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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中国标准化助力奖名单

2016 年度中国标准化助力奖
（获奖单位及个人排名不分前后顺序）

                             单 位 奖 

1.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

3.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4. 杨凌现代农业标准化研究所

5. 环境保护部标准样品研究所

                             个 人 奖

1. 张兴超 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

2. 钱   恒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3. 谷山强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

4. 曾   宇 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5. 李卫东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6. 吴   斌 辽宁出入境检验检检疫局

7. 王益群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8. 姚   勇 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9. 杨小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71 部队

10. 张维华 闪联信息技术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11. 湛   希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12. 钟代笛 重庆大学

13. 王秋华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14. 邹玉堂 大连海事大学

15. 唐小珊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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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标准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 •

单位简介：

获得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的上海市标准化工作先进集体（2009、2010、2014 年）

和标准化优秀学术成果奖（2012、2014 年）；自 2008 年公司成立以来公司共申请国内专利

743 件，专利授权 321 件，PCT 涉外专利申请 46 件，授权 1 件。公司围绕民机产品研制大力

开展民机标准化活动，构建公司标准化管理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建设支线飞机标准规范体

系；依托大型客机国家重大专项标准化示范项目，建设大型客机标准规范体系；利用信息化

工具推进标准化工作；以标准为工具推动标准件国产化；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和承担国家和

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目前中国商飞公司参与 2 份国家标准（GB）的编制工作（已发布），

承担 43 份航空标准（HB）的编制工作（7 份已发布）。公司目前是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协会（SAE）

航空航天理事会成员单位之一，21 名技术专家担任 SAE 各技术标准委员会委员，并参与 SAE

协会 70 余份标准的制修订。发表科技论文 24 篇。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单 位 奖

单位奖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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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

6 个全国 TC 和 SC 的秘书处挂靠单位，多次获得国家质检总局、标准委颁发的中国标

准创新贡献奖（2007 年三等、2009、2013 年二等、2014 年组织奖）。主导制定了船舶领域

ISO 15516:2006、ISO 22673:2008、ISO 13122:2011 等多项国际、国家标准。开展顶层研究，

助力行业规划和战略制定；落实军工科研，推动武器装备标准体系完善。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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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标准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 •

单位简介：

ISO/TC249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挂靠单位；国内首家开展中医药术语研究，研究制定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编制通则，出版国内首部 ISO 中医药国际标准研制指导教材；同时，积

极推动中医药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两次承办 ISO/TC249 全体会议；截止 2016 年 8 月，

ISO/TC249 已发布 ISO 中医药国际标准 7 项，其中 6 项由中方专家主导制定，进一步提升

了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发表科技论文 67 篇。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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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

依靠国家“985”、“21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根于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服务地方政府、涉农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及农户的农业标准化工作。建立起了我国

农业标准化理论的初步体系、人才培养体系架构和农业标准化示范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创立了“农业技术家教”标准化模式，完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化模块。先后参与或

主持农业标准化方面的研究项目 20 余项；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多本专著。

杨凌现代农业标准化研究所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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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标准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 •

单位简介：

多次获得国务院（2011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环保部（2015 年环境保护

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国家质检总局、标准委（2010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二等奖）等颁

发的奖项。目前以配套环境水质污染物监测为主，覆盖环境空气、土壤、沉积物、工业固

体废物等领域的环境标准样品体系总体形成。一系列环境标准样品的全面应用，为国家环

境污染治理、环境管理科学决策以致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发挥标准支持作用。近十年来正式

公开发表专著 3 部、论文 123 篇。

环境保护部标准样品研究所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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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张兴超，男，34 岁，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 / 标准所副所长，硕士，高级工程师。

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2014 年三等）、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管

理创新成果奖（2014 年一等）；发明专利： 一种电化学腐蚀金属丝制备多孔块体金属玻璃的方法（2007

年）。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金属材料复验规定》、《宇航热控涂层标准研究》等 20 多项国家、行

业标准制修订和科研课题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航天重大专项和重

点型号选用材料、工艺提供了标准化依据，推动了航天材料工艺领域标准化工作的整体进步。

个人简介：

钱恒，男，48 岁，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完成多项国家科

技部“863”计划研究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信息化试点工程项目、质检公益性科研项

目；作为技术专家，担任中国国家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委员、ISO/TC251 资产管理委员会注册专家、

IEC/SyC 智慧城市系统委员会 WG 3 智慧城市电子电工视角参考框架工作组的联合召集人、ISO/IEC 

JTC1/SC31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委员会注册专家；主持和参与各类国家级科研项目 9 项，省部级科研

项目 20 项，起草国家标准 6 项，获得专利 6 项。编写著作 5 项，发表论文 10 篇。

姓名：张兴超

单位：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

姓名：钱  恒

单位：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个 人 奖

个人奖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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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标准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 •

个人简介：

谷山强，男，36 岁，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防雷技术事业部总经理，博士，

高级工程师。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大功率暂态现象分技术委员会、全国雷电防护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委员，IEC/TC 81 工作组专家；获得国务院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15 年），中国电

机工程学会、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14 年）。授权专利 42 项

（2009~2015 年）。已制订电力行业标准 2 项，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 2 项，正在主导 2 项国际标准

采标工作。发表 EI 论文 34 篇，参与编写专著 1 部。

个人简介：

曾宇，男，55 岁，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国家红外及工业电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技

术负责人，正高职高工。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TC 27/WG 召集人兼负责人。获得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1906 奖（主导研制 IEC 62798 等三项工业红外电热装置国际标准，2013 年），辽宁省人民政府科技技

术奖（2012 年）。主导研制工业红外电热装置三项国际标准；主持或参与 20 余项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制修订工作。发表科技论文多篇。

姓名：谷山强

单位：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

姓名：曾  宇

单位：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国家红外及工业电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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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李卫东，男，46 岁，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纤维检验所副所长，博士，教授级高工。

ISO/TC38/SC23/WG2 工作组召集人，全国家用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02）和全国纺织

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分技术委员会（SAC/TC209/SC1）委员。主持制定了 ISO 18068。目前主持

ISO 国际标准修订项目 1 项，主持 ISO 国际标准提案 1 项。同时，主持或为主参与了包括国家自然基金、

国家质检总局等各级科研项目以及标准制修订项目 20 余项，多次获得上海市标准化优秀学术成果一、

二、三等奖（2012、2013、2014、2015 年），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3 项（2010、2010、2015 年）。

个人简介：

吴斌，女，47 岁，辽宁出入境检验检检疫局技术中心副处长，博士，研究员。大连工业大学和

大连海洋大学硕士生导师；共完成国家科技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辽宁省、大连市及辽宁检

验检疫局科研项目 30 余项，研制国家标准样品 30 余项，制定国家标准 5 项、行业标准 8 项、地方标

准 4 项。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科技兴检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7 项（2005

年 ~2011 年）；获中国水产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2016 年）；获中国标准贡献二等奖 2 项（2009、

2016 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2014 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3 项（2007、

2012 年）；发表科技论文 40 余篇，主编著作 1 部，参编 8 部。获得专利 9 项。

姓名：李卫东

单位：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姓名：吴  斌

单位：辽宁出入境检验检检疫局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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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标准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 •

个人简介：

王益群，女，36 岁，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副主任，博士，高级工程师。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工

产品和系统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光纳米材料召集人，美国 UL 标准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多

个全国标委会委员。主持和参与了 9 项省部级项目。负责研究或作为主要起草人完成了 128 项国际、

国家、地方标准的研究编制工作，其中 96 项已正式发布：研究起草 IEC/TS 62607-4-2 等 3 项国际标准；

研究起草 GB/T 23751.2-2009 《微型燃料电池发电系统第 2 部分：性能试验方法》等 18 项国家标准；

主持广东省电动汽车产业标准体系建设项目，完成 DB44/T 1202-2013《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系

统技术条件》等 75 项电动汽车产业地方标准研制。

个人简介：

姚勇，男，52 岁，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副主任，博士，研究员；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获得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一等奖（2010

年），2次国家海洋局海洋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06、2014年）。组织承担编制了《全国海洋标准化“十一五”

发展规划》、《全国海洋标准化“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全国海洋标准化“十三五”发展规划》。

组织编制了“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体系”、“海洋标准体系框架”、“海洋标准体系表”等材

料；研究、组织制修订了《海洋调查规范》、《海洋可再生能源勘察与评估指南》等几十项海洋标准。

发表科技论文 20 多篇。

姓名：王益群

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姓名：姚  勇

单位：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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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杨小兵，男，39 岁，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71 部队副主任，博士，副研究员。全国个体防护装备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及呼吸防护装备组专家。共负责或参与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标准物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公益研究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军口 863 等 30 余项国家、军队及横向

课题的研究。申请国防或国家专利 8 项，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 项（2007~2016 年），发表期刊、会

议学术论文 50 余篇。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干部和学术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 1 次，获全

军防化军事学术论文二等奖 1 次（排名第 2）、国际呼吸防护协会 2010 年会优秀论文奖（排名第 3）

和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排名第 1、第 3）。

个人简介：

张维华，男，40 岁，闪联信息技术工程中心有限公司总监，博士。闪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国标委注册的国际标准化中国专家、ISO/IEC 和 IEC 注册的国际标准技术专家、IEC SEG1（智慧城

市系统评估组）中“WG4 智能家居用例”和“WG5 智慧教育用例”两个工作组的召集人、ISO/IEC 

JTC1 SG1（智慧城市研究组）的联合编辑、ISO TC268 SC1 AHG3 注册专家。已有十余篇 SCI 国际论

文、数十篇国际会议论文、数十项国际国内专利发表；主持的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系列国际标

准 ISO/IEC 14543-5 系列已经有 8 项国际标准发布，主持的闪联国家标准已经有 8 项正式发布。

姓名：杨小兵

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71 部队

姓名：张维华

单位：闪联信息技术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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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标准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 •

个人简介：

湛希，男，34 岁，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副主任工程师 / 装备系统专业组长，硕士。国家留

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获得国家质检总局和标准委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2016 年），总装备部军队

科技进步奖（2012、2014 年）；曾任军用标准化、军民标准通用化领域若干重大项目负责人、计划主管、

评审委员；主持完成一系列标准研究课题，组织并参与制定国家军用标准 30 余项；主持或参与完成技

术基础课题 50 余项，发表论文 9 篇、撰写论著 6 部，完成国防科技报告 10 余篇。

个人简介：

钟代笛，男，36 岁，重庆大学教授，博士。国际个人健康设备标识委员会主席，国际电信联盟

学社成员、标准编辑，ISO TC215 和 JTC1/WG10 中国代表团成员。获得国家质检总局、标准委中国

标准创新贡献奖（2016 年）；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突出贡献奖（2011~2015 年连续 5 年）。申请

获得数十项发明专利（2006~2016 年）。牵头完成并发布了 68 项国际标准；参与研制数十项国家标准，

发表科技论文 40 篇。

姓名：湛  希

单位：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姓名：钟代笛

单位：重庆大学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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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王秋华，女，45 岁，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标准管理部主管，高级工程师。担任

IEC60310 和 IEC62499 工作组专家，全国牵引电气设备与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全国

城市轨道交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获得湖南省人民政府标准化先进个人（2009 年）。参与制定

IEC62580-2《轨道交通 车载多媒体系统 第 2 部分：视频监视系统》等 5 项国际标准、GB/T 24338.3-

2009《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3-1 部分：机车车辆 列车和整车》等 8 项国家标准、4 项行业标准 ( 含铁

路总公司企业标准 )。发表标准化论文数篇。

个人简介：

邹玉堂，男，50 岁，大连海事大学处长，博士，教授。全国技术产品文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获得辽宁省科学技术奖（2015 年三等）、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2009 年三等），机械科学

研究院科技成果奖（2004 年）等。主持 ISO128-15 和 ISO129-4 两项国际标准，参与 ISO/TS128-71

国际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工作。主持或参与 30 余项国家标准研究或制修订。主编出版标准化专著多本。

姓名：王秋华

单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姓名：邹玉堂

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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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标准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 •

个人简介：

唐小珊，女，41 岁，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中心副总工程师兼国家重点实验室标准

化办公室主任，硕士，高级工程师。两次获得中国质量协会优秀奖（2013 年）；“一种检测中空纤维

状膜孔径性能的方法”获得发明专利（2014 年）。主持或参与 GB/T32361-2015《分离膜孔径测试方

法 泡点和平均流量法》等 10 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研究和制修订工作。发表科技论文数篇。

姓名：唐小珊

单位：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uan
文本框

Yuan
文本框


	会议指南
	第十三届中国标准化论坛主论坛议程
	2016年度中国标准化助力奖名单
	单位奖
	个人奖
	论坛主讲嘉宾简介及演讲资料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思路
	从标准化改革到实施标准化战略
	标准服务支持企业、工业和政府
	适应新常态下的中医药标准化建设任务与进展
	食品安全技术标准化研究与实践30年
	中国航天标准“走出去”的探索与思考
	服务标准化让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标准大数据技术与服务
	标准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标准化助力山东经济转型
	关于颁发“2016年中国标准化助力奖”的决定
	关于表彰全国标准化优秀论文暨第十三届中国标准化论坛获奖论文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