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文件
电规协〔2020〕308 号
号

关于公示 2020 年度电力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
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电力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办法》（2019）（电规
协技〔2019〕21 号文）的规定，我会组织完成了 2020 年度电力
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现将评选结果（见附件 1）在中国
电力规划设计协会网站上（www.ceppea.org.cn）予以公示，公示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拟授奖项目及其完成单
位、完成人持有异议，可向我会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并提供必要
的证明文件。单位意见必须加盖公章，个人意见必须署明真实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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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我会将按有关规定对异议提出者的相
关信息予以保护。
联系人：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技术质量部 李崔延
电话：010-58388777
邮 箱：cyli@ eppei.com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 65 号

附件：2020 年度电力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结果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
2020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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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电力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结果
一等奖
序号

1

成果名称

中国电力工程设计标准国际化研究及工程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双泽维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福建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江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贵州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齐斌,张勇,梁言桥,王洪滨,潘英,程正逢,郭晓克,
付国定,邢克勇,张文杰,聂文波,冯衡,孙茗,韦迎
旭,王爱东,张世浪,王健飞,张爱军,张凤琴,李武
申,罗振宇,裴育峰,宋晓东,韩萍,魏小淤,张晓威,
李宁凯,熊宏亮,黄屯珏,同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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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2

高效灵活二次再热机组集成设计及应用

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华北电力大学

3

高坝泄洪振动传播规律与减振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4

海上风电场地质灾害探测识别与评价关键技术

5

6

7
8

9

10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华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750 千伏及交直流特高压复合横担杆塔设计关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键技术及应用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支撑清洁能源大规模外送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关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键技术及应用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华北电力大学
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粗颗粒盐渍土工程性能及其处治措施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WWER 核电机组常规岛及附属设施物项分级研 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究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滑坡体综合研判与安全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及示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范
武汉海达数云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
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线路在相互平行和交叉情况 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下的电场计算研究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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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
叶勇健,施刚夜,唐飞,侯新建,姚君,顾欣,顾徐鹏,
张涵,周华,林磊,徐钢,张俊春,陈实,李文凯,陈衡
潘江洋,张永涛,张晓光,洪文浩,曾少岳,王毅华,苗
宝广,廖建新,曾祥喜,梅雪东,戴晓兵,张晓利,薛联
芳,谭艳忠,鄢军军
单治钢,汪明元,孙淼军,王勇,郭增卿,王松平,赵苏
文,倪卫达,王宽君,程武伟,许平
王虎长,张媛,王学明,张健,张宁刚,赵雪灵,张小
力,袁俊,尚艳军,李小亭,王金锁,杨磊,谭浩文,朱
梦伟,杨世江
王菲,刘建琴,蒋维勇,索之闻,张怡,王衡,李晖,王
峤,盖振宇,魏平,邹欣,许德操,李亚男,高得力,张
海波
程东幸,刘志伟,许健,刘厚健,胡昕,李哲,张希宏,
樊柱军,段毅,高建伟,李仁海
石磊,刘向明,王颖,周志军,龙健,王喆,孙丰,赵松
涛,周哲俊,宿柠,钱永丰,沙明,刘振一,王爱东
高才坤,张礼兵,冯燕明,杨姗姗,赵志勇,肖长安,翁
国康,王子成,张伟,余记远,张帅,杨洁,李剑萍,王
川,刘守军
闫建兴,王炜,张波,李占岭,宋鑫峰,盛尊华,王延
杰,张立光,肖凤女,杨莹,赵贞欣,吴晓锋,赵辉,董
松昭,张丽霞

二等奖
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1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库滑坡变形破坏模式研究与安全监测关键技
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术
成都理工大学

2

基于电力电子变压器的交直流混供园区智慧能 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源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苏州供电分公司

3
4

百万千瓦新能源柔性直流电网送出工程联调试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验及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示范应用
陡峭山区输电线路杆塔及基础设计关键技术及
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应用研究
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武汉大学

主要完成人
石立,狄圣杰,邢丁家,赵志祥,董秀军,何小亮,王
有林,冯缠利,胡向阳,史娟,李祖锋,张莹,赵中强,
陈卫东,王志硕
苏麟,钱康,晏阳,王作民,管笠,王尉,袁简,耿路,
徐怡悦,白名章,朱东升,周江山,王佐君,乐小龙,
范永宇
厉璇,徐莹,张和,高子健,苏国贇,王帅,陈钊,苑
宾,李探,许冬,郭紫昱,祝全乐,薛英林,郑宽,勇智
吴海洋,曾二贤,刘堃,冯衡,江卫华,徐彬,白强,李
强,胡超,王松涛,田三明,高彬,赵冲,吴海兵,黄佩
李林,丁伟亮,周代表,陈守祥,林凡伟,熊亮,祝红
山,李华,张鹏,杭世选,李进,朱斌,熊前锦,张纯康,
刘元九

5

大型筒仓结构优化设计研究与应用

6

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国信溧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Ⅳ～Ⅴ类富水围岩大型地下洞室群稳定控制关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胡育林,苏军安,胡林江,胡旺兴,施曙光,龚家明,
陈洪来,李小进,胡梦蛟,邢磊,曾志勇,田树申,周
春根,郭云强,单海年

7

煤堆超长周期储存氧化升温规律及热值变化研 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究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柏荣,冯颖,马爱萍,王鲁杰,尹华平,刘国忠,叶正
亮,贺清辉,李蓉生,杜云峰,李尚国,邬小波,冯哲
军,刘一,郭韦

8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型水电站工程总承包模式地下洞室群建设关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键技术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长江水利委员会工程建设监理中心

徐建军,曾新华,陈雁高,殷亮,周强,蔡波,袁绪昌,
袁平顺,鄢江平,刘宁,段伟锋,张帅,徐江涛,焦凯,
周勇

9

4000 米以上地区 500kV 输电线路绝缘配合研究 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梁明,许泳,李力,周唯,刘翰柱,李育兵,刘炯,唐
巍,胡全,盛道伟,罗鸣,罗德塔,朱长青,甘睿,鄢艺

— 5 —

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10

海上风电机组大直径单桩基础设计与工程应用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峡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集团）江浙公司
江苏海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大连理工大学

11

发电厂节水设计技术研究及应用

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12

机炉深度耦合综合提效技术

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华北电力大学

13

变电构架抗风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武汉大学
湖南大学

14

基于时间序列建模与智能优化技术的塔式光热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站太阳岛设计方法研究
西安理工大学

15

16

17

多污河流轴流大机组电站输水系统金属结构关
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键技术与应用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基于动态反馈机制的特高压工程投资精益管控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技术及实证
福建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大学
倾斜实景建模在多领域工程项目应用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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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开发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赵生校,李炜,姜贞强,刘兵,杜杰,李昕,陈文华,戚
海峰,罗金平,郇彩云,陈法波,高山,蔡东,施勇,朱
彬彬
张爱军,唐燕萍,朱云涛,郑培刚,储剑锋,朴昌吉,
杨迎哲,关秀彦,曹斌,李诚,马欣强,张晔,蔡渊,黄
从新,胡军
彭红文,李少华,杨勇平,王巍,董青,徐钢,白杰,李
晓明,郭笃鹏,杨志平,陈赢展,刘闯,袁雄俊,刘利,
刘全壮
陈寅,吴必华,陈守祥,周国梁,李志,高湛,邹良浩,
牛华伟,陈俊,张华,朱东,闫勇,余欢,林汪勇,夏正
东
肖斌,周治,王晓,陈康,文龙,陈鹏飞,王迎春,牛东
圣,赵跃,段杨龙,张俊峰,徐玫,赵伟,闫慧民,张思
远
王兴恩,徐祎,杨清华,谭守林,韩俊,高伟,劳海军,
雷小平,卢修迪,张家龙
卢艳超,徐丹,王晓晖,张恒,郑燕,王红晋,温卫宁,
刘一江,霍慧娟,范潆丹,刘晋,陆晓芬,任妍,康艳
芳,刁海璨
闻平,黄天勇,吴弦骏,沈群,王莹,郭华湘,吴小东,
郑江,谢飞,付航,栾有昆,杨林波,杨勇喜,汪松,杨
彦梅

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18

物探新技术在电力工程中的系统性应用

19

高地应力大埋深长隧道双护盾 TBM 施工超前地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质预报关键技术

主要完成人
李党民,刘志伟,刘厚健,齐建国,胡钧,贾宁,邓南
文,张希宏,方军,齐迪,李仁海,程东幸,侯寿贵,单
波
郝元麟,张世殊,姚林林,冉从彦,钟果,黄运,张义,
任志刚,张勇,闵勇章,张志慧,胡金山,张洋,凡亚,
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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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成果名称

1

降低一次再热百万机组发电煤耗关键技术研究

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

联合构架单钢管柱计算长度系数研究

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3

合建式变电站关键设备与技术标准研究

深圳供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4

电力电缆应用关键技术及标准

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武汉大学
重庆大学

5

供热机组灵活性调峰蓄热系统及关键部件的研 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究和应用
通辽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

WWER 核电机组升功率常规岛技术方案分析研究

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董炳南,刘军良,赵树材,华志刚,白穜,唐鹏,白金
德,刘华,王永旭,刘鲤宾,孙文,胡克,李福龙,魏春
雷,徐海志
王颖,石磊,龙健,侯淑莲,孙佰一,胡光辉,孙丰,王
喆,刘亚凤,武文奇,贺平,郭建,曲树朋,常爱国

7

高烈度地震区偏心支撑关键技术研究

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世玺,黄友强,张爱中,章卫松,何昭仁

8

城市直接空冷燃机电厂降噪技术研究与应用

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9

水电站大泄量高水头底流消能关键技术研究及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应用
天津大学

10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特大型溢洪道控制段弧形闸门及闸墩结构关键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技术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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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李凯,吕少胜,赵奕萌,杨立辉,阎占良,董舟,曲海
云,徐培培,刘健,武洋
刘亮亮,杨春发,彭敏文,贺瑞,孟庆辉,庞亚东,张
宇峰,李海峰,李辰曦,何民,佟景燊,于瑞,李金海,
高志华,施玉超
周军,戴志勇,李福权,涂昊曦,刘忠文,谭春辉,王
连锋,王晓欢,倪虹妹,陈卫东,曹智,黄学彦,侯惠
勇,蓝翔,胡滨,于云标,孙永旺,杨锐棋
胡振兴,李国荣,杨毅伟,杨韬,彭勇,罗晓康,齐春,
丁唯,王建国,肖静,刘渝根

王新平,马晓峰,张新海,林建勇,朱燕,宁世龙,刘
晋宁,马骥,孙玉庆,张兴隆,张计宏,贺兴旺,卜江
东,宋星霖,郭欣
杨再宏,刘绍川,罗永钦,张礼兵,杨吉健,陈瑞华,
张绍春,杨家卫,李立年,栗国枕,练继建,李会平,
胡中科,潘昌勇,杨华
王康柱,吕琦,王海峰,唐克东,梁金亮,益波,张博,
雷艳,甄燕,李岗,赵清静,卞全,谭大基,陈暘

序号
11
12

13

14

成果名称

金沙江上游复杂气候与特殊水文条件下大断面 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隧洞施工关键技术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大跨度巨型地下厂房拱式钢-混凝土组合吊顶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结构设计施工关键技术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
输电塔无损加固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智能电网多场景下储能关键技术研究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秦皇岛供电公司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

15

高输送容量高压电缆工程应用技术

16

预制装配式钢筒桩基础的应用技术研究

17

主要完成单位

北京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经研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东南大学
新电改环境下局域能源互联网的精细化规划及 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智能支持平台研究
华北电力大学

18

750kV GIS 配电装置布置优化及超长组合构架
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应用与研究

19

风光水火多能互补与清洁能源消纳技术研究及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应用

20

陆上风电场工程风电机组基础及塔架结构设计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理论体系研究与工程应用

主要完成人
马军林,石志勇,陈玉奇,吴东漓,周进,王学勋,徐
凤奎,王海,李军,周玉蓉,吴曙光,闫恒斌,张耀华,
周广稳,唐致广
赵修龙,陈建林,万祥兵,方丹,李良权,补约依呷
王子龙,翟彬,金树,李如振,王宁宁,杨波,孙晓斌,
贾明亮,武振宇,丛欣福,刘桂峰,谢广采,李喆,孔
铁成,田龙龙
蒋科,吴锁平,苏麟,姜华,蔡博戎,聂文海,周洁,李
文军,韩彦玲,何梦雪,肖伟,张信真,史梓男,袁涤
非,常晓勇
商建军,张晓颖,卞斌,马学良,郭晔,欧阳本红,张
凯,李彦,仇天骄,李志鹏,邓显波,王恩德,侯赞,田
淑均,陈璐
周鲲,林新,邓会元,谷相玉,吴戈,周亮,谭彬,徐满
华,徐志强
梁广平,朱青,常迪,寇凤海,王亚松,王亮,黎特,武
洋,张磊,马静,杨莹,张丽霞,郭文彩,陈云芳,王康
周元强,王椿丰,杨利生,何毅,陆启亮,卫银忠,姚
刚,熊静,周亚龙,肖平成,王凯洋,陈斌,羌丁建,谭
志成,李龙剑
白俊光,王社亮,吴来群,张娉,姬生才,牛子曦,范
小苗,刘玮,王娟,卢其福,杨婷,李平,吕康,袁红
亮,王昭亮
胡永柱,廖元庆,田伟辉,李振作,熊登峪,徐翔,田
永进,崔振磊,邹武停,张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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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1
22
23

24

成果名称
风机桩基础倒圆台型承台技术及施工方法

主要完成单位
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境外工程中少控或无控国产高分卫星影像数据 湖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处理技术研究
武汉大学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维激光扫描数据采集技术与工程监测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成都理工大学
起伏地形及动态温湿度下电阻率采集复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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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主要完成人
李少朋,周颖,郑轶昕,齐志诚,王翀,苏芳,王义伟,
董雷,梁花荣,杨海霞
魏鑫,吏军平,冯发杰,巫兆聪,李爱华,王新安,丁
亚洲,谭瑞山,徐磊,潘耀,韩昀,刘根,黄路路
周恒,赵志祥,吕宝雄,雷添杰,王小兵,唐兴江,刘
潇敏,董秀军,许晓霞,赵悦,王有林,樊冬梅,冯秋
丰,赵延岭,赵中强·
孙旭,张文波,王基文,李振宇,杨庆义,王书明,王
强恒,刘浩,刘灿,于生飞,张贵秀,李仁杰,孙长帅,
张伟,焦学文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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