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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0～2014 年全国设备管理 

创新成果获奖名单 

 
 

特等奖（7 个） 

电网企业“四全”运营监控体系设计与应用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电力建设新型门式起重机设计研发制造 

——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  

应用信息化（EAM）实现设备精益化管理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电动机控制管理系统(MCC)  

——丹东华通测控有限公司 

设备系统化在东风重卡新工厂工业化中的应用 

——东风商用车用有限公司总装配厂 

车载 GPS 和 3G 视频监控系统在节能降耗中的应用 

——潍坊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规范化全员生产维护项目（NTPM） 

——特变电工（德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103 个） 

电网企业基于价值创造的全景流程地图和指标网络设计与应用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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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与实施全面安全风险质量管控体系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基于国际通用标准的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体系建设和应用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基于提升输变配设备运维水平的现场作业支持系统研究与应用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策略型资产管理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生产信息化系统在风电场设备管理中的应用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风电张北有限公司 

机台工序用电分时统计系统 

——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 

“三化”一体的检修准备工作管理模式在发电企业的实践 

——内蒙古岱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一种表面换热技术与相变换热技术相结合的尾部烟气余热回收技术改造 

——大唐金竹山火力发电分公司 

AKOMA2000 煤粉取样装置技术改进与工程应用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高寒地区烟囱防积冰技术探索与实践 

——华电能源佳木斯热电厂 

TPM 模式在设备管理和维护中的运用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站设备制造质量监督点辨识与选择研究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双流环式密封油系统常见缺陷分析及处理 

——国电菏泽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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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创新 引领设备管理创新 

——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 

铜材坯料端头加热炉技术改造 

——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 

计算机管理的规范化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状态评价的设备检测模式 

——武汉钢铁股份公司炼铁厂 

基于风险评估的设备分类优化与维修精益化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系统备品备件一体化管理应用及相关成果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备件修复综合单价标准推进计价管理系统建设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设备运行状态的动态管控模式的探索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全数字控制的中频穿透淬火机床 

——武汉宝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物料输送皮带更换专用工具的研制与应用 

——五冶集团上海检修分公司 

利用 ERP 系统，全面实现领用物资的以旧换新管理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舞钢 2500mm 板坯连铸机设备改进及检修技术创新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实施润滑精细化管理，降低设备运行成本 

——河北钢铁集团宣钢公司机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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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T 中频电炉控制技术 

——沧州市宏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大型钢铁企业设备管用维资源的整合与优化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高负荷产能条件下能源环保降本增效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莱钢集团公司设备检修中心 

基于 ERP 管理模式下检修机制的深化改革 

——莱钢集团公司设备检修中心 

棒材在线计数分钢系统的应用 

——莱钢集团公司设备检修中心 

120T 转炉炉倾传动系统故障研究与改进 

——莱钢集团公司设备检修中心 

数控磨床实时工况监控防撞系统研制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超大型轧辊堆焊工作站研制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移动式天然气流量计量标准装置 

——大庆油田工程有限公司 

炼化装置设备前期管理与实践 

——中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通过设备前期管理成果的应用解决异构化压缩机组汽轮机轴振动高 

——中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钻井井场电能质量在线监测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大庆钻探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 

钻机单轴直驱绞车系统的研制与应用 

——大庆钻探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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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钻井安全供电可靠性技术研究 

——大庆钻探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 

设备润滑油在线监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二采油厂 

免爬架试井防喷装置研制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测试技术服务分公司 

管道输油企业设备管理与维修体制的探讨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储运销售分公司 

轴承顶压器研制开发应用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储运销售分公司 

油液分析技术在油田天然气发电机组润滑油监测中的应用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九采油厂 

液压组合式钻机整体平移装置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设备管理处 

中国海底管道完整性管理创新与实践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大机组稳定运行重大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石油塔里木石化分公司 

卷曲机自动控制系统优化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抗车辙母粒生产线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开展石油钻机整机量化评审检测，提高钻机装备管理精细化水平 

——中原油田分公司技术监测中心 

卷烟制造企业基于降低损失的提升设备运行效率管理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黄金叶生产制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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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频加热技术，提高 YF171A 嘴棒储存柜在线嘴棒硬度的研究与应用 

——湖南中烟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卷烟厂 

卷烟硬纸板条盒条玻自动化包装生产线设计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条烟输送线故障统计分析系统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卷烟厂 

卷烟高架库报文解析软件的开发以及 PLC 协同控制器的研发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卷烟厂 

提高制丝掺配区域梗丝掺配达标率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卷烟厂 

打造“六精”设备管理模式，推进设备管理精益化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卷烟厂 

青岛卷烟厂设备管理信息化体系建设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卷烟厂 

精益岗位电子看板的构建与应用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州卷烟厂 

卷烟烟支圆周在线检测控制装置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州卷烟厂 

设备健康管理研究及应用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 

烟草工业企业设备三级点检预知性维修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黄金叶生产制造中心  

“八维十化”卷包设备精益管理体系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德国 naxos 曲轴磨床支架控制系统改造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设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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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片高速自动冲压生产线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风力发电机组的远程监测和智能报警装置 

——安徽容知日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矿用提升机钢丝绳张力监测及称重系统 

——邯郸市菲德而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JS-1200HL 浸渗设备生产线的创新 

——襄阳航林机械有限公司 

设备预防保全体系搭建及系列工具开发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焊装线机器人焊装一体化集成技术研发与应用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卡车厂 

设备预知维修体系建立 

——东风商用车用有限公司 

大型潜水泵垂置管理 

——冀东能源峰峰集团设备租赁分公司 

基于大功率支架吊运车的综放工作面高效快速搬家技术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机电管理处 

实行设备集中管控，建立效益型设备管理创新模式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千米立井钢丝绳罐道张紧装置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建井三处 

10kv 自耦有载调压变压器的研究与应用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纳米抑尘技术在露天破碎站粉尘治理中的应用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城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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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创新 强化管理 打造新能源公交车管理新模式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巴士有限公司 

污泥处理系统设备高效运行研究 

——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基于一拖多技术的水冷凝器自动清洗设备 

——北京君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汽运原煤人工卸车改自动卸车技术设计及应用 

——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义马气化厂 

万华化学集团烟台工业园设备管理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空分液氧泵变频器抗晃电系统的改进与优化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公司  

GR 复合固体润滑工程技术 

——西安奥奈特固体润滑工程学研究有限公司 

动力传动设备滑油屑末在线监测器 

——浙江中欣动力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设备润滑管理审计提升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塔式起重机附着装置的钢丝绳对称拆除工法 

——西安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盾构到达接收辅助装置的设计 

——广东华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泥水，土压双模式盾构机设计 

——广东华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 40T 双瓣抓斗的研制和应用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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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码头牵引车“一拖双挂”运输模式应用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集装箱码头设备设施运维智能集控平台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一种印染烘干机用电磁疏水器 

——河北宁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创建能源管理中心 

——安徽华茂纺织集团 

大容量高效节能粘胶短纤维装备集成创新及产业化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粘胶纤维生产废气处理装置的创新与应用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节能减排群众创新体系建设 

——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公司 

以企业经营效益为中心的设备管理体系 

——四川徽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勇于创新，除石机开创粮食深加工除石新纪元 

——中粮生化能源（龙江）有限公司 

港口牵引车拖盘支腿电动升降装置研制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 JAVA 平台的矿井供电管理系统开发与应用 

——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204 个） 

资产管理全过程性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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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炉内温度场测量智能化燃烧的研究与应用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输电塔带电加固技术研究与工程应用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左岸溢洪道 T 型浮塞式检修闸门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江口水电厂  

煤场无线温度监测系统设备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 

设备设计选型数据库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油田供热锅炉混煤技术 

——大庆油田矿区服务事业部物业管理三公司 

基于提高设备可靠性和经济性的“四位一体”标准化检修管理模式实践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600MW 超临界 W 火焰锅炉机组协调及主汽温度控制优化技术研究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金竹山火力发电分公司 

相邻锅炉一次热风联络技术在 CFB 锅炉上的应用 

——京能（赤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国际工程项目钢结构包装、运输防护方案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GIS 设备质量健康提升关键措施的研究与应用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300MW 锅炉机组启动上水方式优化 

——国电菏泽发电有限公司 

5
#炉引风机变频器再利用改造 

——贵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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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W2082Mo 高分子材料应用于高线速度主轴密封的安装工艺及运行特点

研究——中国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公司广州蓄能水电厂 

设备信息化管理 

——山东丰源通达电力有限公司 

循环流化床锅炉风帽（迷宫钟罩式帽中帽）技术改造 

——山东丰源通达电力有限公司 

活动设备按质换油优化研究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水务公司润滑站 

提高燃煤锅炉热效率技术研究 

——大庆油田矿区服务事业部物业管理二公司 

重晶石粉密闭加重系统的研制与应用 

——大庆钻探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 

内置式注入井井口防喷装置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测试技术服务分公司 

输油泵机组润滑系统改造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储运销售分公司 

在线气体检测仪装置的研制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储运销售分公司 

5 号超高温特种润滑脂 

——丹东市金鼎润滑油脂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4 号超高温特种润滑脂 

——丹东市金鼎润滑油脂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自升式海洋平台压载水旋流分离净化的技术与现场应用 

——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井下作业公司 

活动设备一体化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大庆油田矿区服务事业部园林绿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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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补偿颗粒配方填料润滑盘根盒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一采油厂第七油矿 

超导热洗清蜡车技术研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 

煤层气撬装 CNG 压缩设备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 

确保设备安全平稳高效运行的人机和谐管理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九采油厂    

超深井钻机网电改造技术及推广应用 

——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西南钻井分公司 

海洋作业平台液（控）测系统自动化新设计与应用 

——胜利油田工程有限公司井下作业分公司 

泥浆储备罐支架检测评价方法研究 

——中原油田分公司技术监测中心 

三吊一卡安全检测与评价研究 

——中原油田分公司技术监测中心 

汽轮机异常振动分析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减压装置腐蚀在线监测系统可行性报告 

——正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点检定修”在化工企业设备管理中的创新与应用 

——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故障诊断技术在煤化工行业的实践与应用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数控车床 HTC63200 挡屑板增加辅助悬挂装置的革新 

——大庆油田装备制造集团抽油机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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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齿机节油过滤装置改造 

——大庆油田装备制造集团抽油机分公司 

氯气泄漏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数据分析的设备精益化管理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卷烟厂 

GDX2 五号轮弧形旋转导轨锁紧装置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卷烟厂 

半在线信号采集装置在设备点检中的应用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卷烟厂 

碎烟丝回收技术在 PROTOS70 设备的研发应用 

——湖南中烟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卷烟厂 

异型烟包装设备改造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精益理念的能源节点管理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漯河卷烟厂 

降低 H1000 机组伺服驱动系统故障停机次数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卷烟厂 

提高高架库流场均匀性的空调模式研发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卷烟厂 

切丝机磨刀火花熄灭装置的研制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滕州卷烟厂 

设备与执行维修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许昌卷烟厂  

丝束开松除尘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州卷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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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用“三维”评价，构建设备状态监控体系 

——湖南中烟郴州卷烟厂 

一次蒸梗加水管路改进 

——湖南中烟郴州卷烟厂 

以信息化为支撑的设备检查模式 

——河南中烟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卷烟厂 

以零故障为目标的“五位一体”预防性设备管理 

——河南中烟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卷烟厂 

预切式包装纸叠自动松散定量及压力吹风 

——河南中烟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卷烟厂 

CV 型包装机透明纸自动定位装置的研制 

——河南中烟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卷烟厂 

光电式缺盒检测装置在 GD 系列包装机的研发和应用 

——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卷烟厂 

烟草企业车间设备管理的创新与实践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黄金叶生产制造中心 

滚动轴承故障诊断“三·八”操作法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轧钢电网谐波抑制与无功补偿技术的应用 

——莱钢集团公司设备检修中心 

铁包加盖设备改造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型钢铁企业备件全寿命周期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点检系统建设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设备计量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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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衡远程智能称重系统建设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设备计量管理处 

转炉氧枪刮渣器的应用实践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设备计量管理处 

MT3600 型电动轮汽车升级改造项目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 

基于整体设备管理的车间级设备管理 ERP 软件的开发应用 

——武钢股份有限公司冷轧薄板总厂 

孔型加工设备技术改造 

——中铝洛阳铜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选矿拜耳法溶出间接加热技术产业化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州分公司 

降低（电）能源消耗 

——华北铝业有限公司空调箔事业部  

棒线材设备管理与创新 

——东北特钢集团高合金棒线材有限公司 

一起高压电机磁性槽楔脱落原因分析及措施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高转炉煤气回收输送的经验介绍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馈线保护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与分析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宁特钢棒材厂粗中轧机优化设计与改造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宁特钢快锻主液压站油液污染设备事故分析和研究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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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
3 高炉富氧烟煤无烟煤混喷技术Ⅱ-试验研究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远程计量系统的构建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合理库存、提高采购进厂物资质量为主要手段的设备成本管理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计量技术的创新与数据集约方法的实践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上锁（LOTO）管理工具推进的经验交流和意义 

——圣戈班（徐州）管道有限公司 

冷轧镀锌过程控制系统的设计及应用 

——武钢股份有限公司冷轧薄板总厂 

三冷轧工艺过程质量统计分析系统设计及应用 

——武钢股份有限公司冷轧薄板总厂 

企业电力设备状态检修策略探索与实践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开展 TnPM 五阶六维体系 打造国内一流选烧联合企业 

——鞍钢矿业集团东鞍山烧结厂 

265m
2 带式烧结机机头电除尘器改造实践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转炉干法除尘的改造与应用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关键点控制法控制维修物料成本 

——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公司设备动力部 

实施备件长寿化管理，降低备件消耗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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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计划命中率考核，降低采购资金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备件修复率，降低备件采购成本节省设备消耗费用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设备管理实践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维修标准体系的创新与应用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状态监测的设备点检信息化管理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推行 TPM 提升企业设备自主保全水平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  

加强设备精细化管理，开展节能降耗攻关，探索企业发展新思路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以全面计划管理为基础的库存综合管理体系构建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CSP 厂离线设备检修精度管理控制 

——武钢条材总厂 CSP 分厂 

借助 GPS 平台 构建汽车运输管理新模式 

——济钢集团济南鲍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钢板热镀锌生产线核心设备气刀的创新 

——重庆新联钢铁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现代矿山井下设备的管理与定修应用 

——莱芜钢铁集团莱芜矿业有限公司 

中压变频改善除尘效能 集中控制统筹操作管理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条材总厂炼钢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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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式胶带输送机的设计与应用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古书院矿  

峰峰集团抢险排水服务平台 

——冀东能源峰峰集团设备租赁分公司 

运用信息管理技术加强设备租赁管理 

——开滦集团唐山矿业分公司 

设备内部租赁有尝使用 

——开滦集团林南仓矿业分公司 

煤矿机电设备管理的创新与实践 

——阳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矿 

多绳摩擦提升机首绳快速换绳装置的研究应用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机电管理处 

设备预防性检修管理在半连续系统成功应用 

——华能伊敏煤电责任有限公司露天矿 

TnP&PM 管理体系创新与实施 

——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  

圆平衡钢丝绳技术在摩擦式提升机中的研究与实践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南屯煤矿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轴类零件表面加工技术及系统集成研究 

——山东能源机械集团大族再制造有限公司 

矿井高低压电网漏电检选与故障定位网络系统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滩煤矿 

矿井废热在水源热泵系统中的应用 

——单县丰源实业有限公司 

矿井压风机系统热能回收技术研究与应用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滩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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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电网监控关键技术研究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机电管理处 

创新运输提升系统 

——河北省磁县申家庄煤矿 

煤矿冻结立井井筒井下高强度变径钢模板技术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建井三处 

煤矿机械设备自动润滑系统的研究和应用 

——兖矿东华重工有限公司采掘装备制造分公司 

金青顶矿区主竖井提升机全数字直流电控系统项目 

——山东金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洲公司富岭 400t/d 选厂工艺设备研发项目 

——山东金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种带微调装置的支柱研究应用 

——山东金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半自磨机衬板工艺与结构创新 

——山东黄金归来庄矿业有限公司 

无人值守矿井提升机维检标准研究与应用 

——山东黄金归来庄矿业有限公司 

龙门刨床的性能优化与节能改造 

——南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创新的机制---提高设备管理水平 

——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零部件整体耐热疲劳自动试验装备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揭盖子保养的设备预检预修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铸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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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件条形码管理系统开发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铸造厂  

构建 TPM 体系 保全生产的“武器”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 TPM 和能源消耗定额双轮驱动的设备能源管理体系搭建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行车吊钩保护套改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混凝土机械公司 

一种蓄电池式稳压电源装置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发动机一厂 

桥式起重机电动葫芦导向防坠装置的创新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混凝土机械公司 

FANUC βisv20 伺服驱动器故障诊断及维修技术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激光再制造技术 

——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透平膨胀机（TRT）零部件的激光再制造 

——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实施检修“三会”管理 确保设备运行周期全面提升大型烧结机作业率 

——武汉钢铁股份公司烧结厂  

CW61100E 车改磨改造 

——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镗孔专机 T9230×5 的设计制造 

——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大型重车主轴精密磨床 MK14160 的研制 

——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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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设备管理体系 

——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装载机公司总装厂 

节能减排与超大型吊扇安装使用 

——杭州叉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键生产设备管理的探索 

——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高速列车牵引齿轮箱油换油周期的研究 

——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热成像技术在工厂供配电预防性维修中应用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自动数控成型机 

——四川省宜宾环球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化在中联重科设备管理中的应用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混凝土机械公司 

“重点设备”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创新与应用 

——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 

铁道机车轻大修管理创新与应用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原料立磨辊套耐磨材料选择优化及经济安全性能研究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海藻化工备件管理系统优化与实践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 

全自动智能转炉煤气回收系统的研究 

——滦南林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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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罐直接浸灌技术进气管道流速测定软件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过盈连接在输送系统中的应用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卡车厂 

滚压生产线自动化系统及设备自主管理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卡车厂 

基于“学习型推动与目视化拉动”的设备管理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如何实现年降维修费 70%的惊人奇迹 

——四川徽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白酒酿造设备 推进白酒产业转型升级 

——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公司 

分布式能源的热量平衡管理节能环保技术 

——广州市实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路肩整平机 

——枣庄市公路管理局滕州公路局 

高速公路日常养护机械化 

——河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阴极保护系统在排海管线上的应用研究 

——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悬浮式浮藻汲取机 

——江苏三正华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航空企业设备资源数字化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预防性维修条件的设备点检管理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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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设备星级评价为核心的精益设备管理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浅谈 LNG 储罐外罐施工工程中的设备选型与应用 

——中石化中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轻钢结构顶棚成套施工工法 

——中交一航局总承包分公司 

坝料运输自动计量系统的应用研究 

——中国水电十五局第一工程公司 

效益型设备管理体系构建与实施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源头回溯机制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 

连云港绿色低碳港口建设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点检定修制在印染设备创新应用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印染预缩机用缩率自动控制装置 

——河北宁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创新设备要素管理，提升企业核心力 

——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 

PTA 氮气风机吹送系统改造 

——四川宜宾普拉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设备点检和维修标准化与全面经验分享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建立企业考评体系加强设备管理 

——天津翔悦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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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现代设备维护管理系统建立 

——竞能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承压设备带压密封技术研究及在设备维护中的应用 

——天津市江达杨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辊压机对辊轴承润滑选择及润滑系统现场管理与优化 

——珠海经济特区顺益发展有限公司 

钢铁连铸生产线轴承润滑用油选择和综合效益衡量 

——珠海经济特区顺益发展有限公司 

螺杆式空压机油颜色变化浅探 

——珠海经济特区顺益发展有限公司 

高合金棒线材公司设备管理创新 

——东北特钢集团高合金棒线材有限公司 

主抽风机故障分析及处理 

——北京泛泰克斯仪器有限公司 

水泥厂 Φ3M×11M球磨机创新的“检维修 5W2H 标准化作业法” 

——洛阳洛伊金属系统公司 

山核桃破壳、壳仁分离生产线的研发报告 

——杭州临安康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PROTOS70 吸丝带轮和轴的全新设计改进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鲁西煤矿井下水处理系统的设计应用 

——山东里能鲁西矿业有限公司 

提高设备运转精度 降低运行成本 

——焦作坚固水泥有限公司 

活动设备一体化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大庆油田矿区服务事业部园林绿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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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AM 系统思想和 5W1H 方法编制电厂机组检修改造计划工单 

——中石化胜利油田胜利电厂 

石钢公司设备管理系统建设 

——河北钢铁集团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以信息化为依托的设备事故预防管理 

——河北钢铁集团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全面预算管理在设备综合费用管控上的应用与实践 

——河北钢铁集团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30 万机组堆本体维修工作优化管理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高温油泵安全性改造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处理措施 

——中国石化沧州分公司  

立式加工中心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液压润滑管道在线酸洗油冲洗 

——北京欧洛普过滤技术开发公司 

三等奖（107 个） 

机泵齿轮油乳化检测及自动停泵保护装置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一采油厂试验大队 

抽油机减速器润滑油专业化管理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四采油厂 

加热炉磁翻板水位计开发应用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储运销售分公司 

电机润滑油加注方式改造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储运销售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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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油罐维温技术改进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储运销售分公司 

更换国产 XT4060 型全功率取力器及法士特变速箱的效果分析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 

机电复合钻机变频网电改造技术及应用 

——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西南钻井分公司 

“管理、技术、经济”三位一体设备管理体系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定边采油厂 

催化烟气轮机高效节能新技术的研发应用 

——中原油田分公司石油化工总厂 

 践行设备“十字”管理法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设备管理处 

亚微米铜基抗磨精华润滑油技术 

——重庆太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产首套乙烯制冷压缩机油系统改造 

——辽宁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乙烯二分公司  

油雾润滑改造项目 

——正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企业视频监控系统与火灾报警系统联动的应用研究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公司  

伺服驱动异常的咨询诊断与分析处理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论机床业产品技术咨询与服务体系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浅析 CNC 机床应用领域的瓶颈与对策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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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员工设备自主管理机制建设 

——柳工柳州传动件有限公司 

新技术在卡车薄板冲压自动线的应用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卡车厂 

喷涂机器人光纤反馈系统改造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卡车厂 

自行葫芦系统动态检查装置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卡车厂 

日本小松 EIS-800T 机械压力机死工作台改为移动工作台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卡车厂 

TPM 管理软件开发与应用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总装配厂 

高速拉削切削油组合过滤装置研究与应用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特种加工设备可靠性技术研究及应用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磨床急停回退功能研究与开发应用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个性化管理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细化设备管理、严格控制设备三大费用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号连铸机通讯网络优化与改造 

——武钢股份公司一炼钢分厂专检站  

设备点检服务终端系统的实践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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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WCM，设备管理上台阶 

——圣戈班（徐州）管道有限公司 

建设冶金行业专有标准践实设备预知维修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研制储柜出料端自动密封装置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滕州卷烟厂 

薄片烘箱网带链条托轮改进 

——湖南中烟郴州卷烟厂 

“芙蓉王”破废烟丝分选装置的改造 

——湖南中烟郴州卷烟厂 

改善烟梗开包机安全性能 

——湖南中烟郴州卷烟厂 

配件仓库大件物品搬运工具改进 

——湖南中烟郴州卷烟厂 

带式输送机清扫装置改进 

——湖南中烟郴州卷烟厂 

大型水泥管磨传动轴联轴器技术改造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网络技术的煤气管控系统的研究 

——滦南林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矿井应急广播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机电管理处 

基于 MT5500 电动轮卡车相位模块修复的探讨 

——神华准格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高速公路应急养护管理规划研究 

——河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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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安检宝管理软件 

——济南四建集团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喷水织机废水处理回用设备的升级改造 

——岜山集团有限公司  

如何用活电气设备备品备件 

——大庆油田电力集团油田热电厂 

起重机械的安全技术管理的方法与技巧 

——河北省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 

循环流化床机组设备精细化管理创新 

——京能（赤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管道外腐蚀在线堵漏与补强再生技术 

——吉林市维特新工贸有限公司 

GR 潜伏式复合固体润滑截齿 

——西安奥奈特固体润滑工程学研究有限公司 

GR 复合固体润滑刮板机链轮轴组 

——西安奥奈特固体润滑工程学研究有限公司 

激光对中技术在大型空分设备安装过程中的应用 

——北京泛泰克斯仪器有限公司 

金属减摩修复技术 

——北京天捷优越科技有限公司 

浸前活性炭静态吸附工艺研究 

——山东黄金归来庄矿业有限公司 

水源热泵地暖空调在矿山的应用与研究 

——山东黄金归来庄矿业有限公司 

搭建系统管理架构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30 — 

计量表计集抄技改 

——山东丰源通达电力有限公司 

加强设备管理提高设备效率 

——张家口宣龙高速线材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管理是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重要环节 

——张家口宣龙高速线材有限责任公司 

条烟输送链排自动清理器的设计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PROTOS1-8 卷烟机烟支输送排列装置的设计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YJ212 滤嘴接装机最终分切装置切割机构的改进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YB517 小包透明纸定长传动齿轮的改造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ZB47 包装机组烟包输送联机输送通道改造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基于 Authorware 的设备仿真教学模式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多规格取纸机的研制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高压变频技术在型钢炼铁除尘系统中的应用 

——莱钢集团公司设备检修中心 

莱钢行车运行安全本质化研究与改造 

——莱钢集团公司设备检修中心 

烧结带冷电气系统改造 

——莱钢集团公司设备检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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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能源利用最大化为目标的集约化用能管控模式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卷烟厂 

探索先进设备管理手段，提升设备管理水平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挂牌上锁（LOTO）管理工具推进的经验交流和意义 

——圣戈班（徐州）管道有限公司 

卷包设备“精益日保”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卷烟厂 

燃煤锅炉系统污水零排放改造应用 

——大庆油田矿区服务事业部物业管理二公司 

抽油机减速器润滑油专业化管理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四采油厂 

设计安装可让刀刀夹，消除 EQF487 单轴立车车端面产生退刀痕问题 

——东风德纳车桥有限公司十堰工厂 

综合运用“三维”评价，构建设备状态监控体系 

——湖南中烟郴州卷烟厂 

一次蒸梗加水管路改进 

——湖南中烟郴州卷烟厂 

运用统计分析方法降低设备故障率 

——鞍钢矿业集团东鞍山烧结厂 

以劣化预防为主线的设备可靠性维修管理 

——河南中烟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卷烟厂 

分馏塔顶成套在线除盐设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柴油加氢液力透平机封冲洗系统改造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 32 — 

国产首套乙烯制冷压缩机油系统改造 

——辽宁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乙烯二分公司 

油田在用压缩机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原油田分公司技术监测中心 

轴承故障诊断分级评价新方法 

——中原油田分公司技术监测中心 

现代矿山井下设备的管理与定修应用 

——莱芜钢铁集团莱芜矿业有限公司 

双进双出钢球磨煤机运行优化 

——国电菏泽发电有限公司 

采用引射混流技术提高供汽机组经济性 

——国电菏泽发电有限公司 

基于节能的精确曝气系统 

——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振动分析仪在传动设备上的应用 

——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  

智能化物流系统在轮胎生产中的应用 

——中策橡胶（建德）有限公司 

A8“租赁通”建机管理平台 

——厦门日升建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起重设备经营管理软件 

——厦门小新实业有限公司 

创新设备管理 提升资源效率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 

一种新型的电解槽阴极底块组装方式 

——青海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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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巡检系统 

——邢台东城能源有限公司  

义煤集团电网谐波分布规律以及抑制对策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机电管理处 

600MW 机组发电机轴瓦异常振动特性研究 

——大唐金竹山火力发电分公司 

提高退火炉利用率、降低能源消耗 

——华北铝业有限公司 

液压回路平衡阀工作原理与故障排除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干扰及处理措施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电炉烟气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加强油品基础管理，保障设备平稳运行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超大型液压站的外包管理（建立以维护为主的设备管理策略） 

——北京欧洛普过滤技术开发公司 

设备点检创新管理 

——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30-15S4040 导轨磨床周边磨头电机改造 

——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流水线压缩空气自动开关和排水 

——杭州叉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