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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中国标准化助力奖
（获奖单位及个人排名不分前后顺序）

                             单 位 奖 

1. 中国计量大学

2.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3.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

5.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个 人 奖

1. 吴道洪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华树明 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3. 董   健 南京优倍电气有限公司

4. 郑德化 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5. 刘卫东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多媒体研发中心

6. 缪   谦 国网节能服务有限公司

7. 周   理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天然气研究院天然气分析
测试研究所

8. 王   科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9. 张丽丽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 胡晓燕 钢铁研究总院分析测试研究所

11. 刘保延 中国针灸学会

12. 李   鑫 杨凌现代农业标准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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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  助力经济与社会改革发展 •

单位简介：
标准化教育国际委员会（ICES）主席单位，国际标准化组织合格评定委员会 37 工作组、

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联合标准工作组、国际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成员；获得 ISO 首届全球标

准化高等教育奖（2007 年）、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6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二等

奖（2012 年）。学校以 SAC － ISO 战略合作支撑，助力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能力水平

的提升和发展，以学校为纽带搭建国际标准化合作交流平台，以战略合作支撑助推标准化人

才培养水平提升。近五年发表标准相关领域研究论文近百余篇。

中国计量大学

单 位 奖

单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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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
国际电信联盟（ITU-T）Sector 成员，ITU-T  SG20 物联网及其在智慧城市和社区等

的应用研究组副主席单位。获得中国专利金奖（2012 年），多次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家质检总局、标准委颁发的中国标准创新贡

献奖。主导制订国际标准 13 项、国际标准增补 14 项；主导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623 项。累计专利申请 4000 多件，授权 2300 多件；PCT 涉外专利申请 200 件，授权 42 件；

公开发表论文 176 篇，出版专著 5 部。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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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  助力经济与社会改革发展 •

单位简介：
铁道内燃机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京沪高速铁路工程”（2015 年）、“时

速 350 公里高速动车组”等项目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铁道部特等奖等省

部级奖项。截至 2017 年获得授权专利 1844 项，其中发明 327 项目、实用新型 1290 项，外

观 226 项。参与 ISO、IEC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主导、参与 ISO/IEC/AG13“车体侧窗”

等 15 项国际标准，注册专家 16 位。主导制定过年标准 7 项、行业标准 45 项，参与制定

269 项。发表科技论文 9 篇。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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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
ISO/TC20/SC13、SC14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全国北斗卫星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

数家标委会秘书处单位；获得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2014 年）、标准

创新贡献奖（2013 年）一等奖，多次获得工信部奖项，获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017

年）。“十二五”以来，开展了《运载火箭飞行结果分析与评定》等 60 余项国家标准制定，

《空间对接机构捕获缓冲试验方法》、《月球探测器地面试验  着陆冲击地面试验方法》

等 400 多项航天行业标准制修订以及近 600 项集团公司标准制修订。组织制定的航天领域

ISO 国际标准 15 项。发表科技论文 56 篇，出版专著 1 部。

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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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  助力经济与社会改革发展 •

单位简介：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平板显示技术委员会激光显示标准组（TC110 WG10），

TC110液晶显示及背光源标准组技术专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6）、二等奖（2010

年），IEC1906 奖（2016 年），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7 年）等多项国际、国家、

省部级奖项。获得国内外专利 61 项。自 2005 年来，公司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修

订 100 余项，其中 IEC62906-1-2《激光显示设备 第 1-2 部分 词汇和字母符号》等国际标

准 12 项。发表论文 19 篇。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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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男，51 岁，博士，教授级高工，拥有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40 项， 作为第一获奖人，获省部级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7 项，入选中央组织部“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荣获第十四届

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第七届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曾被

美国《新闻周刊》评为“改变世界的 100 位社会企业家之一”。主持或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省部级支持项目 39 项，其中 20 项担任项目或课题负责人；热心标准化事业，

积极参与政府、行业协会标准化活动。主导、参与《蓄热式轧钢加热炉能耗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多

项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累计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

个人简介：
男，57 岁，高级工程师，国际电工委员会照明电器分技术委员会 IEC TC34 主席咨询顾问组

AG1、战略规划及组织结构调整专题组 AHG3、照明系统标准体系建设咨询组 AG4 专家，多个全国标

准委会副主任委员。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一等奖（2006 年），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4

年）。自 2011 年，带领并培养团队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标准化工作。主导、参与制定 GB/T 17263-2013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性能要求》、GT 040-2016《集成式双端 LED 灯性能要求》等国家、行业

标准 40 多项。发表科技论文 4 篇，出版专著 2 部。

姓名：吴道洪

单位：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华树明

单位：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个 人 奖

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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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  助力经济与社会改革发展 •

个人简介：
男，51 岁，高级工程师。全国工业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控制仪表及装置、工业

控制计算机系统分技术委员会、国家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防爆仪表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南

京大学特聘硕士生导师。江苏省智能制造服务联盟副理事长，拥有授权专利 20 项，其中发明专利 1 项。

主导起草 GB/T 28471.1-2012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隔离式安全栅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Z32235-2015 《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生产设施表示用参考模型（数字工厂）》等 20 项国家、

行业标准。发表论文 2 篇。在他的领导下，公司被江苏省委、省政府授予百家“江苏省优秀企业”称号、

“江苏省智能制造先进企业”50 强。

个人简介：
61 岁，男，北美注册高级电气工程师、IEC 成员及项目负责人、IEEE 高级成员；上海电机学院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得山西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011 年）、中国专利优秀奖（2012 年）。拥

有授权专利 15 项。主导制定 IEC/TS62899-1《微电网保护技术规定》等三项国际标准，填补了国际微

电网标准化领域空白，目前已经实现相关标准化成果推广和转化；《微电网运行与控制技术规范》等

2 项行业标准主要起草人。发表论文 9 篇。

姓名：董  健

单位：南京优倍电气有限公司

姓名：郑德化

单位：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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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50 岁，男，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平板显示技术委员会激光显示标准组（TC110 WG10）组长， 

TC110 液晶显示及背光源标准组技术专家，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特聘专家；2016 年荣获国际电工

委员会“IEC 1906 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11、2012、2015、2017 年）；拥有授权国内外专

利数十项；牵头起草 LED 液晶背光分规范国际标准；主导的《IEC 62906-1-2（激光显示设备 第 1-2

部分：词汇和字母符号）》、《IEC 62906-5-2（激光显示设备 第 5-2 部分：散斑对比度光学测量方法）》

已发布；参与多项国家标准制定。发表论文 10 篇。

个人简介：
男，44 岁，全国能源行业电力安全工器具及机具标委会等全国 8 个标委会、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和委员。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国家、省部级、电力行业、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等奖励 80 多项；申请国际、国家专利近 100 项；获得中国软件著作权 10 项。主导

和参与编撰 GB/T31052.10-2016《起重机机械检测与维护规程》、GB/T31133-2014《电力设备用液压

式提升装置技术规范》等 28 项国家、行业及国家电网企业标准。发表论文 80 篇，出版专著 6 部。

姓名：刘卫东

单位：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缪  谦

单位：国网节能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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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  助力经济与社会改革发展 •

个人简介：
36 岁，男，国际标准制定工作组（ISO/TC 193/SC1/W22、 W24）召集人；先后获得中国石油

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中国石油集团公司质量标准化先进个人，集团公司先进科技工作者，

地区公司科技进步奖 3 项；拥有授权专利 1 项。主导起草中国天然气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起草国家

和行业标准 10 余项。作为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经理，完成天然气质量与计量领域 10 余项科技攻关课题，

获国家软件著作权 21 项，获得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2 种、二级标准物质 3 种。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个人简介：
男，34 岁，全国实验室仪器及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26）委员。先后推动成立广东

省眼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深圳市眼镜产业标准联盟，担任广东省眼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兼委员。

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 4 项省部级以上课题或项目、5 项标准化行业科研课题或项目、5 项标准化技术规

划或规范。参与制修订的标准中，有 GB/T 31043-2014《品牌价值 技术创新评价要求》等 2 项国家标准、 

WS/T 451-2014 《院前医疗急救指挥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等 1 项行业标准、7 项广东省地方标准。

发表论文 14 篇。

姓名：周  理

单位：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天然气研究院

姓名：王  科

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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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女，45 岁，全国道路运输标委会等 3 个全国标委会委员；近年来参与国家及汽车行业的标准制

定工作近百余项，直接参加编写并署名的标准 20 余项。参与了《中国汽车行人保护研究项目》。作为

标准第一起草人，编制了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中心区营运货车运行技术要求》。

个人简介：
女，56 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多个全国标委会副主

任委员、委员。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003 年），冶金工业部冶金科技进步奖（1999 年），中国

创新贡献奖（2009 年二等）。几十年来，共研制了数百种标准样品，其中研制国内最高水平的国家标

准样品和国家一级标准物质和占 50%，多项标准样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行业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发表学术论文 10 多篇，出版专著数本。

姓名：张丽丽

单位：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胡晓燕

单位：钢铁研究总院分析测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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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  助力经济与社会改革发展 •

个人简介：
男，62 岁，硕士，首席研究员。曾任国家中医药股案例局科教司副司长。多次获得国务院（2005、

2009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2014 年一等），中国针灸学会（2010、2011 年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中华中医药学会（2010 年学术著作奖）、教育部（2011 年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科技部（2011 年

国家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奖获）奖项。担任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针灸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主席，组织研究、制修订国际、国

家等不同级别针灸标准 56 项。

个人简介：
男，60 岁，国家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专家组成员，中国光伏农业标准化编制委员会副主任。

多次获得陕西省人民政府二、三等奖。先后承担“农业社会话服务标准体系”、“863”、“农业标准

的质量保障体系研究”等国家、部委和地方的科研项目。依托西北农农林科技大学，力推农业标准化

高等人才的培养。参与制定 14 项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在农业标准领域发表论文 30 多篇，出版《农

业标准化导论》专著。

姓名：刘保延

单位：中国针灸学会

姓名：李  鑫

单位：杨凌现代农业标准化所


	会议指南
	第十四届中国标准化论坛主论坛议程
	2017年度中国标准化助力奖名单
	单位奖
	个人奖
	论坛主讲嘉宾简介及演讲资料
	标准化新思维与发展趋势
	标准化最新政策和措施
	以标准化助推“一带一路”迈入新时代
	标准化对太阳能发电产业稳步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
	标准化、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战略
	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标准化在行动
	美国标准化战略解读
	智慧能源与标准化
	ASTM国际标准范式对中国标准化改革的借鉴意义
	欧盟标准支持、促进全球贸易
	关于颁发“2017年中国标准化助力奖”的决定
	关于表彰全国标准化优秀论文暨第十四届中国标准化论坛获奖论文的决定
	学术会议质量评估调查
	会议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