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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 
 

机械科〔2020〕144 号 

 

 

关于 2020 年度机械工业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考核评估情况的通告 
 

各创新平台： 

根据《机械工业创新体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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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8 月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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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采用材料

评审和答辩评审两种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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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家，其中工程研究中心 36 家、重点实验室 23 家。经过组织专家

评审，18家考评为优秀，其中工程研究中心 11家、重点实验室家

7 家；39家考评为合格，其中工程研究中心 23家、重点实验室家

16 家，有 1家工程研究中心需整改， 1家取消工程研究中心称号。 

2.根据《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对考核评估优秀的“机

械工业先进制造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机械工业特高压变电技术

重点实验室”等 18 家创新平台予以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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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管理办法》中第十三条“考核评估不合格的创新平

台责成限期改进，整改期满后复评”的规定，未通过考评的工程

研究中心在收到本通告后半年内进行整改，整改后经申请进行复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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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机械工业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考核评 

估情况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0 年 9 月 7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0年 9月 8日印发 



 

附件: 

2020 年度机械工业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考核评估情况 

序号 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 考评结果 

1.  机械工业先进制造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 

2.  机械工业高压输变电成套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电气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优秀 

3.  机械工业特高压变电技术重点实验室 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4.  机械工业制冷空调工程研究中心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  机械工业离心压缩机工程研究中心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6.  机械工业环保制冷剂应用研究重点实验室 上海理工大学 优秀 

7.  机械工业大型矿山采掘设备工程研究中心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8.  机械工业拖拉机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  机械工业精密光电测试技术与仪器重点实验室 上海理工大学 优秀 

10.  机械工业继电保护及自动化工程研究中心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  机械工业低压电器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  机械工业高性能铜合金材料及成形加工重点实验室 合肥工业大学 优秀 

13.  机械工业数控机床性能测试评价与可靠性技术重点实验室 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优秀 

14.  机械工业并联机器人及装备基础重点实验室 燕山大学 优秀 



 

序号 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 考评结果 

15.  机械工业表面工程工程研究中心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 优秀 

16.  机械工业铸造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沈阳铸造研究所有限公司 优秀 

17.  机械工业工程机械节能技术重点实验室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 

18.  机械工业数控机床附件工程研究中心 烟台环球机床附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9.  机械工业工程机械智能控制工程研究中心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 合格 

20.  机械工业日用电器生产和检测设备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格 

21.  机械工业塑性近净成形重点实验室 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22.  机械工业劣质煤清洁高效燃烧工程研究中心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23.  机械工业桥门式起重设备工程研究中心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24.  机械工业齿轮传动重点实验室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25.  机械工业大型件塑性成形技术重点实验室 燕山大学 合格 

26.  机械工业汽车传动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万向集团公司 合格 

27.  机械工业金属弹性元件工程研究中心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格 

28.  机械工业电线电缆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29.  机械工业柔性制造工程研究中心 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30.  机械工业流体动力传输技术重点实验室 燕山大学 合格 

31.  机械工业低速汽车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序号 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 考评结果 

32.  机械工业船用涡轮增压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重庆江增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合格 

33.  机械工业电线电缆及电器附件（新能源装备）重点实验室 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 合格 

34.  机械工业智能交通系统设备及关键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

院、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5.  机械工业电器检测重点实验室 苏州电器科学院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6.  机械工业制冷系统传热强化与节能重点实验室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格 

37.  机械工业植保机械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格 

38.  机械工业齿轮传动工程研究中心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39.  机械工业智能电器及其系统集成重点实验室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

院、上海电科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40.  机械工业透平机械关键制造技术工程实验室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合格 

41.  机械工业数字化齿轮测量系统工程实验室 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42.  机械工业螺旋锥齿轮制造技术与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天津大学、重庆理工大学 合格 

43.  机械工业精密磨削技术重点实验室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合格 

44.  机械工业大型励磁装置和电源装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擎天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45.  机械工业数控机床工具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46.  机械工业钢管设备工程研究中心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47.  机械工业材料腐蚀与防护重点实验室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序号 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 考评结果 

48.  机械工业汽车发动机配气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济南沃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合格 

49.  机械工业多轴复合机床关键部件研究及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合格 

50.  机械工业螺旋压力机工程研究中心 青岛青锻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合格 

51.  机械工业工程机械再制造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格 

52.  机械工业滚动功能部件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合格 

53.  机械工业玻璃绝缘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南京电气绝缘子有限公司 合格 

54.  机械工业高性能铸钢材料与成形技术重点实验室 沈阳铸造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55.  机械工业绕组线工程研究中心 沈阳市宏远电磁线有限公司 合格 

56.  机械工业高端数控锻压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国机铸锻机械有限公司 合格 

57.  机械工业超高压水切割重点实验室 南京大地水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8.  机械工业液压传动与控制工程研究中心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整改 

59.  机械工业手扶拖拉机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