219-2-03 高通量多靶标核酸自动化定 彭年才，李 明，苗保刚，李 政 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天隆生物科技 陕西省

量检测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胡 飞，韦学勇，李红东，赵立波 有限公司

张镇西，蒋庄德

43 J-219-2-04 多轴联动多传感器协同现场 李醒飞，裘祖荣，郝 健，王 鹏 天津大学，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 天津市

坐标测量技术及应用 李杏华，谭文斌，张国雄，刘书桂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胡 军，张宝峰

44 J-220-2-01 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电能 张承慧，耿 华，胡顺全，邢相洋 山东大学，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山东泰 山东省

净化关键控制技术及应用 陈阿莲，冯 丽，迟恩先，任其广 开电力电子有限公司，山东山大华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长元，李晓艳

45 J-220-2-02 海洋窄带环境复杂目标探测 罗 均，彭 艳，彭进霖，李常伟 上海大学，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海鹰加科 上海市

识别技术与装备 陈 钧，沈礼权，张 泉，申万秋 海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邓红勇，张 丹

46 J-220-2-03 广域协同的高端大规模可编 王文海，刘兴高，王 智，杨春节 浙江大学，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优稳自动化系统有 教育部

程自动化系统及应用 孙优贤，贾廷纲，覃伟中，张海峰 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谢道雄，胡 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

47 J-220-2-04 智能型科技情报挖掘和知识 唐 杰，李涓子，杨红霞，许静芳 清华大学，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有 中国科协

服务关键技术及其规模化应用 许 斌，邢春晓，张 阔，刘德兵 限公司

高 博，张帆进

48 J-220-2-05 国家超级计算基础设施支撑 钱德沛，迟学斌，肖 侬，谢向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中山大 卢锡城，怀进鹏

软件系统 王普勇，查 礼，栾钟治，郭兆电 学，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航 郑志明

于坤千，姜 恺 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

49 J-221-2-01 青藏高海拔多年冻土高速公 汪双杰，赖远明，陈建兵，张 娟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寒区旱 中国公路学会

路建养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纳启财，吴明先，郭宏新，王声乐 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青海地方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东南

陈团结，张 锋 大学，中圣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中交第二公

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50 J-221-2-02 复杂受力钢-混凝土组合结 樊健生，聂 鑫，范 重，杨 悦 清华大学，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钢结构协会

构基础理论及高性能结构体 张良平，许立言，张莉莉，丁 然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中建工程研究院有限

系关键技术 刘宇飞，陶慕轩 公司，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

51 J-221-2-03 城市供水管网水质安全保障 张土乔，邵 煜，柳景青，俞亭超 浙江大学，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杭州绿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浙江省

关键技术及应用 张 燕，许 刚，董剑峰，代 荣 公司，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叶苗苗，程伟平

52 J-221-2-04 高压富水长大铁路隧道修建 马 栋，谭忠盛，苗德海，张民庆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铁路局

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田四明，许和平，陈绍华，胡建国 北京交通大学，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二

尚尔海，李 勇 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

53 J-221-2-05 深部复合地层隧（巷）道 TBM 刘泉声，黄 兴，刘 斌，陈 馈 武汉大学，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武汉 湖北省

安全高效掘进控制关键技术 李 涛，张子新，朱元广，夏明锬 岩土力学研究所，山东大学，同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铁十

潘玉丛，卢景景 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54 J-221-2-06 高性能隔震建筑系列关键技 李爱群，郭 彤，苗启松，曾德民 北京建筑大学，东南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北京市

术与工程应用 薛彦涛，解琳琳，陆 飞，卫 海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张志强，陈 曦 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江苏鸿基节能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55 J-221-2-07 高速铁路Ⅲ型板式无砟轨道 王同军，王继军，赵有明，胡华锋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系统技术及应用 沈东升，姚 力，郭 郦，孙 立 司，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

王 梦，杨荣山 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

限公司

56 J-221-2-08 建筑热环境理论及其绿色营 李百战，潘云钢，戎向阳，李国庆 重庆大学，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 重庆市

造关键技术 姚润明，王 莉，李 楠，刘 猛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席战利，杨 旭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华中

师范大学

57 J-222-2-01 大型泵站水力系统高效运行 徐 辉，张 健，邓东升，冯建刚 河海大学，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 水利部

与安全保障关键技术及应用 俞晓东，李同春，陈毓陵，郑 源

赵兰浩，杨校礼

58 J-223-2-01 高性能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关 廉玉波，凌和平，吴海平，鲁志佩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键技术及产业化 刘长久，杜智勇，曹耀光，何 龙

陈 刚，杨广明

59 J-223-2-02 道路与桥梁多源协同智能检 赵祥模，马 建，贺拴海，程 磊 长安大学，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 陕西省

测技术与装备开发 宋宏勋，赵 煜，宋焕生，袁卓亚 设计院有限公司，陕西高速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陕西省

黄福伟，张 建 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西安长大公路工程检测中心

60 J-223-2-03 高速铁路用高强高导接触网 王立天，刘嘉斌，张进东，孟 亮 天津中铁电气化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大学，中铁电气化 天津市

导线关键技术及应用 王宏涛，丁为民，李金华，赵戈红 局集团有限公司，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邢台鑫晖铜业

马吉恩，侯日根 特种线材有限公司，烟台金晖铜业有限公司，朔黄铁路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61 J-223-2-04 轨道交通大型工程机械施工 杨绍普，郭京波，潘存治，郭文武 石家庄铁道大学，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秦皇岛天业通联 詹天佑科学技术

安全关键技术及应用 卓普周，王金祥，纪尊众，王江卡 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一 发展基金会

郝如江，魏福祥 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62 J-223-2-05 彩虹四多用途无人机 李 锋，欧忠明，石 文，李平坤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学会

刘 凯，周乃恩，罗小云，李 峰

黄 伟，胡 浩

63 J-230-2-01 空间电推进综合测试技术 李得天，张天平，洪延姬，陈学康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 甘肃省

及应用 郭 宁，柏 树，杨俊泰，王 鹢 工程大学

叶继飞，杨建斌

64 J-230-2-02 面向复杂数控装备的监测 陶 飞，黄祖广，于 东，胡天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沈阳高精数 工业和信息化部

评估关键技术及标准体系 赵钦志，邹孝付，左 颖，李建双 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大学，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广

杨堂勇，郑小年 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65 J-230-2-03 核酸与蛋白质生物计量关 王 晶，董莲华，武利庆，高运华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国家市场监督

键技术及基标准体系创建 隋志伟，傅博强，于常海，李 亮 管理总局

和应用 刘瑛颖，杨 彬

66 J-231-2-01 钢铁行业多工序多污染物 朱廷钰，于 勇，李 超，刘霄龙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河钢集团有限公司，中冶焦耐（大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超低排放控制技术与应用 许汉渝，李建新，田 欣，卢建光 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钢集团天澄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 岩，尹 华

67 J-231-2-02 城镇污水处理厂智能监控和 俞汉青，李志华，盛国平，侯红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 安徽省

优化运行关键技术及应用 王冠平，王广华，史春海，张 静 股份有限公司，光大水务（深圳）有限公司，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

赵忠富，石 伟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

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68 J-231-2-03 基于 3S维度的生物质固废 陈冠益，李秀金，侯立安，王 黎 天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工程大学，武汉 天津市

清洁高效燃气能源化关键 郑朝晖，程占军，冯 涛，高 伟 科技大学，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湖光工业炉有限公

技术及应用 徐颢闻，旦 增 司，西藏大学

69 J-231-2-04 煤矸石煤泥清洁高效利用关 程芳琴，张 锴，郭彦霞，张培华 山西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山西平朔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山 山西省

键技术及应用 宋慧平，杨凤玲，张缠保，武建芳 西华仁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大地民基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

傅垣洪，高利生 司，山西天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下转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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