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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以提升中国装备制造水平为己任，是

我国技术创新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5 年，机械总院认真履行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坚

持技术经济协调发展，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保持了技术经济协调发展

的良好态势，被国务院国资委授予“2015 年度中央企业经

营业绩考核工作先进单位”。

2015 年，机械总院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治理，将社会

责任治理理念与各项管理工作有机融合，进一步强化集团引

领装备制造技术发展、促进行业技术进步、提升我国装备制

造业创新发展的重大社会责任。

2015 年，机械总院深入推进定点扶贫河南新县工作，

派出第三名挂职干部，发布扶贫发展规划，设立定点扶贫专

项基金，协助新县引进产业项目 , 各项扶贫工作得到了老区

人民的衷心赞誉 , 荣获河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的“中

央、国家机关及相关单位驻豫定点扶贫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机械总院发布

“十三五”规划并全面落实规划目标、任务和责任的一年。

机械总院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锐意改革，实施技术资本双轮驱动，做强科研、做大产业、

做优服务，进一步强化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持续提升总院

和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President   院长

C     
hina Academy o f  Mach inery  Sc ience  and 

Technology (CAM), dedicated itself to realiz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come a part of Chin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an important force in innovation-drive development of Chin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2015, as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CAM took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sisted on the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seized the new opportunity，and 

deepened the reform. As a result, CAM achieved a stable 

economic growth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ceived 

the Award of "Advanced Uni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which is issued by SASAC.

In 2015, CAM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organically integrated the 

management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with other 

management functions. CAM strengthened its important 

leading responsi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novation in na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2015, CAM further promo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Xin county of Henan, sent the third cadre to work there, 

publish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lanning，set up the special 

fund, and help them to introduce the industrial projects. All 

thes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 are incensed by the people 

in that area, and achieved the award of "Advanced Uni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HENAN Province" which is 

issued by HENAN Poverty Alleviation Leading Group.

In 2016, as the start of "The 13th five-year", CAM will publish 

its strategic plan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and totally implement 

the strategic goal, tasks and responsibilities. CAM will insist 

on the steady growth, adapt to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reform with keen determination, and achieve the technology-

investment driving development. Then,CAM will strengthen 

its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expand 

the industrial scale, provide better service for customers, and 

further communicate with all stakeholder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value for both of us. Finally, we will get a good 

start in "The 13th five-year".

院长致辞
Message From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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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总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大型科技企业集团，始建

于1956年，是中央企业中唯一以装备制造业基础共性技术研究为主业的

单位。

机械总院拥有16家全资及控股子企业（公司），实行母子公司式集

团管理体制，下设7个研究所(中心)、1个工业设计院、2个控股公司及标

准化、产品检测、质量认证和管理咨询等若干个专业技术服务机构，能够

为客户提供从科研开发、装备制造到技术服务的综合性系统解决方案。

经过近60年的发展，已成为集科研开发、科技产业和技术服务三大

业务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技企业集团。

About Us

195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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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在江苏
省常州市设立江苏分院。

机械科学研究院在浙江省

杭州市设立浙江分院。

科技部、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文件

（国科发政字〔1999〕197号文），

将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

属科研机构实施转制，机械科学研

究院与同属机械工业部的哈尔滨焊

接研究所、沈阳铸造研究所、郑州

机械研究所、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和北京

机电研究所等进行重组，整理转制

为中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划归中

央大企业工委管理。

工程机械军用改装车

试验场并入机械科学

研究院

发展历程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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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 总会计师单忠德 李劲松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院长 副院长王露霞 李亚平 王西峰

管理团队

院长

书记

李新亚

王德成

Administra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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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业档案馆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物业服务中心

院务工作部

科技发展部

产业发展部

企划管理部

人力资源部

财务管理部

纪监审工作部

党群工作部

机科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科学研究院浙江分院有限公司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

沈阳铸造研究所                  

郑州机械研究所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北京机电研究所

机械工业工程机械军用改装车试验场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先进制造技术研究中心

中汽认证中心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江苏分院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福建）分院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青岛分院

全资子企业 控股公司 职能管理
部门

其他所属
单位

院士风采

中国科学院院士、精密机床设计及工艺专家，机械科学研究总

院名誉院长。1993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第七、

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徐性初院士长期从事精密计量及精密量仪研制和精密加工及

超精密机床设计及制造工作。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一米纵动光

电比长仪、以激光波长为基准的刻制一米光栅和磁栅母机。开发

了超精密机床及超精密加工技术，先后研制成功超精密车床、铣

床等新产品，同时创造了一套低成本的关键制造技术。曾获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焊接专家，博士生导师，机械科学研究

总院副总工程师，哈尔滨焊接研究所技术委员会主任。1995 年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 年荣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学会授

予的“中国焊接终身成就奖”；2009 年 7 月荣获 IIW 授予的“巴

顿终生成就奖”；2010 年 12 月荣获“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提名奖。

林尚扬院士 40 多年来一直奋斗在科研第一线，完成了 20 余

项重大课题，取得多项重大的科研成果，共获国家及部委奖励 11

项，并撰写论文 40 多篇，专著 2 部。

中国工程院院士，材料工程专家，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副总工程

师，先进制造技术研究中心材料工程技术研究所所长。1988 年被

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1 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

特殊津贴，1999 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蕴博院士主持承担国家“十五”、“十一五”新材料技术领

域国防先进材料重大专项，承担多项国家 863 专项、973 和 863

子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曾

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以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等重大

科技成果奖达 10 多项次，出版专著 3 部，发表论文 100 多篇。

徐性初 院士

林尚扬 院士

陈蕴博 院士

组织机构
Academicians Organiza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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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中国装备
制造水平为己任

强院富民
报效社会

成为引领中国装备制造
技术的科技企业集团

创新  责任
严谨  超越 乐学善思

勤勉奉献
求实创新
激情进取

做强科研
做优服务
做大产业

技术经济协调发展

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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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ultur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社会责任报告201516 17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China Academy of Machinery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Academy of Machinery Science & Technology

机械总院高度重视社会责任管理工作，推动社会责任管理常态化、

系统化、制度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完善科技创新、技术孵化和产业落

地，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发展方向与主营业务紧密融合，

促进社会责任管理工作的不断完善；建立健全责任管理长效机制，制定

战略“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以战略研讨会、半年工作会和专

项会议聚焦落实，进一步提升了集团责任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水平。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262

38.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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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责任战略引领

机械总院最重大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共性技术的引领，通过对装备制造业基础共性技术的持续研

究和成果投放社会，推进行业技术进步，满足制造企业基础共性技术的综合需求，构建先进、智能装备制造业，全面提升

中国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围绕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需求，持续专注科研开发、装备制造和技术服务，引领装备制造业基础共性技术发展，助推中

国装备制造业腾飞，凸显机械总院先进制造服务业企业的核心社会责任。

Strengthen Responsibility Strategic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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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责任治理机制

建立有利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治理机制是社会责任管理的重要基础，机械总院持之以恒地建立健全社会责任治理机制，

统筹、协调、管控、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为推进社会责任管理提供组织保障、制度保障、人力保障和资源保障。

机械总院成立了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实施一把手工程，明确院务工作部为社会责任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并结合集

团经营发展实际，确定了社会责任工作的职责分工，具体推进落实社会责任工作 , 对规范机械总院内部社会责任管理、更

好地践行社会责任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部门名称 职责分工 具体内容

院务工作部 社会责任的归口管理

1. 社会责任的日常工作和归口管理；

2. 定点扶贫工作归口管理；

3. 对外捐赠管理；

4. 社会责任落实工作的监督；

5. 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写和发布；

6. 档案工作归口管理（含机械工业档案馆）；

7. 社区关系维护管理；

8. 固定资产管理；

9. 职工体检及档案管理。

科技发展部 科技服务

1. 科技及行业发展的战略研究；

2. 科研项目管理；

3. 行业服务机构管理；

4. 产学研推进工作；

5. 推进国际合作。

产业发展部 产业服务

1. 产业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

2. 品牌管理、商誉管理和市场宣传；

3. 筛选潜力业务，孵化新产业项目；

4. 产业基金的管理。

（1）机械总院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

主 任：李新亚

副主任：李亚平

委 员：秦书安、杜兵、叶永、褚毅、王宇、赵海鸥、滕裕昌、付大为

企划管理部 安全生产、节能减排  

1. 安全生产归口管理；

2. 安全理念宣贯、安全技能培训、安全演习；

3. 节能减排理念、做法和关键技术的宣贯和推广。

人力资源部 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1. 依法用工管理；

2. 员工职业生涯设计，员工能力与素养提升；

3. 行业人才专家培养和管理；

4. 研究生培养。

财务管理部 纳税及缴费管理 依法足额纳税。

纪监审工作部 审计工作 保障组织的合法性。

党群工作部

工会组织

党团活动

企业文化建设

1. 党组织的关爱；

2. 企业文化建设；

3. 职工代表大会；

4. 工团及群众活动；

5. 统战工作。

推进责任融合

加强社会责任理念与集团战略的结合

机械总院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到集团的战略与规划、组织和制度等，不断提升社会责任管理

水平。

加强社会责任理念与日常运营相结合

机械总院倡导诚信运营，重视承担对价值链伙伴的管理与引导责任，在集团总部和各直属单

位分别构建质量管理体系、内控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包含诚信服务、客户投诉等指标

在内的全面评估体系，定期评估、不断完善，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培养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

机械总院通过企业文化宣贯、开展定点扶贫相关工作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到员工的日常工作中。

（2）履行社会责任各部门职责分工

Improve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Promote Responsibility Integration



项    目 考核目标 任期完成（2013-2015 年） 完成情况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 140.06 141.14 高于目标 1.08%

总资产周转率（次） 0.74 0.73 低于目标 0.01 次

科技投入比率（%） 11.40 14.75 高于目标 3.35%

高级技术人才占职工比率（%） 37.10 36.18 低于目标 0.92%

项    目 考核目标 2015 年完成 完成比例 同比增长

利润总额（万元） 28900 32893 113.82% 5.23%

经济增加值（万元） 26610 31361 117.85% ——

成本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比重（%） 92.78 93.58 高于目标 0.8% ——

科技创新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30.00 38.56 高于目标 8.56% ——

项目 年度目标 2015 年完成 完成比例 同比增长

营业收入增长率（%） 10.0 2.16 —— ——

其中：营业收入（万元） —— 425864 —— 2.16%

利润总额增长率（%） 10.0 5.23 —— ——

其中：利润总额（万元） —— 32893 —— 5.23%

利润率（%） 6.6 7.72 高于目标 1.12% 0.23%

经济增加值（万元） 30000 31361 104.54% ——

科技创新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30.0 38.56 高于目标 8.56% ——

其中：科技创新收入（万元） —— 164227 —— 11.47%

科技投入比率（%） 11.4 13.98 高于目标 2.48% ——

 其中：科技投入总量（万元） —— 59521 —— ——

科技产出（项） 112 262 233.93% 1.16%

高级技术人才占职工比率（%） 37.1 34.26 —— ——

国资委考核指标完成情况

2015 年总院经营计划完成情况

责任绩效

年

度

指

标

任

期

指

标

机械总院创新沟通渠道和形式，

落实内部责任监督，建立外部监

督机制，接受利益相关方对各方

面工作进行监督，增强社会责任

沟通的有效性，促进提升履行社

会责任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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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责任沟通

机械总院打造自有宣传平台 , 塑造

高科技央企形象。通过《机械总

院报》、《重大专项期刊》、集团

官方微信、网站等平台，传播集

团新闻、行业动态、市场与科技

创新资讯，展示了集团内涵，树

立了集团形象，传播了集团品牌。 

机械总院在集团官方网站设立社

会责任网络专栏，开展社会责任

沟通，提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

下载链接，向利益相关方系统披

露集团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措

施和绩效。

Strengthen Responsibility 
Communication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机械总院重视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充分利用行业服务资源，积极

开展国内外技术交流，持续开展基础共性技术研究，加速重大科技成果

产业化，助推总院做优做强；努力建设和谐的员工关系，为员工提供广

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总院高端人才、科研条件等综合优势，面向社

会招收、培养研究生；积极开展经营管理人才、杰出科技专家、杰出复

合型专家、杰出高技能人才等四类人才队伍建设；响应党中央、国务院

和国资委的号召，积极承担定点扶贫专项工作。

Society 
Performance

社会绩效

7000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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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平台建设

技术是立院之本，是发展之基，是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载

体。机械总院追求的目标是技术先进，引领行业技术发展。

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机械总院在注重技术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的同时，持续

完善三级研发体系建设 , 为支撑国家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展

而不懈努力。

目前，机械总院各级研发机构定位清晰，已建立了一

批由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组成的专业技术团队，突破了

一批关键技术、关键工艺，研制出一批关键材料与重要装

备，为集团产业经济发展提供全面技术支撑。

2015 年，机械总院扎实推进国家创新平台的建设申报工作，“高端装备轻合金铸

造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特种表面保护材料及应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2 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同时获科技部批准。

目前机械总院已构建起由 4 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4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2 个国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创新平台和 4 个工业强基公共服务

平台等组成的装备制造业先进制造工艺技术及智能制造技术研究开发的坚实国家级平台。

机械总院各类创新平台以社会和行业未来发展的需求为导向，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

共性技术研究，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机制，促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并聚集和培养优秀人才，引领和带动行业技术进步。

强化科技创新核心优势

机械总院积极研究国家科技重大项目运行的新机制、新特点，创造条件，更多承接和高质量完成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智能专项、军工专项等科研任务，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强化了总院装备制造业基础共性技术研究开发

支撑行业转型升级的地位和作用。

机械总院重视科研投入，设立总院和所两级技术发展基金，面向市场需求提出科研题目，较好地建立了市场需求、技

术积累、科研人才培养的体系机制。制定了《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科技成果奖评定与奖励办法》，设置科技进步、技术发明

项目、工程设计与承包、标准、软科学等成果奖项，还结合国家级、省部级获奖类别设置专项奖励，有效激发了各类科研

人员的积极性。

2015 年，机械总院单忠德副院长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实现了我院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上的新突破。

2015 年，总院新增纵向科研项目（政府项目）119 项，合同额 90641 万元，保持国家科研经费高位投入；军工科研、

研保项目获得新突破；获批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 3 项，强基工程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3 项；智能制造专项 2 项；自然科学基

金 3 项；地方政府项目 43 项，总院技术发展基金立项 90 项。

重点实验室：

4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9 个行业级重点实验室、4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 2 个市级重点实验室。

序号 实验室名称 级别 批准机关 依托单位

1 先进成形技术与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 科技部 机械总院

2 新型钎焊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 科技部 郑机所

3 高端装备轻合金铸造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 科技部 沈铸所

4 特种表面保护材料及应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 科技部 材保所

5 机械工业铝镁合金铸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行业级 中机联 沈铸所

6 机械工业钛合金材料及精密熔铸重点实验室 行业级 中机联 沈铸所

7 机械工业高性能铸钢材料与先进成形技术重点实验室 行业级 中机联 沈铸所

8 机械工业材料腐蚀与保护重点实验室 行业级 中机联 材保所

个

项

个

4

4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19

90641

新增纵向科研项目

合同金额（万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44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48项

军品配套科研项目25项

智能制造专项项目10项

标准研究项目58项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项

地方政府项目104项

企业自筹资金科研项目236项

其它项目114项

36.3%

17.6%
6.8%

7.4%

3.8%
1.5%

1.8%

8.9%

15.9%

2015 年 , 机械总院在研科研项目 651 项。

面向整个装备制造业制
造技术的发展与需求，
从事综合性、前瞻性技
术的研发及产业孵化

面向本单位技术覆盖专
业，开展综合性、前瞻
性和竞争前技术的研发
及产业孵化

面向本部门已有产品及
技术进行技术改进或更
新换代类的研发，完善
现有产品质量和工艺

二级
直属单位研发机构

一级
机械总院研发机构

三级
各直属单位事业部等

机械总院第十二届技术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

先进成形技术与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
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

新型钎焊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5 年度学术委员会年会在京召开

科技创新
Technical  Innovation

各类创新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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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 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 个行业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7 个市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序号 机构名称 级别 批准机关

1 精密塑性成形技术与装备创新能力平台 国家级 工信部

2 先进焊接技术与装备创新能力平台 国家级 工信部

3 北京市汽车与装备轻量化技术研发基地 省部级 北京市

4 机械工业先进制造技术创新平台 行业级 中机联

序号 机构名称 合作伙伴

1 先进制造技术国际合作研发基地 德国、俄罗斯、韩国、瑞典、美国等

2 特种材料及特种加工技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乌克兰、俄罗斯等

3 先进钎焊材料与技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乌克兰巴顿电焊研究所等

4 黑龙江省中乌技术合作中心 乌克兰科学研究院、巴顿电焊研究所

5 哈尔滨巴顿焊接技术开发中心 乌克兰科学研究院、巴顿电焊研究所

6 中韩铸造技术交流中心 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

7 中韩技术合作中心 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

8 中德虚拟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德国弗劳恩霍夫工业工程与组织研究所

9 杭州多特蒙德材料科学联合实验室 德国多特蒙德大学机械系

10 欧盟官方认可“CE”实验室 欧洲认证组织股份公司

11
材料成形技术与装备、先进材料加工成形与改性技术北京市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

俄罗斯、德国、白俄罗斯   美国等

技术研发基地与创新平台：

2 个国家级重大专项创新平台、1 个省部级技术研发基地和 1 个行业级创新平台。

国际合作基地：

序号 中心名称 级别 批准机关 依托单位

1 高效优质焊接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级 原国家计委 哈焊所

2 制造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级 原国家计委 北自所

3 精密成形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级 原国家计委 机电所

4 机械工业生产力信息与培训中心 国家级 原国家计委 生产力中心

5 机械工业先进制造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行业级 中机联 研究中心

6 机械工业铸造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行业级 中机联 沈铸所

7 机械故障与事故分析工程研究中心 行业级 中机联 郑机所

8 机械工业表面工程研究中心 行业级 中机联 材保所

9 机械工业齿轮传动工程研究中心 行业级 中机联 郑机所

10 机械工业网络化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行业级 中机联 生产力中心

11 机械工业汽车零部件成形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行业级 中机联 机电所

12 机械工业有机固废生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行业级 中机联 机科股份

13 辽宁省钛合金精密熔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辽宁省科技厅 沈铸所

14 辽宁省大型装备特殊钢材料及铸造成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辽宁省科技厅 沈铸所

15 辽宁省镁铝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辽宁省科技厅 沈铸所

16 河南省焊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河南省科技厅 郑机所

17 河南省铸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河南省科技厅 郑机所

18 湖北省表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 湖北省科技厅 材保所

19 郑州机械研究所技术中心 省级 河南省发改委 郑机所

20 郑州市铸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级 郑州市科技局 郑机所

21 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 市级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
研究中心

22 沈阳市轻合金反重力成形工程中心 市级 沈阳市科技局 沈铸所

23 北京市金属件先进成形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级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研究中心

24
“精机工程”公共研发服务平台－数控装备基础件快速开发及

绿色制造技术研发中心
市级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研究中心

25 先进高强钢汽车结构件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 市级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研究中心

26 北京市清洁热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级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机电所

9 机械工业塑性成形净成形工程实验室 行业级 中机联 机电所

10 机械工业齿轮传动工程实验室 行业级 中机联 郑机所

11 机械工业集成开发产品平台技术重点实验室 行业级 中机联 生产力中心

12 机械工业高效优质焊接技术重点实验室 行业级 中机联 哈焊所

13 机械工业工程机械再制造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 行业级 中机联 试验场

14 辽宁省特种钢铸造工艺重点实验室 省级 辽宁省科技厅 沈铸所

15 河南省钎焊材料重点实验室 省级 河南省科技厅 郑机所

16 辽宁省先进铸造技术工程实验室 省级 辽宁省科技厅 沈铸所

17 湖北省材料表面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 省级 湖北省科技厅 材保所

18 中关村开放实验室 市级 中关村管委会 研究中心

19 中关村开放实验室 市级 中关村管委会 机电所



重大科技获奖成果

2015 年 , 机械总院获得国家、省部和行业级以上科学技术成果奖 32 项，院级科技成果奖 59 项。

机械总院 2015 年主要获奖科研成果 ( 省部级、行业级 )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名称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所在单位

1 环境友好型复合钎料创制及应用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郑机所

2 节能减摩抗磨纳米润滑油脂添加剂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材保所

3 高压大流量比例阀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北自所

4 大型铸锻件关键成形技术开发及应用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研究中心

5 绿色制造技术与装备研究及推广
2015 年何梁何利

青年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行业奖 优秀奖 研究中心

6 高端铝合金铸件铸造成套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辽宁省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特等奖 沈铸所

7
大气腐蚀研究、试验技术新体系及其工程

应用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材保所

8
脱硫石膏综合利用关键技术与设备开发及

应用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一等奖 研究中心

9 石墨型 - 陶瓷芯钛合金精密铸造方法 中国专利奖 省部级奖 优秀奖 沈铸所

10 一种铜锌镍钴铟合金及其制造方法 中国专利奖 省部级奖 优秀奖 郑机所

11
建设国际一流铸锻钢基地及大型铸锻件国
产化技术改造项目

安徽省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行业奖
行业奖 一等奖 第一设计院

12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综合病房楼
安徽省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行业奖
行业奖 一等奖 第一设计院

13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油气装
备绿色高端精密成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机械工业优秀工程

咨询成果奖
行业奖 一等奖 第一设计院

14 低温超导线圈盒高热导连接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郑机所

15 节银铜磷钎料无烟化生产及拓展应用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郑机所

16 工程机械领域国外技术法规应对方案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试验场

17 WP5/7 系列发动机柔性自动化装配生产线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北自所

18
《GB/T 26100-2010 机械产品数字样机
通用要求》等 16 项国家标准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生产力中心

19 液压式大负载双波冲击试验系统研制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北自所

20
GB/T 15706-2012《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奖 二等奖 生产力中心

21 塔式起重机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机械工业优秀工程咨询

成果奖
行业奖 二等奖 第一设计院

22
安徽好运机械有限公司 运搬机械研发、制
造、销售及服务项目——内燃叉车联合厂房

安徽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行业奖
行业奖 二等奖 第一设计院

23
“大型空分设备用高压板翅式热交换器翅
片自动化生产线开发”

浙江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行业奖 二等奖 浙江分院

机械总院单忠德副院长荣获何梁何利青年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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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总院 2015 年主要获奖科研成果 ( 院级 )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获奖等级

1
阀体内壁多曲面全自动堆焊技术研

究
哈焊所 一等奖

2
大跨度龙门式激光 - 电弧复合焊接

机器人工作站
哈焊所 一等奖

3

不锈钢焊条、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

焊条、热强钢焊条系列国家标准制

修订

哈焊所 一等奖

4
波音商用飞机铝合金舱门铸造技术

开发
沈铸所 一等奖

5
钛合金复合陶瓷型芯精密铸造技术

研究
沈铸所 一等奖

6
核电站反应堆冷却剂屏蔽电动泵泵

内铸件
沈铸所 一等奖

7 钎缝缺欠及调控机制研究 郑机所 一等奖

8 复合铝钎料及其短流程成形技术 郑机所 一等奖

9 城轨列车车辆驱动单元的研发 郑机所 一等奖

10 强氧化环境下材料的磨损机制 材保所 一等奖

11
中国一重建设国际一流铸锻钢基地

及大型铸锻件国产化技术改造项目
第一设计院 一等奖

12
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塔式起

重机技术改造项目
第一设计院 一等奖

13
WP5/7 系列发动机柔性自动化装配

生产线
北自所 一等奖

14
400m/min 不溶阳极法连续电镀锡

生产线的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北自所 一等奖

32
国家、省部和行业级

以上科学技术成果奖

项

59
院级科技成果奖

项

15
冷链自动化仓储物流系统关键技术

开发及其应用
北自所 一等奖

16
载重汽车无内胎钢车轮辗 - 旋复合

成形技术与装备开发应用
机电所 一等奖

17 三辊螺旋轧机生产线的开发及应用 机电所 一等奖

18
大型特种车辆防抱死制动移动式试

验路面及测试系统研究
试验场 一等奖

19
大吨位工业车辆用特种型材的开发

与应用
试验场 一等奖

20
污泥隧道式动态好氧发酵关键技术

及示范研究
机科股份 一等奖

21 压缩机精密零件智能检测分选系统 机科股份 一等奖

22 广义舒适度模拟试验平台 生产力中心 一等奖

23
VVER 机组长周期换料改造项目重

要设备安全与可靠性研究
生产力中心 一等奖

24
脱硫石膏综合利用关键技术与设备

开发
研究中心 一等奖

25
熔敷金属中扩散氢测定方法国家标

准修订
哈焊所 二等奖

26
汽车铸件用无机改性水玻璃粘结剂

砂的关键技术研究
沈铸所 二等奖

27
钇稀土陶瓷型壳钛合金熔模精密铸

造方法专利技术产业化
沈铸所 二等奖

28
超低碳马氏体不锈钢双联精炼系统

工艺集成优化的研究
沈铸所 二等奖

重大科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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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专利

2015 年，我院获得授权专利 210 项，其中发明专利 97 项（含国外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76 项，软件著

作权 37 项；沈铸所申报的“石墨型 - 陶瓷芯钛合金精密铸造方法”和郑机所申报的“一种铜锌镍钴铟合金及其制造方法”

获第十七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机械总院 2015 年主要授权发明专利

序号 授权发明专利名称 所在单位 专利类型

1 光洁精冲模具 机电所 发明专利

2 1500 专用辊锻机 机电所 发明专利

3 用于铁路货车整体锻造手制动拉杆的锻造工艺 机电所 发明专利

4 一种扇形包角大于 180 度辊锻模的设计方法 机电所 发明专利

5 金属材料的应力 - 应变曲线测量及应用方法 机电所 发明专利

6 M50NiL 材料直线式离子注入表面改性的方法 北自所 发明专利

7 一种高温齿轮试验机 北自所 发明专利

8 自动岩芯盒拆码盘系统及自动岩芯盒拆码盘方法 北自所 发明专利

9 一种钢铝复合接触轨跟踪定位装置及跟踪定位方法 北自所 发明专利

10 太阳能发电集热管自动排气生产线 北自所 发明专利

11 一种用于 SCR 脱硝催化剂的自动切割设备及切割方法 北自所 发明专利

12 一种光学测距测试车辆行驶性能的方法 试验场 发明专利

13 适用于水深 50 米以内的水下激光切割枪 哈焊所 发明专利

14 一种 2000 ～ 3500 超大厚度低碳和低合金钢锭的切割工艺 哈焊所 发明专利

15 一种切割超大厚度 2000 ～ 3500 低碳和低合金钢锭的割炬 哈焊所 发明专利

16 一种用于消除厚钢板激光切割背面熔渣的涂层 哈焊所 发明专利

17 激光焊接质量在线检测方法 哈焊所 发明专利

18 一种垫片厚度及平行度只能检测分选机 机科股份 发明专利

19 曲面柔性支撑方法 机科股份 发明专利

20 多轮系重载移动机器人 AGV 机科股份 发明专利

21 一种在线转子自动冷压机 机科股份 发明专利

22 一种压缩机转子反电动势检测设备 机科股份 发明专利

23 一种压缩机转子充磁设备 机科股份 发明专利

24 方形罩式炉导向定位装置 第一设计院 发明专利

25 一种电渣熔铸升船机齿条工艺方法 沈铸所 发明专利

26 重型燃气轮机的关键部件涡轮机匣陶瓷型的精密铸造方法 沈铸所 发明专利

27 一种振动电渣熔铸方法及其专用设备 沈铸所 发明专利

28 一种 CO2 硬化碱性酚醛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沈铸所 发明专利

29 一种用于锆合金的金属型精密铸造方法 沈铸所 发明专利

30 一种高传热高溃散油管型芯的制备方法 沈铸所 发明专利

31 一种防锈软膜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材保所 发明专利

32 一种改善应力状态的正挤压冲头结构 郑机所 发明专利

33 用于焊接铝铜构件的自钎钎料的制备方法 郑机所 发明专利

34 含有铍镁和铷盐的复合药芯锌铝焊丝的制造方法 郑机所 发明专利

35 金属颗粒增强药芯铝焊丝 郑机所 发明专利

36 软钎料焊丝的车削成型方法 郑机所 发明专利

37 一种退卸料装置 郑机所 发明专利

38 一种大螺旋角小顶隙高参数斜齿齿轮泵 郑机所 发明专利

39 一种具有选择性润湿效应的感应钎焊温度场控制方法 郑机所 发明专利

7637

97210

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

发明专利授权专利

项项

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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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行星传动系统轴向定位调节装置 郑机所 发明专利

41 自扰动填料式湿法净化装置 郑机所 发明专利

42 一种原子吸收分析用钎料标样的制备方法 郑机所 发明专利

43 一种使用焊丝清洁装置清洁焊丝的方法 郑机所 发明专利

44 一种铝硅铜钎料的制备方法 郑机所 发明专利

45 一种高锡银基焊条 郑机所 发明专利

46 一种高脆性铜锌焊丝 / 焊片的制备方法 郑机所 发明专利

47 适用于多工位冷镦机离线快速换模的机构 郑机所 发明专利

48 铝合金低温钎焊钎料的制备方法 郑机所 发明专利

49 高强度高弹性模量低应力铸态球墨铸铁的制造方法 郑机所 发明专利

50 非对称大直径直齿圆柱齿轮冷精密成形装置 郑机所 发明专利

51 钎焊铝电解用惰性阳极与金属导电杆的高温钎料 郑机所 发明专利

52 一种测量液态钎料高温粘度的方法 郑机所 发明专利

53 驻波约束的大面积硬质合金钎焊方法 郑机所 发明专利

54 一种铁模覆砂的无模砂型数控加工成形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55 一种抓取高温钢板的柔性可调式机械手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56 一种复合材料预制件层间增强织造成形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57 痔疮漏洞检测设备及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58 一种模拟模具冷却系统的实验装置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59 一种多向织物及其织造成形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60 一种复合材料预制件分层织造成形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61 一种纵向增强的复合材料预制件制备方法和复合材料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62 物料自动称量和出料装置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63 一种可更换刀头的铸型加工专用刀具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64 微波烘干装置及其热风回用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65 一种汽车弹簧座的制造方法和设备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66 具有丝材外层的导向套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67 基于数字化导向模版的复合材料预制件及其制备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68 定位梁及具有该定位梁的机器人直线运动单元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69 一种汽车发动机缸体在线检测设备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70 用于铸型数控机床的单轴的动密封装置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71 一种具有保温功能的高温钢板抓取机械手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72 用于石膏件加工的粉尘收集装置和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73 一种用于铸型加工排砂吸尘的方法及装置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74 复合材料制件及其成形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75 用于制备复合材料预制件的导向套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76 抓纱装置及抓纱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77 自动烘干单元及自动烘干单元的使用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78 一种数字化无模砂型挤压成形机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79 纱篮转换定位的装置及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80 一种复合材料三维织造成形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81 一种复合材料三维织造成形设备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82 一种复合材料三维织造成形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83 毛条微波烘干机及毛条微波烘干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84 筒子纱染色生产线的控制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85 一种基于分形结构的造型模具及其造型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86 一种砂型复合成形设备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87 V 法造型用的模样的制备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88 一种 3Cr13 马氏体不锈钢的热处理工艺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89 一种 S316 马氏体不锈钢的热处理工艺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90 一种自适应铸型制造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91 复合材料多维织造成形机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92 无模铸造成形机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93 定位梁及具有该定位梁的机器人直线运动单元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94 无模铸造成形机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95 一种基于坎合结构的无模组装造型方法 研究中心 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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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环境友好型复合钎料创制及应用

机械总院郑机所“环境友好型复合钎料创制及应用”项目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该项目针对钎焊污染问题开发了药芯铝钎料、低腐蚀钎剂和铜磷无烟熔炼等环境友好型钎焊

材料及其制造流程，并推广应用，其中开发的 ZnAl、AlSi、CuP 多元复合钎料和氟铝酸盐钎剂

填补了国内外空白，无缝药芯铝焊丝制造技术、铜磷无烟熔炼技术等属国内首创。项目成果主要

用于空调、制冷、电力等行业中的铜、铝合金连接，已在 20 个省 1000 多家企业得到应用。环

境友好型复合钎料的研发与应用顺应绿色制造的发展趋势，显著减少污染，改善了钎焊工作环境，

为实现环境友好焊接、支撑绿色制造发挥了关键技术支撑和行业引领作用。

WP5/7 系列发动机柔性自动化装配生产线

机械总院北自所自主研制出 WP5/7 系列发动机柔性自动化装配生产线，以车间

数字化、智能化为目标，采用完善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以 PDM 系统为核心，实现与 

CAPP、 ERP、 MES、精益拉动系统等集成管理，实现了 WP5/7 系列发动机多种机

型任意顺序混流柔性自动化生产，年生产能力达到 10 万台。该生产线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成果和装备已推广应用到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一汽大

众等用户的发动机装配生产线，对我国汽车发动机制造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的

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汽车复合材料成形技术与成套装备开发

机械总院研究中心开发出汽车复合材料成形技术与成套装备。在 LFT-D 在线快速

模压方面 : 采用数字化联机控制在线短流程成形技术，突破了多组分树脂材料在线精确

混配、纤维在线预处理、纤维树脂柔性化复合等关键技术，实现汽车后防撞梁、增强杆、

底护板等复合材料制品在线快速制造，成形周期 1-2 件 /min，成品率＞ 95%，制品中

纤维长度达到 15-35mm；在热固性复合材料快速成形方面：开发出多轴向多材质纤维

同步浸渍设备、以碳纤维为主体的多种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汽车结构件中温、快速浸渍技

术及多层浸渍设备，具有自动化率高、一致性好等技术特点；在复合材料胶接连接技术

研究方面：采用数字化设计方法优化胶接接头结构及连接方式，开发了复合材料胶接连

接专用胶黏剂，提出胶接连接综合解决方案，解决了复合材料连接过程中的应力集中、

腐蚀、疲劳老化等关键技术难题。

高强度精轧螺纹钢筋热处理生产线

机械总院机电所开发的“高强度精轧螺纹钢筋热处理生产线”是全感应加热自动化

生产线，具有加热效率高、精确控制变形、绿色环保等特点，填补国内空白，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该生产线专门用于 PSB930 和 PSB1080 级别的高强度精轧螺纹钢筋调质热

处理，可将轧制态钢筋的性能从一般级别提高到高性能级别，推动企业产品创新升级。

汽油发动机冷却喷嘴自动装配与自动检测分选设备

机械总院机科股份成功开发汽油发动机冷却喷嘴自动装配与自动检测分选设备，实

现了冷却喷嘴的自动装配、产品压力与流量变化规律和开启压力性能自动检测、自动激

光标识、自动防锈处理、自动分选、合格品自动包装，产品终检全过程无人化。经本设

备检测合格的产品符合德国大众汽车标准。

大气腐蚀研究、试验技术新体系及其工程应用

机械总院材保所“大气腐蚀研究、试验技术新体系及其工程应用”项目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该项目建成了我国完整的材料大气环境试验站网体系，覆盖全国主要气候带环境，与

国际同领域相比在环境覆盖度和试验多样性方面具有先进性；建设了我国数据量最大、内容最丰

富的大气腐蚀数据库；发展了系列大气腐蚀测试技术及加速腐蚀试验新方法，完善了我国大气腐

蚀试验技术标准新体系；材料大气腐蚀行为与机理研究达到国际前沿水平，其原创性成果为新试

验技术体系提供了科学支撑。研究成果已在载人航天、大型飞机、国家电网、电子信息、汽车、

钢铁等国家重大计划和企业的材料腐蚀寿命评估工程中得到了有效应用和验证，为提升防腐蚀工

程水平和新材料研发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保障。

高端铝合金铸件铸造成套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机械总院沈铸所“高端铝合金铸件铸造成套技术及产业化应用”成果荣获 2015 年度辽宁省

企业重大研发成果奖。该项目在优质铝合金材料制备、铸造成形设备、铸造成形工艺，细长弯曲

空间油管整体铸造、复杂多腔铸件尺寸精度控制等 5 个方面获得关键技术突破，并实现产业化应用，

解决了我国航空航天、武器装备等领域所需的高端铝合金铸件自主配套问题，打破了我国一系列

重大工程装备铸件国外进口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满足了我国重大装备制造自主配套的需要。

油气输送直缝 / 螺旋焊管数字化焊接成套装备

机械总院哈焊所牵头完成的“油气输送直缝 / 螺旋焊管数字化焊接成套装备”总体技术性能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旋转清渣 MAG 枪技术属国际领先。该项目从西气东输工程建设开始至今，

历经 15 年持续研究，研制出了系列直缝和螺旋埋弧焊管数字化焊接成套技术装备，突破了粗丝大

电流高速熔化极气体保护焊（MAG）电弧深潜焊工艺，实现了高速预焊；发明了旋转清渣 MAG

焊枪（连续使用时间超过国外焊枪 6 倍），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攻克了 6 弧共熔池埋弧焊电弧

稳定性关键技术。该项目成果已在中石化沙市钢管厂、中石油宝世顺钢管公司等 10 多家骨干钢管

制造企业使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套装备列入了国家财政与工信部《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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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型 - 陶瓷芯钛合金精密铸造方法

机械总院沈铸所发明的专利“石墨型 - 陶瓷芯钛合金精密铸造方法”荣获第十七届中国

专利优秀奖。该专利技术针对普通机加工石墨型研制、生产钛合金铸件存在表面粗糙、冷隔、

流痕、裂纹等突出问题，成功解决了钛合金机加工石墨型铸造时的表面缺陷和内部缺陷问题，

显著提高了钛合金铸件的成形质量和质量稳定性，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已生产十余万件航空航

天及国防军工急需的高质量、高性能、高稳定性钛合金铸件优质钛合金铸件。

耐磨抗擦伤涂层自动化喷涂技术与装备

机械总院材保所在国内率先开发出了多工位自动化火焰喷钼专机，并为国内汽车变速箱

生产企业提供关键零部件加工，打破了长期采用进口设备的局面。数字化控制火焰喷钼成套设

备采用多工位转盘式旋转工作台，通过触摸屏设置及储存工艺参数，工艺专家系统储存 100

个不同品种的工艺参数。研究成果填补了国产化同步器齿环喷钼专用设备的空白，并实现产业

化批量应用。

飞机进气道及尾翼自动喷涂装备

机械总院北自所与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承担了国家 04 专项“飞机

进气道及尾翼自动喷涂装备”项目，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进气道及尾翼自动喷涂装

备，实现了飞机进气道内表面及尾翼外表面特种涂料的自动化喷涂，喷涂工艺和涂层技术指标

完全满足技术要求，打破了国外对该项核心技术的封锁，实现了国内军机喷涂由传统手工向自

动化的变革，提升了喷涂设备及其配套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大大缩短飞机制造周期，对国内

航空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机电产品绿色制造基础数据库与采集评测系统开发

机械总院生产力中心承担了“863”计划先进制造技术领域 “机电产品绿色制造基础数

据库与采集评测系统开发” 课题。通过课题实施，建立了绿色制造基础数据库、绿色制造信

息服务平台以及绿色制造数据采集与验证平台。课题成果申请专利 7 项，其中发明专利 6 项，

登记软件著作权 6 项，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基础工艺、机床、工程机械、汽车等行业，有助

于推进制造业绿色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减轻行

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为推进绿色制造、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服务政府决策和行业发展

行业地位是机械总院对外交流的无形名片。做优服务是机械总院做强科研、做大产业的重要导入，是品牌的主要载体。

机械总院以引领装备制造技术为己任，以战略规划与技术咨询、标准技术研究与服务、产品质量检测、质量管理体系与产

品认证、工程设计与监理、承担行业学 / 协会、期刊杂志出版、组织国际国内学术论坛、创新联盟等方式开展行业服务工作。

机械总院积极发挥共性技术基础和行业引领作用，围绕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与创新体系建设开展战略研

究服务，积极参与《制造强国》、《中国制造 2025》、《强基工程》等大型战略咨询项目，支撑国家装备制造业战略决

策与布局；围绕行业新技术预测、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系统开展了前瞻性、基础性研究，完成了多项行业规划研究，推

动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及产业转型升级；围绕京、津、冀、苏、皖、闽、粤等地的装备制造业热点地区、特色园区、龙头

企业，开展战略规划、产业布局实施研究，促进国家战略、行业规划及新技术新业态在地方的率先导入。

机械总院积极发挥中国智能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高端平台在技术创新、行业交流、产业推广等方面的推动作用 ,

组织召开专家委员会发展研讨会和高端论坛 , 推动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为行业

发展提供服务，为实现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2015 年中国智能制造产业技术发展高端论坛暨联盟
第二届理事会在京胜利举行

2015 年中国智能制造联盟专家委员会
关于智能制造技术与相关产业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

机械总院召开第一届行业服务业务协同发展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暨 2015 年行业工作会

北自所相关专家出席“中国制造 2025”
暨常州市智能工厂车间技术报告会

技术服务
Techn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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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修订标准和宣贯

在机械工业领域，机械总院是承担国际和国家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和归

口标准数量最多的单位。目前共承担 2 个国际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 个国际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分委会、25 个全国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4 个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

及若干个分委会和部级标委会的秘书处工作，涵盖了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焊接、铸造、

成形、热表处理、自动控制、通用零部件、专用机械等多个专业方向，形成了我国装

备制造领域的标准研发与综合服务平台。

2015 年机械总院共制修订标准合计 260 项，协助工信部在机械、汽车、轻工、船舶、

航空、航天、兵工民品、核等 17 个行业标准报批的审查和综合管理工作，涉及 1000

多个专业领域。 

序号 标 委 会 名 称 对口国际标准 TC 国内代号 单位

国际标准化委员会

1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螺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1 SAC/TC108 生产力中心

2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带轮与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41 SAC/TC428 生产力中心

3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技术产品文件技术委员会（TC10）

机械工程文件分技术委员会 
ISO/TC10/SC6 SAC/TC146 生产力中心

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 全国螺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1 和 ISO/TC5/

SC5
SAC/TC108 生产力中心

2 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2 SAC/TC85 生产力中心

3 全国管路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5/SC5/SC10 SAC/TC237 生产力中心

4 全国技术产品文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10/SC6 SAC/TC146 生产力中心

5 全国机器轴与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14 SAC/TC109 生产力中心

6 全国颗粒表征与分检及筛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24 SAC/TC168 生产力中心

7 全国滑动轴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123 SAC/TC236 生产力中心

8 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199 SAC/TC208 生产力中心

9 全国产品尺寸和几何技术规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213 SAC/TC240 生产力中心

10 全国弹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227 SAC/TC235 生产力中心

11 全国电工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EC/TC1 SAC/TC232 生产力中心

12 全国电器信息结构文件编制和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EC/TC3 SAC/TC27 生产力中心

13 全国电压、电流等级和频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EC/TC8 SAC/TC1 生产力中心

14 全国带轮与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41 SAC/TC428 生产力中心

15 全国微机电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EC/TC47F SAC/TC336 生产力中心

16 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337 生产力中心

17 全国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44 SAC/TC55 哈焊所

18 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17/SC11， 

ISO/TC25
SAC/TC54 沈铸所

19 全国齿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60 SAC/TC52 郑机所

20 全国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108 SAC/TC53 郑机所

21 全国金属与非金属覆盖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107 TC57 材保所

22 全国液压与气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131 SAC/TC3 北自所

23 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184 SAC/TC159 北自所

24 全国热处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75 机电所

25 全国锻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74 机电所

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 国防科工委军工专用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BJW04 生产力中心

2 机械工业工艺工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CMIF/TC13 生产力中心

3 机械工业干燥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CMIF/TC25 生产力中心

4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CMIF/TC7 生产力中心

机械总院承担的主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名录

全国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钎焊分委会六届四次会议在郑州召开

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荣获“2014 中国自动化领域年度团队”奖

个2
国际性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个25
全国性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个1
国际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分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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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介服务

认证和审评工作

产品检测服务

机械总院以自身技术优势为依托，对全行业开展专业性技术服务。全院目前共有 9 个生产力促进中心，其中国家级示

范中心 4 个。

认证中心是经国家批准成立，依照国际认可导则认可并运行的质量认证机构，承

担政府授权强制认证和客户委托的合格性认证工作。总院拥有全资的中联认证中心和

中汽认证中心两家认证机构。

2015 年，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了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中联认证中心

申请的“能源管理体系”认证业务范围，并换发了认证机构批准书。

2015 年，机械总院完成认证企业 1428 家，发放证书 6363 张；累计完成认证企

业 12955 家，发放证书 35531 张，促进了行业产品和技术的进步。

总院拥有 1 家核设备安全与可靠性中心，是国家核安全局指定的核安全审评与监

督技术（支持）单位。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中心是政府批准、依照国际实验室导则认可并开展工作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承担政府授权

质量检查和客户委托的产品质量检测任务。

全院共有 13 个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其中国家级质检中心 4 个、行业级质检中心 8 个、省级质检中心 1 个，试验

场荣获 “2014-2015 年度机械行业质检机构先进集体”称号。

家

张

1428

6363

认证企业

发放证书

序号 名称 类别 单位

1 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家级 试验场

2 国家液压元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家级 北自所

3 国家齿轮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家级 郑机所

4 国家焊接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家级 哈焊所

5 机械工业火焰切割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行业级 哈焊所

6 机械工业通用零部件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行业级 生产力中心

7 机械工业环保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行业级 试验场

8 机械工业机电仪专用集成电路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行业级 北自所

序号 中心名称 级别 挂靠单位

1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国家级重点示范 生产力中心

2 哈尔滨现代焊接技术生产力促进中心 国家级示范 哈焊所

3 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国家级示范 沈铸所

4 武汉材保电镀技术生产力促进中心 国家级示范 材保所

5 机械工业自动化生产力促进中心 行业级 北自所

6 模糊控制技术生产力促进中心 行业级 机电所

7 热处理生产力促进中心 行业级 机电所

8 齿轮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行业级 郑机所

9 河南省先进制造技术生产力促进中心 省级 郑机所

中联认证中心为中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颁发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9 机械工业造型材料重要铸件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行业级 沈铸所

10 机械工业齿轮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行业级 郑机所

11 机械工业表面覆盖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行业级 材保所

12 北京中汽寰宇机动车检验中心 行业级 中汽认证

13 河南省齿轮及焊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省级 郑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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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2015年，机械总院与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在哈尔滨联合召开第七届中韩先进制造技术研讨会，以“智能制造与智慧工厂”

为会议主题，深入交流沟通，并达成共识，草拟了第七届中韩研讨会合作意向，明确了合作方向和领域渠道，深化了合作层次，

搭建了稳定有效的技术交流平台。

与欧洲重要的研究机构 VTT（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实现高层互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扩大我院和欧洲的科技合作。

邀请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理工学工学部长岸本喜久雄教授一行到我院进行学术交流，并围绕智能制造、数字化设计制造、

3D 打印等方面进行了技术交流。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张春教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乔立红教授到研究中心交流访问并做学术报告。张春教授对美国在

快速制造领域的科技规划进行了讲解，重点介绍了 3D 打印技术在美国的研究进展，以及在人体义肢、心脏支架方面的应

用情况。通过此次交流，为双方后续开展科技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应新型钎焊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邀请，美国休斯顿大学任志锋教授和王德智教授一行 2 人访问郑机所，并开展

合作交流。

机械总院与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在哈尔滨联合召开第七届中韩先进制造技术研讨会 机械总院与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VTT）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工程咨询、设计与监理服务

总院共有第一设计院等 4 个工程建设项目服务机构，拥有国家建设部等部委颁发的工程设计、工程承包和工程监理等

服务资质 14 个，其中：甲级资质证书 5 个、乙级资质证书 2 个、丙级资质证书 2 个、其它相关资质证书 5 个。在实际工

作中，严格按照资质条件、范围有效实施，受到客户高度认可。

机械总院赴台湾工研院开展专项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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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挂靠单位

1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分会 哈焊所

2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沈铸所

3 中机械工程学会机械传动分会 郑机所

4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表面工程分会 材保所

5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 材保所

6 湖北省暨武汉市腐蚀与防护学会 材保所

7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 北自所

8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北自所

9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机电仪专用集成电路分会 北自所

10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 机电所

11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分会 机电所

12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环境保护分会 生产力中心

13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带传动专业委员会分会 生产力中心

14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弹性装置专业委员会分会 生产力中心

15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可靠性工程分会 生产力中心

16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成组技术分会 生产力中心

17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涂料涂装及表面保护技术专业委员会 材保所

18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防锈专业委员会 材保所

19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转化膜专业委员会 材保所

20 中国电子学会离子束专业委员会 北自所

21 中国自动化学会制造技术专业委员会 北自所

22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弹簧失效分析与预防专业委员会 生产力中心

23 中国工程图学学会制图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生产力中心

24 北京工程图学学会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生产力中心

25 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机械专业委员会 生产力中心

机械总院共承担了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25 个分会、技术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每个学术组织均在本专业范

围内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总院的研究开发工作。

沈铸所承办的“第十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行

“第十六届全国焊接材料行业大会”在江苏省无锡市隆重召开

http://www.cam.com.cn/PartNodeDetail.aspx?PartNodeId=82
http://www.cam.com.cn/PartNodeDetail.aspx?PartNodeId=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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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机所参展 “2015 上海国际齿轮传动及装备展览会”

材保所赴泰国开展交流访问

《焊接》

哈焊所

《焊接学报》

哈焊所

《中国焊接》
（英文）

哈焊所《铸造》

沈铸所

《中国铸造》
（英文）

沈铸所

《机械强度》

郑机所

《材料保护》

材保所 《表面工程与
再制造》

材保所

《制造业自动化》

北自所

《国内外机电一体化
技术》

北自所 《液压与气动》

北自所

《金属热处理》

机电所

《材料热处理学报》

机电所

《锻压技术》

机电所

《塑性工
程学报》

机电所

《工程机械与车辆技术
质量和标准信息》

试验场

《机械工业标准化
与质量》

生产力中心

《机电产品开发与
创新》

生产力中心

《机电兵船
档案》

档案馆

《机械传动》

郑机所

《机械制造文摘
——焊接分册》

哈焊所

承办期刊工作

机械总院共承办国家批准科技期刊 20 种、社科期刊 1 种，累计年发行量逾 5 万册。立足机械总院的基础共性技术，

科技期刊成为记载、报道、传播、积累科技创新知识的重要载体和主渠道，成为装备制造业知识创新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国际学术和前沿技术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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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国家级人才奖励或培养计划，机械总院积极组织集团内各单位开展了 2015 年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计划、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和中国

青年科技奖、北京优秀人才培养支持计划、海英人才计划、首都科技盛典科技人物等

国家和省部级高端人才奖励或培养计划的人选推荐工作，引导各单位进一步加强内部

高端人才梯队建设和针对性培养，不断拓宽高端专业技术人才的成长通道。

截至 2015 年年底，机械总院现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3 位、国家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 21 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06 位、“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 10 位、“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位、百千万领军人才 1 位、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1 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位。

机械总院具有工程序列评审资质，可推行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研

究员的任职资格评审。2015 年集团共评审通过高级工程师 90 人、研究员 24 人；共

评选出了 9 名杰出复合型专家、4 名杰出高技能人才；截至 2015 年年底，总院拥有正

高职称 509 人，副高职称 799 人，杰出复合型专家 54 人，杰出高技能人才 24 人 。

2015 年总院各单位共接收高校毕业生 161 人，应届高校毕业生接收规模稳定，

结构进一步优化，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103 人，占比为 64%，本科生 58 人，占

比 3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比 2014 年略有提高，211 院校毕业生占毕业生接收

总数（不含自培研究生）的 64.6%，比 2014 年提高 8.2 个百分点。优秀青年人才的

加盟为总院补充了新鲜血液，满足了机械总院快速发展的需要，为总院持续发展提供

了人才储备和保障。

机械总院召开 2015 年度工程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暨杰出复合型专家、杰出高技能人才评选工作会议

位3
院士

位10
“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

位306
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

机械总院是首批学位授予单位和博士后工作站资格单位。2015 年，总院共招收研

究生 82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31 人，硕士研究生 51 人；与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吉林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15 人；总院共培养博硕士学位研究生 68 人，其中：授

予博士学位 14 人，硕士学位 54 人。

截至 2015 年年底，全院共招收博士研究生 266 人，硕士研究生 1216 人；授予

博士学位 89 人，硕士学位 1024 人，为总院和社会输送了大批合格科研人才。 人266
博士研究生

人1216
硕士研究生

机械总院 2015 年研究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机械总院 2015 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北京举行

人才队伍建设 研究生教育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ostgraduate Education

人509
正高职称

人799
副高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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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员工权益

机械总院严格遵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尊重和维护员工的

各项合法权益。

机械总院组织开展院总部读书心得交流会机械总院举办第五期直属单位领导干部培训班

机械总院单忠德副院长参加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第 15 期）

郑机所举行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实践基地挂牌仪式

机械总院研究生代表队荣获全国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网 2015 年英语演讲比赛团体第三名

机械总院积极推行企业年金制度，至 2015 年底，集团总部和绝大多数直属单位已正常实施。

机械总院关注员工职业健康，充分从员工角度出发，为员工利益着想，组织员工开展年度体检，为员工及子女投保了

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提升员工家庭健康指数，增强员工的幸福感。

关注员工成长

机械总院建立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员工培养、选拔、使用机制，拓宽员工职业成长通道，营造平等、开放、合作、

互信的企业文化，促进员工健康成长。

机械总院健全培训制度，丰富培训资源、优化培训运作流程，为员工提供关于新员工入职培训、网络在线培训、总部

员工读书培训、总部员工拓展培训、领导干部培训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大大提升了员工专业技术能力与管理能力。

员工关怀
Employe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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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民主管理

机械总院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的职能和作用，拓宽员工参与民主管理的渠道和范围，切实保障员工的知情权、

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职代会、工会委员例会等形式为载体，搭建民主管理平台，实现了企业与员工的双向沟通。

丰富员工生活

通过广泛开展积极向上、有益员工健康的文化、体育等活动，增强广大员工的体质，培养良好的业余爱好，提高了员

工综合素质，切实增进了员工共建共享、文明和谐的文化氛围。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职工乒乓球比赛在北京举行

机科股份李芳同志被授予 2015 年度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各单位还通过多种方式深入实施职工素质工程，广泛开展技能竞赛、岗位建功、职工技术创新、建言献策等活动，促

进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了职工素质。同时，各单位在职工队伍中选树先进个人和集体，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劳模的

良好氛围，激励职工学习先进、争当先进。我院机科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检事业部总经理李芳被授予 2015 年度全国

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3. 生产力中心团委召开“五四”青年

座谈会

2. 第一设计院组织参观安徽省博物馆

和地质博物馆

1. 机械总院团委开展郭明义志愿者活动

1

2 3

2015 年，机械总院党委深入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为总院技术经济协

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和思想保障。围绕中心工作，机械总院党委以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深入开展“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为主线，以巡视工作自查自纠为抓手，全面贯彻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增强了党建工作的活力和实效。

党建工作
Party Building

 机械总院党委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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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总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国资委的号召和要求，积极贯彻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和八部委《关于做好新一轮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有关精神，对口定点扶贫革命老区河南新县，

取得阶段性成果和重要进展。

机械总院围绕人才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爱心扶贫等方面促进扶贫工作有效开展，《机械总院定点扶贫新县规

划（2015-2020）》已发布；总院和新县已互派交流干部 4 名；设立扶贫基金，通过捐款和吸引社会捐助已使资金规模达

到 500 余万元；汽车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先进生产线项目竣工投产并已产出合格产品；“机械总院人才孵化基地”和“机

械总院哈尔滨焊接研究所（信阳涉外学院）教育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 使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的相关教学能力大幅改善

和提升；总院各单位与新县科技产业交流日益频繁、深入，总院定点扶贫新县工作机制日臻成熟。

机械总院荣获河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的“中央、国家机关及相关单位驻豫定点扶贫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总院

定点扶贫交流干部吴进军同志荣获“中央、国家机关及相关单位驻豫定点扶贫先进个人”。

机械总院荣获“中央、国家机关及相关单位

驻豫定点扶贫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机械总院定点扶贫新县规划（2015-2020）》发布仪式在新县举行

王露霞副书记、王西峰副院长一行前往河南省新县开展定点扶贫工作调研

机械总院组织应急疏散和灭火演习活动 郑机所开展安全大检查

机械工业档案馆的前身是机械工业部档案馆。机械工业档案馆的主要职能是原机械工业部上缴档案整理和存留档案的

保管，档案学术研究、档案资源经营和服务，为机械工业发展提供档案支持等。机械工业档案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负

责业务指导，机械总院承办。

机械总院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管生产必须管安全，

谁主管谁负责”的管理原则，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机械总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及时采取预防和纠正措施，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层层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扎实开展安全培训教育，大力推进基层班组建设，强化应急演练管理等工作，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牢固树立先进

的安全理念，努力构建科学的风险预控管理体系，着力打造素质过硬的员工队伍，建立了安全生产的常态化管理机制，

形成了具有机械总院特色的安全文化，促进了机械总院的快速发展。

定点扶贫 机械工业档案管理和服务

安全生产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ocument Management and Service

Production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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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总院重视技术与经济协调发展，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

成果转化率，努力提高总院管控能力和业绩持续增长能力，为股东创造

良好回报，与战略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Market 
Performance

20

1100
对接企业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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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械总院在河南新县召开 2015 年度半年工作会议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哈尔滨焊接研究所重组华通焊业签约仪式

2. 机械总院在常州召开 2015 年度经济工作会议及

“十三五”战略规划交流会议

3. 机械总院在京召开 2015 年度财务工作会议

按照国资委和国资监管的要求，机械总院完善治理结构，加强战略规划，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突出主业、提高核

心竞争能力，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股东带来长期良好的回报。

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

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强化制度管理

强化管理创新，进一步提升管理科学化水平

建立健全管理提升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管理基础和专项管理，集团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以战略落地编制的“行动计划”与上年度工作进展情况相结合形成新年度管理工作输入，以年度工作报告部署新年度

重点工作，以重点工作为主线编制工作计划并跟进落实；以集团工作调研掌握各直属单位年度重点工作安排，以季度战略

研讨会议补充优化重点工作，以半年工作会议进行阶段总结；以经济工作、科技工作、产业工作、行业工作等专项会议聚

焦落实；以院长例会科学决策贯穿全年始终；以工作机制统领集团资源、支撑改革发展。

以综合管理信息平台为载体，深入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 机械总院根据业务发展和管理需求，完成了综合信息管理平

台一、二期建设，实现了战略计划管理、分析决策、绩效管理、科研管理、市场管理、投资管理等核心模块的全部上线运行，

制度流程化、信息化比例大幅提升。完成了视频会议系统的全部建设内容，集团信息化水平得以稳步提升，管理效率大大提高。

落实全面风险管理办法，创新风险评估。总院组织进行了 2016 年度重大风险调查与评估工作，结合发展实际，加大

总部层面风险调查意见的权重，更加关注全院整体发展的风险，使风险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发展。

系统梳理总部管理制度。加强集团制度体系性、协调性、内容适宜性的研究分析，为依法治企、风险管控奠定制度基础。

大力加强法治工作建设。结合工作实际，研究编制了《机械总院法治工作五年（2015-2019）规划》，加强对重大决

策、重大经营合同、重要规章制度的法律审核，进一步发挥了法治工作对企业经营治理的风险防范保障作用。

丰富经济发展方式，开创资本驱动经济发展新局面
深入推进投资并购重点项目实施，成立集团投资并购推进工作小组，全力推进专项工作。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9 月正式成立运营，该项目实现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融合，将放大机械总院焊材领域高技术优势，

释放焊材技术潜能，加速培育新上市公司步伐，推进总院焊材产业做大做优做强。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丰富集团经济发展

方式开辟了新道路、提供了新示范，对集团经济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机科股份实现新三板挂牌，正式进入资本市场。机科股份如期完成挂牌工作，将升级机科股份的研发、生产、检测等

综合能力，机科股份将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依托精密成形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人才和中试成果，机电所发起设立并绝对控股的中机锻压（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成立加快推进了机电所“一体两翼”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为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1

2

3

股东责任 Responsibility to Stakeholders

中机锻压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营 沈铸所与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签署合资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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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市场开拓能力建设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机械总院积极发挥集团引领作用 , 稳步推进市场开发工作。策划组织山东省装备制造技术创新对接会、“2015 年海峡

技术转移专场——机械总院智能制造专题技术对接及调研活动”、2015 中国（重庆）国际“智”造技术与机床博览会，

宣传总院先进制造和智能制造特色优势。

为了科学规范管理、创新持续发展，机械总院总部和各直属单位依据 ISO9001 标准分别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

并通过 QMS 认证，部分直属单位还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及

GJB9001B-2009 质量管理认证。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程序文件、作业文件和规章制度，从体

系上保障了管理和生产服务过程规范有序，持续满足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增强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满意度。

各直属单位加强产业市场部所级市场开拓职能，逐步强化所级市场调控能力；充分发挥多专业协同作战优势，提高项

目中标率。北自所物流中心抓住物流行业快速发展和市场需求旺盛机遇，扩充技术力量和市场队伍，研发物流新设备，积

极进入医药、家具、密集式仓储等物流新领域。试验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检测市场向深度和广度双向延伸，继续打造汽

车优势检测业务，实现了检测主业的迅猛发展，创历史新高。

直属单位间积极参与业务协同、互相推荐商业机会，加强交流、紧密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哈焊所与沈铸所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结成战略联盟，着力扭转目前国内中高端特种焊材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联合打造我国中高端特种焊材研

究开发联盟，生产力中心、中汽认证共享资源，为客户提供多类型联合认证，实现统一策划、统一调控、统一审核、统一

发证，集团认证检测协同发展的优势效果显现。

1. 机械总院在京召开高端装备云
制造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研讨会

2. 哈焊所与沈铸所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3. 王西峰副院长带队赴浙江推进
参与“机器换人”有关工作

1

3

机械总院在山东德州成功举办山东省装备制造技术创新对接会

机械总院参加中国（重庆）国际“智”造技术与机床博览会 机械总院开展与福建省制造企业对接调研活动

强化“集团—直属单位—事业部”三级组织、三级市场责任，督促“二级组织”切实发挥作用，明确各级责任，加强

三级市场机构、人员和工作责任落实，充分发挥密切联动作用。

积极推进总院三级市场体系建设

客户责任
Responsibility to Customer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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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设计院设计的烟台路通精密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

在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举行开工仪式

强化战略合作

1. 深化与地方政府合作，搭建区域市场平台。

机械总院充分发挥中央企业高端平台和品牌优势，积极推进与各级政府的区域合作，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持续深化与

福建、浙江、山东、河北、青岛、杭州、常州、西安、潍坊等 20 余个省市地的合作，落实合作协议、推进重点合作项目。

海西分院、青岛分院、江苏分院、浙江分院等区域经济的平台效应进一步显现；与山东潍坊高新区共建“潍坊 3D 打

印暨先进制造综合服务平台”；跟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河北省签署合作协议，谋划在河北廊坊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创

新服务基地、智能物流服务基地。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与河北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李劲松总会计师会见厦门市集美区黄晓舟区长一行

伙伴责任
Responsibility to Partners

李新亚院长、王西峰副院长出席将乐轻合金成形智能制造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启动会

 山东省 3D 打印与先进制造创新服务平台启动暨企业技术合作签约仪式在潍坊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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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化高端企业合作，协同开发科技市场。

机械总院以工艺、装备、整体方案为载体，集中对接兰石集团；持续支撑玉柴集团新产品研发；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中国通用技术公司、航天二院、航天五院、中广核民用核技术公司、京城控股等大型企业开展高层对接交流，围绕企业需

求持续开展工作，积极收集有效项目需求信息，深入推进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李新亚院长、单忠德副院长带队访问玉柴集团

知识产权保护

诚信经营

公平竞争

机械总院通过专利权、著作权的申请等方式保护自有知识产权，同时高度重视对供应链中涉及的知识产权相关状况进

行审查，尤其对重要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资质及技术来源进行审查，避免因其存在知识产权问题导致对总院和行业造成不利

影响。

机械总院形成了“诚实守信、合法合规”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准则，诚信文化结合法律教育，在实践中已形成了自我约束、

机制保障的诚信经营文化。

机械总院严格遵守国家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相关法规和商业道德，在市场中公平竞争、自觉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不采取阻碍互联互通、诋毁同业者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多年实践证明，机械总院一直奉行公平竞争的原则和做法，受到了

客户的广泛好评，赢得了同业者的尊重。

 机械总院与兰石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

机械总院与浙江杭叉工程机械集团股份公司签署智能工厂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材保所与日本恩欧富涂料株式会社签订合作生产项目协议

 机械总院与上海材料研究所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国家应急交通运输装备工程试验评价分中心在试验场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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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总院始终坚持科学发展，在推进节能减排、倡导绿色制造理

念、强化绿色制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提升员工环保意识工作的同时，

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为促进集团产业转型和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4.29 %

8.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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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CASE

案例 CASE

为推动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绿色制造助推绿色发展，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发起成立绿色制造分会，并于 2015 年

11 月 14 日在福建福州成功召开了绿色制造分会成立大会，

来自中国一汽、一拖、广西玉柴、清华大学、机械科学研究总

院等 41 家候选理事单位的代表参会。

 绿色制造分会成立后将组织会员单位重点围绕绿色制造

共性和关键技术等开展联合攻关和协同创新，突破绿色设计、

绿色工艺、绿色装备等关键共性技术，开展绿色制造工艺装备

的推广应用，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搭建绿色制造技术

服务平台。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绿色制造分会成立大会在福州召开

案例 CASE

2015 年 , 机械总院深入推进办公环境节能减排的管理，通过节电节水改造，节约日常能源消费，降低水电等消耗量；

充分利用 OA 办公系统、企业邮箱等媒介，推广无纸化办公；建立覆盖下属各单位的视频会议系统，通过鼓励召开视

频会议，减少现场会议占比，有效降低会议召开成本和交通产生的能耗和污染物的排放；精简各类文件，切实压缩发

文数量，总院内部文件以 OA 平台流转。

2015 年 6 月，由中、韩、日三国主办，机械总院承办的“第

五届绿色制造及应用国际学术会议”在青岛隆重召开，来自美

国、德国、中国、韩国、日本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大学、研

究院所和企业的 400 余位专家出席会议。第五届绿色制造及

应用国际学术会议是当今全世界绿色制造技术领域规模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会议。

第五届绿色制造及应用国际学术会议研讨内容主要包括可

持续产品设计和制造，工科生产制造过程节能降耗和减少废物

排放，环保材料的开发和应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制

造工艺及应用，工厂、机器人、制造过程中的能源 / 环境管理等。第五届绿色制造及应用国际学术会议在青岛隆重召开

机械总院 863 计划“复杂铸件高效低耗绿色生产制造工艺及设备”课题完成了数控加工消失模复杂铸件制造、

振动节能精密电渣熔铸、复杂铝合金铸件 V 法 - 低压铸造、铸铁废屑回收利用等绿色制造技术研究和设备开发，

并在中国一拖、湖北十堰先锋模具等企业建立了 3 条生产示范线，研究成果具有良好的创新性，应用效果良好。

机械总院海西分院采用低压铸造技术，研发生产的新能源汽车配件

横梁是国内唯一的铝合金轻质横梁。该产品的重量只有原先钢制零件的

约 40%，已通过严格的汽车零件性能测试，既解决了目前行业内对新

能源汽车减重节能的要求，又提高了产品结构刚度、抗疲劳寿命等性能

要求，综合品质远优于铸钢件。

案例 CASE

机械总院哈焊所自主设计制造了 30 吨焊接力液压振动线性摩擦焊机，该线性焊机具有优质、高效、节能、绿

色等特点。该焊机振动方式采用了液压伺服振动系统 , 避免了较大的噪声和机械磨损；控制系统采用位置闭环伺

服控制，具有较高的精度，并且有利于保证焊接工艺的稳定性 , 该焊机在这两方面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案例

机械总院北自所进军尾矿无害化处理与生态应用领域，成功签约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的铁尾泥无害化处理与

生态应用生产性示范工程项目。该项目以北京市某尾矿铁尾泥和废弃矿渣为原料，采用纳米材料、生态缓释肥料、

生态修复功能材料等先进材料，通过精准分离、无害化处理等专用技术，变废为宝 , 同时可实现矿物“无害化、

无废弃物、无污水、无废气”等四无环保处理，消除环境和安全危害，最终修复尾矿区的生态环境。

CASE

 机械总院机科股份主导申报的“机械工业有机固废生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成立，成为机械行业首个固废行业工程中心。该中心围绕大型、超大型有机固废集中处理工程技术目标，

重点突破核心设备——大型翻堆机 / 智能转仓机的智能化与可靠性瓶颈，研发目前中国唯一原创堆肥仓型第二代

SACT 技术，实现可以投入工程化应用的多层处理系统技术和全地下处理系统技术，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提供

沟通联络、咨询评价、组织实施等方面的服务，推动污泥处置技术全产业链协同创新、科学发展。

CASE案例

案例 CASE

案例 CASE

深化节能减排 提供绿色技术和服务

倡导绿色制造理念

Deepening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rovide Gree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Service

Advocate Green Manufacturing Concept

推动绿色技术产业化
Improve Gree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我院发布“十三五”规划并全面落实规划目标、任务和责任的一年。结合当前形

势和任务，机械总院将进一步明晰发展方向，坚定信念，以战略为导向，人才为根本，聚焦核心业务 , 放大综合优势 , 强化

集团引领，增强集团持续快速发展的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强化管理：做强做优主业，提升集团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打造集团发展的内生动力，转变发展方式，激发竞争活力，

实现集团整体协同增效。

客户服务：完善产品链和服务价值链，强化内部协同关系，形成“基于关键技术和独特产品的行业整体解决方案”，

持续满足客户要求，增强客户满意度。

人才培养：以提升“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积极培养、引进高端、适用人才，努力实践总院人才战略规划，全面提升

员工的专业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

科研创新：通过承担国家科技创新专项、研制大型制造装备、研究先进制造工艺技术、承接大型工程项目等方式，持

续开展高效科研创新工作，实现对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引领。

绿色生产 : 机械总院将持续开展绿色环保的科技攻关工作，大力倡导低耗、高效、节能、绿色的生产方式，积极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装备制造业企业。

社会公益：充分发挥装备制造业科研和行业服务的企业优势，持续创造绿色价值；积极开展定点扶贫和多种形式的志

愿者服务活动。

本报告是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向社会公开发布的第五份社会责任报告。我们非常愿意倾听和采纳您

对这份报告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在今后的报告编制工作中持续改进。　请回答好以下问题后将表

格传真到 010-68340825 或邮寄给我们。您还可以登录机械总院官方网站（http://www.cam.com.

cn）的社会责任专栏反馈意见。

意见反馈表（请在相应位置打√）

序号 内容 是 一般 否

1

您认为本报告是否突出反映了机

械总院在经济、社会、环境的各

项工作和重大影响

□ □ □

2
您认为本报告披露的信息是否清

晰、准确、完整
□ □ □

3
您认为本报告的内容编排和风格

设计是否便于阅读
□ □ □

开放性问题

1、 您对报告中的哪几部分内容最感兴趣？

2、您认为还有哪些需要了解的信息在本报告中没有反映？

3、您对我们今后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有什么建议？

如您愿意，请告知我们您的信息：

姓　　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工作单位：

联系地址：

我们的联系方式：

部门：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院务工作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馆南路 2 号

邮编：100044 电话：010-88301300  电子邮箱：helh@ca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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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ppendix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
HARBIN WELDING INSTITUTE

http: //www.hwi.com.cn

沈阳铸造研究所
SHENY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UNDRY

http: //www.chinasrif.com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青岛分院
Qingdao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Machinery Science & Technology

郑州机械研究所
ZHENGZHOU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ttp: //www.zrime.com.cn 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
FIRST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MI CHINA

http: //www.cmfi.cn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福建）分院
Haixi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Machinery Science & Technology 

http: //www.camhx.com

机械科学研究院浙江分院有限公司
Zhejiang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Machinery Science & Technology

http: //www.cam-zj.com.cn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江苏分院
Jiangsu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Machinery Science & Technology

http://www.camjs.com.cn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Wuh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terials Protection

http: //www.rimp.com.cn

http: //www.cam.com.cn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FOR 

MACHINERY INDUSTRY

http: //www.riamb.ac.cn

北京机电研究所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Technology

http: //www.brimet.ac.cn

机械工业工程机械军用改装车试验场
Proving Ground for Construction Machinery and Refit 

Military Vehicles 

http: //www.syc.org.cn

机科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ACHINE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http: //www.mtd.com.cn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China Productivity Center for Machinery

http: //www.pcmi.com.cn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先进制造技术研究中心
Advanced Manufacture Technology Center of CAM 

http: //www.camtc.com.cn 

中汽认证中心
CHINA CERTIFICATION CENTRE FOR AUTOMOTIVE 

PRODUCTS

http: //www.cccap.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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