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春市第一届创新杯高价值专利培育大赛获奖项目名单

获奖名称 排名 专利/专利组合名称 参赛领域 参赛单位/个人 负责人

金奖1项 1 大面阵高分辨率视频卫星处理技术及应用 光电信息 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高放

银奖2项
2 瞬时能耗最小的车轮转矩分配方法 装备制造 吉林大学 王军年

3 近距离无线光通信模块 光电信息 长春光客科技有限公司 倪小龙

优秀奖
（三等奖）

6项

4 辅助胸腹腔微创手术的机器人系统开发 医药健康 吉林大学 冯美

5 氟原子改性水性防腐涂料 装备制造 长春市三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旭亮

6 植物乳杆菌DP189及其应用 医药健康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李盛钰

7 多载荷多物理场耦合服役条件下材料原位测试装置
及方法

装备制造 吉林大学 刘鹏

8 咖啡鲜果发酵清洗一体机 装备制造 长春理工大学 王英志

9 柔性阻车系统研制 装备制造 吉林大学 刘昕晖

单项评分
奖

10 注塑模内镶嵌自动化装备自主研发及应用 装备制造 长春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王岩

11 人参田间作业机械化关键设备 装备制造 吉林省农业机械研究院 刘文亮

12 基于生物可降解聚酯的药物传递系统研究 医药健康 长春工业大学 宋晓峰

13 一种大量诱导扩增具有ADCC效应的NK细胞的方法 医药健康 吉林省吉恩致合生物治疗技术有限公司 徐立伟

14 复杂构件及回转体产品转动惯量测试设备及其关键
技术

光电信息 长春理工大学 李俊烨

15 用于空间光通信具有位敏薄膜栅极的微通道光电倍
增管

光电信息 长春威视追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母一宁

16 压电微位移驱动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装备制造 长春工业大学 何丽鹏

17 眼部护理专业敷料产业化开发 医药健康 长春吉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郭书茵

18 藤黄健骨丸质量标准提升及规模化生产 医药健康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陈革

19 基于医疗标本检测项目结果的实时质控方法及装置 医药健康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周婷婷



单项评分
奖

20 医用皮秒激光治疗平台 装备制造 吉林省科英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王雪娇

21 血液透析浓缩液质量提升项目 医药健康 吉林省富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魏滢

22 机油泵总成干式试验台研制 装备制造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郑璐

避重 多齿轮泵有级变量系统 装备制造 吉林大学 刘昕晖

24 3000T热成形高强钢板大型零部件生产线 装备制造 翟述基 翟述基

25 基于光栅衍射光干涉的高精度高分辨力位移
绝对测量方法研究

光电信息 长春理工大学 高旭

26 板材扭曲成形装置及成形方法 装备制造 长春城际轨道客车配件有限公司 张大圣

27 高性能空穴功能材料的技术开发及应用 光电信息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李贺

28 一种骨架式水上救生装置 装备制造 长春伯灵科技有限公司 白桂强

29 测试电梯安全性能的方法、装置、终端设备和存储
介质

装备制造 王思存 王思存

弃权 一种调血脂仪器及其使用的光源材料 医药健康 长春先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刘俊频

31 一种带有瞳距调节和双光路调焦的视觉眼保仪 医药健康 长春市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陶冶

32 海空一体移动平台及智能群控 装备制造 吉林大学 陈延礼

33 一种红花油体的提取方法 医药健康 吉林农业大学 王秀然

34 一种扇形纸浆磨片测量配对设备 装备制造 长春工业大学 张邦成

35 一种耐霉菌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及其制备工艺 装备制造 吉林省宏源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贾兴保

36 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用手术器械研究 医药健康 吉林省金博弘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卢秀泉

37 汽车天窗生产线 装备制造 长春合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胡凤荣

38 啤酒酵母高温发酵菌种的选育 医药健康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于丽娜

39 去铁胺在制备预防和或治疗肿瘤药物中的应用 医药健康 葛鹏飞 葛鹏飞

40 鱼鳃的气体传质机理研究及仿生自呼吸空气阴极制
备

装备制造 吉林大学 卢国龙

41 稻壳基硅炭复合材料的高值化开发利用 装备制造 吉林大学 王晓峰



单项评分
奖

42 消防北斗——具有被困人员定位功能的消防报警和
救援系统

光电信息 吉林建筑大学 韩成浩

43 电梯检验检测方法及系统 装备制造 王勇 王勇

44 一种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迭合板 装备制造 长春建筑学院 路立娜

45 Lora采集器 光电信息 升哲博纳科技（长春）有限公司 王宏亮

46 3D打印无源动力仿生假肢手臂 医药健康 长春市漫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孙煜瑶

47 斜楔机构的工程应用研究 装备制造 长春吉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王秀秀

48 基于互频原理的注水井无线供电智能测控系统 装备制造 长春中际互频科技有限公司 张学清

49 装配式结构拐角安装加固装置 装备制造 中建科技长春有限公司 杨丁丁

50 一种建筑的整体移动装置 装备制造 杨月明 杨月明

51 一种消除焊接应力的装置 装备制造 吉林省中润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孟庆家

52 一种节能发动机 装备制造 赵中民 赵中民

53 多功能防气防砂采油组合工具 装备制造 中油智科（中油智科）吉林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李坤

54 一种高时间分辨自动化口服固体药物体外溶出度分
析仪

医药健康 东北师范大学 杜尚宇

55 车辆管路系统用快插接头组件 装备制造 长春亚大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 李健

56 生物质燃料热风炉 装备制造 吉林宏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隋海然

57 汽车外饰件轻量化 装备制造 长春一汽富维东阳汽车塑料零部件有限公司 杜帅

58 一种闸门埋件用加热装置 装备制造 长春华普大通防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刁彦斌

59 一种便捷式案板组装装置 装备制造 长春易加科技有限公司 佟鹏

60 一种多倍体大花萱草组培方法及培养基 装备制造 中邦汇泽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郭琳琳

优秀组织奖 长春理工大学    长春建筑学院


