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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甘肃省冶金有色工业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名单

一等奖（20 项）

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及排序 主要完成人及排序 等级

1
金川电镀专用镍关键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军福、陈自江、赵 重、苏兰伍、王得祥、

卢建波、冯建华、金 岩、张四增、张峰瑞、

张晓明、李化平、宛顺磊、石海明、白 翔。
一等

2
钴产业系列分析方法研

究及检测技术升级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家彦、朱国忠、徐艳燕、曹笃盟、邱 平、

张科翠、马 群、陈文福、潘丽娟、庞 燕、

吴 琼、郝凤梅、吴雪琳、闫克玉、马 骞。
一等

3
矽卡岩型矿床露天安全高

效开采关键技术研究

西北矿冶研究院、新疆白

银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白

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焦满岱、张海磊、韩国财、王序威、雷明礼、

李 浩、严文炳、罗 刚、刘财林、孟慧媚、

周 通、陈小平、柴衡山。
一等

4
复杂含金尾渣深度提金综

合利用新技术研究与应用

西北矿冶研究院、甘肃中

色东方工贸有限公司

鲁兴武、程 亮、李俞良、刘文莉、李爱杰、

张恩玉、金明虎。 一等

5
提高铅银渣综合回收指标

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西北矿冶研究院、白银有

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

银有色渣资源综合利用有

限公司

郭海宁、连飞鹏、杨俊龙、苗 梁、庞振业、

胡宝栓、包玺琳、白飞虎、朱新荣、孙 嘉、

南小江、彭贵熊、金成鹏、郭艳华、廖雪珍。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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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于强磁场环境的铜电解

优化过程的研究与工业化

应用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西北矿冶研究院、白

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铜业公司

吴克富、姚夏妍、王军辉、牛永胜、鲁兴武、

关甫江、李学国、焦晓斌、庞振业、李银丽、

周俊涛、杨 斌、汪友元、余江鸿、程 亮。
一等

7
双向螺旋挤土灌注桩技

术规范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陈天镭、鲁海涛、蔡明喜、高玉广、牛梦实、

吴健、王兆辉、王旭、柴清。 一等

8
微型套管桩治理地面涨

缩病害技术研究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陈天镭、柴 清、张 杰、王兆辉、蔡明喜、

谢 飒、丁东彦、李旭东、李 颖、徐开进。 一等

9
四氧化三钴粉体材料的

制备及应用开发
兰州理工大学 朱福良、魏周元、蒙延双、肖明军、段明涛。 一等

10
一种 AL-Ti-C-Nd 中间合

金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兰州理工大学

丁万武、赵文军、徐仰涛、张鹏林、黄金法、

李庆林。 一等

11
桦树沟矿区狭长薄矿体

回采工艺研究应用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龚文柏、田宏海、任国芳、张继维、吴万君、

李金平、王旭东、韩春雷、王 宏、张延东、

曹林君、刘 明。

一等

12
焦煤全指标核算体系在

焦化经济配料上的应用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李庆奎、卢保健、吕 锐、战 丽、尹维权、

梁竞学、王慧春、赵尚华、惠双博、殷三平。 一等

13
酒钢炼铁大数据智能互

联平台研究及应用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高建民、刘金山、白兴全、魏培超、陈永刚、

聂 波、罗 刚、李泽勇、李 通、袁 勇、

马立强、谢平生、李 平、王海龙、宋惊蛰。
一等

14 高导电材料在电解铝节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刘 鹏、唐兴昌、郑跃强、寇劲松、秦俊山、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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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降耗攻关中的应用 任公司 李振中、邓武军、刘 鑫、王秉文。

15
工程建筑用高强镀铝锌

板研发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刘小华、李积鹏、田成辉、茹量中、史军锋、

赵小龙、殷三平、董世文、赵永科、孙朝勇、

陈翠。
一等

16
不锈钢热轧板带 MAG 焊

工艺研究和应用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王军伟、李玉峰、陈安忠、惠 恺、李照国、

李海强、姜利庭、吕 杰、常 静、陆小斌、

靳塞特、赵得江。
一等

17 核用不锈钢产品开发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任培东、李玉峰、马国财、武小强、梁立辉、

杨 兆、李 军、张金柱、陈安忠、郭凤林、

王化明、王建平、张 创、李金泽、何 伟。
一等

18

电子产品用超纯净抗电

磁屏蔽奥氏体不锈钢产

品开发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刘有东、成东全、蒋随强、潘吉祥、喻大刚、

赵得江、王 珂、陈兴润、马国财、田矫健、

魏海霞、梁雪刚、滕守强、胡桓彰、田小江。
一等

19 不锈钢薄膜板产品开发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马艳丽、李具仓、刘有东、杜乃雯、陈立章、

邵建勇、白江虎、孙爱楠、王 劲、王军宏、

薛海军、陈 磊、田治文、罗 威、裴中明。
一等

20
电解铝用长寿命打壳锤

头研究与应用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刘国平、王 宁、丁 凯、何成善、叶红刚、

祝建伟、梁金鹏、高顺喜、成 庚、黄忠军。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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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21 项）

序号 申报项目名单 完成单位及排序 主要完成人及排序 等级

1
铝电解装备智能运维云平

台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连城分公司

赵小龙、齐 铭、艾奋杰、岑建军、武晓东、

赵汉民、王 晖、贺 馨、任树杰、赵 振、

田 敏、李 佩、童建阳、段 练、栾国玺。
二等

2
激光蚀刻电子浆料用超细

粉体的开发及产业化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曹笃盟、齐 勇、马 骞、范秀娟、张亚红、

王维斌、包飞燕、王新辉、王国强、吴 婧、

吴 芳。
二等

3
半导体溅射靶材用 5N 高

纯钴锭产业化技术研究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家彦、杨晓艳、柴明强、张亚东、曹笃盟、

陈文福、白延利、李 伟、艾 琳、马 骞、

吕锦雷、王 敏、刘世红、石 磊、祁世青。
二等

4

酒石酸过氧化氢络合分离

测定冶炼污酸中铼的分析

技术

西北矿冶研究院 展之旺、郑省政、张彦翠、方彦霞、王源瑞。 二等

5

湿法炼锌过程伴生稀有金

属钴的高值化回收技术研

究及应用

西北矿冶研究院、白银有

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

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铅锌冶炼厂、甘肃厂

坝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成州锌冶炼厂

金 忠、张恩玉、鲁兴武、王建军、王长征、

程 亮、李俞良、焦晓斌、李守荣、姚夏妍、

邵传兵、牛永胜、陈一博、李银丽、张昱琛。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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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火型柔性矿物绝缘电缆

技术开发

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

限责任公司

项冰仑、薛天军、曾明武、李 臻、王东虎、

张应俊、高信斌、岳永莹、李国信、郭晓涵。
二等

7
氨法冶金电解锌用阴极板

工艺技术开发与应用

白银有色锌铝型材有限公

司、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陈向东、段宏志、李济安、黄 晔、张兴宝、

金占富、杨道敏、姜海涛、康 珮、巨银平、

申庆元。

二等

8
真空分离锑砷合金技术研

究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陈 正、郭键柄、张 琪、杨东伟、武 腾、

芦 超、丁志广、张亚东、高首坤。 二等

9
缓倾斜、中稳、中厚矿体

采矿方法研究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张国胜、苏成哲、刘吉祥、吴世宽、朱明。 二等

10

基于氧化石墨烯构建纳米

复合粒子荧光传感器的制

备与研究

兰州理工大学
王坤杰、刘小育、李红霞、崔孝玲、李世友、

张德懿、王 毅、吴 杰、高 翔、张蒙蒙。
二等

11
镜铁山矿铜矿充填分层离

析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陈大佼、田宏海、任国芳、王东华、陈治国、

张光鹏、张延东、马延平。
二等

12
450m³高炉原燃料精细化

改进及精准布料攻关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杨彦峰、聂 波、王鹤欣、陈 保、朱 武、

吕晓勃、张日锋、刘发旭、李 健、魏培超、

李文财。

二等

13 高导电阳极钢爪用材开发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寇劲松、刘 鹏、李振中、杨 超、翟有有、

邓武军、刘 鑫、王秉文。
二等

14 82B 夹杂物控制及生产工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晁增武、任文卓、常全举、姜 军、慕进文、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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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优化 责任公司 姬 斌、张俊同。

15

酒钢铁矿石磁化焙烧过程

中γ-Fe2O3生成机理及工

艺行为研究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秦彩霞、朱霞丽、秦丽娜、孙洪硕、李景涛、

唐晓玲、陈毅琳、王友胜。
二等

16
酒钢尾矿中重晶石资源回

收利用技术研究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刘金长、秦丽娜、朱霞丽、王晓斌、张双爱、

秦彩霞、王林虎。
二等

17
信息中心主数据标准及平

台推广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王自红、张 磊、唐宝宏、吴玲娟、杨 梅、

李幸福、罗志清。
二等

18

适应清洁能源消纳的酒钢

铝电网安全稳定控制系统

改造方案研究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刘建平、章 燎、伍光慰、赵洪山、赵中义、

孙国梁、杨 虎、景 亮、唐长忠、汪晟彬、

邹晓东、李道德、马 龙、张 涛、胡文学。

二等

19

快速调峰（新能源消纳）

对机组安全性的影响分析

及应对措施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陈 亮、米玉鸿、桂景海、聂名清、马和平、

王 海、张玉龙、白文方、王红锦、常新海、

丁万林、雷文军、周晓东。

二等

20
调控一体化在酒钢电网中

的研究和应用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唐志龙、胡文学、侯建强、张玉嘉、张嘉龙、

高海涛、吴忠学、陈兰鑫、王 钢、李玥赟、

曲晓龙、高占海、雷定森。

二等

21
配电系统过电压保护与绝

缘配合的研究及应用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高海涛、唐长忠、胡文学、唐志龙、刘耀龙、

侯建强、陈兰鑫、吴忠学、王 钢。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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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2 项）

序号 申报项目名单 完成单位及排序 主要完成人及排序 等级

1
铝电解用氧化铝分析检测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

城分公司

刘杨军、林 芳、崔步光、何 霞、柯良萍、

祁建梅、康淑娟、宝亚蓉、王 艳、王君芳。
三等

2
偏析法提纯高杂质含量铝

电解电解质项目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

城分公司

陈 荣、李军民、毛文军、罗 戈、孔伟茂、

王学己、赵 鑫、王建红、梁 飞、张铁山、

赵天仓、丁少华。

三等

3 天车钩头防脱装置改进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

城分公司

杨鹏鸿、张峰春、施文学、铁国泰、薛富强、

徐军军、任凤丹。
三等

4
新型卧式风咀在炭素回转

窑上的应用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

城分公司

杨鹏鸿、张峰春、施文学、李建胜、梁登科、

史建辉、张凌云、邵克忠、刘磊江、薛富强、

杨 勇。

三等

5
固定式冶金炉炉拱的不停

炉修补方法
西北矿冶研究院、 于照阳、吴世洋。 三等

6

铜选矿尾矿二次选矿尾砂

在新型水泥干法窑中研究

及产业化应用

白银有色渣资源综合利用

有限公司、白银有色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夏河祁连

连飞鹏、陈务胜、黄治军、白飞虎、朱新荣、

南小江、王 刚、李春香、卓浦江、金成鹏、

王文鹏、张永宏、张娟红、杨凯升、周 强。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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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安多水泥有限公司

7
地表充填钻孔处理矿山采

空区的研究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苏成哲、马红福、武 荣、李书昌、刘吉祥、

朱 明、吴世宽、朱文志。
三等

8
酒钢锚杆钢系列产品开发

与应用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王洪锋、史 斌、刘 鹏、姜 军、邓武军、

何新江、郭 强、许 荣、常全举、金武俊、

冯 力、董 涛、马小强。

三等

9
炼轧厂连铸设备智能化改

造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杨 军、宋宗亮、许智禄、何世存、赵祥峰、

张全山、张俊同、常全举。
三等

10
宏电铁合金低品位铬铁降

本研究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王光胜、高 宏、张荣华、蔡丽勇、王先武、

孙 伟、马天荣、范鸡鸣、杨 旭、鲁永刚、

陈相龙、王彦文、白建光。

三等

11
废钢回收利用现状及应用

前景调研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赵亚军、王东梅、张有余、韩武达、陈 瑜、

宋德峰、刘佳玲。
三等

12
重大危险源集控管理研究

与应用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王 真、韩烺钊、郭晓进、张广军、牛 栋、

李 新、吴忠学、周智旗、曲晓龙。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