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提名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提名者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单位 提名类别 

1 5G基站测试仪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一种多模基站信号分析装置及方法 

发明专利 一种 SENSE电路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面向物联网接入的数据统一采集系统软件 V1.0  

铁奎、孙博、袁行

猛、江丹、李奥、

杨传伟、朱文星、

简义全 

中电科思仪科技(安

徽)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2 
大动态高精度数字式单片陀螺仪

信号调理电路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一种 MEMS陀螺仪闭环驱动用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发明专利 消除高频毛刺的过零检测电路 

发明专利 一种输出电压可控的电荷泵电路 

发明专利 一种多电压四相位驱动电路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可重构的 MEMS陀螺数字测控系统中数字锁相环电路 

唐兴刚 、 龙善

丽 、 童紫平 、 

贺克军 、 武凤

芹 、 吴传奇 、 

张紫乾 、 徐福

彬 、 张慧 、 李

彪 

中国兵器工业第二一

四研究所 
科学技术进步奖 

3 
高灵敏高透过率超大尺寸触摸屏

项目研发及应用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一种提高介质/金属/介质光学性能的方法 

发明专利：一种提高纳米银膜导电性的方法 

发明专利：一种宽探测波段双重等离子工作光电探测器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基于 p-型 ZnSe 纳米线/n-型 Si 异质结的光电探测器的制备方

法 

发明专利：一种氧化锌纳米棒/黑硅异质结纳米光电探测 器及其制备方法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防辐射及蓝光多功能面罩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冷却水管道过滤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用于卷型膜材搬运的多功能智能龙门架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玻璃盖板与玻璃功能片贴合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PET基材耐弯折测试装置 

刘月豹、方应翠 、

张阳、王莉、廖晓

芮、石李武、高

峰 、凌颖 

安徽方兴光电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合肥

工业大学 
科学技术进步奖 

4 
泛酸钙产品开发与工业化应用关

键技术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拆分泛解酸内酯制备 D-(-)-或 L-(+)-泛解酸内酯的方法 

发明专利 一种 D-泛酸钙的结晶方法  

发明专利 一种 D-泛酸钙母液的回收方法  

发明专利 一种 D-泛解酸内酯的精制方法 

发明专利 一种 D-泛酸钙制备新工艺 

发明专利 一种 L-泛解酸内酯的消旋方法 

段小瑞、 汪洪

湖 、 吴江 、 赵

安全 、 周多祥 、 

蔡奇峰 、 韦亚

锋 、 王栋 、 李

涛 、 杜斌 

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5 
双层镀膜高透高强光伏玻璃的研

发及产业化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镀膜液均布器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辊涂法生产镀膜玻璃的自动供液装置 

发明专利 一种压延玻璃熔窑溢流口边部的保温调节装置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压延机下辊的清洗装置 

张正超 、 宋云

洋 、 陈田 、 邵

壮 、 廖航 、 张

弛 、 毛长军 、 

海控三鑫（蚌埠）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薄玻璃风淬冷钢化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用于光伏玻璃加工的镀膜药液集中供液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双层镀膜风冷却装置 

陈宝 

6 
TC1300C7智能汽车起重机的开

发与应用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变量泵液压系统控制发动机怠速免熄火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起重机伸臂动作的专用控制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汽车起重机支腿工况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汽车起重机吊臂带载伸缩保护控制系统 

发明专利  起重机吊臂油缸控制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汽车起重机上装电气化控制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起重机伸缩控制装置 

王充、徐尚国、王

海涛、柳坤、孙玉

魁、徐莉、白晓军 

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

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7 
基于 TMR技术的金融检伪用磁性

传感器的开发与应用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韩国专利-MAGNETIC HEAD FOR DETECTING MAGNETIC FIELD ON 

SURFACE OF MAGNETIC PATTERN BASED ON MAGNETO-RESISTANCE TECHNOLOGY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磁电阻技术检测磁性图形表面磁场的磁头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识别磁性介质的传感器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识别磁性介质的传感器 

王建国、白建民 
蚌埠希磁科技有限公

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8 
化工中间体三高连续流工艺技术

开发及其在甲酚生产中应用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一种甲酚的合成方法 

发明专利 一种间、对甲酚烷基化连续反应的方法 

发明专利 一种低温连续氯化制备混氯甲苯的方法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间、对甲酚烷基化连续反应装置 

解凤苗、张其忠、

解凤贤、张贵、郝

宗贤、杨品、吴祥

站 

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9 
新能源锂电池用勃姆石研发及应

用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一种勃姆石包覆的氧化铝材料的制备方法 

实用新型专利 超细粉体正压分离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永磁除铁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磁性异物提取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粉体物料酸洗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双向自动反吹双锥回转真空干燥装置 

发明专利 一种勃姆石形貌控制方法 

蒋学鑫、王亚娟、

鲍克成、周建民、

郭敬新、王韶晖、

张珂珂、董晓光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10 火灾报警智慧物联及两线化技术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一种用于消防报警系统调试的远程协助方法和系统 

发明专利：一种消防报警系统和消防报警系统的巡检方法 

实用新型专利：火灾报警控制器中主机电源检测电路 

实用新型专利：用于建筑消防设施物理信息采集的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 2线控制的启停开关电路及终端 

单夫来 、 李勇 、 

翁斌 、靳超 、 庞

传道 、 韩振飞 、

王胜 、 蔡加星 、 

桓宗圣、潘荣誉 

蚌埠依爱消防电子有

限责任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带语音提示功能的火灾声光报警器 

实用新型专利：火灾探测器的声压渐变电路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火灾报警控制器的主备电自动切换、检测及保护电路 

实用新型专利：无线消防水信息采集装置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依爱火灾报警控制器软件 V9.0 

11 
基于 NB-IOT的独立烟感火灾探

测报警系统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一种用于火灾报警系统的提高 FLASH使用寿命的方法 

实用新型专利：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实用新型专利：多功能无线感烟火灾探测器 

实用新型专利：具有声报警功能的火灾报警探测器底座 

外观专利：无线烟雾探测器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依爱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软件 V1.0 

冯勇 、 王立龙 、 

何会杰 、 童树

卫 、 李小冲 、 

辛厚智 、 敖翔、 

吕士如 

蚌埠依爱消防电子有

限责任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12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立体化养殖装

备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饲料机落料装置 

发明专利：饲喂盘采食窗口的宽度调整结构 

发明专利：饮水管密封伸缩接头及密封伸缩饮水管 

发明专利：减小养殖舍温度波动的加热控制方法 

发明专利：自动饲喂料位检测控制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传送带防跑偏自动调节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乳头式家禽饮水器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养殖场用温度探头扩展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禽类立体养殖用地板及定位边框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EI-TOUCH型环境控制器软件 V1.0版 

靳传道 、 金开

兴 、 刘瑞志 、 

丁贵民 、 于飞 、 

陆振华 、 任国

栋 、 孟楠 、  

王义杰 、 王晓君 

蚌埠依爱电子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13 
陆上机动式柔性收放应急抢险侦

察救援艇系统 
蚌埠市科技局 

国家军用标准，江河侦察艇规范； 

发明专利，一种用于轻质船体焊接的移动小车； 

发明专利，一种薄板焊接变形控制装置； 

实用新型，一种高速艇用内外双防型防弹防爆油箱； 

实用新型，一种用于舟艇架设的作业机构。 

方群 、 李旺 、 

陈思 、 赵振江 、 

孙伍林 、 周自

来 、 刘凯 、 朱

海青 

蚌埠市神舟机械有限

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14 
4—4.5T节能型液力传动工程机

械专用液力变矩器技术开发应用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导轮钢带焊接的固定装置 

发明专利 一种泵轮叶片曲面圆周点焊的固定装置 

发明专利 一种变矩器整机噪音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液力变矩器工作油液温度调节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泵轮或涡轮叶片的冲压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静音液力变矩器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静音强力液力变矩器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静音稳定的液力变矩器 

企业标准 JH 295液力变矩器总成 

乔印虎、刘登水、张

春燕、王其元、许自

立、李进、李同杰、

刘小静、陈杰平、陈

雷 

蚌埠华泰液力变矩器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科技学院 

科学技术进步奖 

15 碱回收静电除尘技术与应用 蚌埠市科技局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静电除尘器灰斗刮板机 Michael Hemu 艾尼科环保技术（安 科学技术进步奖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新型锁气器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带定位凸缘的自润滑滑动轴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刮板机模锻链条 

发明专利 一种无固封剂式顶部电磁振打器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滑动轴承加油润滑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新型电磁振打器接线盒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极板排上部固定梁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顶打静电除尘器高压支撑杆装置  

Zhu、王爱民、刘

旭、单春波、董

召、黄竹青 

徽）有限公司 

16 
真石漆用抗碱耐磨人造彩砂制备

关键技术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一种耐磨人造彩砂及其制备方法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涂料加工用多级混合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高精度涂料生产研磨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涂料加工用缓冲过滤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混合涂料设备单搅拌装置 

刘长明、刘雪霆、

陈在静、孟静静、

王天润 

安徽好思家涂料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工业

大学 
科学技术进步奖 

17 
全自动玻璃掰片设备的研制及应

用技术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小片玻璃的掰折机构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大片玻璃的掰折机构 

实用新型专利 用于多片玻璃集中掰片机构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用于玻璃掰片 机的下掰片刀顶压驱动装置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自动掰片系统 

其他 玻璃掰片设备  

朱晓玲、梅健、杨

知明、陈魏、杨继

山、刘璐 

安徽银锐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18 
WS系列凉味剂中间体薄荷基碳

酸的格氏工艺应用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一种制备 WS系列凉味剂中间体薄荷基碳酸的格氏工艺 

发明专利 一种 5-甲基-2异丙基氯代环已烷的合成方法  

发明专利 无副产物生成的 N,2,3-三甲基-2-异丙基丁酰胺合成及提纯工艺 

党亚 、 李莉 、 

李淑清 、 范金

材 、 赵娅 、 罗

放 、 杨登林 、 

李康 、 赵宝 、 

孙科妹 

安徽中草香料股份有

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19 
高抗蚀、低导热、低玻璃相 AZS

电熔锆刚玉砖产业化 
蚌埠市科技局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用于玻璃窑炉的复合池壁砖》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用于生产玻璃窑炉唇砖的石墨模具》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刚玉电弧炉除尘炉盖》 

国家行业标准：《JCT2576-2020玻璃窑用组合式顶盖砖》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电熔锆刚玉砖浇铸方式控制系统 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基于 AZS-33耐火材料的砖熔铸过程仿真分析系统

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电熔锆刚玉工艺及生产线控制系统 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AZS电熔锆刚玉砖市场调查分析软件 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基于 AZS-36电熔锆刚玉砖的真空浇铸控制系统

V1.0》 

魏福德、朱卫科、

赵飞、郭栋梁、杨

纪伟、王晓东、冯

红喜、马雪春、杨

海成 

施纯仁 

安徽中材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熔铸锆刚玉耐火材料产品生产工艺处理系统 V1.0》 

20 
高效节能蛋白分离专用卧式螺旋

卸料沉降离心机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一种高效节能蛋白专用卧式螺旋卸料沉降离心机 

发明专利 卧式螺旋卸料沉降离心机的进料分配器加速锥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高速卧式螺旋卸料沉降离心机轴承润滑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便于润滑的高速卧螺离心机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振动波分散式隔振器  

沈云旌 、 陈林 、 

王世亮 、 张琼 

安徽普源分离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21 多功能红外光电检测器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多功能红外光电检测器  

实用新型专利 高速生产线烟支红外光电检测器  

王万年 、 王天

甜 、 唐慧 、 唐

洪珍 、 孙会昌 、 

石兆蚌 

安徽科达自动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22 高威尔 G5040捡拾裹包一体机 蚌埠市科技局 

实用新型专利 打包机液压折叠牵引机构  

实用新型专利 打包机用塑料剥离器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打捆机包膜自动倒流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具有调节功能的包膜机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打包机的悬摆式捡拾机构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打包机用塑料剥离器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打包机的网格和薄膜可同时捆扎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打包机的双室捆扎机构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打包机的捆包转移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打包机双滚轴进草结构 

刘振，刘波，张

芬，王哲，孙丽

萍，吕培培 

安徽思嘉瑞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23 建筑用 PVC-U无铅排水管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一种环保 PVC无铅管材 

发明专利  一种三层复合 PVC静音排水管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一种具有抗菌功能的 PPR管 

实用新型  一种 PVC排水管制备工序外接自动测重机构 

实用新型  一种 PVC无铅管材加工喷码装置 

实用新型  一种 PPR管材切割装置 

实用新型  一种 PVC管材加工用定点截断装置 

实用新型  一种 pvc无铅管材加工原料搅拌装置 

实用新型  一种 PPR管材的水冷降温装置 

实用新型  一种 PPR管材加工用挤出装置 

实用新型  一种 PVC管材加工用稳定输送带 

实用新型  一种 PPR无铅管材的称重装置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集财务、供应链、生产计划为一体的 ERP系统 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全自动 PVC电工套管移动喷码系统 V1.0 

陈峰、张明、焦素

文、  

安徽博泰塑业科技有

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24 
皖北地区化肥减量增效技术集成

与应用 
蚌埠市科技局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砂姜黑土化肥精准减施服务系统 V1.0  

植物新品种权 ：皖兰 3号 

孙善军、赵敏、赵

建荣、邹长明、廖

蚌埠市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安徽科技学 科学技术进步奖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有机肥生产的成品称重装置 

地方标准：夏花生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程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枯草芽孢杆菌与木霉菌剂微囊颗粒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基于畜禽粪便的处理剂喷洒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便于填料的绿肥散播装置 

植物新品种权：皖兰 1号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测土配方施肥专家服务系统 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基于水田绿肥生产及稻田种养的有机肥施用推荐系统 

平、王诗成、张竟

成、李焕、李春

明 、高仕朋 

院、阜阳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安徽莱姆

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亳州市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宿州市

土壤肥料站 

25 
传统特色肉制品生产关键技术与

新产品开发 
蚌埠市科技局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酱卤牛肉的循环腌制罐 

一种猪肉滚揉腌制装置 

一种环保型肉制品熏制装置 

一种旋转式均匀腌制的肉馅搅碎装置 

一种油淋肉制品加工装置 

一种家用太阳聚焦型腌肉干燥装置 

绞肉机构及其绞肉设备 

一种肉制品成型压制机 

一种肉制品解冻装置 

一种猪肠切割清理装置 

企业标准： 

熟肉制品（酱烤鸭） 

熟肉制品（五香牛肉） 

熟肉制品（五香牛蹄）  

熟肉制品（五香猪耳） 

武杰、徐静、杨国

辉、杨郑、蔡伟、

吴翠竹 

蚌埠学院、 

蚌埠市丰牧牛羊肉制

品有限责任公司、 

蚌埠市宏业肉类联合

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26 
石榴新型发酵饮品加工关键技术

集成与产业化示范 
蚌埠市科技局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石榴酒加工用过滤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石榴酒加工分离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酿酒用罐装设备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石榴酒外包装覆膜设备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石榴粒压榨过滤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石榴酒注入封口设备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石榴剥粒机的祛籽设备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石榴剥壳碎粒装置 

余泽尧 、 俞泽

好 、 陈云帮 、 

孙永康 、 张献

领 、 俞博瀚 、 

俞泽柱 、 俞博文 

安徽省怀远县亚太石

榴酒有限公司、安徽

科技学院 
科学技术进步奖 

27 
口腔癌精准切除与重建体系的建

立及临床推广应用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一种利用监测 CCD实时测定激光探头与被照射面间距离和角度

的方法 

实用新型专利 医用图像提取装置及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医用显影光源装置及医用显影设备 

张凯、王育新、陈

永锋、蒲玉梅、刘

亮、蔡惠明、王

栋、梁军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

口腔医院 

科学技术进步奖 



实用新型专利 光学识别配准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上颌骨截骨导板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颈清标本定位板 

王晓敏 南京诺源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上海优医基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28 
压敏胶分散型透皮给药系统关键

技术及产业化 
蚌埠市科技局 

发明专利 双氯芬酸钠贴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经皮给药型尼群地平贴片及制备方法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新型盘旋式药膜涂布机 

李士桥、刘兆祥、

杨廷、杜明松、尹

群、陈鹏、陈万

青、蔡雪燕、谢

延、徐在刚 

蚌埠丰原医药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蚌埠丰

原涂山制药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进步奖 

29 
肝硬化逆转治疗方案的病理研究

及临床应用 
蚌埠市科技局 

论文： 

1、《超声介入法治疗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 109 例疗效分析》 

2、《调宁蛋白表达水平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脏微循环障碍的关系》 

3、《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组织低氧诱导因子 1α 的表达变化》 

4、《肝脏注射促肝细胞生长素和地塞米松对肝硬化肝窦病变及 IV型胶原表

达地影响》 

5、《直接肝脏注射促肝细胞生长素对肝炎组织活动性指数及肝纤维化指数的

影响》 

6、《肝窦病变对慢性乙型肝炎肝脏微循环障碍的影响》 

代雪枫，丁体龙，

齐晓林，陈策，于

莉，马勇，丁烨莹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

保障部队第九〇二医

院 

科学技术进步奖 

30 
单双侧 PKP治疗骨质疏松性胸腰

椎压缩骨折临床研究与应用 
蚌埠市科技局 

论文： 

《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手术的治疗效果》 

《经皮单侧穿刺椎体后凸成形术和椎体成形术治疗老年椎体骨质疏松性骨折

疗效比较》 

《明胶海绵封堵在单侧穿刺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的应用》 

《三维有限元法在椎体成形术力学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腰椎滑脱症的治疗进展》 

《采用踝关节镜辅助闭合复位经皮克氏针固定治疗内踝骨折的临床效果》 

《人工关节置换术治疗成人 CroweⅣ型发育性髋臼发育不良的髋臼处理策略》 

王开明、雷丙俊、

杨德顺、廖亮、张

庆、杨志勇、王洋

洋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蚌埠市中心医院） 科学技术进步奖 

31 
低旋转点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

修复足远端创伤的研究与应用 
蚌埠市科技局 

论文： 

1.Lowering the pivot point of sural neurofasciocutaneous flflaps 

to reconstruct deep electrical burn wounds in the distal foot  

2.低旋转点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足远端电击伤  

3.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技术在低旋转点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移植中的临床

应用 

李勇、刘继松、 

章祥洲、武朱明、 

余勇、卓丹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蚌埠市中心医院） 科学技术进步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