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成果名称 授予单位 奖励类别及等级 校内第一获奖人 完成单位  获奖年份

1 高强高效非织造土工合成材料装备与技术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张瑜
江苏迎阳无纺机械有限公司、南
通大学、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14

2 海洋石油钻井平台井口成套装备及其关键技术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吴国庆
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大学

2014

3 新型高耸塔型结构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工程应用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包华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河海大学、南通大学

2014

4 脊髓损伤继发炎症反应的机制研究和临床应用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沈爱国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 2014

5 晶圆级封装（WLP）技术产品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陈斌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大学、南通市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中心

2014

6 功能性全棉机织粘合衬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王春梅 2014

7
基于高强耐磨型割草（灌）线材的大直径共聚聚酰胺
单丝与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马海燕 2014

8 绿色装配住宅成套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成军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南通大学

2014

9
宽幅高强非织造土工合成材料关键制备技术及装备产
业化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张瑜
江苏迎阳无纺机械有限公司、天
津工大纺织助剂有限公司、南通
大学、山东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10 抗菌消臭复合清洁化家纺面料的后整理技术及产业化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张瑞萍
紫罗兰家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大学

2015

11 聚己二酰丁二胺单丝的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马海燕
南通新帝克单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大学

2016

12 无甲醛纯棉机织粘合衬关键 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王春梅
南通海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
通大学

2016

13 认知协作频谱共享及传输性能优化理论方法
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

术奖
自然科学类二等奖

南京邮电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
理工大学、南通大学

2016

14
手部屈肌腱早期临床修复方法的创新和应用及系列基
础研究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汤锦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南通大学 2016

15
大跨度斜拉网格结构施工全过程动态控制技术研究与
应用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
励委员会

获华夏建设科学技术三等奖 成军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东南大学、河海大学、江
苏省苏科建设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南通大学

2015

16 拉索预应力结构的全过程可靠优化与反馈控制研究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

会
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成果二

等奖
沈强儒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南通
大学、东南大学、南通世纪建筑
科学技术研究院

2015

17 海洋钻井平台升降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南通）传动
机械有限公司、上海振华重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大学

2016

18
面向新一代长途传输的超低损耗光纤 及产品关键技术
应用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张士兵
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中天科
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南通大学

2017

19 TLR3激活剂dsRNA干预肝癌的作用与机制的研究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陈莉
南通市肿瘤医院，南通大学，百
奥迈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17

20 异构无线网络协同传输理论与方法 教育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吉晓东
南京邮电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
，南通大学

2017

21 太阳能电池背面用金属化浆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中国产学研促进会
2018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

果二等奖
姚理荣

南通天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大学，南通大学技术转移中
心，泸溪县群祥新材有限责任公
司

2018

22
面向新一代长途传输的超低损耗光纤及产品关键技术
应用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7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
张士兵

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中天科
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南通大学

2017

23 耐磨型抗水解聚酯单丝研发及产业化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18二等奖 马海燕 南通大学（第二） 2018

24 大型矿用多级泵节能降耗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18中国机械工业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施卫东 南通大学（第二） 2018

25 高效高可靠多级化工离心泵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
2018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施卫东 南通大学（第二） 2018

26 钢桶全自动生产线
中国包装联合会、中
国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2018科学技术二等奖 朱志松 南通大学（第二） 2018

27
南水北调工程大型高性能低扬程泵关键技术研究及推
广应用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7科学技术一等奖 施卫东
江苏大学,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
源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水利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亚太泵
阀有限公司,蓝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28
南水北调工程大型高性能低扬程泵内流机理、设计技
术及工程应用

教育部 2017科学技术二等奖 施卫东
江苏大学，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
源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水利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日立泵
制造(无锡)有限公司，无锡利欧
锡泵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凯士比
泵有限公司，亚太泵阀有限公司
，江苏航天水力设备有限公司，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29 AS型系列高效节能泵产品开发与应用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17科学技术三等奖 施卫东
湖南山水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大学、 湖南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西华大学

2017

30 复杂海况风电基础装备的研发及产业化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

会
2018年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

奖、二等奖
吴国庆

南通蓝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南
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

2018

31 高效大功率矿用多级泵基础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 教育部 科学技术二等奖 施卫东
江苏大学,南通大学,济宁安泰矿
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江苏泰丰
泵业有限公司,亚太泵阀有限公
司,山西天海泵业有限公司,山东
星源矿山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合
肥建业机械有限公司

2018

32 环保型非温感记忆绵关键制备技术及产业化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倪红军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大学，南通恒康数控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33 基于芯片级封装（CSP）的LED倒装高压芯片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孙海燕
海迪科（南通）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南通大学

2018

34 海底超高压交、直流光电复合缆的研制和应用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顾菊平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南通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

2018

35 新型高效蒸汽压缩机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华亮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大学

2018

36
轻量化纤维复合结构车用内饰材料柔性制备关键技术
及装备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张瑜
江苏迎阳无纺机械有限公司，南
通大学，南通新绿叶非织造布有
限公司

2018

37 智能化环保型制革机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张华
南通思瑞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南
通大学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