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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登记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1 
5142019

Y0076 

超贫铁矿资源铁磷铜高

效低耗综合利用技术与

应用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华

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宝通

矿业有限公司 

朱阳戈, 苑占永, 孙建喜, 李松清, 陈海

彬, 郑桂兵, 周振华, 胡晓星, 吴天来, 

崔强, 李志, 肖婉琴, 杨帅峰, 孙昊, 陆

洪放, 任爱军, 刘崇峻, 宋振国, 周兵仔 

2 
5142019

Y0115 

抗烧损钨电极材料及产

业化技术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工

业大学, 江苏北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于月光, 杨建参, 王芦燕, 聂祚仁, 李曹

兵, 侯玉柏, 章德铭, 席晓丽, 周小彬, 

张宇晴, 彭鹰, 赵晓东, 高峰, 刘山宇, 

陈钊, 周恒 

3 
5142019

Y0116 

3D 打印用低杂质高球形

度镍基铁基合金粉末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矿新

材科技有限公司 

于月光, 杜开平, 章德铭, 王旭, 袁建鹏, 

冀国娟, 马春春, 酉琪, 高峰, 高向宙, 

胡宇, 周恒, 张康, 孙建刚 

4 
5142019

Y0117 

地面燃气轮机用抗高温

腐蚀系列涂层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瑞典西

门子工业涡轮有限公司 

沈婕, 冀晓鹃, 杜开平, 原慷, 马尧, 高

向宙, 胡宇, 李正秋, 侯伟骜, 卢晓亮, 

鲍君峰, 胡晓蕾 

5 
5142019

Y0118 

特大型贫矿床超大规模

低成本高效开采关键技

术研究 

云南迪庆有限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中

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 

刘育明, 冯兴隆, 伍绍辉, 张旭东, 王李

管 , 姚志华 , 葛启发 , 刘华武 , 陈小伟 

贾明滔, 朱瑞军, 李剡兵, 夏长念, 李争

荣, 毕林, 赵冰峰 

6 
5142019

Y0119 

航空用高强高韧 7475 铝

合金蒙皮薄板研制及应

用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航空工业

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中南大学, 有

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黎勇, 陈军洲, 姬浩, 刘志义, 王能均, 

张鲁辉, 罗海云, 闫宏伟, 何维维, 杜荣, 

郑皓, 郝敏, 王军, 温凯, 刘瑶琼, 冯杰 

7 
5142019

Y0127 

熟料干法烧结工艺与装

备技术开发 
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 

樊大林, 杨志民, 赵清杰, 齐利娟, 顾华, 

衡少亭, 张保伟, 韩中岭, 武国宝, 韦舒

耀, 顾敏, 左会敏, 侯用兴, 王建立, 杨

会斌, 邵帅, 李新华, 代惠民, 韩东战, 

高学军 

8 
5142019

Y0128 

超强耐磨打壳锤头技术

的开发及工业应用 
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 

史志荣, 李冬生, 柴登鹏, 李致远, 马军

义, 梁玉冬, 侯光辉, 刘丹, 包生重, 刘

英, 吴许建, 王成智, 梁贵生, 刘秀, 于

强, 王俊伟, 白卫国, 李静, 焦庆国, 杜

子娟 

9 
5142019

Y0129 

赤泥堆场无土原位修复

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铝矿业有限公司 

刘万超, 刘中凯, 闫琨, 康泽双, 杨洪山, 

李帅, 张腾飞, 杜心, 王洋洋, 程涛, 郝

跃鹏, 苏钟杨, 孙凤娟, 张延利, 练以诚, 

李学鹏, 曹瑞雪, 李晗钰, 潘守道, 董光

裕, 张朝普, 和新忠, 雷树喜, 胡秋云, 

裴昱 

10 
5142019

Y0130 

白云石综合利用清洁炼

镁新技术 

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宝隆镁业有限责任公司 

史志荣, 陈开斌, 李长勇, 狄保法, 赵秀

峰, 李峰, 李晗钰, 童春秋, 路培乾, 李

波, 陈向红, 张英, 李琰, 陈月新, 狄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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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樊闯, 邵帅, 郑纯辉, 胡文豪, 仝润

娜 

11 
5142019

Y0131 

铝用炭素焙烧废焦油资

源综合利用技术开发 

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三晋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陈开斌, 郭彦生, 杨宏杰, 罗钟生, 赵忠

明, 孙丽贞, 王金融, 罗英涛, 陈晓军, 

蒋杨, 程秋明, 闫飞飞, 刘建军, 胡聪聪, 

曹宝玲, 尹大伟, 李俊, 郭俊明, 要利生, 

陈晋明, 王玉杰, 郭四娟, 陈雷 

12 
5142019

Y0135 

复杂难控风网自转换式

通风技术研究与应用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 

廖江南, 刘福春, 高世贤, 陈建双, 尤祎, 

郑杰, 帅金山, 朱志根, 程正南, 葛文杰, 

孙德胜, 李晓芸, 姚逸飞, 淡永富, 段进

超, 刘杰 

13 
5142019

Y0136 

高寒地区复杂缓倾斜薄

矿体露天开采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海鸿鑫矿业有限公司 

何昌盛, 朱志根, 赵溪, 刘福春, 荆正强, 

万德林, 杨光毅, 简成卫, 张建刚, 阙赟

鹏, 吴秀琼, 张宇, 陈正军, 任卫东, 和

静, 范玉乾 

14 
5142019

Y0137 

铅锑银多金属物料协同

冶炼及综合回收关键技

术与装备研究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 

谭荣和, 张乐如, 周南方, 李允斌, 马宝

军, 吴晓松, 周裕高, 胡东华, 胡波, 刘

燕庭, 董鹏, 张岭, 陈萃, 赵娜, 董晓伟, 

甘红祥 

15 
5142019

Y0138 

低品位锂云母资源综合

利用制备电池级碳酸锂

及碱金属回收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 

江西南氏锂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南

大学, 宜春市金地锂业有限公司 

南进喜, 刘剑叶, 王万林, 南东东, 曾小

毛, 张海辉, 吴金婷, 曾位勇, 吴进方, 

南天, 王家前, 钟斌, 温胜来, 邱联春, 

郭亮, 廖长青 

16 
5142019

Y0147 

硅锰锆孕育剂分析方法

的研究 
天津华勘商品检验有限公司 

刘淑香, 姚旭, 卞大勇, 左良, 高蕾, 赵

海珍 

17 
5142019

Y0157 

新型高效智能永磁磁浮

轨道交通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江西理工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杨斌, 张卫华, 杨杰, 邓斌, 邓永芳, 樊

宽刚, 胡海林, 杨牧南, 邓自刚, 张振利, 

占鹏飞, 周发助, 马启文, 汪涛, 张江华, 

曾璐, 郑欣欣, 李家节, 任 愈, 韩树人 

18 
5142019

Y0174 

新型电子束冷床炉研制

及其在钛及钛合金制备

中的研究与应用 

攀枝花学院, 攀枝花云钛实业有限公

司, 成都天宇坤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王凯, 李志敏, 赖奇, 廖先杰, 刘翘楚, 

柳启斌, 范立男, 刘峰 

19 
5142019

Y0175 

碳（氮）化钒钛固溶粉体

及其硬质合金的制备 

攀枝花学院, 博亿高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陈敏, 方民宪, 谭斌 

20 
5142019

Y0176 

硫酸法钛白短流程关键

技术及自控装备设计与

应用 

攀枝花学院, 攀枝花市钛海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田从学, 黄双华, 陈华, 杨颖, 蒲洪, 房

鹏, 邹建新, 叶贵林, 梁安兵 

21 
5142019

Y0177 

深部金属矿床开采过程

充填材料与工艺优化技

术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铜陵有

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庆铜矿 

郭利杰, 许文远, 方志甫, 卫明, 史采星, 

李宗楠, 邹贤季, 李文臣, 刘光生, 杨超, 

史传哲, 王建军, 张见, 李欣, 陈鑫政, 

侯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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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5142019

Y0178 

矿山高陡边坡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及安全防控新

技术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矿

业大学（北京）, 本溪钢铁（集团）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南芬露天铁矿 

曹辉, 陶志刚, 秦秀山, 王贺, 付国龙, 

冀虎, 王利岗, 张子斌, 谷明, 戴锐, 王

志修, 李梦楠, 刘冠洲 

23 
5142019

Y0182 

富氧侧吹熔炼-多枪顶吹

连续吹炼-火法阳极精炼

热态三连炉连续炼铜技

术产业化开发与应用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烟台国

润铜业有限公司 

颜杰, 都卫国, 张海鑫, 葛晓鸣, 李建辉, 

姜元顺, 陆金忠, 柳庆康, 郝小红, 尤廷

宴, 吴金财, 孙子虎, 崔大韡, 邵振华, 

徐风, 李鸿飞 

24 
5142019

Y0183 

废铅酸蓄电池铅膏短流

程资源化关键技术及产

业化项目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豫

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李东波, 王拥军, 黎敏, 夏胜文, 陈学刚, 

索云峰, 汤伟, 吴卫国, 许良, 吴会杰, 

冯双杰, 张阁, 王海波, 郑明, 李冀远, 

夏会林, 王书晓 

25 
5142019

Y0194 

铝-铅及铝-钛-钢高熔点

差材料爆炸复合研究及

产业化应用 

湖南方恒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中南大

学, 国防科技大学, 南华大学 

曾智恒, 李慧中, 汤娅, 梁霄鹏, 丁德馨, 

吴克刚, 张新华, 汪庆桃, 常文斗, 赵芳, 

赵帅, 邓辉, 徐缘, 曾智龙 

26 
5142019

Y0195 

新型高强韧低淬火敏感

性铝合金材料及其工业

化制造技术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有研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 

熊柏青, 王正安, 李锡武, 曾庆华, 李志

辉, 陈丽芳, 张永安, 易幼平, 向曙光, 

林海涛, 吴锡伟, 朱宝宏, 金承龙, 王勇, 

温凯, 黄始全 

27 
5142019

Y0212 

惯约聚变激光光学元件

用高纯金属铪制备技术

及产业化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有研工程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有研资源环境技

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王力军, 吴延科, 张建东, 江洪林, 张顺

利, 尹延西, 陈松, 车小奎, 闫国庆, 胡

志方, 段锦, 罗远辉, 黄永章, 蔡振平, 

王芳, 康强 

28 
5142019

Y0213 

超冶金级硅(UMG-Si)短

程制备关键技术及应用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昆明理

工大学 

王志, 魏奎先, 王东, 钱国余, 伍继君, 

张虎, 曹建尉, 陈正杰, 雷云, 刘俊昊, 

公旭中 

29 
5142019

Y0219 

高性能硅颗粒增强铝基

复合材料及其电子封装

应用 

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

驰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刘彦强, 熊柏青, 樊建中, 姚幸福, 马自

力, 赵月红, 郝心想, 陈春生, 钟剑锋, 

魏少华, 刘锡魁, 左涛, 聂俊辉, 刘铭坤, 

王亚宝, 濮达 

30 
5142019

Y0224 

系列珠光颜料（珠光材

料）的制备工艺及关键技

术 

瑞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昌梓, 吴昌在, 吴万里, 吴昊, 吴俊 

31 
5142019

Y0228 

薄膜太阳能电池用稀散

金属材料制备技术开发

及产业化 

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 清远先

导材料有限公司, 先导薄膜材料（广

东）有限公司, 广东先导稀贵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 

朱刘, 朱世会, 刘留, 童培云, 胡智向, 

范文涛, 白平平, 狄聚青, 王波, 文崇斌, 

陈应红, 郑双明, 滕飞, 殷亮, 宋世金, 

谢群 

32 
5142019

Y0229 

2300mm 铝带碱清洗机

组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国际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李广杰, 郭坤龙, 孔德刚, 王建民, 殷觊

恺, 李跃峰, 常亚磊, 李楚, 孙付涛, 杨

松涛, 马旭凯, 陈石头, 袁杰, 王冰冰, 

张辉, 王鹏, 段胜林, 李兰生, 杨蒋皓, 

尚琳 

33 
5142019

Y0230 

再生铝熔铸生产线用节

能环保型双室炉关键技

术研发 

苏州新长光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余广松, 朱咸中, 陆勇, 吴杰, 茆寿余, 

屈广帅, 徐杰, 朱冬根, 段豫杭, 王玉红, 

刘和平, 钱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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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5142019

Y0232 

炭素及石墨制品混捏成

型沥青烟气全流程高效

吸附净化技术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贵阳

振兴铝镁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

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

司, 贵州创新轻金属工艺装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兰州铝业有限

公司, 国家铝镁电解装备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袁永健, 陈丽新, 谢照亮, 李兴友, 王理, 

张海龙, 黎衡慧, 孙传杰, 张树胜, 邓七

一, 黄耀, 刘继承, 石建湘, 莫如健, 王

培, 靳冬, 耿波, 柏庄 

35 
5142019

Y0233 

稀土基储氧催化材料的

构建与性能调控 
昆明理工大学 王华, 李孔斋, 魏永刚, 祝星, 郑燕娥 

36 
5142019

Y0234 

锌铟锡铜共伴生复杂矿

产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

术及产业化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童雄, 何庆浪, 吴熙群, 欧乐明, 谢贤, 

兰希雄, 尤腾胜, 莫峰, 简胜, 戴惠新 

37 
5142019

Y0235 

含银多金属复杂物料高

效清洁利用新技术及应

用 

昆明理工大学, 昆明鼎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恒邦冶

炼股份有限公司, 蒙自矿冶有限责任

公司, 郑州大学, 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兴安银铅冶炼有限公司 

杨斌, 徐宝强, 蒋文龙, 刘大春, 戴卫平, 

汤文通, 陈巍, 李卫锋, 赵振波, 马玉天, 

汤红才, 曲胜利, 董准勤, 徐培伦, 沈江, 

宋建勋, 廖元杭, 黄宜标, 王宏玉 

38 
5142019

Y0236 

高硬耐磨耐蚀涂层技术

及应用 

广东省新材料研究所, 中航飞机起落

架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中国航发

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 中国航发哈尔

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 

刘敏, 周克崧, 宋进兵, 邓春明, 邓畅光, 

苑强波, 孟清河, 代明江, 师玉英, 蒋静 

39 
5142019

Y0237 

新型结构敞开式焙烧炉

生产铝用阴极技术开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星占雄, 尤祥胜, 董文, 杨国文, 毛永庆, 

商文博, 周鑫, 闫孟强, 郭刚, 陈定富, 

祝可武, 张国林, 杨增磊, 李积海, 赵西

顺, 周宏, 柴利锋, 辛震, 赵国兄, 芦彩

云, 张佐邦, 仲桂英, 宋媛媛 

40 
5142019

Y0238 

预焙阳极生产过程废物

综合循环利用技术研究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星占雄, 衡茂林, 张玉平, 杨国文, 仲桂

英, 周宏, 刘儒山, 马文刚, 姚定邦, 李

峰, 李积海, 陶积政, 祝可武, 马秀英, 

刘兴, 赵宗义, 吕多庆, 王番平, 马艳, 

张国林, 张占军, 谢晟元, 张勇宏, 王桂

琴, 芦彩云 

41 
5142019

Y0239 

预焙阳极组装设备性能

提升技术研究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衡茂林, 张玉平, 刘儒山, 马文刚, 张占

军, 周宏, 仲桂英, 李军, 周峰, 李春海, 

吕超, 姚定邦, 刘裕昌, 王桂琴, 马艳, 

张国林, 谢晟元, 蔡冠雄, 吴晓梅, 李积

海, 孙建虎, 陈国春, 张磊, 路明秀, 关

磊 

42 
5142019

Y0240 

高海拔电解铝生产绿色

铝箔坯料工艺技术的研

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青海中铝铝板带有限公司 

星占雄, 陈有财, 崔勇, 杨国文, 熊增彩, 

韩英, 索宝生, 李剑, 王建飞, 马国斌, 

李积海, 张国林, 李春晖, 杨国锋, 孙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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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赵国凯, 曹玉山, 白彪, 周玉邦, 梁

德太, 邵周元, 俞发普, 汪智, 张红安 

43 
5142019

Y0241 

电解车间粉尘专用清理

机的研制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刘锋, 杨国文, 杨旸, 宋清懿, 戴宝红, 

胡志梅, 康军年, 王林, 张启胜, 殷华彬, 

张立恒, 车占鹏, 祝可武, 李积海, 郭城, 

张国林, 陈丽, 刘海, 张佐邦, 路朋国, 

李韦华 

44 
5142019

Y0242 

电解槽阳极电流分布在

线检测技术的研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星占雄, 陈有财, 衡茂林, 刘锋, 杨国文, 

曾牧, 杨旸, 艾胜朋, 杨红军, 胡志梅, 

宋清懿, 王林, 孟晓宝, 郭瑜, 祝可武, 

张国林, 李积海, 赵西顺, 梁伟, 辛震, 

李成章, 张君, 李琰, 叶汉省, 路明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