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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 
 

机械科〔2021〕127 号 

 

 

关于 2021 年度机械工业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考核评估结果的通告 

各创新平台： 

根据《机械工业创新体系管理办法》和《机械工业创新平台运行

考核评估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相关规定，2021 年 6～7

月，我会对列入考核评估计划的行业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进行

了考评，考核评估采用会议答辩和现场考核两种方式。现将考核评估

情况予以公布。 

1.本次列入考核评估计划的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共 57 家，

其中工程研究中心 31 家、重点实验室 26 家。经过组织专家评审，17

家考评为优秀，其中工程研究中心 8 家、重点实验室 9 家；38 家考评

为合格，其中工程研究中心 22 家、重点实验室 16 家；1 家工程研究中

心和 1 家重点实验室取消称号。 

2.根据《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对考核评估优秀的“机械工

业泵及特殊阀门工程研究中心”、“机械工业并混联机构及控制重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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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等 17 家创新平台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各创新平台深入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国家和行

业重大需求，加强前瞻性、前沿性技术研究，着力解决产业发展的关

键共性技术，持续加强科研能力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更好地推动行

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 

 

附件：2021 年度机械工业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考核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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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机械工业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考核评估结果 

序号 创新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考评结果 

1.  机械工业泵及特殊阀门工程研究中心 兰州理工大学 优秀 

2.  机械工业并混联机构及控制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 优秀 

3.  机械工业叉车工程研究中心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4.  机械工业铲土运输机械工程研究中心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5.  机械工业电动工具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  机械工业发电设备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7.  机械工业高效优质焊接技术重点实验室 哈尔滨焊接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 

8.  机械工业金属基复合与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江苏大学 优秀 

9.  机械工业精密传动机构及伺服驱动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 优秀 

10.  机械工业铝镁合金铸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沈阳铸造研究所有限公司 优秀 

11.  机械工业绿色设计与制造重点实验室 合肥工业大学 优秀 

12.  机械工业汽车齿轮工程研究中心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3.  机械工业清洁高效燃烧技术重点实验室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4.  机械工业数控装备可靠性技术重点实验室 吉林大学 优秀 

15.  机械工业物料搬运工程研究中心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 

16.  机械工业先进制造视觉检测与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 湖南大学 优秀 

17.  机械工业重载柔性机器人重点实验室 兰州理工大学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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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创新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考评结果 

18.  机械工业变压器工程研究中心 沈阳变压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9.  机械工业测控设备及系统功能安全工程研究中心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合格 

20.  机械工业传热节能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合格 

21.  机械工业磁选工程研究中心 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2.  机械工业电工设备高原环境适应性工程研究中心 昆明电器科学研究院 合格 

23.  机械工业电加工工程研究中心 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24.  机械工业电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 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25.  机械工业发动机电子控制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合格 

26.  机械工业高温、高压材料与焊接重点实验室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7.  机械工业高效硬质切削刀具工程研究中心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8.  机械工业滚动功能部件重点实验室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9.  机械工业过程控制系统产品可靠性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重庆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 合格 

30.  机械工业过程控制系统可靠性技术重点实验室 重庆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 合格 

31.  机械工业机械结构损伤检测评估技术重点实验室 江苏大学 合格 

32.  机械工业激光冲击波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 江苏大学 合格 

33.  机械工业集成开发产品平台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合格 

34.  机械工业交流高压开关设备工程研究中心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35.  机械工业控制网络及系统功能安全重点实验室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合格 

36.  机械工业汽车零部件成形模具工程研究中心 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37.  机械工业汽车制动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万向集团公司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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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创新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考评结果 

38.  机械工业全断面掘进机工程研究中心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39.  机械工业设施农业测控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 江苏大学 合格 

40.  机械工业生物质能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合格 

41.  机械工业特高压 GIS重点实验室 河南省高压电器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42.  机械工业透平压缩机与膨胀机重点实验室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43.  机械工业微特电机换向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4.  机械工业现代光电测试技术重点实验室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合格 

45.  机械工业小模数齿轮传动工程研究中心 常州德劢精密传动有限公司 合格 

46.  机械工业校直设备工程研究中心 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7.  机械工业硬质刀具结构与材料技术重点实验室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8.  机械工业用户侧光伏微网工程研究中心 温州大学 合格 

49.  机械工业有机固废生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研究中心 机科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0.  机械工业有色冶金综合自动化重点实验室 兰州理工大学 合格 

51.  机械工业中小功率减速机工程研究中心 杭州杰牌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52.  机械工业重大技术装备润滑液压技术设备重点实验室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3.  机械工业重型机床结构与驱动技术重点实验室 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大学 合格 

54.  机械工业重型数控铣镗床工程研究中心 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55.  机械工业铸造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国机铸锻机械有限公司 合格 

56.  机械工业数控加工工艺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 北京机电院机床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取消 

57.  机械工业数控装备构型与动态性能工程研究中心 北京机电院机床有限公司、清华大学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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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1 年 7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