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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奖受理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名单 提名者 提名等级

F01 农林养殖专业评审组 

1 

凡纳滨对虾分

子标记辅助育

种关键技术及

应用 

胡超群（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任春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陈廷（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罗鹏（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黄文（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李活（广东金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江晓（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王艳红（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张吕平（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陈偿（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阮华星（广东金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舒琥（广州大学） 

程楚杭（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张鑫（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霍达（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

州分院 
一等奖 

2 

牡蛎细胞工程

繁育技术研发

及其三倍体种

业生产应用 

喻子牛（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张跃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秦艳平（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马海涛（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肖述（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李军（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向志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张扬（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毛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廖庆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

州分院 
一等奖 

3 
紫锥菊种质资

源创新及其中

兽药创制应用 

吴鸿（华南农业大学） 

郭世宁（华南农业大学） 

杨跃生（华南农业大学） 

刘翠（华南农业大学） 

武力（广东华农高科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孔梅（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宁熙平（华南农业大学） 

李美娣（广东华农高科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石达友（华南农业大学） 

白玫（华南农业大学） 

李庆玲（华南农业大学） 

黄显会（华南农业大学） 

曾振灵（华南农业大学） 

方炳虎（广东温氏大华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覃磊（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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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羽肉鸡高效

育种技术开发

与应用 

舒鼎铭（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罗成龙（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瞿浩（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刘天飞（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王艳（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马杰（广东智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计坚（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蔡曼珊（广东智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陈鹏（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严霞（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邹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黄爱珍（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何静怡（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 
一等奖 

5 
杂交鳢的育种

和养殖方法 

邹记兴（华南农业大学） 

周爱国（华南农业大学） 

许国焕（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叶树才（中山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 

黄晓声（中山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 

陈言峰（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谢少林（清远市北江水产科学研究所） 

范兰芬（华南农业大学） 

丁建华（广州利洋水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赖启先（兴宁市生兴水产专业合作社）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二等奖 

6 

牡蛎养殖的净

化及品质优化

技术与示范推

广 

姚茹（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孔韶锋（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二等奖 

7 

作物种子活力

提升关键技术

研发与应用 

刘军（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心）

张友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 

付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高家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因研究中

心） 

陈友订（广东省金稻种业有限公司） 

陈光辉（湖南农业大学） 

刘爱民（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黄上志（中山大学） 

张向东（广东劲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刘伯全（广东华茂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 
二等奖 



  - 3 -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名单 提名者 提名等级

8 

基于酶法与机

械法联合脱皮

的胡椒加工关

键技术及应用 

张园（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韦丽娇（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谢辉（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

陈政梅（海南省农业机械鉴定推广站） 

李明福（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段宙位（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设计研究

所） 

陈星（海南星汇达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李玉林（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

所） 

张龙（湛江市麻章区仓龙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张朋（湛江市一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湛江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F02 医药卫生专业评审组 

1 

用于预防中风

的可回收左心

耳封堵器系统

的关键技术研

发及应用 

李安宁（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林逸贤（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张德元（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黄鹤（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何建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谢粤辉（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李思漪（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刘建勇（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张锴（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夏颖（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王阁奇（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马仁梅（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江巍（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唐辉强（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彭涛（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省机械工

程学会 
一等奖 

2 

可穿戴十二导

动态心电采集

系统（智能心

电衣） 

包磊（深圳市善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肖学良（深圳市善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高必福（深圳市善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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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 DNA 纳

米球的高通量

基因测序关键

技术及应用 

徐讯（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章文蔚（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倪鸣（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牟峰（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健（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蒋慧（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欧（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席凤（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龚梅花（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宇亮（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邢楚填（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奥（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黎宇翔（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李计广（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美（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 
一等奖 

4 

疾病相关抗原

特异性 T 细胞

及其免疫识别

受体筛选技术

及应用 

罗微（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金亚彬（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毛晓帆（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林凯容（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计勇（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湘萍（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祖晖（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余思菲（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官展文（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楚凌（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5 
呼吸康复治疗

技术装备的研

发及其产业化 

郑则广（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胡杰英（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徐结兵（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青（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寅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郭文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钟丽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罗俏玲（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6 

3D 打印个性

化骨缺损修复

植入体关键技

术与临床应用 

张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赵小文（深圳市艾科赛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文翔（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白雪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于滨生（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张东锋（深圳市艾科赛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广

州分院 
二等奖 



  - 5 -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名单 提名者 提名等级

7 
老龄跌倒精准

防护关键技术

及应用 

赵国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宁运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李慧奇（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皮红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高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章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梁升云（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唐静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禹杰（北京三捷欧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广

州分院 
二等奖 

8 

一次性使用全

自动回缩型注

射器 
杨育和（汕头华尔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汕头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9 
岭南中药炮制

工艺的技术创

新及应用 

李春泉（广东汇群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陈一村（汕头大学医学院） 

陈潮升（广东汇群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 
二等奖 

F03 国土资源组 

1 

城市勘测数据

采集中的关键

技术创新及应

用 

魏金占（广东中冶地理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丁孝兵（佛山市规划测信总院有限公司） 

梁敬祖（佛山市规划测信总院有限公司） 

刘润东（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陈瑞波（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岳国森（佛山市规划测信总院有限公司） 

康停军（佛山市规划测信总院有限公司） 

刘清（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遥感院）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F04 环境与水利 

1 

生物质废弃物

清洁转化及高

值利用关键技

术 

吴创之（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阴秀丽（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潘贤齐（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李冬梅（淄博淄柴新能源有限公司） 

马培碧（广州环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梁杰辉（淄博淄柴新能源有限公司） 

谢建军（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郎林（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刘华财（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苏德仁（广东正鹏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黄艳琴（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袁洪友（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陈文威（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杨文申（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周意（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

州分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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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体废弃物资

源化处理设备

及其集成关键

技术研发与应

用 

姚锡凡（华南理工大学） 

蒋经发（广东隽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陶韬（华南理工大学） 

黄伟杰（广东隽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佳军（华南理工大学） 

刘浩军（广东隽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存吉（华南理工大学） 

段云山（广东隽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敏（华南理工大学） 

卿炳炎（广东隽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3 

高强度双波段

UV-催化协同

净化恶臭异味

关键新技术 

黄海保（中山大学） 

叶信国（深圳科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何志明（佛山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钟新生（广东绿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苍昕（广东绿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付志敏（佛山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纪建（中山大学） 

谢锐杰（中山大学） 

李锴（中山大学） 

占玉杰（中山大学） 

梁诗敏（中山大学） 

曹建平（中山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4 

基于微生物代

谢网络的难降

解有毒污染物

强化治理关键

技术及应用 

许玫英（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廖兵（广东省科学院） 

郑理慎（广东省南方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郭俊（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周华（广东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飞（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陈志平（广东省南方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杏娟（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杨永刚（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袁维芳（广东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孙国萍（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梅承芳（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邓通初（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宋平（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练江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蔡聆聆（广东省南方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学院 一等奖 

5 

电子废物有毒

有价组分绿色

解离、分离、

高值转化关键

技术与装备 

阮菊俊（中山大学） 

王鹏程（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黄哲（中山大学） 

邓梅玲（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秦保家（中山大学） 

唐志波（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朱洁（中山大学） 

刘国祥（广州康翔物资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林觅（中山大学） 

姚梓淳（中山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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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5 轻工与纺织 

1 

国产废纸高质

量循环利用关

键技术研发与

应用 

万金泉（华南理工大学） 

马邕文（华南理工大学） 

王艳（华南理工大学） 

张光林（瑞辰星生物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许超峰（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 

闫志成（华南理工大学） 

许银川（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 

郭文杰（华南理工大学） 

陈国政（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2 

生物质基材料

在再生纤维循

环利用中的关

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 

王小慧（华南理工大学） 

魏文光（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郭延柱（大连工业大学） 

彭新文（华南理工大学） 

杨洋（华南理工大学） 

黄权波（华南理工大学） 

孙亚军（广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林荣业（浙江金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鹏（广州潮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景蓬（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燕韶（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赵鲲鹏（广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F06 化工组 

1 

非稳态大规模

油气回收安全

治理技术与应

用 

纪红兵（中山大学） 

余林（广东工业大学） 

姜久兴（中山大学） 

梁鹏（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永庆（中山大学） 

余长林（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杨彦（广东工业大学） 

赵修华（上海同济华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孙明（广东工业大学） 

李启灵（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 

卓润生（润和催化剂股份有限公司） 

李鸿琦（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 

广东省石油和

化学工业协会 
一等奖 

2 
动态表面海洋

防污材料及配

套防护技术 

张广照（华南理工大学） 

马春风（华南理工大学） 

谢庆宜（华南理工大学） 

潘健森（华南理工大学） 

陈中华（华南理工大学） 

李统一（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田巧（广东珠江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刘志刚（珠海展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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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名单 提名者 提名等级

F07 材料与冶金组 

1 

聚合物基复合

材料 3D 打印

制备与成形一

体化技术 

史玉升（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闫春泽（华中科技大学） 
傅轶（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汪艳（武汉工程大学） 
文世峰（武汉华科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张李超（华中科技大学） 
苏彬（华中科技大学） 
刘冉（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史云松（华中科技大学） 
陈森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李昭青（华中科技大学） 
周燕（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刘洁（华中科技大学） 
李晨辉（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军沛（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一等奖 

2 

石墨烯晶体材

料的宏量制备

及其柔性电热

应用 

冯冠平（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冯欣悦（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海滨（无锡格菲电子薄膜科技有限公司） 
胡益民（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瞿研（无锡格菲电子薄膜科技有限公司） 
郭倩芬（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袁凯杰（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汪涵（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涛（无锡格菲电子薄膜科技有限公司） 
王兰兰（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 
一等奖 

3 

高性能乏燃料

贮存中子吸收

材料制备技术

及应用 

束国刚（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王鑫（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李丘林（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刘伟（清华大学） 
刘彦章（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李栋（四川聚能核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 
一等奖 

4 

高分子生物活

性可控接枝技

术及其在血液

净化中的应用 

任力（华南理工大学） 
王迎军（华南理工大学） 
姜建明（佛山市博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卅（华南理工大学） 
李伟松（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 
孔耀中（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琳（华南理工大学） 
柯军（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 
何晓帆（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 
黄志攀（佛山市博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豫（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设桥（佛山市博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梁达星（佛山市博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徐苏华（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 
郑建（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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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名单 提名者 提名等级

5 

兼备多重防伪

图案的无碳票

据防伪纸 

赵英（广东侨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罗柏奇（广东侨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朱克明（广东侨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罗武军（广东侨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6 

窗膜用色母粒

及低烟无卤阻

燃聚丙烯材料

的研发 

王勇（东莞市基烁实业有限公司） 
刘文继（东莞市基烁实业有限公司） 
黄明（东莞市基烁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7 

可再生生物质

基复合材料的

开发及 3D 打

印应用 

周武艺（华南农业大学） 
董先明（华南农业大学） 
郑文旭（华南农业大学） 
谷文亮（广州飞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聂健良（广州飞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屈阳（广州飞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飞文（华南农业大学） 
龙海波（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二等奖 

F08 机械与动力组 

1 
大型半潜式波

浪能养殖旅游

通讯平台 

盛松伟（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王坤林（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王振鹏（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黎祖福（广东大麟洋海洋生物有限公司） 

吴四川（友联船厂（蛇口）有限公司） 

吝红军（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叶寅（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张亚群（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游亚戈（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王文胜（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乐婉贞（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姜家强（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黄圳鑫（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刘鹤（友联船厂（蛇口）有限公司） 

黄春仁（广东大麟洋海洋生物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广

州分院 
一等奖 

2 
异形异构超声

换能器制造关

键技术及应用 

纪轩荣（广东工业大学） 

陈燕（广东工业大学） 

陈桪（广东工业大学） 

许桂生（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谭鹰（北京新联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袁懋诞（广东工业大学） 

曾吕明（广东工业大学） 

邓丽军（广东工业大学） 

刘锦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吴俊伟（广东工业大学） 

雷智洪（广东工业大学） 

何佳儒（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 10 -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名单 提名者 提名等级

3 

轻质精密塑件

绿色成型技术

及装备创新研

制 

黄汉雄（华南理工大学） 

张    涛（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许锦才（江门市辉隆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何建领（苏州同大机械有限公司） 

石贵初（广州中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蒋    果（华南理工大学） 

吕晓龙（华南理工大学） 

李炯城（华南理工大学） 

黄耿群（华南理工大学） 

黄伟伦（江门市辉隆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隋铁军（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徐文良（苏州同大机械有限公司） 

蒋小军（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杨    军（广州中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罗正春（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4 

一种用于珠宝

快速无损检测

的珠宝鉴定仪 

宋光均（广州标旗光电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吴剑锋（广州标旗光电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郑祥利（广州标旗光电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5 

SF6 输变电装

备早期故障监

测预警新技术

及大规模应用 

李丽（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唐念（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周永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樊小鹏（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汪献忠（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 

方华（上海华爱色谱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黎晓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张曼君（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乔胜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王宇（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6 

百万千瓦级商

运核电站乏燃

料水池密集贮

存关键技术及

应用 

刘省勇（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秦强（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文利（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廖蓉国（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李成业（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张士朋（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蒲江（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郭振武（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谭世杰（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陈秋炀（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机械工

程学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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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名单 提名者 提名等级

7 

压水堆核电站

一回路水压试

验供电关键技

术与应用 

周创彬（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黄清武（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陈军（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郭均（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祖友军（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孙怡（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张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张立强（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孙江（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杨宏星（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 
二等奖 

8 
复合离子镀硬

质涂层关键技

术及其应用 

王启民（广东工业大学） 

代伟（广东工业大学） 

许雨翔（广东工业大学） 

李海庆（广东工业大学） 

吴正涛（广东工业大学） 

张腾飞（广东工业大学） 

邹长伟（岭南师范学院） 

李立升（东莞市华升真空镀膜科技有限公司） 

林海天（东莞市华升真空镀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二等奖 

F09 电子信息组 

1 

自主无人艇机

集群跨域协同

关键技术及应

用 

张海涛（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 

赵金（华中科技大学） 

苏厚胜（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 

王钧（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 

邱宁（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朱英富（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一研究所）

马杰（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 

葛俊锋（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 

肖阳（华中科技大学） 

刘洋（华中科技大学） 

曾志刚（华中科技大学） 

曹治国（华中科技大学） 

张国军（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 

朱佳帅（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赵自奇（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瞿金平，张景

中，陈新 
一等奖 

2 
人体运动捕捉

与体感交互关

键技术及应用 

程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师丹玮（深圳泰山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吴一谦（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张锲石（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程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黄国君（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向阳（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郭海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刘至垚（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广

州分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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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名单 提名者 提名等级

3 
显 示 面 板 上

TFT 栅驱动集

成电路技术 

张盛东（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廖聪维（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张鑫（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肖军城（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曾丽媚（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周晓梁（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石龙强（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韩佰祥（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张敏（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焦海龙（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严建花（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林清平（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 
一等奖 

4 

紫外发光二极

管外延芯片及

模组开发与产

业化 

贾传宇（东莞理工学院） 

张国义（东莞市中镓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殷淑仪（东莞市中镓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5 

基于无缝分区

激光钻孔技术

的大面积厚型

气体电子倍增

器的研究与应

用 

武守坤（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陈春（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谢宇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闫文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孙丽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林映生（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唐宏华（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吴军权（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鲁宏伟（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6 

多业务自适应

的大容量移动

通信系统关键

技术及应用 

鲁照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徐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戴博（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许进（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郝鹏（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胡留军（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李刚（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陈艺戬（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肖华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刘锟（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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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面向先进进气

外形飞行器的

超材料一体化

天线创新设计

和产业化 

刘若鹏（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梁智荣（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季春霖（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张文涛（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黄健成（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李明（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冯卿文（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何来发（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杨鸿帆（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张影（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 
二等奖 

8 

高精度、高稳

定性多线激光

雷达技术及应

用 

邱纯鑫（深圳市速腾聚创科技有限公司） 

刘乐天（深圳市速腾聚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 
二等奖 

9 
院感防控智能

医疗机器人关

键技术及应用 

卢旭（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赖志林（广州赛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周雪峰（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 

刘军（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黄丹（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 

李睿（广州赛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俞锦涛（广州赛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陈会斌（广州赛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祁伟（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苏泽荣（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二等奖 

10 

面向复杂场景

的多层云与云

簇架构关键技

术与应用 

万海（中山大学） 

温武少（中山大学） 

温木奇（广州云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孙文龙（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王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公司） 

张灿（广州竞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赵杭（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新闻（广州竞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张志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公司） 

罗炜麟（中山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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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 工程建设组 

1 

建设工程重大

危险源智能监

控关键技术及

应用 

胡贺松（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唐孟雄（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农兴中（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陈航（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柏文锋（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王建（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谭灵生（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乔升访（广州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 

季璇（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闵星（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王一兆（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梅敏彰（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邓显威（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张傲（广州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学技

术局 
一等奖 

2 

钢 -混组合桥

梁先进建造关

键技术研发与

应用 

李勇（深圳大学） 

杜宏彪（深圳大学） 

周志祥（深圳大学） 

王荣辉（华南理工大学） 

查晓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张建东（南京工业大学） 

李周（华南理工大学） 

张承（深圳大学） 

文剑波（深圳市桥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管民生（深圳大学） 

危媛丞（华南理工大学） 

李敏（深圳市桥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劲宇（深圳大学） 

熊琛（深圳大学） 

刘念琴（深圳市桥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土木建

筑学会 
一等奖 

3 

滨海重大基础

设施可持续运

维关键技术与

应用 

邢锋（深圳大学） 

朱继华（深圳大学） 

刘军（深圳大学） 

王胜年（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闵红光（深圳大学） 

李平（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 

洪舒贤（深圳大学） 

刘伟（深圳大学） 

裴纯（深圳大学） 

丁小波（深圳大学） 

熊建波（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卫仑（深圳大学） 

朱淼长（深圳大学） 

魏亮亮（深圳大学） 

陈丕钰（深圳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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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物古建筑保

护修复新技术

及应用 

黄文铮（广东省六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吴德深（广东省六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劳毅雄（广东省六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冼世明（广东省六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凌盛（广东省六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庞志鸿（广东省六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一等奖 

5 

文物建筑的灰

泥制作配方分

析与相关构件

修复技术 

张以红（五邑大学） 

张小龙（江门市高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土木建

筑学会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