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 J-231-2-05 锌电解典型重金属污染物源 降林华，徐夫元，段 宁，邓爱民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同济大学，江西瑞林装备有限公司，花垣县 贺克斌，黄小卫

头削减关键共性技术与大型 曹江林，石爱文，苟有强，许威清 太丰冶炼有限责任公司，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冶自 孙宝国

成套装备 高愈希，汪佳良 欧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71 J-232-2-01 区域/全球一体化数值天气 沈学顺，龚建东，孙 健，陈 静 国家气象中心 中国气象局

预报业务系统 张 林，苏 勇，陈起英，黄丽萍

韩 威，胡江凯

72 J-232-2-02 重大工程黄土灾害机理、感 王家鼎，赵 斗，谷天峰，谢婉丽 西北大学，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 陕西省

知识别及防控关键技术 付新平，王新民，武小鹏，王新刚 司，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贾鹏飞，张登飞

73 J-233-2-01 肺癌早期精准诊断关键技术 李为民，彭 勇，张 立，刘 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杭州依图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泛生子基 四川省

的建立与临床应用 陈勃江，田攀文，王 业，王成弟 因科技有限公司

郑永升，王思振

74 J-233-2-02 肾小球肾炎诊治策略和关键 刘志红，胡伟新，曾彩虹，乐伟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江苏省

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施少林，侯金花，黄湘华，陈樱花

鲍 浩，王金泉

75 J-233-2-03 糖尿病免疫诊断与治疗关键 周智广，徐爱民，李少波，李 霞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香港大学，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技术创新及应用 黄 干，肖 扬，杨 琳，惠晓艳

罗说明，向宇飞

76 J-233-2-04 低氧与缺血适应防治缺血性 吉训明，吕国蔚，孟 然，罗玉敏 首都医科大学 教育部

脑卒中新技术体系的创研及 任长虹，李思颉，赵海苹，邵 国

推广应用 赵文博，尹志臣

77 J-233-2-05 发育源性疾病和遗传性出生 黄荷凤，徐晨明，丁国莲，吴琰婷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浙江大学医 上海市

缺陷的机制研究及临床精准 陈松长，张静澜，陈小章，赵 欢 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防控 高 玲，陈 茜

78 J-233-2-06 难治性白血病诊治新策略的 张 曦，李忠俊，曾令宇，高 蕾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徐州医科大学 重庆市

建立与临床应用 张 诚，刘 耀，高 力，钟江帆

孔佩艳，冯一梅

79 J-233-2-07 脑血管病医疗质量改进关键 王拥军，李子孝，赵性泉，王伊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市

技术与体系的建立和应用 刘丽萍，王春娟，孟 霞，潘岳松

荆 京，许 杰

80 J-233-2-08 耳科影像学的关键技术创新 王振常，鲜军舫，张 丽，沙 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国家自然科学

和应用 牛延涛，赵鹏飞，吕 晗，刘兆会 医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基金委员会

尹红霞，邢宇翔

81 J-234-2-01 中医药循证研究“四证”方法 商洪才，田贵华，吴大嵘，王燕平 北京中医药大学，广东省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学体系创建及应用 陈耀龙，郑颂华，赵 晨，张晓雨 医学研究所，兰州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邱瑞瑾，郑 蕊

82 J-234-2-02 基于“物质—药代—功效”的 刘昌孝，张铁军，章臣桂，曹龙祥 天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天津中 李大鹏，吴以岭

中药创新研发理论与关键技 王振中，林大胜，申秀萍，胡思源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川 王 锐

术及其应用 许海玉，许 浚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泰合健康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3 J-235-2-01 静脉注射用脂质类纳米药物 张志荣，龚 涛，张 彦，熊迎新 四川大学，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制剂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孙 逊，黄 园，张 凌

84 J-235-2-02 血管通路数字诊疗关键技术 张海军，冯圣玉，屠 娟，王鲁宁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 上海市

体系建立及其临床应用 杨孝平，张 洁，吴 平，尹玉霞 学，山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山东百多安医疗器械

丁 波，张国峰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医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5 J-235-2-03 聚乙二醇定点修饰重组蛋 石远凯，李银贵，王文本，徐 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石药集团百克（山东）生物制药股份 王军志，于金明

白药物关键技术体系建立 何小慧，刘 鹏，王龙山，惠希武 有限公司，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限公司，石药控股 马 丁

及产业化 张雪梅，李正栋 集团有限公司

86 J-236-2-01 宽带移动通信有源数字室 王喜瑜，刘元安，毕文仲，滕 伟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邮电大学 深圳市

内覆盖 QCell关键技术及 施 嵘，别业楠，崔文会，刘 芳

产业化应用 李向阳，徐法禄

87 J-236-2-02 超大容量智能骨干路由器 叶锦华，邓抄军，胡克文，蔡 康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研究院 深圳市

技术创新及产业化 左 萌，唐 宏，朱建波，黄新宇

王建波，王志刚

88 J-251-2-01 营养健康导向的亚热带果 张名位，张瑞芬，邓媛元，孙智达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中 广东省

蔬设计加工关键技术及产 谢海辉，刘 磊，黄 菲，李文治 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东生命一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无限极

业化 王丽娜，吴福培 （中国）有限公司，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9 J-251-2-02 粮食作物主要杂草抗药性 柏连阳，王金信，陶 波，崔海兰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青岛清原 湖南省

治理关键技术与应用 张 帅，连 磊，潘 浪，路兴涛 抗性杂草防治有限公司，湖南农业大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刘都才，杨 霞 中心，山东农业大学，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90 J-251-2-03 北方旱地农田抗旱适水种 梅旭荣，孙占祥，樊廷录，周怀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辽宁省农业科 农业农村部

植技术及应用 赵长星，刘恩科，钟永红，龚道枝 学院，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

冯良山，孙东宝 研究所，青岛农业大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91 J-251-2-04 基于北斗的农业机械自动 罗锡文，赵春江，孟志军，王桂民 华南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农业信 广东省

导航作业关键技术及应用 张智刚，陈立平，王 进，付卫强 息技术研究中心，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都师范大学

刘 卉，朱金光

92 J-251-2-05 优势天敌昆虫控制蔬菜重 陈学新，张 帆，刘万学，刘树生 浙江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浙江省

大害虫的关键技术及应用 郑永利，刘万才，邱宝利，王 甦 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华南农业大学，浙江省农产品

张桂芬，郭晓军 质量安全中心

93 J-251-2-06 主要粮食作物养分资源高 周 卫，何 萍，艾 超，孙建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江西省红壤研究 农业农村部

效利用关键技术 黄绍文，王玉军，余喜初，孙静文 所，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湖北省农业

张水清，乔 艳 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94 J-251-2-07 绿茶自动化加工与数字化 宛晓春，张正竹，江 东，夏 涛 安徽农业大学，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洋机械 安徽省

品控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 宁井铭，李 兵，李尚庆，黄剑虹 股份有限公司，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常 宏，谢一平

95 J-253-2-01 足踝外科精准微创治疗关 唐康来，华英汇，陈世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 重庆市

键技术体系建立与推广应用 LICHANGMING，陶 旭 山医院，西南大学，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袁成松，陈 万，王 晗，周兵华

马 林

96 J-253-2-02 基于液体活检和组学平台的 周 俭，樊 嘉，杨欣荣，孙云帆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

肝癌诊断新技术和个体化治 胡 捷，黄 傲，周少来，高 强 交流促进会

疗新策略 郭 玮，胡 博

97 J-253-2-03 颞下颌关节外科技术创新与 杨 驰，胡勤刚，陈敏洁，张善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南京市口腔医院 张志愿，马 兰

推广应用 何冬梅，白 果，郑吉驷，马志贵 赵铱民

沈 佩，谢千阳

98 J-253-2-04 缺血性心脏病细胞治疗关键 沈振亚，张 浩，杨黄恬，胡士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国科学 江苏省

技术创新及临床转化 刘 盛，陈一欢，刘 刚，曹 楠 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国科学院

滕小梅，姬广聚 生物物理研究所

99 J-253-2-05 创伤后肘关节功能障碍关键 范存义，蒋协远，刘 珅，钱 运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上海市

治疗技术的建立及临床应用 孙子洋，公茂琪，黎逢峰，陈 帅 医院，上海康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王 伟，陈建忠

100 J-253-2-06 前列腺创面修复新理论与 夏术阶，刘春晓，罗光恒，韩邦旻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 上海市

精准外科干预体系 荆翌峰，徐啊白，田 野，赵福军

朱依萍，王兴杰

101 J-255-2-01 深部煤矿冲击地压巷道防 潘一山，齐庆新，张 伟，赵善坤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冲吸能支护关键技术与装备 王爱文，肖永惠，王洪英，曹树祥 沈阳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诚田恒业煤矿设备有限公司，

李宏艳，刘 军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02 J-255-2-02 煤与油型气共生矿区安全智 范京道，雷贵生，唐恩贤，任怀伟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能开采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 刘 清，马 英，徐建军，孙四清 地玛珂电液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

毛明仓，袁建平 公司，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西安科技大学

103 J-255-2-03 复杂地质条件储层煤层气高 CAOYUNXING，高德利，朱庆忠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联煤层气有限责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效开发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鲜保安，李贵川，刁斌斌，柴学周 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山

黄文君，李丰亮，王 力 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方舟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104 J-255-2-04 大型复杂碳酸盐岩油藏高效 何治亮，计秉玉，王世洁，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开发关键技术及应用 TAIZHONGDUAN，云 露， 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有限公司

徐文斌，廉培庆，魏修成，彭守涛 司西北油田分公司

谭学群

105 J-255-2-05 高含水油田提高采收率关键 王增林，贾庆升，冯其红，崔玉海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工程技术与工业化应用 张 峰，马珍福，高国强，钱 钦 （华东） 有限公司

孙德旭，张福涛

106 J-256-2-01 厘米级型谱化移动测量装备 闫 利，陈长军，邓 非，谢 洪 武汉大学，武汉天际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镭神 中国地理信息

关键技术及规模化工程应用 胡小波，苏国中，朴东国，聂 倩 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武汉珞珈新空科 产业协会

万 方，张 雄 技有限公司，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测绘

设计研究院

107 J-256-2-02 自然资源卫星光学遥感测绘 唐新明，王华斌，胡 翰，李国元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西南交通大学，江苏省测绘 自然资源部

关键技术及立体中国应用 岳庆兴，甘宇航，王光辉，周 平 工程院，北京国测星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谢俊峰，卢 刚

108 J-256-2-03 智能化地图综合与多尺度级 王家耀，武 芳，张新长，闫浩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 史文中，李建成

联更新关键技术及应用 艾廷华，邓 敏，钱海忠，秦 奋 学，兰州交通大学，广州大学，中南大学 孙和平

翟仁健，张 翔

109 J-256-2-04 自主可控高性能地理信息系 景 宁，谢 忠，陈 荦，陈荣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科 王怀民，成秋明

统关键技术与应用 朱阿兴，汤国安，李 军，骆剑承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苏州中科天启遥 沈树忠

万 波，熊 伟 感科技有限公司，武汉中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博阳世通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0 J-256-2-05 断陷盆地油气精细勘探理论 宋明水，王永诗，王延光，刘惠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技术及示范应用——以济阳 王学军，操应长，曾溅辉，郝雪峰 （华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有限公司

坳陷为例 马立驰，韩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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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海因茨·富克斯，男，1951年 4月生。表面化学

及纳米生物学家，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德国科学院院士、

德国工程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江苏省提名。

哈罗德·海因茨·富克斯
Harald H. Fuchs

德国

戴尔·桑德斯，男，1953 年 5 月生。植物细胞信号和植

物营养研究领域专家，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教授、所长，英

国皇家学会会士。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提名。

戴尔·桑德斯
Dale Sanders

英国

约翰·霍尔德伦，男，1944 年 3 月生。国际公共政策和

科技政策领域的领军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

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哲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

学院院士。曾任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美国国家

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主席。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提名。

约翰·霍尔德伦
John Paul Holdren

美国

阿兰·贝库雷，男，1963年 5月生。聚变波加热领域著

名专家，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组织工程部总负责

人。曾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磁约束聚变所所长、欧

盟聚变联合会法方代表。安徽省提名。

阿兰·贝库雷
Alain Jacques BECOULET

法国

国际热带农业中心成立于 1967 年，总部

设在哥伦比亚，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下属

的 15 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之一，是自主非营

利性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机构。农业农村部

提名。

国际热带农业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

藤嶋昭，男，1942 年 3 月生。电化学和光催化领域科学

家，东京大学特别荣誉教授，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欧洲科

学院院士。曾担任东京理科大学校长。中国驻日本大使

馆提名。

藤嶋昭
Akira Fujishima

日本

苏·欧瑞莉，女，1946 年 2 月生。地球科学家，澳大利亚

麦考瑞大学杰出教授，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挪威科学院院

士。澳大利亚“地球化学演化与大陆成矿”国家重点研究中

心主任。自然资源部提名。

苏·欧瑞莉
Suzanne Y. O'Reilly

澳大利亚

雅克·冈，男，1927 年 3 月生。血液学家，巴黎第七大学

教授，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法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

籍院士。曾担任法中科学及应用基金会主席。专家提名。

雅克·冈
Jacques Philippe CAEN

法国

理查德·戈登·斯特罗姆，男，1944年 3月生。射电天文

学家，荷兰射电天文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阿姆斯特丹大学名

誉教授，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员。曾任国际天文学会射电

天文部秘书长等职务。中国科学院提名。

理查德·戈登·斯特罗姆
Richard Gordon St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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